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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算開支
人均

預算開支

級別
預計參與
人數

($) ($) 智能發展
(配合課程)

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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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子 職業體驗活動 2022年11月 中一至中三 200 $20,000.00 $100.00 ü 梁頌康

1 參觀終審法院 2022年11月 中一 28 $2,600.00 $92.86 加強同學法治觀念 憲法與基本法 反思或工作紙 ü 梁頌康

2 參觀水務局水知源中心 2023年3月 中三 30 $3,200.00 $106.67 國安活動-水資源安全 國家安全 反思或工作紙 ü 梁頌康

3 參觀創科博覽2022 2022年12月 中一至中五 100 $9,000.00 $90.00 欣賞國家科技成就 德育、公民及國民教育 反思或工作紙 ü 梁頌康

4 科學比賽/活動 全年不同時間(22/23年度) 中一至中五 60 $3,000.00 $50.00 讓學生獲得科學知識、技能和態度，並擴闊視野。 科學 學生參與率/比賽結果 ü 吳東陽

5 參觀金融管理局 2023年四月 中四至中五 30 $2,800.00 $93.33 加強同學金融安全意識 經濟科 反思或工作紙 ü 梁頌康

6 參觀廉政公署 2023年三月 中一 30 $2,800.00 $93.33 加強同學法治觀念 德育、公民及國民教育 反思或工作紙 ü 梁頌康

7 觀看與國安有關電影 2023年三月 中一至中五 20 $3,500.00 $175.00 了解國安 德育、公民及國民教育 反思或工作紙 ü 梁頌康

8 藝術賞析參觀及工作坊(物料及車費) 10/2022-5/2023 中一至中五 20 $5,000.00 $250.00
學生在指導下欣賞不同藝術形式，並參與工作坊，學習分析和

詮釋作品的內容、風格和意義，讓參與學生從活動過程中，擴

闊視野，以提升評賞藝術的能力，增強對藝術興趣。 
藝術科

教師對學生表現的觀察參與學

生共享評論及成果表
  P  P 藝術科

9 壁畫製作(物料費) 10/2022-5/2023 中一至中五 30 $10,000.00 $333.33 於操場製作一壁畫 藝術科
教師對學生表現的觀察參與學

生共享評論及成果表
 P P P  藝術科

10 Animal Club (ECAC): 10/2022-5/2023                    F.1-F.5 13 $3,000.00 $230.77

To arouse students’ awareness of animal welfare and animal 
problems in Hong Kong.To develop students’ care and love for all 
living creatures.To promote right attitudes and the Catholic core 
values to our students.To train students to be more responsible and 
compassionate. 

ECAC
教師對學生表現的觀察參與學

生共享評論及成果表
 P  P  課外活動組

11 手工藝及廚藝學會(物料及其他雜費) 10/2022-5/2023 中一至中五 8 $4,800.00 $600.00 運用鉤織、縫紉及針氈等技巧，製作獨一無二的小手作；以健

康的食材做點心，感受下廚的樂趣。
ECAC 教師對學生表現的觀察參與學

生共享評論及成果表
 P P  P 課外活動組

12 跆拳學會-(導師費及用具) 10/2022-5/2023 中一至中五 13 $7,600.00 $584.62 通過系統化訓練，為學生建立「禮義、廉恥、忍耐、克己及百

折不屈」的五大傳統跆拳道精神。
ECAC

教師對學生表現的觀察參與學

生共享評論及成果表
P  P   課外活動組

13 校園電視台 (活動及培訓所需的物料) 10/2022-5/2023 中一至中五 172 $90,000.00 $523.26

1.培養學生對影視廣播的興趣，為學生提供不同資訊及娛樂節

目。2. 
提升學生的影片製作能力，包括編導、攝影、燈光和演員方面

。3. 提高創新和多元能力，培養團隊合作和勇於嘗試的精神。

ECAC 教師對學生表現的觀察參與學

生共享評論及成果表
P  P  P 課外活動組

14 創意藝術學會(物資費及其他雜費) 10/2022-5/2023 中一至中五 13 $5,600.00 $430.77 1. 培養學生於美術、音樂的創作能力；2. 

