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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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鼓動節拍」鼓樂實踐計劃 藝術（音樂） 3/9/2021-26/6/2022 中一級 23

鼓勵學生欣賞鼓樂隊及套鼓的特色，學習

其文化、歷史和獨特演奏技巧。學生亦可

從中培養對音樂的興趣及自信心。經過一

年的訓練，學生進行了多次公開演出，其

中一次更有機會到高山劇場與公眾人士分

享其學習成果。

$34,195.42 E1,E7 

2 甜品及烘焙製作課程 藝術（其他） 8/9/2021-19/1/2022 中四及中五級 19 $26,319.40 E1,E5  

3 日式料理與西餐製作證書課程式料理 藝術（其他） 8/9/2021-19/1/2022 中四及中五級 19 $23,000.00 E1,E5  

4 明愛小廚課程 藝術（其他） 4/10/2021-5/7/2022 中二及中二級 20 讓學生學習烹調技巧，培養興趣。 $12,429.50 E1 

5 配音班課程 藝術（音樂） 7/9/2021-30/11/2021 中三級 15

帶領學生認識配音工作、學習配音及變音

技巧，亦讓學生接觸另類擬物配音，透過

聱演不同角色去表達情感，參與課程的學

生也非常投入，個別更有出色的表現。

$7,800.00 E1 

6 髮型設計與形象設計課程 藝術（其他） 8/9/2021-19/1/2022 中四及中五級 15
讓學生認識基本髮型及學習使用美髮行業

工具。
$82,061.00 E5,E7  

7 團隊歷奇活動 體育

8/9/2021,15/9/2021,29/9/2021

,3/11/2021,10/11/2021,17/11/

2021

中一級 25
讓學生提升與人溝通合作的能力，增強學

生之自信心及抗疫力。
$12,800.00 E1 

8 籃球校隊 體育 13/9/2021-12/7/2022 中四及中五級 14 $32,790.00 E5,E7 

9 田徑校隊 體育 13/9/2021-12/7/2022 中一至中三級 10 $8,400.00 E5 

10 越野跑校隊 體育 4/10/2021-12/7/2022 中二至中五級 18 $14,546.00 E5 

11 足球校隊 體育 18/10/2021-12/7/2022 中一至中三級,中五級 10 $23,240.00 E5 

12 室內划艇 體育 19/10/2021-12/7/2022 中二至中四級 10 $16,532.00 E5,E7 

13 羽毛球 體育 3/12/2021-12/7/2022 中一至中三級 22 $16,780.00 E5 

14 獨木舟校隊 體育 13/11/2021,20/11/2021 中二及中四級 3 $4,014.40 E1 

15 爵士舞 藝術（其他） 4/10/2021-12/7/2022 中一級 11 $6,090.00 E5 

16 籃球班 體育 3/5/2022-12/7/2022 中三級 18 $8,000.00 E5 

17 體適能班 體育 3/5/2022-12/7/2022 中三級 9 $7,000.00 E5 

18 乒乓球班 體育 3/5/2022-12/7/2022 中一至中二級 16 $5,000.00 E5 

19 飛鏢訓練班 藝術（其他） 1/11/2021 - 30/6/2022 中二至中三級 10 $18,700.00 E5,E7 

20 劍球校隊班 藝術（其他） 25/7 /2022– 29/7/2022 中二至中四級 10 $4,200.00 E5 

21 手工藝班 藝術（視藝） 7/9/2021-14/7/2022 中一至中三級 19 $17,772.20 E1,E5 

22 微電影拍攝導師費 藝術（其他） 30/10/2021-27/11/2021 中一至中二級 27 $3,600.00 E5 

23 潛能發展-甜品班 藝術（其他） 2/6/2022,9/6/2022 中一級 30 $35,160.00 E5 

24 潛能發展-廚務班 藝術（其他） 19/5/2022-12/7/2022 中二至中三級 8 $15,000.00 E5 

25 劍撃班 藝術（其他） 14/9/2021-12/7/2022 中一至中二級 16 $24,692.00 E5 

26 中一活動體驗課程-劍球 藝術（其他） 2/6/2022,9/6/2022 中一級 43 $1,560.00 E1,E5 

27 中一活動體驗課程-皮革班 藝術（其他） 2/6/2022,9/6/2022,16/6/2022 中一級 108 $6,000.00 E5 

28 中一活動體驗課程-咖啡班 藝術（其他） 2/6/2022,9/6/2022 中一級 30 $15,050.00 E5 

29 中一活動體驗課程-躲避盤 藝術（其他） 2/6/2022,9/6/2022,16/6/2022 中一級 73 $3,100.00 E5 

30 中一新生歷奇活動 藝術（其他） 27/8/2022 中一級 106 $35,800.00 E5 

31 籃球火(籃球及精神健康培訓) 體育 14/9/2021-12/7/2022 中一至中二級 14 $9,000.00 E1 

32 足球火 體育 3/5/2022-12/7/2022 中一至中二級 12 $10,000.00 E5 

33 中文辯論隊 中文 1/11/2021-31/8/2022 中一及中三級 9

可訓練學生說話信心，提升學生的語文運

用能力，如中文議論文寫作技巧，亦可提

升學生思辯邏輯及組織歸納能力。當中本

校的辯論隊，更在多個賽事中獲得優異成

績。

$10,829.00 E5,E7 

34 中一級校本正向教育課程 價值觀教育 1/9/2021-31/8/2022 中一級 145

學生透過多項活動，學習到正向積極的處

事態度，亦領略到感恩的重要性。除此之

外，藉著老師在整個過程中的陪伴，亦增

進了師生間之感情。

$109,500.00 E1  

35 校園電視台-正向頻道課程 價值觀教育 1/9/2021-30/4/2022 中二及中三級 20
學生透過多項活動，除可學習影片製作、

拍攝技巧外，更在製作具正向教育意義的

短片中，學習到正向積極的價值觀。

$72,500.00 E1

明愛元朗陳震夏中學

第1項：舉辦／參加全方位學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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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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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2022學年

全方位學習津貼  運用報告

評估結果 開支用途＊

學生可在專業導師的指導下，學習各項技

巧及知識，培養出多元的興趣。其中個別

項目的學生，更有機會與一些校際比賽，

與其他學校的同學切磋，部分同學更獲得

優異的成績。

活動簡介及目標

讓學生認識甜品及烘焙製作方法及分享行

業工作等資訊。

範疇

(請選擇

適用的選項，

或自行填寫)

