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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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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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童玩時光活動費 2022年11月及2023年3月 小一至小六 464 $75,000.00 $161.64 為增添小學校園生活之樂趣，增進老師與學生之間的關係 全方位學習 教師觀察 ✓ 袁國偉

2 學校旅行學習日車費 2022年10月21日 小一至小六 464 $10,000.00 $21.55 為增加學生課外知識，認識大自然及舒展身心 全方位學習 教師觀察 ✓ 袁國偉

3 小六畢業營 2023年5月10-12日 小六 70 $7,500.00 $107.14 增進小六畢業生校園生活之樂趣及同學之間的友誼 全方位學習 教師觀察 ✓ 袁國偉

4 Friday English Extra Curricular Activity Classes (ECA Classes)2022年9月-2023年5月 小二至小四 101 $42,750.00 $423.00 透過各類活動（如：遊戲、唱歌、說故事、做手工等）學習學習英語。 全方位學習 教師觀察 ✓ 李穎虹

5 六年級升中面試能力提升小組 2022年9月-2023年3月 小六 70 $30,000.00 $429.00 為鞏固六年級同學的(中、英文)升中面試能力 中、英文科 教師觀察 ✓ 李穎虹

6 STEM DAY學習活動 2023年4月20及4月27日 小一至小六 464 $30,000.00 $64.66 提升學生動手探究和學習與實踐STEM相關知識和技能的機會 跨學科(STEM) 教師觀察 ✓ 許文星

7 全方位學生輔導服務活動 2022年9月-2023年8月 小一至小六 464 $50,000.00 $107.76 透過多元化的活動,全方位提升學生的社交、情意和心身健康。 訓輔 教師觀察 ✓ 許文星

8 護苗教育課程 2023年1月17日 小三 76 $1,520.00 $20.00 為學生提供預防性侵犯課程及教導性教育的知識 全方位學習 教師觀察 ✓ 陳嘉慧

9 中樂坊指揮及導師費(30%資助) 2022年9月-2023年8月 小一至小六 20 $14,500.00 $725.00 透過中樂坊訓練及參加不同比賽，加強學生中樂合奏的經驗。 藝術（音樂） 教師觀察 ✓ 袁振俠

10 參觀終審法院 2023年4-5月 小六 70 $3,500.00 $50.00 透過活動讓學生學習香港的司法制度，並明白守法與守規的重要。 常識 教師觀察 ✓ 常識科

11 LEGO EV3拔尖班教練費用 2022年9月-2023年8月 小四至小六 20 $50,000.00 $2,500.00 學生能運用機械人編程，解決日常生活問題 跨學科（STEM） 教師觀察 ✓ 林育鋒

12 WRO 比賽報名及物資費用 2022年9-12月 小四至小六 10 $5,000.00 $500.00 學生能運用機械人編程，解決日常生活問題 跨學科（STEM） 教師觀察 ✓ 林育鋒

13 Robofest  比賽報名及物資費用 2023年1-4月 小四至小六 10 $2,000.00 $200.00 學生能運用機械人編程，解決日常生活問題 跨學科（STEM） 教師觀察 ✓ 林育鋒

14 田徑校隊教練費用(30%資助) 2022年9月-2023年8月 小一至小六 25 $10,000.00 $400.00 學生從訓練中學習田徑的技術，以致外出比賽能得到獎項 體育 教師觀察 ✓ 林育鋒

15 體育比賽報名費、註冊費和交通費用 2022年9月-2023年8月 小一至小六 100 $7,000.00 $70.00 透過比賽增強學生信心和其他學習經歷 體育 教師觀察 ✓ 林育鋒

16 校內速度繩比賽獎 2023年6月 小一至小六 464 $2,000.00 $4.31 學生能從比賽學習體育精神和團隊精神。 體育 教師觀察 ✓ 林育鋒

17 體育新興運動(健球)體驗課程 2023年3-4月 小一至小六 150 $9,000.00 $60.00 推廣新興運動 體育 教師觀察 ✓ 林育鋒

18 游泳校隊教練費用 2022年9-10月 小一至小六 15 $5,000.00 $333.33 學生從訓練中學習游泳技術，以致體適能和技術有所提升。 體育 教師觀察 ✓ 林育鋒

19 足球校隊教練費用(30%資助) 2022年9月-2023年8月 小一至小六 15 $20,000.00 $1,333.33 學生從訓練中學習足球技術、自律精神及團隊協作，以致外出比賽能得到獎項體育 教師觀察 ✓ 蕭志鴻

