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安當女書院
2020-2021 「全方位學習基金活動計劃」報告書
諮詢教師方法：Google drive
關注重點及策略/工作
課外活動屬會外聘導師課程及活動
支出
 幫助同學發揮所長、增加自信
及增強對學校的歸屬感。
韓文班
普通話朗誦校隊
羽毛球校隊
舞蹈組
中文話劇
管樂班-單簧管及色士風班
管樂班-長號及低音號班
管樂班-小號及圓號班
管樂班-長笛班
弦樂班
流行樂隊
古箏班
美甲班
化妝美容班
美顏飲品班
精緻甜品班
咖啡拉花班

開辦班級數目︰24








評估方法及成功準則
成效評估及檢討
評估方法：觀察學生參與活動  以下課程順利完
的表現成功準則：
成：
70%同學積極投入參與活動。
韓文班
70% 同 學 對 校 園 的 歸 屬 感 增
流行樂隊
強。
咖啡拉花班
70%同學的自信心有所提升。
70%同學認同課外活動具吸引  以下課程因疫情取
力，能讓其主動及投入參與，
消：
並有效的吸收不同知識，有助
普通話朗誦校隊
全人發展。
羽毛球校隊
70%同學認同課外活動經歷讓
舞蹈組
其有深刻及正能量的體驗，有
中文話劇
助建立正面情緒、提升自信心
管樂班-單簧管及
及領導才能。
色士風班
管樂班-長號及低
音號班
管樂班-小號及圓
號班
管樂班-長笛班
弦樂班
古箏班
美甲班
化妝美容班
美顏飲品班
精緻甜品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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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算支出
總開支：$ 345,427.00

實際支出


$7,485.00 (韓文班)
$22,500.00(普通話朗誦 
校隊)
$63,450.00 (羽毛球校
隊)

$15,300.00 (舞蹈組)
$18,000.00 (中文話劇)
$15,660.00 (單簧管及
色士風班)
$15,660.00 (長號及低
音號班)
$14,760.00 (小號及圓
號班)
$12,960.00 (長笛班)
$12,150.00 (弦樂班)
$16,200.00 (Band樂隊)
$24,300.00 (古箏班)
$14,252.00 (美甲班)
$35,000.00 (化妝美容
班)
$12,000.00 (美顏飲品
班)
$15,750.00 (精緻甜品
班)
$30,000.00 (咖啡拉花
班)

$3,600.00
(流行樂隊）
$2,919.00
(咖啡拉花班)
$1,996.00
(韓文班)

聖安當女書院
2020-2021 「全方位學習基金活動計劃」報告書
諮詢教師方法：Google drive
關注重點及策略/工作
購買樂器及維修
管樂班 / 弦樂班

開辦班級數目︰24




校隊報名費及註冊費
 通過參加學界比賽，藉體能、
智能等訓練，培養優秀的耐
力、思想和心理品質。





評估方法及成功準則
成效評估及檢討
評估方法：觀察學生參與活動  順利完成
的表現
成功準則：80% 學生表示滿意
課程，並認為此課程能幫助她
們發揮所長、增加自信及增強
對學校的歸屬感。
評估方法：觀察學生參與活動 
的表現
成功準則：80%同學認同通過
刻苦訓練，能幫助建立刻苦耐
勞優秀特質。

順利完成

預算支出


實際支出




$48,440.00 (購買樂
器)
$50,000.00 (維修)



$30,000.00












學校旅行 - 領隊老師入場費及車費
 藉此活動鼓勵同學通過學校旅
行，增強師生及朋輩之間的人
際關係，並體驗群體生活，學
習彼此融洽相處之道。





評估方法：觀察學生參與活動 
的表現
成功準則：80%同學認同學校
旅行能有助建立師生及朋輩之
間的關係，並能從中學會關愛
他人及欣賞別人。

因疫情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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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X 62人=$5,580.00
(中一:22人)
(中二:20人)
(中三:20 人)

$8,000.00
(購買古箏)
$38,880.00
(購買管樂、譜
架、木結他)
$2,250.00 (校
際朗誦節報名
費)
$480.00 (普通
話朗誦劍橋盃報
名費)
$260.00 (校際
音樂節報名費)
$250.00(香港學
校音樂及朗誦協
會學校會員會
籍)
$300.00(香港學
界體育聯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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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詢教師方法：Google drive

