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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項 舉辦／參加全方位學習活動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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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實地考察、藝術賞析、參觀企業、主題學習日） 

英語 英語話劇進深培訓計
劃 

透過製作在電視早會中的英語劇集
和周會的戲劇表現，提升學生對運
用英語的信心和建他們對學習英語
的興趣。 

全年 高中尖子 
95%隊員出席。 
完成4集在電視早會中播放的英語劇集。 
導師回饋：隊員更有自信以英語對話。 

$3,410 E5 ✔  ✔   

中文 中文朗誦班 提升同學朗誦技巧 全年 S1 ~ S5 

參加同學在朗誦班獲得導師指導朗誦技巧

，超過80%參加比賽同學獲優良成績，惟
受疫情影響比賽取消，有5名同學沒法參
賽。 

$7,820 E5 ✔     

數學 數學英語自學計劃 讓初中同學適應以英語學習數學 全年 初中 老師觀察在LAC課後加強班表現及同學學
科表現 $2,471.18 E1 ✔     

數學 奧數班 

讓學生有更多機會參與奧數訓練。

為數學能力較好的同學提供校外比

賽之經驗，栽培數學尖子，發展學

生數學及邏輯智能。提升同學對數

學的興趣。 

全年 奧數隊 疫情關係 ，3堂課節取消，另3堂以網上
教學取代 

$26,095 E5 ✔     

數學 數學之王比賽 從活動中學習數學 
提升對數學的興趣 三月 初中 順利完課節減至11節，部份以網上突教學

進行，並順利完成。 $3,898.30 E1 ✔     



STEM STEM 工作坊  透過不同形式工作坊，讓學學體驗 
STEM 學習模式 十一月 S1 火箭車活動順利完成，各組同學能完成自

己的火箭車，並一同比賽。 $15,150 E5 ✔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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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多元智能活動、體藝文化活動、領袖訓練、服務學習、學會活動、
校隊訓練、制服團隊活動、軍事體驗營） 

領訓 領袖訓練計劃 

發展學生會、學生議會、六社及學

會幹事的領袖才能，培養他們在群
體中策劃、管理、決策、溝通及工
作責任感。 

七月 學會主席 負責老師的觀察及學生活動中的表現 $7,867.50 E5  ✔  ✔  

課外活動 話劇學會 
培養舞台劇的興趣 

提升同學語言表達能力 
全學年 話劇學會

會員 
學生參與率不俗，並有學生會連任成

為籌委 
$300 E1   ✔ ✔  

課外活動 外語班 
提升同學對日文的興趣及認識，

於日常生活中的使用。 
全學年 外語學會

會員 能於日常生活中聽懂日語並作簡單對答 $2,919.50 E1    ✔ ✔ 

體育 各項運動教練費用 
學生有成功感、更團結 
提升技術 
預備公開比賽 

全年 各校隊 

因應社會運動及疫情影響的情況，部份的

比賽取消。而順利進行的比賽，各項代表

隊均能順利完成。根據負責老師、學校同

工及教練觀察，大部份代表隊同學的出席

達到滿意，參加者均能投入訓練及比賽，

盡力爭取佳績 

$60,318.99 E5   ✔   

體育 籃球訓練營 提升隊員籃球技巧 2月24日 籃球隊 

根據老師評估，不少參加者表示他們對活
動表示滿意，並同增進隊員運動技術，提
高團隊精神及服從態度，達至對球隊提高
成功感及歸屬感 

$1,180 E1   ✔   

輔導 朋輩輔導計劃 協助有需要同學適應學校生活 全年 S1 ~ S5 
參與的學生人數達至期望。根據老師評估
，不少參加者表示他們對活動表示滿意，
並增進團隊精神，提高成功感及歸屬感。 

