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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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題學習活動費 (中一至中六)：學生能透過主題研

習，作出深入的分析，主動去探尋問題，讓學生從

「做中學」、「觀察中學」、「思考中學」，發展

學生的共通能力（例如批判性思考能力、創造力、

溝通能力等），拓闊學生的學習空間，達致全人發

展。

中二、中三和中五

(STEM)；中六(職業相

關培訓)；中一及中

四：探索性活動

中一至中五：2021

年6月28日至6月30

日及7月5日；中

六：2021年3月19

日至3月25日

中一至中六 260 各級均以問卷方式收集學生對活動的意見，有超過80%學生對活動感興趣，

並學會新的知識或技能。

$28,664.39 E1 ✓ ✓ ✓ ✓

2 「職場新力軍」就業培訓計劃：讓學生從不同的工

作實習機會中獲得實際的工作經驗。

跨學科（其他） 2021年4月26日至6

月9日

中六 42 學生投入實習工作，並獲取寶貴的工作經驗。 $2,582.58 E9：保險費用 ✓ ✓

3 透過參觀終審法院，增加學生對香港法院和法治制

度的認識。

因為疫情活動取消 2021年6至7月 中四 0 因為疫情活動取消 $0.00

4 透過VR歷史軟件，在疫情期間擴闊學生對中國歷史

的視野。

歷史 2020年10月至2021

年5月

中一至中三 120 VR能提高學生學習中史的興趣，學生在活動中表現雀躍，而這個學習平台亦

有其他中史學習資源，幫助學生學習中史。

$49,800.00 E8 ✓

5 透過餐桌禮儀工作坊，讓學生認識餐桌的基本擺設

及餐桌禮儀。

取消 2021年6月 中二 0 因為疫情活動取消 $0.00 -

6 學生透過參與STEM 相關的活動，獲取學習經驗，透

過實際方案及創意設計解決真實的問題，整合和應

用科學、科技和數學教育學習領域知識與技能，並

發展學生的創造力、協作及解決問題能力。

跨學科（STEM） 2021年4月14日至6

月9日

中三 至 中四 19 有超過80%的學生對活動感興趣，並認同活動能提升他們的創意思維及協作

能力。

$17,200.00 E1、E5 ✓

7 提升學生對科學在日常生活動中的應用STEM的認識

，並加強學生對科學、科技、工程和數學等科目的

興趣。

科學 2021年1月至4月 中四 因為疫情活動取消 $0.00 -

8 透過以物易物活動提升學生的組織能力及溝通能

力。

其他：溝通能力 2021年7月8日 中一至中三 130 學生投入參與 $0.00 - ✓

9 透過級本歷奇活動提升學生自信心、解難能力及溝

通能力。

價值觀教育 2021年3月26日及3

月31日

中一至中六 260 有超過80%的學生表示透過活動能發揮自己的潛能、提升自信心及學會欣賞

參與活動的學生。

$48,825.00 E5 ✓ ✓

10 為中四級學生安排歷奇訓練活動，向他們灌輸正向

的人生態度。

取消 2020年11月25至27

日

中四 0 因為疫情活動取消 $0.00 -

11 透過多元學習時段及課後活動，發展學生潛能。 跨學科（其他） 2021年4月14日至6

月9日

中一至中六 260 80%學生表示能掌握活動中的技巧及知識。 $18,948.00 E5

12 透過開設流行樂隊訓練課程，讓學生學習獨奏及合

奏技巧，並將習得的知識、技能和態度，應用在校

內的音樂活動及合適的公開表演及服務。

藝術（音樂） 2021年4月15日至7

月2日

中一至中六 12 12流行樂隊學生聯同合唱團及信仰大使成員於詩歌帶動唱活動及教師退修活

動成功演出。另3位流行樂隊學生於畢業禮協助提供司琴及結他伴奏。

$17,600.00 E5 ✓ ✓

13 沿繩下降技術證書班：讓學生對繩索及裝備有初步

的認識；並加强其緣繩下降的技術。

領袖訓練 2021年8月24日及8

月26日

中二至五 16 在活動中敢於挑戰教練不同的測試，所有學員都獲得緣繩下降技術證書。 $54,050.00 E5 ✓ ✓

14 花式單輪車體驗班和訓練班：鍛鍊學生肢體平衡、

協調和專注力，並認識和掌握花式單輪單車的技

巧。

體育 2021年4月14日至6

月9日