20 籃球校隊教練費用(30%資助) 2022年9月-2023年8月 小一至小六 22 $11,000.00 $500.00 學生從訓練中學習籃球技術、自律精神及團隊協作，以致外出比賽能得到獎項體育 教師觀察 ✓ 蕭志鴻

21 敲擊樂隊教練費用(30%資助)及賽前加訓 2022年9月-2023年8月 小二至小六 20 $11,718.00 $585.90 學生從訓練中學習敲擊樂，以致節感及演奏技能有所提升。 藝術（音樂） 教師觀察 ✓ 陳子延

22 口琴校隊教練費用(30%資助) 2022年9月-2023年5月 小二至小六 30 $21,120.00 $704.00 學生從訓練中學習口琴，以致口琴演奏技術有所提升。 藝術（音樂） 教師觀察 ✓ 陳子延

23 口琴一二年級校本課程導師費 2022年10月-2023年5月 小一至小二 162 $32,400.00 $200.00 校本音樂課程實踐樂器普及教育，讓全級學生掌握小樂器演奏 藝術（音樂） 教師觀察 ✓ 陳子延

24 合唱團導師費用 2022年9月-2023年8月 小一至小四 30 $19,800.00 $660.00 學生從訓練中學習歌唱技巧，以致歌唱技術提升。 藝術（音樂） 教師觀察 ✓ 陳子延

25 ukulele四年級校本課程導師費 2022年10月-2023年5月 小四 80 $12,600.00 $157.50 校本音樂課程實踐樂器普及教育，讓全級學生掌握小樂器演奏 藝術（音樂） 教師觀察 ✓ 陳子延

26 敲擊樂隊比賽報名費和交通費 2023年3-4月 小二至小六 20 $4,500.00 $225.00 透過比賽增強學生信心和其他學習經歷 藝術（音樂） 教師觀察 ✓ 陳子延

27 購買小型樂器/網上教學資源 2022年11月-2023年8月 小一至小六 464 $3,000.00 $6.47 購買配合音樂課程的小型樂器，提高教學效能及學習興趣 藝術（音樂） 教師觀察 ✓ 陳子延

28 音樂會欣賞交通費 2023年4-5月 小四至小六 160 $3,000.00 $18.75 透過欣賞音樂會豐富學生的音樂體驗,提升學習動機和興趣。 藝術（音樂） 教師觀察 ✓ 陳子延

29 藝術團體到校表演費用 2023年3-4月 小一至小六 464 $4,500.00 $9.70 透過藝術團體到校表演豐富學生的音樂體驗,提升學習動機和興趣。 藝術（音樂） 教師觀察 ✓ 陳子延

30 音樂活動及比賽獎品獎盃 2022年11月-2023年8月 小一至小六 50 $1,000.00 $20.00 透過活動及比賽豐學生的音樂體驗,提升學習動機和興趣。 藝術（音樂） 教師觀察 ✓ 陳子延

31 中樂坊比賽報名費、註冊費和交通費用 2022年9月-2023年8月 小一至小六 20 $4,500.00 $225.00 透過比賽增強學生信心和其他學習經歷 藝術（音樂） 教師觀察 ✓ 袁振俠

32 參觀新聞博物館 2023年4月18日 小六 76 $14,800.00 $194.74 參觀新聞博物館,了解甚麼是新聞 國家安全教育 教師觀察 ✓ 袁國偉

33 數理通識大賽獎品獎盃及獎牌 2023年7月 小一至小六 72 $1,500.00 $20.83 透過比賽讓學生應用與實踐數理和STEM相關知識,提升學習動機和興趣。跨學科（STEM） 教師觀察 ✓ ✓ 許文星

34 作家講座(一)：低年級 2023年4月 小一至小三 237 $3,000.00 $12.66 邀請作家教導學生寫作技巧 全方位學習 教師觀察 ✓ 黎康慈

35 作家講座(一)：高年級 2023年4月 小四至小六 230 $3,000.00 $13.04 邀請作家教導學生寫作技巧 全方位學習 教師觀察 ✓ 黎康慈

36 童狗有話兒工作坊 2022年9月-2023年6月 小二至小三 35 $24,000.00 $685.71 從閲讀及與狗狗互動中提升社交情緒管理、尊重別人 全方位學習 教師觀察 ✓ 黎康慈

37 貝智基金《那一天，我會飛》講座 2022年11月 小一 81 $2,500.00 $30.86 以繪本作切入點，教導學生怎樣和自閉症兒童相處 全方位學習 教師觀察 ✓ 黎康慈

