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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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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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

1.1

數學 數學增益課程

為對數學有興趣的學生提供適切的學習

機會，引導他們對日常數學學習作作進

深的探究，從而提升高階思維及數學應

用能力，拓展數學知識層面，培養他們

對數學廣泛的興趣，全方位盡展數學潛

能。

10月至8月，主

要於星期六早

上及平日放學

後，每星期開

設課程，亦會

於長假期加開

課程。

中一至中五，因應參與

學生的能力分成多組。

(約70人)

學生完成相關課業   學生參與不同類型的本

港或海外數學活動和比賽等(包括數學奧林

匹克、數學建模及數學專題研究)的表現

$150,000.00 

人文學科 人文社科增益課程

因應學生對人文及社會科學的興趣，例

如可包括哲學、歷史文化、建築、藝

術、心理學和社會學等。透過小組形式

課堂授課，輔以參觀、考察等活動，讓

學生認識一些人文學科的基本知識和思

維方法，由此拓展學生的知識領域和視

野，亦有助學生規劃未來的生涯方向。

10月至8月，因

應不同主題，

開設幾節短期

課程為主，課

程/活動時間因

應主題而不

同。

中一至中三  (約40人)
學生完成相關課業及評估活動、填寫課程反

思問卷/報告
$1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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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舉辦/參加全方位學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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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實地考察、藝術賞析、參觀企業、主題學習日）

2019-20學年全方位學習津貼

津貼運用計劃

範疇 活動簡介 目標 舉行日期
對象

(級別)
監察/評估方法



科學 科學增益課程

透過小組或課堂授課，增進學生的物

理、化學或生物科的知識和興趣。透過

小組專題研習、實驗活動，及相關學科

的奧林匹克比賽訓練，培養學生科學探

索解難能力，引發他們對科學研究的興

趣。

10月至8月，課

程時間長短因

應不同科目/活

動而不同。

中一至中五，因應參與

學生的能力分成多組。

(約30人)

填寫課程反思問卷  課堂相關課業表現  參加

不同科學比賽的成績
$30,000.00 

STEM STEM 學習獎勵計劃

津貼學生修讀校外專業機構舉辦的不同

數理科學(STEM)課程，及津貼學生參

與各種不同類型的數理科學(STEM)比

賽，例如: 科大雙修課程、中大數學英

才精進課程、各大學暑期課程等。期望

同學透過參與校外多元課程，為同學提

供全方位富挑戰性的延伸學習機會。

10月至8月，因

應課程/活動而

不同。

中一至中三
完成課程安排的評估活動、填寫課程反思問

卷
$50,000.00 

1.2

生命成長 中一成長營

中一成長營以品格強項為主題，透過各

種活動，讓同學體驗如何運用品格強項

及欣賞其他人的強項。

成長營安排浸信會愛群社會服務處的社

工提供訓練活動及解說，活動以經驗學

習（Experiential  Learning)的理念為訓

練及解說基礎，配合視-動學習(VAK

Learning Styles) 設計全方位學習模式。

透過活動、觀察、實踐及被指導中，尋

找生活智慧，對個人及環境的發現，並

藉着「引導式發問」重整經驗，建立新

的知識和技巧。

另外，訓練強調價值觀的培育，讓學生

在愛與接納的氣氛中接受訓練，學習正

確的生活態度及價值觀。

10月8-10日及10

月14-16日
中一全級

營會期間每晚舉行老師教練會議，活動期間

老師與教練緊密溝通，即時就學生反應對活

動作出調適，營後安排學生意見調查。

$40,1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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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成長 中四成長營

