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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開支

人均

實際開支

級別
總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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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Prizes and subsidies for different

campaigns and competitions

(internal and external) related to

 academic affairs

全年 F.1-F.6 530 $83,729.00 $157.98 E1 資優教育 繼續推行 

2 Form Three Life Wide Learning Day 2022年3月 F.3 90 $10,000.00 $111.11 E1 德育、公民及國民教育繼續推行 

3 Outdoor Activities 全年 F.1-F.6 530 $4,250.00 $8.02 E1, E2 跨學科（其他） 繼續推行    

4 Magic Club 全年 F.1-F.6 20 $3,150.00 $157.50 E5 藝術（其他） 繼續推行 

5 Japanese Laguage Club 全年 F.1-F.6 25 $5,200.00 $208.00 E5 其他，請註明：語文 繼續推行  

6 Computer club 全年 F.1-F.6 25 $4,500.00 $180.00 E5 科學 繼續推行 

7 English Society 全年 F.1-F.6 8 $4,600.00 $575.00 E5 英文 繼續推行 

8

Club tutor fee

(campus TV, Chinese culture and other

clubs)

全年 F.1-F.6 75 $9,750.00 $130.00 E5 跨學科（其他） 繼續推行   

9 Drama club 全年 F.1-F.6 15 $170.00 $11.33 E1, E2, E7 藝術（其他） 繼續推行  

10
Uniform gp. training fee and consumable

 iterms
全年 F.1-F.6 100 $4,467.00 $44.67 E1, E2, E7 價值觀教育 繼續推行   

11 Uniform gp. training equipments 全年 F.1-F.6 100 $8,566.60 $85.67 E1, E2, E7 價值觀教育 繼續推行   

12 Art Club F.1-F.6 25 $7,800.00 $312.00 E5 藝術（視藝） 繼續推行 

13 樂群日活動(海洋公園學習之旅) 2021年12月 F.1-F.6 530 $38,900.00 $73.40 E1 價值觀教育
效果理想，可

舉辦類似活動


14 全方位學習日(迪士尼學習活動) 2022年8月 F.1-F.6 530 $201,785.00 $380.73 E1 價值觀教育
效果理想，可

舉辦類似活動


15 英語模擬面試及聯招短文工作坊 2021年12月 F.4-F.6 50 $4,000.00 $80.00 E1 生涯規劃 繼續推行  

16 生涯規劃活動(全方位學習日、職場探訪等) 全年 F.4-F.6 50 $1,840.00 $36.80 E2 生涯規劃 繼續推行  

17 RST 生涯規劃講座 全年 F.4-F.6 230 $1,900.00 $8.26 E5 生涯規劃 繼續推行  

18 其他形式生涯規劃活動-如証書課程 全年 F.4-F.6 75 $89.70 $1.20 E1 生涯規劃 繼續推行  

19 Public competition for STEM 全年 F.3-F.6 340 $990.00 $2.91 E7 科學 繼續推行 

20 Coach rental for English Activities 全年 F.3-F.6 530 $500.00 $0.94 E5 英文 繼續推行 

21 Speech Festival and related activities 全年 F.1-F.6 530 $9,450.00 $17.83 E1 英文 繼續推行  

22 中一生活日營 2021年9月 F1 120 $15,925.50 $132.71 E1 價值觀教育 繼續推行  

23 F.1 Girls' Developmental Gp-Lunch gatherings 全年 F.1 32 $324.50 $10.14 E7 價值觀教育 繼續推行 

24 F.1 Girls' Developmental Gp-Outing activities 全年 F.1 32 $6,000.00 $187.50 E1, E2 價值觀教育 繼續推行 

25 Guidance Prefects-F1 class visits 全年 F.1 120 $383.00 $3.19 E7 價值觀教育 繼續推行  

26 Guidance prefect training 全年 F.2-F.6 20 $11,864.00 $593.20 E1, E2 價值觀教育 繼續推行  

27 F1 Developmental Group-Outdoor training 全年 F.1 20 $1,900.00 $95.00 E1, E2 價值觀教育 繼續推行 

28 F2 Developmental Group-Outdoor trainings 全年 F.2 20 $5,173.50 $258.68 E1, E2 價值觀教育 繼續推行 

29 RST lessons -Workshops, dramas and talks 全年 F.1-F.6 530 $9,960.00 $18.79 E1, E5 價值觀教育 繼續推行  

30 Sex and Health Day 2022年4月 F.1-F.6 530 $860.00 $1.62 E1 價值觀教育 繼續推行 

2021-2022學年

全方位學習津貼  運用報告

余振強紀念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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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或載有全方位學習津貼運用報告的學校報告上載至學校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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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號

第1項：舉辦／參加全方位學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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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名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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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估結果



