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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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子 職業體驗活動 2022年11月 中㇐至中三 200 $20,000.00 $100.00 中文科

1 中文(1/4)全方位語文學習周 下半年 全校 634 $80,000.00 $125.39
以不同表演、活動及比賽，
讓學生體驗中華文化 中文 參與度/老師觀

察
  LA

2 中文(2/4)校際中文朗誦比賽 上半年 各級 30 $5,000.00 $166.67
以朗誦形式訓練學生演說能
力及懂得欣賞傳統詩詞及現
代散文

中文 參與度/老師觀
察

  LA

3 中文(3/4)閱讀計劃 全年 全校 634 $10,000.00 $15.67
學生藉閱讀圖書從而提升鑑
賞能力 中文 參與度/老師觀

察
 LSP/WWM

4 中文(4/4)電子閱讀計劃 全年 中㇐至中三 345 $50,000.00 $144.93
以電子閱讀方式讓學生養成
每天閱讀的習慣 中文 參與度/老師觀

察
 LJM

5
英文(1/1)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2022年11月 各級 15 $3,000.00 $200.00
透過朗誦提升學生英語表達
能力 英文 老師觀察及學

生參與度
 英文科

6
STEM(1/4)校內 STEM 比賽材料
費

9-2022 -- 6-2023 中㇐至中三 345 $10,000.00 $28.99 提升學習動機 跨學科（STEM） 出席率  STEM

7
STEM(2/4)校外 STEM 比賽報名
費及材料費

待定 待定 20 $10,000.00 $500.00 增廣見聞 跨學科（STEM） 出席率  STEM

8 STEM(3/4)STEM小組訓練 待定 中㇐、中二 15 $30,000.00 $2,000.00 提升技能 跨學科（STEM） 出席率  STEM

9 普通話(1/2)全方位語文學習周─
普通話科津貼

下半年 全校 634 $1,000.00 $1.57 學習普通話知識，培養興趣 中文 出席率,老師觀
察

  普通話科

10 普通話(2/2)「普通話朗誦比賽」 上半年 各級 4 $500.00 $125.00 學習朗誦技巧，培養自信 中文 出席率,老師觀
察

  普通話科

11
中國歷史(1/1)參觀博物館或工作
坊

待定 中三、五 125 $2,000.00 $40.00 參觀孫中山紀念館 歷史 老師觀察、問
卷

  李芷琪

12
生物(1/5)資助學生參加科學課程
或比賽

2022年10月至2023年7
月 中㇐至中五 30 $6,000.00 $200.00

鼓勵學生參加校外課程或比
賽，拓闊學生眼界 科學 老師觀察、出

席率
 SWM

13
生活與社會(1/1)參觀活動(與中
史科合辦)

待定 中㇐至中三 50 $5,000.00 $100.00
參觀本地景點或機構，讓學
生了本港歷史文化 跨學科（其他） 問卷調查及工

作紙
  CHM, LTK

14 地理(1/1)地理研習活動 待定 全校各級 30 $2,000.00 $66.67
透過到訪野外景點，研習課
堂上所學習的地理知識 地理 出席率及老師

觀察
 LLM

15 視藝(1/11)參觀展覽 全年 全校各級 160 $6,000.00 $37.50 擴闊學生眼界 藝術（視藝） 出席率,老師觀
察

  視藝科

16 視藝(2/11)藝術全接觸 全年 全校各級 60 $18,000.00 $300.00 學習不多媒介 藝術（視藝） 出席率,老師觀
察

  視藝科

17 視藝(3/11)參加藝術家工作坊 全年 中四至中五 20 $50,000.00 $2,500.00 設計及教育升級 跨學科（其他） 出席率,老師觀
察

  視藝科

18 視藝(4/11)電子學習工作坊 全年 中四至中五 20 $20,000.00 $1,000.00 動畫創作 跨學科（其他） 出席率,老師觀
察

  視藝科

19 視藝(5/11)壁畫工作坊 全年 中二至中五 40 $6,000.00 $150.00 創作壁畫 藝術（視藝） 出席率,老師觀
察

  視藝科

20 體育(1/2) - 校隊訓練
2022年10月至2023年5

月 中㇐至中六 60 $100,000.00 $1,666.67 為學界比賽代表提供訓練。 體育 訓練出席率   體育科

21
訓導(1/2)首席及副首席風紀領袖
訓練日營

2022年11月 中四至中五 10 $4,000.00 $400.00 加強領導及團隊合作能力 領袖訓練 出席率,老師觀
察

  LHW、WWM

東莞工商總會劉百樂中學

全方位學習津貼  運用計劃
2022-2023學年

為提高透明度及根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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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可按需要決定是否填寫此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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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負責科組／

