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實際開支

級別
總參與

人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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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1

流行敬拜樂隊：承接上一學年的安排、讓對音樂學習能力較高或動機較強的學生提供額外的流行音

樂訓練。讓學生繼續在校內場合或合適之校外場合提供表演、以作服務學校及協助學生建立自信心

及團隊精神。

藝術（音樂） 16/12/2021、30/12/2021、13/1/2022、

20/1/2022、24/2/2022、3/3/2022、10/3/2022、

17/3/2022、24/3/2022、12/5/2022、19/5/2022、

26/5/2022、2/6/2022、9/6/2022、16/6/2022、

30/6/2022、21/7/2022、25/7/2022、8/8/2022

S1-S6 40 本學年音樂大使先後參與敬拜樂隊及合唱團訓練、兩次校外表演、一次學校開放日錄影演岀、三次

對外賓介紹音樂及演藝室和音樂大使活動。音樂大使們從中建立了表達自己的自信、團隊精神及互

助精神。100%參與同學認同參與音樂大使團隊訓練可提升其自信心，80%參與同學認同參與訓練可

提升其合作精神。

$43,200.00 E5

   

2

路路通計劃 ：透過一系列以學生於交通興趣為本的學習活動、提升學生的社交社適技能、學習動

機及專注力。此外、善用巴士大使計劃、提升學生的能力感、責任感、以及提升親子關係、從而達

至全人發展。

跨學科（其他） 16/12/2021、30/12/2021、13/1/2022、

20/1/2022、24/2/2022、3/3/2022、10/3/2022、

17/3/2022、24/3/2022、12/5/2022、19/5/2022、

26/5/2022、2/6/2022、9/6/2022、16/6/2022、

21/7/2022、22/7/2022、22/8/2022、23/8/2022

S1-5 70 除恆常訓練外，透過(1)古董巴士教育活動：學生乘搭非空調巴士(俗稱「熱狗」巴士)是很多香港

人的集體回憶。同學們親身上車體驗、從中了解香港歷史、非空調巴士的特色及保育巴士的過程

等、讓同學們有個難忘的一課。 (2) 導賞員訓練： 善用交通的興趣進一步服務他人、讓學生認識

社區、引起同學對發展、規劃及保育等議題之興趣。與此同時、透過親身感受及實踐、訓練學生學

習組織資料及提升溝通技巧、以增強社交及表達能力。100%學生認同是次活動有助提升學生對香港

昔日交通工具及生活的認識、 及90%學生認同是次活動有助提升學生對社區的認識、並提升將來向

嘉賓進行介紹和導賞的興趣和動機。

$22,752.00 E1、E5

  

3

「同理．護理」深度遊 - 同工體驗活動：讓學生體驗體弱長者的家居生活障礙、中風後的生活障

礙、認知障礙症 患者的生活、視障患者的困難、使用輪椅的日常、穿著約束及院舍生活 等、促成

學生對生命、服務等的反思。

科學 2/8/2022- 4/8/2022 S3-S5 15 因應疫情機構未能安排同學到日間長者中心探訪及進行活動體驗、故改以網上的形式進行有關活

動。100%學生認同相關體驗活動及訓練能有助認識長者的生理/心理轉變、生活上所面對的困難及

如何與長者溝通。

$7,500.00 E1

  

4

中一至中六STEM體驗學習活動：透過活動提高學生運用跨學科知識、讓學生體會綜合運用知識的重

要性及實用性。

跨學科（STEM） 19/7/2022、28/7/2022 S2、S4、S5 120 學生積極參與活動、表現踴躍，過程中學生運用跨學科知識、讓學生體會綜合運用知識的重要性及

實用性；部分已完成作品將放於校內繼續展覽。

$49,212.50 E1



5

體藝全接觸：透過多元化的體藝活動按學生的興趣和能力、發展學生潛能、建立正面價值觀和態

度。

其他、體藝及領袖培訓 1/5/2022、12/1/2022、19/1/2022、26/1/2022、

16/2/2022、23/2/2022、2/3/2022、23/3/2022、

30/3/2022、6/4/2022、27/4/2022、4/5/2022、

11/5/2022、18/5/2022、25/5/2022、1/6/2022、

8/6/2022

S1-6 163 80%學生認同體藝全接觸時段、能按自己的興趣和能力、發展潛能、建立正面價值觀和態度。 $184,120.50 E1、E5



6

全景拍攝及後期制作班；培訓學生拍攝及製作包含360影片/圖片的作品、例如介紹學校/社區設施

或活動等等的影片。

資訊科技 31/7/2022、1/8/2022、3/8/2022 S5 12 透過活動學生能加深對360/VR技術的認知、並提升了相關的拍攝及處理技巧。因應疫情、活動在安