31 「余越」學生精神健康計劃 全年 F.1-F.6 530 $20,000.00 $37.74 E1 價值觀教育 繼續推行 

32 華夏盃決賽 全年 F.1-F.6 50 $5,400.00 $108.00 E1 資優教育 繼續推行 

33 港澳盃晉級賽 全年 F.1-F.6 50 $850.00 $17.00 E1 資優教育 繼續推行 

34 Coach rental for Math. Activities 全年 F.1-F.6 50 $3,000.00 $60.00 E5 資優教育 繼續推行 

35 Science Funfair 2022年2月 F.1-F.6 530 $129.50 $0.24 E1 科學 繼續推行  

36 和諧校園活動 全年 F.1-F.6 530 $4,300.00 $8.11 E1 德育、公民及國民教育繼續推行 

37 RST德育講座 全年 F.1-F.6 530 $14,130.00 $26.66 E5 德育、公民及國民教育繼續推行 

38 德育及公民教育校外參觀 全年 F.1-F.6 530 $1,200.00 $2.26 E2 德育、公民及國民教育繼續推行 

39 價值教育培育活動及講座等 全年 F.1-F.6 530 $36,440.00 $68.75 E1 價值觀教育 繼續推行 

40 管樂團及樂器班 全年 F.1-F.6 20 $7,000.00 $350.00 E5 藝術（音樂） 繼續推行 

41 羽毛球訓練(男) 全年 F.1-F.6 30 $18,550.00 $618.33 E5 體育 繼續推行 

42 羽毛球訓練(女) 全年 F.1-F.6 30 $9,100.00 $303.33 E5 體育 繼續推行 

43 陸運會雜項 2021年10月 F.1-F.6 530 $1,300.60 $2.45 E7 體育 繼續推行 

44 陸運會場地租用 2021年10月 F.1-F.6 530 $4,540.00 $8.57 E1 體育 繼續推行 

45 排球校隊訓練 全年 F.1-F.6 30 $11,430.00 $381.00 E5 體育 繼續推行 

46 田徑(田項)校隊訓練 全年 F.1-F.6 60 $15,250.00 $254.17 E5 體育 繼續推行 

47 田徑(徑項)校隊訓練 全年 F.1-F.6 60 $21,325.00 $355.42 E5 體育 繼續推行 

48 校外田徑隊計劃 全年 F.1-F.6 60 $33,100.00 $551.67 E1 體育 繼續推行 

49 學校足球推廣計劃 全年 F.1-F.6 50 $14,000.00 $280.00 E1 體育 繼續推行 

50 足球校隊訓練 全年 F.1-F.6 50 $13,200.00 $264.00 E5 體育 繼續推行 

51 籃球校隊訓練 全年 F.1-F.6 40 $18,570.00 $464.25 E5 體育 繼續推行 

52 籃球訓練課程 全年 F.1-F.6 40 $3,650.00 $91.25 E1 體育 繼續推行 

53 乒乓球校隊訓練 全年 F.1-F.6 30 $6,250.00 $208.33 E5 體育 繼續推行 

54 乒乓球外展訓練班 全年 F.1-F.6 30 $8,360.00 $278.67 E1 體育 繼續推行 

55 租用足球場-足球校隊訓練 全年 F.1-F.6 50 $3,892.00 $77.84 E1 體育 繼續 

56 租用田徑場-田徑校隊訓練 全年 F.1-F.6 60 $2,030.00 $33.83 E1 體育 繼續 

57 學界以外運動比賽 全年 F.1-F.6 60 $18,720.00 $312.00 E1 體育 繼續推行 

58 學界比賽 全年 F.1-F.6 60 $3,360.00 $56.00 E1 體育 繼續推行 

59 學體會周年報名費 全年 F.1-F.6 60 $2,100.00 $35.00 E1 體育 繼續 

60 學界證-學界運動員註冊費用 全年 F.1-F.6 200 $1,376.00 $6.88 E1 體育 繼續 

61 球證費用 全年 F.1-F.6 50 $1,231.33 $24.63 E5 體育 繼續 

62 體育總會運動員註冊費 全年 F.1-F.6 60 $400.00 $6.67 E1 體育 繼續 

63 訓練及比賽場地交通 全年 F.1-F.6 60 $9,782.00 $163.03 E2 體育 繼續 

64 校外運動訓練報名費如青苗、單車及舞蹈訓練 全年 F.1-F.6 530 $1,250.00 $2.36 E1 體育 繼續 

65 宗教大使/慕道班/教友同學參觀體驗 2021年9月-12月 F.1-F.6 50 $1,050.00 $21.00 E1, E2 價值觀教育 繼續推行  

66
重建校園氣氛計劃

(工作坊、體驗活動、訓練營、歷奇)
全年 F.1-F.6 530 $67,977.00 $128.26 E1, E2, E5, E7 價值觀教育

效果理想，因

應校情改變，

改變計劃目標

及模式



67  F4 OLE Service Learning Course 2022年5月 F.4 90 $11,100.00 $123.33 E1 德育、公民及國民教育繼續推行  

68 Poverty Experience Activities 2021年10-11月 F.2 100 $5,500.00 $55.00 E1 德育、公民及國民教育繼續推行 

69 RST 服務體驗活動 全年 F.1-F.6 530 $1,800.00 $3.40 E1 德育、公民及國民教育繼續推行 

70 廣泛閱讀計劃 全年 F.1-F.6 530 $4,822.00 $9.10 E1 中文 繼續推行 

71 中文及文化專題講座 全年 F.1-F.6 100 $2,000.00 $20.00 E5 中文 繼續推行 