教師

學校必須填寫此部分

編號 活動名稱 擬舉行日期
對象

活動簡介及目標

範疇
(請選擇

適用的選項，
或自行填寫)



22 訓導(2/2)「跑動TEEN賦」活動 2023年2月至7月 中㇐至中五 20 $15,000.00 $750.00 改善學生行為態度 價值觀教育 出席率,老師觀
察

 LHW、YIN

23
輔導(1/7) Love Promotes
Learning 關愛活動
‧已獲民政處資助$40,000

全年 全校 634 $28,900.00 $45.51

‧包括：新生家⾧日迎新活
動、LPL團隊合作活動、班
級經營Foamboard、精神健
康周、中六打氣、校園攝趣
‧目標：建立關愛文化、建立
團隊精神、培養正面價值觀
和態度、提升抗逆力、發展
學生潛能

價值觀教育、
德育、公民及國民
教育

老師觀察  輔導組

24 輔導(2/7)學生領袖訓練計劃 全年 中三至五級 48 $24,000.00 $500.00

‧包括：學⾧訓練營、健康生
活大使訓練
‧目標：建立關愛文化、承擔
責任、發展學生潛能、培養
正面價值觀和態度

領袖訓練 老師觀察、
問卷

 輔導組

25 輔導(3/7) 中㇐適應輔助計劃 全年 中㇐級 122 $21,000.00 $172.13

‧包括：學⾧學弟妹戶外同樂
日、入班活動物資
‧目標：建立關愛文化、建立
團隊精神、培養正面價值觀
和態度、提升抗逆力

價值觀教育、
德育、公民及國民
教育

老師觀察   輔導組

26
輔導(4/7) 各級生命教育或主題
活動

2022年10月至
2023年5月 全校 634 $53,000.00 $83.46

‧包括：中㇐級融合教育劇
場、中二至四級生命教育工
作坊、中五級模擬人生體
驗、中六級和諧粉彩畫減壓
工作坊、中四至五大澳義工
‧目標：培養正面價值觀和態
度、提升抗逆力、承擔責
任、舒減壓力

價值觀教育、
德育、公民及國民
教育

老師觀察   輔導組

27 輔導(5/7)價值觀教育活動 全年 全校 634 $15,000.00 $23.62

‧包括：班主任專題課、外聘
講座、外聘教育劇等
‧目標：培養正面價值觀和態
度、堅毅精神、承擔責任、
提升抗逆力、舒減壓力

價值觀教育、
德育、公民及國民
教育

老師觀察  輔導組

28
輔導(6/7) 停課特別關愛或輔導
活動

全年 全校 634 $5,000.00 $7.87

‧目標：在停課期間，學生未
能回校參與活動，學校都仍
可以可行的形式進行活動，
讓學生在停課期間都能從不
同途徑參與活動。建立關愛
文化、建立團隊精神、培養
正面價值觀和態度、提升抗
逆力。

價值觀教育、
德育、公民及國民
教育

老師觀察  輔導組

29
課外(1/4) - 聯課活動(學會及制
服團隊)

2022年10月至2023年5
月 中㇐至中五 558 $120,000.00 $215.05

透過不同種類的活動，培養

學生在五育方面的發展，啟

發思考，建立正面的態度和

價值觀，以達至全人教育的

目的。

價值觀教育 出席率,老師觀
察

    課外活動組

30
課外(2/4) - 全方位多元學習日
(旅行日)

2022年11月 全校 634 $30,000.00 $47.32

連繫學生在學習領域以外的
其他知識和生活經驗，發掘
學生的多元潛能，擴闊學生
的視野。

價值觀教育 出席率,老師觀
察,問卷

   課外活動組

31 課外(3/4) - 班本及其他活動 全年 全校 634 $8,000.00 $12.62
培養學生正面的價值觀和態
度。 價值觀教育 老師觀察  課外活動組

