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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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VTC 酒店工作坊 2022年10月 中四至中五 20 $3,800.00 $190.00 學生參觀VTC酒店，以增加學生的學習經歷及提升對酒店業的認識。 E1 學生回饋及評鑑 
旅遊與款待科

陳家明老師

2 校外體育課程 全年 中五及中六 200 $45,000.00 $225.00 讓學生嘗試學校範圍內無法進行之體育活動，例如：保齡球、溜冰等。 E1, E2 學生回饋及評鑑 
體育科

陳紹璣助理校長

3 STEAM校本課程 全年 中一及中四 150 $20,000.00 $133.33 聘任導師在課堂教授新的科技知識，以提升學生的創新技能。 E1, E5 學生回饋及評鑑 
STEAM科

王玉玲老師

4 青苗學長訓練營 2022年12月 中二至中五 50 $40,000.00 $800.00
透過訓練營培訓青苗學長的領導能力，讓學長參加校內外服務，並為本

校中一級學生服務。
E1, E2, E5 學生回饋及評鑑  

輔導組

梁佩文老師

5 職業體驗活動 全年 中一及中五 580 $167,500.00 $288.79

透過講座及參觀讓學生認識不同行業和職位，盡早讓學生規劃人生。（

包括：中一/中三生涯規劃學生講座、中二職業導向工作坊、中三行業

探索日、中四職業體驗活動、中四ST JAMES 職業體驗大樓、中五參觀

教育職業博覽、中五全方位學習日、中五政府舉辦之工作影子及重要部

門職業體驗計劃、參觀VTC、彤心攜手鄭中人）

E1, E2, E6 學生回饋及評鑑 
升學及就業輔導組

譚卓嘉老師

6 義工服務培訓及活動 2023年2月至3月 中四 110 $16,000.00 $145.45
學生參加義工服務培訓並進行義務工作，以培養學生正確價值觀和態

度。
E1, E2, E5 學生回饋及評鑑  

德育及公民教育組

沈珮琼老師

7 領袖生訓練營 2023年4月 中二至中五 50 $40,000.00 $800.00 舉辦領袖生訓練營，以培訓學生領袖才能。 E1, E2, E5 學生回饋及評鑑  
訓導組

陳紹璣助理校長

8 攝影及Photoshop學會 2023年7月 中一至中三 15 $7,000.00 $466.67 舉辦Photoshop工作坊，讓學生學習電子繪圖。 E5 學生製成品  
視藝科

王無姿老師

9 旅遊景點遊歷活動 2022年9月至11月 中三至中六 100 $26,260.00 $262.60 讓學生認識香港旅遊景點。 E1, E2, E6 學生回饋及評鑑  
旅遊與款待科

陳家明老師

10 課外活動領袖生訓練營 2023年7月 中三至中五 45 $35,000.00 $777.78 舉辦課外活動領袖生訓練營，以培訓學生領袖才能。 E1, E2, E5 學生回饋及評鑑  
學生活動組

林泳忻老師

11 運動領袖培訓營 2023年1月 中三至中五 50 $40,000.00 $800.00 舉辦運動領袖訓練營，以培訓學生領袖才能。 E1, E2, E5 學生回饋及評鑑    陳紹璣助理校長

12 運動心理學課程 2023年1月至5月 各級 40 $20,000.00 $500.00 聘請運動心理學導師，協助運動員提升比賽表現。 E5 學生回饋及評鑑   陳紹璣助理校長

13 額外活動導師費 待定 各級 150 $30,000.00 $200.00 預留校隊導師費，以支援不同校隊。 E5 學生回饋及評鑑     
學生活動組

陳家明老師

14 演辯校隊 全年 各級 40 $51,000.00 $1,275.00 提升學生的邏輯思維能力、演說能力及及辯論能力。 E1, E5 參與校外比賽 
演辯校隊

