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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hs 數學之王 學習技巧訓練 數學之王

To enhance students' learning

motivation in Mathematics and

let students to enjoy the fun of

Maths.

Mar/Apr S1-3 360

Questionnaire feedback from

students and teachers as

observer from other schools

$4,000.00 $0.00 $0.00 $4,000.00 / 林耀階 ✔ LWL

體育科 班際划艇比賽 體育活動 舉辦「班際划艇比賽」
(1)參加者能夠加深認識划艇 (2)

參加者能夠共同參與划艇，分享
當中的樂趣 (3)加強班團氣氛

10月至6月其中
一天放學後

全校學生 400

(1)各班均派隊參賽 (2)各班約
有50%同學出席比賽 (3)負責
老師觀察大部份參加者投入活
動

$500.00 $0.00 $0.00 $500.00 / 何元鼎 ✔ ✔ LWL

體育科
推廣學生使用「健康體
適能中心」

體育活動
推動「健康體適能中心」
的運作，發展本校學生的
體適能

(1)參加者能夠加深認識體適能
(2)參加者能夠共同鍛煉體適能，
分享當中的樂趣

全年 全校學生 800
(1)使用者人數理想 (2)負責老
師觀察參加者投入活動

$3,000.00 $0.00 $0.00 $3,000.00 / 何元鼎 ✔ ✔ LWL

體育科
支援學生出外進行體育
課

體育活動
支援學生出外進行體育課
，包括安排租用校外場地
及交通

(1)參加者能夠提昇個人運動水平
(2)參加者能夠發展潛能，建立正
面價值觀和態度

全年

(1)中一學生（

游泳） (2)中

四至中六學生

（網球）

360

(1)大部份參加者出席率達到
80% (2)負責老師觀察參加者
投入活動

$12,000.00 $0.00 $0.00 $12,000.00 / 何元鼎 ✔ ✔ LWL

D&T 小結他製作 技能訓練

結合STEM教學原素，與
音樂科和視藝科進行全級
中一誇學科合作的活動

透過製作，讓學生發揮及運用設

計工具及音頻技巧，提升學生創

作力。

10-11月 中一 120 學生製作表現及意見回應表 $20,000.00 $0.00 $0.00 $20,000.00 / 廖文偉 ✔ LWL

企業會計與財務
管理

參觀金融機構或企業 參觀/戶外活動
參觀香港金融機構或商業
機構，如港交所，金管局
，迪士尼樂園等等

讓同學了解金融監管機構或企業
的運作方式及應用書本上的知識

試後活動時間
中五級企財班
學生

26 學生參與率及意見回應表 $4,000.00 $0.00 $0.00 $4,000.00 / 馮朗怡 ✔ LWL

地理科 本地考察活動（高中） 參觀/戶外活動
在本地選取與課程相關的
地點進行實地考察

透過實地考察，讓學生更了解香
港地理上的特色

4月 中四至中五級 50
90%參與人數，對課題的認識
增加。

$11,000.00 $50.00 $0.00 $8,500.00 / 彭思齊 ✔ LWL SAS

地理科 本地考察活動（初中） 參觀/戶外活動
在本地選取與課程相關的
地點進行實地考察

透過實地考察，讓學生更了解香
港地理上的特色

12月 中一至中三級 50
90%參與人數，對課題的認識
增加。

$11,000.00 $50.00 $0.00 $8,500.00 / 彭思齊 ✔ LWL SAS

地理科 地理知識提升班 學習技巧訓練 導師到校教授地理知識 讓同學獲得更深入的地理知識 1月 中六地理學生 20
90%中六生參與，對課題的認
識增加。

$6,600.00 $100.00 $0.00 $4,600.00 待定 彭思齊 ✔ LWL SAS

中文科 黃燕萍老師閱讀提升班 語文訓練 5節閱讀課程 提升高中同學閱讀能力 9月至10月
中四至中六同
學

30
學生上課表現、功課及考測成
績、DSE成績

$14,400.00 $180.00 $300.00 $9,000.00
焯華文字
工藝坊

甘子威 ✔ DLG SBG

中文科 黃燕萍老師寫作班 語文訓練 5節寫作課程 提升高中同學寫作能力 9月至10月
中四至中六同
學

30
學生上課表現、功及考測成
績、DSE成績

$14,400.00 $180.00 $300.00 $9,000.00
焯華文字
工藝坊

甘子威 ✔ DLG SBG

中文科 黃燕萍老師綜合提升班 語文訓練 5節綜合課程 提升同學綜合能力的技巧 9月至10月
中五至中六同
學

30
學生上課表現、功課及考測成
績、DSE成績

$14,400.00 $180.00 $300.00 $9,000.00
焯華文字
工藝坊

甘子威 ✔ DLG SBG

中文科 初中中文拔尖班 語文訓練 6節閱讀及寫作課
提升同學欣賞文學及創作文學的
能力

11月-12月
中一至中三中
文尖子同學

30 學生課堂表現、創作成果 $12,000.00 $100.00 $300.00 $9,000.00
香港文學
館

甘子威 ✔ LWL SAS

