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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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六級舞蹈課程
2022年10月至2023

年2月
中六 80 $27,000.00 $337.50

提升學生對舞蹈藝術的認識

，幫助同學建立終身學習舞

蹈藝術的視野。

藝術發展科 表演成果 ✓ ✓ ✓ WKY

2 中四級音樂劇工作坊
2022年10月至2023

年3月
中四 116 $150,000.00 $1,293.20

透過音樂劇的排練及演出，

認識音樂劇這種表演藝術，

並從中建立表達自我的自

信。

藝術發展科 表演成果 ✓ ✓ ✓ ✓ WKY

3 校內藝術分享展覧及演出
2022年10月至2023

年7月
中一至中五 645 $5,000.00 $7.75

透過早會、週會、學校網頁

及學校社交平台等，分享學

生的作品及演出。

藝術發展科 表演成果 ✓ ✓ ✓ ✓ WKY

4

社區作全方位藝術接觸及提

拔有潛能的同學參加社區比

賽或樂團

2022年10月至2023

年7月
中一至中五 40 $8,000.00 $200.00

帶學生走到社區作全方位藝

術接觸﹕欣賞音樂會、戲

劇、舞蹈、戲曲、參觀博物

館等，讓學生從多角度接觸

藝術，拓展整體藝術視野，

加強創作靈感。

藝術發展科 表演成果 ✓ ✓ ✓ ✓ WKY

5 公共財政日營 2023年7月 中五 30 $28,000.00 $1,000.00

提升學生對公共財政研究的

脈絡的認知，體驗香港預算

過程的演變。

經濟科 學生問卷 ✓ ✓ ✓ ✓ ✓ WKA

6 模擬飛行體驗日 2023年3月至7月 中三 120 $30,000.00 $250.00

讓學生了解航空知識及體驗

飛行駕駛，增加學生對航空

業了解，擴闊視野。

物理科 學生問卷 ✓ ✓ ✓ ✓ NCF

7
SCMP Learning English by

Newspaper
2022年9月至11月 中四至中六 12 $33,600.00 $2,800.00

To enrich students’

learning by providing

them with excursions and

experiential learning.

英國語文科 學生問卷 ✓ ✓ ✓ MKY

8 Speech Festival 2022年10月至12月 中一至中六 15 $4,000.00 $266.67

To arouse students’

interest in English poetry

and improve their

speaking skills.

英國語文科 比賽成績 ✓ ✓ ✓ MKY

9 English summer camp 2022年7月 中一至中三 20 $14,500.00 $725.00

To increase students’

exposure to English

culture and arouse their

interest in drama

performance.

英國語文科 學生問卷 ✓ ✓ ✓ MKY

10
中二級地理科跨學科專題研

習參觀
2023年5月 中二 120 $15,000.00 $125.00

增加學生對香港先進農業的

認識，以助完成專題研習的

考察報告。

地理科 學生問卷/考察報告 ✓ ✓ KK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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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項：舉辦／參加全方位學習活動

學校關注事項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梁植偉中學

全方位學習津貼  運用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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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中五級地理科考察營 2023年5月 中五 31 $5,000.00 $161.29

