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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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元智能活動

按學生的興趣和能力，參與香港科技大學不同的課程
資優教育

17/7/2021-

14/8/2021
中五 3

學生問卷：超過80%的學生認為

達到有關目標。
$7,196.00 E1 ✓

2
參與嶺南大學博雅暑期學院2021

擴闊學生對大學學習的視野, 拓寬課室外的學習
資優教育 26/6/2021 中四、中五 5

問卷調查：超過80%的學生認為

達到有關目標。
$1,000.00 E1 ✓

3
我與「藝術家」有個約會

接觸藝術家，提升學生對藝術創作的熱情，建立學生正面

的學習態度，在校園繪畫壁畫。

藝術（視藝）
23/3/2021 - 29/6-

2021
中一至中五 21

問卷結果顯示，100%學生非常

同意及同意活動有助建立正面

的學習態度，提升自信心，提

升他們對藝術創作及對學校的

歸屬感。作品已經在校園內展

示。

$48,000.00 E1, E5, E7 ✓ ✓ ✓

4

我與「音樂人」有個約會

透過接觸香港音樂人，提升學生的歌曲創作及對學校的歸

屬感。建立學生正面的學習態度，提升自信。創作一首歌

曲為社會帶來「正能量」。

跨學科（其他）
21/6/2021 -

12/7/2021
中一至中五 38

問卷結果顯示，100%學生非常

同意及同意活動有助建立正面

的學習態度，提升自信心，提

升他們對歌曲創作及對學校的

歸屬感。MV將於下年度進行拍

攝，預計在校慶當天舉行MV首

播。

$48,100.00 E1, E5 ✓ ✓ ✓

5
我與「園景設計師」有個約會

接觸香港園景設計師，製做木的飾品，佈置校園提升對學

校的歸屬感。建立學生正面的學習態度，提升自信。

跨學科（其他）

22/6/2021

29/6/2021 中一至中五 30

問卷結果顯示，100%學生非常

同意及同意活動有助建立正面

的學習態度，提升自信心，提

升他們對學校的歸屬感。作品

下年度在校園內使用。

$35,000.00 E1, E5 ✓ ✓ ✓

6
校內 Rummikub 遊戲日

旨在保持學生學習數學的興趣。
數學

29/6/2021

中五 112

受疫情影響，活動分兩場舉

辦。效果良好，建議下年度繼

續舉辦。

$3,140.00 E1, E5 ✓

7

Formula 1 STEM Summer Course

讓同學學習利用軟件設計並製作Formula One賽車，最終並

進行比賽。

跨學科（STEM）
12/7/2021 -

23/7/2021
中三、中四 22

出席率80%

每組均能成功製作1輛F1賽車 $114,000.00 E5, E7 ✓

8

顯理導賞員計劃

藉學習導賞的過程，讓同學建立主動、認真、互助的態

度。從與觀眾的互動，學習待人接物的良好態度，並提升

自我形象。

德育、公民及國民

教育
10/2020 - 5/2021 中二至中四 30

同學積極參與，表現優秀，全

部同學考核達標，正式成為顯

理導賞員

$7,000.00 E1, E2, E5 ✓

9

校園電台媒體創作訓練課程

透過工作坊，使學生在短時間內集中學習剪接、拍攝和舞

台工作的理論與技術。通過合作，完成創作，培養學生積

極的態度，提升學生的責任感、領導才能與團隊精神。

領袖訓練 4/2021 - 8/2021 中一至中六 50
出席率：80% 滿意/非常滿意課

程：100%
$13,200.00 E5 ✓

2020 - 2021 學年

全方位學習津貼  運用報告

顯理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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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參與香港青年協會領袖學院初階模擬法庭暑期學校

