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機密文件 B17 : 全方位學習津貼及學生活動支援津貼計劃(2021-2022)

聲明︰本校已清楚明白運用全方位學習津貼及學生活動支援津貼的原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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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象
預算開支

級別
預計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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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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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家講座 參與作家講座，拓闊閱讀面，提升閱讀深度。 閱讀 / 文學 2021年11月 中四 169 口頭回饋及反思 $2,000.00 E1, E2, E5   

2 粵劇工作坊
通過認識粵劇藝術，學習造手等技巧，

運用在<<西遊記>>話劇表演中
表演藝術培訓及欣賞 2022年3月 中一 168 話劇表演 $10,000.00 E1, E2, E5    

3 青中足跡
透過參觀上環青中舊址，了解青中歷史，

培養學生對校園的歸屬感。
中文科實地考察 2022年4月 中三 168 專題報告 $5,000.00 E1, E2, E5    

4 <<拜將臺 >>粵劇欣賞
透過觀賞粵劇演出 , 培養學生對中國傳統藝術的欣賞 

，並對文學課堂有關人物描寫有更深入的認識
表演藝術培訓及欣賞 2021年11月 中二至中四 16 口頭回饋及反思 $1,810 E2   

5 「菁英盃」徵文比賽 透過寫作比賽,提供機會讓有興趣寫作的同學提煉文筆, 並擴闊視野 寫作比賽 2021年12月 中一至中六 21 參與證書/獎項,口頭回饋及反思 $5,250 E1   

6 參加AIMO晉級賽費用(奧數比賽)
學生參加奧數小探索CCA,教導他們相關技巧, 

並為能力較好並有興趣的同學報名, 亦會帶領學生到不同的學校參賽
數學 2022年5月 中一至中三 4

可以透過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網

頁查詢結果
$1,980.00 E1   

7 參加AIMO決賽費用(奧數比賽)
學生參加奧數小探索CCA,教導他們相關技巧, 

並為能力較好並有興趣的同學報名, 亦會帶領學生到不同的學校參賽
數學 2022年8月 中一至中三 1

可以透過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網

頁查詢結果
$750.00 E1   

8 參加華夏盃晉級賽費用(奧數比賽)
學生參加奧數小探索CCA,教導他們相關技巧, 

並為能力較好並有興趣的同學報名, 亦會帶領學生到不同的學校參賽
數學 2022年5月 中一至中三 4

可以透過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網

頁查詢結果
$2,400.00 E1   

9 參加華夏盃決賽賽費用(奧數比賽)
學生參加奧數小探索CCA,教導他們相關技巧, 

並為能力較好並有興趣的同學報名, 亦會帶領學生到不同的學校參賽
數學 2022年8月 中一至中三 1

可以透過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網

頁查詢結果
$740.00 E1   

10 各類球技、體能訓練
具本校不同類別且富有體育潛能的同學能夠更發揮自我, 

提升在體育方面的學習技能。
體育 1/9/21 - 31/8/22期間 中一至中五 300

球隊訓練的出席情況與及學生出外

比賽的表現
$900,000.00 E5    

11 元朗區、全港學界比賽 加強學生對學校的歸屬感，提升學生學習興趣。 體育 1/9/21 - 30/6/22期間 中一至中六 300 參與人數 $25,000.00 E1   

12 各體育總會舉辦賽事 加強學生對學校的歸屬感，提升學生學習興趣，挑戰自我。 體育 1/9/21 - 30/6/22期間 中一至中六 300 參與人數 $30,000.00 E1   

13 舉辦校內比賽﹕如﹕陸運會、社際比賽及班際比賽 讓學生學習組織活動，學習合作、尊重及體育精神。 體育 1/9/21 - 30/6/22期間 中一至中六 300 參與人數 $5,000.00 E1    

14 青中障礙賽
透過舉辦全校性體能障礙比賽，提升校內體育運動氣氛，讓學生鍛煉體

能，提升自我。
體育 2021年12月/2022年6月 全校 987 學生表現、問卷回應 $10,000.00 E1   

15 迪士尼工作體驗坊 (中學及專上程度組別)

