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主教南華中學 2022年12月30日修訂版

編號 活動名稱、簡介及目標 舉行日期

實際開支
人均

實際開支

開支
用途＊

範疇
(請選擇

適用的選項，
或自行填寫)

評估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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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教品德培育組:升旗隊訓練
30/9/2021‐
12/08/2022

S2 14 $1,440.00 $102.86 E1
德育、公民及國
民教育

順利完成，部份同學亦於
上年度的星期一，以及在
畢業禮和散學禮進行升旗
禮



2
宗教品德培育組:升旗隊物資及會員年
費

2021/8/26 S1‐S6 488 $1,600.00 $3.28 E1,E7
德育、公民及國
民教育

順利完成，部份同學亦於上年
度的星期一，以及在畢業禮和
散學禮進行升旗禮。今年度起
，更全體分組在每周首個上學
日進行升旗禮。



3 體育科: 籃球隊教練費 7/7‐28/8/2021 S1‐S4 20 $9,600.00 $480.00 E5 體育
同學積極參與，出席率超
過九成



4 聯課活動:香港少年領袖團3人營費 2021/9/12 S4 3 $276.00 $92.00 E6 領袖訓練
大部份都如期出席訓練，
並能為學校服務

 

5 體育科:籃球隊教練費 1‐29/9/2021 S1‐S4 20 $5,400.00 $270.00 E5 體育
同學積極參與，出席率超
過九成



6 聯課活動:女童軍制服 2021/10/29 S2 4 $2,069.00 $517.25 E7 團隊訓練
同學積極參與，活動順利
完成

 

7 生物科:海下灣考察活動費 因疫情而取消 S5‐S6 34 $1,680.00 $49.41 E1 生物
因疫情而取消，延至2022‐
12‐2 舉行。

 

8 體育科:籃球隊教練費 2‐30/10/2021 S1‐S4 20 $3,600.00 $180.00 E5 體育
同學積極參與，出席率超
過九成



9
聯課活動:紅十字會物資及急救初階課
程

23/11‐21/12/2021 S4 6 $468.00 $78.00 E6,E7 服務
成功購買紅十字會最新急
救手冊及急救課程物資



10 聯課活動:全人發展堂物資 2021/11/11 S4 23 $188.00 $8.17 E7 藝術（其他）
學生發揮創作力，順行完
成分組定格動畫的創作。



11
聯課活動:75周年感恩祭往主教座堂旅
遊巴車費

2021/12/10 S1‐S6 488 $10,550.00 $21.62 E2 價值觀教育

運送物資和接送老師同學
的旅遊巴，來回兩程也十
分順利，一切如預期安排
時間完成。



12
聯課活動:一路瞳行電影欣賞旅遊巴車
費

2021/12/6 S4‐S5 161 $2,200.00 $13.66 E2 價值觀教育
活動順利完成，參加者與
導演映後對談反應熱烈，
深受主角經歷感動



13 聯課活動: 全方位學習日旅遊巴車費 2021/11/18 S1‐S6 488 $14,100.00 $28.89 E2 價值觀教育

活動順行完成，疫情影響
令不少活動停止，同學經
歷了兩年多來難得的社交
活動，留下美好校園生活
回憶



14
聯課活動: 全方位學習日‐S1 大棠有機
園, S2 一對手農舍, S3 樹屋田莊,, S5 &
S6 海洋公園

2021/11/18 S1‐S3,S5‐S6 488 $52,385.00 $107.35 E1 價值觀教育

活動順行完成，疫情影響
令不少活動停止，同學經
歷了兩年多來難得的社交
活動，留下美好校園生活
回憶



15 聯課活動: S4 協青社中四成長營 2021/11/18 S4 72 $30,640.00 $425.56 E1 團隊訓練

活動順利完成，參與同學
在團隊活動及個人挑戰項
目均表現積極，經歷不同
程度的突破。



全方位學習津貼  運用報告
2021‐2022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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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項：舉辦／參加全方位學習活動

基要學習經歷
(請於適用方格加上號，可選擇多於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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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號 活動名稱、簡介及目標 舉行日期

實際開支
人均

實際開支

開支
用途＊

範疇
(請選擇

適用的選項，
或自行填寫)

評估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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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要學習經歷
(請於適用方格加上號，可選擇多於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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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體育科: 籃球隊教練費 3‐27/11/2021 S1‐S4 20 $4,800.00 $240.00 E5 體育
同學積極參與，出席率超
過九成



17 生涯規劃組:學生幹事襟章 2021/11/8 S4,5 12 $1,600.00 $133.33 E7 團隊訓練
同學自我認同感提升。他
們亦積極協助籌辦及參與
生涯規劃活動



