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實際開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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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二級專題研習活動 通識科 2020/4 中二 活動因疫情取消。 0.00 E1  

2 Drama Training English Language 2020/11/5 F1-F4

-able to boost students' confidence in speaking English 

-able to arouse students' interest in learning English

-allowed students to perform on the stage and showcased what they have learnt 

from the course

98,750.00 E1   

4
參與校外STEM相關活動，高中學生參與校外ST

EM相關比賽或參觀活動。
生物、物理及化學科 2021/6月 中四至中五

同學獲推薦報讀大專院校的STEM工作坊，出席率為100%，表現理想。從

同學的回饋中，顯示同學在活動上得到啟發。獲推薦同學因受到肯定，表

現積極。
9,680.00 E1 

5 化學相關升學及行業體驗活動 化學科、生涯規劃組 2021/3/26 中三至中五
100％參與的中四及中五學生認同活動能幫助認識化學相關的升學及就業

階梯。活動以網上形式進行，所以支出為零。
0.00 E1  

6 參觀中學生視覺藝術展 視藝科 2021/7/5 中三至中六 活動順利舉行，學生積極參與。 600.00 E1  

7 天主教中九龍總鐸區之堂區聯辦傳教年宵攤位
企財科

、美術科、宗教科、德育
及公民教育小組

2021/2/8 中四至中五 因應疫情, 主辦單位已取消活動。 0.00 E1    

8 中四企財科參觀交通津貼 企財科、生涯規劃組 2021/5/28 中四
因應疫情, 很多和課程相關機構都未開放申請, 如國泰城, 

所以今年未有參觀。
0.00 E1  

9 與CEO對話 企財科、生涯規劃組 2021/7/2 中五
職場探訪活動(與CEO對話)，同學出席率為100%，表現理想，從教師觀察
所得及同學的反思中，顯示同學在活動上得到啟發，對真實的職場環境及

文化，有更深刻的體會。
800.00 E2  

10 中六企財參觀交通津貼 企財科 2021/7/2 中六
因應疫情, 很多和課程相關機構都未開放申請, 如國泰城, 

所以今年未有參觀。
0.00 E1  

11 歷史文化及旅遊考察 中史科、旅遊與款待科 2021/4/29 中四 疫情關係使活動取消。 0.00 E1  

12 迪士尼樂園工作體驗坊 旅待科、生涯規劃組 2020/12/5 中六
活動因疫情延至2021年5月22日舉行。參與學生表現投入，部分學生更表

示這是第一次到訪迪士尼樂園，令他們留下深刻印象。
8,375.00 E1  

13 酒店實務工作坊 旅待科、生涯規劃組 2021/7/18 中五
活動因疫情延至2021年7月3日在IVE黃克兢舉行，學生在IVE講師的指導下

學習鋪床技巧，以及使用PMS的訂房系統，是難得的體驗。
4,400.00 E1  

14 博物館考察 旅待科、中史科 2021/4/23 中四 疫情關係使活動取消。 0.00 E1  

15 地理考察 地理科 2020/12/13 中五至中六 因應疫情, 活動改為由可觀中心到校為同學舉行地理考察工作坊。 0.00 E1 

16 奧數班 數學科 2021/8/20 中一至中四 活動順利舉行，學生積極參與。 15,500.00 E1 

17
組織及訓練樂隊

 －Evangelistic Band 福傳樂隊 及非洲鼓合奏隊
音樂科 2020/2021 中一至中三

因疫情緣故，福傳樂隊以節慶性的流行樂隊取代，並在校慶虛擬開放日中
表演。學生出席率為100%，在練習的過程中，學生表現非常認真。同樣
地，非洲鼓合奏隊因疫情緣故，只組成了一次性的音樂表演活動，並在校
慶虛擬開放日中表演。參與學生有24人，學生學習態度及氣氛良好，表現

