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實際開支

級別
總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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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邀請小說家為學生分享創作心得，以及文藝工作經驗。提升學生對

閱讀及寫作的興趣，提升學生讀寫能力。
中文科 2021年1月 中一至中三 約460人 學生表現良好 $2,000.00 E1  

2 邀請小說家為學生分享創作心得，以及文藝工作經驗。提升學生對

閱讀及寫作的興趣，提升學生讀寫能力。
中文科 2021年1月 中四至中六 約400人 學生表現良好 $2,000.00 E1  

3 香港校際朗誦節比賽

提升學生朗誦能力，提升學生欣賞文學能力，擴闊視野。
中文科 2020年9月至2021年8月 中一至中五 30 獲得令人滿意的成

績
$1,500.00 E1  

4 傑青講座 藝術教育組 22/10/2020 中四至中六 約400人 學生表現良好 $1,200.00 E2  

5 Subsidy of MedStart 2021 Pandemics in Practice 生涯輔導組 2020-2021 S4 3 Good performance $900.00 E6

6 Participation of HK Speech Festival (Solo Verse)
Speaking. Confidence-building in English. English 2020-2021 S1-5 25 Good performance $3,750.00 E1  

7 Flight Simulation Experience
Learning flight knowledge and skill English 2021年 S3 約160人 Good performance $14,524.30 E8  

8 Radio Drama Workshop
Learning radio drama knowledge English 2021年 S1-S5 約50人 Good performance $9,000.00 E5 

9 Pre-S4 English Journalistic Writing Workshop English 2021年 Pre S4 (2021-2022) 約160人 Good performance $43,200.00 E5 

10 正向生命成長學堂訓練 德育組 2021年 中一至中六 867 學生表現良好 $5,587.20 E1 
11 日本海嘯線上講座 聯課活動組 25/6/2021 中一至中五 約50人 學生表現良好 $2,500.00 E1 
12 試後線上活動 輔導組 2021年6月 中一至中五 約700人 學生表現良好 $3,500.00 E1 
13 香港兩棲爬行類辨識課程 聯課活動組 2021年 中一至中五(個別) 2 學生表現良好 $3,600.00 E6 
14 木雕作品工作坊 STEM 2021年 中一至中五 約30人 學生表現良好 $6,500.00 E7 
15 物聯網 Stem IOT活動 STEM 2021年 S3-4 約200人 學生表現良好 $49,913.00 E7 
16 微電影製作工作坊 STEM 2021年 中一至中五(個別) 約20人 學生表現良好 $42,800.00 E5  