中文科 高中閱讀及寫作提升班 語文訓練
聘請導師教授閱讀及寫作
策略提升學生有關能力

提升學生閱讀及寫作水平 11月-12月 高中同學 35
科任老師觀測，導師書面報告
，學生成績

$10,000.00 $200.00 $100.00 $3,000.00 方塊文化 甘子威 ✔ LWL SAS

English
English Enhancement

Programme (Phase 1)
語文訓練

Two courses will be

conducted.  One for high-

achievers while the other

one is for less-able

students.  Each course

consists of 10 lessons

which last for about 1 hr

each.

Help Ss get through the HKDSE

with the goals set in each class
Term 1

Senior form

students
20

observation and

questionnaire
$33,000.00 $0.00 $200.00 $33,000.00 待定 林慧嫻 ✔ LWL

English
English Enhancement

Programme (Phase 2)
語文訓練

Two courses will be

conducted. Each lasts for

10 periods.  One for less-

able students while the

other one is for high-

achievers

To help Ss get through the

HKDSE with goals set in each

course

Term 2
senior form

students
20

observation and

questionnaire
$33,000.00 $0.00 $200.00 $33,000.00 待定 林慧嫻 ✔ LWL

English IELTS Course 語文訓練
let Ss study the course to

apply overseas studies

初級目標為 5.5

高級目標為 6.5
Term 1

Ss who want

to sit IELTS
50 observation & questionnaire $120,000.00 $2,000.00 $500.00 $20,000.00 待定 林慧嫻 ✔ ✔ 課程金額待定 DLG SBG

English
Scholarship on IELTS

Examination
語文訓練

let Ss study the course to

apply overseas studies
凡考獲 6.0 者可獲獎學金 Term 1

Ss who want

to sit IELTS
50 observation & questionnaire $50,000.00 $0.00 $0.00 $50,000.00 待定 林慧嫻 ✔ ✔

考獲 6.0 以上
$1000

Other Other

視藝科 繪畫班 文化藝術 教授繪畫技巧 讓有藝術天份的學生發揮天賦 大約1-3月 中四/五 15 出席率 $4,000.00 $0.00 $0.00 $4,000.00 陳依華 ✔ LWL

閱讀推廣組(圖

書館)
閱讀工作坊 閱讀推廣

透過介紹英文著作，鼓勵

同學多閱英文課外書閱讀

推廣

提升學生閱讀興趣
2022年11月至

2023年4月
中一全級 120 回應問卷 + 老師觀察 $6,000.00 $0.00 $0.00 $6,000.00

Edvenue

Ltd
黃美華 ✔

學習技能科 邏輯思維訓練 學習技巧訓練

透過個案分析及討論活動

，訓練同學運用邏輯思

維。

訓練同學運用邏輯思維。 2023年1月中 中一全級 120 回應問卷 + 老師觀察 $12,000.00 $0.00 $0.00 $12,000.00 待定 黃美華 ✔ ✔ LWL

負責老師

基要學習經歷

舉辦／參加全方位學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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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實地考察、藝術賞析、參觀企業、主題學習日）

b. 每位學

生

收費

c. 每位學

生

另加按金

預算校方資助 合辦機構 備註
均等資

助分類

經濟援

助分類

綜合全方位﹑校本課後學習支援計劃﹑學習支援活動及多元學習津貼
津貼運用計劃

22/23 學年

範疇 活動名稱 活動類別 活動簡介 目標 舉行日期 對象 預計人數 監察／評估方法 a. 實際總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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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老師