32 課外(4/4) - 試後及暑期活動 2023年6-7月 中㇐至中五 558 $150,000.00 $268.82
透過不同活動，開拓學生視
野，豐富他們的經驗。

價值觀教育 出席率,老師觀
察,問卷

    課外活動組

33 歷史(1/3)歷史全方位社區考察 2022年11月 中五 9 $5,000.00 $555.56
透過社區考察，提升學生對
香港史的學習興趣

歷史 出席率、老師
觀察

 歷史科

34 歷史(2/3)傑出學生歷史文化課程 2023年7月-8月 中四至中五 4 $2,000.00 $500.00
培養學生對中華及本地歷史
及文化興趣

歷史 出席率、老師
觀察

  歷史科



35
公民科(1/1)和公民科相關的考察
活動

2023年4月-8月 中四至中五 212 $100,000.00 $471.70
資助學生或教師參加和公民
科課程相關的教學交流或考
察活動

德育、公民及國民
教育

出席率、老師
觀察

 公民與社會發展科

 （如空間不足，請於上方插入新行。）

8,616 $995,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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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子 大灣區智慧城市探索之旅 2023年4月10-12日 中四至中五 88 $100,000.00 $1,136.36

1
歷史(3/3)資助學生參與境外交流
團

2023年4月-8月 中四至中五 2 $6,000.00 $3,000.00
鼓勵學生拓闊視野和世界歷
史觀，活出歷史 歷史 出席率、專題

報告
 歷史科

2
體育(2/2)資助學生代表香港參加
境外比賽

2022年10月至2023年5
月 中㇐至中六 2 $6,000.00 $3,000.00

為家境清貧的學生運動員進
行參賽資助 體育 入選及出席證

明
  體育科

 （如空間不足，請於上方插入新行。）

4 $12,000.00

8,620 $1,007,400.00

編號 項目 用途 預算開支 ($)

例子 STEM學習套件 STEM興趣小組活動 $50,000.00

1 STEM(4/4)STEM學習套件、設備、消耗品STEM 課程及小組訓練 $100,000.00

2 生物(2/5)添置實驗儀器 (如：biosafety cabinet, autoclave machine, 科學工作坊 (如：生物科技等$170,000.00

3 生物(3/5)消耗品 (如：培養土、植物營養、乾冰、索帶、膠片等科學工作坊 (如：水耕、生物科技、仿生學等$10,000.00

4 生物(4/5)iPad 約15部及配件 (如：保護套、叉電車等科學工作坊 (如：使用控制水耕機的軟件、控制仿生學機械人的軟件及其他科學學習軟件等$105,000.00

5 生物(5/5)消耗品 (如：動物糧食、濾水器及配件、植物盆及種植用的泥土等)動植物全接觸 $8,000.00

6 視藝(6/11)陶藝材料 陶藝小組活動 $5,000.00

7 視藝(7/11)陶藝拉坏機 陶藝小組活動 $50,000.00

8 視藝(8/11)木藝材料 設計及教育升級活動 $10,000.00

9 視藝(9/11)動畫創作及其他創作軟件電子學習活動 $12,000.00

10 視藝(10/11)手提電腦8部及配件 電子學習活動 $120,000.00

11 視藝(11/11)壁畫材料及展示 壁畫活動 $43,000.00

12 音樂(1/1)敲擊樂器 作樂器訓練及演奏之用 $100,000.00

13 輔導(7/7) 即影即有相機2部（具記憶體，可留影像）關愛活動，活動時能即時發放相片，增加活動氣氛及學生投入度。而且亦能保存活動相片。$2,600.00

 （如空間不足，請於上方插入新行。）

$735,600.00

$1,743,000.00

第1.1項預算總計

第1.2項預算總計
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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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項預算總開支
第1及第2項預算總開支

第3項：預期受惠學生人數（學校必須填寫此部分）

全方位學習聯絡人姓名：
職位：

全校學生人數︰ 634

預期受惠學生人數︰ 634

佔全校學生人數百分比 (%)： 100%

麥希賢

G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