出色。
因兩隊都沒有邀請導師，由校內老師自行進行訓練，所以支出為零。

0.00 E1   

18 中五生物科考察－長洲 生物科 2021/4/9 中五
由於疫情關係，生態考察營已改為Zoom模式完成。因此，沒有外出活動

。
0.00 E1 

19 學科活動----參觀展覽 綜合科學科 2021/3/12 中一至中三 疫情關係使活動取消。 0.00 E1   

20 高中考察交通及場地費用 歷史科 2021/2/1 中五 疫情關係使活動取消。 0.00 E1  

21 戲劇工作坊及PSHE分享會 歷史科、中史科 2021/2/1 中一至中二 疫情關係使分享會取消，戲劇訓練方面則只作小規模舉辦。 1,400.00 E1 

22 無人機編程應用及AI課程 STEM 2021/4/3 中二至中三 疫情關係使活動取消。 0.00 E1 

23
參觀科學園(化學電池與電解工作坊/DNA指紋鑑

定工作坊/轉轉音樂燈工作坊)
STEM 2021/7/14 中一至中五

活動於14/7 

進行，參加同學表現積極。本次初中組別活動特以獎勵形式邀共32名於終
期試科學科表現出色的學生參加，藉此正面肯定同學努力。獲邀同學因受

到肯定，表現積極。

11,892.00 E1 

24 外出參觀活動及參加校外比賽 道德及公民教育組 2020/2021 中四至中五 因應疫情及社會發展，未能安排學生參加活動。 0.00 E1   

25 六四劇場欣賞 道德及公民教育組 2021/5/14 中四至中五 因應疫情及社會發展，活動取消。 0.00 E1  

26 校內德育及公民教育活動 道德及公民教育組 2020/2021 中一至中六 因應疫情及社會發展，活動延期或改以其他形式進行，未有收費。 0.00 E1   

27 體藝科技展才華計劃 (無火煮食、魚菜共生) 其他學習經歷組 2020/2021 中二至中三 出席率理想，學生表現優良，主動學習相關知識。 5,380.00 E1   

28 領袖訓練活動（日營及歷奇活動） 其他學習經歷組 2021/3/18 中三至中五 因應疫情及社會發展，活動取消。 0.00 E1   

29 其他習經歷經常性開支(車費) 其他學習經歷組 2020/2021 中一至中六
提供保齡球課程及參觀天際一百活動供學生參加， 

從老師觀察活動能讓擴闊學生視野。
2,770.00 E2  

30 學會活動訓練及表演 其他學習經歷組 2020/2021 中二至中六
因應疫情，活動取消或延期，第三學期才改以網上形式進行。大部份學會

只進行兩至三堂訓練，表現一般。
48,807.50 E1 

31 F1 Adventure Growth Camp 輔導組 2021/7/5-7/7 中一

由於疫情關係，原定於中一歷奇訓練營轉為日營，

並分三日(7月5至7日)為全中一進行，根據學生活動問卷及關注事項問卷

中，93%學生(學生活動問卷)，同學同意是次活動讓他更認識和了解自己

，學會尊重他人及與同學相處，並強化正面思維。 

50,000.00 E1  

32 Senior Form Stress Management Workshop 輔導組 2020/9/12 中五至中六

高中壓力處理活動分為講座和活動兩部份，但由於疫情關係，只能和中六

同學舉行網上講座，壓力處理活動將延期於DSE放榜前舉行。80%中六同

學認為本活動能幫助他們認識如何處理壓力，讓他們知道正面思維的好

處。

7,686.00 E1 

33 Service Scheme 輔導組 2021/3/3 中二至中四 疫情關係使活動取消。 0.00 E1  

全方位學習津貼  運用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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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要學習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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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象（級別）

___2020-2021_____學年

彩虹邨天主教英文中學

第1項：舉辦／參加全方位學習活動

編號 評估結果 開支用途＊



34 Positive Education and Sex Education
輔導組、宗教組、道德及公

民教育組
2021/3/3 中三至中五

正向萬用卡設計已於三月完成並於八月印刷，並於下一學年派發及所有學

生。
4,910.00 E1  

35 中四歷奇營 輔導組 延期 中四 因疫情關係，歷奇營延期到2021年11月，屆時將會視疫情狀況再作決左。 14,400.00 E1  

36 參觀聖母無原罪主教座堂 宗教組 2020/10/9 中一至中五 因疫情關係，未有舉行。 0.00 E1  

37 宗教體驗活動 宗教組 2021/1/15 中一至中六

感恩祭原定於一月假主教座堂舉行，由於疫情關係，經過多次協調後，最
後改為於本校禮堂舉行。是次感恩祭由天主教香港教區夏志誠輔理主教主
禮，校監張明德神父、多位校友神父及聖家堂神父共祭，以及多位執事及
修士襄禮。當天還有超過二十名嘉賓，包括校董及友校校長出席，參與的
還有全體教職員及學生工作人員，學生工作人員在籌備過程及當日表現均
十分投入，而其餘學生主要在家中觀看直播。由於改為在本校舉行，未有

車費開支。

0.00 E1  

38 大專ATEC體驗課程及職場探訪 生涯規劃組 2021/7/6及7/8 中三至中五
3A及3B參加ATEC體驗課程同學表現投入及認真，從抽樣問卷調查顯示，

78.8%同學認為體驗課程有助加深認識自己，從而為自己的出路及人生規
劃作準備。

1,260.00 E2 

39

升學及就業體驗活動（高中面試技巧工作坊、中
三生涯規劃講座、中四職業體驗工作坊、中六升

學講座）
生涯規劃組 2020/2021 中三至中六

中級及中四級生涯規劃工作坊，從教師觀察可見，同學大致投入。中六級
升學講座，有84%學生認為活動內容有幫助。

27,800.00 E1 

40 參觀教育及職業博覽 生涯規劃組 2020/2021 中四 因疫情關係，未有舉行。 0.00 E1 

41 水耕種植課程 生物科及科學科 2021/3月-5月 中二至中三
活動良佳，同學投入相關活動，中三同學能完成實驗，並製作簡報，把成

果分享給其他中三同學。
4,800.00 E1 

42 第十九屋全港中醫藥常識問答比賽 生物科 2020/10月-12月 中四至中五 參與比賽同學100%出席。同學投入比賽，能認識中醫藥的知識。 100.00 E1 