擴闊學生視野, 培養數碼公民
領袖訓練

19/7/2021-

24/7/2021
中一至中三 4

學生問卷：超過80%的學生認為

達到有關目標。
$18,000.00 E1 ✓

11
通識科高低年級周會

配合通識周，增加學生對香港飲食文化的認識。
公民與社會發展

19/1/2021 -

20/1/2021
中一至中六 697 因疫情變成影片形式的周會. $1,600.00 E5 ✓

12
Mental Health First Aid Course

配合關注事項，讓同學更了解有關精神健康的課題。
輔導組

24/10/2020

31/10/2020

1/4/2021

8/4/2021

中四、中六 52
出席學生100% 認同課程有助了

解精神健康問題
$24,800.00 E1 ✓

13

舞蹈組日常訓練

1. 透過舞蹈訓練，培養學生對舞蹈的興趣。

2.認識不同民族的舞蹈特色，擴闊學生視野。

體育 9/2020 - 7/2021 中一至中五 14 出席率：88.23% $10,000.00 E5 ✓

14

男子籃球校隊訓練及比賽

1. 通過體育訓練提高同學的身體質素

2. 透過比賽增強同學面對逆境的能力

3. 擴野同學的視野

體育 9/2020 - 5/2021 中一至中六 53 出席率：32.16% $1,800.00 E5 ✓

15

女子籃球校隊訓練及比賽

1. 通過體育訓練提高同學的身體質素

2. 透過比賽增強同學面對逆境的能力

3. 擴野同學的視野

體育 9/2020 - 5/2021 中一至中六 15 出席率：53.75% $1,400.00 E5 ✓

16

花式跳繩學會

1. 通過花式跳繩訓練提高同學對跳繩的興趣及體能鍛鍊

2. 透過表演及比賽培養同學群體合作精神及自信心

3. 擴野同學的視野

體育 9/2020 - 8/2021 中一至中五 22 出席率：50% $3,600.00 E5 ✓

17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續會費

透過參加校外比賽，提升同學自信心。
藝術（音樂） 9/2020 - 8/2021 中一至中五 10 大部分參賽學生獲得獎項 $250.00 E1 ✓

18
香港學界舞蹈協會20-21年度年費

透過參加校外比賽，提升同學自信心。
體育 9/2020 - 8/2021 中一至中六 因疫情關係，比賽取消 $300.00 E1 ✓

19

理科學會活動

提高同學對理科的認識和興趣

推動同學認識科學、科技、

環保與社會相互關係

科學 9/2020 – 5/2021 中一至中六 25 出席率：91.71% $331.00 E7 ✓ ✓

20
聘請普通話朗誦教練費

訓練學生參加比賽
中文

11/2020 -

12/2020
中一至中六 10 大部分參賽學生獲得獎項 $30,000.00 E5 ✓

21
我們的課室

透過活動提升學生的自律及自理能力，從而建立正面的價

值觀。

價值觀教育 11/2020 - 6/2021 中一至中六 697
問卷調查：40%同學認同此計劃

有意義
$2,500.00 E7 ✓

22
師生心連心

透過活動令師生關係更融洽
輔導組 9/2020 - 8/2021 中一至中六 697

老師同學均認同計劃有助提升

班凝聚力
$9,222.20 E7 ✓

23
聘請教練訓練學生製作閱讀報告影片

訓練學生參加比賽
中文

13/1/2021 –

31/8/2021
中一至中六 10 大部分參賽學生獲得獎項 $12,000.00 E5 ✓

24
合唱團訓練及活動

提高團員對音樂的興趣及認識
藝術（音樂） 9/2020 – 8/2021 中一至中五 50 出席率：75.26% $2,475.00 E5 ✓



25

步操銀樂隊訓練及活動

1.培養同學對音樂的興趣，及訓練同學團結﹑合群和自律

的精神

2.透過學習樂器及步操訓練以達致上述的目標。

3.對音樂有興趣及願意遵守本班規則的同學。

藝術（音樂） 9/2020 – 8/2021 中一至中五 33 出席率：90.06% $70,800.00 E5 ✓

26
駐校戲劇課程

令隊員獲得專業訓練與指導

令隊員獲得劇本演出

藝術（其他） 9/2020 - 5/2021 中一至中六 22 出席率：72% $23,730.00 E1, E5 ✓ ✓

27

羽毛球校隊訓練及比賽

1. 通過體育訓練提高同學的身體質素

2. 透過比賽增強同學面對逆境的能力

3. 擴野同學的視野

體育 9/2020 – 8/2021 中一至中六 38 出席率：90.48% $6,915.00 E5 ✓

28
田徑隊

為學界田徑賽作準備，加強隊員的體能及專項訓練，培養

隊員的團隊精及歸屬感。

體育 9/2020 – 8/2021 中一至中六 50 出席率：56.62% $16,800.00 E5 ✓

29
第七屆聯校基督徒中學生奮興營

幫助學生認識及鞏固基督教信仰，建立正面價值觀
價值觀教育

5/4/2021 –

6/4/2021
中一至中五 10

營會能建立學生正面價值觀，

鞏固基督教信仰
$1,600.00 E1 ✓

30
English 5-Day Camp

透過活動提升學生英語會話能力及自信心
英文

21/6/2021 -

25/6/2021
中一級 120 出席率：100% $45,000.00 E1 ✓

31
綠色大使計劃：「荷鋤之旅」農耕體驗活動

本年度因新冠肺炎疫情停課而取消探訪活動。購置用品及

禮品，以備下學年活動之用。

德育、公民及國民

教育
2/7/2021 中一至中五 31 出席率：100% $4,960.00 E1 ✓

32
愛無界限：義工服務

請團體到校分享關愛訊息

德育、公民及國民

教育

本年度因新冠肺炎疫情停課而

取消探訪活動。購置用品及禮

品，以備下學年活動之用。

$2,879.50 E7 ✓

33
中樂團訓練及活動

提高團員對中樂的興趣及認識
藝術（音樂） 9/2020 – 5/2021 中一至中五 40 出席率：92% $1,875.00 E5 ✓

34

歷史學會

a. 話劇觀賞：〈俠客列傳〉

b.話劇觀賞：〈訣別〉

c.話劇觀賞：〈訣別〉車費

