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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算開支
人均

預算開支

級別 預計參與
人數

($) ($) 智能發展
(配合課程)

價值觀
教育

體藝發展 社會服務
與工作有
關的經驗

1.1

本地活動︰在不同學科／跨學科
／課程範疇組織全方位學習活動
，提升學習效能，或按學生的興
趣和能力，組織多元化全方位學
習活動，發展學生潛能，建立正
面價值觀和態度

例子 職業體驗活動 2022年11月 中一至中三 200 $20,000.00 $100.00

English Internal activities 全年 全校 703            10,000.00 $14.22

English External activities 全年 全校 703              8,000.00 $11.38

活動(朗誦) Nov-22 中一至中五 20              5,000.00 $250.00
活動 (參觀文化機構及舉辦講

座工作坊)
Jan-23 中四及中五 120            14,000.00 $116.67

活動:中文朗通導賞(參觀中文

大學)
Mar-23 中二 123              6,000.00 $48.78

中文科文集 全年 中一至中六 703            33,000.00 $46.94
辯論隊及相關活動 全年 中二至中六 8            12,000.00 $1,500.00
小作家殿堂 Jun-23 中一至中五 8              3,000.00 $375.00
中文學習之星 Jun-23 全校 703              7,200.00 $10.24
普通話學會 全年 全校 21                 500.00 $23.81
校際朗誦節普通話朗誦 Nov-22 全校 10              1,600.00 $160.00
普通話大使計劃 全年 全校 371                 800.00 $2.16
普通話課堂及學科獎勵 全年 全校 247                 300.00 $1.21
數學科活動 全年 全校 703              3,000.00 $4.27
科學科學習之星獎勵計劃 全年 中一至中二 247                 960.00 $3.89
螢亮生命計劃 全年 中一 120                 640.00 $5.33
化學科活動 全年 全校 703              3,000.00 $4.27
生物科活動 全年 全校 703            13,000.00 $18.49
公民科文化表演/體驗 21/11/22-22/11/22 中四至中五 237              1,000.00 $4.22
生活與社會課堂筆記獎 11/22及4/23 中一至中二 16                 500.00 $31.25
中國歷史網上偉人比賽 Apr-23 中一至中五 607                 500.00 $0.82
中史科本學習獎勵計劃 全年 全校 703              1,500.00 $2.13
地理活動 全年 全校 703              4,000.00 $5.69
地理考察 全年 中四至中六 100              5,000.00 $50.00
歷史活動 全年 全校 703                 200.00 $0.28
經濟活動 全年 全校 703                 500.00 $0.71
中六學生：死亡教育活動 Jan-23 中六 96              6,000.00 $62.50
BAFS成績進步獎 全年 中三 四 五 180              1,000.00 $5.56
BAFS成績優異獎 全年 中三 四 五 180              1,000.00 $5.56
BAFS比賽獎品 全年 中三 四 五 180              1,000.00 $5.56
ICT活動 全年 全校 703            10,000.00 $14.22
STEM Learning enrichment 全年 中四 118            10,000.00 $84.75
STEM 小六家長日和不同校外比

賽
全年 全校 17              3,000.00 $176.47

中學文憑試視藝科畢業展 Jun-23 中六 16              8,000.00 $500.00
培敦藝術節-視覺藝術 Mar-23 全校 703              5,000.00 $7.11
視藝培訓班活動及導師費 10/2022-12/2022 中四至中五 23            10,000.00 $434.78
視藝校外比賽及活動 全年 全校 432                 500.00 $1.16
校園佈置活動 全年 全校 703              1,000.00 $1.42
朗誦及音樂協會年費 全年 全校 50                 250.00 $5.00
公開比賽報名費 全年 全校 80              1,500.00 $18.75
音樂活動外出車費(代表隊) 全年 全校 80              2,000.00 $25.00
手鈴隊及合唱團導師伴奏費 全年 全校 70              1,000.00 $14.29
校園音樂會之團體演出費 全年 全校 200              4,000.00 $20.00
合唱團及手鈴隊表演樂譜 全年 全校 80              2,000.00 $25.00

