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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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初中護苗教育課程 待定 中三 90 $900.00 $10.00 讓學生對性建立正面的價值觀 輔導 學生問卷 ✓ 鄧卓明

2 活動交通費 待定 中一至中三 240 $1,500.00 $6.25
建立堅毅正面的學習態度，增強抗

逆能力
輔導 學生問卷 ✓ 鄧卓明

3 職業博覽 待定 中四至中六 250 $10,000.00 $40.00

邀請各行各業富經驗的人士到校分

享，讓學生認識不同職業需要具備

的條件和特質，及早訂立目標

生涯規劃 教師觀察、學生問卷 ✓ 黃煥輝

4 活動交通費 待定 中四至中六 250 $20,000.00 $80.00

到各大專院校及機構參觀及體驗，

了解不同課程的入學要求，同時透

過學習體驗，協助學生了解自己的

興趣

生涯規劃 教師觀察、學生問卷 ✓ 黃煥輝

5 職業體驗模擬遊戲 待定 中五 90 $10,000.00 $111.11
在模擬實景的工作環境中進行體驗

，探索對不同類型工作的興趣
生涯規劃 教師觀察、學生問卷 ✓ ✓ 黃煥輝

6 參觀車費 待定 中一至中六 20 $5,000.00 $250.00
參觀展館及參與環保或義工等相關

的工作坊
價值及公民教育 學生問卷 ✓ 朱敬賢

7 考察活動 待定 中四 90 $2,000.00 $22.22 認識當地生態及認識生物多樣性 生物
問卷調查/工作紙表現/

學生活動表現
✓ 馬志聰

8 考察活動 待定 中五 90 $2,000.00 $22.22 認識當地生態及認識生物多樣性 生物
問卷調查/工作紙表現/

學生活動表現
✓ 馬志聰

9 參觀歷史博物館 待定 中三 90 $2,500.00 $27.78

參觀展館及參與相關的工作坊，透

過互動、手作體驗等形式感受漢字

之美

中國歷史 學生問卷 ✓ ✓ ✓ 司徒康

10 考察中山史蹟徑 待定 中四及中五 180 $2,000.00 $11.11
探討孫中山在香港生活的情況及其

革命活動
中國歷史 學生問卷 ✓ ✓ ✓ 司徒康

11 語文學習及中國文化學習活動 待定 中一至中五 420 $20,000.00 $47.62

藉文化表演欣賞、中國民間遊戲、

考察導賞等活動，加深學生對中華

文化的認識，並培養學生國民身份

認同感

中國語文 學生問卷 ✓ ✓ 苗鎮然

12 參觀車費 待定 中五 90 $600.00 $6.67 認識香港金融體系和貨幣的演變 經濟 學生問卷、老師觀察 ✓ 鄧偉杰

13 服裝製作 待定 中三及中六 170 $16,000.00 $94.12 協助同學完成設計後的作品 時裝設計 老師觀察 ✓ ✓ 盧慧敏

14 時裝表演化妝師費用 待定 中三及中六 170 $2,000.00 $11.76

協助模特兒作最後造型設計，好讓

模特兒能充分展示設計作品內的設

計概念

時裝設計 老師觀察 ✓ ✓ 盧慧敏

15 化妝班 待定 中六 75 $2,000.00 $26.67
為準備踏足社會工作的同學作充分

準備，了解求職時妝容的重要
時裝設計 老師觀察 ✓ ✓ ✓ 盧慧敏

16 校外參觀 待定 中四 90 $4,000.00 $44.44
透過實地考察，深入探討香港各項

議題
公民與社會發展 學生問卷、老師觀察 ✓ 黃煥輝

中華基督教會基協中學

2022/23 學年

全方位學習津貼  運用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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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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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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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簡介及目標

負責科

組／

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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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算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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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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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要學習經歷

(請於適用方格加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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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簡介及目標

