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方位學習津貼

津貼運用計劃

20/21 學年

範疇 活動簡介 目標 舉行日期 對象 監察／評估方法 a. 實際總開支 b. 預算校方津貼 c. 學生收費

基要學習經歷
（請於適用方格加上✔號，可選擇多於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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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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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升學就業 參觀台灣升學展 讓同學了解台灣升學方法及有關收生條
件

10月 中六 20-40名學生參與 $1,000.00 $1,000.00 $0.00 ✔

升學就業 參觀IVE 讓同學實地了解IVE環境及個別學科收生
條件

11月 中六 八成以上同學參加 $4,800.00 $4,800.00 $0.00 ✔

升學就業 參觀城大 讓同學實地了解大學環境 10月 中五 九上同學參加 $3,500.00 $3,500.00 $0.00 ✔

學習技能
筆記技巧工作坊：邀請外
間培訓機構Edvenue 

Limited到校舉辦課堂培訓

讓同學透過導師講解、遊戲及練習，掌握
做筆記的步驟和訣竅，幫助同學主動地製
作個人筆記，建構知識。

9-10月份
  

 (每班3節)
中一各班

1. 同學能運用所學筆記法及各種圖形思考法整理學科筆記
 2. 習作表現  
 3. 評估報告

$13,500.00 $13,500.00 $0.00 ✔

學習技能
閱讀技巧培訓：由

Edvenue Limited派員到
校舉辦課堂工作坊

提升同學對課外閱讀的興趣、認識及欣賞
著名作家及其著作，以及掌握閱讀圖書的
技巧。

2-3月份
  

 (每班1節)
中一各班

1. 同學有興趣閱讀所介紹書籍，並能運用所學技巧閱讀圖書  
 2. 評估報告

$12,000.00 $12,000.00 $0.00 ✔

Ss’ learning Kick-start
To kick-start the revision momentum 
and focus of S6 Ss to prepare for the 
HKDSE

Pre-study leave S.6

T’s observation
 Ss’ verbal response
 Questionnaire 
 (70% Ss find the activity can help them prepare for the HKDSE)

$2,500.00 $2,500.00 $0.00 ✔ ✔

Ss’ learning HW Collection
 (促進治學計劃)

To increase Ss’ self-discipline of 
learning
 To praise the Ss who are self-discipline
 To assist Ss who are weak in self-
disicipline

20/21 S.1-S.3 T’s observation
 Ss’ verbal response $3,000.00 $3,000.00 $0.00 ✔ ✔

體育 舉辦「班際划艇比賽」

 1. 參加者能夠加深認識划艇
 2. 參加者能夠共同參與划艇，分享當中
的樂趣
 3. 加強班團氣氛

12月至5月其中
一天放學後（日

期待定）
全校

 1. 各班均派隊參賽
 2. 各班約有50%同學出席比賽
 3. 負責老師觀察大部份參加者投入活動

$500.00 $500.00 $0.00 ✔ ✔

體育
推動「健康體適能中心」的
運作，發展本校學生的體

適能

 1. 參加者能夠加深認識體適能
 2. 參加者能夠共同鍛煉體適能，分享當
中的樂趣

全年 全校學生
 1. 使用者人數理想
 2. 負責老師觀察參加者投入活動

$2,000.00 $2,000.00 $0.00 ✔ ✔

體育科 支援學生出外進行體育課，包括安排租用校外場地及交通
l 參加者能夠提昇個人運動水平
 l 參加者能夠發展潛能，建立正面價值觀和態度

全年
中一：游泳

中四及中五：
 網球

l 大部份參加者出席率達到80% 
 l 負責老師觀察參加者投入活動

$8,500.00 $8,500.00 $0.00 ✔ ✔

通識 本地參觀
透過參觀活動,擴闊學生視野,了解今日香
港的情況,提升通識科的興趣

全年 高中同學 學生積極參與   學生工作紙 $6,000.00 $5,000.00 $1,000.00 ✔ ✔

Maths 數學之王
To enhance students’ learning 
motivation in Mathematics and let 
students to enjoy the fun of Maths.

Feb / Mar S.1-3 Questionnaire feedback from students and teachers as observer 
from other schools $4,000.00 $4,000.00 $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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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升學就業
中一生涯規劃活動「我要