$740 E1  ✔  ✔  

音樂 樂器班導師費 培養學生學習樂器的興趣 全年 S1 上學期練習順利進行。下學期因疫情關係
，課堂及匯演取消。 

$13,800 E5   ✔   

音樂 合唱團導師費 發展具質素的合唱團 全年 S1 ~ S5 

上學期練習順利進行，並於聖誕崇拜獻唱
，同學表現理想。 
下學期因疫情關係，轉用網上ZOOM練習
，並完成 “常存感恩”錄製。 

$750 E5   ✔   

視藝 視覺藝術班 培養對藝術興趣及持之以恆的耐性 全年 S1 學生能成功展示所學 $6,230 E5   ✔   

1.3 舉辦或參加境外交流活動或比賽，擴闊學生視野 



地理科 
南韓濟州地理及文

化考察 

透過愉快的學習經驗，讓學生更了
解地質及地貌的相關知識，同時感
受當地的文化特色。 

11月20
至24日 

S.4-S.6 學生參與人數達滿限額；學生在考察過程
中投入及表示有趣，並有透過聆聽導遊解
說及教師講解，認真地完成學習小冊子內
與學習目標相關的內容。 

$84,450 E3 

✔     

英文科 Study Tour to 
Singapore 

浸淫英語環境中提升英語能力 
11月20
至24日 

S.4-S.6 學生主動以英語在當地學習和溝通。 
學生認同活動可提升其學習英語的興趣和

自信。 

$126,480 E3 
✔     

科學及
歷史科 

廣島科技及文化考
察  

觀摩日本科技產業 
認識廣鳥地理環境 

11月21
至24日 

S.4-S.6 學生在考察時遵守規舉，留心聆聽導遊講
解日本歷史與科學發展成就；與日本學生
交流時專注、認真、有禮貌。 

$123,040 E3 
✔     

升學組 台灣升學及文化考
察團 實地了解台灣升學現況 11月20

至23日 
S.5, S.6 學生認真探討在台灣的升學資訊，全部學

生完成文化考察功課。 
$140,315 E3 

✔     

1.4 其他 

輔導 情緒教育工作坊 了解自己、認識情緒 十一月 初中 同學對自己及情緒變化有更多的認識 $3,000 E5  ✔    

輔導 網絡成長活動 預防同學網絡成癮 五月 初中 
完成第一階段小組活動及義工服務，家長

及同學普遍認為小組活動有意義，對活動

的評價高。五月第三階段因為停課取消。 
$1,500 E5  ✔    

課外活動 參觀挪亞方舟 認識神的創造、福音信息分享 十一月 S2, S3 老師觀察及同學活動中的表現 $3,580 E1  ✔    

課外活動 多元學習營 增強學生與人相處的能力 十一月 S2 老師觀察及同學活動中的表現 $25,182 E1  ✔    

輔導 伴我啟航成長營 認識自我、建立自信 十一月 S.2 學生表積極投入參與歷奇活動、羅馬炮架
及小組討論; 亦專注聆聽見證分享。 

$24,548 E1  ✔    

健康 進食失調多面睇
工作坊 

認識認識厭食及暴食症的症狀及
支援服務 十一月 S.4-S.5 

參加香港進食失調康復會舉辦的「進食失
調多面睇」及「由內出發 自我增值」工作
坊，參與同學將以攤位活動向同學分享所
學。 

$3,820 
E2 

✔     

健康 參觀健康資訊天地 
加強公眾對疾病預防與自我照顧的

知識 十一月 S.3 

25位中三同學參觀醫管局健康資訊天地，
同學有表示展覽和活動能增長健康資訊，
如：量度身體質量指標、認識癌症和慢性
病。同學代表於周會分享所學。 

$3,410 E2 

✔     

訓導 跨越難關 (歷奇) 增強自信及抗壓能力 十一月 S.4 

出席同學比例較以往少，可能因為沒有按
金，以致同學不介意缺席。 
出席的同學有表示活動有趣，並達到挑戰
自己的目的。 

$3,584 E5 
 ✔    



升就 參觀大專院校 
認識及了解院校校舍、開辦課程、

收生要求、申請程序及所需費用 十一月 S.5, S.6 參觀珠海學院，同學在留心聆聽入學講座 $2,200 E2     ✔ 

    第1項預算總開支 $698,059.47       

 
 

範疇 項目 用途 開支（$） 開支用途＊ 

第2項 購買推行全方位學習所需的設備、消耗品、學習資源  

LAC 跨學科學習中心材料更新 更新中心內的壁佈及教材 $1,649.8 E7 

STEM 購買 STEM 課程教材 支援多元學習周 STEM Workshop $54,803.7 E7 

STEM 購買小結他製作材料 支援小結他班課程 $15,890 E7 

體育 體適能中心器材更換 更換老化及破舊器材 $9,832 E7 

體育 各項球隊設備更換 更換老化及破舊設備 $24,288 E7 

TTCTV 直播器材 用於每周電視早會直播 $79,018.59 E7 

音樂 樂器維修及添置 更換或維修破舊樂器 $78,902 E7 

視藝 璧畫設計 美化環境引入學校培育主題 $29,000 E7 

英語 English Cafe 增加英語學習環境 $79,929.46 E7 

  第2項預算總開支 $373,313.55  

  第1及第2項預算總開支 $1,071,373.02  

 
  



受惠學生人數 

全校學生人數︰ 709 

受惠學生人數︰ 709 

受惠學生人數佔全校學生人數百分比（%）： 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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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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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學習軟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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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