譚卓嘉老師

15 STEAM校隊 全年 各級 30 $44,000.00 $1,466.67
聘任導師指導學生學習STEAM活動及參加校際比賽，以提升學生自

信、思考、創新精神。
E1, E5 參與校外比賽 

STEAM校隊

王玉玲老師

16 機械人校隊 全年 各級 20 $34,000.00 $1,700.00
聘任導師指導學生學習機械人操作及參加校際比賽，以提升學生自信、

思考、創新精神。
E5 參與校外比賽 

機械人校隊

麥偉傑老師

17 合唱團 全年 各級 25 $11,000.00 $440.00
聘任導師培訓學生參與合唱團，並參加校際比賽，以提升學生自信。

學生能透過接觸不同類型的歌曲，提升對音樂的興趣。
E1, E5 參與校外比賽 

合唱團

林泳忻老師

18 手鐘隊 全年 各級 15 $42,000.00 $2,800.00

聘任導師培訓學生參與手鐘隊作公開表演，並參加校際比賽，以提升學

生自信。

學生能透過接觸不同類型的歌曲，提升對音樂的興趣。

E2, E5 參與校外比賽 
手鐘隊

鄭君盛老師

19 弦樂團 全年 各級 20 $52,000.00 $2,600.00
聘任導師培訓學生參與弦樂團作公開表演，以提升學生自信。學生能透

過接觸不同類型的歌曲，提升對音樂的興趣。
E1, E5 參與校外比賽 

弦樂團

鄭君盛老師

20 音樂劇校隊 全年 各級 20 $39,000.00 $1,950.00 聘任導師培訓學生參與音樂劇表演，學生能透過能提升英語會話能力，

結合學生對歌唱及舞蹈，以團隊形式作公開演出，以提升自信心。

E1, E5 參與校外比賽 
音樂劇

楊光萍老師

21 中國舞 全年 各級 30 $72,000.00 $2,400.00 聘任導師培訓學生參加中國舞比賽，學生能透過訓練培養審美情感，並

提高協作能力，藉着參加校隊比賽及公開演出，提升自信心。

E1, E5 參與校外比賽 
中國舞

劉婷婷老師

22 爵士舞 全年 各級 30 $75,000.00 $2,500.00 聘任導師培訓學生參加爵士舞比賽，學生能透過訓練培養學生音樂節奏

感及對舞蹈的興趣，藉着參加校隊比賽及公開演出，提升自信心。

E5 參與校外比賽 
爵士舞

林欣瑩老師

23 男子籃球隊 全年 各級 25 $62,000.00 $2,480.00
聘請教練培訓學生的體能及籃球技術，安排學生參加校際比賽，以提升

自信心。
E1, E5 參與校外比賽 

男子籃球隊

何家敏老師

24 男子排球隊 全年 各級 32 $80,000.00 $2,500.00
聘請教練培訓學生的體能及排球技術，安排學生參加校際比賽，以提升

自信心。
E5 參與校外比賽 

男子排球隊

陳紹璣助理校長

25 男女子羽毛球 全年 所有 40 $68,000.00 $1,700.00
聘請教練培訓學生的體能及羽毛球技術，安排學生參加校際比賽，以提

升自信心。
E5 參與校外比賽 

羽毛球隊

梁德章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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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提高透明度及根據一貫安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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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項：舉辦／參加全方位學習活動

基要學習經歷

編號 活動名稱

範疇
(請選擇

適用的選項，

或自行填寫)

2022-23學年

全方位學習津貼  運用計劃

順德聯誼總會鄭裕彤中學

活動簡介及目標擬舉行日期

對象
監察／

評估方法

負責科組／

教師

學校可按需要決定是否填寫此部分學校必須填寫此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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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要學習經歷

編號 活動名稱

範疇
(請選擇

適用的選項，

或自行填寫)

