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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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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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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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年 中一至中六 約40人 $4,800 $120 加強學生語文能力，增強自信心 中文科 統計參與人數 P

2 趣味中一筆記撰寫工作坊 全年 中一 約120人 $25,000 $208 提升學生摘錄筆記的能力 中文科 成果展示 P

3 文化手作坊 試後活動 中五 約100人 $30,000 $300 讓學生體驗傳統中國文化手藝 中文科 成果展示 P

4 校園電視製作工作坊(2班) 全年 中一至中三 約36人 $36,000 $1,000 提升學生電視製作能力 校園電視 學生回饋 P P P

5 短片及微電影比賽導師費(2次) 全年 中一至中五 約12人 $44,000 $3,667 加強影片製作能力，增強自信心 校園電視 成果展示 P P P

6 25周年校慶特輯製作導師費 12月 中一至中五 約12人 $20,000 $1,667 影片製作實習 校園電視 成果展示 P P P

7 出外校際比賽交通費 全年 中一至中六 約40人 $3,000 $75 擴闊音樂體驗 音樂科 比賽成績 P

8 中四專題參觀及工作坊交通費 全年 中四 約100人 $5,000 $50 擴闊音樂體驗 音樂科 統計參與人數、活動相片 P

9 音樂活動日，午間音樂會 全年 中一至中六 約100人 $800 $8 擴闊音樂體驗 音樂科 統計參與人數 P

10 音樂劇製作(佈影設計及製作、燈光、攝影及音響服務) 全年 中一至中六 680人 $300,000 $441 培訓學生多元音樂藝術才能及演出體驗 音樂科 活動相片及演出片段 P

11 河流及農業景觀考察日營 14-15/3/2023 中四 24人 $7,000 $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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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相片

小組考察報告
P

12 城市及農業景觀考察營 14-15/3/2023 中五 26人 $5,000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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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相片

小組考察報告
P

13 灣仔城市更新考察 30-31/3/2023 中四至中五 約20人 $5,400 $270 以導賞方式了解城市衰落及市區更新的發展 地理科
 活動相片

小組考察反思
P

14 職場參觀 全年(待定) 中一至中六 30人 $10,000 $333
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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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老師/機構發問卷或訪談學生

，了解他們的得着
P

15 生涯規劃活動/工作坊 全年(待定) 中一至中六 30-100人 $10,000 $100
讓學生透過不同的活動及工作坊，裝備自己，為將來升學或就業作更好

準備。。
生涯規劃委員會

由老師/機構發問卷或訪談學生

，了解他們的得着
P

16 領袖生訓練半天活動（2次，每次大約75人） 22年10月
中三至中五級

領袖生
約75人 $15,000 $200 提升團隊性、培養領袖特質 訓育委員會 平日執勤當值的表現 P

17 領袖生訓練營（3日2夜） 23年1月
中三至中五級

領袖生
約75人 $65,000 $867 提升團隊性、培養領袖特質 訓育委員會

參與策劃訓練項目、

平日執勤當值的表現
P

18 中史及歷史科史提FUN獎勵計劃 全年 中一至中三 初中(約300人) $3,000 $10 提升學生對歷史的學習興趣 中史及歷史科 參與人數，學生反思 P

19 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工作坊（如︰花牌製作、紙紮工藝） 2023年1-3月 中一至中五 約40人 $7,000 $175 認識香港文化遺產、確認國民身份認同 中史及歷史科 成果展示 P P