讓學生應用有關「氣候變

化」、「管理海岸環境」兩

單元的知識及提升其使用地

理工具的技能。

地理科 學生問卷/考察報告 ✓ ✓ KKW

12 中六級地理科研習課程 2022年11月 中六 18 $10,000.00 $555.56

提升學生對學習地理科的各

項技能的掌握程度，延展和

深化地理知識。

地理科 教師觀察 ✓ ✓ KKW

13
創新科技科編程及機械車製

作活動
2023年5月 中一至中三 100 $3,000.00 $35.00

透過科本活動提升學生對

STEM的興趣，營造學校氛

圍。

設計與科技科 (創新科

技)
學生問卷 ✓ ✓ ✓ HHH

14 數學比賽費用
2022年9月至2023

年6月
F1-5 100 $4,500.00 $30.00

鼓勵學生運用數學知識，並

主動參加數學比賽。
數學科 比賽成績 ✓ ✓ WYF 

15 E-band 課程
2022年10月至2023

年4月
中一至中三 20 $16,000.00 800.00

提升學生對STEAM音樂發

展的興趣。
音樂科 演奏成果 ✓ ✓ ✓ ✓ WKY

16 音樂創作工作坊
2022年10月至2023

年6月
中一至中五 15 $20,000.00 1334.00

增設音樂創作小組，鼓勵學

生創作音樂並積極參加社區

比賽。

音樂科 製成品 ✓ ✓ ✓ ✓ ✓ WKY

17 化學科校外參觀 2023年3月 中四 23 $6,000.00 $260.87
提升學生對科學的興趣及學

習動機。
化學科 學生問卷 ✓ ✓ ✓ PLC

18 澳洲國家化學測試 2023年6月 中四至中五 20 $2,500.00 $125.00
提升學生對科學的信心及學

習動機。
化學科 比賽成績 ✓ ✓ ✓ PLC

19 科學科校外參觀活動 2023年3月 中一至中三 300 $20,000.00 $66.67

讓學生走出校園，開拓視野

，體驗不同形式的學習活

動。

科學科 學生問卷 ✓ ✓ ✓ THK

20 迪士尼樂園探索之旅 2022年11月 中四 30 $16,500.00 $550.00

引導學生認識自己、訂立目

標，以正面積極的心態追尋

夢想，並勇於接受各種挑

戰；另外透過生動有趣的自

主體驗學習方式，讓學生更

容易掌握抽象的概念。

旅遊與款待科 學生問卷 ✓ ✓ ✓ ✓ NHO

21
印洲塘、鴨洲島、吉澳、東

平洲導賞團
2022年12月 中六 17 $6,800.00 $400.00

提升學生對香港環保旅遊的

認識(旅遊趨勢)。
旅遊與款待科 學生問卷 ✓ ✓ ✓ ✓ NHO

22 迪士尼工作體驗坊 2023年1月 中五 17 $10,400.00 $611.76

為有志投身款客服務業的學

生提供理想學習場地，讓他

們透過分析迪士尼款客服務

的特色，認識款客服務員的

日常服務範圍和所需技能。

旅遊與款待科 學生問卷 ✓ ✓ ✓ ✓ NHO

23 酒店服務體驗 2023年2月 中六 17 $27,000.00 $1,588.24

透過親身驗酒店餐飲、住宿

服務，讓學生認識酒店部門

運作，如禮賓部、前堂部等

，以及增加學生對款待業的

認知。

旅遊與款待科 學生問卷 ✓ ✓ ✓ ✓ N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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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餐桌禮儀工作坊 2023年4月 中五 17 $7,200.00 $423.53