43 English Fun Day 2021 English Language 2021/7/20 Pre-F.1
The English Fun Day was held successfully and it was well-received by 

the Pre-S1 students. 
8,400.00 E1 

44 海上踏浪艇活動 訓育組 2021/7/27 中二至中六

訓育組於7月27日，帶領20學長出席踏浪艇領袖訓練活動。由於防疫的原

故，訓練中不應包括午膳，我們只安排了半日的訓練。在教練安排下學生

學習操控艇隻及使用艇隻進行不同的任務活動，例如前進隊形、海上拯救

、艇排運用等，從以提升他們的自信、團隊精神及抗逆能力。

20,000.00 E1 

45
F1 Summer Bridging course-Physical Fitness 

Traininig
學生事務小組 2021/7/19 中一 同學投入相關活動，體能活動以作適當及深入的介紹。 20,000.00 E5 

46 Active Learner Series - Learning style workshop 教務小組 2020-2021 中二

成功指導中二級學生摘錄筆記技巧提升和學習風格的辨認。透過問卷調查

及觀察，工作坊進行期間，學生投入學習，情況良好，完成工作坊後，各

級學生亦與班主任針對個人學習作出反思及檢討，沈澱在工作坊中學習到

的終身自學技巧，亦需為個人學習定下計劃，以進一步提升提學習成效、

動機、興趣及終身自學的素質；唯以電子形式進行減低了同學間互動、班

主任介入及課程實施的素質。

12,000.00 E5 

47 Time management training workshop 教務小組 2020-2021 中一

成功幫助中一級學生訂立學習目標和學習管理時間。透過問卷調查及觀察

，工作坊進行期間，學生投入學習，情況良好，完成工作坊後，各級學生

亦與班主任針對個人學習作出反思及檢討，沈澱在工作坊中學習到的終身

自學技巧，亦需為個人學習定下計劃，以進一步提升提學習成效、動機、

興趣及終身自學的素質；唯以電子形式進行減低了同學間互動、班主任介

入及課程實施的素質。

24,000.00 E5 

48 聯校天主教價值教育領袖營 宗教組 2021/8/2-8/4 中二至中五
活動包括尋寶遊戲、小組分享、工作坊、泰澤祈禱、彌撒等，讓參與者反

思自己在團體和個人層面與天主的關係。100%參與學生同意活動令人獲

益良多、經驗到更多信仰的喜樂、反思了自己與天主的關係、具啟發性。
470.40 E1  

 （如空間不足，請於上方插入新行。）

                             404,180.90 第1.1項總開支



1.2

1 Overseas STEM Excursion

English

 Language

 & STEM

2021/4/1 Form 2 -Form 4 Cancelled 0.00 E3,E4  

2 一帶一路馬來西亞交流團 中史科、生涯規劃組 3/2021 中四至中五 疫情關係使活動取消。 0.00 E3,E4   

3
台灣輔仁中學境外交流
 －輔中團服務學習活動

其他學習經歷組
 及宗教組

2021/5/1 中四至中五 疫情關係使活動取消。 0.00 E3,E4    

4 ASPARA STEM challenge 2020 智能水耕比賽 生物科 2020/10/28 中二至中五 疫情關係使活動取消。 0.00 E1   

 （如空間不足，請於上方插入新行。）

0.00

                             404,180.90 

 第3項：受惠學生人數 

項目 範疇 用途 實際開支 ($)

1 籃球學會 籃球訓練用品(籃球) 籃球學會活動用品                                -   

2 校園電視台 購買拍攝硬件及軟件

購買攝錄穩定器及閃光

燈，善用器材製作高質

素影片

                    2,382.60 

3 校園電視台 影片剪輯及製作工具
影片剪輯電腦器材及製
作訓練

                  45,470.00 

4A 樂器班 音樂樂器班訓練器材 樂器(琴,定音鼓)                 224,245.00 

4B 樂器班 音樂樂器班訓練器材
樂器(Electronic drum 

set, Xylophone & 

Vibraphone)

                  72,130.00 

4C 樂器班 音樂樂器班訓練器材

樂器(Baritone, 

Euphonium, 

Glockenspiel with X-

stand, flute)

                  19,020.00 

4D 樂器班 樂器導師費                   32,490.00 

5 校隊訓練 體育科課後導師費                     3,000.00 

 （如空間不足，請於上方插入新行。）

$398,737.60

$802,918.50

-$3,327.50

$799,591.00

＊：

開支用途代號 

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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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7 設備、儀器、工具、器材、消耗品

E3 E8 學習資源（例如學習軟件、教材套）

E4 E9 其他（請說明）

E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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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總開支

全方位學習聯絡人（姓名、職位）： 馮道新助理副校長

第1及第2項總開支

第2項總開支

收回2019-20劍擊教練退款

2020-21年全方位學習津貼總開支

100%

681 

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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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2項總開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