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實際開支

級別 總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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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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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不同語文活動報名費（例如朗誦比賽、口語溝通比賽
等）說話技巧訓練

加強學生語文能力，增強自信心 ，提升學生口語溝通
能力

中文科 全年 中一至中六 50 加強了學生語文能力及自信心 $80.00 

2 飲食全球化考察、護苗性教育工作坊、律師會青Teen廣
場、法治之旅

以實地考察、工作坊模式學習全球化、性教育及法治
相關課題

通識科 1月及7月 中三至中五 300 學生進行了部份考察活動 $50,230.00   

3 社企工作體驗 工作體驗
通識科
經濟科

7月 中四至中五 20 因疫情原因，無法舉行 $0.0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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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三 50 因疫情原因，無法舉行 $0.00   

5
71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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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年 中一至中六 20
Students got a certificate of
Merit or Proficiency

$980.00 

6 數學科奧數競賽訓練班、VR課程
培養學生奧數的思維解難方法
利用數學邏輯和運算設計遊戲

數學科 10月至7月 中一至中三 22 因疫情原因，無法舉行 $0.00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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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相應考察
活動

地理科 全年 中四至中五 60 學生進行了部份考察活動 $30,300.00 

8 出外參觀展覽 擴闊藝術視野 視藝科 全年 中一至中六 40 因疫情原因，無法舉行 $0.00 

9 大自然之旅 透過實地考察活動，學習學科知識
跨學科

(中英數通)
全方位學習日 中一 124 學生進行了部份考察活動 $51,153.1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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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 中四至中五 43 學生進行了部份考察活動 $1,100.00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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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一至中六 100 因疫情原因，無法舉行 $0.00 

12 福音營 建立學生正面價值觀 宗教組 2月-4月 中一至中六 100 因疫情原因，無法舉行 $0.00 

13 領袖生訓練營(3日) 培育學生領導才能 訓育組 1月 中三至中五 50 因疫情原因，無法舉行 $0.00 

14 懲教署「思囚之路」交通費 建立學生正面價值觀 訓育組 待定(第二學期) 中二 25 因疫情原因，無法舉行 $0.00 

15 中一繪畫立體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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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一至中五 24 作品在校園展示 $9,000.00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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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輔導組 全年
中二級 男女

生及家長
29 增加學生對自我了解，提升他

們的自信及抗逆能力
$299,603.20 

17 班級經營 建立班團，舉行級本活動 學生發展組 全年 中一至中六 680 班團建立，舉行了級本活動 $19,136.80 

18 校隊教練費，學會活動經費，領袖訓練費用，試後活動 恆常有系統訓練及比賽，領袖訓練 課外活動組 全年  中一至六 全校
教練及專業社工能提供有系統
的力量訓練，提升了隊員質素

$104,377.60

19 各學會活動，交通費津貼 參觀/活動津貼，雜項，外出車資津貼 課外活動組 全年 會員 20 學生進行了部份活動 $388.20   

20 戶外活動 外出活動車資津貼 STEM教育 全年 中一至中六 全校 因疫情原因，無法舉行 $0.00 

21 中一暑期學校-撰寫筆記工作坊 加強學生撰寫筆記的能力 中文科 全年 中一 124 加強了學生撰寫筆記能力 $25,000.00 

22 S1- S3學習平台
透過網上VR的虛擬考察，讓學生認識香港水資源及地
質公園

地理科 全年 中一至中三 372 學生完成網上的考察課業 $49,000.00 

$640,34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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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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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科

待定
中四級
中五級

40 因疫情原因，無法舉行 $0 

活動簡介

第1.1項總開支

    中華聖潔會靈風中學   全方位學習津貼   運用報告

 (2020-2021)學年

基要學習經歷
(請於適用方格加上號，可選擇多於一項)

對象
活動目標

範疇
(請選擇

適用的選項，
或自行填寫)

舉行日期 評估結果 開支用途＊

第1項：舉辦／參加全方位學習活動

編號



2 中國文化考察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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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25-28日 中四 30 因疫情原因，無法舉行 $0 

3 台灣大學考察團
讓中四至中五學生到台灣大學參觀及體驗，與當地教
授及學生對談，增加對其認識，考慮升學選擇。

升就組 6月22-25日
中四級
中五級

30 因疫情原因，無法舉行 $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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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四級
中五級

25 因疫情原因，無法舉行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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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ltural Exchange and practicing English 英文科 8月 中一至中五 10 因疫情原因，無法舉行 $0 

6 Trip to Guangzhou (with Australian students) Cultural Exchange and practicing English 英文科 3月-4月 中三至中五 10 因疫情原因，無法舉行 $0 

7

經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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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人類行為對商業的影響。

企會財科
物理科
經濟科

3月25-29日 中四及中五 30 因疫情原因，無法舉行 $0 

8 足毽外地暑期訓練

擴闊隊員視野，令技術更進一步，以毽會友，提供身
心平衡的機會。
每年靈風足毽隊到訪外地知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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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外活動組 暑假 中一至中五 10 因疫情原因，無法舉行 $0 

$0.00

$640,348.90

第3項：受惠學生人數

範疇 用途

1 課外活動組 支援各學會活動進行

＊： 輸入下表代號；每項開支可填寫多於一個代號。
開支用途代號 

E1 活動費用（報名費、入場費、課程費用、營舍費用、場地費用、學習材料、活動物資等） E6 學生參加獲學校認可的外間機構所舉辦之課程、活動或訓練費用
E2 交通費 E7 設備、儀器、工具、器材、消耗品
E3 境外交流／比賽團費（學生） E8 學習資源（例如學習軟件、教材套）
E4 境外交流／比賽團費（隨團教師） E9 其他（請說明）
E5 專家／導師／教練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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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2項總開支

第1項總開支

馬振全老師

100%

680

680

受惠學生佔全校學生
人數百分比 (%)：

受惠學生人數︰

全方位學習聯絡人（姓名、職位）：

全校學生人數︰

$147,100.00

實際開支 ($)

第1及第2項總開支

第2項總開支

$787,448.90

$147,100.00

項目

課外活動組各學會材料、消耗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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