負責科

組／

教師

17 本港能源設施考察 待定 中三 90 $6,000.00 $66.67

藉參觀城市大學「低碳能源教育中

心」，鞏固學生對科內地理《能源

爭奪》單元內容的認識

生活與社會 學生問卷 ✓ 孔慶彣

18 參觀 待定 中一至中三 240 $8,000.00 $33.33 認識當地生態及認識生物多樣性 綜合科學
問卷調查/工作紙表現/

學生活動表現
✓ 李家豪

19 音樂劇講座及分享 待定 中一至中三 240 $5,000.00 $20.83

配合學校音樂劇發展，讓學生認識

及欣賞音樂劇，並引起學生對唱

歌、戲劇和舞蹈的興趣。

音樂 觀察及學生問卷 ✓ 鄭希諾

20 無伴奏合唱音樂欣賞 待定 中一至中六 490 $20,000.00 $40.82

邀請專業的無伴奏合唱團到校演出

，讓學生欣賞及學習無伴奏合唱，

並聆聽不同種類和語言的音樂。

音樂 觀察及學生問卷 ✓ 鄭希諾

21 Band隊音樂會欣賞 待定 中一至中六 490 $20,000.00 $40.82
邀請專業的Band隊到校演出，讓

學生欣賞流行樂隊音樂。
音樂 觀察、及學生問卷 ✓ 鄭希諾

22 多元運動體驗 待定 中六 75 $22,000.00 $293.33
培養學生對不同運動項目的興趣，

讓學生加深對校外運動的認識
體育 學生問卷、老師觀察 ✓ 歐浩倫

23 保齡球體驗 待定 中五及中六 160 $11,500.00 $71.88
培養學生對保齡球的興趣，讓學生

加深對校外運動的認識
體育 學生問卷、老師觀察 ✓ 歐浩倫

24 參觀 待定 中四或中五 90 $2,000.00 $22.22
走出校園，參觀不同科學相關的機

構，增長見聞
物理

問卷調查/工作紙表現/

學生活動表現
✓ 李家豪

25 體驗活動及車費 待定 中四及中五 180 $10,000.00 $55.56

往香港浸會大學參加宗教體驗活動

，與此同時同學參觀大學校園，為

高中生涯增添色彩

宗教 學生問卷、老師觀察 ✓ ✓ 盧慧敏

26 參觀酒店 待定 中五 90 $9,000.00 $100.00 認識香港酒店業實況 旅遊 學生問卷、老師觀察 ✓ ✓ 朱敬賢

27 旅行團體驗 待定 中四 90 $9,000.00 $100.00 認識旅行團運作 旅遊 學生問卷、老師觀察 ✓ ✓ 朱敬賢

28 參觀博物館車費 待定 中三 90 $4,000.00 $44.44 開拓學生對藝術欣賞的視野 視覺藝術 學生問卷 ✓ 梁儆心

29 參觀展覽車費 待定 中四至中六 250 $1,000.00 $4.00 提高學生對藝術欣賞的能力 視覺藝術 學生問卷 ✓ 梁儆心

30 藝術家工作坊 待定 中四及中五 180 $4,500.00 $25.00 提高學生對藝術欣賞的能力 視覺藝術 學生問卷 ✓ 梁儆心

31 租借畢業袍費用 5/2023 中六 75 $3,000.00 $40.00
透過參與畢業禮，讓學生學習禮儀

精神
教務 老師觀察 ✓ 盧慧敏

32 中二生命成長營 4/2023 中二 80 $65,000.00 $812.50

營會是透過基督教信仰元素及一些

生命反思活動，讓學生認識耶穌及

靠著耶穌，生命能有更新

生命教育 學生問卷及老師觀察 ✓ 馬志聰

33 領袖訓練營 9/2022 中二至中五 75 $50,000.00 $666.67
藉宿營進行領袖培訓及校內領袖生

之間的團隊建立
學生領袖培訓 導師觀察、學生問卷 ✓ ✓ 孔慶彣

34 領袖培訓中期活動 4/2023 中二至中五 25 $30,000.00 $1,200.00
藉活動鞏固領袖之間的團隊精神，

並就服務崗位作檢討
學生領袖培訓 導師觀察、學生問卷 ✓ ✓ 孔慶彣

35 領袖培訓年終活動 7/2023 中二至中五 75 $25,000.00 $333.33

藉活動鞏固領袖之間的團隊精神，

並就服務崗位作全年檢討及為來年

作規劃

學生領袖培訓 導師觀察、學生問卷 ✓ ✓ 孔慶彣

36 學校旅行及車費 11/2022 中一至中六 490 $60,000.00 $122.45
透過旅行，加強同學對保護大自然

及環保的意識
課外活動 統計學生整體出席率 ✓ 米紹忠

37 協夢社外展活動 9/2022-6/2023 中一至中六 30 $10,000.00 $333.33

藉活動培養學生正向價值觀，並在

互相支持的氣氛下體驗活動，建立

自信及團隊合作精神。

課外活動 學生問卷、老師觀察 ✓ ✓ ✓ 歐浩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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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導師費 9/2022-6/2023 中一至中六 490 $410,450.00 $837.65 為學生提供多元化的聯課活動 課外活動 統計學生整體出席率 ✓ ✓ ✓ 米紹忠