讓學生透過工作坊，親身學

習基本餐桌禮儀，以增強學

生對款待及服務業的認知。

旅遊與款待科 學生問卷 ✓ ✓ ✓ NHO

25 馬賽克壁畫製作
2022年11月至2023

年2月
中四至中五  40 $30,000.00 $875.00

透過把布畫創作大賽冠軍作

品轉化為馬賽克壁畫，讓學

生探索更多媒介。

視覺藝術科  學生問卷 ✓ ✓ ✓ ✓ WTO

26 校園花園彩繪壁畫比賽
2022年11月至2023

年2月
中一至中六  40 $40,000.00 $1,125.00

讓學生參與學校日常美化工

程，繪畫出理想校園。
視覺藝術科  學生問卷 ✓ ✓ ✓ WTO

27 美化校園壁佈
2022年9月至2023

年6月
中一至中六  105 $10,000.00 $95.24

透過班別間的壁報設計比賽

，讓各班建立其團隊合作精

神，以及對自己的班房更有

歸屬感。

視覺藝術科  學生問卷 ✓ ✓ ✓ WTO

28 流體畫工作坊 2022年11月 中四至中六  15 $4,000.00 $333.33
讓學生探索不同媒介，探索

隨意隨心的美學。
視覺藝術科  學生問卷 ✓ ✓ ✓ WTO

29 馬賽克燈工作坊 2022年11月 中四至中六  15 $4,000.00 $333.33
讓學生嘗試用馬賽克磚塊製

作土耳其燈。
視覺藝術科  學生問卷 ✓ ✓ ✓ WTO

30 漫畫繪畫班 2022年11月 中四至中六  15 $4,000.00 $333.33
提升學生漫畫繪畫技巧，協

助他們以圖像説故事。
視覺藝術科  學生問卷 ✓ ✓ ✓ WTO

31 中國刺繡工作坊 2023年6月 中四至中六  15 $4,000.00 $333.33
讓學生更了解中國傳統工藝

，探索刺繡美學。
視覺藝術科  學生問卷 ✓ ✓ ✓ ✓ WTO

32 水墨布袋繪畫工作坊 2023年2月 中一至中六  20 $4,000.00 $250.00

讓學生深入了解中國傳統工

藝，體驗在不同媒介上創

作。

視覺藝術科  學生問卷 ✓ ✓ ✓ ✓ WTO

33 陶瓷工作坊 2022年4月 中一至中六  20 $4,000.00 $250.00
讓學生初步體驗陶瓷製作，

探索更多創作媒介。
視覺藝術科  學生問卷 ✓ ✓ ✓ ✓ WTO

34 STEM 級際競技活動
2022年11月至2023

年5月
中一至中三 200 $60,000.00 $360.00

透過全級性STEM活動，營

造學校氛圍。
STEM 組 學生問卷 ✓ ✓ ✓ HHH

35 STEM 跨學科研習活動 2023年5月 中一至中二 200 $20,000.00 $125.00

透過跨學科研習活動，提升

學生應用資訊科技解決生活

難題的能力。

STEM 組 學生問卷 ✓ ✓ ✓ HHH

36 STEM 外間機構活動及比賽
2022年11月至2023

年5月
中一至中三 100 $40,000.00 $500.00

透過外間比賽及活動，提升

學生在科學、技術、工程和

數學方面的應用能力。

STEM 組 學生問卷 ✓ ✓ ✓ HHH

37 蓮社慈濟活動 2023年2月 中四至中五 30 $3,000.00 $100.00
透過義工服務，提升學生關

愛心。
宗教事務組 教師觀察 ✓ ✓ ✓ HCY

38 參訪觀宗寺 2022年12月 中一 122 $4,000.00 $32.79
讓學生認識佛教寺院及學習

儀軌。
宗教事務組 教師觀察 ✓ ✓ ✓ HCY

39 浴佛大典 2023年5月 中一至中五 540 $3,000.00 $5.56
培養學生學會欣賞、尊重和

同理心。
宗教事務組 教師觀察 ✓ ✓ HCY

40 領袖訓練日營  2023年7月 中四至中六 20 $4,000.00 $200.00
提升學生對領袖培訓的認知

及解難能力。
學生事務委員會 學生問卷 ✓ ✓ ✓ ✓ W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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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參觀書局及香港書展 2023年4及7月 中二至中五 40 $2,000.00 $50.00

