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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璧山(崇蘭)中學 

全方位學習津貼 

二零二二至二零二三年度計劃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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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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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必須填寫此部分 學校可按需要決定是否填寫此部分 
 

編號 
 

活動名稱 
 

擬舉行日期 
對象  

預算開支 
人均預算 
開支 

 
活動簡介及目標 

範疇 
(請選擇 

適用的選項， 
或自行填寫) 

 
監 察 ／ 
評估方法 

基要學習經歷 
(請於適用方格加上號，可選擇多於一項) 

 
負責科組／ 

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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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攝影學會活動 全年 全校同學 30 $15,000.00 $500.00 期望學生通過實踐，運用攝

影理論，並結合其他學科知

職（如：物理科、視覺藝術

科等），以達跨科合作之 
效；另外，實踐後將同儕互

評攝影習作，以建立正向價

值觀及推廣校園贊賞文化。 

藝術（其他） 老師觀察、

問題調查 
     攝影學會嚴御風 

2 劍擊學會活動 全年 中二至中四 12 $35,000.00 $2,916.67 為推廣劍擊運動，拓濶學生

視野並培養學生對劍擊運

動的興趣，讓同學認識劍擊

運動及體驗劍擊比賽。 

體育 老師觀察      劍擊學會文彥恆 

3 真雪溜冰體驗 2-4/11/2022 中五至中六 120 $12,000.00 $100.00 帶領同學體驗真雪溜冰 體育 老師觀察      體育組李兆年 
4 行業探訪活動 全年 中四至中六級 150 $6,000.00 $40.00 探訪活動：行業/院校探訪 生涯規劃 老師觀察、

問卷調查 
     生涯規劃李明慧 

5 生涯規劃週會活動 2023年3月 中五級 77 $3,850.00 $50.00 生涯規劃週會活動 生涯規劃 老師觀察      生涯規劃李明慧 
6 高級領袖訓練 全年 中二至中五級 30 $25,000.00 $833.33 領袖訓練全學年進行的領

袖訓練課程，配以社會關懷

及國民身份認同等元素，為

本校塑造一隊有遠見、具責

任感的學生領袖團隊 

領袖訓練 老師觀察、

問卷調查 
     課外活動組沈祖

德 

7 校隊及制服團隊活動 全年 全校同學 250 $40,000.00 $160.00 為提升同學對學校的歸屬

感，舉辦一系列的校隊及制

服團隊活動，以建立其紀律 

體育 老師觀察    

 

 

 

 課外活動組沈祖

德 

8 舉行社際室內單車接

力賽 
全年 全校同學 400 $10,000.00 $25.00 舉行社際室內單車接力賽，

加强學校歸屬感。 
體育 老師觀察      體育組李兆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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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參加藝術展覽、考察

活動及比賽 
全年 中三及高中視

藝選修同學 
140 $20,000.00 $142.86 參加藝術展覽、考察活動及

比賽，加深同學對視覺藝術

的認識。 

藝術（視藝） 問卷調查 / 
學生活動作

品 

     視覺藝術科岑嘉

儀 

10 舉辦講座、生命教育

電影欣賞活動及專題

活動，以培養同學正

確的價值觀 

全年 全校同學 460 $40,000.00 $86.96 舉辦講座及專題活動，以培

養同學正確的價值觀舉辦

生命教育電影欣賞活動，以

培養同學的正向思維 
 

 
德育、公民及國

民教育 

老師觀察、

問卷調查 
     德育及公民教育

組 
岑嘉儀 

11 義工服務活動 全年 全校同學 250 $15,000.00 $60.00 義工服務活動 : 手製一些

產品，為社會上弱勢社群，

送上關懷和溫暖，宣揚服務

精神。 
 

德育、公民及國

民教育 
老師觀察、

問卷調查 
     德育及公民教育

組 
岑嘉儀 

12 樂施會探訪活動 全年 中二級 70 $8,800.00 $125.71 本活動由導師親身分享深

水埗/元朗社區不同國藉人

士的生活點滴，並讓我們了

解不同國藉人士在港生活

的限制，從而反思世界公民

的角色。 
 

國家安全 老師觀察、

功課 
     生活與社會科司

徒家樹 

13 話劇欣賞活動 全年 全校同學(中
文學會會員優

先) 