17 嘉賓車馬費

透過外出參觀，拓闊視野，提升藝術敏銳度。
視藝科 2020-2021 中一至中六 864 學生表現良好 $1,500.00 E1 

18 音樂比賽報名費

透過比賽讓同學提升水平和加強自信
音樂科 2020-2021 中一至中六 864 獲得令人滿意的成

績
$11,560.00 E1 

19 朗讀比賽

培養學科興趣，提升普通話水平
普通話科 2020年11-12月 中一至中三 16 獲得令人滿意的成

績
$1,500.00 E1 

20

護苗性教育課程

a. 讓中二級同學對青春期有正確的認識

b. 學習兩性相處技巧

c. 學習尊重他人身體及保護自己免於遭受性侵犯。

德育組 2021年3月 中二 165 學生表現良好 $1,630.00 E1 

21
中五級生命教育課程

1.透過自我認識，去明白及接納個人的情緒與壓力

2.釐清個人目標方向，調節期望與要求

德育組
08/10/2020、29/10/2020、03/12/2020、
11/03/2021 中五 124 學生表現良好 $14,712.00 E1 

22
中六級戀愛婚姻講座

1.讓青少年認識網上交友/社交平台背後的危機

2.思考自己的戀愛婚姻觀念

德育組 22/10/2020 中六 124 學生表現良好 $2,250.00 E1 

23 禮儀大使講座

認識禮儀文化
德育組 18/03/2021 中一至中五 50 學生表現良好 $1,000.00 E1 

24 德育主題活動

正向教育講座
德育組 2020-2021 中一至中六 864 學生表現良好 $4,998.00 E8 

25 中二、三抗逆教室體驗活動

學生認識正向教育
學生成長組 2020-2021 中二至中三 330 學生表現良好 $6,778.00 E1 

26 提升學生自我管理能力活動

學生認識自我管理方法
學生成長組 2020-2021 中一至中六 864 學生表現良好 $9,257.40 E1 

27 講座

透過嘉賓分享，了解藝術家。
藝術教育 2020-2021 中一至中六 864 學生表現良好 $1,500.00 E1 

28 面試講座及模擬面試工作坊

學生掌握書寫履歷表及面試技巧
生涯輔導組 2021年1月 中六 124 學生表現良好 $34,680.00 E1 

29 聯課大使培訓活動

維繫聯課大使感情，並提高他們的團結度和組織活動能力。
聯課活動組 11月及7月試後活動 中二至五 約30人

學生對學校歸屬感

更大
$564.80 E1  

20-21學年

全方位學習津貼  財政報告

風采中學（教育評議會主辦 余風采五堂會贊助）

第1項：舉辦／參加全方位學習活動

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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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要學習經歷
(請於適用方格加上號，可選擇多於一項)

對象
活動簡介及目標

範疇
(請選擇

適用的選項，
或自行填寫)

舉行日期 評估結果 開支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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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要學習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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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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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朋輩天使領袖訓練

