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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均

預算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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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計參與

人數

($) ($) 智能發展
(配合課程)

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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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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文比賽 2023 中一至中五 20 $30,000.00 $1,500.00  透過活動，提升學生對寫作的興趣和能力 中文 參與證書/獎項  

2 出外參觀與考察 2023 中一至中六 30 $5,000.00 $166.67   透過出去參觀和考察，擴闊學生的視野，豐富學習經歷
中文

出席情況與及學生出外比賽的表

現
  

3 校內比賽 2023 中一至中五 300 $9,000.00 $30.00  透過不同的校內活動，增加學生對中國語文的興趣和認識
中文 參與人數與及學生的參賽表現  

4 書法比賽 2023 中一至中五 20 $2,000.00 $100.00  透過活動，提升學生對硬筆書法的興趣和能力 中文 參與證書/獎項  

5
Unesco SDGs Debating 

Competition
2022-2023 中六 8 $250.00 $31.25  Widen students' horizons in interschool competitions 英文 參與證書/獎項  

6

External 

Writing/Speaking 

Competition

2022-2023 中一至中六 25 $20,000.00 $800.00   increases students' interest in writing/speaking 英文 參與證書/獎項  

7
Star Badge Program 

(星章計劃)
2023年9月14日 中一 14 $400.00 $28.57 

help all his/her classmates to solve any math 

problems. And act as “Subject Leader”
數學 學生表現、問卷回應 

8
S.1 Math HOUSE 

Competition
2023年11月7日 中一 15 $600.00 $40.00 

Widen students' horizons of math in inters Houses 

competitions
數學 參與人數與及學生的參賽表現 

9 參觀歷史古蹟或博物館
2022年10月1日 - 

2023年7月10日

中一至中三(包括

非華語)、高中選

修中史科的學生

100 $15,000.00 $150.00  透過參觀，鞏固學生於課本上學習得來的知識 歷史 考察工作紙  

10 校外中史比賽
2022年10月1日 - 

2023年7月10日

中一至中三(包括

非華語)、高中選

修中史科的學生

30 $1,800.00 $60.00  透過參觀，培養學生研究歷史的能力，開拓眼界 歷史 參與人數與及學生的參賽表現   

11 迪士尼款客服務體驗坊 2022年5-7月 中五旅款學生 23 $5,000.00 $217.39  配合M2及M3主題，讓學生了解主題公園及款待業運作
旅款 小組匯報  

12 參觀博物館 2022年5月 中一至中四 680 $37,000.00 $54.41  透過參觀，加深學生對國家安全的認識 國家安全 學生表現、問卷回應 

13 地理科海岸實地考察
2022年10月1日 - 

2023年7月10日
中五 20 $1,500.00 $75.00 

透過實地考察活動，感受與體驗課本所學有關海岸環境的

知識，培養欣賞自然實地的價值觀
地理 考察工作紙  

14 地理科城市實地考察
2022年10月1日 - 

2023年7月10日
中四 40 $1,500.00 $37.50 

透過實地考察活動，深入地認識城市的演化與更替，了解如何建立可持續城市。
地理 考察工作紙  

15 校外商業比賽 2022/10-2023/5 中四至中五 60 $4,000.00 $66.67  透過參加不同類型的商業比賽，例如投資、創業等，讓學生鞏固學習內容及開拓眼界。跨學科（其他） 參與證書/獎項    