39 香港學校朗誦節報名費 9/2022-7/2023 中一至中六 55 $8,000.00 $145.45 讓學生有機會參與不同的比賽 中國語文 統計參與比賽的次數 ✓ 苗鎮然

40 香港學校朗誦節報名費 9/2022-7/2023 中一至中六 70 $10,000.00 $142.86 讓學生有機會參與不同的比賽 英國語文 統計參與比賽的次數 ✓ 陳子聰

41 公開比賽報名費 9/2022-7/2023 中一至中六 100 $10,000.00 $100.00 讓學生有機會參與不同的比賽
課外活動   (體

育)
統計參與比賽的次數 ✓ 歐浩倫

42 公開比賽報名費 9/2022-7/2023 中一至中六 10 $15,000.00 $1,500.00 讓學生有機會參與不同的比賽
課外活動

(音樂)
統計參與比賽的次數 ✓ 鄭希諾

6,735 $928,950.00

1.2 境外活動︰舉辦或參加境外活動／境外比賽，擴闊學生視野

1
廣州孫中山事蹟及辛亥革命歷程

探索之旅
6/2023 中一及中二 30 $14,000.00 $466.67

讓學生透過參訪有關的歷史古蹟，

認識孫中山的事蹟及辛亥革命歷程
境外交流活動 學生問卷及學員反思 ✓ ✓ 鄭以歷

2 內地公社及升學考察團 4/2023 中四 90 $35,000.00 $388.89

讓學生透過參訪高等院校、企業或

就業人才服務中心，認識內地的高

等教育現況，在區內經濟發展下就

業的機會，並讓學生深入認識和體

會粵港澳大灣區和其他內地城市的

民生和文化，以及社會、經濟、科

學及科技的發展和成就

境外交流活動 學生問卷及學員反思 ✓ ✓ ✓ 鄭以歷

3 蘇杭文學文化之旅 4/2023 中五 20 $55,000.00 $2,750.00

讓學生透過參觀、考察及閱讀文學

作品認識蘇杭文化，感受作者的思

想感情，體會作品的文化內涵

境外交流活動 學生問卷及學員反思 ✓ ✓ 鄭以歷

4 獎勵團* 7/2023 中一至中五 26 $195,000.00 $7,500.00
為鼓勵學生在學業上積極進取及/

或培養學生良好品格及服務精神
境外交流活動 學生問卷及學員反思 ✓ ✓ ✓ 鄭以歷

 （如空間不足，請於上方插入新行。）

166 $299,000.00

6,901 $1,227,950.00

編號 項目 用途 預算開支 ($)

1 水平氣墊導航及氣泵
課外活動及上課

時使用
$10,000.00

2
樂器配件、電子結他及低音結

他、口琴、錄音器具
課外活動時使用 $31,500.00

3 Macbook及音樂軟件 課外活動時使用 $35,000.00

4 音響、配件及道具 課外活動時使用 $3,000.00

5 校隊球衣及裝備
參與學界比賽時

使用
$40,000.00

6 器材 課外活動時使用 $3,000.00

第1項預算總計

第1.2項預算總計

第1.1項預算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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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必須填寫此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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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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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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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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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於適用方格加上✓號，可選擇多於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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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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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舉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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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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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簡介及目標

負責科

組／

教師

7 隊員制服 課外活動時使用 $14,400.00

 （如空間不足，請於上方插入新行。）

$136,900.00

$1,364,850.00 除了部份開支由學生活動支援津貼外，另有$100,000由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支付，故預算總開支為$1,264,850。

職位： 教務主任

佔全校學生人數百分比 (%)： 100%

第2項預算總開支

第1及第2項預算總開支

全方位學習聯絡人姓名：

第3項：預期受惠學生人數（學校必須填寫此部分）

預期受惠學生人數︰ 490

鄭以歷

全校學生人數︰ 490

根據2021-22年的數據，本校所獲得全方位學習津貼的款項包括校本津貼$152,107及班本津貼$42,590 x 18 = $918,727；學生活動支援津貼的款項為 = $149,500，合共

$1,068,2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