基要學習經歷

舉辦／參加全方位學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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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實地考察、藝術賞析、參觀企業、主題學習日）

b. 每位學

生

收費

c. 每位學

生

另加按金

預算校方資助 合辦機構 備註
均等資

助分類

經濟援

助分類

綜合全方位﹑校本課後學習支援計劃﹑學習支援活動及多元學習津貼
津貼運用計劃

22/23 學年

範疇 活動名稱 活動類別 活動簡介 目標 舉行日期 對象 預計人數 監察／評估方法 a. 實際總開支

學習支援組 學習技巧加強班 學習技巧訓練

透過活動建構同學的不同
學習技巧，如：記憶技
巧、溫習技巧、速記技巧
等等。

期望加強初中同學各項學習技巧
，以致鞏固初中學習基礎，以致
於面對高中課程時更能得心應手
，提升學習效能。

全年，每級四堂
三十分鐘課節。

中一及中三級 350
學生上課表現，負責老師觀察
參加者投入活動

$30,000.00 $0.00 $0.00 $40,000.00 待定 梁少茵 ✔

將安排在中二及
中三級多元學習
堂內進行（
Term 1A 及 2A

各兩堂)

LWL

訓導組 模範班大賽 自信心訓練 全年持續評估的比賽 培養學生的正向價值觀 全年
中一至中六級
同學

700 每季各班的各項成績報告 $15,000.00 $0.00 $0.00 $15,000.00 吳卓熹 ✔ ✔ ✔ LWL

DIY 學會 氣球班 文化藝術
運用氣球，造出不同形狀
的公仔和裝飾品

發掘學生於學術以外的能力和興
趣，增加他們的自信和成功感

全年 中一至中五 20
學生出席活動，於畢業禮時展
示製成品

$10,000.00 $400.00 $100.00 $2,000.00 待定 蔡巧真 ✔ LWL SAS

1.2

Maths Maths Olympiad Team 學習技巧訓練
Math Olympiad Team

training

To provide opportunities for elite

students to get enough training

to enroll in public Maths

competitions, broaden their

horizon and enhance Maths

Learning motivation.

Sep - Mar

S1-3 elite

students in

Mathematics

30
Students' attendance &

questionnaire
$50,000.00 $300.00 $300.00 $41,000.00 林耀階 ✔ LWL SAS

視藝科 星期六藝術班 文化藝術

學習西洋書法基本技巧，
以不同書法及繪畫技巧，
製作成不一樣的藝術作
品。

1 讓學識掌握書法技巧  2 接觸多
元化的藝術媒介 3 培養耐性和提
升藝術修為

逢星期六 中一 22 導師評估 $27,000.00 $400.00 $200.00 $18,200.00 Artish 袁靜宜 ✔ LWL SAS

領袖訓練組 領袖訓練 領袖訓練

加強本校學生會、學生議
會、六社及學會幹事的領
袖角色、統籌活動能力及
群體合作精神

a. 發展學生會、學生議會、六社
及學會幹事的領袖才能，培養他
們在群體中策劃、管理、決策、
溝通及工作責任感
b. 提昇參與學生的溝通技巧及團
隊合作精神，建立一個互相支持
的網絡
c. 培養學生在組織策劃、管理決
策、小組帶領等方面的領袖能力

10月至12月 學校領袖 35 評估學生的即時及持續表現 $15,000.00 $50.00 $50.00 $13,250.00 羅思華 ✔ LWL SAS

德育及公民教育
組

義工達人 義工服務

透過團隊遊戲及義工服務
，讓學生突破自我，建立
自己，並學習去服務他人
，為社會上有需要人士送
暖和慰問。

1. 建立學生  2 學習及推動義工
服務  3 服侍社會上有需要人士

平日 中一至中五 20 老師評估 $22,000.00 $100.00 $0.00 $20,000.00 ---- 彭思齊 ✔ LWL SAS

外語學會 外語班A 語文訓練
通過聘請導師來舉辦外語

班課程

認識外語文化，建立並提升外語

能力

十月至五月 (日
期待定)

有興趣之F.1-

5 學生
15

出席率達8成，大部分學生投
入參與

$14,190.00 $700.00 $0.00 $3,690.00 李雅頌 ✔ LWL SBG

外語學會 外語班B 語文訓練
通過聘請導師來舉辦外語

班課程

認識外語文化，建立並提升外語

能力

十月至五月 (日
期待定)

