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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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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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學會活動 全學年 F.1-F.6 890 $16,700.00 $18.76

邀請劇團或團體表演；文

化及語文知識推廣活動（

展覽、遊戲）；出版中文

作品集。

中文 會議評估 v 中文科

2 Book of Short Stories 全學年 F.1-F.3 470 $3,675.00 $7.82

To print a book of short

stories (moral education) for

junior forms. A new book will

be made for S3 students.

英文 會議評估 v 英文科

3 English Calligraphy Class 11/2/2023 F.1-F.3 30 $7,000.00 $233.33

To teach students to write

neatly and beautifully with a

dip pen.

英文 觀察及會議評估 v v 英文科

4 參觀學習體驗 2022年9月至2023年7月 F.5-F.6 100 $2,000.00 $20.00
參觀大學本科入學資訊日；

參觀大學實驗室。
科學 觀察 v v 化學科

5 「大陽灶設計比賽」 1/12/2022至12/12/2022 F.4 40 $3,320.00 $83.00

強化學生的創造力、協作能

力、  溝通能力及解決問題

能力。

科學
觀察及統計學生

成績
v 物理科

6
參加「可觀自然教育中心暨天文

館:中學晚間觀星活動」
3/4/2023 F.2-F.5 20 $1,200.00 $60.00

加深同學對太空的認識，提

高他們對物理及天文的興趣

，更懂得欣賞美麗的宇宙世

界。

科學

觀察；學生能成

功操作小型望遠

鏡

v 物理科

7
參加「海洋公園智慧鯨訓練班(中

四至中六) - 動感物理課程」
18/1/2023 F.5 40 $9,880.00 $247.00

鞏固他們所學習到物理理論

，親身經驗學習的過程，提

高對學習物理的興趣。

科學
觀察；學生能完

成指定課業
v 物理科

8 參觀機電署、上水消防局
2022年10月及

2023月7月
F.1 107 $1,500.00 $14.02

透過觀察及思考，了解機電

署的運作及節能的設備；了

解消防工具及方法。

科學
觀察及統計學生

成績
v 綜合科學科

9 參觀故宮博物館 2023年3月 F.5 70 $12,200.00 $174.29 增進對歷史的認識。 歷史 觀察及問卷 v v 中史科

10 參觀歷史博物館 2023年3月 F.1-F.2 195 $6,000.00 $30.77 增進對歷史的認識。 歷史 觀察及問卷 v v 中史科

11 參觀海防博物館 2023年3月 F.3 150 $6,000.00 $40.00 增進對歷史的認識。 歷史 觀察及問卷 v v 中史科

12 歷史科考察活動 12/11/2022及15/4/2023 F.4-F.5 40 $2,500.00 $62.50

透過參與考察，了解香港歷

史文化，提升同學對香港歷

史的興趣。

歷史 觀察及問卷 v v 歷史科

13 高中地理考察 9/11/2022 F.5 35 $2,500.00 $71.43

學生能參與實地考察，透過

收集實地數據及網上資源，

完成專題報告。

地理 分析學生課業 v v 地理科

14

地理學會及普通話手作學會聯學

會活動，安排學生參觀環保農

莊。

17/3/2023 F.2-F.5 40 $2,000.00 $50.00

讓學生好好珍惜及愛護地球

資源，從生活裏多關注環保

議題。

地理 分析學生課業 v v
地理科及普通

話學會

2022-2023學年

全方位學習津貼  運用計劃

鳳溪廖萬石堂中學

活動簡介及目標
負責科組／

教師

學校可按需要決定是否填寫此部分學校必須填寫此部分

基要學習經歷

(請於適用方格加上ü號，可選擇多於一項)
編號 活動名稱

範疇

(請選擇

適用的選項，

或自行填寫)

擬舉行日期

對象
監察／

評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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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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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參觀大館／歷史博物館 (生社科) 3/3/2023 F.1 160 $9,900.00 $61.88