開辦班級數目︰24

關注重點及策略/工作
學校旅行-車費

 藉此活動鼓勵同學通過學校旅
行，增強師生及朋輩之間的人 
際關係，並體驗群體生活，學
習彼此融洽相處之道。

評估方法及成功準則
成效評估及檢討
評估方法：觀察學生參與活動  因疫情取消
的表現、問卷。
成功準則：完成活動任務，問
卷調查 80%學生滿意活動。

日本大學考察團

 透過考察活動，增加對日本大
學及升學出路的認識。


評估方法：觀察學生參與活動 
的表現。
成功準則：完成活動任務，
80%學生滿意活動。

因疫情取消



新加坡英語交流團

 擴闊學生視野、豐富知識及學
習經歷，從而提升學生的自律 
和自理能力，以及促進自身的
反思，培養獨立的價值觀和批
判精神。

評估方法：觀察學生參與活動 
的表現、問卷。
成功準則：完成活動任務，問
卷調查 80%學生滿意活動。

因疫情取消



評估方法：觀察學生參與活動 
的表現、問卷。
成功準則：完成活動任務，問
卷調查 80%學生滿意活動。

因疫情取消

日本體育交流訓練團
 體育交流
 球技訓練
 考察升學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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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算支出
$40x 431人=$17,240.00 

$ --

$4,000.00X 9人
=$36,000.00



$ --



$9000 X 10人
=$90,000.00



$ --



$4,000.00 X 7人
=$28,000.00



$ --



實際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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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詢教師方法：Google drive

開辦班級數目︰24

關注重點及策略/工作
境外遊學團及本地考察團/活動- 領 
隊老師師團費
 通過參與遊學團，能學會放眼 
世界，提出建議及建立批判思
考能力，並學會欣賞、尊重及
包容，建立正面的思想態度，
進而對個人發展目標訂立明確
及有意義的方向。

評估方法及成功準則
成效評估及檢討
評估方法：觀察學生參與活動  因疫情取消
的表現。
成功準則：80%同學認同參與
遊學團，通過陌生的環境學
習，有助獨立面對生活中的事
情，培養自身堅強獨立的能
力， 並能從中學會與人融洽
相處、培養團隊合作精神、促
進師生關係及增強同學對學校
的歸屬感，通過以上種種，皆
能有助同學好好籌劃未來，創
建美好人生。

境外遊學團及本地考察團/活動- 電 
話卡
 通過參與遊學團，能學會放眼 
世界，提出建議及建立批判思
考能力，並學會欣賞、尊重及
包容，建立正面的思想態度，
進而對個人發展目標訂立明確
及有意義的方向。

評估方法：觀察學生參與活動 
的表現
成功準則：80%同學認同參與
遊學團，通過陌生的環境學
習，有助獨立面對生活中的事
情，培養自身堅強獨立的能
力， 並能從中學會與人融洽
相處、培養團隊合作精神、促
進師生關係及增強同學對學校
的歸屬感，通過以上種種，皆
能有助同學好好籌劃未來，創
建美好人生。

因疫情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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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算支出
$90,000.00

實際支出


$ --



$5,000.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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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詢教師方法：Google drive

開辦班級數目︰24

關注重點及策略/工作
境外遊學團及本地考察團/活動- 消 
耗品
 通過參與遊學團，能學會放眼 
世界，提出建議及建立批判思
考能力，並學會欣賞、尊重及
包容，建立正面的思想態度，
進而對個人發展目標訂立明確
及有意義的方向。

評估方法及成功準則
成效評估及檢討
評估方法：觀察學生參與活動  因疫情取消
的表現
成功準則：80%同學認同參與
遊學團，通過陌生的環境學
習，有助獨立面對生活中的事
情，培養自身堅強獨立的能
力， 並能從中學會與人融洽
相處、培養團隊合作精神、促
進師生關係及增強同學對學校
的歸屬感，通過以上種種，皆
能有助同學好好籌劃未來，創
建美好人生。

暑期活動—本地文化心動遊

 協助同學充實暑期生活，擴闊
視野。


評估方法：觀察學生參與活動 
的表現、問卷。
成功準則：問卷調查 80% 參
與的學生表示活動能充實暑期
生活，並增強對學校的歸屬
感。

因疫情取消



全方位學習活動連車費—生命教育

（中三級—正向態度）
 讓學生明白正面選擇的重要， 
建立守法、負責的正確價值
觀。

評估方法：觀察學生參與活動 
的表現。
成功準則：完成活動任務，
80%學生滿意活動。

因疫情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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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算支出
$8,000.00

實際支出


$ --

$1,500.00 X 24人
=$36,000.00



$ --

$30.00 X 113人
=$11,300.00 (A)
$47.00 X 113人
=$5,311.00 (B)
總數：$16,611.00
(A+B)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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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詢教師方法：Google drive
關注重點及策略/工作
試後活動 / ELA午間活動

 學習經歷成果展示日
 知識增益日

 全方位校外探索日
 統籌科組舉辦全方位增潤活動
讓同學展示學習經歷成果及體
驗全方位學習經歷。

人文科學習領域全方位課外活動

 通過全方位學習活動，學生能
在真切情境和實際環境中學 
習。這些切身體驗能夠讓學生
更有效地掌握一些單靠課堂學
習難以達到的學習目標，有助
學生在不斷變化的社會中，實
現全人發展的目標和發展終身
學習的能力。
輔導組服務學習活動