有興趣之F.1-

5 學生
15

出席率達8成，大部分學生投
入參與

$14,190.00 $700.00 $0.00 $3,690.00 李雅頌 ✔

21/22預算總開
支是根據20/21

的開支評估得出
，並非21/22開
支的確實數字

LWL SBG

辯論隊 辯論隊練習及比賽 語文訓練
培訓學生的思辯和演說能
力，並參加公開比賽

透過參加練習及比賽，培訓學生
的思辯能力和演說能力。另外，
透過參加公開比賽，拓闊學生的
眼界。

全年 辯論隊隊員 30
隊員的出席率、隊員練習的表
現、公開比賽成績

$22,000.00 $30.00 $30.00 $21,100.00 外聘教練 羅思華 ✔

屬拔尖活動，可
透過多元學習津
貼撥款。

LWL SAS

訓導組 領袖生訓練營 領袖訓練 日營或宿營 培訓同學的領袖及團隊精神
復活節假或試後
活動

中一至中五同
學

40 目測同學的參與率 $5,000.00 $20.00 $0.00 $4,200.00 李峪 ✔ ✔ LWL SBG

籃球隊 籃球訓練營 體育活動 舉辦「籃球訓練營」
參加者能夠提高團隊精神，服從
態度及對球隊的歸屬感

11月至8月（日
期待定）

籃球隊隊員 30

(1)80%隊員參加籃球訓練營
(2)負責老師觀察大部份參加
者投入活動

$1,500.00 $0.00 $0.00 $1,500.00 何元鼎 ✔ ✔ LWL

男子籃球隊 男子籃球隊綀習 體育活動
發展「男子籃球隊」工作
，聘用教練及支援綀習

(1)參加者能夠提昇個人運動水平
(2)參加者能夠發展潛能，建立正
面價值觀和態度 (3)參加者能夠
提高團隊精神

全年
男子籃球隊隊
員

35

(1)大部份參加者出席率達到
80% (2)負責老師觀察參加者
投入活動 (3)參加者參與比賽
，能夠取得預期的成績

$175,000.00 $1,200.00 $0.00 $133,000.00 外聘教練 何元鼎 ✔ ✔

分5期收費（中
六2期），每期
240

LWL SAS

田徑隊 田徑隊綀習 體育活動
發展「田徑隊」工作，聘
用教練及支援綀習

(1)參加者能夠提昇個人運動水平
(2)參加者能夠發展潛能，建立正
面價值觀和態度 (3)參加者能夠
提高團隊精神

全年 田徑隊隊員 30

(1)大部份參加者出席率達到
80% (2)負責老師觀察參加者
投入活動 (3)參加者參與比賽
，能夠取得預期的成績

$20,000.00 $400.00 $0.00 $8,000.00 外聘教練 何元鼎 ✔ ✔ LWL SBG

女子籃球隊 女子籃球隊綀習 體育活動
發展「女子籃球隊」工作
，聘用教練及支援綀習

(1)參加者能夠提昇個人運動水平
(2)參加者能夠發展潛能，建立正
面價值觀和態度 (3)參加者能夠
提高團隊精神

全年
女子籃球隊隊
員

12

(1)大部份參加者出席率達到
80% (2)負責老師觀察參加者
投入活動 (3)參加者參與比賽
，能夠取得預期的成績

$17,000.00 $400.00 $0.00 $12,200.00 康文署 張美瑤 ✔ ✔ LWL SBG

乒乓球隊 乒乓球隊綀習 體育活動
發展「乒乓球隊」工作，
聘用教練及支援綀習

(1)參加者能夠提昇個人運動水平
(2)參加者能夠發展潛能，建立正
面價值觀和態度 (3)參加者能夠
提高團隊精神

全年 乒乓球隊隊員 22

(1)大部份參加者出席率達到
80% (2)負責老師觀察參加者
投入活動 (3)參加者參與比賽
，能夠取得預期的成績

$15,000.00 $200.00 $0.00 $10,600.00 康文署 張美瑤 ✔ ✔ LWL SB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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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多元智能活動、體藝文化活動、領袖訓練、服務學習、學會活動、校隊訓練、制服團隊活動、軍事體驗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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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項
1.1