增加學生對歷史的認識，體

會歷代香港社會發展的貢獻

及進步，提升其公民的身份

認同。

其他，請註

明：人文
問卷 v v 生活與社會科

16 參加全港學界普通話傳藝比賽 2023年6月 F.1-F.6 4 $1,800.00 $450.00
提升學生自信心及表達技

巧。
中文 觀察學生表現 v v 普通話科

17 酒店餐飲體驗學習 上學期 F.5 12 $3,200.00 $266.67
學生對款待業有更深入了

解。

其他，請註

明：旅款
學生匯報表現 v 旅遊與款待科

18 高爾夫球體驗班 全年 F.1 160 $2,700.00 $16.88
培養學生能勇於嘗試的精

神。
體育 會議評估 v 體育科

19 射箭體驗班 全年 F.2 160 $2,400.00 $15.00
培養學生能勇於嘗試的精

神。
體育 會議評估 v 體育科

20 游泳課 2023年1月至6月 F.1-F.5 750 $360,000.00 $480.00
培養學生能勇於嘗試的精

神。
體育 會議評估 v 體育科

21 校外體育活動 全年 F.1-F.6 890 $4,200.00 $4.72
學生能加深對有關項目認

識。
體育 會議評估 v 體育科

22 Sport ACT計劃 2023年7月至8月 F.1 160 $1,040.00 $6.50
鼓勵學生於假期恆常做運

動。
體育 統計參與級別 v 體育科

23 租用場館 全年 校隊成員 150 $3,000.00 $20.00 教學及訓練。 體育 統計參與人數 v 體育科

24 西洋樂器訓練 全年 F.1-F.3 70 $35,000.00 $500.00 培養學生音樂素養。 藝術（音樂） 觀察學生表現 v 音樂科

25 流行樂隊訓練 全年 F.1-F.3 25 $10,000.00 $400.00 培養學生音樂素養。 藝術（音樂） 觀察學生表現 v 音樂科

26 樂團總訓練 全年 F.1-F.3 15 $7,500.00 $500.00 培養學生音樂素養。 藝術（音樂） 觀察學生表現 v 音樂科

27 粵劇訓練及表演 全年 F.1-F.3 20 $8,328.00 $416.40
培養學生對粵劇文化的興趣

及認識。
藝術（音樂） 觀察學生表現 v 音樂科

28 YOUNG FRIENDS 舞台表演 2022年10月 F.1-F.6 890 $1,000.00 $1.12
培養學生對舞台表演的興

趣。
藝術（音樂） 觀察學生表現 v 音樂科

29 高中藝術創作工作坊 2023年6月 F.4-F.6 18 $8,820.00 $490.00 深化藝術表達技巧。 藝術（視藝） 觀察學生表現 v 視藝科

30 初中藝術工作坊 2023年2月至7月 F.1-F.3 15 $7,250.00 $483.33 提拔視藝精英。 藝術（視藝） 觀察學生表現 v 視藝科

31 參觀藝術展覽 待定 F.4-F.6 18 $1,000.00 $55.56 租車費用。 藝術（視藝） 觀察學生表現 v 視藝科

32
Robomaster EP 機甲大師青少年

挑戰賽
2022年9月至11月 F.1-F.5 20 $40,000.00 $2,000.00

培養學生編程知識、創意及

協作技能。

跨學科（

STEM）
觀察學生表現 v 學務組

33 壁畫繪製 全年 F.1-F.3 20 $35,000.00 $1,750.00

參與同學能從繪畫課程中，

掌握繪畫壁畫的技巧，激發

創意。

藝術（視藝） 製成作品 v 圖書館

34 中四成長營 3/11/2022-4/11/2022 F.4 160 $37,500.00 $234.38
令同學對自己的生涯規劃有

更深入認識及反思。
價值觀教育 問卷及會議評估 v 學生成長組

35 中一成長訓練課程 3/3/2023 F.1 160 $11,200.00 $70.00
培養同學正面積極的價值

觀。
價值觀教育 問卷及會議評估 v 學生成長組

36 中二成長訓練課程 3/3/2023 F.2 160 $11,200.00 $70.00
培養同學正面積極的價值

觀。
價值觀教育 問卷及會議評估 v 學生成長組

37 戶外學習日 3/3/2023 F.3-F.5 480 $50,000.00 $104.17
培養同學正面積極的價值

觀。
價值觀教育 問卷及會議評估 v 學生成長組

38 活動日 21/11/2022 F.1-F.6 890 $10,000.00 $11.24 建立歸屬感。 價值觀教育 問卷及會議評估 v 學生成長組

39 Band Show 2023年5月 F.1-F.5 770 $25,000.00 $32.47
令他們認識自己的興趣、能

力及志向。
價值觀教育 問卷及會議評估 v v 學生成長組

40 輔導組試後輔導活動 6/7/2023至7/7/2023 F.1-F.5 770 $1,000.00 $1.30 針對性輔導活動。 價值觀教育 問卷 v 輔導組

41 周會 全年 F.1-F.5 890 $5,000.00 $5.62 建立正確價值觀。 價值觀教育 觀察 v 輔導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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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正向成長工作坊 27/10/2022及20/4/2023 F.3及F.4 320 $3,000.00 $9.38 建立正確價值觀。 價值觀教育 問卷 v 輔導組