基要學習經歷
(請於適用方格加上號，可選擇多於一項) 負責科組／

教師

學校可按需要決定是否填寫此部分學校必須填寫此部分

對象
監察／
評估方法

編號 活動名稱

範疇
(請選擇

適用的選項，
或自行填寫)

擬舉行日期

2022-23 學年

全方位學習津貼  運用計劃

活動簡介及目標

聲明︰本校已清楚明白運用全方位學習津貼的原則，並已徵詢教師意見，計劃運用津貼推展以下項目：
為提高透明度及根據一貫安排，學校須把經校董會／法團校董會／學校管理委員會審批的全方位學習津貼運用計劃或載有全方位學習津貼運用計劃的學校周年計劃上載至學校網頁。

第1項：舉辦／參加全方位學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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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rning Enrichment團體演出

費用
全年 中四 118              8,000.00 $67.80

培敦藝術節-音樂 Mar-23 全校 703              4,000.00 $5.69
三角琴 全年 全校 703          200,000.00 $284.50
陸運會 17/11/2022-18/11/2022 全校 703            15,000.00 $21.34
體育科校際活動 全年 全校 200            20,000.00 $100.00
體育科暑期活動 May - Aug 23 全校 200              2,000.00 $10.00
體育科聯課活動 全年 全校 703              8,000.00 $11.38
體育科場地租用 全年 全校 703            10,000.00 $14.22
聘用校隊導師及教練 全年 全校 200            80,000.00 $400.00
校際及公開比賽報名費 全年 全校 200            28,000.00 $140.00
學生比賽交通費用資助 全年 全校 200            14,000.00 $70.00
學生比賽球衣費用資助 全年 全校 200            11,000.00 $55.00
租用校隊訓練場地 全年 全校 200            20,000.00 $100.00
購買校隊訓練物資及器材 全年 全校 200            16,500.00 $82.50
校隊境外交流及訓練 全年 全校 200          120,000.00 $600.00
ART KLA 戲劇活動 Jul-22 中一至中二 200            10,000.00 $50.00
ART KLA 外出參加藝術活動 11/22或3/23 中一至中三 20                 500.00 $25.00
中一級敬師信 Nov-22 中一 124              1,000.00 $8.06
中學體驗日- 材料/獎品/紀念

品
全年 全校 703              3,000.00 $4.27

聯校學術比賽 Mar - May 23 全校 50              6,000.00 $120.00
五十周年校慶標語創作比賽 Apr - May 23 全校 703              2,000.00 $2.84
五十周年校慶標誌設計比賽 Apr - May 23 全校 703              2,000.00 $2.84
小六家長日 Dec-22 全校 703              3,000.00 $4.27
聯校活動 全年 全校 20              2,000.00 $100.00
校園建設學生培訓及活動 Apr - May 23 全校 24              1,000.00 $41.67
伴我同行計劃： PP 全年 中二 123            56,260.00 $457.40
伴我同行計劃： YP 全年 中一及中三 248            73,800.00 $297.58
生命教育日 4/4/2023 全校 703          120,000.00 $170.70
五社培敦Spiders Nov-22 中四至中六 60            65,000.00 $1,083.33
公民教育活動 30/9/2022 全校 703              3,000.00 $4.27
L.E.D.先鋒培訓及L.E.D.小組

工作坊
全年 全校 162              6,000.00 $37.04

LED其他活動 全年 全校 100            10,000.00 $100.00
L.E.D.特刊 (全校學生及新一年度

新生)
全年 全校 703              4,000.00 $5.69

環保教育活動 全年 全校 703              3,000.00 $4.27
服務學習活動 全年 全校 703            30,000.00 $42.67
福音週 28/11/22-2/12/22 全校 703              9,500.00 $13.51
聖誕節崇拜及節期活動 Dec-22 全校 703              5,000.00 $7.11
復活節崇拜及節期活動 Apr-23 全校 703              5,000.00 $7.11
聯校基督徒中學生奮興營 Apr-23 全校 30            14,500.00 $483.33
初中靈命成長日 28/6/2022 中一至中三 30              5,000.00 $166.67
中一培靈級關懷計劃 全年 中一 703              6,280.00 $8.93
中六歡送會 Mar-22 中六 703              2,500.00 $3.56
學生團契 全年 全校 70              9,000.00 $128.57
其他活動 全年 全校 703            30,000.00 $42.67
全校學會津貼 全年 全校 703            20,000.00 $28.45
領袖培訓(境外交流團/本地培