18 學生事務組:學生幹事襟章 2021/11/8 S1‐S5 30 $1,600.00 $53.33 E7 團隊訓練
學生幹事的工作獲肯定￼
，積極推動及籌辦學生會
活動。￼



19 聯課活動組:初中下午活動物資 8/12, 15/12/2021 S1‐S3 35 $697.00 $19.91 E1 藝術（其他）
活動順利完成，參加者初
步認識潑墨技法



20 體育科: 籃球隊教練費 1/12‐29/12/2021 S1‐S4 20 $4,800.00 $240.00 E5 體育
同學積極參與，出席率超
過九成



21
聯課活動組:香港少年領袖團制服6套
$6516 及23學生營費 $2116

12/09/2021‐
25/08/2022

S1‐S4 15 $8,632.00 $575.47 E6 團隊訓練
大部份都如期出席訓練，
並能為學校服務

 

22
聯課活動組:第73屆香港學校朗誦節報
名費 (中文及英文組)

12/11‐25/11/2021 S1‐S6 69 $10,350.00 $150.00 E1 語文
參加者積極參與，活動順
利完成。

 

23 聯課活動組:定向活動導師費‐游羿 8/12, 15/12/2021 S1‐S3 23 $600.00 $26.09 E5 體育 活動順利，學生投入訓練 

24 聯課活動組:定向活動導師費‐ 李升威 2021/12/8 S1‐S3 23 $300.00 $13.04 E5 體育 活動順利，學生投入訓練 

25 聯課活動組:定向活動導師費‐ 王卓弘 2021/12/15 S1‐S3 23 $300.00 $13.04 E5 體育 活動順利，學生投入訓練 

26 體育科:  田徑隊助教費用
15/11/2021‐
27/1/2022

S1‐S6 48 $3,520.00 $73.33 E5 體育
同學積極參與，出席率超
過八成



27
宗教品德培育組:成立升旗隊訓練導師
費

30/08/2021‐
12/08/2022

S2 8 $4,080.00 $510.00 E5
德育、公民及國
民教育

順利完成，部份同學亦於
上年度的星期一，以及在
畢業禮和散學禮進行升旗
禮



28 體育科: 籃球隊教練費 5/1‐19/1/2022 S1‐S4 20 $1,200.00 $60.00 E5 體育
同學積極參與，出席率超
過九成



29
聯課活動組: 綠化天台肥料及中四全
人發展課物資

2022/5/18 S4 25 $544.00 $21.76 E7 環境教育
活動順利，學生了解綠化
天台的功能並協助管理

 

30 聯課活動組:藍曬工作坊 2022/1/19 S4 7 $1,250.00 $178.57 E1 藝術（視藝）
活動順利完成，學生對藍
曬技藝原理和做法有深入
認識，對成品滿意。



31 聯課活動:山中行網上問答比賽禮物 2022/4/26 S1‐3 251 $406.00 $1.62 E1
德育、公民及國
民教育

活動順利完成，參加者對
參加行山活動的知識和態
度均有增長



32
課程發展組:圖書館‐ 偵探日閱讀活動
物資及導師費

2022/6/2 S4 23 $2,300.00 $100.00 E1 中文
活動順利完成，參加者對
活動反應熱烈



33 體育科:乒乓球訓練班教練費 25/5‐29/6/2022 S1‐S5 12 $4,180.00 $348.33 E5 體育
同學積極參與，出席率超
過八成



34
生涯規劃組:Sports & Careers
Workshop $2500, 海洋公園學院活動
$7600

7/6/2022,
20/7/2022

S4‐5 85 $10,100.00 $118.82 E6 生涯規劃
活動順利完成，參加者對
活動反應熱烈, 期望再舉辦
體驗活動



35
生涯規劃組:MTR Academy Course for
Railway 101

3‐4/8/2022 S1‐S5 23 $6,000.00 $260.87 E6 生涯規劃
活動順利完成，參加者對
活動反應熱烈, 期望再舉辦
體驗活動



36
聯課活動：香港少年領袖團制服,活動
車費及營費

2022/5/15 S1‐S4 8 $2,147.00 $268.38 E6 領袖訓練
大部份都如期出席訓練，
並能為學校服務

 

37 聯課活動:試後活動‐  陶瓷班部份費用 2022/7/26 S4‐S5 8 $3,375.00 $421.88 E1 藝術（視藝）
順利舉行，同學投入活動
，全部能完成製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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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要學習經歷
(請於適用方格加上號，可選擇多於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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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聯課活動：氣球裝飾工作坊部份費用 2022/6/24 S4 4 $3,735.00 $933.75 E1 藝術（其他）