20 本地考察活動
2023年4月

全方位學習日
中一至中三 約30人 $15,000 $500 認識香港的歷史及發展，並加深了解與國家的關係。 中史及歷史科 文字+相片匯報 P

21 暑期正向學習，規劃學習歷程工作坊 7月 中一至中五 約100人 $48,000 $480 提升學生基本能力及學習態度 教務委員會 課業表現 P P

22 嘉獎旅行團 7月 中一至中五 約100人 $40,000 $400 獎勵得獎學生，拓寬學生視野 教務委員會 活動表現 P

23 大自然之旅
2023年4月

全方位學習日
中一 約130人 $4,500 $35 透過實地考察活動，學習學科知識 教務組

觀察學生考察時段的投入情況及

工作紙表現
P

24 STEM課後活動費/活動比賽報名費 全年 中二至中三 約60人 $30,000 $500
讓學生透過STEM課後活動或校外比賽，提升學生對STEM相關課題的

興趣，增強學生解難和執行能力，鍛鍊溝通及表達技巧
STEM 教育 統計參與人數 P

25 魚塘生態探索 待定 中四至中五 約60人 $5,800 $97
讓學生透過探索活動、思考與討論，親身了解魚塘濕地的生態系統與生

物多樣性，體驗濕地的研究工作
生物科/健環 活動相片及文字匯報 P

26 本地考察活動 待定 中一至中三 45人 $2,500 $56 參觀立法會交通津貼項 生活與社會科 活動表現 P

27 班級經營 全年 中一至中六 680人 $43,200 $64 建立班團、舉行級本活動 學生培育委員會 學生出席記錄及回鐀 P

28 校際朗誦節報名費 10月至5月 中一至中六 60人 $8,675 $145 加强學生自信，語言表達能力 中文及英文科 活動表現 P

29 與生涯規劃相關的趣味英文班 12月至4月 中五至中六 23人 $25,200 $1,096 協助學生規劃生涯 英文科 活動表現 P P

30 2B班活動 待定 2B 35人 $5,000 $143 班團建立、加強溝通能力郊練，領袖培訓 學生培育委員會 活動表現 P

31 5D班活動 待定 5D 30人 $5,000 $167 班團建立、加強溝通能力郊練，領袖培訓 學生培育委員會 活動表現 P

32 創路雄心(中文大學及消防員師友計劃) 10/2022-8/2023 中二級 男生  30人 $200,000 $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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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出席記錄及回鐀 P

33 中一至中三級歷奇、成長及興趣活動 全年 中一至中三級 約180人 $103,750 $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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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出席記錄及回鐀 P

34 中六級 減壓工作坊
22年11且至

23年1月
中六全級 102人 $16,000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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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出席記錄及回鐀 P

35 全心傳情 23年5月 全校學生 680人 $5,000 $7 培養感恩，建立互相欣賞的氣圍，提升抗逆力 輔導委員會 學生出席記錄及回鐀 P

36 中一迎新班團建立 23年7月 中一新生 130人 $7,500 $58 增加中一新生對學校的認識，建立班團，協助中一新生適應中學生活 輔導委員會、香港青少年服務處 學生出席記錄及回鐀 P

37 高中成長計劃 全年 中四至中五級 200人 $2,500 $13 回應高中學生的成長需要，促進其個人成長 輔導委員會 學生出席記錄及回鐀 P

38 意外懷孕體驗遊戲 23年3月 中三級 120人 $4,800 $40 增加學生對婚前性行為及意外懷孕的認識，提升對兩性相處的覺察。 輔導委員會、青躍 學生出席記錄及回鐀 P

39 「欺凌融異」半天體驗活動 待定 中二級 127人 $7,500 $59 讓學生明白何謂欺凌及反思 輔導委員會 學生出席記錄及回鐀 P

40 「同理一班」桌上遊戲工作坊 待定 中三級 120人 $4,500 $38 提升社交技巧 輔導委員會 學生出席記錄及回鐀 P

41 小老師訓練活動 11月、3月、7月 中一至中三 100人 $60,000 $600 培育學生領導才能，增加學生協作及溝通能力 學習支援組 活動表現 P

42 學術領袖生訓練活動 3月 中三至中五 40人 $25,000 $625 培育學生領導才能 學風組 活動表現 P

43 尖子活動 10月、1月、5月 中四至中六 50人 $45,000 $900 增加學生學習技巧，加強學生協作及溝通能力 課程發展及督導委員會 活動表現 P

44 出外參觀展覽 / 比賽報名費 / 郵寄作品費用 全年 中一至中六 40人 $22,000 $550 擴闊藝術視野 視藝科 學生回饋 P

45 中一繪畫立體班、壁畫立體班 9月-5月 中一至中五 24人 $21,000 $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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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校園展示作品 P

