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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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一至中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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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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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一至中六

(約60人)
學生完成相關課業及評估活動、填寫課程反思問卷/報告 $1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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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一至中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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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學科 跨學科學習獎勵計劃

為鼓勵學生擴闊視野，因應自己的興趣深化學習經驗，將津貼學生修讀校外

專業機構或大專院校舉辦的不同課程，以及津貼學生參與各種不同類型的公

開比賽或選拔活動，例如: 本地或海外網上課程，科大雙修課程、中大數學

英才精進課程、各大學暑期課程等。比賽例如:ICAS比賽(英文科及數理科)，

本地及世界各地數理比賽或選拔活動等，期望學生透過參與校外多元課程，

為他們帶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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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一至中六 完成課程安排的評估活動、填寫課程反思問卷 $50,000 

1.2

生命成長 中二成長營
幫助學生認識自我、反思個人性格強項、訂立人生目標、裝備自己面對成長

挑戰、突破自我，走出安舒區為主題。

1-3/2/2021 &

3-5/2/2021

中二全級

(204人)

營會期間每晚舉行老師教練會議，緊密溝通，並即時就學生反

應對活動作出調適，營後安排學生意見調查。
$83,720.00   

生命成長 中四成長營
幫助學生認識自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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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3/2021

中四全級

(18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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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96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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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1-17/12/2020, 4/3-12/5/2021

(every Thursday)

F.4-F.5

(Max 10 students per class)

A debating match will be held at the end of the course to evaluate

students' grasp on the rebuttal skills they have acquired.
$19,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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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020-7/2021

(逢星期五)

中一至中六管弦樂團員

(約80人)
團員出席率及自評問卷 $120,150.00 

藝術 管樂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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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020-7/2021

(逢星期二)

中一至中六管樂團員

(約45人)
團員出席率及自評問卷 $54,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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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020-7/2021

(逢星期二、三)

中一至中六弦樂團員

(約40人)
團員出席率及自評問卷 $4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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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020-7/2021

(逢星期五)

中一至中六合唱團團員

(約80人)
團員出席率及自評問卷 $31,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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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020-7/2021

(逢星期一)

中一至中六中樂團員

(約40人)
團員出席率及自評問卷 $39,000.00 

藝術 戲劇組
透過藝術的培訓，提升學生的戲劇素質，同時減輕同學的讀書壓力，建立正

向的校園藝術文化。

9/2020-7/2021

(逢星期五)

中三至中五同學

(約60人)
組員出席率及自評問卷 $54,000.00 

藝術 舞蹈組
透過藝術的培訓，提升學生的舞蹈素質，同時減輕同學的讀書壓力，建立正

向的校園藝術文化。

9/2020-7/2021

(逢星期四 )

中三舞蹈同學

(約20人)
組員出席率及自評問卷 $27,000.00 

藝術 視藝組
透過藝術的培訓，提升學生的視覺素質，同時減輕同學的讀書壓力，建立正

向的校園藝術文化。

9/2020-7/2021

(逢星期六 )

中四至中五視藝同學

(約10人)
組員出席率及自評問卷 $108,000.00 

體育 田徑隊
透過有系統的田徑訓練，培養學生堅毅不屈、積極認真的精神，並提升學生

田徑運動的能力，為代表學校出席學界比賽作良好的準備。

1/9/2020-31/8/2021

(逢星期二、四)

中一至中六學生

(約60人)
同學出席率/學界比賽成績/自評問卷 $120,000.00 

體育 男子籃球隊
透過有系統的籃球訓練，培養學生團體協作、刻苦認真的精神，並提升學生

的個人籃球技術，為代表學校出席學界比賽作良好的準備。

1/9/2020-31/8/2021

(逢星期一、四)

中一至中六男同學

(約30人)
同學出席率/學界比賽成績/自評問卷 $40,000.00 

體育 女子籃球隊
透過有系統的籃球訓練，培養學生團體協作、刻苦認真的精神，並提升學生

的個人籃球技術，為代表學校出席學界比賽作良好的準備。

1/9/2020-31/8/2021

(逢星期一、四)

中一至中六女同學

(約30人)
同學出席率/學界比賽成績/自評問卷 $45,000.00 

體育 男子足球隊
透過有系統的足球訓練，培養學生團體協作、不屈不撓的精神，並提升學生

的個人足球技術，為代表學校出席學界比賽作良好的準備。

1/9/2020-31/8/2021

(逢星期二、五)

中一至中六男同學

(約45人)
同學出席率/學界比賽成績/自評問卷 $48,000.00 

體育 男子排球隊
透過有系統的排球訓練，培養學生團體協作、自律守規的精神，並提升學生

的個人排球技術，為代表學校出席學界比賽作良好的準備。

1/9/2020-31/8/2021

(逢星期一、三)