帶領圖書館領袖生參觀書局

及香港書展2023，讓學生

緊貼文化潮流，提倡閱讀風

氣，並請學生為圖書館添購

館藏，提昇其責任感及對學

校歸屬感。

圖書館

(閱讀)
學生問卷 ✓ ✓ ✓ WCY

42 蓮社慈濟活動 2023年2月 中四至中五 30 $3,000.00 $100.00
透過義工服務，提升學生關

愛心。
宗教事務組 教師觀察 ✓ ✓ ✓ HCY

43 參訪觀宗寺 2022年12月 中一 122 $4,000.00 $32.79
讓學生認識佛教寺院及學習

儀軌。
宗教事務組 教師觀察 ✓ ✓ ✓ HCY

44 浴佛大典 2023年5月 中一至中五 540 $3,000.00 $5.56
培養學生學會欣賞、尊重和

同理心。
宗教事務組 教師觀察 ✓ ✓ HCY

45 性教育講座
2022年10月至2023

年6月
中一至中六 700 $2,400.00 $3.43

讓學生學習遇到性騷擾的處

理方法，培養尊重別人身體

的概念及與人相處之道。同

時，透過淺談愛情意義，讓

學生學習訂立親密界線及處

理情緒技巧。

輔導組 學生問卷 ✓ ✓ NHO

46 性教育小組活動
2022年10月至2023

年6月
中二、三、五、六 200 $16,000.00 $80.00

透過遊戲及分享，讓學生反

思「拍拖」、婚姻與性的關

係，認識戀愛、網戀的應有

態度及危機。同時讓學生學

習訂立親密界線，認識正確

的避孕知識和方法，並以負

責任的態度面對性行為的抉

擇。

輔導組 學生問卷 ✓ ✓ NHO

47 研習技巧工作坊 2023年2月至3月 中一至中三 360 $50,000.00 $138.89
讓學生掌握各種研習技能，

以完成專題研習報告。
課程發展組 學生問卷 ✓ ✓ KKW

48 應用學習課程活動和參觀
2022年9月至2023

年7月
中四 75 $8,000.00 $106.67

讓修讀應用學習課程的學生

有外出參觀和實習的機會，

擴闊其視野及增加其對職場

的認知。

課程發展組 學生問卷 ✓ ✓ ✓ KKW

49 多元探索計劃 2023年6月 中一至中五 220 $80,000.00 $363.64
讓學生拓展視野，鼓勵學生

自我探索，發揮潛能。
聯課活動組 學生問卷 ✓ ✓ LYM

50
English debate team

training

2022年10月22至23

日
中一至中五 20 $17,000.00 $850.00

To equip students with

knowledge and practical

skills of debating.

English debate team Teacher's observation ✓ ✓ LSN, HAR

51 女童軍訓練
2022年9月至2023

年6月
中一至中五 20 $4,200.00 $210.00

訓練女童軍個人技能及團隊

服務精神。
女童軍 教師觀察 ✓ ✓ ✓ ✓ WSY

52 香港學校朗誦節 2022年12月11日 中一至中六 24 $5,000.00 $208.33

透過比賽，讓學生深入了解

詩詞、文章意思，培養欣賞

詩文能力，並配合感情、聲

線及朗誦技巧，將作品繪聲

繪影演繹出來。

中文學會 比賽成績 ✓ ✓ ✓ WSY

53 花卉義賣 2022年12月 中一至中六 15 $500.00 $33.33
訓練公益少年團團隊服務精

神。
公益少年團 義賣花卉數量 ✓ ✓ ✓ LYP

編號 活動名稱 擬舉行日期

對象

負責

教師

活動簡介及目標

(學生學到的知識/技能/ 價

值觀和態度)

範疇

(相關科組/領域)

監察／

評估方法

(工作紙/反思表/匯報/考

察報告/壁報/短片/製成

品設計/比賽成績/學生

問卷)

基要學習經歷 學校關注事項



預算開支 人均 預算開支

級別
預計參與

人數

($) ($)

智能發展

(配合課

程)

價值觀

教育
體藝發展 社會服務

與工作有

關的經驗

推展價值

教育，培

育學生領

袖

加強電子

學習，提

升自學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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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參觀 T-Park 2022年12月29日 中一至中三 18 $3,000.00 $166.67

