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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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資助學生參加比賽、工作坊或活動 中文科 2021-2022 中一至中五 100 觀察學生反應 6,000 ✔

2 話劇欣賞 中國文學科 2021-2022 中四至中六 30 學生活動後反思 8,000 ✔ ✔

3 English Club Day 英文科 2021-2022 中-至中三 20 學生出席率 500 ✔

4 校際朗誦節 英文科 2021-2022 中一至中四 15 學生比賽表現 3,000 ✔

5 服務學習活動：福傳包送暖 倫理科 2021-2022 中三至中五 341
觀察學生反應及活動後反

思
5,000 ✔ ✔ ✔

6 黑暗中對話體驗活動 倫理科 2021-2022 中四 104
觀察學生反應及活動後反

思
22,000 ✔ ✔ ✔

7 認識傳媒資訊素養：香港新聞博覽館參觀 倫理與宗教科 2021-2022 中四至中五 44
觀察學生反應及活動後反

思
15,000 ✔ ✔

8 校外比賽活動費用 通識科 2021-2022 中四至中五 10 觀察學生表現及比賽成果 500 ✔

9 國事常識比賽 中史科 2021-2022 中一至中五 16 觀察比賽之表現 500 ✔ ✔

10 地理科實地考地考察 地理科 2021-2022 中四至中五 95 學生功課 7,500 ✔

11 參加由大專學院舉辦的暑期體驗計劃 經濟科 2021-2022 中五 6
學生活動後反思及機構反

饋
1,500 ✔ ✔

12 參觀金管局 經濟科 2021-2022 中五 24 學生活動後反思 2,000 ✔ ✔

13 參加由大專學院舉辦的暑期體驗計劃 企財 2021-2022 中五 6
學生活動後反思及機構反

饋
1,500 ✔ ✔

14 校外比賽活動費用 電腦科 2021-2022 中二至中五 20 觀察學生表現及比賽成果 1,000 ✔

15 家政學會活動 科技與生活科 2021-2022 中一至中五 20 學生問卷、老師評估 1,200 ✔ ✔

16 科學學會及午間活動 科學 KLA 2021-2022 中一至中五 20 學生問卷及老師評估 4,500 ✔ ✔

17
參觀本地大學實驗室及了解本地大學STEM

發展
科學 KLA 2021-2022 中四 50 學生問卷及老師評估 2,500 ✔ ✔

18 科學比賽 綜合科學科 2021-2022 中二 25 學生問卷及老師評估 3,500 ✔

19 香港科學測試比賽費用 綜合科學科 2021-2022 中二及中三 40 學生問卷及老師評估 2,500 ✔

20 鑑證科學工作坊 綜合科學科 2021-2022 中一及中二 20 學生問卷 3,000 ✔

21 科學實驗工作坊 綜合科學科 2021-2022 中一及中二 20 學生問卷 3,000 ✔

22 參觀太空館 綜合科學科 2021-2022 中二 20 學生問卷 1,500 ✔

範疇
(請選擇

適用的選項，

或自行填寫)

舉行日期

基要學習經歷

(請於適用方格加上✔號，可選擇多於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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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號 活動簡介及目標

石籬天主教中學
全方位學習津貼  運用計劃 (2021/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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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項：舉辦／參加全方位學習活動