同學投入參與，增長技能
之餘亦了一到相關行業運
作，並且協助服務攤位參
加者。

 

39 聯課活動：創意攝影工作坊部份費用 2022/6/24 S2‐S3 4 $3,600.00 $900.00 E1 藝術（其他）

同學投入參與，增長技能
之餘亦了一到相關行業運
作，並且協助服務攤位參
加者。



40
聯課活動：俄羅斯刺繡襟章工作坊部
份費用

2022/6/29 S1‐S5 14 $1,011.40 $72.24 E1 藝術（其他）
順利舉行，同學投入活動
，全部能完成製成品。



41 聯課活動: 領袖訓練營 8‐10/8/2022 S2‐S4 29 $30,900.00 $1,065.52 E1 領袖訓練

受颱風影響，營期縮短一
日。活動中同學表演投入
，79.2%同學表示活動有助
日後校內服務的工作。



42
聯課活動:活動物資‐ 中四全人發展堂
物資

2022/6/4 S4 23 $2,008.90 $87.34 E1 藝術（其他）
學生發揮創作力，順行完
成版畫及印章的創作。



43
聯課活動:體育組往馬鞍山運動場比賽
之旅遊巴車費

4/7,6/7/2022 S1‐S5 60 $1,300.00 $21.67 E2 體育
同學積極參與，出席率超
過九成，並獲得滿意成績



44 聯課活動: 馬賽克燭台工作坊 2022/8/8 S2‐S5 13 $4,900.00 $376.92 E1 藝術（其他）
活動順利完成，參加者投
入活動，對成品滿意。



45 聯課活動:鮮花花束工作坊部份費用 2022/7/25 S4‐S5 6 $2,320.00 $386.67 E1 藝術（其他）
活動順利完成，參加者投
入活動，對成品滿意。



46 聯課活動:立體羊駝陶瓷班部份費用 2022/8/13 S3‐S4 6 $2,490.00 $415.00 E1 藝術（其他）
活動順利完成，參加者投
入活動，對成品滿意。



47 聯課活動:晶體製作班部份費用 1/8, 3/8/2022 S4‐S5 15 $1,944.00 $129.60 E1 藝術（其他）
活動順利完成，參加者投
入活動。



48 聯課活動:法式編織班部份費用
4/8/2022及
5/8/2022

S2‐S4 8 $2,492.75 $311.59 E1 藝術（其他）
活動順利完成，參加者投
入活動，對成品滿意。



49 聯課活動:學界田徑賽交通費 4/7‐6/7/2022 S1‐S6 54 $1,490.60 $27.60 E2 體育
活動順利完成，參加者投
入活動，對成品滿意。



50 聯課活動:地理科戶外考察交通費 2022/7/22 S4‐S5 25 $800.00 $32.00 E2 地理
透過此考察活動，加深了
學生對社區及海岸地貌的
認識。



51 聯課活動組:藍曬書簽工作坊
19/1/2022 8‐
10/2/2022

中四 10 $1,250.00 $125.00 E1 藝術（其他） 學生已掌握藍曬技巧 

52
課程發展組:國家安全教育參觀活動‐
科學科及地理科參觀水資源教育中心
交通費

2022/8/8 S1‐S3 28 $1,400.00 $50.00 E2 國家安全

• 透過此參觀活動，加深了
學生對水的認識。
•學生懂得珍惜食水，並鼓
勵自己和身邊的人節約用
水。

 

53 視藝科:學生暑期壁畫工作坊 30%訂金 2022/8/1 S3(S4) 16 $11,700.00 $731.25 E1 藝術（視藝）

讓修讀視藝科同學參與校
內壁畫創作的主題構思，
為壁畫構圖內容和用色配
搭提出意見，加深對馬賽
克壁畫藝術的認識，從中
也提升同學對學校的歸屬
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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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象

54 視藝科:學生暑期壁畫工作坊 70%尾數 2022/8/1 S3 16 $27,300.00 $1,706.25 E1 藝術（視藝）

讓修讀視藝科同學參與校
內壁畫創作的主題構思，
為壁畫構圖內容和用色配
搭提出意見，加深對馬賽
克壁畫藝術的認識，從中
也提升同學對學校的歸屬
感。



55
聯課活動:香港少年領袖團訓練營費及
制服裝備

2022/7/8 S1‐S4 2 $224.00 $112.00 E1 領袖訓練
大部份都如期出席訓練，
並能為學校服務

 