訓練學員的輔導技巧性和團體精神
輔導組 2020年12月及2021年3月 中一至五 55

學生對學校歸屬感

更大
$3,641.10 E1  

31 領袖生培訓日營

領袖生培訓
訓導組 17-04-2021 F1-F5 60 學生表現良好 $2,463.60 E1  

32 羽毛球教練

有系統地讓同學學習各技術
羽毛球學會 2020年-2021年 F1-F5 20 學生表現良好 $440.00 E5 

33 學課學會體適能教練

CCAC體能訓練教學
聯課活動組 2020年-2021年 F1-F5 30 學生表現良好 $6,600.00 E5 

34 籃球訓練及出席學界賽事

掌握籃球技術及體驗校外比賽
男子籃球學會 2020年9月底-2021年5月 中一至中五 最多35人

學生對學校歸屬感

更大
$1,076.00 E1 

35
排球校隊練習

1. 訓練排球男、女校隊

2. 提升同學排球技巧

排球學會 2020年9月到2021年6月 F1-6 35 學生表現良好 $1,733.60 E1   

36
康文署外展教練計劃重劍教練

1. 訓練重劍校隊

2. 提升同學重劍技巧

劍擊學會 2020年9月到2021年8月 F1-6 12 學生表現良好 $1,647.10 E5   

37
康文署外展教練計劃

1. 訓練佩劍校隊

2. 提升同學佩劍技巧

劍擊學會 2020年9月到2021年8月 F1-6 12 學生表現良好 $1,575.00 E5   

38 初中體育周會

讓同學接觸不同的體育活動，擴闊學習領域（校內活動為主）
體育科 18/11/2020 中一至中三 491 學生表現良好 $1,050.00 E1   

39 訓練學生的籃球技術及帶領他們出席學界賽事

掌握籃球技術及體驗校外比賽
女子籃球學會 9月至5月 15-20人

獲得令人滿意的成

績
$3,360.00 E1 

40 Beatboxing 訓練

學beat boxing 參加國際無伴奏合唱比賽
音樂無伴奏合唱 2020 年9-12月 中六音樂生 17 獲得令人滿意的成

績
$4,800.00 E1 

41

天文學會活動

1. 提昇同學對天文興趣

2. 認識觀星及與天文有關的現象

3. 學習使用天文望遠鏡

天文學會 10/2020-6/2021 F.1- F.5 30 學生表現良好 $3,062.50 E5 

42 花式跳繩課程

讓學員學會基本花式跳繩技巧
花式跳繩學會 2019年10月至2020年5月 F1-F5 24 學生表現良好 $4,080.00 E1 

43 全港學界跳繩比賽

讓學員提升花式跳繩技巧
花式跳繩學會 2020年7月 F1-F5 15 獲得令人滿意的成

績
$2,800.00 E1 

44 Brass band (加woodwind 及色士風組）

同學學習不同木管及銅管合奏表演及比賽
音樂聯課及校隊 2020年9月至2021年6月 中一至中六生 約50人

獲得令人滿意的成

績
$32,596.00 E1 

45 古箏樂團

同學學習古箏合奏表演及比賽
音樂聯課及校隊 2020年9月至2021年6月 中一至中六生 約10人

獲得令人滿意的成

績
$5,454.80 E1 

46 弦樂班及弦樂團

同學學習小提琴或大提琴表演及比賽
音樂聯課及校隊 2020年9月至2021年6月 中一至中六生 約60人

獲得令人滿意的成

績
$38,801.40 E1 

47 敲撃樂團

學不同敲撃樂器參加比賽
音樂聯課及校隊 2020年9月至2021年6月 中一至中六生 約15人

獲得令人滿意的成

績
$6,300.00 E1 

48 口琴班

學口琴參加表演
音樂聯課及校隊 2020年9月至2021年6月 中一至中六生 約15人

獲得令人滿意的成

績
$8,400.00 E1 

49 游泳課程

讓學員學會基本游泳技巧
游泳學會 2019年10月至2020年6月 中一至五 10 學生表現良好 $480.00 E5 

50 特色球課程

讓學員學會基本特色球技巧
特色球學會 21/10/2020 中一至五 10人-15人 學生表現良好 $240.00 E5 

51 學會活動

導師定期課程，教授演辯技巧
演辯學會 2020年9月至2021年5月 中一至五 20 學生表現良好 $2,381.60 E5  

52 導師薪金

認識、學習舞蹈 ，透過舞蹈訓練自身協調性及舞感
舞蹈學會 2020年10月- 2021年8月 中一至五 15-20人 學生表現良好 $2,932.80 E1 

53 中一至中三級抗「逆」團隊運動體驗

提高他們的團結度和組織活動能力
學生成長組 21/6/2021 中一至三 約500人 學生表現良好 $25,480.60 E1 

54 中四至中五級凝聚活動

提高他們的團結度和組織活動能力
學生成長組 22/6/2021 中四至五 約200人 學生表現良好 $4,212.70 E5 

 （如空間不足，請於上方插入新行。）

$450,013.50第1.1項總開支



實際開支

級別
總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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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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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基要學習經歷
(請於適用方格加上號，可選擇多於一項)

對象
活動簡介及目標

範疇
(請選擇

適用的選項，
或自行填寫)

舉行日期 評估結果 開支用途＊

1.2

1 中一、二跨境生深圳仙湖植物園半日遊

增加學生的學習經歷，學會分工合作和籌備活動。
聯課活動組 2021年 中一至中二 約80人 學生表現良好 $7,410.00 E3 

2 跨境生探訪交流

加強同學交流技巧
聯課活動組 2021年3月至4月 中一至中五 約200人 學生表現良好 $45,000.00 E4 

3 跨境生班際實體活動

增加同學交流機會
聯課活動組 2021年6月至7月 中一至中五 約200人 學生表現良好 $49,500.00 E1 

4 跨境生實體試後活動

增加同學交流機會
聯課活動組 2021年7月 中一至中五 約200人 學生表現良好 $49,500.00 E1 

5 跨境生新中一迎新活動

新中一同學適應校園生活
聯課活動組 2021年7月 中一 約70人 學生表現良好 $32,000.00 E1

 （如空間不足，請於上方插入新行。）

$183,410.00
$633,423.50

第1.2項總開支

境外活動︰舉辦或參加境外活動／境外比賽，擴闊學生視野

第1項總開支



實際開支

級別
總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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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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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基要學習經歷
(請於適用方格加上號，可選擇多於一項)

對象
活動簡介及目標

範疇
(請選擇

適用的選項，
或自行填寫)

舉行日期 評估結果 開支用途＊

第3項：受惠學生人數
項目 範疇 用途

1 考察儀器及物資 地理科 考察 $5,312.65
2 劍擊課面罩 體育科  體育劍擊課 $6,400.00
3 劍擊課保護服 體育科  體育劍擊課 $6,400.00
4 鐵腳鹿 體育科  體育課使用 $5,000.00
5 壘球手套及壘球器材 體育科  體育課及體育周會使用 $4,986.00
6 劍擊裁判器材4套 劍擊學會  訓練及比賽用 $48,000.00
7 更換排球柱 排球學會  練習用 $6,590.00
8 球衣 女子足球學會 比賽及訓練使用 $1,520.00
9 個人繩及大繩 花式跳繩學會 活動時使用適合身高之個人繩/符合比賽標準之大繩 $2,845.00

