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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WL 資助額)
預算開支

級別
預計參與
人數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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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中朗誦技巧訓練班 中文 9月至12月 初中 20 參加人數, 學生問卷 $3,000.00 ✓ ✓

2 初中拔尖寫作班 (一) 中文 上學期 中二 15 參加人數, 學生問卷 $3,000.00 ✓

3 初中拔尖寫作班 (二) 中文 下學期 中一 15 參加人數, 學生問卷 $3,000.00 ✓

4 香港校際朗誦節 中文 上學期 N/A 25 參加人數, 學生問卷 $5,000.00 ✓

5 Joining Speech Festival 英文 1/12/2022  F.1-5 70 參加人數, 學生問卷 $7,000.00 ✓

6 Joining Model United Nations 英文 Jul-22  F.4 6 參加人數, 學生問卷 $2,400.00 ✓

7 Joining writing / public speaking competitions 英文 全學年 F.1-F.5 N/A 參加人數, 學生問卷 $3,000.00 ✓

8 迪士尼物理世界課程 物理 暑期 - 50 參加人數, 學生問卷 $10,000.00 ✓

9 實地考察 地理 25/4/2022 F.5 14 參加人數, 學生問卷 $2,500.00 ✓

10 實地考察 地理 4/7/2022 F.5 14 參加人數, 學生問卷 $2,000.00 ✓

11 中史學科講座 中史 待 定 F.1 170 參加人數, 學生問卷 $4,000.00 ✓

12 高中歷史講座、考察及其交通費 中史 待 定 F.4-F.5 N/A 參加人數, 學生問卷 $8,000.00 ✓

13 野外考察營（Field Camp） 生物 Sep-21 F.5-F.6 72 學生問卷調查、科會檢討 $15,000.00 ✓

14 濕地考察 生物 2/2021-7/2021 F.4-F.5 N/A 學生問卷調查、科會檢討 $5,000.00 ✓

15 T-Park visit 化學 Apr-22 F.4-F.5 40 學生問卷調查、科會檢討 $1,500.00 ✓ ✓

16 初中本地文化考察 中華文化 Nov-21 F.1-F.3 100 問卷 $6,000.00 ✓

17 校內短期文化參與(試後講座或工作坊) 中華文化 Jul-22 F.1-F.5 800 問卷，師生回饋 $2,000.00 ✓

18  職學 - 師友計劃(活動及交通費用) 職學組 全學年4-6次活動 F.4-F.5 20 學生及機構回饋, 組別檢討 $3,000.00 ✓ ✓ ✓

19  職學 - 工作場地/大專院校/升學展參觀 職學組 全學年 6次活動 F.4-F.6 40 學生及機構回饋, 組別檢討 $9,000.00 ✓ ✓ ✓

20  職學 - 工作參觀(迪士尼) 職學組 Jan-22 F.3-F.5 30 學生及機構回饋, 組別檢討 $3,000.00 ✓

21 職學 - 中二義工活動 職學組 2/2021-4/2021 F.2 100 學生及機構回饋, 組別檢討 $3,500.00 ✓ ✓

22  鄉土文化體驗課程 生活教育組 10/2021-7/2022 F.4 N/A 參加人數, 學生問卷 $5,000.00 ✓ ✓ ✓

23  推動學生參與校園外之義工服務 生活教育組 10/2021-7/2022 F.1-F.6 N/A 參加人數, 學生問卷 $7,500.00 ✓

24 閱讀講座 閱讀推廣組 待定 F.1-F.3 N/A 參加人數, 學生問卷 $2,000.00 ✓

25 中一生活紀律訓練營 領袖訓練組 28/9/2021-30/9/2021 F.1 165 學生問卷及老師會議 $102,500.00 ✓

26 Drama Performance ECPU Mar-22 F.1-F.3 N/A 參加人數, 學生問卷 $15,000.00 ✓

27 Intercultural Day ECPU 待定 F.1-F.5 N/A 參加人數, 學生問卷 $25,000.00 ✓

田家炳中學

全方位學習津貼  運用計劃
2021-2022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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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象

監察／
評估方法

基要學習經歷
(請於適用方格加上ü號，可選擇多於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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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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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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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行日期

28  多媒體訓練營 多媒體小組 待定 F.1-F.6 N/A 每組完成3-5分鐘短片 $16,000.00 ✓ ✓

29 各活動小組常費津貼 CCAU 9/2021-7/2022 全校 N/A Participation and Attendance $21,000.00 ✓ ✓ ✓ ✓ ✓

30  學校文化日 CCAU 9/2021-7/2022 F.1-F.4 650 Participation and Attendance $50,000.00 ✓ ✓

31 全方位學習日 CCAU 9/2021-7/2022 F.1-F.5 780 Participation and Attendance $40,000.00 ✓ ✓