中一至中六 9 全校不同能力的學生皆接觸了單輪單車，對此運動項目已有一定認識。 $3,000.00 E5 ✓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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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年 中二 至 中六 11 11 位學生參與了香港智障人士體育協會不同的訓練班，8 位學生完成了校園

四人足球計劃並進行了 3 次校外比賽。

$4,228.00 E1、E5 ✓

16 透過學校陸運會，讓學生參與田徑比賽，發揮所長

，並藉此學習體育及協作精神。

體育 全年 中一至中六 0 因為疫情活動改於校內分不同時段進行，以班為單位進行競技賽，學生投

入。

$2,740.00

17 透過一人一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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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價值觀教育 2020年11月至2021

年3月

中一至中六 97 部份學生能種出花朵，學生從活動中學習照顧花苗，並說出會更關愛大自

然。

$450.20 E1 ✓

18 透過舉行班際競技比賽，以提升學生對屬班的歸屬

感。

取消 2020年9月 中一至中六 0 因為疫情活動取消 $0.00 -

19 於試後活動進行多元的學習活動。 跨學科（其他） 2021年6月至7月 中一至中六 244 試後期間學生參與賽馬會「動歷海洋」水上活動計劃，學生在活動中表現踴

躍，學習到操控直立板的技巧，部份學生表示日後希望能體驗更多的水上活

動。另學生亦前往SPORTS EXPO參觀，電子運動設施吸引學生參與運動，並

擴闊學生的眼界。全校學生出席《二次人生》電影欣賞會，是次活動邀請導

演到場分享，學生對電影的拍攝都表示十分有興趣，而電影內容亦能啟發學

生，學生們都表示會學習電影的角色，努力克服困難。，學生對電影的拍攝

都表示十分有興趣，而電影內容亦能啟發學生，學生們都表示會學習電影的

角色，努力克服困難。

$15,250.60 E1、E6 ✓

舉行日期 評估結果 開支用途＊

2020至2021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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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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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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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中六「家」兩日一夜畢業宿營：透過福音活動，讓

畢業生建立以炮循為地上第二家園及天堂為永恆家

鄉的觀念。

跨學科（其他） 2021年6月11日 中六 43 學生反應相當理想，能積極參與活動，並能對信仰有正面回應。 $4,500.00 E5 ✓

21 透過不同形式的聚會，加強學生基督教性教育及生

死教育的正確價值觀。(佈道會及周會)

其他：宗教教育 2021年1月及3月 中一至中六 263 整體學生反應正面，當中有不少學生表示有興趣認識基督教。 $2,500.00 E5 ✓

22 透過不同形式的聚會，加強學生對基督教的認識與

委身。(栽培小組/約翰團契/信仰大使訓練)

其他：宗教教育 全年 中一至中六 263 學生反應良好，能保持事奉的心志。 $2,650.00 E1、E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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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4月14日至6