培養公益少年團團隊認識社

區、關心社會的能度和價值

觀。

公益少年團 學生問卷 ✓ ✓ ✓ LYP,NHO

55 公益少年團團隊比賽活動 2022 中一至中六 20 $1,200.00 $60.00
訓練公益少年團團隊服務精

神。
公益少年團 教師觀察 ✓ ✓ ✓ LYP,NHO

56 乒乓球隊訓練
2022年9月至2023

年7月
中一至中五 20 $21,500.00 $1,075.00

提升乒乓球隊的體能及乒乓

球的技術。
乒乓球隊 教師觀察 ✓ ✓ LCW

57 乒乓球隊比賽
2022年9月至2023

年7月
中一至中五 20 $2,000.00 $100.00

透過參與公開比賽，提升乒

乓球隊的技術水平。
乒乓球隊 教師觀察及比賽成績 ✓ ✓ TLB

58 中文辯論隊訓練 2022年11月 中一至中六 10 $1,000.00 $100.00
透過定期訓練及比賽，提升

辯論隊隊員辯論能力。
中文辯論隊 比賽成績 ✓ ✓ FSH

59 戲劇隊培訓課程 2022年11月 中一至中五 20 $50,000.00 $2,500.00

讓學生體驗戲劇教育，提升

溝通技巧，建立團體精神，

加深對戲劇的認識。

戲劇隊 教師觀察 ✓ ✓ LYM

60 合唱團演出及參賽
2022年11月至2023

年6月
中一至中六 50 $5,000.00 $100.00

透過合唱訓練，讓合唱團團

員學習音樂技能，及提升學

生的領導能力。

合唱團 演奏成果 ✓ ✓ WKY

61 地理學會山藝班 2022年11月 中一至中四 10 $8,000.00 $800.00

透過山藝班，將地理科的地

圖閱讀應用在日常生活中，

同時發展學生在山野間的求

生技能，並學會在登山時擔

當引路之角色。

地理學會 學生問卷 ✓ ✓ ✓ KCL

62 地理學會航拍課程 2023年2月 中一至中四 15 $26,000.00 $1,733.33

透過課程及戶外考察，發展

學生在航拍方面的技能，應

用於地理科學習中。同時促

進學生多角度思考及訓練肢

體協調。

地理學會 學生問卷 ✓ ✓ ✓ KCL

63 羽毛球訓練課程 2022年9月 中一至中五 15 $23,000.00 $1,533.33

提升羽毛球隊隊員的體能及

羽毛球的技術，並定期帶領

學生參與比賽。

羽毛球隊 教師觀察 ✓ ✓ LCW

64 足球球訓練課程
2022年9月至2023

年8月
中一至中五 25 $18,000.00 $720.00

訓練羽毛球隊隊員在「盤、

傳、控、射、頂」五大足球

基本技術之融合運用，同時

訓練隊員在進攻、防守意識

及轉換等方面的技巧，培養

團隊作戰意識及提升戰術運

用。

足球隊 老師觀察 ✓ ✓ KHP

65 健球球訓練課程 2022年9月 中三至中五 20 $17,400.00 $870.00

提升健球隊隊學生體能及健

球的技術，同時定期帶領學

生參與比賽。

健球隊 教師觀察 ✓ ✓ CSH

66 童軍戶外體驗活動
2022年12月至2023

年7月
中一至中四 15 $3,000.00 $200.00

讓童軍學生掌握和應用戶外

活動的技巧。
童軍 學生問卷 ✓ ✓ HCM

67 童軍訓練課程
2022年12月至2023

年7月
中一至中四 15 $1,700.00 $113.33

配合總會要求，並訓練讓童

軍學生掌握各項技能的技

巧。

童軍 考核成績 ✓ ✓ HCM

編號 活動名稱 擬舉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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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算開支 人均 預算開支

級別
預計參與

人數

($) ($)

智能發展

(配合課

程)

價值觀

教育
體藝發展 社會服務

與工作有

關的經驗

推展價值

教育，培

育學生領

袖

加強電子

學習，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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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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視藝學會活動
2022年11月至2023