10 德育主題壁報設計活動用品 德育組 德育課使用 $1,648.00

11 禪繞畫筆及刷筆 德育組
學生及老師進行靜觀修習用

（品德教育日，學生工作坊）
$1,260.69

12 和諧粉彩 德育組
學生及老師進行靜觀修習用

（品德教育日，學生工作坊）
$441.60

13 聖誔特備感恩活動物資 德育組 學生及老師進行聖誕慶祝活動用 $7,024.70
14 德育成長課畢業活動物資 德育組 成長課活動用 $390.00
15 新春賀年活動用品 德育組 學生及老師進行農曆慶祝活動用 $5,080.75
16 手動布簾上落架4套 德育組 解憂空間活動用 $1,920.00
17 解憂空間身心療愈活動物資 德育組 解憂空間活動用 $730.00
18 解憂空間佈置用品及物資 德育組 解憂空間活動用 $8,777.38
19 中國文化活動物資 中文科 推廣中國文化 $4,616.00
20 頻危物種標本展示玻璃櫃 生物科 認識頻危物種知識 $15,300.00
21 頻危物種及生態探究活動招牌及地理科學展示設備 生物科 / 地理科 認識頻危物種及地理知識 $57,050.00
22 頻危物種及生態探究活動枱椅 生物科 / 地理科 認識頻危物種知識 $11,400.00
23 頻危物種及生態探究活動燈飾 生物科 / 地理科 認識頻危物種及地理知識 $1,100.00
24 長笛、單簧管和色士風 銅管室樂團 校際比賽及校內外表演 $30,600.00
25 音樂錄音咪 銅管室樂團 校際比賽及校內外表演 $2,098.00
26 學生比賽表演用弦樂團譜 弦樂團 校際比賽及校內外表演 $2,225.34
27 弦樂器弦樂線及配件 弦樂團 校際比賽及校內外表演 $2,002.40
28 微電影製作課程工具 資訊科技及視聽支援組 微電影製作課程使用 $48,308.00
29 微電影製作課程轉換器 資訊科技及視聽支援組 微電影製作課程使用 $2,880.00
30 校國藝術遊踪物資 視覺藝術科 視覺藝術活動用 $5,197.44
31 創作工具及紀念品 視覺藝術科 視覺藝術活動用 $1,230.00
32 VA校園藝術遊踪用油畫 視覺藝術科 視覺藝術活動用 $3,630.00
33 VA校園藝術遊踪相紙 視覺藝術科 視覺藝術活動用 $580.00
34 Aviation Corner English Aviation Corner工程 $260,880.00

35

手提電腦、錄音筆、木製佈景板、Video Mixer、

小型傢俬及亞加力牌、木百葉、佈景板及牆紙、

LED mood light stips & lights、Audio recorder,

speaker, microphone、補光燈、工作枱、Ladtop Stand

English Radio Drama Workshop $56,800.60

46 Aviation Simulation ipad English Aviation Simulation課堂使用 $11,940.00
47 虛擬實景考察活動/校園藝術遊蹤  ipad 地理科及視覺藝術科 課堂使用 $118,440.00
48 競技日運動毛巾 藝術教育組 競技日使用 $12,420.65
49 競技日活動日布袋 藝術教育組 競技日使用 $11,685.67
50 Portable Speaker 藝術教育組 藝術欣賞活動用途 $7,260.00
51 直立式顯示屏43吋 藝術教育組 藝術欣賞活動用途 $8,800.00
52 露營帳篷 童軍 童軍活動使用 $4,200.00
53 失敗教育週服務計劃攤位遊戲活動物資 輔導組 學生及老師進行正向教育活動用 $3,000.00

 （如空間不足，請於上方插入新行。）

＊： 輸入下表代號；每項開支可填寫多於一個代號。
開支用途代號 

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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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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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2 交通費 E7 設備、儀器、工具、器材、消耗品
E3 境外交流／比賽團費（學生） E8 學習資源（例如學習軟件、教材套）
E4 境外交流／比賽團費（隨團教師） E9 其他（請說明）
E5 專家／導師／教練費用

100%

867
867

受惠學生佔全校學生
人數百分比 (%)：

受惠學生人數︰

全方位學習聯絡人（姓名、職位）：

全校學生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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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際開支 ($)

第1及第2項總開支
第2項總開支

$1,431,394.37
$797,97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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