 
30 

$12,000.00 $400.00 舉辦話劇欣賞活動及參觀， 
加深同學對中國文學與文

化的認識和興趣。 
 

中文 老師觀察、

問卷調查 
     中文學會陳禮芝 

14 參觀書店、聯校閱讀

分享會 
全年 圖書館領袖生 25  

$3,000.00 
 

$120.00 
舉辦外出活動如參觀書店、

聯校閱讀分享會等，以培養

學生的閱讀興趣。 

閱讀 老師觀察、

問卷調查 
     圖書館陳禮芝 

15 中、英文朗誦 全年 全校同學 57 $8,670.00 $152.11 提高同學兩文三語水平，提

升自信 
藝術（其他） 同學獲獎數

量 
     中文科及英文科

黃佩楠 
16 生物科野外考察營 全年 中五級 14 $5,600.00 $400.00 野外考察營：學習生態學知

識，提升環境保護的公民意

識。 

科學 老師觀察、

問卷調查 
     生物科黃振昌 

17 校園電視台製片活動 全年 全校同學 20 $30,000.00 $1,500.00 為配合校園電視台的發展， 
舉辦一個訓練課程予同學， 
以使他們對製作方面或是

設備方面也有進一步的了

解 

藝術（其他） 老師觀察、

問卷調查 
     校園電視台周宇

銀 

18 科學週 2022/11/1 全校同學 460 $10,000.00 $21.74 科學節：推廣科學普及，活

動包括攤位遊戲及摺紙飛

機比賽 

科學 老師觀察      生物科黃振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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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micro:bit 編程活勳 下學期 中三級 93 $30,000.00 $322.58 智能晾衣架課程:學習使用

micro:bit 編程，接收雨滴感

測器的訊號，控制伺服馬

達，最後整合成智能晾衣架

(感應到雨水時自動收衫) 
 

跨學科（STEM） 老師觀察、

作品 
     工程科學科洪錦

銓 

20  
舉辦雲計算課程 

 
全年 

 
中三級 

 
15 

 
$45,000.00 

 
$3,000.00 

舉辦雲計算課程，以培養同

學使用創新科技的能力，增

強同學將來從事IT相關工

作的適應能力。 

跨學科（STEM） 問卷調查      IT 組 馮敬皓 

21 音樂科 
步操樂團訓練、做新

制服及配飾、校旗 

全年 全校同學 50 $450,000.00 $9,000.00 為學生提供學習管樂及參

與樂團訓練，提供機會讓學

生演出，從而深化其演奏技

巧及擴闊其音樂視野。 

藝術（音樂） 問卷調查      音樂科紀嘉惠 

22 粵劇坊 全年 全校同學 12 $50,000.00 $4,166.67 為學生提供學習粵劇訓練， 
提供機會讓學生演出，從而

加深學生對中華文化的認

識。 

藝術（音樂） 老師觀察、

表演 
     音樂科紀嘉惠 

23 迪士尼全方位學習日 全年 全校同學 430 $120,000.00 $279.07 透過各類工作坊及體驗活

動，培育學生進行深度學

習，不論是科學理論或全球

化價值觀教育上，建構豐富

的學習歷程，啟發學生的全

人發展。 
 

跨學科（其他） 老師觀察、

問卷調查 
     課外活動組 

沈祖德 

24 數學科 /數學學會參

加數學比賽 
全年 全校同學 30 $10,500.00 $350.00 參加校外數學比賽費用，藉

此發展學生的個別潛能，培

養學生對數學的興趣。(如
入圍準決賽、決賽) 