年6月
中一至中五 12 $2,500.00 $208.33 提升學生的藝術素養。 視藝學會  學生問卷 ✓ ✓ WTO

69 義工隊訓練課程
2022年9月至2023

年5月
中一至中六 30 $15,000.00 $500.00

透過義工訓練課程、服務及

訓練營，提升藝義工隊學生

對義工工作的了解和培養其

正面價值觀。

義工隊 學生問卷 ✓ ✓ ✓ WPC

70 舞台技術工作坊 2022年12月 中一至中六 20 $1,500.00 $75.00

透過工作坊，提高學生的舞

台知識及在學校大小活動實

踐的能力。

舞台小組 學生問卷 ✓ ✓ ✓ HHH

71 舞蹈隊培訓課程
2022年9月至2023

年8月
中一至中五 16 $44,250.00 $2,765.63

讓舞蹈隊隊員體驗舞蹈教育

，從中提升溝通技巧，建立

團體精神，以及加深其對不

同舞蹈的認識。

舞蹈隊 教師觀察 ✓ ✓ WCM,TSY

72 銀樂隊訓練及活動
2022年9月至2023

年8月
中一至中六 25 $107,000.00 $4,280.00

透過銀樂隊訓練，學習音樂

技能，及提升銀樂隊隊員學

生的領導能力。

銀樂隊 演奏成果 ✓ ✓ WKY

73 校內領袖生訓練 2023年1月1日 中三 20 $2,000.00 $100.00

透過校內領袖訓練，培養領

袖生協作和溝通能力，提升

他們學生自信。

訓導組 學生問卷 ✓ ✓ WSC

74 領袖生訓練日營 2023年6月1日 中三至中五 20 $6,000.00 $300.00

透過訓練營，培養領袖生的

協作能力，培育他們成為學

校領袖。

訓導組 學生問卷 ✓ ✓ WSC

75 中四級領袖訓練營 2022年10月15日 中四 100 $15,310.00 $153.10

透過訓練營，提升學生團體

合作精神，建立班團凝聚力

，加強歸屬感。

聯課活動組 教師觀察/學生問卷 ✓ ✓ ✓ WKY

76 全方位活動日（旅行日） 2022年11月 中一至中六 650 $115,000.00 $176.92
讓全校師生於課餘舒展身心

，達致群育之目標。
聯課活動組 教師觀察/學生問卷 ✓ ✓ ✓ LYM

$1,392,4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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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門旅遊學院體驗考察團 2023年7月 中五 17 $15,000.00 $882.35

透過參觀旅遊學院、安排課

堂體驗及入住旅遊學院學生

宿舍，讓學生了解旅遊學院

的升學途徑及體驗上課情況

，加深學生對旅遊學院校園

生活的印象。另外，透過參

觀澳門的世界歷史文化遺產

，讓學生認識旅遊業對當地

經濟的貢獻，同時教育學生

保護文化遺產的重要性。

旅款與款待科 學生問卷 ✓ ✓ NHO

$15,000.00

$1,407,460.00

學校關注事項

負責

教師
編號 活動名稱 擬舉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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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要學習經歷