學生可以親身體驗如何為理想職業自我裝備及全面拓展個人技能，認識

自律及自我推動的價值，更可以透過認識真實工作環境剖析迪士尼成功

之道。

旅款 2021年12月 /2022年4月 中五 15 小組匯報 $8,000.00 E1, E6   

16 迪士尼款客服務體驗坊 (中學及專上程度組別)
學生將於度假區內實地考察，認識款客服務專業領域的日常運作和所需

技能。
旅款 2021年12月 /2022年4月 中五 15 小組匯報 $8,000.00 E1, E6   

17 智慧鯨訓練班 (中四至中六) - 海洋公園工作實錄

學生將有機會深入幕後地帶，與我們的專業團隊交流。活動鼓勵學生由

職員的第一身經驗去了解不同崗位所面對的難題，多角度構思解決方案

，從而培養面對將來挑戰的能力，並提升學生對各專業的認識和興趣。

旅款 2021年12月 /2022年4月 中四 30 小組匯報 $8,000.00 E1, E6   

18 小足跡·大腳印考察團（西營盤） 學生可以透過考察歷史建築及舊址更了解香港歷史。 歷史 2022年1月 /2022年4月 中五 14 考察工作紙 $2,000.00 E1, E6   

19 小足跡·大腳印考察團（紅磡及土瓜灣） 學生可以透過考察歷史建築及舊址更了解香港歷史。 歷史 2022年1月 /2022年4月 中四 14 考察工作紙 $2,000.00 E1, E6   

20 生命的軌跡—原木雕刻計劃 學生可以透過活動了解廢棄資源升級再造的方法及重要性。 地理 2021年10月 /2022年2月 中四至中五 16 考察工作紙 $800.00 E1, E6   

21 樹林生態考察活動 學生可以探究生物、環境以及人為因素如何影響樹林的發展。 地理 2021年10月 /2022年2月 中四至中五 16 考察工作紙 $1,600.00 E1, E6   

22 泥土與我工作坊 學生可以透過實驗，探討數種土壤改良劑對泥土及植物的作用。 地理 2021年10月 /2022年2月 中四至中五 16 考察工作紙 $1,600.00 E1, E6   

23 米埔 - 后海灣規劃活動
學生可以分組扮演不同持分者，進行有關土地規劃的學習、討論及個案

分析。
地理 2021年11月 /2022年3月 中四至中五 16 小組匯報 $6,500.00 E1, E6   

24 米埔 - 紅樹林生態活動
學生可以深入保護區核心區，於浮橋上觀察全港最大片的紅樹林，了解

紅樹的特點及威脅。
地理 2021年11月 /2022年3月 中四至中五 16 小組匯報 $6,500.00 E1, E6   

25
大埔元洲仔 - 

從大埔走來—可持續發展的城市探究活動

學生可以親身到大埔區不同地點考察，探討其成為可持續發展的城市的

要素。
地理 2021年11月 /2022年3月 中四至中五 16 小組匯報 $960.00 E1, E6   

26 大埔元洲仔 - 隱藏的真相 學生可以親身參與海岸清潔活動，反思日常生活對大自然的影響。 地理 2021年12月 /2022年4月 中四至中五 16 小組匯報 $960.00 E1, E6   

27 塱原生態、古蹟導賞遊 學生透過欣賞生態環境及古蹟，提升對大自然及傳統文化的興趣。 地理 2021年12月 /2022年4月 中四至中五 16 考察工作紙 $1,500.00 E1, E6   

28 生態文物導賞團(香港島/南丫島) 學生可以識香港豐富的自然資源及歷史，加強環保意識。 地理 2021年5月 中四至中五 16 小組匯報 $500.00 E1, E6   

中華基督教青年會中學

全方位學習津貼及學生活動支援津貼運用計劃(2021-2022)

基要學習經歷

(請於適用方格加上號，可選擇多於一項)
全方位

學習津

貼

學生活

動支援

津貼

開支用途
監察／

評估方法

範疇

(請選擇

適用的選項，

或自行填寫)

舉行日期目標活動簡介編號

教育局於2021-2022學年撥款港幣約$1,429,807 (有關津貼將會計算在直資單位津貼額內)， 讓學校推動全方位學習， 讓學生在真實情境中體驗學習過程中所獲得的知識 、 掌握的技能及培養的正面價值觀和態度， 

有助學生發展終身學習的能力和實現全人發展的目標  。

而學生活動支援津貼方面，獲教育局撥款港幣$150,150，學校會配合全方位學習津貼，以支援校內有經濟需要的學生參與學校舉辦或認可的全方位學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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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明︰本校已清楚明白運用全方位學習津貼及學生活動支援津貼的原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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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象
預算開支

級別
預計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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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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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基督教青年會中學

全方位學習津貼及學生活動支援津貼運用計劃(2021-2022)

基要學習經歷

(請於適用方格加上號，可選擇多於一項)
全方位

學習津

貼

學生活

動支援

津貼

開支用途
監察／

評估方法

範疇

(請選擇

適用的選項，

或自行填寫)