中四成長營以認識自我、思考及發掘人

生目標和意義，裝備自己面對成長的挑

戰、發展人際關係、發揚團體精神及認

識上帝為主題。

成長營安排浸信會愛群社會服務處的社

工提供訓練活動及解說，活動以經驗學

習（Experiential  Learning)的理念為訓

練及解說基礎，配合視-動學習(VAK

Learning Styles) 設計全方位學習模式。

透過活動、觀察、實踐及被指導中，尋

找生活智慧，對個人及環境的發現，並

藉着「引導式發問」重整經驗，建立新

的知識和技巧。

另外，透過各種活動，增加同學的自我

認識和成長方向，探索人生的重要事情

與任務，從而瞭解個人生涯發展。

2020年2月13日

至14日
中四全級

營會期間每晚舉行老師教練會議，活動期間

老師與教練緊密溝通，即時就學生反應對活

動作出調適，營後安排學生意見調查。

$60,048.00    

領袖訓練
領導才能培育計

劃

透過參與校外不同領袖訓練和實踐活動

，促進學生在溝通、團隊協作、創意解

難、領導決策等能力的發展，並期望他

們實踐所學習到技巧回饋社會、例如組

織關懷社區不同弱勢社群面對的活動

等。相關訓練活動例如: 參與香港青年

協會領袖學院各項課程

https://leadershipinstitute.hk/zh，Unicef

Club、YMCA傲翔新世代全方位青年領

袖訓練計劃(YLD), 全國中學生領導力展

示會 等。

10月至8月，因

應課程/活動而

不同。

中一至中五
校外領導才能活動表現組織及統籌校外/校

內各類活動或比賽的表現
$20,000.00

English
English Debating

Course

Provide training to students to enhance

their debating skills with special focus on

matter, manner and method. Upon

completion of the course, students will

have a stronger grasp on how to analyze a

motion and deliver their speeches and

rebuttals in debating matches.

10月至5月，

逢星期四放學
中四至中五

Students will be asked to take part in a mock

debate to practise what they have learnt at the

end of the stages.

