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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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園小記者培訓課程 聘請導師及優化設備

提供影片剪接技巧培訓，以

學生角度記錄校

園點滴，發揮個人潛能。

資優教育 07/2022 - 08/2022 S.1 - S.2 26 學生認為活動能提供機會給予他們學習新技能。$155,000.00 E5 

2 RoboMaster特訓班

學生可以發揮創意自己為

RoboMaster 創造賽道、編

程基礎、設計比賽，讓學生

享受對戰競技的樂趣。

跨學科（STEM） 18-22/10/2021 S.1 - S.3 8

學生發揮出色，比賽結合STEM及電

競元素，參賽同學須以隊制形式接

受 一系列機械人基礎、操控原理、

編程及人工智能(AI)等訓練。

$4,000.00 E1、E6 

3 立體打印設計培訓課程
本課程教授學生對3D立體設計

的基礎概念及初步應用

培養對立體設計及打印興

趣, 啟發創作思維發揮創

意。

跨學科（STEM） 07/2022 - 08/2022 S.1 - S.2 26 大部分學生對課堂感興趣。 $49,800.00 E6、E7 

4

資訊素養及STEM教育展

示技巧(Pitching Skill)培

訓課程

聘請導師及購買教學材料 跨學科（STEM） 07/2022 - 08/2022 S.1 - S.2 26 活動完成，學生 表現良好。 $128,000.00 E6 

5 編程活動
聘請編程導師，到海洋公園參

加編程活動及購置器材
啟發創作思維發揮創意 跨學科（STEM） 07/2022 - 08/2022 S.1 - S.2 26 學生在活動中表現積極。 $160,000.00 E1、E6 

6 中三正向生活成長營 三日兩夜生活營

透過營會活動培養學生的團

隊合作精神、發掘個人的潛

能、建立正面價值觀和態

度。

價值觀教育 6-8/12/2021 S.3 8
活動內容合適，學生表現積極投

入。

$3,750.00 E1 

7 Beatbox班 聘請導師指導

透過利用自己的聲音去模仿

各種聲音，做出不同節奏效

果。

藝術（音樂） 5-20/8/2022 S.1 - S.5 5 學生認為活動能提供機會給予他們學習新技能。$3,200.00 E5 

8 合唱團

啟發學生的音樂潛能，培養

學生發揮團體合作的精神。

為學生提供參加比 賽及表

演的機會，讓她們獲得成就

感， 增強自信。

藝術（音樂） 09/2021 - 08/2022 32 學生積極參與活動。 $3,600.00 E1 

9 色士風班 聘請色士風導師
加強學生團隊合作及強化合

奏訓練。
藝術（音樂） 5-20/8/2022 S.1 3 學生認為活動能提供機會給予他們學習新技能。$3,200.00 E5 

10 流行結他班 聘請流行結他導師
加強學生團隊合作及強化合

奏訓練。
藝術（音樂） 5-20/8/2022 S.1 -S.3 8 學生認為活動能提供機會給予他們學習新技能。$3,200.00 E5 

11 銅管樂班 聘請銅管樂導師
加強學生團隊合作及強化合

奏訓練。
藝術（音樂） 5-20/8/2022 S.1 - S.2 6 學生認為活動能提供機會給予他們學習新技能。$3,200.00 E1、E5 

12 手製皮革體驗 聘請手製皮革導師

讓本校同學體驗皮革，令學

生知道藝術是如此多元化，

增加學生創作媒介

藝術（視藝） 2022/8/30 S.1 - S.5 9 學生認為活動能提供機會給予他們學習新技能。$4,680.00 E1、E5 

13 油畫學會 聘請油畫導師
提升本校學生對油畫的能力

及興趣。
藝術（視藝） 09/2021 - 08/2022 S.1 - S.5 19 學生認為活動能提供機會給予他們學習新技能。$11,443.15 E1、E5 

14 校園壁畫工作坊 設計校園壁畫
提升本校學生對壁畫的能力

及興趣。
藝術（視藝） 07/2022 - 08/2022 S.1 - S.4 15 學生認為活動能提供機會給予他們學習新技能。$35,135.00 E1、E5 

15 乾花卡製作體驗 聘請乾花卡導師

讓本校同學體驗乾花卡製作

，令學生知道藝術是如此多

元化，增加學生對創作媒介

的認識。

藝術（視藝） 2022/8/23 S.1 - S.5 14
學生認為活動能提供機會給予他們

學習新技能。
$1,800.00 E1、E5 

16 電繪體驗班 聘請電繪導師

讓本校同學體驗電繪製作，

令學生知道藝術是如此多元

化，增加學生對創作媒介的

認識。

藝術（視藝） 9-30/8/2022 S.1 - S.5 21
學生認為活動能提供機會給予他們

學習新技能。
$4,800.00 E5 

17 女子籃球隊 聘請籃球隊教練一名 培訓學生的專項運動水平。 體育 05/2022 - 08/2022 S.1 - S.6 13
負責老師認為訓練能強化學生對籃

