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預算開支

人均

預算開支

級別
預計參與

人數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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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務 - STEM 活動 2023年6月至7月 中三 46 $22,000.00 $478.26

2 全人發展-生命導師 2023年4月至6月 中二 46 $4,600.00 $100.00

3 學生活動 - 社際比賽/活動 2022年9至10月、2023年3月至4月、2023年6至7月 中一至中六 268 $8,000.00 $29.85

4 學生活動 - 歷奇活動/訓練 2022年9月至10月 中一至中六 268 $90,000.00 $335.82

5 學生活動 - 獨木舟中級(銅章、銀章及金章)訓練 2022年9月至2023年6月 中二至中六 32 $20,000.00 $625.00

6 學生活動 - 獨木舟初級(一星、二星及三星)訓練 2022年9月至2023年6月 中二至中六 32 $20,000.00 $625.00

7 學生活動 - 體藝全接觸 2022年9月至2023年6月 中一至中六 268 $190,000.00 $708.96

8 生命教育 - 生命教育活動 2023年1月至2023年7月 中二 46 $11,000.00 $239.13

9 生命教育 - 戲聚長幼繫共融微電影製作訓練 2022年9月至2023年6月 劇社成員 20 $55,000.00 $2,750.00

10 生命教育 - 中五級戲劇製作訓練 2022年10月至2023年6月 中五 46 $65,000.00 $1,413.04

11 宗教教育 - 復活節期崇拜/佈道會/宗教周會 2023年3月31日 中一至中六 268 $19,000.00 $70.90

12 宗教教育 - 中六畢業福音營 2023年6月9日 中六 46 $10,000.00 $217.39

13 中文 - 話劇欣賞(門票及交通費) 2023年2月至4月 中五及劇社成員 70 $15,500.00 $221.43

14 通識/公民-活動費用 2022年10月至2023年2月 中四及中六 92 $13,600.00 $147.83

15 通識/公民 - 辯論組導師費用 2022年9月至2023年7月 中二至中六 16 $20,000.00 $1,250.00

16 科技與生活 - 資歷架構課程參觀費 2023年3月至4月 中六 36 $7,200.00 $200.00

17 科學 - 科學科比賽/活動費用 2022年10月至2023年4月 中一至中三 40 $4,500.00 $112.50

18 中史 - 全方位活動(參觀/工作坊) 2022年11月至2023年6月 中一至中二 92 $10,000.00 $108.70

19 宗教 - 學習/體驗活動 2023年1至7月 中四及中六 80 $8,000.00 $100.00

20 體育-學界及校際比賽參賽費用及運動員註冊費 2022年9月至2023年7月 中一至中六 30 $7,000.00 $233.33

21 體育-體育校隊訓練及比賽之教練費、參賽費、裝備費及交通費 2022年9月至2023年7月 中一至中六 40 $57,000.00 $1,425.00

22 體育-參與校外體育活動之交通費 2022年9月至2023年7月 中一至中六 20 $3,000.00 $150.00

23 體育-競技比賽教練費 2022年9月至10月 中一至中六 268 $2,000.00 $7.46

24 學生活動-音樂大使訓練（導師費） 2022年9 月至2023年6月 中一至中六 30 $52,000.00 $1,733.33

25 學生活動-音樂大使訓練(外間音樂會欣及外出交通費用賞) 2022年9月至2023年6月 中一至中六 30 $5,000.00 $166.67

26 升輔組-基礎職業技能大使訓練 2022年10月至2023年6月 中四至中六 12 $23,000.00 $1,916.67

27 升輔組-職場新力軍計劃 2022年11月至2023年6月 中六 40 $4,000.00 $100.00

28 護理教學課程(附教學器材) 2022年9月至2023年6月 中六 14 $49,500.00 $3,535.71

29 職技-長者溝通課程及活動 2022年9月至2023年10月 中一至中六 15 $32,000.00 $2,133.33

30 生社-體驗活動 (中一至中三) 2023年1月至7月 中一至中三 138 $16,000.00 $115.94

31 電腦-雷射切割/雕刻班(導師費、硬件費及材料費) 2023年1月至4月 中一至中六 20 $30,000.00 $1,500.00

32 英文-英語話劇欣賞Killer Thriller(門票及交通費) 2023年2月20日 中一至中六 268 $38,500.00 $143.66

33 視覺藝術-外出參觀 2022年12月 中五及中六 80 $6,000.00 $75.00