負責老師

基要學習經歷

舉辦／參加全方位學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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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實地考察、藝術賞析、參觀企業、主題學習日）

b. 每位學

生

收費

c. 每位學

生

另加按金

預算校方資助 合辦機構 備註
均等資

助分類

經濟援

助分類

綜合全方位﹑校本課後學習支援計劃﹑學習支援活動及多元學習津貼
津貼運用計劃

22/23 學年

範疇 活動名稱 活動類別 活動簡介 目標 舉行日期 對象 預計人數 監察／評估方法 a. 實際總開支

舞蹈隊 舞蹈隊綀習 體育活動
發展「舞蹈隊」工作，聘
用教練及支援綀習

(1)參加者能夠提昇個人運動水平
(2)參加者能夠發展潛能，建立正
面價值觀和態度 (3)參加者能夠
提高團隊精神

全年 舞蹈隊隊員 12

(1)大部份參加者出席率達到
80% (2)負責老師觀察參加者
投入活動 (3)參加者參與比賽
，能夠取得預期的成績

$11,000.00 $200.00 $0.00 $8,600.00 外聘教練 張美瑤 ✔ ✔ LWL SBG

羽毛球隊 羽毛球隊綀習 體育活動
發展「羽毛球隊」工作，
聘用教練及支援綀習

(1)參加者能夠提昇個人運動水平
(2)參加者能夠發展潛能，建立正
面價值觀和態度 (3)參加者能夠
提高團隊精神

全年 羽毛球隊隊員 12

(1)大部份參加者出席率達到
80% (2)負責老師觀察參加者
投入活動 (3)參加者參與比賽
，能夠取得預期的成績

$14,000.00 $200.00 $0.00 $11,600.00 康文署 張美瑤 ✔ ✔ LWL SBG

排球隊 排球隊綀習 體育活動
發展「排球隊」工作，支
援綀習

(1)參加者能夠提昇個人運動水平
(2)參加者能夠發展潛能，建立正
面價值觀和態度 (3)參加者能夠
提高團隊精神

全年 排球隊隊員 25

(1)大部份參加者出席率達到
80% (2)負責老師觀察參加者
投入活動 (3)參加者參與比賽
，能夠取得預期的成績

$12,000.00 $0.00 $0.00 $12,000.00 廖國浩 ✔ ✔ LWL

體育科 體適能鍛鍊班 體育活動
舉辦「體適能鍛鍊班」，
聘用教練

(1)參加者能夠加深認識體適能
(2)參加者能夠提昇個人體適能的
水平 (3)參加者能夠共同鍛煉體
適能，分享當中的樂趣

11月至8月（日
期待定）

運動校隊隊員
，健康體適能
中心工作人員

30

(1)大部份參加者出席率達到
80%  (2)負責老師觀察參加者
投入活動 (3)參加者能夠能夠
在自己參舆範疇，運用所學

$8,000.00 $0.00 $0.00 $8,000.00 外聘教練 何元鼎 ✔ ✔ LWL

音樂科 合唱團 文化藝術 合唱訓練 發展具質素的合唱團 逢星期二 中一至中五 40 參加的人數、由老師評估 $14,000.00 $200.00 $100.00 $6,000.00 凱倫藝室 黎詠儀 ✔ LWL SAS

音樂科 崇真樂團 文化藝術 培養學生合奏的能力 在畢業典禮獻奏及參加校際比賽 逢星期三
中一至中五同
學

30 參加的人數、由老師評估 $12,000.00 $200.00 $100.00 $6,000.00
悅藝音樂
教育

黎詠儀 ✔ LWL SAS

音樂科 週六樂器班 文化藝術 培養學生學習樂器的興趣 在學期尾能合奏一曲 星期六 主要中一, 120 參加的人數、由老師評估 $180,000.00 $1,000.00 $300.00 $60,000.00
悅藝音樂
教育