排上有所調整、先由機構派員到校拍攝360的素材；其後安排學生進行網課、並在課堂上發放由專

人拍攝的360素材作示範及教材之用。

$21,200.00 E5、E8

 

7

「有你寵愛」助養動物體驗活動:  透過與狗狗的接觸及互動、支援學生的情緒。 跨學科（其他） 5/1/2022、12/1/2022、27/5/2022、10/6/2022、

17/6/2022、24/6/2022

S1-6 13 100% 學生認同可透過活動支援他們在情緒的需要。 $24,900.00 E1

 

8

款待大使（咖啡拉花班）：透過學習咖排拉花的訓練、提升學生款待的技巧。 跨學科（其他） 26/5/2022、2/6/2022、9/6/2022、16/6/2022、

30/6/2022

S1-6 15 學生積極投入活動、100%學生認同能透過運用專業咖排師所教授的技巧進行咖啡拉花、認識咖啡店

務及學習其款待技巧。

$34,918.78 E5、E7

  

9

辯論小組: 加強學生的思維能力、演說技巧及團隊精神、並提高學生的自信心和公民意識。 公民與社會發展 12/10/2021、19/10/2021、21/10/2021、

22/10/2021、23/10/2021、23/10/2021、

26/10/2021、28/10/2021、2/11/2021、

4/11/2021、5/11/2021、6/11/2021、7/12/2021、

14/12/2021、4/1/2022、11/1/2022、18/1/2022、

25/1/2022、15/2/2022、22/2/2022、22/3/2022、

29/3/2022、12/4/2022、26/4/2022、10/5/2022、

17/5/2022、2/6/2022、9/6/2022、16/6/2022、

23/6/2022、8/7/2022、12/7/2022、14/7/2022

S1-5 12 100% 學生認同活動能加強其思維能力、演說技巧及團隊精神、並提高其自信心和公民意識。 $11,112.50 E5

 

10

獨木舟基礎及進階訓練：透過訓練讓學生能成功考獲初級一至三星、中級銅章及中級銀章。 領袖訓練 17/6/2022、25/6/2022、9/7/2022、30/7/2022、

23/8/2022

S2-S6 20 經過訓練共有20位同學成功考獲二星獨木舟證書、4位同學完成三星證書 $15,870.00 E1、E5、E6

  

11

草地滾球：透過草地滾球體驗日、增加學生對草地滾球的認識、發掘具潛質的學生。 體育 27/7/2022、28/7/2022 S1 及 S4 90 100%學生認同訓練擴闊了眼界、並能加強與同學團結合作精神，及增加對學校歸屬感。 $3,200.00 E2

  

12

中國歷史科與中文科合作、舉辦中華文化體驗活動、當中包括製作木雕、剪紙及製作小巴牌、提升

學生對中華文化的認識。

國家安全 27/7/2022 S1-S2 90 學生積極投入參與活動、在活動中認識中華文化。 $27,038.00 E1



13

歷奇訓練班：培養學生領導才能、並從中提升學生歷奇技能。 領袖訓練 28/12/2021、29/12/2022、30/12/2022、

8/8/2022、10/8/2022、11/8/2022、12/8/2022

S1-S6 37 學生在歷奇活動中都能提升相關技能。另外共有7人參與緣繩下降一級教練證書班、最後5人成為一

級教練。

$36,000.00 E6

 

14

以感恩/愛為主題的基督教講座：推動校園正面文化、學生能從中領略的愛、並學習關愛身邊的

人。

宗教活動 17/12/2021、24/6/2022、21/7/2022、

26/7/2022、

S2、S4 258 超過90%學生表示周會內容能幫助他們更學會感恩、以關愛身邊的人。 $11,100.00 E5

 

15

中六畢業營-福音聚會：透過營會、讓學生能聚首一堂、並認識基督教信仰。 宗教活動 30/7/2022 S6 33 100%學生表示喜歡是次畢業日營的內容、並對於能藉參與營會與老師及同學活動感到開心。 $9,700.00 E1