 透過服務學習協助學生明白天
主教育核心價值。


開辦班級數目︰24
評估方法及成功準則
成效評估及檢討
評估方法：觀察學生參與活動  因疫情取消
的表現。
成功準則：
70%同學認同通過參與試後全
方位學習活動，能以全方位延
伸學習不同領域的知識，加強
其對學習的投入感。
70%同學認同通過參與學習經
歷成果展示日的分享，能獲得
寶貴機會展示自己在不同崗位
籌組及參與活動的學習經歷成
果，有助增強自信心及參與活
動的投入感。
評估方法：觀察學生參與活動  因疫情取消
的表現
成功準則：80%同學認同全方
位學習活動能為她們創造機
會，讓她們從實際體驗中學
習。

評估方法：觀察學生參與活動 
的表現。
成功準則：完成活動任務，
80%學生滿意活動。

因疫情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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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算支出
$30,000.00

實際支出


$ --



$35,000.00



$ --



$20,000.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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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詢教師方法：Google drive
關注重點及策略/工作
宗教組服務學習活動
 加強學生信仰及品格體驗。

開辦班級數目︰24



公民教育組服務學習活動
 加強學生品格體驗 。





公民教育領袖培訓及個人成長訓練

 成長小組/健康教育大使小組/
環保大使小組/公民領袖訓練小 
組及日營。

泡泡足球及攻防戰




評估方法及成功準則
成效評估及檢討
評估方法：觀察學生參與活動  因疫情取消
的表現。
成功準則：完成活動任務，
80%學生滿意活動。



預算支出
$4,000.00

實際支出


$ --

評估方法：觀察學生參與活動 
的表現。
成功準則：完成活動任務，
80%學生滿意活動。

因疫情取消



$4,000.00



$ --

評估方法：觀察學生參與活動 
的表現。
成功準則：完成活動任務，
80%學生滿意活動。

因疫情取消



$37,260.00



$ --



因疫情取消



$14,700.00



$ --

評估方法： 觀察學生參與活
動的表現、問卷
成功準則： 完成活動任務，
問卷調查80%學生滿意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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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辦班級數目︰24

關注重點及策略/工作
明日領袖訓課程

 啟發潛能、加強自信和責任 
心。
 提升團隊合作精神
 加強解難能力。
 透過一連串的活動經驗、學習
向時間、難度及體力等方面作
挑戰，再凝固眾人的力量共同
學習，從而培育參與者感受領
袖的角色與責任，並提升對學
校的歸屬感。

評估方法及成功準則
成效評估及檢討
評估方法：問卷、評估報告
 因疫情取消
成功準則：85% 參與的學生表
示滿意課程，並認為此課程能
幫助她們發揮領袖的角色與責
任。

Outward Bound外展領袖訓練課程

 促進學生的社交技巧和獨立思

考能力。
 學習在逆境下運用領導的基本
要素和技巧，探索各種各樣的 
領導風格，挑戰自己的極限，
肯定自己，超越自我。

評估方法： 觀察學生參與活
動的表現、問卷
成功準則： 完成活動任務，
問卷調查
80%學生滿意活動



因疫情取消



領袖訓練課程及服務學習活動支出

 學生領袖能學到正確的價值
觀，能作鹽作光，學會以耶穌 
基督作為榜樣，學懂如何榮神
益人，以真誠、謙卑、服侍、
捨己的心服務別人。

評估方法：觀察學生參與活動 
的表現。
成功準則：完成活動任務，
80%學生領袖能學會運用課堂
上學到的高階思維技巧解決難
題，使其無論在個人及社交層
面上均有所成就，從而建立自
信，肯定自己的價值。

因疫情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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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算支出
$1,000.00 X 18人
=$18,000.00

實際支出


$ --

$5700.00 X 58人
=$330,600.00



$ --

$30,000.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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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詢教師方法：Google drive
關注重點及策略/工作
領袖訓練營- 領隊老師費用

 啟發潛能、加強自信和責任 
心。
 提升團隊合作精神
 加強解難能力。
 透過一連串的活動經驗、學習
向時間、難度及體力等方面作
挑戰，再凝固眾人的力量共同
學習，從而培育參與者感受領
袖的角色與責任，並提升對學
校的歸屬感。

開辦班級數目︰24
評估方法及成功準則
成效評估及檢討
評估方法：問卷、評估報告
 因疫情取消
成功準則：85% 參與的學生表
示滿意課程，並認為此課程能
幫助她們發揮領袖的角色與責
任。



預算支出
$6,000.00

實際支出


總支出： $

58,935.00

津貼金額： $

1,166,106.00

2019-20 年度盈餘： $

724,280.50

未退還教育局前餘額： $

1,831,451.50

應退還教育局款項： ($
2020-21 年度盈餘： $

餘款不可超逾當學年該津貼所得之總撥款額為限(上限款額)，超逾此數的盈餘須退還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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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65,345.50)
1,166,106.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