黎詠儀 ✔ LWL SAS

音樂科 週六樂器班 文化藝術 培養學生學習樂器的興趣 在學期尾能合奏一曲 星期六
亦歡迎中二至

中五同學
30 參加的人數、由老師評估 $30,000.00 $610.00 $300.00 $11,700.00

悅藝音樂
教育

黎詠儀 ✔ LWL SAS

音樂科 暑假樂器班 文化藝術 培養學生學習樂器的興趣
在中一迎新週中獻奏一曲給中一
同學

暑假
升中二至中五
的同學

30 老師評估, 能否成功合奏 $6,000.00 $100.00 $100.00 $3,000.00
悅藝音樂
教育

黎詠儀 ✔ LWL SAS

音樂科 高中音樂聯校課程 文化藝術 參與聯校文憑試課程 對進階音樂有深入認識 全年 中四至中六 1 老師評估、獲得四級 $8,000.00 $0.00 $2,000.00 $8,000.00 聯校課程 黎詠儀 ✔ DLG

音樂科 樂器班 學習技巧訓練 樂器班需要延續，因學生因疫情未能鞏固所學
希望學生能鞏固所學的樂器，繼
續參加樂團

全學年 中二至中五 20 學生學習進度及表演程度 $19,000.00 $610.00 $300.00 $6,800.00 悅藝音樂教育黎詠儀 ✔ LWL SAS

學生輔導組 朋輩輔導計劃 領袖訓練
以互動活動增強認識，帶
動團隊建立

團隊建立 待定
朋輩輔導員及
中一同學

48 問卷調查、檢討會 $15,000.00 $100.00 $20.00 $10,200.00 黃慧儀 ✔ ✔ LWL SAS

學生輔導組 正向心理教育活動 自信心訓練 建立一正面思想
讓學生透過講座、工作坊、小組
等活動以正向的角度重新拼發出
生命的力量。

全年 全校 700
-	老師/導師觀察
-	問卷調查

$6,000.00 $0.00 $0.00 $6,000.00 黃慧儀 ✔ 情緒教育 LWL

學生輔導組 「我們的網絡」小組
社交、溝通技巧
訓練

網絡小組或講座

讓學生透過講座、工作坊、小組
等活動檢視自己上網的情況，尋
找個人的目標及重視的價值，從
而改善上網的壞習慣，並學習如
何自控上網。

全年
初中(針對有
需要的同學)

20
-	老師/導師觀察
-	問卷調查

$10,000.00 $0.00 $0.00 $10,000.00

青協、學
校社工、
家福會
(待定)

黃慧儀 ✔ ✔ LWL

學生輔導組 青少年戀愛多面睇
社交、溝通技巧
訓練

有關戀愛、異性相處等性
教育內容

讓學生透過講座、工作坊或小組
等活動讓同學建立正確的戀愛及
性價值觀。

全年
全校(針對有
需要的同學)

700
-	老師/導師觀察
-	問卷調查

$5,000.00 $0.00 $0.00 $5,000.00 待定 黃慧儀 ✔ ✔ LWL

學生輔導組 中二情緒教育工作坊
社交、溝通技巧
訓練

多元學習堂情緒教育工作
坊

讓學生透過工作坊或小組等活動
讓同學認識自己的情緒，建立正
面的處理方法。

全年 中二 120

1.	學生反應良好

2.	學生表示內 容適切他們的需要

3.	班主任觀察及反映

4.	學生反應

$2,000.00 $0.00 $0.00 $2,000.00 黃慧儀 ✔ ✔ LWL

學生輔導組 中六加油活動
社交、溝通技巧
訓練

建立一正面思想
透過送給中六同學的心意，鼓勵
他們，使他們感受到老師及同學
的關愛及支持

1或3月 中六 120
- 學生反應

- 老師/導師觀察
$2,000.00 $0.00 $0.00 $2,000.00 NIL 黃慧儀 ✔ LWL

升學組 IVE及自資院校參觀 參觀/戶外活動
參觀IVE開放日及其他自
資院校

學生認識升讀IVE及其他自資院
校的途徑

待定 中六學生 120 出席率、學生在活動中的表現 $4,800.00 $0.00 $0.00 $4,800.00 VTC 李景恆 ✔ DLG

升學組 參觀大專院校 參觀/戶外活動 參觀大專院校
認識及了解各院校校舍、所開辦
的課程、收生要求、申請程序及
所需費用

11月至12月 中五 120
老師觀察、出席率及學生在活
動中的表現

$2,800.00 $0.00 $0.00 $2,800.00 李景恒 ✔ DLG

升學組 中二生涯規劃活動 歷奇活動 中一生涯規劃活動 建立同學學習及成長目標 2023年2月 中二學生 120
老師觀察、學生回應及在活動
中的表現

$1,500.00 $0.00 $0.00 $1,500.00 李景恒 ✔ LWL

升學組 台灣升學展覽 參觀/戶外活動 參觀台灣升學展覽 認識台灣大學升學途徑 10月 中六學生 50 老師觀察、出席率 $800.00 $0.00 $0.00 $800.00 李景恒 ✔ DLG