數學 老師觀察、

同學獲獎 
     數學科 /數學學

會 黃詠詩 

25 科技與生活科參觀醬

園 
全年 中一至中三 28 $2,000.00 $71.43 走出課堂/認識本土文化 跨學科（其他） 老師觀察、

問卷調查 
     科技與生活學會 

朱婉清 
26 圖書館、健社科、生命

教育科健康週活動 
全年 全校同學 460  

$10,000.00 
 

$21.74 
A）外出中文大學講座； B）
師生午間分享會C）好書推

介 
 

跨學科（其他） 老師觀察、

問卷調查 
     健社科 /圖書館

陳禮芝、黃詠詩、

余宛霏 

27 輔導組 
舉辦身心靈活動 

全年 全校同學 460 $3,000.00 $6.52 讓學生建立正面的價值觀 學生成長 老師觀察、

問卷調查 
     輔導組梁桂賢 

28 人文學科問答比賽 全年 中三級 100 $1,000.00 $10.00 人文學科問答比賽 跨學科（其他） 比賽結果      梁嘉怡 
29 旅款科- 聯校西九文

化區考察團 
全年 中四/中五級

旅款科學生 
23 $8,050.00 $350.00 讓學生了解文化區的規劃

如何促進旅遊業發展 
跨學科（其他） 老師觀察、

問卷調查 
     旅款科左錦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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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其他學習經歷周： 單
車館同樂日 

2023/3/30 全校同學 40 $10,000.00 $250.00 A) 單車館同樂日： 
體驗在單車館駕駛場地單

車的樂趣。 B) 健身室活動

體驗：可接觸各種大型健身

器材。 C) 登山活動：由專

業導師帶領，享受遠足郊遊

的樂趣。 

跨學科（其他） 問卷調查      李兆年、黃振昌 

31 其他學習經歷周： 
「在香港看世界」 

2023/3/30 全校同學 30 $20,000.00 $666.67 本地外國文化體驗團：A） 
泰國文化（九龍城社區探索

+泰式美食烹飪體驗 ,科技

與生活科；B）非洲文化（非

洲鼓到校體驗）（音樂科）；

C）俄羅斯文化（ 俄羅斯套

娃工作坊+芭蕾舞體驗）（歷

史科）目標：通過本地遊覽，

了解不同的文化歷史 

跨學科（其他） 問卷調查      境外交流組 
紀晴 

32 其他學習經歷周： 香
港史遊踪 

2023/3/30 中三至中五 20 $18,000.00 $900.00 讓學生認識香港歷史 跨學科（其他） 問卷調查      歷史、中史  
沈祖德、陳兆強 

33 其他學習經歷周： 領
袖訓練課程 

2023/3/30 中三及中四級 193 $54,000.00 $279.79 歷奇訓練課程：低結構歷 
奇、團隊合作、信心建立、

解難活動 

領袖訓練 問卷調查      課外活動組 
沈祖德 

34 其他學習經歷周： 行
業體驗活動 

2023/3/30 中四至中五 20 $18,000.00 $900.00 同學到職場體驗實際工作

環境。 
生涯規劃 問卷調查學 

生對活動的

反應及意見 

     李明慧、文彥恆 

35 其他學習經歷周： 
「非遺入校園」 

2023/3/30 中一至中六 30 $18,000.00 $600.00 A）非物質文化遺產歷史發

展講座（校內）；B）文物、

文化保育與活化工作坊（校

外）；C）外訪 

 
中文 

問卷調查學 
生對活動的

反應及意見 

     中國語文科  紀
晴、黄佩楠 

36 其他學習經歷周：步

操樂團 
2023/3/30 步操樂團團員 50 $20,000.00 $400.00 學員透過參與團隊建立遊 

戲、藝術音樂教育活動聚， 
從而建立默契，讓學員學會

專注和團隊精神，有助鞏固

樂團和諧氣氛及建立歸屬

感 

藝術（音樂） 問卷調查學 
生對活動的

反應及意見 

     步操樂團 
紀嘉慧、黃詠詩 

37 其他學習經歷周： 
化學與生活 

2023/3/30 中三至中五 20 $18,000.00 $900.00 學生透過活動，可以認識更

多化學相關的知識，讓學生

明白到化學和日常生活是

息息相關的。參觀鹽田梓，

認識海鹽的由來；參觀鞍山

探索館，認識鐵礦石。 

科學 問卷調查學

生對活動的

反應及意見 

     化學科 
梁桂賢、王序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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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其他學習經歷周：地