16 企業參觀 2022/10-2023/5 中四至中五 60 $3,000.00 $50.00 
透過參觀不同企業，讓同學更加了解商業機構的運作，同

時可以鞏固學習內容。
跨學科（其他） 考察工作紙   

17
Art Exhibition Visit for 

Senior Forms Visual Arts
March 2023 中四至中六 30 $10,000.00 $333.33 

This helps students to enhance their horizons of 

artists around the world. Art Appreciation.
藝術（視藝） 學生表現、問卷回應   

18 Clay workshop April 2023 中四至中五 50 $15,000.00 $300.00 
This helps students to explore different ways of 

making clay work. 
藝術（視藝） 學生表現、問卷回應 

19 Life Drawing workshop
February 2022 - April 

2023
中四至中六 50 $15,000.00 $300.00 

This helps students to explore different ways of 

drawing as well as strengthen their drawing skills
藝術（視藝） 學生表現、問卷回應 

20
Workshop Host by artists 

and Designers

February 2022 - April 

2023
中四至中五 40 $15,000.00 $375.00 

This helps students to explore Artists and Designers 

Art Making and discovery of Creative intention and 

find your creative journey

藝術（視藝） 學生表現、問卷回應  

21
Workshop Host by artists 

and Designers
July 2023 中二至中三 400 $60,000.00 $150.00 

This helps students to explore Artists and Designers 

Art Making and discovery of Creative intention and 

find your creative journey

藝術（視藝） 學生表現、問卷回應  

22 A capella workshop May 2023 中一至中三 20 $4,000.00 $200.00 
Develop students  singing skills and learn how to 

harmonize with others
藝術（音樂） 學生表現、問卷回應  

23 A capella Concert March 2023 中一至中五 60 $18,000.00 $300.00 
Explore student's music sense and enhance their 

appreciation  
藝術（音樂） 學生表現、問卷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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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活動名稱 擬舉行日期

對象

全方位學習津貼及學生活動支援津貼運用計劃(2022-2023)

中華基督教青年會中學

活動簡介及目標

學校可按需要決定是否填寫此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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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局於2022-2023學年撥款港幣約$1,300,7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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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計獲教育局撥款港幣$148,2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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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項：舉辦／參加全方位學習活動

基要學習經歷

(請於適用方格加上號，可選擇多於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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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Hong Kong Arts Festival Feb- March 2023 中一至中三 30 $9,000.00 $300.00 
Explore student's music sense and enhance their 

appreciation  
藝術（音樂） 學生表現、問卷回應 

25 舉辦運動講座或活動
2022年9月至2023年6

月
中一至中六 200 $10,000.00 $50.00  透過講座或活動，讓學生學習價值教育及相關運動知識 體育 參與人數與及學生的參賽表現  

26
Mathematical Olympiad 

Class	奧數小探索
2022-2023 中一至中五 15 $6,000.00 $400.00 

希望提升學生對數學的興趣，亦發掘有潛力的學生，從而

提升他們的能力。

透過參加不同的數學公開比賽，從而開闊學生的眼界，讓

他們對數學的不同領域有更多的瞭解。

數學 參與證書/獎項 

27
Handball Team 

(Boy's)	男子手球隊
2022-2023 中一至中六 25 $5,000.00 $200.00 

透過參與活動提升技能及正面價值。津貼用於購買校隊訓

練用具及比賽費用。
體育 參與人數與及學生的參賽表現   

28 Athletics Training	田徑隊 2022-2023 中一至中六 25 $5,000.00 $200.00 
透過參與活動提升技能及正面價值。津貼用於購買校隊訓

練用具及比賽費用。
體育 參與人數與及學生的參賽表現   

29 Art Club	視藝學會 2022 - 2023 中一至中五 30 $7,000.00 $233.33 

Through this Activities students have an opportunity 

to explore art outside of school curriculum. This helps 

them to explore art more diverse for their potential 

development. 

藝術（視藝） 參與人數與及學生的參賽表現   

30 Art Team	藝萃隊 2022 - 2023 中三至中五 20 $30,000.00 $1,500.00 

his activity is tailermade for develop students 

potential and be a resposible role as a creative 

ambassadors in School. They would be serving 

school with their inputs of creativity for school 

development, such as promotional school events and 

school decoration. We want students to enhance 

their potentials and apply to school cummunity. The 

serves are related to their future career development 

and values in life. 