參與校內外藝術活動、比賽
ECAC 教師對學生表現的觀察參與學

生共享評論及成果表
P  P  P 課外活動組

15 制服團隊制服預算每個學生$700 (約30人)及活動費及導師費 10/2022-5/2023 中一至中五 60 $31,000.00 $516.67 提供紀律活動以訓練青少年合群性及團結精神，並提供訓練讓

他們學習簡單的基本急救技能。
ECAC 教師對學生表現的觀察參與學

生共享評論及成果表
P   P P 課外活動組

16 四社社員大會-1500、步行籌款-2000 10/2022-5/2023 中一至中五 172 $3,500.00 $20.35 透過不同形式的活動，提升同學對學校歸屬感。 四社
教師對學生表現的觀察參與學

生共享評論及成果表
P   P P 課外活動組

17 領袖訓練營-$350@(約20人) 10/2022-5/2023 中一至中五 20 $7,000.00 $350.00 透過不同形式的領袖訓練活動，提升同學的領導才能。 領袖
教師對學生表現的觀察參與學

生共享評論及成果表
P P  P P 課外活動組

18 Outward Bound course(課堂費$6000@)(約8人) 10/2022-5/2023 中三至中五 8 $48,000.00 $6,000.00 透過不同形式的領袖訓練活動，提升同學的領導才能。 領袖
教師對學生表現的觀察參與學

生共享評論及成果表
P P  P P 課外活動組

19 扶輪社Rotary Club 全年不同時間 中一至中六 40 $10,000.00 $250.00 讓參與學生從活動過程中，培養服務精神，並擴闊視野，了解

社會弱勢社會需要
ECAC 教師對學生表現的觀察參與學

生共享評論及成果表
P  P 課外活動組

20 Whole school annual picnic(@$300 x 173 students, 40 teachers Plus transport fee) Mar-23 Whole School 172 $71,400.00 $415.12
- To arouse students’ sense of belonging to the school and 
togetherness, To enrich students’ experiential learning outside 
classroom

旅⾏ 教師對學生表現的觀察參與學

生共享評論及成果表
P P  林美玲

余振強紀念第二中學

活動簡介及目標
負責科組／

教師

學校可按需要決定是否填寫此部分學校必須填寫此部分

基要學習經歷
(請於適用方格加上ü號，可選擇多於一項)

編號 活動名稱

範疇
(請選擇

適用的選項，
或自行填寫)

擬舉行日期
對象

監察／
評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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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提高透明度及根據一貫安排，學校須把經校董會／法團校董會／學校管理委員會審批的全方位學習津貼運用計劃或載有全方位學習津貼運用計劃的學校周年計劃上載至學校網頁。

第1項：舉辦／參加全方位學習活動

22/23_學年
全方位學習津貼  運用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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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算開支
人均

預算開支

級別
預計參與
人數

($) ($) 智能發展
(配合課程)

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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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簡介及目標
負責科組／

教師

基要學習經歷
(請於適用方格加上ü號，可選擇多於一項)

編號 活動名稱

範疇
(請選擇

適用的選項，
或自行填寫)

擬舉行日期
對象

監察／
評估方法

21 Robomaster 機甲⼤師青少年挑戰賽2023 
特訓班到校導師費(每堂2⼩時，共5堂)

05/23 - 08/23 中三至中五 12 $15,000.00 $1,250.00 針對robomaster 青少年對抗賽2023進⾏編程及戰術上的訓練 STEAM 1.教師對學生表現的觀察 

2.參與學生分享
P P P 曾文彬

22 試後活動/國⺠教育活動 9/2022-6/2023 中一至中六 20 $2,000.00 $100.00 推廣中國⽂化/跨科學習 中國語⽂/國安教育 反思/工作紙 P P 林雪琴

23 迪⼠尼物理教室 1/2023-6/2023 中四至中五 12 $6,000.00 $500.00 了解物理學原理於⽣活中的應⽤ 物理 報告/成果分享 P 陳世煒

24 Tutors for instrument class (after-school) 10/2022-5/2023 S1 - S5 50 $79,200.00 $1,584.00
1. To devlop students musical literacy and musical sense 
through joining music activities. 2. To provide more 
opportunity to appreciate good music of the world.