$26,400.00 



公民教育
歷耆者高齡

體驗

學生以分組活動形式走出校園，體驗真

實的長者處境，藉以反思社會對長者的

照顧、學習與長者相處，並打破社會對

長者的刻板形象。這既可作為對社群與

社會關懷的延伸學習，同時亦有助學生

日後從長者的角度出發，學懂親切關懷

身邊的長者家人，促進和睦的家庭關係

，繼而推己及人，設計適切的長者服務

活動，回饋社會。

10月18日 初中及高中各佔一半

1. 活動後有檢討環節，由機構負責社工帶領

，學校負責老師補充，引領參與學生進行深

入反思；

2. 鼓勵學生撰寫反思報告，並藉此反思其價

值觀，學習珍惜生命，及規劃人生。

$6,400.00  

藝術 管弦樂團

透過音樂的培訓，提升學生的音樂素質

，同時減輕同學的讀書壓力，建立正向

的校園音樂文化。

2019年9月至

2020年7月

逢星期五

中一至中六管弦樂團 參加者自評問卷及家長問卷 $112,140.00 

藝術 銀樂隊

透過音樂的培訓，提升學生的音樂素質

，同時減輕同學的讀書壓力，建立正向

的校園音樂文化。

2019年9月至

2020年7月

逢星期二、四

中一至中六銀樂隊 參加者自評問卷及家長問卷 $53,600.00 

藝術 弦樂團

透過音樂的培訓，提升學生的音樂素質

，同時減輕同學的讀書壓力，建立正向

的校園音樂文化。

2019年9月至

2020年7月

逢星期二、三

中一至中六弦樂團 參加者自評問卷及家長問卷 $42,000.00 

藝術 中樂團

透過音樂的培訓，提升學生的音樂素質

，同時減輕同學的讀書壓力，建立正向

的校園音樂文化。

2019年9月至

2020年7月

逢星期一

中一至中六中樂團 參加者自評問卷及家長問卷 $36,400.00 

藝術 合唱團

透過音樂的培訓，提升學生的音樂素質

，同時減輕同學的讀書壓力，建立正向

的校園音樂文化。

2019年9月至

2020年7月

逢星期五

中一至中六合唱團 參加者自評問卷及家長問卷 $29,400.00 

藝術 戲劇

透過戲劇的培訓，提升學生的戲劇素質

，同時減輕同學的讀書壓力，建立正向

的校園戲劇文化。

2019年9月至

2020年7月

逢星期五

中一至中六戲劇組 參加者自評問卷及家長問卷 $67,200.00 

STEM 航拍課程

透過無人機培訓課程及實際操作應用，

讓學生能學習到學校課程範圍以外最新

的科技知識，包括認識無人機的飛行原

理，當中將綜合應用到STEM各學科範

疇的知識；同時亦會讓學生了解操控無

人機的安全守則及最新的應用發展。

$7,500.00 



1.3

音樂科
2020維也納音樂

之旅

帶領學校管弦樂團參與World Orchestra

Festival 2020，透過比賽、音樂會、音

樂講座、大師班及參觀活動，讓同學擴

張音樂眼界並提升音樂水平。

19/07/2020年7

月19至30日

中一至中五管弦樂團成

員

1. 期望同學更懂得欣賞音樂及享受音樂．

2. 激發同學對音樂的熱情，提升同學學習動

機．

3. 增加同學音樂修養．

4. 彼此配搭合作支持，並享受演出成果

$330,000.00 

其他
電波少年沖繩島

之旅

透過流浪挑戰和組員間深入互動，令參

與者生命有所成長。

2020年7月1至6

日
中四

1. 行程期間，老師適時帶領檢討會議，引導

學生檢討表現，並思考活動意義。

2. 活動結束後，學生須提交文章自述所學。

$88,200.00 

藝術 英國戲劇之旅

培正的戲劇傳統由來已久，學生一直有

學習戲劇，故希望藉此活動讓學生第一

身了解西方的戲劇歷史文化，到不同類

型劇場觀看話劇，行程並強調要有相當

多研習劇本和排演的時間，集觀戲、讀

戲、演戲及寫作於一身。

2020年4月6至

16日
中四至中五

1. 每天會有檢討會，引領學生深思

2. 學生需要每天撰寫遊學札記／觀劇報告

3. 回港後需繳交反思報告

$95,000.00 

公民教育 台灣環寶團

近年香港對可持續發展的關注逐漸提升

，包括廢物處理、郊野公園開發、向內

地購買核電，甚至文化保育等議題都引

起不少社會爭議，亦令我們開始思考自

身與社會的關係和該承擔的責任。

而台灣近年亦致力促進其可持續發展，

特別是垃圾處理技術比香港更為成熟。

所以，一次親身到台的考察之旅，讓學

生藉觀察和體驗，認識他們在城市發展

方面的經驗，分析香港可借鏡之處，培

養他們成為成熟、有識見和負責任的公

民。

2020年7月1至6

日
中四及中五

行程期間，老師適時帶領討論和反思，引導

學生整理考察所得，並思考有關可持續發展

的議題以及個人價值觀的反思。

$73,600.00 

其他 (信仰) 柬埔寨訪宣

透過與柬埔寨教會及宣教仕的福音工作

，拓寬信仰視野，初步了解宣教工作，

培養服待心志。

2020年4月3至8

日
中三至中五基督徒

1. 行程期間，老師帶領檢討，並思考活動意

義。

2. 活動結束後，學生須提交反思文章。

$82,000.00  

STEM
港澳培正科技培

訓交流營

1. 透過與澳培的交流，從而提升學生的

科技視野及工程技術 2. 備戰2月分之

FTC港澳區選拔賽，與澳培隊伍作賽前

熱身。

2019年12月27

至30日
機械人代表隊成員

初步完成FTC比賽之機體，與澳培隊伍進行

一場友誼賽

活動完成後，學生須提交一份學習反思。

$43,200.00 

舉辦或參加境外交流活動或比賽，擴闊學生視野



STEM
STEM 境外交流

活動獎勵計劃

資助學生參與各種不同類型的數理科學

(STEM)學術研討會及比賽，以及境外

交流活動等，比賽例如:ICAS數理比賽

，加拿大數學、生物、化學比賽，澳洲

數學、生物、化學比賽等，境外交流活

動例如:新加坡國際數學邀請賽、俄羅斯

高中生數理科學比賽，全國青少年數學

論壇全國總論壇等，期望同學透過與世

界各地人士的交流互動，由此拓展眼界

和視野。

10月至8月，因

應課程/活動而

不同。

中一至中五 活動或比賽表現，活動反思報告 $70,000.00 

1.4

$1,523,268.00

範疇 預算開支($)

第2項

STEM $20,000.00

STEM $31,000.00

$51,000.00

$1,574,268.00

預期受惠學生人數
1244

970

78

全校學生人數：

預期受惠學生人數：

預期受惠學生人數佔全校學生人數百分比（%）：

購買 STEM 相關設備和各種軟硬件，例如:可編程無人機 (DJI Tello Edu)、

RASPBERRY PI 視覺套件、腦電波傳感器、肌電傳感器、UV-Vis分光

計、小型離心機風速計、光度計、分貝計脈搏傳感器、氣體感應器及解剖

式顯微鏡連LCD等。

推動 STEM 教學活動或參與相關比賽

此外，計劃和紅藍科研先鋒合作，把探測器帶到空中，以收集科學

數據等資料，以供研究用途。

購買無人機：DJI Mavic 2 ZOOM 及 DJI Phantom 4 Pro v2.0 用作培訓之用，同時可供作學校航拍活動。

第2項預算總開支

第1及第2項預算總開支

購買推行全方位學習所需的設備、消耗品、學習資源

其他

第1項預算總開支

項目 用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