藝術（視藝） 學生表現、問卷回應    

31 Business Society	商業學會 2022-2023 中三至中五 20 $9,000.00 $4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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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學科（其他） 小組匯報  

32
Basketball Team 

(Girl's)	女子籃球隊
2022年-2023年度 中一至中六 45 $45,000.00 $1,000.00 

透過參與比賽提升籃球技能、團隊合作及培養學生的正面

價值。津貼用於比賽報名（私人聯賽、公開比賽）及購買

用具。

體育 參與人數與及學生的參賽表現   

33
Modern 

Farmer	農圃新鮮人
2022-2023 中一至中六 20 $2,000.00 $100.00 

旨在透過農耕活動，讓學員思考人與大自然的關係，反思

對食物、對生態環境的態度，培養愛心與耐性。學員可在

校園擁有自己的小菜圃，培植自己的農作物，並與社區人

士一同享用辛勤耕耘後的收成。

價值觀教育 學生表現、問卷回應  

34
Basketball Team 

(Boy's)	男子籃球隊
2022-2023 中一至中六 40 $4,000.00 $100.00 

透過參與活動提升體育技能、體能及正面價值。津貼用於

購買校隊訓練用具及比賽報名費用。
體育 參與人數與及學生的參賽表現   

35
Badminton Team 

(Boy's)	男子羽毛球隊
2022-2023 中一至中六 15 $2,000.00 $133.33 

透過參與活動提升體育技能、體能及正面價值。津貼用於

購買校隊訓練用具及比賽報名費用。
體育 參與人數與及學生的參賽表現   

36
Badminton Team 

(Girl's)	女子羽毛球隊
2022-2023 中一至中六 15 $2,000.00 $133.33 

透過參與活動提升體育技能、體能及正面價值。津貼用於

購買校隊訓練用具及比賽報名費用。
體育 參與人數與及學生的參賽表現   

37 Chinese Tea Art	茶藝班 2022-2023 中一至中五 15 $2,000.00 $133.33 

邀請茶藝師到校, 

與學員探索茶藝知識及茶藝文化，增進學員對中華文化的

認識，培養學生茶道禮儀。

藝術（其他） 學生問卷  

38 Chinese Tea Art	茶藝班 2022-2023 中一至中五 100 $2,000.00 $20.00 
舉辦學員茶藝示範活動,在校園推廣茶文化。(購買及更換

茶具用品)
藝術（其他） 參與人數與及學生的參賽表現   

39 Volleyball Team	排球隊 2022-2023 中一至中六 30 $10,000.00 $333.33 
透過參與比賽提升排球技能、團隊合作及培養學生正面價

值如體育精神及堅毅。津貼用於比賽報名（私人聯賽、公

開比賽）、球衣訂製、購買用具及訓練場地預約。

體育 參與人數與及學生的參賽表現

40
Table Tennis 

Team	乒乓球隊
2022-2023 中一至中六 30 $5,000.00 $166.67 

透過參與活動提升體育技能、體能及培養學生正面價值如

體育精神及堅毅。津貼用於購買校隊訓練用具及比賽報名

費用。

體育 參與人數與及學生的參賽表現

41 咖啡拉花 2022-2023 中一至中三 30 $37,000.00 $1,233.33 
學習咖啡知識、咖啡拉花原理，提升學生對生活品味的追

求，亦可從中發掘興趣，開展生涯規劃。
藝術（其他） 學生表現、問卷回應   

42
Drama Make Up 

Class	小小化妝師
2022-2023 中一至中五 12 $3,000.00 $250.00  透過活動，學生能學習化妝技巧，對不同職業探索，了解化妝師行業的工作內容,更可以提升自信，從中啟發對藝術的興趣。藝術（其他） 口頭回饋及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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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Student Leaders 