理科海岸考察 
2023/3/30 中三至中五 20 $18,000.00 $900.00 了解香港海岸生態面對的

挑戰，探討海洋保育、 海水

污染等問題，從而學習成為

有責任的海岸使用者。另

外， 有機耕作導賞團，讓參

加者可以體驗有機耕種過

程、親手種植及帶走有機植

物，認識有機耕作及廚餘對

環境的影響。 
 

地理 問卷調查學

生對活動的

反應及意見 

     地理科 
梁嘉怡、文彥恆 

39 其他學習經歷周： 陶
瓷藝術之旅 

2023/3/30 中三至中五 30 $25,000.00 $833.33 學生學習陶瓷藝術，培養藝

術氛圍 
藝術（視藝） 問卷調查學

生對活動的

反應及意見 

     視覺藝術科  岑
嘉儀、陳艮珊 

40 其他學習經歷周： 
參觀特色書店及大型

圖書中心 

2023/3/30 全校同學 20 $6,000.00 $300.00 讓學生增加對閱讀興趣 藝術（其他） 問卷調查學

生對活動的

反應及意見 

     圖書館陳禮芝 

41 其他學習經歷周： 大
嶼山探索之旅 

2023/3/30 中四及中五旅

款及經濟科學

生 

31 $13,950.00 $450.00 透過一天的考察, 包括: 昂
坪市集(市集內相關景點入

場卷,可建議),天壇大佛(包
入場卷)及大澳(午膳在寶蓮

禪寺)大嶼山的自然環境考

察，培養學生愛護大自然的

美德;及使同學了解香港文

化和經濟的發展 ; 郵輪體

驗活動,使同學認識郵輪運

作及對旅遊業和香港經濟

的重要性。 目標: 旅款科: 
學生能探討不同課題，包

括：文化元素、旅遊形式、

景點分 類、旅客類型、旅遊

動機及郵輪旅遊。經濟科:
從不同的景點,使學生親身

經歷香港不同生產類別的

例子 , 把經濟的概念具體

化和生活 

跨學科（其他） 問卷調查學

生對活動的

反應及意見 

     旅款科, 經濟科 
左錦輝, 余淑美 

第1.1項預算總計 4,800 $1,268,4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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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2項預算總計 0 $0.00  
第1項預算總計 4,800 $1,268,4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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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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號 項目 用途 預算開支($) 
 

1 
健身學會 
購買快速調教健身椅3張 
、可調節的啞鈴3對、臥推架、槓鈴、

鐵餅、奧林匹克曲桿 

提升訓練質素 $15,000.00 

2 購買划艇機 於小息和放學時間開放給學生自由使用。 $30,000.00 
3 購置無人機 教授學生航拍機原理及操縱方法及利用航拍機拍攝不同

角度的影片。 
$25,137.00 

4 輔導組學生支援組 
購買減壓小玩意、桌遊 

購買減壓小玩意、桌遊 $4,000.00 

5 競技啦啦隊購買新隊員制服 提升團隊歸屬感 $4,000.00 
    

    

第2項預算總開支 $78,137.00 
第1及第2項預算總開支 $1,346,557.00 

 
第 3 項：預期受惠學生人數（學校必須填寫此部分） 

全校學生人數︰ 460 
預期受惠學生人數︰ 460 
佔全校學生人數百分比 (%)： 100% 

 
全方位學習聯絡人姓名： 葉碧欣老師 
職位： 助理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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