球認識及技術。
$9,000.00 E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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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年會書院

全方位學習津貼  運用報告

2021-2022 學年

第1項：舉辦／參加全方位學習活動

編號 活動名稱 活動簡介 舉行日期

對象

活動目標

範疇
(請選擇

適用的選項，

或自行填寫)

評估結果 開支用途＊

基要學習經歷

(請於適用方格加上號，可選擇多於一項)



18 田徑長跑隊
聘請長跑隊教練一名 及更新

跑步精片系統

培訓學生的跑步文化及活用

環校跑作教學用途。
體育 05/2022 - 08/2022 S.1 - S.4 24

能協助能力較弱的學生提升在田徑

上的學習表現。
$240,460.00 E5 

19 男子排球訓練班 聘請排球隊教練一名 培訓學生的專項運動水平。 體育 06/2022 - 08/2022 S.2 - S.5 14
負責老師認為訓練能強化學生對排

球認識及技術。
$6,000.00 E5 

20 室內單車組 聘請室內單車教練一名 培訓學生的專項運動水平。 體育 08/2022 - 08/2022 S.1 - S.4 25
負責老師認為訓練能強化學生對單

車認識及技術。
$4,000.00 E5 

21 射箭小組 聘請射箭教練一名 提升學生對射箭的興趣。 體育 07/2022 - 08/2022 S.1 - S.5 49
負責老師認為訓練能強化學生對射

箭運動認識及技術。
$136,067.63 E5 

22 男子籃球隊 聘請籃球隊教練一名 培訓學生的專項運動水平。 體育 09/2022 - 08/2022 S.1 - S.5 42
負責老師認為訓練能強化學生對籃

球認識及技術。
$27,500.00 E5 

23 跳繩小組 聘請跳繩教練一名 提升學生對跳繩的興趣。 體育 07/2022 - 08/2022 S.1 - S.5 27
學生認為加深了對跳繩的興趣。

$6,000.00 E5 

24
Odyssey of the Mind

Virtual World Finals
比賽物資及報名費

讓參賽學生透過團隊協作，

綜合應用STEAM知識，發揮

創意解決難題。

跨學科（其他） 2/1- 12/4/2022 S.1-4 19
學生透過比賽，發揮團隊精神並運

用STEAM知識解決難題。
$2,434.86 E1 

25 暑期身心靈活動 2次半日體驗營 學習正向思維 價值觀教育 24-26/8/2022 S.1 100
活動後讓學生了解理想和個人特質

與學習的關係 。
$48,000.00 E1、E5 

26 吉澳鴨洲野外考察

由聯校地理學會及香港地貌岩

石保護協會合辦的「吉澳鴨洲

野外考察」活動

令同學對鴨洲的海蝕地貌，

以及吉澳的文化景觀，有更

深刻的體驗和感受。

地理 30/10/2021 S.5 - S.6 6 學生積極參與活動。 $520.00 E2 

 （如空間不足，請於上方插入新行。）

$1,054,790.64

1.2

1

2

3

4

5

 （如空間不足，請於上方插入新行。）

$0.00

$1,054,790.64

第3項：受惠學生人數
項目 範疇 用途

1 室內單車機 體育 室內單車興趣班使用

2 樂器 藝術（視藝） 樂器班及管樂團

3 3D打印機及素描器 跨學科（STEM） 立體打印設計培訓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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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項總開支

第1及第2項總開支 $1,443,62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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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際開支 ($) 全校學生人數︰ 598

受惠學生人數︰ 563

第1.1項總開支

境外活動︰舉辦或參加境外活動／境外比賽，擴闊學生視野

第1.2項總開支

第1項總開支

全方位學習聯絡人（姓名、職位）： 譚智聰、助理校長

$228,000.00

$50,853.95 受惠學生佔全校學生

人數百分比 (%)：
94%

$109,980.00

$388,833.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