Training	學生領袖訓練
2022-2023 中三 25 $2,000.00 $80.00 

透過培訓學生領袖在校園推廣不同的活動，一方面加強學

生領袖籌劃活動的能力，另一方面籍此向全校同學宣揚不

同的正面價值觀。津貼會用於購買推廣活動的物資。

領袖訓練 學生表現、問卷回應 

44 Aviation Club (term 2) 2022-2023 中一至中五 20 $30,000.00 $1,500.00 

透過參與活動和使用模擬飛行器，學生能學到與飛行有關

的知識，例如：飛機的飛行原理、控制和操作，提升學生

對科學和科技的認知。此外，透過學習航空業界內不同角

色之間如何協調和運作，學生能了解有效溝通和協作的重

要性；並透過認識機師部份專業守則，讓學生意識到嚴守

紀律的重要性。

跨學科（STEM）
出席情況與及學生出外比賽的表

現
  

45 餐桌禮儀課 2022-2023 中三 150 $16,000.00 $106.67 
透過課堂，學習基本餐桌禮儀，穿衣技巧，提升同學對一

般社交禮儀文化的認知。
藝術（其他） 學生表現、問卷回應   

46 Business Society	商業學會 2022-2023 中三至中五 20 $3,000.00 $150.00 

To conduct a personality analysis and allow students 

to understand their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and 

eventually to reflect their role in the business settings 

in the future. 

跨學科（其他） 學生表現、問卷回應  

47
Rope Skipping Team        

花式跳繩隊
2022-2023年度 中一至中六 20 $3,000.00 $150.00 

透過參與比賽累積經驗、提升花式跳繩技術、建立團隊合

作及培養學生正面價值。津貼用於比賽報名費用。
體育 參與人數與及學生的參賽表現   

48 Dance team 1-8/2023 中一至中五 10 $5,000.00 $500.00  比賽費用 藝術（其他） 參與證書/獎項

49 校隊 2022-2023 中一至中六 200 $500,000.00 $2,500.00 
手球、足球、籃球、排球、乒乓球、羽毛球隊教練及助教

費用
體育

出席情況與及學生出外比賽的表

現
  

50 校隊 2022-2023 中一至中六 150 $500,000.00 $3,333.33  彈網、花式跳繩隊、田徑、劍擊教練及助教費用 體育
出席情況與及學生出外比賽的表

現
  

51
English Drama 

Club	英語戲劇組
2022-2023 中一至中四 120 $40,000.00 $333.33 

Be prepared to participate in various performances 

within and outside the school campus.
英文 表演  

52
English Society	English 

Society
2022-2023 中一至中五 300 $9,000.00 $30.00 

boost students' interest in learning and using English 

through organizing various English activities and 

competitions

英文 參與人數與及學生的參賽表現 

53 「一人一樂器」 2022-2023 中一 20 $50,000.00 $2,500.00  活動課程費用 藝術（音樂） 學生表現、問卷回應 

54 健康校園組 2022年11月 中四及中五 300 $800.00 $2.67 
性教肯講座：由專家講解、分享，讓學生思考兩性相處之

道，學懂尊重他人、愛護自己。
價值觀教育 學生問卷 

55 健康校園組 16/5/2023、23/5/2023 中一及中二 347 $8,000.00 $23.05 
性教育工作坊：為學生灌輸正確性知識，讓他們學會愛護

自己、保護他人。
價值觀教育 學生表現、問卷回應 

56 基督教教育組 2022年12月 中一至中六 980 $2,000.00 $2.04 
聖誕節崇拜: 

邀請外來嘉賓/機構到校傳遞正向人生態度和生命見面。
價值觀教育 學生表現、問卷回應 

57 基督教教育組 2023年4月 中一至中五 820 $4,000.00 $4.88 
復活節崇拜: 

邀請外來嘉賓/機構到校傳遞正向人生態度和生命見面。
價值觀教育 學生表現、問卷回應

58 基督教教育組 2023年7月 中三至中四 15 $1,500.00 $100.00  試後活動- 參觀聖經博物館車費 價值觀教育 學生回來後文字或口頭報告

59 輔導組 2022年10月 中一至中五 820 $500.00 $0.61  班際壁報設計比賽-獎品(紙包飲品、包裝零食)、獎狀 價值觀教育 參與人數與及學生的參賽表現 