舉行日期目標活動簡介編號

教育局於2021-2022學年撥款港幣約$1,429,807 (有關津貼將會計算在直資單位津貼額內)， 讓學校推動全方位學習， 讓學生在真實情境中體驗學習過程中所獲得的知識 、 掌握的技能及培養的正面價值觀和態度， 

有助學生發展終身學習的能力和實現全人發展的目標  。

而學生活動支援津貼方面，獲教育局撥款港幣$150,150，學校會配合全方位學習津貼，以支援校內有經濟需要的學生參與學校舉辦或認可的全方位學習活動。

29 「可持續發展101」
學生可以從活動中體驗人為的生態改變往往不可逆轉，並且認識農業對

於一個社區(社會)在經濟、社區結構與生態等層面的重要性。
地理 2021年5月 中四至中五 16 小組匯報 $1,280.00 E1, E6   

30
「歷史放大鏡」計劃學校講座(維持民間生計的製造

業 : 香港輝煌半世紀）

透過講者的分享，提升學生學習香港本地的歷史變遷、社區的今昔轉變

。
歷史 2021年11月 歷史學會的學生 15 小組匯報 $1,500.00 E1, E6   

31 「歷史放大鏡」計劃學校講座(自製童年樂)
透過講者的分享，提升學生學習香港本地的歷史變遷、社區的今昔轉變

。
歷史 2022年2月 歷史學會的學生 15 小組匯報 $1,500.00 E1, E6   

32
「歷史放大鏡」計劃學校講座(何明華與抗日後方「

工業合作社」)

透過講者的分享，提升學生學習中國歷史的興趣，以趣味的方式深入認

識源遠流長的中華文化。
歷史 2022年5月 歷史學會的學生 15 小組匯報 $1,500.00 E1, E6   

33
「口述歷史研習班」青年會中學舊址考察(與嶺南大

學合辦)

到訪本校上環舊址，通過導賞員講解，了解上環文物及當年學生生活環

境。
中國歷史 2022年4月

參考「口述歷史研習班

」的學生
15 考察工作紙 $1,000.00 E1, E6    

34 我與長期疾病的距離-長者安居協會活動 學生親自感受長期病患與長者生理健康負擔，並珍惜生命與愛惜長者。 健社科 2021年10月 中四健社科同學 27 學生回來後文字或口頭報告 $5,000.00 E1, E6     

35 都大交流互動活動 - 健社科 學生更體驗到與本科相關的課程與生活經驗。 健社科 2022年3月 中四及中五健社科同學 54 學生回來後文字或口頭報告 $2,000.00 E1, E6     

36 復活節詩歌音樂會 學生透過詩歌及講者的分享，探討犧牲和服務的利他精神。 基教組 2021年4月 全校 987 學生問卷 $4,000.00 E1, E6   

37 領袖生野外訓練營 學生透過野外活動，建立團隊精神、提升解決問題能力及領導能力。 領袖生 2021年4月 中三至中五學生領袖 35 學生問卷及匯報 $63,000.00 E1, E6   

38 昂平360 文化生態保育領袖訓練日 學生透過實地考察能夠實踐服務業和領導相關範疇的特質 學生領袖 2021年10月/11月 學生領袖，社幹事，學生會 40 學生問卷及匯報 $9,500.00 E1, E6       

39 機械臂培訓課程
讓學生接觸最新科技，認識機械臂在工業4.0中的應用及運作原理，亦

可提升學生編程能力和創作力，把機械臂的應用融合日常生活之中。
STEM 2021年9月 中一至中四 10 Showcase $16,000.00 E1, E6   

40 模擬網店/實體店經營

透過整個規劃過程，從商業計劃、產品設計、行銷方法，到最後銷售的

方式，讓學生可以應用在商科學到的技巧。而實體部份更可以讓學生即

時應用及面對顧客；網店就可以延伸近年的流行趨勢。

與工作有關的經驗 2021年12月 中四至中五 30 小組匯報及網站的營運 $5,000.00 E1, E6   

41 Art Exhibition Visit for Senior Forms Visual Arts
This helps students to enhance their horizons of artists around the 

world. Art Appreciation.
Visual Arts 2022年3月 中四至中六 30

Students performance in SBAs 

and Art Appreciation Essays
$14,500.00 E1, E6   

42 Clay workshop This helps students to explore different ways of making clay work. Visual Arts 2022年4月 中四至中五 20
Students performance in SBAs 

and from workshop
$8,000.00 E1, E6   

43 Life Drawing workshop
This helps students to explore different ways of drawing as well as 

strengthen their drawing skills.
Visual Arts 1/2/22 - 30/4/22期間 中四至中六 20

Students performance in SBAs 

and from workshop
$8,000.00 E1, E6   

44 Joint Mock Exam with other schools This helps students to prepare for their DSE Exams in the future. Visual Arts 1/12/21 - 31/1/22期間 中六 15
Students performance in the 