56 聯課活動: 盆景製作工作坊 2022/8/2 S2‐S5 15 $4,980.00 $332.00 E1 藝術（其他）
活動順利完成，參加者投
入活動，對成品滿意。



57 聯課活動:人文科專題活動比賽物資 2022/7/27 S3 59 $920.10 $15.59 E1 跨學科（其他）

同學非常專注投入，問卷
回饋正面，透過活動同學
在知識、態度丶技巧三方
面均見正面影響。



58
家政科: 烹飪進階班(一)特濃朱古力鏡
面蛋糕工作坊

2022/7/22 S3 7 $4,960.00 $708.57 E1 藝術（其他）

同學對進階課程很感興趣
，非常專注投入，全部同
學能完成作品，能增進對
製作蛋糕的知識和技巧。

 

59
聯課活動:獨木丹活動水上拍攝器材及
記憶卡

22/7‐26/8/2022 S1‐S4 24 $5,200.00 $216.67 E7 體育

雖受颱風影響改期，最後
四節課堂順利完成。同學
完成考核，取得相關證書
，器材可協助改善技術及
作活動後檢討之用。



60 聯課活動:化妝髮型班導師費  4、8、11/8/2022 S3‐S5 20 $5,000.00 $250.00 E1 藝術（其他）

同學大都積極投入，對課
程內容深感興趣；提升了
化妝髮型知識，加強自
信。

 

61 聯課活動:化妝髮型班材料費 (代購)  4、8、11/8/2022 S3‐S5 20 $2,500.00 $125.00 E1 藝術（其他）
同學對化妝髮型材料、用
具有認識。

 

62
學生成長事務委員會:全方位學習日‐
中一註冊日用相紙

2022/8/5 S1 70 $1,150.00 $16.43 E1 藝術（視藝）

同學投入參與，增長技能
之餘亦了一到相關行業運
作，並且協助服務攤位參
加者。

 

63
生涯規劃組:南華中五職業圖書館導師
費

2022/7/21 S5 75 $3,000.00 $40.00 E5 生涯規劃
活動順利完成，參加者對
活動反應熱烈



64
課程發展組:中一新生全方位學習日‐
南華小廚神 (食物材料費)

2022/8/10 S1‐S3 10 $1,033.00 $103.30 E1 藝術（其他）

• 學生能懂得烹調食物的方
法
• 學生大使能帶領中一新生
參與活動

 

65 聯課活動: 領袖訓練營部份船費 8‐9/8/2022 S2‐S4 29 $93.90 $3.24 E2 領袖訓練

受颱風影響，營期縮短一
日。活動中同學表演投入
，79.2%同學表示活動有助
日後校內服務的工作。



66 宗教品德培育組:升旗訓練導師費 16/6‐23/6/2022 S2 13 $3,400.00 $261.54 E5
德育、公民及國
民教育

順利完成，部份同學亦於
上年度的星期一，以及在
畢業禮和散學禮進行升旗
禮



67
中文科:中樂班用樂器連配件 (5部二
胡, 5部琵琶, 10支笛子)

因疫情而取消 S1‐S5 20 $23,224.60 $1,161.23 E7 藝術（音樂）
因疫情而取消舉辦，所購
得的器材將留作22‐23年度
舉辦中樂班之用





編號 活動名稱、簡介及目標 舉行日期

實際開支
人均

實際開支

開支
用途＊

範疇
(請選擇

適用的選項，
或自行填寫)

評估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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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要學習經歷
(請於適用方格加上號，可選擇多於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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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地理科:智能沙箱及使用工作坊 (70%
訂金)

2022/8/10 高中地理 30 $34,930.00 $1,164.33 E1 地理
於2022年8月採購智能沙箱
，預計待2022年10月運抵
本校才舉行使用工作坊。



69
地理科:智能沙箱及使用工作坊 (30%
尾數)

2022/8/10 高中地理 30 $14,970.00 $499.00 E1 地理
於2022年8月採購智能沙箱
，預計待2022年10月運抵
本校才舉行使用工作坊。



70 聯課活動: 攝影工作坊 2022/8/4 S3 17 $4,800.00 $282.35 E1 藝術（視藝）

活動順利完成，參加者投
入活動，對拍攝，錄影的
技巧和歷史與藝術家有更
進一步的認識



71
生涯規劃組:南華咖啡拉花培訓計劃‐
雙加熱意式咖啡機2部連配件(27/8 中
一家長晚會學生咖啡拉花實踐工作坊)

13‐31/8/2022 S1‐S4 20 $18,605.00 $930.25 E1 生涯規劃
活動順利完成，參加者對
活動反應熱烈, 期望再舉辦
體驗活動

 