歷史

15/8/2021

9/2/2021

9/2/2021

中二至中六 20 出席率：94.86% $10,376.00 E1, E2 ✓

35

乒乓球校隊訓練及比賽

1. 通過體育訓練提高同學的身體質素

2. 透過比賽增強同學面對逆境的能力

3. 擴野同學的視野

體育 9/2020 – 5/2021 中一至中六 31 出席率 : 61.42% $1,800.00 E5 ✓

36

進念思維領袖計劃 - 第一期費用

透過轉化式學習，為學生培養以下心態/特質：成長心態、

持續努力、合宜方法、互助同行、生命熱誠，以至尋找到

身份力量的價值。

價值觀教育 9/2021 – 8/2022 中四 60
活動將於21-22學年舉辦，故未

有評估結果。
$95,300.00 E1 ✓

37

足球校隊訓練及比賽

1. 通過體育訓練提高同學的身體質素

2. 透過比賽增強同學面對逆境的能力

3. 擴野同學的視野

體育 9/2020 – 5/2021 中一至中六 35 出席率：86.04% $1,300.00 E5 ✓



38
文集2021

將學生作品集合成文集，提高學生自信心及成功感
藝術（其他） 7/2021 中一至中六 50 同學積極投搞 $14,000.00 E1 ✓

39
VR Campus Tour ECA

全方位360度三維立體虛擬實境學校導覽拍攝及剪輯 課程
跨學科（STEM）

17/8/2021 -

18/8/2021

中一至中四

級
20

成功製作校園導賞VR campus

tour
$49,800.00 E1 ✓

40
乒乓球 - 外展教練計劃 -校隊訓練

透過學校體育推廣計劃，訓練乒乓球校隊隊員，提升實力
體育

6/9/2021-

1/11/2021

3/11/2021 -

26/1/2021

中一至中六 31 出席率：61.42% $12,416.00 E5 ✓

41
我與「髮型師」有個約會

接觸香港髮型師，訓練學生剪髮的技能，建立學生正面的

學習態度。參加義剪活動，服務社會。

升學及就業輔導組 9/2021 – 12/2021 中三至中六 10
活動將於21-22學年舉辦，故未

有評估結果。
$12,900.00 E7 ✓ ✓ ✓ ✓

 （如空間不足，請於上方插入新行。）

$767,365.70

1.2

1

拉闊遊世界 - 丹麥

1.配合通識科行動計劃，期望學生走出課室，有體驗式的

學習。

2.配合公開試課程：　增加學生對國外文化的認識。

公民與社會發展 16/6/2021 中四及中五 21

超過80%參加學生喜歡相關活動

及認為參加活動對自己學習有

幫助

$3,800.00 E1 ✓

 （如空間不足，請於上方插入新行。）

$3,800.00

$771,165.70

第3項：受惠學生人數

項目 範疇 用途

1
購買導賞器50部（4部母機，40部子機）

硬箱一個（盛載50部導賞器）E7
歷史 E7

2 Polar GoFit iPad APP Licence 體育 E7

3 領攀器材 體育 E7

4 20cm厚安全地墊及厚墊運輸車 體育 E7

5 自動確保器(TruBlue Auto Belay)及年周年檢查 體育 E7

6 運動攀登裝備 體育 E7

7 購置引體上升架2組連安裝 體育 E7

8 拍子繩6條 體育 E7

9 智能沙箱 地理 E7

10 畢業袍 價值觀教育 E7

11 AKG Lyra Ultra-HD Multimode USB Microphone 藝術（音樂） E7

12 步操銀樂隊樂器配件 藝術（音樂） E7

13 Soprano Saxophone - Brass 藝術（音樂） E7

14 羽毛球 體育 E7

15 綠色大使計劃材料費
德育、公民及國民

教育
E7

16 生活藝術學會購買推行全方位學習所需的材料 跨學科（其他） E7

17 童軍購買推行全方位學習所需的材料 跨學科（其他） E7

18 桌上遊戲—展翅翱翔WINGSPAN 6套 科學 E8

19 大膠箱及車架 科學 E7

100%

697

697

受惠學生佔全校學生

人數百分比 (%)：

受惠學生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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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2項總開支

$5,800.00

$21,520.00

實際開支 ($)

$4,000.00

$14,600.00

$100,000.00

$26,600.00

$11,000.00

$420.00

$49,800.00

$21,900.00

$1,4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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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總開支

第1項總開支

$4,496.00

$20,400.00

$4,640.00

$1,489.90

$1,600.00

$880.00

$3,078.00

$1,903.14



20 觀鳥望遠鏡、腳架連運費 科學 E7

21 白膠箱、保護套、卡保護袋 科學 E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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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家樂副校長全方位學習聯絡人（姓名、職位）：第1及第2項總開支

第2項總開支

$1,102,639.44

$331,473.74

$35,215.00

$651.7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