32 周年旅行 CCAU 9/2021-7/2022 全校 N/A Participation and Attendance $55,000.00 ✓ ✓

33 校隊比賽運動員註冊費(學界證) CCAU 全學年 全校 N/A Participation and Attendance $4,800.00 ✓

34 學界比賽報名費 CCAU 全學年 全校 300 Participation and Attendance $14,500.00 ✓

35 教練費 男子籃球隊 全學年 全校 40 Participation and Attendance $25,000.00 ✓

36 預訂場地 男子籃球隊 全學年 全校 40 Participation and Attendance $2,000.00 ✓

37 教練費 手球隊 全學年 全校 20 Participation and Attendance $10,000.00 ✓

38 教練費 女子籃球隊 全學年 全校 20 Participation and Attendance $20,000.00 ✓

39 預訂場地 女子籃球隊 全學年 全校 20 Participation and Attendance $2,000.00 ✓

40 教練費 乒乓球隊 全學年 全校 35 Participation and Attendance $25,000.00 ✓

41 預訂場地 乒乓球隊 全學年 全校 35 Participation and Attendance $2,500.00 ✓

42 教練費 (不收學生費用) 田徑 全學年 全校 70 Participation and Attendance $20,000.00 ✓

43 北區體育會會費 田徑 全學年 全校 50 Participation and Attendance $3,000.00 ✓

44 學界比賽旅遊巴交通費 田徑 全學年 全校 70 Participation and Attendance $2,000.00 ✓

45 教練費 (不收學生費用) 越野 全學年 全校 50 Participation and Attendance $10,000.00 ✓

46 學界比賽旅遊巴交通費 越野 全學年 全校 50 Participation and Attendance $8,000.00 ✓

47 教練費 (不收學生費用) 游泳 全學年 全校 50 Participation and Attendance $8,000.00 ✓

48 租用水線費用 游泳 全學年 全校 50 Participation and Attendance $2,000.00 ✓

49 學界比賽旅遊巴交通費 游泳 全學年 全校 50 Participation and Attendance $5,000.00 ✓

50 聘請教練 羽毛球隊 全學年 全校 40 Participation and Attendance $30,000.00 ✓

51 場地費用 羽毛球隊 全學年 全校 40 Participation and Attendance $5,000.00 ✓

52 報名比賽費用 羽毛球隊 全學年 全校 20 Participation and Attendance $1,000.00 ✓

53 教練費用 足球隊 全學年 全校 25 Participation and Attendance $20,000.00 ✓

54 租用場地 足球隊 全學年 全校 25 Participation and Attendance $1,0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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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活動費用 足球隊 全學年 全校 25 Participation and Attendance $1,000.00 ✓

56 比賽報名費用 女子排球隊 全學年 全校 40 Participation and Attendance $2,000.00 ✓

57 租用場地費用 女子排球隊 全學年 全校 40 Participation and Attendance $1,000.00 ✓

58 教練薪酬 女子排球隊 全學年 全校 40 Participation and Attendance $20,000.00 ✓

59 比賽報名費用 男子排球隊 全學年 全校 15 Participation and Attendance $500.00 ✓

60 租用場地費用 男子排球隊 全學年 全校 15 Participation and Attendance $1,000.00 ✓

61 教練薪酬 男子排球隊 全學年 全校 15 Participation and Attendance $15,000.00 ✓

62 比賽報名費用 舞蹈組 全學年 全校 35 Participation and Attendance $2,000.00 ✓

63 教練薪酬 舞蹈組 全學年 全校 35 Participation and Attendance $12,500.00 ✓

64 比賽交通費 舞蹈組 全學年 全校 35 Participation and Attendance $3,000.00 ✓

65 比賽報名費用 彈網隊 全學年 全校 10 Participation and Attendance $3,000.00 ✓

66 教練薪酬 彈網隊 全學年 全校 10 Participation and Attendance $5,000.00 ✓

67 比賽報名費用 花式跳繩隊 全學年 全校 25 Participation and Attendance $2,500.00 ✓

68 比賽交通費 花式跳繩隊 全學年 全校 25 Participation and Attendance $3,000.00 ✓

69 教練薪酬 花式跳繩隊 全學年 全校 25 Participation and Attendance $15,000.00 ✓

70 English drama learning, training and performance English Drama Club 全學年 全校 20 Students are able to put on a

performance. Teachers' evaluation
$25,000.00 ✓

71 導師費 (課堂) 管樂團 全學年 全校 45 Participation and Attendance $108,000.00 ✓

72 比賽/表演 (報名費, 導師費, 交通, 樂譜等雜費) 管樂團 全學年 全校 45 Participation and Attendance $25,000.00 ✓

73 學校樂器清潔及保養 管樂團 全學年 全校 45 Participation and Attendance $20,000.00 ✓

74 導師費 (課堂) 擊鼓樂團 全學年 全校 15 Participation and Attendance $12,000.00 ✓

75  比賽/表演 (報名費, 導師費, 交通費, 樂譜等雜費) 擊鼓樂團 全學年 全校 15 Participation and Attendance $15,000.00 ✓