中一至中六男同學

(約30人)
同學出席率/學界比賽成績/自評問卷 $62,500.00 

體育 女子排球隊
透過有系統的排球訓練，培養學生團體協作、自律守規的精神，並提升學生

的個人排球技術，為代表學校出席學界比賽作良好的準備。

1/9/2020-31/8/2021

(逢星期二、五)

中一至中六女同學

(約30人)
同學出席率/學界比賽成績/自評問卷 $62,500.00 

體育 沙灘排球隊
透過有系統的排球訓練，培養學生自律守規、挑戰自我的精神，並提升學生

的個人沙灘排球技術，為代表學校出席學界比賽作良好的準備。

1/9/2020-31/8/2021

(逢星期六)

中一至中六男、女同學

(約10人)
同學出席率/學界比賽成績/自評問卷 $30,000.00 

體育 羽毛球隊
透過有系統的羽毛球訓練，培養學生的積極自律、堅毅不屈的精神，並提升

學生的個人羽毛球技術，為代表學校出席學界比賽作良好的準備。

1/9/2020-31/8/2021

(逢星期一、五)

中一至中六男、女同學

(約40人)
同學出席率/學界比賽成績/自評問卷 $62,500.00 

體育 乒乓球隊
透過有系統的乒乓球訓練，培養學生團自律守規、堅毅不屈的精神，並提升

學生的個人乒乓球技術，為代表學校出席學界比賽作良好的準備。

1/9/2020-31/8/2021

(逢星期三、五)

中一至中六男、女同學

(約30人)
同學出席率/學界比賽成績/自評問卷 $50,000.00 

體育 保齡球隊
透過有系統的保齡球訓練，培養學生專注投入、勇於嘗試的精神，並提升學

生的個人保齡球技術，為代表學校出席學界比賽作良好的準備。

1/9/2020-31/8/2021

(逢星期三、五)

中一至中六男、女同學

(約20人)
同學出席率/學界比賽成績/自評問卷 $40,000.00 

體育 射箭隊
透過有系統的射箭訓練，培養學生專注投入、積極認真的精神，並提升學生

的個人射箭技術，為代表學校出席學界比賽作良好的準備。

1/9/2020-31/8/2021

(逢星期二、四、日)

中一至中六男、女同學

(約40人)
同學出席率/學界比賽成績/自評問卷 $157,500.00 

體育 越野隊
透過有系統的長跑訓練，培養學生堅毅不屈、刻苦認真的精神，並提升學生

的個人長跑技術，為代表學校出席學界比賽作良好的準備。

1/9/2020-31/8/2021

(逢星期一、三、五)

中一至中六男、女同學

(約40人)
同學出席率/學界比賽成績/自評問卷 $7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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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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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袖訓練營等。

10月至8月

因應課程/活動而不同。
中一至中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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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公民教育 台灣可持續環寶團
讓學生親身到台的考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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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6/2021

中四悅社及中五潔社學生

(上限：2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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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港後，於下一個學年的集會進行分享，或舉行一些有關推動

校園可持續發展的活動及展覽。

$71,100.00 

藝術 英國戲劇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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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7/2021 或 18-27/6/2021
中四至中五

(上限1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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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000.00 

籃球 台灣籃球文化之旅
透過訓練和體驗讓學員明白自身不足，學習應有的態度，增強技術，培養團

隊默契，為來年比賽打下重要基石。
8-12/7/2021

籃球隊成員

(20人)
學界成績、反思、問卷、出席率 $64,200.00  

English

dept.

Englis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Immersion

Programme

The students will immerse themselves in authentic English-speaking environment

and arouse their interest in learning the language through attending workshops and

classes, watching dramas and musicals as well as visiting museums and galleries.

By engaging in a different mode of learning(project-based learning, socio-

linguistic experiment and experiential learning), there will be a higher chance that

students will be inspired and their love of learning can be enhanced.

26/3-8/4/2021 or 17-31/7/2021

F.1-5

(15-20 students)

interview required

Reflection Journal

Writing

Drama report

Presentation (sharing)

Entry and Exit questionnaire/test

$116,400.00 

生命成長 柬埔寨考察
引領同學踏足另一國度，藉考察歷史遺跡及第三世界國家的現代發展，有所

反思及感悟，並為四年大學生活立定明確的目標。
31/5-5/6/2021

中六級畢業班

(20人)
評鑑表/反思報告 $75,000.00  

跨學科
學術及境外交流活動獎

勵計劃

資助學生因應興趣參與各種不同類型的境外交流活動、研討會及比賽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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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擬聯合國會議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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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一至中六

活動或比賽表現

活動反思報告
$70,000 

1.4

$2,173,238.00

範疇 預算開支($)

第2項

$0.00

$2,173,238.00

預期受惠學生人數
1181

940

80

第2項預算總開支

第1及第2項預算總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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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目 用途

購買推行全方位學習所需的設備、消耗品、學習資源

第1項預算總開支

20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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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開支($)

基要學習經歷
(請於適用方格加上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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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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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舉辦或參加境外交流活動或比賽，擴闊學生視野

其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