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實際開支

級別
總參與

人數

($) 智能發展

(配合課程)

德育及

公民教育
體藝發展 社會服務

與工作有關

的經驗

1.1

1

P.3 Online Drama Programme

Help P.3 students build up confidence in

speaking English and acting

英文 下學期 P3 150

There are 137 students in P.3 and over

95% agreed that drama can motivate

learning interest, develop communicative

and collaboration skills, build up

confidence, arouse creativity and foster

positive values.

$49,500.00 E1 P

2
旅行學習日

豐富學生課堂以外的學習經驗，培養學

生共通能力，幫助個人成長。

課外活動 10月25日 P1-6 840

旅行學習日中，P.1-P.進行了多元

體驗活動(包括各項新興運動體現、

繩網歷奇、藝術活動、魔術表演)

P.3-P.5烏溪沙青年營，P.6海洋公

園

進行戶外探索及分組活動。

問卷顯示，100%同學喜歡這次多元

體驗活動。100%同學認同這次活動

能豐富同學課堂以外的學習經驗。

$87,851.00 E1 P

3
特色體驗學習活動之挪亞坊舟生命之旅

豐富學生課堂以外的學習經驗，培養學

生共通能力，幫助個人成長。

課外活動 全年 P3 145

活動是配合生命教育課程(團結

就是力量)，學生透過集體遊戲

，學會在逆境中以積極的方法

和態度面對困難。有98%學生喜

歡活動內容。有90%學生認同活

動能建立自信和積極的態度。
$14,470.00 E1 P

4
AI編程提升課程

豐富學生課堂以外的學習經驗，培養學

生共通能力，幫助個人成長。

電腦科 全年 P4-6 15
同學能在活動中能提升對編程及

AI的知識。增加對STEM的興趣及

共通能力。

$33,806.00 E5 P

5
國際發明及創科課程

提升學生對創科的掌握，有助配合香港

的未來發展

電腦科 全年 P4-6 30
同學能在活動中能提升創科知識

，亦有參與不同的國際比賽，成

績優異。

$108,600.00 E1 P

開支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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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方位學習津貼  運用報告

2021/22學年

第1項：舉辦／參加全方位學習活動

編號 活動簡介及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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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田徑校隊訓練班

提升學生的技術，培訓學生代表學校比

賽

體育 全年 P3-6 50
同學能在活動中能提升技術，亦

有參與九東學界田徑比賽，成績

優異。

$27,070.00 E1 P

7
校隊訓練營

提升學生的體能
體育 全年 P4-6 30 因受疫情影響，故此活動取消。 $0.00 E1 P

8
演說技巧訓練班

提升學生的演說技巧及自信心
中小銜接 下學期 P6 135

跟據老師問卷調查，有100%以上

老師認為課程對學生有幫助，認

同機構導師能指導學生，學生的

的演說技巧也有進步。

$26,400.00 E1 P

9
領袖訓練

提升學生的領導才能、解難技巧及團隊

合作精神

訓導組 8月 領袖生 20

同學在帶領活動、表達能力、承

擔精神等都有進步，能建立學生

的領袖角色。不過因疫情影響部

分課堂為zoom課堂，學生互動活

動較少。

$15,000.00 E1 P

10
擂台達人

提升學生思維能力
課程組 全年 P1-P6 70

今學年擂台達人舉辦了三期。

學生大部分表現投入，積極參與

答問，表現良好。"
$57,800.00 E5 P

11
創意小狀元

讓學生能發揮創意思維
課程組 全年 P5-P6 30

本年度共有30位同學參與此中文科

課餘興趣班，

小五有15位同學，小六有15位同學

，表現理想。

根據問卷調查，100%學生認同活動

能擴展學習經歷，

97%學生認為自己能掌握此項活動的

基本技巧，

94%學生認同活動能提升自信心或社

交技巧。

$12,000.00 E5 P

12
校際朗誦節中詩獨誦

資助及鼓勵學生參與校際朗誦中詩獨誦
中文 11-12月 P1-6 50

本年度表現令人滿意。全部參加

學生共58位，

其中1位同學得到冠軍，4位同學

得亞軍，3位同學得季軍，共8位

同學得獎。另外，有29位得優良

獎，20位得良好獎。

$4,880.00 E1 P

13
校際朗誦節英詩獨誦

資助及鼓勵學生參與校際朗誦英詩獨誦
英文 11-12月 P1-6 50

The result was satisfactory.

