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級別 預計參與
人數

（$） 智能發展
(配合課程)

德育及
公民教育

體藝發展 社會服務
與工作有關

的經驗

第1項

1.1
1 不同語文活動報名費（例如朗誦比賽、徵文比賽、演講比賽等） 加強學生語文能力，增強自信心 中文科 全年 約40人 中一至中六 統計參與人數 $4,800 
2 中一筆記撰寫工作坊 提升學生摘錄筆記的能力 中文科 全年 約120人 中一 成果展示 $25,000 
3 文化手作坊 讓學生體驗傳統中國文化手藝 中文科 試後活動 約100人 中五 成果展示 $30,000 
4 校園電視製作工作坊(3班) 提升學生電視製作能力 校園電視 12-7月 約60人 中一至中三 學生回饋 $30,000  
5 性教育工作坊 性教育 生活與社會科 3月 約120人 中三 文字+相片匯報 $2,000 

6 職場參觀
讓中四至中五學生到香港不同的職場參觀及體驗
，增加對其認識，考慮升學就業選擇。

生涯規劃委員會 4月11-12日 30人 中四級  中五級
由老師訪談學生，了解他
們的得着

$2,000 

7 4D班宿營 班團建立、加強溝通能力郊練，領袖培訓 班級經營 3月 30人 4D 營內表現 $15,000 

8
海洋奇觀之旅：透過探索海洋活動，提供自主學習機會，讓學生從多方
面探索海洋動植物的特質，認識海水的成份及物理性質，認識大自然的
珍貴資源。

透過探索海洋活動，清理海洋垃圾，了解作為公
民，對環境保護的社會責任。

物理科
化學科
生物科

待定 50人 中三 簡報及口頭匯報 $20,000   

9 Hong Kong School Speech Festival (Solo verse speaking / prose
speaking / Choral speaking): Application Fee

Strengthen Students' speaking skills and
enhance their cofidence in spoken English

英文科 11/12月 約20人
中一至中六

Assessed by the Hong
Kong Schools Music and
Speech Association

$3,000 

10 小老師訓練活動 培育學生領導才能，增加學生協作及溝通能力 學習支援組 1月 30人 中一、中二 活動表現 $20,000 
11 學術領袖生訓練活動 培育學生領導才能 學風組 3月 40人 中三至中五 活動表現 $25,000 
12 米埔 - 后海灣規劃師 實地考察 通識科+學術領袖生 11月 40人 中三至中五 文字+相片匯報 $2,000  
13 海下灣 - 海岸生態學家 實地考察 通識科+學術領袖生 3月 40人 中三至中五 文字+相片匯報 $6,800  
14 Teach Unlimited Foundation (TUF) 教學無彊界基金  啟導友師計劃 實地考察 學與教委員會+TUF 4-7月 20人 中四至中五 文字+相片匯報 $2,000   
15 力學體驗 透過海洋公園活動，體驗各種力學理論 物理科 待定 23人 中四 活動表現 $4,000 
16 太空館工作坊 認識太空知識 物理科 待定 60人 中四至中六  活動相片及報告 $3,000 
17 福音營 建立學生正面價值觀 宗教教育及事工委員會 2月-4月 100人 中一至中六 導師評語 $27,000 