43 「講男講女」性教育工作坊 2023年3月至5月 F.3 10 $6,000.00 $600.00
讓學生了解自我的價值觀及

對愛情的態度。
價值觀教育 觀察及問卷 v 輔導組

44 「潛能TEEN使」 2023年3月至5月 F.1-F.2 12 $6,600.00 $550.00
提升自信及對學校的歸屬

感。
價值觀教育 觀察 v 輔導組

45 「學生大使」關愛校園計劃 2022年10月至2023年5月 F.1-F.5 80 $7,600.00 $95.00
學生成功策劃及推行活動，

提升自信及成就感。
價值觀教育 觀察及問卷 v 輔導組

46 勵志One Promise表演 26/9/2022 F.1-F.6 890 $10,000.00 $11.24 提高學生積極人生的意識。 價值觀教育 觀察及問卷 v 訓育組

47 生涯規劃桌遊工作坊 17/1/2023 F.2-F.5 30 $15,000.00 $500.00
培養時間管理運用及自制等

能力。
領袖訓練 觀察及問卷 v v 訓育組

48 巧克力製作班 10/2/2023 F.2-F.5 30 $4,000.00 $133.33
發展學生多元潛能，擴闊眼

界視野。
領袖訓練 觀察及問卷 v 訓育組

49 Wellness 全健發展體驗日 4/7/2023 F.2-F.5 30 $15,000.00 $500.00
培養團體精神，及促使學生

察覺個人身心靈需要。
領袖訓練 觀察及問卷 v 訓育組

50 領袖生訓練 17/8/2022 F.2-F.5 30 $15,000.00 $500.00

領袖生能自我認識、增加彼

此認識、建立自信心、學習

溝通及領導技巧與解難。

領袖訓練 觀察及問卷 v 訓育組

51
中國航天育種——太空種子分享

會
13/3/2023 F.1-F.3 480 $2,500.00 $5.21 同學學會欣賞國家成就。 國家安全 觀察 v 公民教育組

52 國情大放送 全年 F.1-F.6 890 $3,250.00 $3.65 同學學會欣賞國家成就。 國家安全 統計參與人數 v 公民教育組

53 籌組及訓練升旗隊 全年 F.1-F.5 10 $12,633.00 $1,263.30
成立升旗隊協助學校進行升

旗儀式。
國家安全 統計參與人數 v 公民教育組

54 一人一義工計劃 2023年1月至6月 F.2-F.6 730 $57,600.00 $78.90

透過同學籌備義工活動，發

展潛能、增強自信、提升服

務精神，讓同學學會互相合

作、互相體諒的關愛文化。

德育、公民及

國民教育
觀察及問卷 v 德育組

55 參觀香港貿發局教育及職業博覽 2023年2月或7月 F.3-F.5 50 $2,000.00 $40.00
參與同學增加對升學就業的

認識，激發學習動機。

其他，請註

明：生涯規劃
觀察 v 生涯規劃組

56 參觀內地升學活動 2022年11月 F.4-F.6 50 $2,000.00 $40.00
參與同學增加對升學就業的

認識，激發學習動機。

其他，請註

明：生涯規劃
觀察及問卷 v 生涯規劃組

57 參觀台灣升學活動 2022年10月 F.4-F.6 50 $2,000.00 $40.00
參與同學增加對升學就業的

認識，激發學習動機。

其他，請註

明：生涯規劃
觀察及問卷 v 生涯規劃組

58 參觀VTC 2023年3月 F.3-F.6 50 $2,000.00 $40.00
參與同學增加對升學就業的

認識，激發學習動機。

其他，請註

明：生涯規劃
觀察 v 生涯規劃組

59
參觀 「青年就業起點」(Y.E.S.) 體

驗遊或活動
2023年7月 F.4-F.5 320 $10,000.00 $31.25

參與同學增加對升學就業的

認識，激發學習動機。

其他，請註

明：生涯規劃
觀察及問卷 v 生涯規劃組

60 舉辦生涯規劃講座 (學友社) 全年 F.3-F.6 570 $8,800.00 $15.44
參與同學增加對升學就業的

認識，激發學習動機。

其他，請註

明：生涯規劃
觀察及問卷 v 生涯規劃組

61 舉辦JUPAS講座 (學友社) 15/9/2022 F.6 120 $2,200.00 $18.33
參與同學增加對升學就業的

認識，激發學習動機。

其他，請註

明：生涯規劃
觀察及問卷 v 生涯規劃組

62 舉辦中三選科講座 (學友社) 22/3/2023 F.3 160 $2,200.00 $13.75
參與同學增加對升學就業的

認識，激發學習動機。

其他，請註

明：生涯規劃
觀察及問卷 v 生涯規劃組

63 舉辦面試講座 (學友社) 1/12/2022 F.6 120 $2,200.00 $18.33
參與同學增加對升學就業的

認識，激發學習動機。

其他，請註

明：生涯規劃
觀察及問卷 v 生涯規劃組

64 舉辦生涯規劃日 2023年7月 F.5 160 $31,000.00 $193.75

參與同學增加對生涯規劃的

認識，建立堅毅、積極面對

及思索自身未來的正面價值

觀。

其他，請註

明：生涯規劃
觀察及問卷 v 生涯規劃組

65 帶領學生參與校外比賽 全年 F.1-F.6 890 $118,955.00 $133.66 發展學生潛能，培養自信。 體育
統計參與及獲獎

人數；觀察
v 課外活動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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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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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簡介及目標
負責科組／

