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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範疇範疇範疇 團體名稱團體名稱團體名稱團體名稱 活動簡介活動簡介活動簡介活動簡介  目標 目標 目標 目標  舉行日期 舉行日期 舉行日期 舉行日期
對象對象對象對象

（（（（級別級別級別級別））））

預計

參與

人數
監察監察監察監察／／／／評估方法評估方法評估方法評估方法

預算開支預算開支預算開支預算開支
（$）（$）（$）（$）

基要學習經歷基要學習經歷基要學習經歷基要學習經歷

第一項第一項第一項第一項
1.11.11.11.1
J 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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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 旅款科 認識香港旅遊地標 展。 上學期 F4-F5修讀者 15 分享會及工作紙 $2,000 與職業相關

J
旅款科

大城小區： 柴灣區

歷史文化及美食深

度遊

結合課堂所學的旅遊理論， 設計一條柴灣區的深度遊路線， 讓同學將不同的旅

遊理論應用到實際生活中， 今日他們加深對本地社區文化歷史及本土美食的認識

和了解。 上學期 F4修讀者 15 專題探究 $1,200 文化活動

J
旅款科

青少年調酒師工作

坊

認識調酒師的行業資訊及香港的雞尾酒文化， 讓學生探索自己對該行業的興趣，

有助他們進行生涯規劃初探。 下學期 F4修讀者 15 分享會 $3,000 與職業相關

J
旅款科

酒店參觀及餐桌禮

儀工作坊

擬， 教授西餐的餐桌禮儀， 讓學生認識輝方的飲食文化，拓闊國際視野及提昇

文化素養。 下學期 F5修讀者 15 分享會 $5,000 文化活動

PGSL 參觀不同企業 透過參觀企業，規劃人生 全年 F4修讀者 45 負責老師監察及評估 $150,000 與職業相關

生社學會 貧窮project 透過體驗貧窮，認識不同階層 9月30日 F1 50 負責老師監察及評估 $6,000 多元智能活動

第第第第1.1項預算開支1.1項預算開支1.1項預算開支1.1項預算開支 $197,200

1.21.21.21.2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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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00 德育及公民教育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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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3參加者 老師觀察學生對話 $16,000 德育及公民教育

D1 D2 D3 體育部 陸運會  提升同學對運動的參與，發展體能和堅毅精神 10月 全校 450 出席率及參賽率 $15,000 體藝發展

E1 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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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隊隊員 出席率及參賽率 $33,000 體藝發展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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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1-F6隊員 由負責老師及教練監察及評估 $20,000 體藝發展

E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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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1-F6隊員 由負責老師及教練監察及評估 $20,000 體藝發展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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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員 出席率 及成績紀錄 $30,000 體藝發展

F 田徑會 田徑訓練班  提升田徑技巧水平，發展堅毅精神 全年 F1-F6隊員 席率及成績評估及參與田徑比賽 $120,000 體藝發展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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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員 透過比賽成績回饋 $5,000 體藝發展

F 足球會 足球訓練班  提升學生足球技能 全年 F1-F6隊員 由負責老師監察及評估 $45,000 體藝發展

E5 足球會 足球訓練班場租  提升學生足球技能 全年 F1-F6隊員 由負責老師監察及評估 $5,000 體藝發展

F 籃球會 籃球訓練班  提升籃球技術，發展團隊合作精神 全年 F1-F6隊員 教練回饋及參加比賽應用 $180,000 體藝發展

E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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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1-F6隊員 教練回饋及參加比賽應用 $5,000 體藝發展

F 排球會 排球訓練班  提升排球技術，發展團隊合作精神 全年 F1-F6隊員 教練回饋及參加比賽應用 $70,000 體藝發展

E5 排球會 排球訓練班場租  提升排球技術，發展團隊合作精神 全年 F1-F6隊員 教練回饋及參加比賽應用 $4,000 體藝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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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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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5 羽毛球會 羽毛球訓練班場租  提升學生羽毛球技能 全年 F1-F6隊員 由負責老師及教練監察及評估 $5,000 體藝發展