18 河流及農業景觀考察日營、長洲城市及農業景觀考察營、

灣仔城市更新考察
以DSE「實地考察為本」題目為綱領，設計相應
兩天考察活動

地理科 2021年12月至
2022年5月

66人 中四至中六
 活動相片
小組考察報告

$14,000 

19 STEM 龍尾灘發展的研究 利用航拍、360VR技術與學生探討發展項目的成
效

地理科 待定 26人 中四
 活動相片
小組考察報告

$10,000 

20 大自然之旅 透過實地考察活動，學習學科知識 教務組 全方位學習日 124人 中一
觀察學生考察時段的投入
情況及工作紙表現

$4,500 

21 出外比賽交通費、音樂活動日、午間音樂會 擴闊音樂體驗 音樂科 全年 約140人 中一至中六 比賽成績及統計參與人數 $8,400 
22 音樂劇製作(佈影設計及製作、燈光、攝影及音響服務) 培訓學生多元音樂藝術才能及演出體驗 音樂科 全年 約40人 中一至中六 活動相片及演出片段 $200,000 
23 參觀懲教署及出席講座 建立學生正面價值觀 訓育委員會 1月 25人 中三至中五 活動表現 $2,000 
24 懲教署「思囚之路」交通費 建立學生正面價值觀 訓育委員會 待定(第二學期) 25人 中二 活動表現 $2,000 

25 創路雄心(中文大學及消防員師友計劃)
破冰、建立關係、建立團隊精神、鞏固体驗學習
的經驗、師友分享、開拓生涯規劃的視野、鞏固
体驗學習的經驗，接受新挑戰

輔導委員會：創路雄心(中文大學
及消防員師友計劃)

11/2021-
5/2021

 20人
中二級 男女生

20人及家長
學生出席記錄及回鐀 $150,000 

26 中一至中三級歷奇、成長及興趣活動
挑戰自我，建立自尊自信
開展個人興趣，提升社交技巧

輔導委員會、香港青少年服務處 Sep-21-may-22 約180人 中一至中三級 學生出席記錄及回鐀 $66,935 

27 中六級 減壓工作坊 疏導中六學生的壓力情緒，提升他們的抗壓能力 輔導委員會 Dec-21-Jan-22 中六全級 中六全級 學生出席記錄及回鐀 $15,000 
28 全心傳情 培養感恩，建立互相欣賞的氣圍，提升抗逆力 輔導委員會 May-22 全校學生 全校學生 學生出席記錄及回鐀 $4,000 

29 中一新生迎新日
增加中一新生及家長對學校的認識，協助中一新
生適應中學生活

輔導委員會 Aug-22 中一新生及家長 中一新生及家長 學生出席記錄及回鐀 $200 

30 高中成長計劃 回應高中學生的成長需要，促進其個人成長 輔導委員會 Sep-21-may-22 中四至中五級 中四至中五級 學生出席記錄及回鐀 $2,500 
31 班級經營 建立班團，舉行級本活動 學生培育委員會 全年 全校 中一至中六 學生出席記錄及回鐀 $43,200 
32 出外參觀展覽 擴闊藝術視野 視藝科 全年 約40人 中一至中六 學生回饋 $1,000 