 

16

栽培小組/約翰團契/信仰大使訓練：透過不同形式的聚會、加強學生對基督教的認識與委身。 宗教活動 24/8/2022、29/8/2022 S3-S6 12 100%學生同意活動內容能鼓勵他們關懷及服侍身邊有需要的人、實踐基督精神。 $4,900.00 E5

 

17

中六職場新力軍：讓學生從不同的工作實習機會中獲得實際的工作經驗。 工作體驗 13/6/2022-27/7/2022 S6 38 100%學生認同可從工作實習中學習工作技巧、84%學生滿意自己的工作表現。 $2,282.28 E9：保險費

 

18

專業攝影師學生攝影工作坊：透過恆常課程讓學生掌握人像攝影的知識及技巧、讓學生在實踐中學

習、提升攝影技巧。

藝術（視藝） 9/6/2022、16/6/2022、30/6/2022、18/7/2022 S5 12 100%學生能運用專業攝影師所教授的技巧進行拍攝活動、 並認同所學知識能提升攝影的知識和技

巧。

$15,000.00 E1、E5

  

19

學界及特奧比賽參賽費用及運動員註冊費：透過學界比賽讓學生能與他校的學生切磋技術及擴闊視

野。

體育 14/7/2022、15/7/2022、5/8/2022 S1-S6 17 17位學生參加學界田徑賽、9位學生參加學界室內划艇賽及38位學生參與特奧訓練及比賽、透過訓

練及比賽與其他學校的學生交流、參與學生均表現能擴闊了眼界。

$3,592.00 E1

  

20

中三家居維修課程：讓學生藉著學習家居維修、裝備自己、並運用學到的技能服務社會。 價值觀教育 17/7/2022、18/7/2022 S3 50 在學生問卷數據顯示超過88%以上的學生認同活動達到預期目標、包括此項活動能提昇我對家居維

修探究的興趣、有助加深對家居維修的認識、提昇與人協作的能力、提昇解決問題的能力、學習到

運用工具進行家居維修、亦同意運用之前所學到的家居維修技巧、完成社會服務、覺得很快樂和滿

足。

$7,434.00 E5、E7

  

2021-2022學年

全方位學習津貼  運用報告

炮台山循道衛理中學

第1項：舉辦／參加全方位學習活動

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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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要學習經歷

(請於適用方格加上號、可選擇多於一項)
對象

活動簡介及目標

範疇

(請選擇

適用的選項、

或自行填寫)

舉行日期 評估結果 開支用途＊



21

戲劇訓練 (中五級）：學生透過全級演出戲劇、學習不同崗位的職責、裝備技能、並增強協作能力

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藝術（其他） 24/6/2022、 12/7/2022、14/7/2022、

19/7/2022、20/7/2022、21/7/2022、22/7/2022、

25/7/2022、26/7/2022、27/7/2022

S5 42 在演出當天、中一、中二及中四級均有出席觀賞、反應踴躍。從學生問卷顯示、是次訓練達到所定

目標、100%學生認為能提昇和其他人協作的能力、覺得很快樂和滿足、展現出負責任的特性、專心

聆聽指示和積極投入今次活動。

$57,500.00 E5、E7

  

22

戲劇欣賞 (高中生藝術新體驗計劃) 藝術（其他） 23/6/2022 S1-S5 55 從學生問卷顯示、100%學生認同戲劇欣賞《喜靈洲 分享夜》加深對戲劇的概念。 $5,670.00 E1、E2

 

23

培訓「炮循大使」透過擔任學生領袖大使、培育學生的服務精神及提昇自信心、增強抗逆力、提供

適切平台、發展學生潛能。

領袖訓練 12/5/2022、19/5/2022、26/5/2022、10/6/2022、

28/7/2022、 29/7/2022

S1-S6 11 從課堂觀察顯示、學生表達流暢度有所提升、並能完成成果展示影片。 $16,000.00 E5

 

24

多元文化參觀：擴闊學生對香港多元文化的認識。 公民與社會發展 24/5/2022 S4 44 學生前往參觀灣仔清真寺。參與學生認同活動有助增加他們對香港多元文化的認識，參與學生認同

