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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團體名稱 活動簡介  目標  舉行日期
對象

（級別）
監察／評估方法

預算開支

（$）
基要學習經歷

第一項

1.1

菁英學生計劃 為傑出學生提供額外的考察經驗  讓菁英學生們能有更佳擴闊視野的機會 全年 F4-F6 活動反思表或活動分享會 $20,000 多元智能活動

科學學會 STEM工作坊  擴闊學生眼界，對課程知識有更深的認知和體會 10月-4月 F1-F5 負責老師監察及評估 $30,000 多元智能活動

第1.1項預算開支 $50,000

1.2

訓導組 學生長日營  培養學生長責任心、團隊精神及領導才。 下學期 學生長 由負責老師及教練監察及評估 $18,000 德育及公民教育

輔導組 中一教育營  培養中一同學團隊精神，適應中一生活。 下學期 F1 老師觀察學生對話 $50,000 德育及公民教育

輔導組 希望旅程  以歷奇訓練小組活動，建立同學正面價值觀 全年 F1-F3 老師觀察學生對話 $10,000 德育及公民教育

體育部 陸運會水運會越野賽場租和交通  提升同學對運動的參與，發展體能和堅毅精神 10月 全校 出席率及參賽率 $25,000 體藝發展

體育部 比賽報名費和運動員註冊  鼓勵同學對運動競賽的參與，鍛鍊堅毅和競爭精神 全年 校隊 出席率及參賽率 $33,000 體藝發展

保齡球會 保齡球訓練班  提升學生對保齡球的興趣及技巧 全年 全校 由負責老師及教練監察及評估 $20,000 體藝發展

保齡球會 保齡球訓練班場租  提升學生對保齡球的興趣及技巧 全年 全校 由負責老師及教練監察及評估 $5,000 體藝發展

長跑會 跑出彩虹  透過長跑活動鍛鍊身體，接受未來挑戰 全年 F1-F6 出席率 及成績紀錄 $20,000 體藝發展

田徑會 田徑訓練班  提升田徑技巧水平，發展堅毅精神 全年 全校 席率及成績評估及參與田徑比賽 $10,000 體藝發展

游泳會 游泳訓練班  提升學生游泳技能，學懂四個泳式 全年 F1-F6 由負責老師及教練監察及評估 $60,000 體藝發展

游泳會 游泳訓練班場租  提升學生游泳技能，學懂四個泳式 全年 F1-F6 由負責老師及教練監察及評估 $5,000 體藝發展

游泳會 參加區際比賽及分齡賽  提高比賽能力及加強自信心 全年 F1-F6 透過比賽成績回饋 $5,000 體藝發展

足球會 足球訓練班  提升學生足球技能 全年 F1-F6 由負責老師監察及評估 $55,000 體藝發展

足球會 足球訓練班場租  提升學生足球技能 全年 F1-F6 由負責老師監察及評估 $5,000 體藝發展

籃球會 籃球訓練班  提升籃球技術，發展團隊合作精神 全年 全校 教練回饋及參加比賽應用 $140,000 體藝發展

籃球會 籃球訓練班場租  提升籃球技術，發展團隊合作精神 全年 全校 教練回饋及參加比賽應用 $5,000 體藝發展

排球會 排球訓練班  提升排球技術，發展團隊合作精神 全年 全校 教練回饋及參加比賽應用 $70,000 體藝發展

手球會 校隊訓練班  提升學生手球技能 全年 F1-F6 由負責老師及教練監察及評估 $10,000 體藝發展

羽毛球學會 校隊訓練班  提升學生羽毛球技能 全年 F1-F6 由負責老師及教練監察及評估 $25,000 體藝發展

羽毛球學會 羽毛球訓練班場租  提升學生羽毛球技能 全年 F1-F6 由負責老師及教練監察及評估 $5,000 體藝發展

網球會 網球訓練班  提升網球技術，發展團隊合作精神 全年 全校 教練回饋及參加比賽應用 $10,000 體藝發展

網球會 網球訓練班場租  提升網球技術，發展團隊合作精神 全年 全校 教練回饋及參加比賽應用 $5,000 體藝發展

乒乓球會 校隊訓練班  提升學生乒乓球技能 10月-3月 F1-F6 由負責老師及教練監察及評估 $10,000 體藝發展

音樂學會 樂器班 Acappella班  提升同學對音樂的興趣和給予演奏的機會 全年 F1-F5 由負責老師及教練監察及評估 $8,500 體藝發展

音樂學會 樂器班 結他班  提升同學對音樂的興趣和給予演奏的機會 全年 F1-F4 由負責老師監察及評估 $4,500 體藝發展

音樂學會 樂器班 爵士鼓班  提升同學對音樂的興趣和給予演奏的機會 全年 F1-F4 由負責老師及教練監察及評估 $4,500 體藝發展

音樂學會 樂器班 銅管班  提升同學對音樂的興趣和給予演奏的機會 全年 F1-F3 由負責老師及教練監察及評估 $6,000 體藝發展

音樂學會 樂器班 木管班  提升同學對音樂的興趣和給予演奏的機會 全年 F1-F3 由負責老師及教練監察及評估 $6,000 體藝發展

音樂學會 樂器班 Acappella班  提升同學對音樂的興趣和給予演奏的機會 全年 F1-F5 由負責老師及教練監察及評估 $8,500 體藝發展

視藝學會 數碼藝術動畫創作班  發展數碼藝術技巧和興趣 全年 F1-F6 由負責老師及導師監察及評估 $30,000 體藝發展

戲劇學會 戲劇訓練班  提升同學對戲劇的興趣和演出技巧會 2月 F1-F5 透過學生參與與學生演出 $30,000 體藝發展

攝影學會 人像攝影班初班  教導學生使用單鏡反光拍攝人像 11月 F1-F5 透過學生參與與學生的作品 $10,000 體藝發展

攝影學會 人像攝影班中班  教導學生運用閃光燈拍攝 3月 F1-F5 透過學生參與與學生的作品 $10,000 體藝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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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方位學習津貼 津貼運用計劃  2021 - 2022