53 students got the merit

certificates and 1 got the

satisfactory certificate.1

student from P.6 got the 1st

runner-up.

$4,480.00 E1 P



14

校外數學比賽

1. 擴闊學生學習數學的經歷

2. 激發學生學習數學的熱誠

3. 建立學生成就感

數學 全年 P2-6 40

本年度受資助參加比賽的學生有

52人，他們比賽成績表現優良。

獲個人冠軍有1 人，獲個人亞有1

個，獲金獎有10人，獲銀獎有17

人、獲銅獎有16人，參與獎3人。

$2,550.00 E1 P

15
朗誦個人獨誦比賽

資助及鼓勵學生參與校際活動及比賽
普通話 11-12月 P1-5 12

本年度表現令人滿意。全部參加

學生共6位，6位同學均取得優良

獎。

$480.00 E1

16
音樂節比賽(約10場比賽)

資助及鼓勵學生參與校際活動及比賽
藝術（音樂） 全年 音樂校隊 675

同學能在資助下，順利完成，並

在活動中獲取獎項及增加表演經

驗。

$12,370.00 E1 P

17

九東小學學界及全港性體育比賽(包括芭

蕾舞)

讓體育校隊同學參與九東小學學界及全

港體育比賽(包括芭蕾舞)，以獲取獎項

及比賽體驗

體育 全年 體育校隊 150
同學能在資助下，順利完成，並

在活動中獲取獎項及比賽體驗。
$3,763.80 E1 P

18

九東小學學界及全港性體育比賽(包括芭

蕾舞)