34 視覺藝術-資歷架構課程物資(課堂實習、攝影大使、耗材等) 2022年10月至2023年6月 中五 18 $15,000.00 $833.33

35 視覺藝術-專業攝影師攝影工作坊 2023年2月 中五 14 $15,000.00 $1,071.43

36 路路通巴士社交小組活動費 2022年9月至2023年7月 中一至中六 150 $20,000.00 $133.33

37 運動及歷奇大使訓練 2022年9月至2023年6月 中一至中六 15 $5,500.00 $366.67

38 植物護理大使訓練 2022年9月至2023年6月 中一至中六 15 $20,000.00 $1,333.33

39 炮循大使訓練 2022年9月至2023年6月 中一至中六 15 $10,000.00 $666.67

40 「有你寵愛」寵物大使訓練 2022年9月至2023年7月 中一至中六 20 $30,000.00 $1,500.00

41 款待大使 - 咖啡拉花班（導師費、材料費及打奶泡機等器材） 2022年9月至2023年6月 中一至中六 12 $30,000.00 $2,500.00

2022-2023學年

全方位學習津貼  運用計劃

炮台山循道衛理中學

學校必須填寫此部分

編號 活動名稱 擬舉行日期

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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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提高透明度及根據一貫安排，學校須把經校董會／法團校董會／學校管理委員會審批的全方位學習津貼運用計劃或載有全方位學習津貼運用計劃的學校周年計劃上載至學校網頁。

第1項：舉辦／參加全方位學習活動



預算開支

人均

預算開支

級別
預計參與

人數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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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號 活動名稱 擬舉行日期

對象

42 基督少年軍小隊長訓練 - 基本訓練及進深訓練 2022年9月至2023年6月 中二至中六 10 $5,000.00 $500.00

43 中華文化推廣活動 2022年11月至2023年7月 中一至中六 268 $13,800.00 $51.49

44 旅行日 2023年1月17日 中一至中六 268 $20,000.00 $74.63

45 領袖訓練營 2023年3月10日及11日 中二至中六 40 $23,000.00 $575.00

3,662 $1,125,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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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3

0 $0.00

3,662 $1,125,700.00

編號 項目 用途 預算開支 ($)

1 拇指琴(30個) 音樂大使校內訓練及外出表演使用 $6,000.00

2 可攜式數碼鋼琴(1部) 音樂大使校內訓練及外出表演使用 $6,000.00

3 民謠木結他弦線(20包) 音樂大使校內訓練及外出表演使用 $1,200.00

4 古典木結他弦線(20包) 音樂大使校內訓練及外出表演使用 $1,200.00

5 木結他清潔套裝(5套) 音樂大使校內訓練及外出表演使用 $1,000.00

6 爵士鼓隔音屏(1組) 音樂大使校內訓練使用 $3,000.00

7 音樂大使樂譜文件夾(30個) 音樂大使校內訓練及外出表演使用 $2,000.00

8 師傅仔 X STEM大使 - 木材、工具及材料 師傳仔 X STEM大使校內訓練使用 $30,000.00

9 遠程旅程訓練 - 雙人遠程獨木舟獨木舟槳 獨木舟遠程旅程訓練用 $25,000.00

10 歷奇訓練用品 校內歷奇訓練之用 $10,000.00

$85,400.00

$1,211,100.00

268

侯潔瑩

全校學生人數︰ 268

職位： 助理校長

第1項預算總計

第1.2項預算總計

第1.1項預算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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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必須填寫此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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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必須填寫此部分）

預期受惠學生人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