72
學生成長事務委員會: 校園電視台‐ 學
生拍攝訓練用攝影器材連配件

2022/8/24 S3 9 $49,140.00 $5,460.00 E7 藝術（其他）
活動順利完成，參加同學
掌握了基本拍攝技巧



73
宗教品德培育組:宗教室壁畫平面設計
工作坊

7‐8/2022 S4‐S5 17 $4,990.00 $293.53 E1 藝術（視藝）

讓高中修讀視藝科同學參
與校內壁畫創作的主題構
思，為壁畫構圖內容和用
色配搭提出意見，與插畫
師會面交流的時段，也了
解到從事藝術創作工作的
苦與樂。從中也提升同學
對學校的歸屬感。



74
學習支援組: 中一團隊訓練日物資及
導師費

2022/8/9 S1 55 $15,000.00 $272.73 E1 團隊訓練

透過中一適應課程，旨在
增加中一新生對學校的認
識及建立歸屬感。通過不
同類型的活動及課堂，讓
新生與老師及學長互相認
識，了解學校面貌，協助
新生認識及適應中學生
活。



75
科學科:粵港澳大灣區 STEM/AI 比賽課
程導師費

2022/6/4 S2 10 $8,500.00 $850.00 E6 跨學科（STEM）

透過中一適應課程，旨在
增加中一新生對學校的認
識及建立歸屬感。通過不
同類型的活動及課堂，讓
新生與老師及學長互相認
識，了解學校面貌，協助
新生認識及適應中學生
活。此外，學生由班主任
帶領進行班級經營及團隊
合作活動，互相認識，建
立友誼，培養學生對學校
的歸屬感。



76 體育科: 籃球教練費 15/6‐ 3/8/2022 S1‐S4 18 $6,400.00 $355.56 E5 體育
同學積極參與，出席率超
過九成



77 聯課活動:紅十字會制服 2022/6/30 S1‐S5 28 $1,189.50 $42.48 E7 團隊訓練
未能取得紅十字會資助的
學生，能透過學校津貼取
得制服



78 聯課活動: 領袖訓練營旅遊巴車費 8‐9/8/2022 S2‐S4 29 $1,450.00 $50.00 E2 領袖訓練

受颱風影響，營期縮短一
日。活動中同學表演投入
，79.2%同學表示活動有助
日後校內服務的工作。





編號 活動名稱、簡介及目標 舉行日期

實際開支
人均

實際開支

開支
用途＊

範疇
(請選擇

適用的選項，
或自行填寫)

評估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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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要學習經歷
(請於適用方格加上號，可選擇多於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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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生涯規劃組:南華咖啡拉花培訓計劃‐
製作咖啡用品, 咖啡杯連碟 (27/8 中一
家長晚會學生咖啡拉花實踐工作坊)

13‐31/8/2022 s1‐s4 20 $3,952.00 $197.60 E1 生涯規劃
活動順利完成，參加者對
活動反應熱烈, 期望再舉辦
體驗活動

 

80 聯課活動:中二`級 STEM活動 27/8 ‐ 10/9/2022 S2 10 $18,840.00 $1,884.00 E1
跨學科

(STEM）

順利完成進階培訓，學生
在「粵港澳大灣區STEM/AI
挑戰賽 (教區中學)」中表現
出色，取得亞軍



81 體育科:  田徑隊助教費用 20/5‐17/6/2022 S1‐S6 38 $3,080.00 $81.05 E5 體育
同學積極參與，出席率超
過八成



82
聯課活動:中四及中五級 一路瞳行電

影欣賞及場地租金
2021/12/6 S4‐S5 161 $19,535.00 $121.34 E1 價值觀教育

活動順利完成，參加者與
導演映後對談反應熱烈，
深受主角經歷感動



83 聯課活動:中一及中二級課後活動日 2022/6/15 S1‐S2 41 $17,700.00 $431.71 E7 團隊訓練
活動順利完成，參加者 期
望再舉辦體驗活動

 

84 學習支援組:南華職趣體驗小組 20/1‐5/8/22 23 $15,180.00 $660.00 E1 價值觀教育
活動順利完成，參加者對
活動反應熱烈

 

85 學生成長事務委員會:中一迎新活動 29‐30/08/2022 S1 80 $18,000.00 $225.00 E1 個人成長

活動及檢討會議已經完
成。
• 加強了學生凝聚力
• 新生之間能互相認識
• check point活動加強學生
認識校園



 （如空間不足，請於上方插入新行。）

4,448 $621,566.75第1.1項總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