月9日

中二至中六 14 學生出席率達90%，當中80%學生表示訓練能提升個人服務精神及提昇自信心

，增強抗逆力。

$12,000.00 E5 ✓ ✓

24 學校社區共融攝影計劃：開設人像攝影訓練課程，

讓學生學習專業的人像攝影技巧，並將所學的技能

與知識，服務社區的弱勢社群人士，同時亦能增進

學生的攝影經驗，發展多元潛能。

藝術 2021年4月17日、4

月24日、5月8日及

5月15日

中一至中五 18 學生投入學習，並透過進行攝影探索，提升攝影的技巧。學生並有機會利用

所學的影樓攝影知識，服務社區內的長者，實踐所學，提升溝通技巧。

$59,966.00 E1、E5、E7 ✓ ✓

25 初級繩索技術員訓練課程：讓學生學習到不同的下

降技巧及安全概念，並感受到繩索技術活動的樂

趣。

體育 2021年5月7日、5

月21日、5月28

日、6月4日及7月

12日

中二 至 中五 19 過程中學生表現投入，當中共有3 人獲取技術證書，16人獲取體驗證書。 $15,000.00 E5 ✓

26 學生透過參與暑假班，善用餘暇。 藝術（其他） 2021年7月16、7月

19日、7月20日、7

月21及7月22日

中一至中六 25 本年度共舉行兩個暑假活動，分別是kpop舞蹈班及光雕投影，kpop舞蹈班共

有12人參加、光雕投影共有13人參加，兩個活動學生表現投入，積極參與活

動。

$3,466.00 E5 ✓

27 微電影拍攝課程：透過微電影拍攝，讓學生參與

編、導及演的角色，藉此訴說自身的成長經

歷。

藝術 2021年8月4日 中一至中五 26 在微電影拍攝中，學生共製作3套微電影，師生參與當中的台前幕後崗位。透

過是次活動，學生從中體會到團隊合作、互相尊重的精神，負責剪接的學生

在暑假當中亦時常回校進行後期製作，體現負責任的工作態度。

$7,220.00 E5 ✓ ✓ ✓

$370,640.77

1.2

1

2

3

4

5

 （如空間不足，請於上方插入新行。）

$0.00

$370,640.77

第3項：受惠學生人數

項目 範疇 用途

1 輕排球、歷奇活動用物資及設施保養 體育 推廣不同的體育活

動及歷奇活動及相

關維修費

2 露營用品 體育 各類型露營及戶外

活動

3 印刷用墨及相紙 藝術（視藝） 攝影藝術課程物資

4 影樓拍攝消耗品 藝術（視藝） 攝影藝術課程物資

5 影樓攝影用道具 藝術（視藝） 攝影藝術課程物資

6 陶泥及釉藥 藝術（視藝） ｢手作確幸｣工作坊

物資

7 磁磚片、壁畫用油漆 藝術（視藝） 壁畫創作體驗物資

8 木結他擴音器 (1部) 藝術（音樂） 流行樂隊及合唱團

訓練設備

9 結他喇叭線(6條) 藝術（音樂） 流行樂隊及合唱團

訓練設備

10 木結他弦線(8包) 藝術（音樂） 流行樂隊及合唱團

訓練設備

11 電結他弦線(2包) 藝術（音樂） 流行樂隊及合唱團

訓練設備

12 DIRECT BOX(2套) 藝術（音樂） 流行樂隊及合唱團

訓練設備

13 譜架 藝術（音樂） 流行樂隊及合唱團

訓練設備

$14,298.10

實際開支 ($)

（如空間不足，請於上方插入新行。）

$17,969.00

侯潔瑩老師全方位學習聯絡人（姓名、職位）：

          

第1.1項總開支

第1項總開支

$7,527.00

$4,140.00

$408.00

$2,700.00

98%

260

266

受惠學生佔全校學生

人數百分比 (%)：

受惠學生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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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20.00

$1,404.00

$4,564.00

$3,655.00

$86.00



14 POLAR心率監測器 (70個) 體育 於體育活動時監察

學生的心率變化，

從而調節合適的強

度以確保學生的訓

練效率及安全性。

此外，透過不同的

體育活動提高學生

對運動的興趣，推

廣健康校園為目

標。

15 10'充氣式直立板 (10隻) 體育

16 11'充氣式直立板 (2隻) 體育

17 助浮衣 (12件) 體育

18 雙向式高壓打氣筒 體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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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及第2項總開支

第2項總開支

$504,977.87

$134,337.10

$249.00

$38,080.00

$26,091.00

$6,998.00

$2,748.00

供學生於直立板訓

練班或水上活動時

之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