讓體育校隊同學參與九東小學學界及全

港體育比賽(包括芭蕾舞)，以獲取獎項

及比賽體驗

體育 全年 體育校隊 150
同學能在資助下，順利完成，並

在活動中獲取獎項及比賽體驗。
$0.00 E1 P

19

0MO共融學堂﹕黑暗活動和無聲活動

讓學生能透過對話體驗讓學生視聽障人

士能相知相遇，從而培養學生欣賞、包

容、同理心和抗疫力

生命教育科 12月16，17日 P5 132

同學透過活動可以認識視障和聽

障人士在日常生活上的不便，學

生能親身體會，學會了欣賞和包

容，培養同理心和抗疫力，大部

分學生喜歡這個活動

$5,000.00 E1 P

20
全方位P.1趣味活動日

豐富學生的學習經驗，培養學生共通能

力，幫助個人成長。

課外活動 2022年7月27日 P1 149

此活動是發展學生的潛能，豐富

他們的學習經驗，培養他們共通

能力。有100%的學生喜歡活動安

排，並認同活動能建立自信和積

極的態度。

$27,350.00 E1 P P

21
全方位P.2趣味活動日

豐富學生的學習經驗，培養學生共通能

力，幫助個人成長。

課外活動 2022年7月20日 P2 149

此活動是發展學生的潛能，豐富

他們的學習經驗，培養他們共通

能力。有100%的學生喜歡活動安

排，並認同活動能建立自信和積

極的態度。

$25,000.00 E5 P P



22
全方位P.3趣味活動日

豐富學生的學習經驗，培養學生共通能

力，幫助個人成長。

課外活動 2022年7月29日 P3 143

此活動是發展學生的潛能，豐富

學生的學習經驗，培養學生共通

能力。有98%的學生喜歡活動安排

，並認同活動能建立自信和積極

的態度。

$44,000.00 E5 P P

23
全方位P.4趣味活動日

豐富學生的學習經驗，培養學生共通能

力，幫助個人成長。

課外活動 2022年7月26日 P4 128

此活動是發展學生的潛能，豐富

他們的學習經驗，培養他們共通

能力。有95%的學生喜歡活動安排

，並認同活動能建立自信和積極

的態度。

$35,000.00 E5 P P

24

新興運動+全方位航空STEM活動日

讓學生認識航空知識，豐富學生的學習

經驗，培養學生共通能力，幫助個人成

長。

課外活動 2022年8月1日 P6 129

此活動是讓學生認識航空知識，

豐富學生的學習經驗，培養學生

共通能力。有93%的學生喜歡活動

安排，並認同活動能建立自信和

積極的態度。

$39,000.00 E1 P

25

新興運動+全方位生涯規劃課程

讓學生了解未來要面對場境和個人特質

，豐富學生的學習經驗，培養學生共通

能力，幫助個人成長。

課外活動 2022年8月4日 P6 129

此活動是讓學生了解未來要面對

場境和個人特質，豐富學生的學

習經驗，培養學生共通能力，幫

助個人成長。有88%的學生喜歡活

動安排，並認同活動能建立自信

和積極的態度。

$49,000.00 E1 P

26 小一新生學習日之有趣課程 課程組 2022年8月1日 P1 100
由於已有合適的課程安排，故此

沒有安排其他有趣課程。
$0.00 E1 P

27 音樂學習活動 音樂科 8月份 P1-6 100
學生能學習基本的敲擊樂器及古

箏的演奏技巧，所有學生都認同

活動能擴展他們的學習經歷。

$26,330.00 E1 P

28 全方位P.5暑期趣味活動日 課外活動 2022年8月9日 P.5 128

此活動是發展學生的潛能，豐富

他們的學習經驗，培養他們共通

能力。有100%的學生喜歡活動安

排，並認同活動能建立自信和積

極的態度。

$48,750.00 E5 P P

29 攀石體驗活動 課外活動 2022年8月6日 P.4-P.5 43
學生能體驗攀石活動，增強自信

，學生非常投入。
$0.00 E1 P

30
P6同學畢業營(福音營)

讓學生思考基督教和自己生命的關係，

學習與人溝通和合作

宗教 30/3-1/4 P6 130
當天天氣不理想，影響戶外活動

進行，學生只能留室內場參與營

地活動，學生大致投入。

$16,782.00 E1 P



31
風紀日營

團隊建立
訓導組 7月 風紀 80

學生積極參與營地各項活動，能

建立團隊，鼓勵風紀員。
$8,700.00 E1 P

 （如空間不足，請於上方插入新行。）

$785,932.80

1.2

1

2

3

 （如空間不足，請於上方插入新行。）

$0.00

$785,932.80

第3項：預期受惠學生人數

編號 項目 範疇 用途 實際開支 ($)

1 STEM及實驗活動 常識 購買實驗用品 2,271.91               

2 空中菜園 常識 消耗品及保養 17,590.00             

3 魚菜共生系統(STEM課程) 常識 消秏品及保養 6,922.80               

4 手鐘手鈴訓練班 音樂
樂器保養及維修、鋼

琴調音
1,237.00               

5 音樂表演及比賽 音樂 購買道具 1,464.20               

6 全校體操課程學習 體育 購買體操五格木箱 6,500.00               

7 全校跳繩課程 體育 跳繩機保養 3,000.00               

8 全校排球課程 體育 排球柱 6,700.00               

9 桌遊課程 輔導 足球機 6,600.00               

10 音樂課程樂器 音樂 中西樂器 15,000.00             

11 圓網球課程 體育 圓網球 6,304.00               

12 聖誕西方舞表演 體育 購買/租借表演服裝 2,756.00               

13 乒乓球校隊及全校課程 體育 購買乒乓球枱 8,200.00               

14 English Fun Bus 英文 購買圖書及教材 68,363.23             

 （如空間不足，請於上方插入新行。）

$152,909.14

$938,841.94 全方位學習聯絡人（姓名、職位）： 賀蔚蕾主任

＊： 輸入下表代號；每項開支可填寫多於一個代號。

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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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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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2 交通費 E7 設備、儀器、工具、器材、消耗品

E3 境外交流／比賽團費（學生） E8 學習資源（例如學習軟件、教材套）

E4 境外交流／比賽團費（隨團教師） E9 其他（請說明）

第2項預算總開支

第1及第2項預算總開支

開支用途代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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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0

預期受惠學生人數︰ 830

預期受惠學生佔全校

學生人數百分比 (%)：
100%

第1項預算總開支

第1.1項預算總開支

境外活動︰舉辦或參加境外活動／境外比賽，擴闊學生視野

第1.2項預算總開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