第1項預算總計

第1.2項預算總計

第1.1項預算總計



編號 項目 用途 預算開支 ($) 範疇 負責人

1 多媒體影音制作器材 影音制作器材。 $20,000.00 藝術發展科 WKY

2 地理儀器儲存櫃
儲存地理考察用儀器

和用品。
$3,000.00 地理科 KKW

3 地理考察儀器 地理考察活動用。 $5,000.00 地理科 KKW

4
設計與科技科 (創新科技) 學

習材料
課堂中學習編程。 $40,000.00

設計與科技科

(創新科技)
HHH

5 數理週用品

鼓勵學生製作數學模

型、學習及運用數學

知識。

$2,500.00 數學科 WYF

6 數學遊戲用品
鼓勵學生多接觸數學

遊戲，多動腦筋。
$3,000.00 數學科 WYF

7 數學科用品
鼓勵學生製作屬於自

己的學習課件。
$1,500.00 數學科 WYF

8 合唱級台
禮儀歌曲小隊演唱

用。
$18,000.00 音樂科 WKY

9 音樂配套
禮儀歌曲小隊收音

咪。
$9,000.00 音樂科 WKY

10
Portable speaker with aux

input、大譜架
E-Band 設備。 $35,900.00 音樂科 WKY

11 傳輸線、midi keyboard 音樂創作設備。 $3,000.00 音樂科 WKY

12 化學學習套件 課後科學興趣班用。 $5,000.00 化學科 PLC

13 電子黑板 電繪活動用。 $45,000.00 視覺藝術科 WTO

14 扇
初階及進階扇繪活動

用。
$8,000.00 視覺藝術科 WTO

15 印刷墨水 視覺日記製作活動。 $4,000.00 視覺藝術科 WTO

16 輕黏土
初階及進階黏土製作

用。
$8,000.00 視覺藝術科 WTO

17 拜墊 靜觀活動用。 $20,000.00 宗教事務組 HCY

18 國旗 升旗及訓練用。 $3,000.00 儀仗隊 WKA

19 儀仗隊訓練用衣服 儀仗隊訓練用。 $6,000.00 儀仗隊 WKA

20
應用學習課程物資 (如參考

書及活動用品)

豐富學生的知識素養

及進行分組活動。
$4,000.00 課程發展組 KKW

21 花卉用具 花卉義賣用。 $500.00 公益少年團 LYP

22 水族器材及用具 水族學會活動用。 $8,000.00 水族學會 THK

23 乒乓球隊球衣 進行訓練的服裝。 $1,500.00 乒乓球隊 TLB

24 乒乓球用品 (如乒乓球、網) 進行訓練的裝備。 $3,000.00 乒乓球隊 TLB

25 乒乓球枱 在學校訓練的裝備。 $7,000.00 乒乓球隊 TLB

26 交通安全隊制服 當值和步操用。 $13,000.00 交通安全隊 W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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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號 項目 用途 預算開支 ($) 範疇 負責人

27 天氣瓶材料 天氣瓶實驗用。 $330.00 地理學會 KCL

28 羽毛球隊隊衣 進行訓練的服裝。 $2,000.00 羽毛球隊 LCW

29 羽毛球及相關裝備 進行訓練的裝備。 $2,500.00 羽毛球隊 LCW

30 足球隊校隊作客球衣 足球比賽時使用。 $3,000.00  足球隊 KHP

31 足球隊室內場用品 在室內進行訓練用。 $2,000.00  足球隊 KHP

32 保護及足球裝備
保護球員訓練及比賽

時安全。
$2,000.00  足球隊 KHP

33 科學學習套件及材料 學會活動用。 $9,500.00 科學學會 PLC

34 拍攝器材
校園電腦台製作節目

用。
$20,000.00 校園電視台 LHL

35 直播器材 製作校內直播節目。 $20,000.00 校園電視台 LHL

36 舞台設施
舞台小組訓練及表演

用。
$15,000.00 舞台小組 HHH

37 舞蹈隊比賽服裝 參加舞蹈比賽服裝。 $12,000.00 舞蹈隊 WCM,TSY

38 舞蹈隊化妝品
參加舞蹈比賽及表

演。
$2,000.00 舞蹈隊 WCM,TSY

39 舞蹈比賽用品 參加舞蹈比賽用。 $1,000.00 舞蹈隊 WCM,TSY

40 樂器更新 更新及維修樂器。 $30,000.00 銀樂隊 WKY

41
製作模型工具 (如模型鉗、

滲線筆、滲線油)
製作模型用。 $1,500.00 模型小組 WYW

42 學生領袖名牌
增強學生會成員歸屬

感。
$12,000.00 學生會 CYH,YHY

43

攝影器材 (如相機、鏡頭、

配件、電池、充電器、

SDXC UHS-I card 128GB、

Canon EOS R10連 RF-

S18-150mm f/3.5-6.3 IS

STM)

攝影學會活動用。 $74,800.00 攝影學會 WWK

44 童軍團隊制服 童軍訓練用。 $8,500.00 童軍 HCM

$495,030.00

$1,902,490.00

財政狀況：

2021/2022學年餘款： $796,602.54

2022/2023學年總撥款： $1,195,413.00

2022/2023學年可用撥款： $1,992,015.54

職位： 課程發展主任及全方位學習統籌

佔全校學生人數百分比 (%)： 100%

第2項預算總開支

第1及第2項預算總開支

全方位學習聯絡人姓名：

第3項：預期受惠學生人數

預期受惠學生人數︰ 636

賈傑偉

全校學生人數︰ 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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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