FUN薪加」
配合生活與社會科，讓同學透過活動了解
社會各行各業的運作及學歷的重要性。

11月 中一 同學投入參與；反思內容充實 $2,000.00 $2,000.00 $0.00 ✔

升學就業 中二生涯規劃活動「行行
出狀元」

讓同學透過活動了解社會各行各業所需
要的技能，從而探索自己的事業方向。

3月 中二 同學投入參與；反思內容充實。 $2,000.00 $2,000.00 $0.00 ✔

培育 模範班大賽
提升學生自律精神及建立正向學習環境
 培養學生自我管理能力及提升正向行為

全年度 全校學生
全年分四季從四個範疇(公德，守規，勤學及服務)評估學生的表現。
 若某班於四季成績都能達標，更能獲得全年模範班的殊榮。

$8,000.00 $8,000.00 $0.00 ✔

籃球隊 舉辦「籃球訓練營」
l 參加者能夠提高團隊精神
 l 參加者能夠提高服從態度
 l 參加者能夠提高對球隊的歸屬感

12月至8月（日期
待定）

籃球隊
 隊員

l 80%隊員參加籃球訓練營
 l 負責老師觀察大部份參加者投入活動

$1,000.00 $1,000.00 $0.00 ✔ ✔

男子籃球隊
發展「男子籃球隊」工作，
聘用教練及支援綀習

l 參加者能夠提昇個人運動水平
 l 參加者能夠發展潛能，建立正面價值觀
和態度
 l 參加者能夠提高團隊精神

全年
男子籃球隊隊

員

l 大部份參加者出席率達到80% 
 l 負責老師觀察參加者投入活動
 l 參加者參與比賽，能夠取得預期的成績

$155,000.00 $123,320.00 $31,680.00 ✔ ✔

田徑隊
發展「田徑隊」工作，聘用

教練及支援綀習

l 參加者能夠提昇個人運動水平
 l 參加者能夠發展潛能，建立正面價值觀
和態度
 l 參加者能夠提高團隊精神

全年 田徑隊隊員
l 大部份參加者出席率達到80% 
 l 負責老師觀察參加者投入活動
 l 參加者參與比賽，能夠取得預期的成績

$19,000.00 $7,000.00 $12,000.00 ✔ ✔

足球隊
發展「足球隊」工作，聘用

教練及支援綀習

l 參加者能夠提昇個人運動水平
 l 參加者能夠發展潛能，建立正面價值觀
和態度
 l 參加者能夠提高團隊精神

全年 足球隊隊員
l 大部份參加者出席率達到80% 
 l 負責老師觀察參加者投入活動
 l 參加者參與比賽，能夠取得預期的成績

$30,000.00 $12,500.00 $17,500.00 ✔ ✔



女子籃球隊
發展「女子籃球隊」工作，
聘用教練及支援綀習

l 參加者能夠提昇個人運動水平
 l 參加者能夠發展潛能，建立正面價值觀
和態度
 l 參加者能夠提高團隊精神

全年
女子籃球隊隊

員

l 大部份參加者出席率達到80% 
 l 負責老師觀察參加者投入活動
 l 參加者參與比賽，能夠取得預期的成績

$6,000.00 $1,200.00 $4,800.00 ✔ ✔

乒乓球隊
發展「乒乓球隊」工作，聘

用教練及支援綀習

l 參加者能夠提昇個人運動水平
 l 參加者能夠發展潛能，建立正面價值觀
和態度
 l 參加者能夠提高團隊精神

全年 乒乓球隊隊員

l 大部份參加者出席率達到80% 
 l 負責老師觀察參加者投入活動
 l 參加者參與比賽，能夠取得預期的成績

$15,000.00 $5,000.00 $10,000.00 ✔ ✔

舞蹈隊
發展「舞蹈隊」工作，聘用

教練及支援綀習

l 參加者能夠提昇個人運動水平
 l 參加者能夠發展潛能，建立正面價值觀
和態度
 l 參加者能夠提高團隊精神

全年 舞蹈隊隊員
l 大部份參加者出席率達到80% 
 l 負責老師觀察參加者投入活動
 l 參加者參與比賽，能夠取得預期的成績

$9,000.00 $4,200.00 $4,800.00 ✔ ✔

羽毛球隊
發展「羽毛球隊」工作，聘

用教練及支援綀習

l 參加者能夠提昇個人運動水平
 l 參加者能夠發展潛能，建立正面價值觀
和態度
 l 參加者能夠提高團隊精神

全年 羽毛球隊隊員
l 大部份參加者出席率達到80% 
 l 負責老師觀察參加者投入活動
 l 參加者參與比賽，能夠取得預期的成績

$14,000.00 $4,400.00 $9,600.00 ✔ ✔

排球隊
發展「排球隊」工作，支援

綀習

l 參加者能夠提昇個人運動水平
 l 參加者能夠發展潛能，建立正面價值觀
和態度
 l 參加者能夠提高團隊精神

全年 排隊隊員
l 大部份參加者出席率達到80% 
 l 負責老師觀察參加者投入活動
 l 參加者參與比賽，能夠取得預期的成績

$10,000.00 $8,000.00 $2,000.00 ✔ ✔

體育科
舉辦「體適能鍛鍊班」，聘

用教練

l 參加者能夠加深認識體適能
 l 參加者能夠提昇個人體適能的水平
 l 參加者能夠共同鍛煉體適能，分享當中
的樂趣

全年
運動校隊隊員，
健康體適能中
心工作人員

l 大部份參加者出席率達到80% 
 l 負責老師觀察參加者投入活動
 l 參加者能夠能夠在自己參舆範疇，運用所學

$9,000.00 $9,000.00 $0.00 ✔ ✔

校慶展覽 各科目展覽製作 Nov S.1-5 $35,000.00 $35,000.00 $0.00 ✔ ✔ ✔

崇真晚會
籌辦綜合晚會，提供編劇
及各項訓練，租用表演場

地

1. 慶祝70週年並感恩
2. 展示學生學習成果，彰顯神的愛和恩
典
3. 參加者渡過一個愉快的晚上

Sept - May S.1-5
1. 各項訓練出席率達 80%
2. 在晚會一展所長
3. 參與者對晚會表演及工作人員有良好評價

$300,000.00 $300,000.00 $0.00 ✔ ✔

1.3 舉辦或參加境外交流活動或比賽，擴闊學生視野

Maths
Public Math competitions 
(培正數學邀請賽, 華夏盃, 

AIMO, COMO, etc.)