38 貝智基金《最佳老友》講座 2022年11月 小二 80 $2,500.00 $31.25 以繪本作切入點，培養學生尊重及關愛等價值觀 全方位學習 教師觀察 ✓ 黎康慈

39 《最後的告別》作家貓珊 2023年4月 小五 91 $3,000.00 $32.97 以作家自身經歷，鼓勵學生堅持向目標與夢想邁進。 全方位學習 教師觀察 ✓ 黎康慈

40 電子閱讀器推廣計劃 2023年1月 小一至小六 464 $6,000.00 $12.93 購買電子閱讀器以推廣電子閱讀 全方位學習 教師觀察 ✓ 黎康慈

41 無臂少女楊小芳分享會 2023年3月 小六 76 $3,000.00 $39.47 以作家自身經歷，培養學生珍惜與感恩之心 全方位學習 教師觀察 ✓ 黎康慈

42 升旗隊培訓課程 2022年10月-11月 小四至小五 12 $16,000.00 $1,333.33 提升學生國民身分認同 全方位學習 教師觀察 ✓ 袁國偉

43 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活動/參觀 2023年4月18日 小四至小六 240 $20,000.00 $83.33 提升學生國民身分認同 國家安全教育 教師觀察 ✓ 袁國偉

44 中華文化日 2023年1月 小一至小六 464 $9,000.00 $19.40 加深對中國節日及文化的認識，感受節日氣氛 全方位學習 教師觀察 ✓ 黎康慈

45 環保組活動獎品 2023年1月-2023年6月 小一至小六 60 $800.00 $13.33 推廣環保活動，提高環保意識 全方位學習 教師觀察 ✓ 黃玉茹

46 海洋公園學習活動 2023年7月 小一、小三 180 $30,100.00 $167.22 透過參觀活動讓學生對海洋生物有更多的認識 全方位學習 教師觀察 ✓ 黃佩儀

47 導盲犬認知講座 待定 小二 80 $700.00 $8.75 了解導盲犬如何幫助視障人士 全方位學習 教師觀察 ✓ 黃嘉璧

48 長春社「樹木多面睇」講座 待定 小三 76 $800.00 $10.53 認識香港樹木的種類，明白如何保育樹木 全方位學習 教師觀察 ✓ 黃嘉璧

49 校本課程展覽暨正向教育嘉年華日 2022年12月3日 小一至小六及幼稚園生 1,000 $26,000.00 $26.00 培養學生正確價值觀及態度 全方位學習 教師觀察 ✓ 黃嘉璧

2022-2023學年

全方位學習津貼  運用計劃

活動簡介及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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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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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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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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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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簡介及目標
負責科組／

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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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專題研習活動費用 2022年9月-2023年8月 小五至小六 161 $3,700.00 $22.98 提升學生的自主學習、高階思維及創意解難能力 全方位學習 教師觀察 ✓ ✓ 李可欣

51 小小科學家探索活動:古生物能否復活 2022年10月25日 小五至小六 161 $2,540.00 $15.78 利用化石和古生物作為引子，讓學生認識細胞和遺傳學的基本知識。 常識 教師觀察 ✓ 許文星

52 「小足跡.大腳印」本地歷史考察團 2023年4月 小四 80 $6,000.00 $75.00 帶領學生走出課堂，走訪香港社區街道學習歷史，提升對本地歷史的認識。常識 教師觀察 ✓ 許文星

 （如空間不足，請於上方插入新行。）

8,550 $682,84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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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境交流團 2023年4月 小四至小六 40 $25,000.00 $625.00 加深對祖國的認識，培養學生國民身分認同 教師觀察 ✓ 袁國偉

2 WRO世界奧林匹克機械人國際賽 2022年11月 小四至小六 5 $50,000.00 $10,000.00 擴闊學生視野，以及增加學生其他學習經歷。 教師觀察 ✓ ✓ 林育鋒

3

 （如空間不足，請於上方插入新行。）

45 $75,000.00

8,595 $757,84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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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元智能課活動活動材料費用 $8,000.00

2 體育器材及設備 體育課堂及校隊訓練 $15,000.00

3 購買音樂科小型樂器、校內比賽、活動物資 音樂課堂及校內比賽、活動所需 $4,500.00

 （如空間不足，請於上方插入新行。）

$27,500.00

$785,348.00

464

袁國偉

全校學生人數︰ 464

職位： P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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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