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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工作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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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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子 職業體驗活動 2022年11月 中一至中三 200 $20,000.00 $100.00 英文

1 朗誦節 2022年11月-23年3月 200 $20,000.00 $100.00 訓練學生公開朗誦的能力及膽量中文 學生參與度及比賽
2 戶外情景寫作 2022年12月 中四至中五 10 $3,000.00 $300.00 開闊學生的眼界，提升他們的思中文 學生反應及老師觀
3 Speech Festival 2022年11月 中一至中六 100 $7,000.00 $70.00 To encourage students to parti英文 Students’ participa 
4 English Musical 2022年12月 中一至中六 100 $50,000.00 $500.00 To develop students’ potential英文 Students’ participa  
5 Outing and field study 2022年11月 中四至中六 50 $8,000.00 $160.00 To allow students to have auth公民與社會發展Students’ performa   
6 Drama Competition 2022年12月 中四至中六 100 $15,000.00 $150.00 To promote their interest in lea公民與社會發展Students’ performa 
7 Field trip 2022年12月 中四至中五 50 $9,000.00 $180.00 To equip students with field地理 Students’ work and 
8 Service Learning 2022年11月-23年3月 中一至中二 300 $40,000.00 $133.33 To cultivate students’ positive 公民與社會發展Students’ participa   
9 Sports Training 2022年9月-23年5月 中一至中六 500 $120,000.00 $240.00 To provide professional trainin體育 Students’ performance, teachers’ observation 

10 繪畫班 2022年9月-23年5月 中一至中五 20 $5,000.00 $250.00 培養學生對藝術的與趣提升學藝術（視藝） Students’ performance, teachers’ observation 
11 Music Training 2022年9月-23年5月 中一至中六 200 $300,000.00 $1,500.00 To stretch students’ potential a藝術（音樂） Student participation/ Teachers’ observat 
12 Workshop and competitions 2022年9月-23年5月 中一至中六 50 $20,000.00 $400.00 To arouse students’ interest in 跨學科（STEM）Student participa  
13 Careers Talks 2022年9月-23年5月 中一至中六 900 $10,000.00 $11.11 To let students know about the生涯規劃 Student response/ Teachers’ observation 
14 Visits to various institutions 2022年11月 中五至中六 300 $10,000.00 $33.33 To let students know about the生涯規劃 Student response/ Teachers’ observation 
15 Careers Expo 2022年11月 中一至中六 900 $10,000.00 $11.11 To let students know about the生涯規劃 Student response/ Teachers’ observation 
16 Uniform groups activities 2022年9月-23年8月 中一至中六 200 $50,000.00 $250.00 To let students develop self-di德育、公民及國民教育    
17 Class-based activities 2022年9月-23年5月 中一至中六 900 $60,000.00 $66.67 Subsidized class teachers to ho班本活動 Students’ and teachers’ feedb 
18 OLE activities 2022年9月-23年8月 中一至中六 900 $90,000.00 $100.00 To provide opportunities for st跨學科（其他）  
19 Hydroponic farming 2022年9月-2022年12月 中四至中五 60 $25,000.00 $416.67 To provide opportunities for st生物 Students’ performa 
20 Field trip 2023年6月 中五 40 $3,000.00 $75.00 To provide students with an op生物 Students’ performa 
21 5G Lab visit 2022年9月-10月 中四至中五 60 $15,000.00 $250.00 To enhance students’ newtwor跨學科（STEM）Student response   
22 Calligraphy Workshops of Motivati 2022年11月 中一至中六 40 $2,000.00 $50.00 To enhance students’ exposure英文 Student response/ Teachers’  
23 Math Orienteering 2023年7月 中三 160 $1,500.00 $9.38 To provide an opportunity for 數學 Student response 
24 Field trip 2022年11月 中一及中二 45 $4,000.00 $88.89  To provide a first-hand experi歷史 Student response  
25 Fashion Show 2023年7月 中一至中三 480 $2,000.00 $4.17 To boost students’ creativity an家政科 Students’ performa   
26 Talent show 2022年12月 中一至中六 944 $2,500.00 $2.65 To provide students with anon藝術（音樂） Students’ performance and teach 
27 Ocean Park Academy 2022年7月 中四 65 $12,000.00 $184.62 To understand how physics co科學 Students’ performa 
28 Field trip 2023年7月 中五 60 $3,000.00 $50.00 To understand how to apply ph科學 Students’ performa 
29 STEM Week Activities 2023年5月 中一至中五 800 $30,000.00 $37.50 To extend the learning experie跨學科（STEM）Students’ performa 
30 模擬法庭 2022年10月-2023年5月 中一至中五 800 $4,500.00 $5.63 啟發青少年從多角度思考公民價值觀教育 Students’ performance and teach 
31 Hotel visit or Dining Etiquette Wor 2023年8月 中四至中五 30 $4,500.00 $150.00 To acquire comprehensive und旅遊與款待 Students’ performa  
32 Ceramics workshop 2023年7月 中一至中五 50 $3,000.00 $60.00 To enhance students’ different藝術（視藝） Students’ performance and teachers’ feedb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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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於適用方格加上號，可選擇多於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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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2022-2023____學年
全方位學習津貼  運用計劃

元朗商會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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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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於適用方格加上號，可選擇多於一項)

編號 活動名稱

範疇
(請選擇

適用的選項，
或自行填寫)

擬舉行日期
對象

監察／
評估方法

活動簡介及目標
負責科組／

教師

（如空間不足，請於上方插入新行。）

9,414 $939,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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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udent Exchange and Study Tours 2023年7月-8月 中一至中五 200 $400,000.00 $2,000.00 To let teachers take care of stu跨學科（其他）Teachers’ observ   
2 Study Tour to South Korea 2023年4月 中三、中四 30 $55,000.00 $1,833.33 To let teachers take care of stu歷史科 Teachers’ observ   
3 Mainland Study Tour 2023年4月 中五 160 $10,000.00 $62.50 To provide opportunities for st公民與社會發展Teachers’ observ   

（如空間不足，請於上方插入新行。）

390 $465,000.00

9,804 $1,404,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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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EM equipment $50,000.00

2 Heart rate monitors $100,000.00

3 Musical instrument $150,000.00
（如空間不足，請於上方插入新行。）

$300,000.00

$1,704,000.00

職位： Teac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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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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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方位學習聯絡人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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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4

Lau Siu Hang

全校學生人數︰ 9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