46 高中視藝繪畫及創意綜合藝術課程 9月-5月
中四至中六

視藝科學生
37人 $25,200 $681 提升創意、高階思維、觀察力 視藝科

預期成果：創意、觀察力及視覺

表現能力有所提升
P

47 校隊教練費，學會活動經費，領袖訓練費用 全年 中一至中六 680人 $274,760 $404 恆常有系統訓練及比賽，領袖訓練 課外活動委員會 出席率、比賽成績、服務 P P P P

48 趣味物理學習活動 待定 中四至中六 50人 $2,500 $50 透過電影，學習物理知識。 物理科 簡報及口頭匯報 P

49 福音營 待定 中一至中六 100人 $27,000 $270 建立學生正面價值觀 宗教組 導師評語 P

50 福音幹事暑期領袖訓練 暑假 中一至中五 40人 $15,000 $375 培訓學生領袖 宗教組 導師評語 P

51 本地旅遊行業體驗 待定 中四至中六 60人 $13,800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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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察學生考察時段的投入情況及

工作紙表現
P

52 Teach Unlimited Foundation (TUF) 人生抉擇工作坊(DPP) 11月30日 中三 24人 $3,000 $125
希望同學透過集體遊戲，思考＂抉擇＂的意義，自己想要活出怎樣的人

生
學與教委員會+TUF 相片匯報及分享 P P

53 Teach Unlimited Foundation (TUF) 九龍城寨英文工作坊 12月10日 中二 20人 $5,400 $270 英語導賞帶領（輔以廣東話），讓同學認識歷史遺址和感受英語旅行 學與教委員會+TUF 相片匯報及分享 P

54 Teach Unlimited Foundation (TUF) 餐桌禮儀工作坊 4月29日 中四 12人 $6,000 $500 希望同學透過西方餐桌禮儀課程，提升自信，個人形象和體驗文化 學與教委員會+TUF 相片匯報及分享 P

55 Teach Unlimited Foundation (TUF) 射箭工作坊 5月20日 中三 24人 $2,800 $117 希望透過射箭傳遞正向教育，同學在過程中領悟堅毅抗逆力和抗壓精神 學與教委員會+TUF 相片匯報及分享 P

$1,728,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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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定
中四級

中五級
40人 $91,400 $2,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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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積極投入參與考察活動，完

成學習報告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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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定 中四 30人 $58,000 $1,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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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訪問學生，學生積極投入參與活

動
P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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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4月 中三及中五 30人 $66,500 $2,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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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學科

學習日誌 P

4 足毽外地暑期訓練 暑假 中一至中五 10人 $45,000 $4,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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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出席率90%，

2. 個人反思表格
P

$260,900

$1,989,785

第2項

編號 項目
預算開支

（$）

1 環境教育- 水母飼養計劃 $5,000

2 課外活動組各學會材料、消耗品 $149,400

$154,400

$2,144,185

第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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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2023學年

編號 活動名稱 擬舉行日期

對象 預算開支
人均

預算開支
活動簡介及目標 範疇 監察／評估方法

基要學習經歷

（請於適用方格加上P號，可選擇多於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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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項 預期受惠學生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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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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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途

購買飼料，消耗品，物資

支援各學會活動進行

第2項預算總開支

第1及第2項預算總開支

全方位學習聯絡人（姓名、職位）： 馬振全老師

全校學生人數︰ 680

預期受惠學生人數︰ 680

預期受惠學生佔全校學生人數百分比（%）： 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