舉辦／參加全方位學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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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實地考察、藝術賞析、參觀企業、主題學習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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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多元智能活動、體藝文化活動、領袖訓練、服務學習、學會活動、校隊訓練、制服團隊活動、軍事體驗

營）

http://www.cghc.edu.hk/


紅十字會 報考步操課程  提升隊員協作能力 1月 F1-F6 由負責老師及教練監察及評估 $2,000 社會服務

紅十字會 報考急救/護理課程  提升隊員急救能力 2月 F1-F6 由負責老師及教練監察及評估 $5,000 社會服務

紅十字會 參加總部舉辦的各項比賽和活動  提升隊員協作能力 12月-5月 F1-F6 由負責老師及教練監察及評估 $2,000 社會服務

紅十字會 推行或參與服務計劃  提升隊員協作能力 12-8月 F1-F6 由負責老師及教練監察及評估 $3,000 社會服務

德育及國民教育 急救學習班  讓非制服團體學生學習基礎急救技巧 12-8月 F1-F6 老師觀察及同學回饋 $10,000 社會服務

課外活動組 戲劇朗誦等比賽報名費  提升同學對文藝競賽的參與，發展人文和藝術精神 全年 全校 出席率及參賽率 $7,000 多元智能活動

模型學會 模型基礎製作課程  教授基本剪件打磨和處理夾口技巧 12月 F1-F5 透過學生參與與學生的作品 $6,000 多元智能活動

模型學會 模型塗裝課程  教授基本噴油和手上色技術 12月 F1-F5 透過學生參與與學生的作品 $6,000 多元智能活動

模型學會 舊化陰影塗裝課程  教授舊化陰影手塗技巧 12月 F1-F5 透過學生參與與學生的作品 $6,000 多元智能活動

學生支援 非洲鼓訓練  透過活動，讓學生能掌握人際相處技巧和衝突 10月-6月 全校 學生問卷及教練監察及評估 $22,000 多元智能活動

旅行日小組 學校旅行日  透過參與旅行發展群育，感受郊遊的好處 1月 全校 學生參與率 $22,000 多元智能活動

基督徒團契 團隊宿營活動  發展更深入的認識，從而促進團隊合作。 下半年 F1-F6 老師觀察及同學回饋 $5,000 文化活動

學生支援 醒獅國術班  學習傳統獅藝、鼓樂及國術，提升自信心 10月-6月 全校 學生問卷/學生演出/觀察活動 $6,000 文化活動

環保學會 有機種植小農夫計劃  認識有機種植知識及經營小農場 全年 F1-F6 負責老師監察及評估 $30,000 文化活動

德育及國民教育 中文書法班  透過學習書法認識中國文化 下半年 F1-F6 老師觀察及同學回饋 $10,000 文化活動

德育及國民教育 與設計師對話  認識設計師的工作和如何製作作品 下學期 F1-F6 由負責老師及導師監察及評估 $12,000 與職業相關

生涯規劃組 模擬出路抉擇與生涯規劃  透過個人情境讓學生預先規劃前路 7月 F5 老師觀察及同學回饋 $25,000 與職業相關

生涯規劃組 參觀升學及就業資訊展覽  透過參觀不同升學就業處所，認識各種管道 全年 F6 老師觀察及同學回饋 $2,000 與職業相關

第1.2項預算開支 $900,000

1.3

菁英學生計劃 境外交流  讓菁英學生們能有更佳擴闊視野的機會 全年 F4-F6 活動反思表或活動分享會 $80,000 多元智能活動

第1.3項預算開支 $80,000

1.4

第1.4項預算開支

第1項預算總開支 $1,030,000

範疇 團體名稱
預算開支

（$）

第二項

模型學會 $10,000

模型學會 $10,000

體育部 $30,000

游泳會 $8,000

足球會 $8,000

音樂學會 $23,000

音樂學會 $2,000

攝影學會 $10,000

攝影學會 $1,000

課外活動組 $30,000

第2項預算總開支 $132,000

第1及第2項預算總開支 $1,162,000

 作訓練及比賽用途

 音樂比賽用途

 作訓練及比賽用途

晒相費用

足球4號,足球5號,比賽球衣,背心,足球獎牌,

添置攝影器材鏡頭引閃器閃光燈等器材

 學習活動相關交通租車費

游泳訓練用品

 樂器班學習及練習用途

 攝影班學習及練習用途

舉辦或參加境外交流活動或比賽，擴闊學生視野

其他

項目

購買氣泵抽氣裝置噴槍剪刀等器材

學習活動相關交通租車費

購買顏料掩蓋膠紙保護漆灰底等消耗品

為音樂和歌唱比賽調琴

購買樂器：長笛、單簧管、雙簧管、薩克管

 攝影班學習及練習用途

購買推行全方位學習所需的設備、消耗品、學習資源

 購買學習活動所需的器材消耗品

比賽制服(保齡球、長跑隊、田徑隊、游泳隊、足球隊、籃球隊、排球隊、手球隊、羽毛球隊、網  作訓練及比賽用途

 購買學習活動所需的器材消耗品

用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