教師

基要學習經歷

(請於適用方格加上ü號，可選擇多於一項)
編號 活動名稱

範疇

(請選擇

適用的選項，

或自行填寫)

擬舉行日期

對象
監察／

評估方法

66 音樂會 2023年7月 F.1-F.5 770 $500.00 $0.65
擴闊同學的學習體驗，並培

養成就感。
藝術（音樂） 觀察及問卷 v 學生會

16,916 $1,111,55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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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款科外地交流團 2023年7月 F.4-F.5 22 $15,000.00 $681.82
學生對旅遊與款待業有更深

入了解。

其他，請註

明：旅款
學生匯報表現 v 旅遊與款待科

2 成長組境外交流團 2023年6月 F.1-F.3 50 $125,000.00 $2,500.00
幫助學生認識自己志向，並

強化國民身份認同。

德育、公民及

國民教育
問卷 v 學生成長組

3 公民教育組境外交流 2023年7月 F.1-F.5 30 $30,000.00 $1,000.00
加深認識其他地方生活、文

化及保育工作。

德育、公民及

國民教育
學生面談 v 公民教育組

4 課外活動組境外遊學團 2023年7月 F.1-F.5 30 $50,000.00 $1,666.67 參與學生認識祖國。
德育、公民及

國民教育
觀察及問卷 v 課外活動組

132 $220,000.00

17,048 $1,331,551.00

編號 項目 用途 預算開支 ($)

1 趣味數學活動比賽(Blokus) 數學學會活動 $120.00

2 趣味數學活動比賽(Rummikub) 數學學會活動 $120.00

3 趣味數學活動比賽(Mastermind) 數學學會活動 $120.00

4 培訓Physics leader 物理科活動 $2,000.00

5
強化學生的研習能力及培養閱讀

物理課外圖書的興趣
物理科活動 $525.00

6 中國歷史常識問答比賽 中國歷史科比賽 $1,575.00

7 德育MBLOCK編程遊戲比賽 比賽物資 $105.00

8 網頁製作比賽 比賽物資 $105.00

9 I.T. TEAM 活動 STEM活動硬件 $10,000.00

10 設計與科技科對外比賽 材料 $12,000.00

11 設計與科技科術科周活動 材料及獎品 $400.00

12 體育科術科周活動 禮物 $960.00

13 視藝科術科周活動 禮物及物料 $320.00

14 運動書展及問答比賽 禮物 $300.00

15 體育領袖小組 襟章 $780.00

16 培訓體育學會成員 禮物 $600.00

17 跨校交流計劃 禮物 $300.00

18 流行樂隊設備 訓練及表演 $28,000.00

19 參加校外藝術公開比賽 物料 $400.00

20 藝術家交流 車馬費 $1,000.00

21 作品裱畫畫框 展出學生作品 $3,000.00

22 跑出自信22-23 禮物 $10,000.00

23
中秋節活動：展板及問答比賽；

花燈製作比賽
材料及禮物 $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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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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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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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簡介及目標
負責科組／

教師

基要學習經歷

(請於適用方格加上ü號，可選擇多於一項)
編號 活動名稱

範疇

(請選擇

適用的選項，

或自行填寫)

擬舉行日期

對象
監察／

評估方法

24
立春活動：展板及問答比賽；工

作坊
材料及禮物 $300.00

25
驚螫活動：展板及問答比賽；種

植草藥；香囊工作坊
材料及禮物 $7,200.00

26 愛心曲奇獻長者 材料及紀念品 $3,000.00

27 學會幹事訓練計劃 訓練材料 $5,000.00

28 周五課外活動日計劃 學會活動物資 $28,830.00

29 陸運會 陸運會物資及比賽禮物 $37,130.00

30 班際棋藝比賽 活動物資及比賽禮物 $1,440.00

31 環校跑 比賽物資 $860.00

32 聖誕聯歡活動 活動物資 $1,020.00

33 四社比賽 活動物資及比賽禮物 $2,200.00

34 級會比賽 活動物資及比賽禮物 $6,100.00

35 學生會聯四社歌唱比賽 比賽禮物 $800.00

36 球類比賽 比賽禮物 $150.00

37 萬石棋王爭霸戰 比賽禮物 $150.00

38 TEEN才表演 活動物資 $150.00

39 撲克牌比賽 比賽禮物 $150.00

40 競技比賽 活動物資及比賽禮物 $150.00

41
增添康樂設施和用品，供學生借

用
物資 $500.00

$168,560.00

$1,500,111.00

890

梁明進

全校學生人數︰ 890

職位： 副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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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