舉行日期



36 「基本急救證書」課程 藝術（其他） 20/11/2021-27/11/2021 中二級 7
透過介紹急救原則，讓學生認識並練習急

救處理方法及在特殊的情況下應用急救處

理方法。

$1,596.00 E1  

37 中一戲劇訓練課程 藝術（其他） 14/6/2022-1/8/2022 中一級 147 $46,500.00 E1 

38 中二戲劇訓練課程 藝術（其他） 4/10/2021-5/7/2022 中二級 12 $7,200.00 E1 

39 中一級演說技巧訓練課程 價值觀教育 10/5/2022-7/6/2022 中一級 145
以活動形式訓練學生的演說技巧，提升其

於群眾中說話的自信及表達能力，藉此培

養學生的正向態度及價值觀。

$49,500.00 E1 

40 韓文班 藝術（其他） 7/9/2021-4/1/2022 中三級 14
讓學生認識韓文基本音節及文法，以及學

習韓文日常對話用語，以陪養興趣。
$8,304.00 E1 

41 少年領袖團 藝術（其他） 11/6/2022-12/6/2022 中一級 4 $39,940.00 E1,E2 

42 童軍領袖訓練活動 德育、公民及國民教育 1/9/2021-31/8/2022 中一級 9 $58.00 E1  

43 中四級五天外展訓練課程 藝術（其他） 3/1/2022-7/1/2022 中四級 79

提升學生面對逆境的能力及團隊協作，並

期望學生藉著各項活動所經歷的體驗，使

他們獲得不同領域的知識及啟發，並且將

所學應用於日常生活及工作上。課程後，

學校更安排每一隊伍分享他們在這五天中

的經歷與感受，而大部分同學均表示這是

一次難得的經驗，過程中獲益良多。

$116,074.40 E1,E2 

44 Micro:bit模型氣墊船比賽 跨學科（STEM） 6/8/2022 中一級 19

透過編程和工程設計為核心，製作具全面

性能的氣墊船，以跨學科知識打造氣墊船

的推進、方向控制和浮升系統以解決多個

生活及比賽情景的難題。

$23,640.00 E1 

45 STEM火箭車比賽 跨學科（STEM） 22/7/2022 中一及中三級 8
透過製作小型火箭車，從中學習不同的數

學理論及科學原理，更考驗同學的手藝，

親自設計跑得最遠的火箭車模型。

$12,013.80 E1 

46 機甲大師2022訓練班 跨學科（STEM） 10/5/2022-12/7/2022 中三級 27
學習編程及以團隊的方式策劃作戰策略，

增強機械車及無人機的攻擊力，務求製作

出強大的機甲車團隊。

$49,500.00 E5 

47 程式編寫課程:APP Inventor2手機程式設計 跨學科（其他） 28/6/2022-27/7/2022 中一至中二級 20

以App Inventor2 為學習工具，讓同學學

習編程的概念，並透過不同的編程任務，

培養同學對編程的興趣及能力。同學在是

次比賽中，獲得多個獎項，成績優異。

$16,000.00 E5 

48 國際青少年創科奧林匹克大賽2022 跨學科（STEM） 17/5/2022 - 3/9/2022 中三級 13

此為全港最大型學界STEAM比賽之一，比賽

項目包括機械人，編程，AR，AI，IoT及無

人機。學生藉著參加是次比賽，培養了他

們對科技學習的興趣，亦有機會發揮其創

意，把他們平日所學的知識應用及展示出

來。

$4,214.90 E1 

49 立划艇一段及二段章訓練課程 德育、公民及國民教育
3/6/2022, 18/6/2022,

19/6/2022
中二至中五級 16

透過參與立划艇訓練，培養同學對水上活

動的興趣，從而發掘同學潛能，培養同學

積極、正面的處事和學習態度，並為日後

學界立划艇賽事，預先取得參賽資格。

$20,859.50 E1,E7 

50 應用學習課程 跨學科（其他） 8/9/2021-10/8/2022 中四級 19
為學生進一步了解自己的性格取向及能力

，為生涯作更好規劃。
$6,500.00 E2 

51 劍球班 藝術（其他） 15/9/2021-28/7/2022 中一至中五級 30 $2,340.00 E1,E2 

52 成長課活動-合球班 藝術（其他） 15/9/2021-5/1/2022 中二級 20 $6,500.00 E1 

53 成長課活動-皮革班 藝術（其他） 15/9/2021-19/1/2022 中二級 20 $17,400.00 E1 