對象
監察／

評估方法



23
STEM活動-製作酒精搓手(中三全級)及驅蚊

膏工作坊(中四全級)與倫理科合作
化學科 2021-2022 中三、中四 150 學生表現 5,000 ✔ ✔

24 血證工作坊 化學科 2021-2022 中五 25 學生問卷及老師評估 3,000 ✔ ✔   ✔

25 指紋鑑證工作坊 化學科 2021-2022 中四 30 學生問卷及老師評估 3,000 ✔ ✔   ✔

26 香港大學科學外展隊科學探索營 化學科 2021-2022 中四及中五 6 學生問卷 3,000 ✔ ✔   ✔

27 參觀水務署濾水廠 化學科 2021-2022 中四及中五 30 學生問卷及老師評估 3,000 ✔ ✔    

28 生物野外考察 生物科 2021-2022 中五 30 學生問卷 3,000 ✔

29 Stem 課程 生物科 2021-2022 中四，中五 60 學生問卷 8,000 ✔

30 理工大學高中數理問答比賽 科學 KLA及數學 2021-2022 中五 40 檢視學生比賽成績 20,000 ✔

31 參觀科學館 綜合科學及地理 2021-2022 中一 30 學生問卷 2,000 ✔

32 海下灣參觀 綜合科學及地理 2021-2022 中一至中三 30 學生問卷 5,500 ✔

33 觀星活動 物理及綜合科學 2021-2022
中一，中二及

中五
17 學生問卷 5,000 ✔

34 STEM 活動
化學，物理

及綜合科學
2021-2022 中一至中五 340 學生問卷 8,500 ✔

35 參觀T-PARK 化學、地理、通識 2021-2022 中五 25 學生問卷、老師評估 2,500 ✔    ✔

36 STEM跨學科專題研習 STEM 2021-2022 中一至中三 330 學生成品 100,000 ✔

37 STEM 周活動 STEM 2021-2022 中一至中五 600 學生活動後反思 2,000 ✔

38 STEM 相關比賽 STEM 2021-2022 中一至中五 10 學生問卷及老師評估 10,000 ✔

39 STEM 學會活動 STEM 2021-2022 中二及中三 25
觀察學生反應及活動後反

思
5,000 ✔

40 社際比賽 視藝科 2021-2022 中一至中六 80
觀察學生反應及活動後反

思
2000 ✔ ✔

41 參觀藝術展覽 視藝科 2021-2022 中一至中六 80
觀察學生反應及活動後反

思
3000 ✔ ✔

42 美術學會學會活動 視藝科 2021-2022 中一至中六 30
觀察學生反應及活動後反

思
13800 ✔ ✔

43 欣賞各項藝術表演及參加大師班 音樂科 2021-2022 中一至中五 50 學生活動後反思 4,300 ✔ ✔

44 豎琴班 音樂科 2021-2022 中一至中五 4 觀察學生表現及比賽成果 24,000 ✔ ✔

45 中樂團 音樂科 2021-2022 中一至中五 18 觀察學生表現及比賽成果 27,000 ✔ ✔

46 管弦樂團 音樂科 2021-2022 中一至中五 30 觀察學生表現及比賽成果 27,000 ✔ ✔

47 中國舞蹈組 音樂科 2021-2022 中一至中五 7 觀察學生表現及比賽成果 26,100 ✔ ✔

48 中樂團學校導賞活動 音樂科 2021-2022 中一至中五 600 觀察學生表現 2,200 ✔ ✔

49 本地大型賽事及體驗導賞活動 (報名及車費) 體育科 2021-2022 中一至中五 60 觀察學生反應 12,000 ✔ ✔

50 手徑隊訓練 (教練費) 體育科 2021-2022 手球隊隊員 40 觀察學生表現及比賽成果 30,000 ✔ ✔

51 田徑隊訓練 (教練費) 體育科 2021-2022 田徑隊隊員 40 觀察學生表現及比賽成果 30,000 ✔ ✔

52 欖球隊訓練 (租用場地及車費) 體育科 2021-2022 欖球隊隊員 25 觀察學生表現及比賽成果 60,000 ✔ ✔

53 全方位學習日 - 西貢鹽田梓 宗教及道德教育組 2021-2022 中一 120
觀察學生反應及活動後反

思
18,000 ✔ ✔



54 青年信仰領袖訓練營 宗教及道德教育組 2021-2022 中一至中五 30
觀察學生反應及活動後反

思
9,000 ✔ ✔

55 教區、堂區比賽 宗教及道德教育組 2021-2022 中一至中五 15
觀察學生反應及活動後反

思
1,500 ✔

56 義工比賽 宗教及道德教育組 2021-2022 中一至中五 15
觀察學生反應及活動後反

思
1,000 ✔ ✔ ✔

57 教區青委福音營、訓練營 宗教及道德教育組 2021-2022 中一至中五 10
觀察學生反應及活動後反

思
2,500 ✔ ✔

58 義工服務籌備、物資及交通 宗教及道德教育組 2021-2022 中一至中六 100
觀察學生反應及活動後反

思
5,000 ✔ ✔ ✔

59 KATSO、公教同學、慕道班、祈禱小組、信仰小組活動宗教及道德教育組 2021-2022 中一至中六 100
觀察學生反應及活動後反

思
10,600 ✔

60 全方位學習日---聖堂參觀 宗教及道德教育組 2021-2022 中二 120
觀察學生反應及活動後反

思
6,800 ✔ ✔

61 領袖生訓練活動 訓育組 2021-2022 中二至中五 30 學生問卷及老師評估 7,500 ✔ ✔

62 朋輩輔導計劃活動 輔導組 2021-2022 中一及中四 60 觀察學生反應 8,000 ✔ ✔

63 小領袖活動 輔導組 2021-2022 中二至中三 20 觀察學生反應 6,000 ✔ ✔