Music

1. Studnets' engagement 
and participation in the 
activities. 2. Attendance of 
students. 

P P Music

25 職業性向測試及個人輔導 10/2022-5/2023 中一至中六 172 $3,460.00 $20.12

1.      學生自我認識(性格、能力、興趣、價值觀) 
2.  讓學生知道訂立目標的重要性、掌握訂立目標的 
技巧，以及嘗試訂立短期目標  3. 
有效針對學生的需要，培訓個人抗逆力和裝備自己， 
建立正面價值觀

CLPC 教師對學生表現的觀察參與學
生共享評論及成果表

P P CLPC

26 職場考察、活動費用、交通費 10/2022-5/2023 中三至中五 91 $20,000.00 $219.78

職場實地考察：
1. 
讓學生有機會走出課堂，迎接未來的挑戰，放眼世界
，作好投身社會的準備
2. 
透過工商機構提供的非傳統學習平台，學生可瞭解工

CLPC
教師對學生表現的觀察參與學
生共享評論及成果表 P P CLPC

27 Drama F.1-2 (S4A & Leisure and Cultural Services Dept.) 9/2022-8/2023 F.1-2 60

$10,000.00

$166.67 Promoting language arts- drama English Language
Teachers' observation, peer 
evaluatoin and performance results ü ü P Rachel TSUI

28 English Language Arts Workshops 9/2022-8/2023 F.1-3 85
$20,000.00

$235.29
Promoting language arts- drama, public speaking and language 
awareness English Language

Teachers' observation, peer 
evaluatoin and performance results ü ü P Rachel TSUI

29 Debating Competition Preparation Lessons for Juniors 9/2022-8/2023 F.1-3 85 $45,000.00 $529.41
Promoting debate in English language and boost up confidence in 
public speaking, and raise awarenss of social issues

English Language Teachers' observation, peer 
evaluatoin and performance results ü ü P Rachel TSUI

30 Debating Competition Preparation Lessons for Seniors 9/2022-8/2023 F.4-6 90 $30,000.00 $333.33
Promoting debate in English language and boost up confidence in 
public speaking, and raise awarenss of social issues

English Language Teachers' observation, peer 
evaluatoin and performance results ü ü P Rachel TSUI

31 English Language E-learning Suscription 9/2022-8/2023 F.1-6 172 $20,000.00 $116.28 Promoting elearning in English language and LAC English Language Teachers' observation, peer 
evaluatoin and performance results ü ü Rachel TSUI

32 74th Speech Festival Enrolment Fee 9/2022-8/2023 F.1-6 20 $20,250.00 $1,012.50 Promoting public speaking in English English Language Teachers' observation, peer 
evaluatoin and performance results ü ü Rachel TSUI

33 Debating and Public Speaking Enrolment Fees 9/2022-8/2023 F.1-6 20 $4,000.00 $200.00
Promoting debate in English language and boost up confidence in 
public speaking, and raise awarenss of social issues English Language

Teachers' observation, peer 
evaluatoin and performance results ü ü Rachel TSUI

34 SCMUN Enrolment Fees 9/2022-8/2023 F.1-6 15 $8,000.00 $533.33
Promoting social awareness of English language, widen students' 
horizens and deepen their sense of global citzenship

English Language Teachers' observation, peer 
evaluatoin and performance results ü ü Rachel TSUI

35 Cambridge MUNHS 9/2022-8/2023 F.1-6 15 $50,000.00 $3,333.33
Promoting social awareness of English language, widen students' 
horizens and deepen their sense of global citzenship English Language

Teachers' observation, peer 
evaluatoin and performance results ü ü Rachel TSUI

36 English Club Activity Learning Materials, Tools and Prizes 9/2022-8/2023 F.1-6 172 $5,000.00 $29.07
Support students' learning in English language arts and life wide 
learning

English Language Teachers' observation, peer 
evaluatoin and performance results ü ü Rachel TSUI

37 1.   參觀屯門康體中心、騎術學校或南華會 2. 振強體育⼤使 9/2022-8/2023 F.1-6 172 $8,000.00 $46.51 增加學生對社區體育運動的認識, 