54 成長課甜品班 藝術（其他） 15/9/2021-19/1/2022 中二級 12 $7,331.00 E1,E7 

55 興趣小組-製作甜品 藝術（其他） 3/5/2022-10/7/2022 中一至中三級 5 $610.20 E1 

56 花式劍球班 藝術（其他） 1/9/2021-31/12/2021 中二級 21 $3,700.00 E7 

57 暑期活動:手繪T-Shirt班 藝術（其他） 1/3/2022-30/4/2022 中二及中四級 5 $902.00 E1 

58 戶外活動日(海洋公園) 公民與社會發展 11/8/2022 中四及中五級 119 $15,465.00 E1,E2 

59 戶外活動日(迪士尼樂園) 公民與社會發展 8/8/2022 中二及中三級 191 $37,210.00 E1,E2 

60 戶外活動日(山頂) 公民與社會發展 9/8/2022 中一級 122 $36,849.00 E1,E2 

61 公民科參觀香港藝術館 公民與社會發展 2/8/2022 中四級 78 $4,600.00 E1,E2 

鍛鍊學生的責任感、自信心、應變能力、

毅力及服務精神，使得以發展個人品格及

領導才能。

學生藉著活動學習到新的技能，並學習到

如何與人協作溝通及取得成功經驗，加強

了其自信心。

學生藉著各項活動所經歷的體驗，使他們

獲得不同領域的知識及啟發。

讓學生運用想像力、面部表情及身體語言

，從戲劇世界裏得到啟發，發掘興趣與潛

能。



62 中史及旅遊科大館考察 公民與社會發展 3/8/2022 中五級 76 $4,900.00 E1,E2 

63 綜人科濕地公園考察 公民與社會發展 4/8/2022 中三級 105 $4,800.00 E1,E2 

64 地理科試後活動-西貢萬宜水塘考察 跨學科（其他） 4/8/2022 中五級 13 $1,300.00 E2 

65 地理科試後活動-梧桐寨考察 跨學科（其他） 3/8/2022 中四級 10 $500.00 E2 

66 地理科試後活動-賽馬會氣候變化博物館 跨學科（其他） 2/8/2022 中五級 13 $1,000.00 E2 

67 地理科試後活動-梧桐河考察 跨學科（其他） 1/8/2022 中四級 10 $1,200.00 E2 

 （如空間不足，請於上方插入新行。）

第1.1項總開支 $1,281,96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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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如空間不足，請於上方插入新行。）

第1.2項總開支 $0.00

第1項總開支 $1,281,968.72

項目 範疇 用途 第3項：受惠學生人數

1 運動校隊訓練器材 體育 供運動校隊成員使用

2 童軍戶外活動服 公民與社會發展 讓學生訓練時穿著

3 興趣小組物資 藝術（其他）
在小息及課後時間供學生使

用

4 體育代表隊球衣 體育 供體育代表隊成員使用

5 縫紉機, 針線, 布藝材料 藝術（其他） 供中三級義工小組使用

6 自動體外心臟去顫器 德育、公民及國民教育 供全校師生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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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永禧副校長全方位學習聯絡人（姓名、職位）：

$4,605.16

$3,544.60

$48,120.00

$5,901.00

學生藉著各項活動所經歷的體驗，使他們

獲得不同領域的知識及啟發。

第1及第2項總開支

第2項總開支

$1,352,799.48

$70,830.76

$8,300.00

86%

524

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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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0.00

實際開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