64 班風活動 輔導組 2021-2022 中一至中六 711 觀察學生反應 8,000 ✔

65 綠化校園環境活動 輔導組 2021-2022 中一至中六 711 觀察學生反應 3,000 ✔

66 中六正向價值活動 輔導組 2021-2022 中一至中六 110 觀察學生反應 8,000 ✔

67 生涯規劃工作坊-自我認識 升學就業輔導組 2021-2022 中一 120 學生問卷及老師評估 13,600 ✔

68 生涯規劃工作坊-認識職業路向及技能 升學就業輔導組 2021-2022 中二 120 學生問卷及老師評估 13,600 ✔

69 生涯規劃工作坊-個人理想與選科 升學就業輔導組 2021-2022 中三 125 學生問卷及老師評估 8,200 ✔

70 SEN 職業探索輔導小組 升學就業輔導組 2021-2022 中三及中四 10 學生問卷及老師評估 12,000 ✔

71 生涯規劃工作坊-模擬面試 升學就業輔導組 2021-2022 中六 110 學生問卷及老師評估 15,300 ✔

72 高中多元出路講座 升學就業輔導組 2021-2022 中四及中五 225 學生問卷及老師評估 2,200 ✔

73 生涯規劃──參觀大專院校/企業車費 升學就業輔導組 2021-2022 中四至中六 120 學生問卷及老師評估 10,000 ✔

74 香港青年獎勵計劃(報名費用) 學生活動組 2021-2022 中一至中二 60 觀察學生反應及老師評估 1,000 ✔ ✔ ✔

75 學會活動(外聘導師費) 學生活動組 2021-2022 中一至中三 330 學生出席率及老師評估 80,000 ✔ ✔

76 全方位學習日活動 學生活動組 2021-2022 中一至中五 600 觀察學生反應 150,000 ✔ ✔ ✔

77 社幹事領袖訓練活動 學生活動組 2021-2022 中二至中五 40 觀察學生反應及老師評估 6,000 ✔ ✔ ✔

78 勵志電影欣賞 學生活動組 2021-2022 中一至中六 300 觀察學生反應及老師評估 50,000 ✔

79 主題樂園生命探索之旅 學生活動組 2021-2022 中一至中六 500 觀察學生反應及老師評估 250,000 ✔

80 參觀廉政公署 公民教育組 2021-2022 中四 25 學生問卷及老師評估 2,000 ✔ ✔ ✔

81 童軍訓練活動 童軍 2021-2022 童軍隊員 25 觀察學生反應及老師評估 200 ✔ ✔

82 戶口考察學習 童軍 2021-2022 童軍隊員 25 觀察學生反應 5,000 ✔

83 女童軍比賽，興趣章，戶外烹飪食材 女童軍 2021-2022 中一至中六 28 觀察學生反應活動後反思 2,800 ✔ ✔

84 戶口考察學習 紅十字會 2021-2022 紅十字會隊員 35 問卷調查 7,000 ✔ ✔



85 攝錄比賽 校園電視台 2021-2022
校園電視台成

員
30

觀察學生反應及見比賽成

果
3,300 ✔ ✔

86 外出拍攝教學 校園電視台 2021-2022
校園電視台成

員
20

觀察學生反應及見拍攝成

果
6,000 ✔ ✔

 （如空間不足，請於上方插入新行。） 中文

$1,278,700.00

1.2

1 資助學生代表香港參加國際比賽 體育科 2021-2022 所有運動員 5 運動員的技術和心理表現 50,000 ✔ ✔

 （如空間不足，請於上方插入新行。）

$50,000.00

$1,328,700.00

第3項：預期受惠學生人數

編號 項目 範疇 用途

1 硬件設備 STEM
教具、消耗品、

比賽用品
50,000

2 地理科考察活動用品 地理科 考察之用 3,000

3 編程硬件套裝 電腦科
教具、消耗品、

比賽用品
9,000

4 音樂: 弦線及零件，樂譜 音樂科 音樂用消耗品 30,000

5 中國舞比賽用品 音樂科 比賽用品 9,000

6 體育用品 體育科 推廣體育活動 30,000

7
宗教歷奇工具：如彩虹傘、眼罩、安全氈，

桌上遊戲及培育書籍
宗教及道德教育組

信仰及青年領袖

培育
2,500

8 導覽機設備 學生活動組
全方位學習日外

出參觀使用設備
6,500

9 全方位學習活動設備 IT Unit

全方位及網上活

動所需的雷子設

備

200,000

10 菲林及沖洗 攝錄學會 攝影用消耗品 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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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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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開支 ($)

第2項預算總開支 $349,000.00

第1及第2項預算總開支 $1,677,700.00

全校學生人數︰

預期受惠學生人數︰

預期受惠學生佔全校

學生人數百分比 (%)：

第1.2項預算總開支

第1項預算總開支

711

711

100%

陳冠華(副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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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