活動有助他們增加對香港少數族裔文化 的認識。

$6,840.00 E2

 

25

戲聚長幼繫共融：從計劃中、體現責任義務及團隊合作的利他精神、提升學生素養、讓學生培養學

生正面價值觀、並透過活動、綵排及演出、接觸來自不同背景的長者、提升溝通能力和理解別人需

要的能力、建立責任感、恆毅力和自省力、為適應社會和職場要求作準備。

價值觀教育 13/6/2022、15/6/2022、20/6/2022、27/6/2022、

29/6/2022、11/7/2022、13/7/2022、18/7/2022、

20/7/2022、25/7/2022、27/7/2022、29/7/2022、

30/7/2022

S1-S5 30 是次計劃從問卷數據顯示是次訓練能達到長幼共融的目的－從長者問卷數據顯示、全部長者表示增

加對特殊學習需要青少年的基本認識、更願意和特殊學習需要青少年溝通、更願意接觸特殊學習需

要青少年和認同特殊學習需要青少年都有其能力、都可發揮潛能。另一方面、從學生問卷顯示、

100% 學生表示增加長者的基本認識、更願意和長者溝通、反思日後對長者的觀感和態度和在日後

更願意接觸長者。

$38,609.50 E5

 

26

一人一花：透過活動讓學生親自栽種植物、將盆栽帶回家照顧、以行動親力親為支持環境保育。 德育、公民及國民教育 15/10/2022 S1-S6 118 透過活動讓學生親自栽種植物、因各種不同原因、大部分學生未能成功栽種成花、但仍能從活動中

培養到責任心和耐性。

$770.00 E7



27

班際競技比賽：透過舉行班際競技比賽、以提升學生對屬班的歸屬感。 德育、公民及國民教育 18/10/2021、19/10/2021 S1-S6 258 84%學生認同班際競技比賽能提升學生對屬班的歸屬感。 $2,863.60 E7

 

28

生命教育電影欣賞：透過電影進行生命教育、讓學生反思生命。 德育、公民及國民教育 25/11/2021 S1-S6 258 透過電影欣賞活動、讓學生學習突破障礙、面對困難時永不放棄的精神。 $28,300.00 E1、E2



29

旅行日：期望透過活動讓學生舒緩日常生活的壓力及增進同學之間的友誼。 跨學科（其他） 2/12/2021 S1-S6 258 是次活動以營社活動為主，大部分同學都投入在活動。透過不同活動，同學能放鬆壓力，而且增加

了疫情中與同學相處玩樂的機會。

$7,186.00 E1



 （如空間不足、請於上方插入新行。）

$698,771.66

1.2

1

2

3

4

5

 （如空間不足、請於上方插入新行。）

$0.00

$698,771.66

第3項：受惠學生人數

項目 範疇 用途

1 木結他 藝術（音樂） 結他班及樂隊訓練使用

2 木箱鼓 藝術（音樂） 樂隊訓練使用

3 爵士鼓 藝術（音樂） 樂隊訓練使用

4 購買與健康檢查相關的工具，包括血糖機、手腕式血壓計及體重及脂肪磅等 科學 健康大使培訓用途

5 攝影大使活動耗材：相片打印紙張及墨盒等耗材，後備電池，拍攝腳架及燈架，外影背包 藝術（視藝） 攝影大使活動及服務用

6 歷奇裝備、用具及野外活動用具 領袖訓練 歷奇活動及野外活動用

7 歷奇大使制服 領袖訓練 歷奇活動及野外活動用

8 微電影比賽頒獎禮 藝術（視藝） 交通費

9 劇社制服 領袖訓練 訓練及社區服務
 （如空間不足，請於上方插入新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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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舍費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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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舉辦之課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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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學習軟件、教材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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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侯潔瑩助理校長

98%

258

264

受惠學生佔全校學生

人數百分比 (%)：

受惠學生人數︰

全方位學習聯絡人（姓名、職位）：

全校學生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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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2項總開支

$5,966.00

$12,240.00

實際開支 ($)

第1及第2項總開支

第2項總開支

$778,746.73

$79,975.07

$3,000.00

$4,369.50

$2,370.00

$25,932.57

$20,034.00

$5,875.00

$188.00

境外活動︰舉辦或參加境外活動／境外比賽、擴闊學生視野

第1.1項總開支

第1項總開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