To provide opportunities for elite 
students to broaden their horizon and 
with honor to schools and students.

Whole semester
S.1-5 elite 
students in 

Mathematics
Awards from public competition, $15,000.00 $13,000.00 $2,000.00 ✔

1.4 其他

第1項預算總開支 $691,300.00 $595,920.00 $95,380.00



範疇 項目 用途 預算開支（$）
第2項 購買推行全方位學習所需的設備、消耗品、學習資源

樂器班及樂團訓練 樂譜,比賽報名費及車費 購買樂譜，報名及交通 5,000.00
TTCTV Sony 單反相機ILCE-7M3 連SEL2870鏡頭套裝 由於使用量增加需增添器材(更正) 17,490.00
TTCTV Apple MacBook Pro 由於使用量增加需增添器材 (取消由內部分配) 0.00
TTCTV 1組2 set無線收音咪 更換已損壞的裝置 10,000.00
TTCTV 單向無線收音咪 更換已損壞的裝置 4,000.00
TTCTV Adobe Creative Cloud 需每年續期 16,080.00

流行樂隊訓練 樂器 添置所需樂器 (一部鋼琴50000+其他) 65,000.00
合唱團 比賽報名費及車費 報名及交通 3,000.00

藝術 購置繪圖軟件
藝術及設計工作多需要電腦及軟件作加工或製作 增強學生相關知識 
 有效地協助學校視藝科發展
 能協助學生參與電腦設計活動

2,000.00

中文話劇班 表演時所用的道具/服飾 公開表演時用 3,000.00

LAC Magazine subscription Increase Ss’ proficiency of learning in English through reading 
magazines 500.00

LAC Replacement of ‘old’ board games Increase Ss’ interest and awareness of learning in English through 
playing board games 1,000.00

Eng 313A室 (前跨學科學習中心) 添置裝備 購買2塊電動投影屏幕(由姊妹學校) 20,000.00

Eng Studio background screens Background stand kits

1. To provide professional equipment at Neverland for English 
Drama course training and video shooting 
2.To prepare students with better training for 70th anniversary 
drama 

300.00

Eng Wireless rack mount
1. To provide professional equipment at Neverland for English 
Drama course training and video shooting 
2.To prepare students with better training for 70th anniversary 
drama 

700.00

Eng

microphones system (4 headsets in one set)

1. To provide professional equipment at Neverland for English 
Drama course training and video shooting 
2.To prepare students with better training for 70th anniversary 
drama 

4,000.00

體育 更新「健康體適能中心」設備 器械保養, 添置及更換用品 9,000.00
體育 乒乓球（3星）300個 損耗，需增添 1,500.00
體育 乒乓球（2星）300個 損耗，需增添 1,200.00
體育 羽毛球（上課用）12打 損耗，需增添 1,440.00
體育 羽毛球（比賽用）25打 損耗，需增添 3,500.00
體育 羽毛球拍（上課用）20 損耗，需增添 2,400.00
體育 籃球（上課用）15 損耗，需增添 4,200.00
體育 籃球（比賽用）2 損耗，需增添 1,000.00
體育 籃球（上課用）8 損耗，需增添 2,240.00
體育 籃球（比賽用）2 損耗，需增添 1,000.00
體育 足球（上課用）8 損耗，需增添 1,440.00
體育 排球（上課用）10 損耗，需增添 3,600.00
體育 排球（比賽用）2 損耗，需增添 1,000.00
體育 海綿排球（上課用）2 損耗，需增添 400.00
體育 浮板 75 損耗，需增添 4,500.00
體育 活動排球柱及球網 損耗，需更換 20,000.00
體育 健身器械 損耗，需更換 30,000.00



總務組 考試檯 有部分考試檯已殘破。 15,000.00
總務組 學生椅 有部分學生椅已殘破。 27,000.00
總務組 吸水機 打蠟磨地的時候，數量不足夠。 3,500.00
總務組 長枱 學校欠長枱 8,000.00

Maths Equipment and for the activities, such as 
Quadcopter. Renew the old and broken equipment 5,000.00

Maths Beverage for the activities Light drinks for the guests 250.00
電腦科 電腦科教學資源（軟件或硬件）更新 為幫助初中電腦科推行STEM課程的準備 $ 10,000

第2項預算總開支： HK$299,240.00
第1及第2項預算總開支： HK$895,160.00

預計盈餘： HK$262,84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