F 網球會 網球訓練班  提升網球技術，發展團隊合作精神 全年 F1-F6隊員 教練回饋及參加比賽應用 $10,000 體藝發展

E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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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1-F6隊員 教練回饋及參加比賽應用 $2,000 體藝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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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劍擊學會 劍擊訓練班  提升學生劍擊技能 全年 F1-F6隊員 教練回饋及參加比賽應用 $10,000 體藝發展

在不同學科在不同學科在不同學科在不同學科／／／／跨學科跨學科跨學科跨學科／／／／課程範疇組織全方位學習活動課程範疇組織全方位學習活動課程範疇組織全方位學習活動課程範疇組織全方位學習活動，，，，提升學習效能提升學習效能提升學習效能提升學習效能（（（（例如例如例如例如：：：：實地考察實地考察實地考察實地考察、、、、藝術賞析藝術賞析藝術賞析藝術賞析、、、、參觀企業參觀企業參觀企業參觀企業、、、、主題學習日主題學習日主題學習日主題學習日））））

按學生的興趣和能力按學生的興趣和能力按學生的興趣和能力按學生的興趣和能力，，，，組織多元化全方位學習活動組織多元化全方位學習活動組織多元化全方位學習活動組織多元化全方位學習活動，，，，發展學生潛能發展學生潛能發展學生潛能發展學生潛能，，，，建立正面價值觀和態度建立正面價值觀和態度建立正面價值觀和態度建立正面價值觀和態度（（（（例如例如例如例如：：：：多元智能活動多元智能活動多元智能活動多元智能活動、、、、體藝文化活動體藝文化活動體藝文化活動體藝文化活動、、、、領袖訓練領袖訓練領袖訓練領袖訓練、、、、服務學習服務學習服務學習服務學習、、、、學會活動學會活動學會活動學會活動、、、、校隊訓練校隊訓練校隊訓練校隊訓練、、、、制服團隊活動制服團隊活動制服團隊活動制服團隊活動、、、、軍事體驗營軍事體驗營軍事體驗營軍事體驗營））））

全方位學習津貼 津貼運用計劃  2022 - 2023全方位學習津貼 津貼運用計劃  2022 - 2023全方位學習津貼 津貼運用計劃  2022 - 2023全方位學習津貼 津貼運用計劃  2022 - 2023

舉辦舉辦舉辦舉辦／／／／參加全方位學習活動參加全方位學習活動參加全方位學習活動參加全方位學習活動

天 主 教     喇  沙  會

張 振 興 伉 儷 書 院
CHONG GENE HANG COLLEGECHONG GENE HANG COLLEGECHONG GENE HANG COLLEGECHONG GENE HANG COLLEGE

Conducted by the De La Salle BrothersConducted by the De La Salle BrothersConducted by the De La Salle BrothersConducted by the De La Salle Brothers



J 音樂學會 樂器班 弦樂班  提升同學對音樂的興趣和給予演奏的機會 全年 F1-F5參加者 20 由負責老師及教練監察及評估 $25,500 體藝發展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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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5參加者 30 由負責老師及教練監察及評估 $23,800 體藝發展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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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4參加者 10 由負責老師監察及評估 $9,000 體藝發展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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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4參加者 10 由負責老師及教練監察及評估 $9,000 體藝發展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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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6參加者 由負責老師及導師監察及評估 $30,000 體藝發展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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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5參加者 透過學生參與與學生演出 $30,000 體藝發展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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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5參加者 透過學生參與與學生的作品 $10,000 體藝發展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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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5參加者 透過學生參與與學生的作品 $10,000 體藝發展

J 紅十字會 報考步操課程  提升隊員協作能力 1月 F1-F6參加者 85 由負責老師及教練監察及評估 $2,000 社會服務

J 紅十字會 報考急救/護理課程  提升隊員急救能力 2月 F1-F6參加者 85 由負責老師及教練監察及評估 $5,000 社會服務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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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6參加者 85 由負責老師及教練監察及評估 $2,000 社會服務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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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6參加者 85 由負責老師及教練監察及評估 $3,000 社會服務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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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6參加者 老師觀察及同學回饋 $15,000 社會服務

E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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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1-F6參加者 出席率及參賽率 $7,000 多元智能活動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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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5參加者 透過學生參與與學生的作品 $6,000 多元智能活動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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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5參加者 透過學生參與與學生的作品 $6,000 多元智能活動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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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5參加者 透過學生參與與學生的作品 $6,000 多元智能活動

