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6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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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藝術文化日全方位活動及其他

節令性活動：推廣中國文化
2021年9月及2022年2月 全校 830 $63,676.54 $76.72 E1, E5 中文／藝術 達標   

2
英語主題周/每周小小英語日及相關英文

活動：認識西方文化，提升學習英文的

興趣及信心

全年 全校 830 $79,242.84 $95.47 E1, E5 英文／藝術 達標   

3 管樂及其他音樂訓練：推廣音樂學習，

並讓有興趣的學生參與進深培訓
全年 全校 830 $123,113.40 $148.33 E1, E5 藝術(音樂) 達標  

4 舞蹈培訓：推廣舞蹈藝術 全年 全校 60 $6,225.60 $103.76 E1 體育／藝術 達標  

5 視藝創作活動：推廣視覺藝術的學習，

並讓有興趣的學生參與進深培訓
全年 全校 30 $0.00 $0.00 藝術(視藝) 達標  

6

球隊及泳隊教練及活動費，其他全方位

體育活動，包括運動會：推廣體育的學

習，並讓有興趣的學生參與進深培訓；

鼓勵全體學生參與體育活動

全年 全校 830 $23,080.00 $27.81 E1, E2, E5 體育 達標  

7 STEM體驗活動及比賽：推廣科學及科技

學習，並讓有興趣的學生參與進深培訓
全年 全校 830 $14,057.42 $16.94 E1, E2 跨學科(STEM) 達標 

8 學科為本的全方位學習活動及比賽：透

過活動讓學生實踐及豐富學習經驗
全年 全校 830 $10,377.60 $12.50 E1 跨學科(其他) 達標 

9 全方位活動日及探訪考察活動：讓學生

走出課室，參加學科的校外學習及考察
全年 全校 830 $9,464.70 $11.40 E1 跨學科(其他) 達標  

10 教育營及畢業營：讓學生走出課室，學

習與人相處及發掘個人未來方向
2021年6月及7月 四年級 六年級 300 $15,214.12 $50.71 E1 德育及公民教

育價值觀教育
達標 

11 學生團契活動：推廣宗教全方位活動，

促進學生品德及靈育發展
全年 全校 60 $4,533.00 $75.55 E1 價值觀教育 達標 

12

其他學習經歷課程，包括青少年成長

營、風紀培訓、校本輔導活動(如秩序比

賽)、班際學科、非學科比賽及服務學

習：發展學生多方面潛能；提供更多學

習體驗；培養堅強的個性，學習人合作

及相處；建立學生正面價值觀及態度；

培養友愛互助、尊重別人的良好品德及

學會關心別人

全年 全校 830 $164,961.26 $198.75 E1, E5 跨學科(其他) 達標    

13 其他藝術經歷：豐富學生藝術經驗 全年 全校 830 $27,972.50 $33.70 E1, E5 藝術(其他) 達標  

14 資優教育培訓活動：發展學生潛能 全年 全校 830 $13,056.00 $15.73 E1, E5 資優教育 達標   

15 國安教育/基本法活動：加深對基本法及

國安法的認識
全年 全校 830 $2,134.00 $2.57 E7 國安教育/基本

法
達標 

16 試後主題活動：豐富學生學習經驗，擴

闊視野
2022年1月及6-7月 全校 830 $19,389.50 $23.36 E1, E5 跨學科(其他) 達標   

 （如空間不足，請於上方插入新行。）

10,410 $576,498.48

1.2

1 其他境外考察活動 全年 年級 30 $0.00 $0.00  

2

3

4

5

 （如空間不足，請於上方插入新行。）

30 $0.00

10,440 $576,498.48

編號 項目 用途 實際開支 ($)

1 添置STEM用品
購買相關器材以助推行

STEM活動
$79,881.20

2 添置體育器材
購買校隊訓練及體育活

動的必需品
$7,482.30

3 敲擊樂器及比賽用品(如樂器絨布)
敲擊樂隊訓練及比賽時

使用
$211,233.00

4 音樂練習室內隔音裝置
各音樂培訓進行中，以

免產生噪音，影響他人
$0.00

5 各科組推行全方位活動的設備及資源 讓科組推行全方位學習 $0.00

 （如空間不足，請於上方插入新行。）

$298,596.50

$875,094.98

E1 E6

E2 E7

E3 E8

E4 E9

E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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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位：  學生活動主任

第1項：舉辦／參加全方位學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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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惠學生人數︰ 830

佔全校學生人數百分比 (%)： 100%

全方位學習聯絡人姓名： 洪國豪

第2項總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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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校學生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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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2022學年

全方位學習津貼  運用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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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代號：

為提高透明度及根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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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0

第1及第2項總開支

第3項：受惠學生人數

第1.2項總計

開支
用途＊

基要學習經歷
(請於適用方格加上號，可選擇多於㇐項)

編號

kwlee
打字機文字
附件十一

kwlee
打字機文字

kwlee
打字機文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