中史科 參觀上環中山史蹟徑 參觀/戶外活動 參觀中山史蹟徑 認識孫中山在香港的歷史 待定 中五學生 30
老師觀察、出席率、學生在活
動中的表現

$1,500.00 $0.00 $0.00 $1,500.00 李景恒 ✔ DLG

中史科 跑馬地墳場考察 參觀/戶外活動 跑馬地墳場考察 認識墳場內著名的歷史人物 待定 中六學生 20
老師觀察、出席率、學生在活
動中的表現

$1,500.00 $0.00 $0.00 $1,500.00 李景恒 ✔ DLG

電視台 鄰住創本視 文化藝術 由專業攝製隊訓練學生製作電視節目完成訓練 全學年 電視台學生 15 拍攝3條影片 $10,000.00 $100.00 $100.00 $8,500.00 鄰住創本視甘子威 LWL S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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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項
1.1

負責老師

基要學習經歷

舉辦／參加全方位學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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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實地考察、藝術賞析、參觀企業、主題學習日）

b. 每位學

生

收費

c. 每位學

生

另加按金

預算校方資助 合辦機構 備註
均等資

助分類

經濟援

助分類

綜合全方位﹑校本課後學習支援計劃﹑學習支援活動及多元學習津貼
津貼運用計劃

22/23 學年

範疇 活動名稱 活動類別 活動簡介 目標 舉行日期 對象 預計人數 監察／評估方法 a. 實際總開支

崇真大使 畢業袍設計比賽 創意發揮
透過學生設計畢業袍發揮

創意及學習設計技巧
學生能運用設計技巧 2023年4月

中一至中三學

生
100

學生作品﹑老師觀察、出席

率、學生在活動中的表現
$20,000.00 $0.00 $0.00 $20,000.00 吳穎怡 ✔ ✔ LWL

多元學習周 多元學習周 參觀/戶外活動
以互動活動增強認識，帶

動團隊建立及興趣發展

讓學生透過工作坊或小組等活動

讓同學認識自己的興趣及群體合

作，建立正面的處理方法。

11-12月 全校 700
老師觀察、出席率、學生在活
動中的表現

$100,000.00 $0.00 $0.00 $100,000.00 ✔ ✔ ✔ LWL

創新科技 Mbot工作坊 創意發揮
透過學生設計發揮創意及

學習設計技巧

讓學生透過工作坊或小組等活動

讓同學認識自己的興趣及群體合

作，建立正面的處理方法。

11-12月 中一至中二 20
老師觀察、出席率、學生在活
動中的表現

$18,300.00 $0.00 $0.00 $18,300.00 麥駿東 ✔ LWL

1.3

Maths Math Olympiad Team 學習技巧訓練
Public Maths

Competitions

To provide opportunities for elite

students to broaden their

horizon and with honor to

schools and students

Whole semester

S1-5 elite

students in

Mathematics

20
Awards from public

competition
$15,000.00 $100.00 $0.00 $13,000.00 林耀階 ✔ LWL SAS

Maths ICAS competition 學習技巧訓練 ICAS competition

To provide opportunities for

students to enjoy the fun of

mathematics and enhance

mathematics learning

motivation

Mar/Apr S1-5 100
Enrollment and Students

Awards
$13,000.00 $100.00 $0.00 $3,000.00 林耀階 ✔ LWL SAS

1.4

中文 朗誦技巧訓練 語文訓練
為參加校際朗誦節參賽同
學聘請導師提供培訓

提升校際朗誦節參加同學整體朗
誦水平

10-12月
中一至中五參
賽同學

12 校際朗誦節成績 $4,800.00 $130.00 $0.00 $3,240.00 無 甘子威 ✔ LWL SBG

$1,396,180.00 $965,370.00

舉辦或參加境外交流活動或比賽，擴闊學生視野

其他

第1項預算總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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