J 童軍 乘風航  培養學生長責任心、團隊精神及領導才。 全年 F1-F6參加者 由負責老師及教練監察及評估 $10,000 多元智能活動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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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6參加者 老師觀察及同學回饋 $2,000 文化活動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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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1-F6參加者 學生問卷/學生演出/觀察活動 $22,000 文化活動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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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0 由負責老師及導師監察及評估 $5,000 德育及公民教育

J 德育及國民教育 生命教育講座系列 全年 F1-F6 450 老師觀察及同學回饋 $10,000 德育及公民教育

J 德育及國民教育
學生義工及外展活

動
全年 F5全級 60 老師觀察及同學回饋 $10,000 德育及公民教育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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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級 60 老師觀察及同學回饋 $15,000 與職業相關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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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級 60 老師觀察及同學回饋 $2,000 與職業相關

J
健康校園委員會 禁毒教育活動 提高同學對毒品害處的認識，提倡正面積極健康的生活態度。 全年 全校 450

老師觀察，同學參與度，口頭訪問，

問卷調查 $4,000 德育及公民教育

J
健康校園委員會 振興開心水果日 提高同學對進食健康水果的認識及鼓勵健康飲食習慣 下學期 全校 450

老師觀察，口頭訪問，同學參與程度

，問卷調查 $5,000 德育及公民教育

J

生社學會

迪士尼社會探索之

旅

將課室移師到香港迪士尼， 引導學生拓闊視野， 啟發他們的思維、想像力及創

意； 此外也讓學生認識迪士尼公司的企業文化和工作環境， 從中觀察迪士尼演

藝人員的工作情況， 明白拓展個人技能的重要性， 藉此推動自我中心學習， 為

理想的職業作出準備。 試後活動 F2-F3參加者 40 完成迪士尼探索活動小冊子 $14,000 文化活動

J 輔導組 Sex education小組 加強性教育，建立正確的異性相處態度 9-10月 F.1及轉校女生10 服務問卷調查 $5,000 德育及公民教育

第第第第1.2項預算開支1.2項預算開支1.2項預算開支1.2項預算開支 $983,300

1.31.31.31.3

第第第第1.3項預算開支1.3項預算開支1.3項預算開支1.3項預算開支 $0

舉辦或參加境外交流活動或比賽舉辦或參加境外交流活動或比賽舉辦或參加境外交流活動或比賽舉辦或參加境外交流活動或比賽，，，，擴闊學生視野擴闊學生視野擴闊學生視野擴闊學生視野



1.41.41.41.4

第第第第1.4項預算開支1.4項預算開支1.4項預算開支1.4項預算開支
第第第第1項預算總開支1項預算總開支1項預算總開支1項預算總開支 $1,180,500

範疇範疇範疇範疇 團體名稱團體名稱團體名稱團體名稱
預算開支預算開支預算開支預算開支

（$）（$）（$）（$）
第二項第二項第二項第二項

K 模型學會 $6,000

K 模型學會 $6,000

E4 體育部 $30,000

天主教同學會 $10,000

K 音樂學會 $2,000

K 攝影學會 $14,000

劍擊學會 $5,000
第2項預算總開支第2項預算總開支第2項預算總開支第2項預算總開支 $73,000

第第第第1及第2項預算總開支1及第2項預算總開支1及第2項預算總開支1及第2項預算總開支 $1,253,500

其他其他其他其他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購買推行全方位學習所需的設備購買推行全方位學習所需的設備購買推行全方位學習所需的設備購買推行全方位學習所需的設備、、、、消耗品消耗品消耗品消耗品、、、、學習資源學習資源學習資源學習資源
購買氣泵抽氣裝置噴槍剪刀等器材

購買顏料掩蓋膠紙保護漆灰底等消耗品

比賽制服(保齡球、長跑隊、田徑隊、游泳隊、足球隊、籃球隊、

義工制服

用途用途用途用途

 攝影班學習及練習用途

為音樂和歌唱比賽調琴

添置攝影器材鏡頭引閃器閃光燈等器材

比賽裝備

 購買學習活動所需的器材消耗品

 購買學習活動所需的器材消耗品

 作訓練及比賽用途

 作義工服務用途

 音樂比賽用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