訓)
Jul-22 全校 20          125,000.00 $6,250.00

Learning Beyond/試後活動 全年 全校 703              7,500.00 $10.67
戶外學習日 Nov-22 全校 703            50,000.00 $71.12
五社社費津貼 全年 全校 703            15,000.00 $21.34
學生會會費津貼 全年 全校 703            15,000.00 $21.34
輔導活動 全年 全校 703            10,300.00 $14.65
訓導紀律比賽 Apr-22 全校 703              1,000.00 $1.42
核心領袖生培訓日營 Aug-22 中三至中六 20              1,000.00 $50.00
領袖生培訓計劃 Dec-22 中三至中六 100            10,000.00 $100.00
模範生選舉 Mar-22 全校 703              4,000.00 $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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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長惜別會 Feb-22 中六 30              1,000.00 $33.33
校本少年警訊活動 Aug-22 全校 30              2,000.00 $66.67
飛越DSE Jun-22 中五 118                 800.00 $6.78
飛躍高中啟動禮 7/7/2022,10/7/22 中三 124                 800.00 $6.45
中六啟航禮 Mar-22 中六 96              4,000.00 $41.67
試升及留班生獎品 全年 全校 20              2,000.00 $100.00
鴻鵠計劃及Aspiring Stars 全年 中六 40            11,000.00 $275.00
筆記展 10/22-12/22 全校 703              1,000.00 $1.42
致送心意卡行動 Nov-22 中六 96                 500.00 $5.21
「文憑試成績排名榜」及「飛

躍風雲榜」
全年 中四至中六 332                 800.00 $2.41

中四及中五課業進步獎 全年 中四及中五 236              3,000.00 $12.71
激勵中六讀書士氣計劃 全年 中六 96              4,000.00 $41.67
優質課業獎 全年 中四至中六 326              3,000.00 $9.20
初中班際交齊功課比賽 Jun-23 中一至中三 371              3,000.00 $8.09
交齊功課奬勵計劃 Jun-23 中一至中三 371              6,000.00 $16.17
午間廣播節目材料 全年 中一至中二 247              2,000.00 $8.10
課堂積極表現獎勵計劃 全年 中一至中三 371              8,000.00 $21.56
生涯色香味 全校 全年 100              6,000.00 $60.00
生涯規劃活動 全校 全年 703            11,000.00 $15.65
生涯規劃獎品 全校 全年 703              4,000.00 $5.69
Learning Enrichment

Programme
全校 中四 118              6,000.00 $50.85

校慶音樂劇 全校 全年 703          350,000.00 $497.87

 （如空間不足，請於上方插入新行。）

第1.1項預算總計 31,374 $1,768,790.00

1.2 境外活動︰舉辦或參加境外活動
／境外比賽，擴闊學生視野

例子 大灣區智慧城市探索之旅 2023年4月10-12日 中四至中五 88 $100,000.00 $1,136.36

1 國內/本地考察活動 待定 待定 30 $15,000.00 $500.00

2

3

 （如空間不足，請於上方插入新行。）

第1.2項預算總計 30 $15,000.00

第1項預算總計 31,404 $1,783,790.00

第2項：購買其他推行全方位學習所需的設備、消耗品或學習資源（學校必須填寫此部分）

編號 項目 用途 預算開支 ($)

例子 STEM學習套件 STEM興趣小組活動 $50,000.00

1 體能訓練器材 體育科課堂使用 $3,000.00

2 體育科教學設備 體育科課堂使用 $3,000.00
3 光學心率傳感器10個 體育科課堂使用 $4,000.00

 （如空間不足，請於上方插入新行。）

第2項預算總開支 $10,000.00

第1及第2項預算總開支 $1,793,7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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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項：預期受惠學生人數（學校必須填寫此部分）

全校學生人數︰

預期受惠學生人數︰ 703

佔全校學生人數百分比 (%)： 100%

全方位學習聯絡人姓名： 吳碩駿

職位： 副校長

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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