60 輔導組 2022年12月 中一至中六 980 $3,500.00 $3.57  班衫設計比賽-獎品(津貼得獎班別購買班衫) 價值觀教育 參與人數與及學生的參賽表現 

61 輔導組 2022年12月 中一至中六 980 $1,000.00 $1.02  戶外學習日班相拍攝比賽-獎品(禮物-班相鑰匙扣) 價值觀教育 參與人數與及學生的參賽表現 

62 輔導組 2023年2月 中六 160 $200.00 $1.25  中六應試支援-物資、卡片 價值觀教育 口頭回饋及反思 

63 輔導組 2023年3月 中一至中五 820 $1,500.00 $1.83  精神健康週-宣傳、主題攤位物資、獎品 價值觀教育 學生表現、問卷回應 

64 輔導組 2023年5月 中一至中三 500 $1,000.00 $2.00  孝道/敬老主題活動-主題攤位物資、獎品 價值觀教育 學生表現、問卷回應 

65 輔導組 2022年12月 中三 15 $1,500.00 $100.00  世界公民大使-上學期考察活動車費 領袖訓練 學生回來後文字或口頭報告 

66 輔導組 2023年7月 中三 15 $1,500.00 $100.00  世界公民大使-下學期考察活動車費 領袖訓練 學生回來後文字或口頭報告 

67 輔導組 2023年6月 中三 6 $600.00 $100.00  中華文化藝術大使報名費
德育、公民及國

民教育
學生回來後文字或口頭報告 

68 學生會及級社 2022年9月至2023年6月 中一至中六 500 $8,000.00 $16.00 

舉辦校內比賽﹕如﹕陸運會、社際比賽及班際比賽。

透過參與社際比賽，讓學生學習組織活動，從中學習互相

合作、尊重及體育精神。

體育 參與人數與及學生的參賽表現 

69 參加各項外出活動交通費 2022年9月至2023年6月 中一至中六 957 $148,200.00 $154.86  參加全方位/課外活動及比賽。 不同學科 參與人數與及學生的參賽表現     

 （如空間不足，請於上方插入新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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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62 $1,809,8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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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史交流團
2023年7月3日 - 

2023年8月20日
中四至中五 45 $36,000.00 $800.00  

透過參觀，增加學生對祖國及歷史的認識
歷史 學生回來後文字或口頭報告  

 （如空間不足，請於上方插入新行。）

45 $36,000.00

12,107 $1,845,850.00

編號 項目 用途 範疇 
 負責科組 (教師) 預算開支 ($)

1
中史教學資源 -課外書、模型、體驗學習套裝（造紙術、活字印刷等）教學輔助工具 歷史 CH (SKP)

$5,000.00

2
生命師傅計劃資源 - 分組物資(例如: 教具、便擕式摺凳等)、獎勵計劃獎品教學輔助工具 宗教 RS(CYH)

$5,000.00

3
歷史教學資源 教學輔助工具 歷史 HT (CKY)

$2,000.00

4
地理教學資源 教學輔助工具 地理 GE(TKL)

$1,000.00

5
購買CCA 日文課程的教具 CCA 日本語小組 其他，請註明： LWY 

$500.00

6
購買樂器 Orchestra 藝術（音樂） IWY

$90,000.00

7
購買樂譜 CHOIR 藝術（音樂） IWY

$1,000.00

8
購買拉花相關設備

咖啡拉花
其他，請註明： CWS

$25,000.00

 （如空間不足，請於上方插入新行。）

$129,500.00

$1,975,350.00

全方位學習津貼 學生活動支援津貼 合共

本學年獲發撥款 1300710 148200 1448910

本學年預計總開支 $1,827,150.00 $148,200.00 $1,975,350.00

$526,440.00 $0.00 $526,440.00

(由學校直資津貼撥款，以補津貼不足之數)

職位： Co-Curricular Activities Coordin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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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項預算總計

第1.2項預算總計

第1.1項預算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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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7

曾彩芝老師

全校學生人數︰ 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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