服務社區小學的運動會裁判工作
體育科 學生學習報告 ü ü Leung CK

38 校內運動會,社際及班際比賽 9/2022-8/2023 F.1-6 172 $40,000.00 $232.56 培養學生的歸屬感，營造社及班的團結風氣。 體育科 記錄學生成績及學生報告 ü Leung CK

39 生物多樣性保育及管理課程 (培訓所需的物資及活動費用) 11/2022-8/2023 F.1-6 172 $100,000.00 $581.40 增加學生對香港原生物種、國家獨有物種及常見飼養物種

的知識及對大自然的重要性
科學 學生學習報告/ 分享協作片段 ü ü ü Bi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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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算開支
人均

預算開支

級別
預計參與
人數

($) ($) 智能發展
(配合課程)

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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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簡介及目標
負責科組／

教師

基要學習經歷
(請於適用方格加上ü號，可選擇多於一項)

編號 活動名稱

範疇
(請選擇

適用的選項，
或自行填寫)

擬舉行日期
對象

監察／
評估方法

 （如空間不⾜，請於上⽅插入新⾏。）
2,846 $729,710.00

1.2

例子 大灣區智慧城市探索之旅

1

2

3

4

5

 （如空間不⾜，請於上⽅插入新⾏。）
0 $0.00

2,846 $729,710.00

編號 項目 用途 實際開支 ($)
1 生態魚缸和魚菜共生 學習生態知識，如氮循環等。 $8,000.00

2 桌面/手提電腦1部 作科學比賽和相關實驗收集數據之用 $8,000.00

3 交通費、維修費用、消耗品(STEAM)

參加比賽運輸設備的交通費、比賽設備
改裝 / 維修費用、消耗品

$5,000.00

4 Flight Simulation Device (replicating features of a type of single engine aircraft)

配合初中STEAM-
AVIATION課程，購置模擬飛行設備，讓
學生能體驗/模擬操作飛行器的實際情況
。

$50,000.00

5 2 set 60”LCD TV with wall-mounted rack/ floor stand rack Screen Display of Flight Simulation Device $20,000.00

6 智慧蓄電池及太陽能板

太陽能試驗系統，展示物理於日常生活
中的應用

$3,500.00

7 Electronic Devices and Equipment for English Debating Comeptitions 
English Debating Competition Equipment 
and tool support

$28,000.00

8 體育用品 校隊訓練、參加運動比賽 $30,000.00

 （如空間不⾜，請於上⽅插入新⾏。）
$152,500.00
$882,210.00

E1 E6

E2 E7

E3 E8

E4 E9

E5

全方位學習聯絡人姓名： TSUI CP Rachel 境外交流／比賽團費（隨團教師） 其他（請說明）

職位： LWL Committee Head 專家／導師／教練費用

佔全校學生人數百分比 (%)： 100% 交通費 設備、儀器、工具、器材、消耗品

境外交流／比賽團費（學生） 學習資源（例如學習軟件、教材套）

第2項總開支
第1及第2項總開支

第3項：受惠學生人數 ＊ 輸入下表代號；每項開支可填寫多於一個代號：

全校學生人數︰ 172
活動費用（報名費、入場費、課程費用、營舍費用、場地費用、學習材料、活動物資等）

學生參加獲學校認可的外間機構所舉辦之課程
、活動或訓練費用受惠學生人數︰ 172

第1.2項總計
第1.1及第1.2項預算總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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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境外活動︰舉辦或參加境外活動／境外比賽，擴闊學生視野

第1.1項總計

39

Chan Mariodicristo
上年度2021-22預算盈餘: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學年2022-23預算收入: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學年2022-23預算支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學年2022-23預算盈餘: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han Mariodicristo
HK$ 663,187.00

Chan Mariodicristo
HK$ 675,129.00

Chan Mariodicristo
HK$ 882,210.00

Chan Mariodicristo
HK$ 456,106.00

Chan Mariodicristo
簽署:__________________

Chan Mariodicristo
負責老師

Chan Mariodicristo
 徐芷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