72 校外閱讀比賽 全年 F.4-F.5 160 $1,473.00 $9.21 E1 中文 繼續推行 

73 生命教育活動及講座 全年 F.1-F.2 190 $11,048.50 $58.15 E1, E5 價值觀教育 繼續推行 



14,222 $880,014.73

1.2

0 $0.00

14,222 $880,014.73

編號 項目 用途 實際開支 ($)

1 Medals and Trophys
Interclass and interhouse

sports competitions
$1,542.00

2 Paper
Bulletin Board

Competition
$138.00

3 Banner fee, Promotions fee Activities Promotion $520.00

4 書券 學行優異獎 $1,550.00

5 實驗室生態水族生態缸用品 水族生態教育 $10,689.00

6 伺服器 CAMPUS TV $21,800.00

7 文具及醫療用品 學長會當值 $464.00

8 學長會訓練物資 學長會訓練營 $250.50

9 學長會風褸 學長會服務獎 $9,000.00

10 獎狀紙及相框 傑出班長獎 $1,629.60

11 襟章 學長會當值 $4,640.00

12 Materials and prizes English Speaking Days $1,830.00

13 Materials and prizes English Fun Days $3,278.70

14 Costume, props and prizes F.2 Drama perforamnce $932.00

15 獎品 硬筆書法比賽 $400.00

16 鼓勵小禮物 生命教育活動 $976.50

17 宣傳物資，清潔用具、禮物 校園清潔運動 $728.40

18 獎盃、獎品、表演比賽用的消耗品 社際歌唱比賽 $540.00

19 足毽 學生體育用品 $90.00

20 閃避盤 學生體育用品 $396.00

21 羽毛球拍 學生體育用品 $500.00

22 足球 學生體育用品 $2,268.00

23 籃球 學生體育用品 $2,450.00

24 移動式籃球架 學生體育用品 $9,998.00

25 手提電泵 學生體育用品 $289.00

26 圓網球套裝 學生體育用品 $3,720.00

27 立定跳遠墊 學生體育用品 $3,360.00

28 雪榚筒 學生體育用品 $436.00

29 引體上升架 學生體育用品 $3,326.00

30 舉重餅 學生體育用品 $2,090.00

31 跳高軟墊 學生體育用品 $4,800.00

32 哥爾夫球桿 學生體育用品 $1,680.00

33 KINBALL 學生體育用品 $6,200.00

34 棒球手套 學生體育用品 $980.00

35 田徑釘鞋釘 學生體育用品 $255.00

36 跳高軟桿 學生體育用品 $178.00

37 乒乓球 學生體育用品 $340.00

38 乒乓球拍 學生體育用品 $210.00

39 乒乓球網 學生體育用品 $148.00

40 電芯及計時器 學生體育用品 $234.00

41 活動式羽毛球網 學生體育用品 $1,490.00

42 排球 學生體育用品 $864.00

43 手球 學生體育用品 $1,611.00

44 獎牌 陸運會 $1,244.00

45 色帶 學生體育用品 $120.00

46 龍門 學生體育用品 $1,596.00

47 康樂用品 班級經營 $2,302.90

48 獎品 人文周 $1,196.70

49 書券 閱讀獎勵計劃金獎 $2,100.00

50 書券 閱讀獎勵計劃銀獎 $1,280.00

第1.2項總計

第1.1項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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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書券 閱讀獎勵計劃銅獎 $4,050.00

52 禮品及書券 閱讀獎勵計劃優異獎 $600.00

53 書券 閱讀報告比賽 $300.00

54 禮品及書券 社際問答比賽 $5,200.00

$128,811.30

$1,008,826.03

E1 E6

E2 E7

E3 E8

E4 E9

E5

其他（請說明）

學習資源（例如學習軟件、教材套）

設備、儀器、工具、器材、消耗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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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輸入下表代號；每項開支可填寫多於一個代號：

530

第1及第2項總開支

第3項：受惠學生人數

專家／導師／教練費用

境外交流／比賽團費（隨團教師）

境外交流／比賽團費（學生）

交通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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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位： 助理副校長

受惠學生人數︰ 530

佔全校學生人數百分比 (%)： 100%

全方位學習聯絡人姓名： 張輝雄

第2項總開支

全校學生人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