Mock Exams
$4,500.00 E1, E6   

45 Instrumental Class 
This help students to develop their music knwoledge and 

performance technique.
音樂 1/9 /21- 31/8/22期間 中一至中三 10

Students perfomance in the 

lesson 
$10,000.00 E1, E6, E7   

46 參加各項外出活動交通費 參加全方位/課外活動及比賽。 不同學科 1/9 /21- 31/8/22期間 中一至中六 987 參與人數與及學生的參賽表現 $100,000.00 E2       

 （如空間不足，請於上方插入新行。）

$1,305,130.00

1.2

1 一帶一路考察團——俄羅斯海參崴及東北三省 到訪到地，認為滿清及民國歷史。 中國歷史 2022年6月 中四至中五 30 小組匯報 $90,000.00 E3, E4    

2 Arts Trip to London and France
This helps students to explore the Arts in the areas of Visual Arts, 

Music and Drama from 2 different countries in the UK and France.
Visual Arts 2022年7月 中三至中五 30

Students performance during 

their trip based on their Small 

Projects assigned by teacher

$90,000.00 E3, E4   

3 Arts Trip to Shanghai and Beijing

This helps students to explore the Arts in the areas of Visual Arts, 

Music and Drama in Shanghai and Beijing from China. Also to 

understand the traditional beauty of Chinese Arts.

Visual Arts 2022年6月 中三至中五 30

Students performance during 

their trip based on their Small 

Projects assigned by teacher

$90,000.00 E3, E4   

 （如空間不足，請於上方插入新行。）

$270,000.00

$1,575,130.00

第1.1項預算總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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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預算總開支

第1.2項預算總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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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密文件 B17 : 全方位學習津貼及學生活動支援津貼計劃(2021-2022)

聲明︰本校已清楚明白運用全方位學習津貼及學生活動支援津貼的原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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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象
預算開支

級別
預計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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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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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基督教青年會中學

全方位學習津貼及學生活動支援津貼運用計劃(2021-2022)

基要學習經歷

(請於適用方格加上號，可選擇多於一項)
全方位

學習津

貼

學生活

動支援

津貼

開支用途
監察／

評估方法

範疇

(請選擇

適用的選項，

或自行填寫)

舉行日期目標活動簡介編號

教育局於2021-2022學年撥款港幣約$1,429,807 (有關津貼將會計算在直資單位津貼額內)， 讓學校推動全方位學習， 讓學生在真實情境中體驗學習過程中所獲得的知識 、 掌握的技能及培養的正面價值觀和態度， 

有助學生發展終身學習的能力和實現全人發展的目標  。

而學生活動支援津貼方面，獲教育局撥款港幣$150,150，學校會配合全方位學習津貼，以支援校內有經濟需要的學生參與學校舉辦或認可的全方位學習活動。

第3項：預期受惠學生人數

編號 項目 範疇 預算開支 ($)

1 體育 $60,000.00

2 STEM of sports $32,000.00

3 中國歷史 $130,000.00

4 中國歷史 $20,000.00

5 STEM 在機械臂課程中，配合機械臂識別物件使用。 $3,150.00

6 STEM 在機械臂課程中，配合機械臂識別物件使用。 $21,849.00

 （如空間不足，請於上方插入新行。）

全方位學習聯絡人（姓名、職位）：

全方位學習津貼 學生活動支援津貼 合共

本學年獲發撥款 1,429,807.00$                            150,150.00$               1,579,957.00$    

本學年總開支 1,691,979.00$                            150,150.00$               1,842,129.00$    

(262,172.00)$                              -$                              (262,172.00)$      

(由學校直資津貼撥款，以補津貼不足之數)

加強學生學習需要

考古活動自學教材套裝

Basic AI Kit for DOBOT Magician  人工智能套件

100%

987

987

各校隊練習用品-如﹕比賽用球、體能訓練器材，租用室內場地

體育科學相關書籍及器材

提升學生訓練興趣及比賽表現

第1及第2項預算總開支

第2項預算總開支

$1,842,129.00

$266,999.00

陳慧君主任

用途

利用Lenovo Mirage Solo 

VR眼鏡，考察香港社區、觀看歷史照片

通過考古活動，增加學習中國歷史的興趣，認識古代文

物

Vision Kit for DOBOT Magician


VR考察、歷史文物

預期受惠學生佔全校

學生人數百分比 (%)：

預期受惠學生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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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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