33 中一繪畫立體班及壁畫立體班 素描、彩色素描及塑膠彩基本技巧, 學員之優秀創
作將會有公開展覽機會

視藝科 9月-5月 24人 中一至中五 在校園展示作品 $6,000 

34 高中視藝繪畫及創意綜合藝術課程 提升創意、高階思維、觀察力 視藝科 全年 37 中四至中六
預期成果：創意、觀察力及
視覺表現能力有所提升 $21,600 

35 綜合漫畫計劃 藝術家Pen So 延續暑假課程，協助同學完成具故
意性漫畫作品, 作品會收錄在廿五周年特刊

視藝科 12月-1月 12人 中四至中六
提升同學漫畫欣賞及創作能
力 $15,000 

36  資助具天分學生參與比賽 藉此資助協助發展學生潛能及信心 視藝科 9月-5月 不少於25人 全校 參與公開比賽 $5,000 

37 本地旅遊行業體驗 中四，五級本港景點／主題公園考察／旅遊行業
體驗／考察參觀／工作坊

旅待科 待定 約40人 中四至中五
觀察學生考察時段的投入
情況及工作紙表現

$9,200 

38 職場式社企考察 擴闊學生視界 學生發展委員會 試後活動 約90人 中二至中五 參與人數， 學生反思 $2,000 
39 學生領袖培訓 提升學生領袖才能 學生發展委員會 1月-７月 約10人 中二至中四 參與人數， 學生表現 $6,000  
40 真人圖書館分享 讓學生了解不同機會 學生發展委員會 試後活動 約30人 中五 參與人數， 學生反思 $6,000  
41 中史及歷史科史提FUN獎勵計劃 提升學生對歷史的學習興趣 中史及歷史科 全年 初中(約300人) 中一至中三 參與人數，學生反思 $3,000 
42 校隊教練費，學會活動經費，領袖訓練費用 恆常有系統訓練及比賽，領袖訓練 課外活動委員會 9月至5月  中一至六  中一至六 出席率、比賽成績、服務 $313,060    

$1,132,195

1.2

1

環境，生態考察團
初步建議地點：
馬來西亞沙巴
帶隊老師未定(每十位學生，一位老師隨團帶隊)
預計4-5位

透過境外考察，學習
1. 環境保護，
2. 生態保育，
3. 可持續發展。

環境教育
化學科
生物科
地理科

待定 40人
中四級
中五級

學生積極投入參與考察活
動，完成學習報告

$91,400 

2

中國文化考察團
初步建議地點：
韓國
帶隊老師未定(每十位學生，一位老師隨團帶隊)
預計3位

於課程外加入文化活動，拓闊學習視野，提升學
習中文的動機

中文科 待定 30人 中四
訪問學生，學生積極投入
參與活動

$58,000 

3

實地考察，體驗歷史文化、旅遊發展
初步建議地點：
東南亞地區
帶隊老師未定(每十位學生，一位老師隨團帶隊)
預計3位

實地考察，體驗歷史文化、旅遊發展。
中史科
歷史科
旅待科

待定 25人
中四級
中五級

學習日誌 $58,000 

4 Australia Study Tour - An sleven-day tour to Wycliffe Christian
School in Australia

Cultural Exchange and practicing English 英文科 8月 10人 中一至中五
訪問學生，學生積極投入
參與活動

$65,000 

5 Trip to Guangzhou (with Australian students) Cultural Exchange and practicing English 英文科 3月-4月 10人 中三至中五
訪問學生，學生積極投入
參與活動

$12,250 

6

科技及商業考察團
初步地點建議：日本
帶隊老師未定(每十位學生，一位老師隨團帶隊)
預計3-4位

透過境外考察，學習
1. 營商環境，
2. 物理工程與商業的關係。

企會財科
物理科

4月9-日-4月13
日

30人 中四及中五 學習日誌 $66,500 

7 足毽外地暑期訓練
每年靈風足毽隊到香港或國內的毽球訓練中心進
到練習交流，一位老師及十位隊員共十一人，約
每人$5,000總開支

課外活動委員會 暑假 10人 中一至中五
1. 出席率90%，
2. 個人反思表格

$45,000 

$396,150

$1,528,345

第2項 第3項 預期受惠學生人數

編號 項目 用途 範疇
預算開支

（$）
全校學生人數︰ 681

1 課外活動組各學會材料、消耗品 支援各學會活動進行 課外活動委員會 $103,500

$103,500

$1,631,845

第1項預算總開支

馬振全老師

第2項預算總開支

第1及第2項預算總開支

購買其他推行全方位學習所需的設備、消耗品或學習資源

預期受惠學生人數︰ 681

預期受惠學生佔全校學生
人數百分比（%）：

100%

全方位學習聯絡人（姓名、職位）：

舉辦／參加全方位學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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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1項預算總開支

境外活動︰舉辦或參加境外活動／境外比賽，擴闊學生視野

第1.2項預算總開支

    中華聖潔會靈風中學   全方位學習津貼   運用計劃

 2021-2022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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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號 活動簡介 目標 範疇 舉行日期
對象

監察／評估方法
預算開支

基要學習經歷

（請於適用方格加上號，可選擇多於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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