活動簡介及目標擬舉行日期

對象
監察／

評估方法

負責科組／

教師

26 男女子乒乓球隊 全年 各級 20 $49,000.00 $2,450.00
聘請教練培訓學生的體能及乒乓球技術，安排學生參加校際比賽，以提

升自信心。
E1, E5 參與校外比賽 

乒乓球隊

卓曉婷老師

27 閃避球隊 全年 各級 50 $25,000.00 $500.00
聘請教練培訓學生的體能及閃避球技術，安排學生參加校際比賽，以提

升自信心。
E5 參與校外比賽 

閃避球隊

陳紹璣助理校長

28 花式跳繩隊 全年 各級 15 $35,000.00 $2,333.33
聘請教練培訓學生的體能及花式跳繩技術，安排學生參加校際比賽，以

提升自信心。
E5 參與校外比賽 

花式跳繩隊

陳紹璣助理校長

29 跆拳道隊 全年 各級 15 $20,000.00 $1,333.33
聘請跆拳道教練，培養學生尊師重道、習武尚德、克己忍耐、嚴守紀

律、專心專注，藉着參加公開演出，提升自信心。
E1, E5 參與校外比賽 

跆拳道

辛雪芬老師

30 男女子棍網球隊 全年 各級 10 $20,000.00 $2,000.00
聘請教練培訓學生的體能及棍網球技術，安排學生參加校際比賽，以提

升自信心。
E5 參與校外比賽 

棍網球隊

陳紹璣助理校長

31 聖約翰救傷隊 全年 各級 30 $1,000.00 $33.33
讓學生學習基本的急救技能及家居護理常識，培養隊員個人崇高的品

格、合群的精神。
E1 學生回饋及評鑑 

聖約翰救傷隊

余小雅老師

32 女子排球隊 全年 各級 30 $70,000.00 $2,333.33
聘請教練培訓學生的體能及排球技術，安排學生參加校際比賽，以提升

自信心。
E1, E2, E5 參與校外比賽 

女子排球隊

卓曉婷老師

33 田徑越野隊 全年 各級 60 $141,500.00 $2,358.33
田徑越野隊活動／以提升學生的體能及比賽技巧，亦參藉着校外比賽，

提升自信心。
E1, E5 參與校外比賽 

田徑越野隊

何家敏老師

34 全級性STEAM活動 全年 中一至中五 400 $196,600.00 $491.50

為各級安排STEAM教育活動，包括：跨課程STEAM活動、校外參觀、

校內比賽等，以培養學生創意、協作、解決問題的能力，並促進創新精

神。

E1, E2, E5, E6,

E7, E8
學生回饋及評鑑 

STEAM教育組

王玉玲老師

 （如空間不足，請於上方插入新行。）

2,517 $1,678,6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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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國語文境外考察 2023年7月 中四至中五 20 $80,000.00 $4,000.00 透過境外考察活動，讓學生擴闊視野，提升本科知識。 E3 學生回饋及評鑑 
英文科

陸婉儀老師

2 中國歷史境外考察 2023年7月 中四至中五 10 $43,000.00 $4,300.00 透過中國大陸考察活動，讓學生擴闊視野，提升本科知識。 E3 學生回饋及評鑑 
中國歷史科

韓文慧老師

3 地理境外考察 2023年7月 中四至中五 10 $43,000.00 $4,300.00 透過境外考察活動，讓學生擴闊視野，提升本科知識。 E3 學生回饋及評鑑 
地理科

梁佩文老師

4 旅遊與款待境外考察 2023年7月 中四至中五 10 $43,000.00 $4,300.00 透過境外考察活動，讓學生擴闊視野，提升本科知識。 E3 學生回饋及評鑑 
旅遊與款待科

陳家明老師
 （如空間不足，請於上方插入新行。）

50 $209,000.00

2,567 $1,887,6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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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耗品或學習資源 演辯校隊 $500.00

2 消耗品或學習資源 STEAM校隊 $25,000.00

3 消耗品或學習資源 機械人校隊 $10,000.00

4 消耗品或學習資源 合唱團 $1,000.00

5 消耗品或設備 手鐘隊 $2,000.00

6 消耗品或設備 弦樂團 $2,000.00

7 消耗品或設備 音樂劇學會 $5,000.00

8 消耗品或設備 男子籃球隊 $10,000.00

9 消耗品或設備 跆拳道隊 $4,000.00

10 消耗品或設備 男女子棍網球隊 $7,000.00

11 消耗品或設備 聖約翰救傷隊 $2,000.00

12 消耗品或設備 田徑越野隊 $6,000.00

13 消耗品 STEAM教育組 $20,000.00

14 設備和工具 STEAM教育組 $91,650.00

 （如空間不足，請於上方插入新行。）

$186,150.00

$2,073,810.00

E1 E6

E2 E7

E3 E8

E4 E9

E5

境外交流／比賽團費（隨團教師） 其他（請說明）

專家／導師／教練費用職位： 助理校長

全方位學習聯絡人姓名： 陳紹璣

657

交通費 設備、儀器、工具、器材、消耗品

第1項預算總計

第1.2項預算總計

第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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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境外交流／比賽團費（學生） 學習資源（例如學習軟件、教材套）

佔全校學生人數百分比 (%)： 100%

第2項預算總開支

第1及第2項預算總開支

＊ 輸入下表代號；每項開支可填寫多於一個代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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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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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項：預期受惠學生人數（學校必須填寫此部分）

預期受惠學生人數︰ 657

全校學生人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