76 學校樂器清潔及保養 擊鼓樂團 全學年 全校 15 Participation and Attendance $1,000.00 ✓

77 樂譜、報名費及交通費 初級合唱團 全學年 全校 N/A Participation and Attendance $4,000.00 ✓

78 學校樂器清潔及保養 流行樂隊 全學年 全校 N/A Participation and Attendance $1,800.00 ✓

79 學校樂器清潔及保養 爵士鼓班 全學年 全校 N/A Participation and Attendance $1,800.00 ✓

80 學校樂器清潔及保養 手鐘隊 全學年 全校 N/A Participation and Attendance $3,500.00 ✓

81 導師費 電腦學會 全學年 全校 N/A Participation and Attendance $450.00 ✓ ✓

82 導師費 專業奧數精英培訓班 全學年 全校 N/A Participation and Attendance $4,5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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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報名比賽費用 校際朗誦 全學年 全校 N/A Participation and Attendance $3,000.00 ✓

84 講員 團契 全學年 全校 N/A Participation and Attendance $3,500.00 ✓

85 導師費 戲劇學會 全學年 全校 N/A Participation and Attendance $16,000.00 ✓

86 報名及交通 戲劇學會 全學年 全校 N/A Participation and Attendance $2,000.00 ✓

87 參加比賽報名費/車費/雜費等 橋棋學會 全學年 全校 N/A Participation and Attendance $2,000.00 ✓ ✓ ✓

88 桌上遊戲體驗日, 邀請外間機構到校做活動 橋棋學會 全學年 全校 N/A Participation and Attendance $10,000.00 ✓

89 幹事訓練日 橋棋學會 全學年 全校 N/A Participation and Attendance $5,000.00 ✓

90 學會支出（購買備用材料、字帖或活動用途） 書法學會 全學年 全校 25 Participation and Attendance $2,000.00 ✓

91 聘請導師 書法學會 全學年 全校 25 Participation and Attendance $4,000.00 ✓

92 材料費 書法學會 全學年 全校 25 Participation and Attendance $1,250.00 ✓

93 興趣小組 試後活動 全學年 全校 N/A Participation and Attendance $10,000.00 ✓

 （如空間不足，請於上方插入新行。）

$1,028,000.00

1.2

1 中四(一天)考察活動 中華文化 Jul-22 F.4 180 參加人數, 學生問卷 $46,320.00 ✓

2 高中(四天)文化交流 中華文化 Apr-22 F.4-F.6 20 參加人數, 學生問卷 $30,000.00 ✓

3 Study Tour ECPU 待定 N/A 30 參加人數, 學生問卷 $30,000.00 ✓

4 日本羽毛球交流團 羽毛球隊 4/2022-7/2022 N/A 15 分享會 $15,000.00 ✓

5 排球運動交流團 排球隊 暑假 F.1-F.5 40 分享會 $40,000.00 ✓

 （如空間不足，請於上方插入新行。）

$161,320.00

$1,189,320.00

第3項：預期受惠學生人數

第1.1項預算總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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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預算總開支

第1項預算總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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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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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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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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號 項目 範疇 用途

1 室內賽艇機 (目標購買8部,分兩年購買, 每年4部) 體育
體育課的體適能訓練、校隊的體適能訓練及用

作恒毅力訓練用途

2 購買築夢工程桌遊/ 職業卡 生涯規劃
 透過築夢工程桌遊/職業卡，讓老師可以與同學

以活動形式啟發同學了解工作價值及認識自我等

3 多媒體匯演 跨學科（STEM）
完成一小時三十分鐘的匯演，內容包括短片，

舞台劇，及多媒體表演

4 男子籃球隊 體育 購買相關器材

5 手球隊 體育 購買相關器材

6 女子籃球隊 體育 購買相關器材

7 乒乓球隊 體育 購買相關器材

8 田徑 體育 購買相關器材

9 越野 體育 購買相關器材

10 游泳 體育 購買相關器材

11 羽毛球物資 體育
 羽毛球為消耗品，練習時用；壁報板、義工活

動等的開支

12 足球隊 體育 器材費用

13 女子排球隊 體育 器材費用

14 舞蹈組 體育 比賽道具及化妝品

15 花式跳繩隊 體育 器材費用

16 English Drama Club (musical) 藝術（音樂） costumes and props

17 English Drama Club (musical) 藝術（音樂） 禮堂音響費用

18 古箏班 藝術（音樂） 箏線

19 初級結他班 藝術（音樂） 結他線

20 小提琴班 藝術（音樂） 琴線

21 女童軍 藝術（其他） 宣誓典禮用品

22 Bridge and Chess Club 藝術（其他） Board game

 （如空間不足，請於上方插入新行。）

預算開支 ($) 全校學生人數︰ 899

$50,000.00 預期受惠學生人數︰ 899

$3,000.00 預期受惠學生佔全校
學生人數百分比 (%)：

100%
$16,000.00

1,000.00                    

5,000.00                    

5,000.00                    

5,000.00                    

5,000.00                    

8,000.00                    

3,000.00                    

2,000.00                    

15,000.00                 

10,000.00                 

2,000.00                    

800.00                       

(王孝和老師，副校長)

4,000.00                    

300.00                       

300.00                       

300.00                       

700.00                       

10,000.00                 

128,000.00                   

第2項預算總開支 $274,400.00

第1及第2項預算總開支 $1,463,720.00 全方位學習聯絡人（姓名、職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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