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預算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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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Bridging Programme 英文科 2021年8月 P1 150

Most of the P.1 students understand

the basic classroom instruction, basic

phonics sounds and vocabulary

$17,000.00 P

2 參觀 常識科 全年
全校學生

(部份車費)
820 資助學生能完成有關活動 $20,000.00 P

3
戶外考察活動-海洋探索之旅活動(STEM+環

保)
常識科 綜合活動日

小六、帶隊老

師、教會導師

義工(10位)

140 資助學生能完成有關活動 $25,950.00 P

4
戶外活動-STEM

迪士尼樂園
常識科 全方位學習日

小四、帶隊老

師

及家長義工(10

位)

140 資助學生能完成有關活動 $42,245.00 P

5
戶外活動-STEM

迪士尼樂園
常識科 全方位學習日

小五、帶隊老

師

及家長義工(10

位)

140 資助學生能完成有關活動 $41,005.00 P

6 STEM體驗活動 常識科 全方位學習日 小五 135 資助學生能完成有關活動 $9,800.00 P

7 講座 視藝科 全年 全校學生 820 資助學生能完成有關活動 $3,000.00 P

8 參觀 視藝科 全年
視藝拔尖組學

生
20 資助學生能完成有關活動 $4,500.00 P

9 奧數選拔尖子網上課程 數學科 2021年3月至6月
數學科拔尖學

生

(75人)

75 老師觀察 $30,000.00 P

10 P.3 Online Drama Programme 英文科 3月至6月 全級三年級 135 老師觀察 $18,000.00 P P

11 演說技巧訓練班 中小銜接 2021年2月至3月 全級六年級 135 老師觀察 $26,400.00 P

12 資助及鼓勵學生參與校際活動及比賽 音樂科 全年
音樂校隊約65

人次
65 比賽成績及奬項 $7,150.00 P

13 藝術發展 音樂科 全年 全校學生 820 能完成有關活動 $1,500.00 P

基要學習經歷

(請於適用方格加上號，可選擇多於一項)
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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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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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21學年

全方位學習津貼  運用計劃

浸信宣道會呂明才小學

第1項：舉辦／參加全方位學習活動

編號 監察/評估方法



14

全方位網上課外活動課程之田徑班，透過網

上互動學習，促進發展學生的田徑潛能，培

養運動的興趣。

課外活動 2021年1月至7月
全校學生

(每班20人)
99 老師觀察 $12,000.00 P

15

全方位網上課外活動課程之跆拳道班，透過

網上互動學習，促進發展學生的跆拳道的潛

能，培養運動的興趣。

課外活動 2021年1月至7月
P.2-5學生

(每班20人)
69 老師觀察 $4,200.00 P

16

全方位網上課外活動課程之塗鴉班，透過網

上互動學習，促進發展學生的視藝潛能，培

養對藝術的興趣。

課外活動 2021年1月至7月
P.5-6學生

(每班20人)
24 老師觀察 $4,800.00

17

全方位網上課外活動課程之創意繪畫班，透

過網上互動學習，促進發展學生的視藝潛能

，培養對藝術的興趣。

課外活動 2021年1月至7月
P.2-3學生

(每班20人)
56 老師觀察 $5,400.00

18

全方位網上課外活動課程之漫畫班，透過網

上互動學習，促進發展學生的視藝潛能，培

養對藝術的興趣。

課外活動 2021年1月至7月
P.5-6學生

(每班20人)
40 老師觀察 $5,400.00 P

19

全方位網上課外活動課程之創意思維繪畫班

，透過網上互動學習，促進發展學生的視藝

潛能，培養對藝術的興趣。

課外活動 2021年1月至7月
P.2-4學生

(每班20人)
184 老師觀察 $6,750.00

20

全方位網上課外活動課程之卡通人物繪畫班

，透過網上互動學習，促進發展學生的視藝

潛能，培養對藝術的興趣。

課外活動 2021年1月至7月
P.1,3,4學生

(每班20人)
302 老師觀察 $13,500.00

21

全方位網上課外活動課程之有趣漫畫創作繪

畫班，透過網上互動學習，促進發展學生的

視藝潛能，培養對藝術的興趣。

課外活動 2021年1月至7月
P.4-6學生

(每班20人)
253 老師觀察 $8,100.00 P

22

全方位網上課外活動課程之木顏色繪畫班，

透過網上互動學習，促進發展學生的視藝潛

能，培養對藝術的興趣。

課外活動 2021年1月至7月
P.1-2學生

(每班20人)
252 老師觀察 $6,750.00

23

全方位網上課外活動課程之立體紙藝班，透

過網上互動學習，促進發展學生的視藝潛能

，培養對藝術的興趣。

課外活動 2021年1月至7月
P.4,6學生

(每班20人)
55 老師觀察 $2,700.00

24

全方位網上課外活動課程之歌詠唱遊班，透

過網上互動學習，促進發展學生的音樂潛能

，培養對音樂的興趣。

課外活動 2021年1月至2月
P.1學生

(每班20人)
24 老師觀察 $1,350.00 P

25

全方位網上課外活動課程之手鐘手鈴班，透

過網上互動學習，促進發展學生的音樂潛能

，培養對音樂的興趣。

課外活動 2021年1月至7月
P.1-2, 6學生

(每班20人)
65 老師觀察 $5,400.00

26

全方位網上課外活動課程之鼓樂及敲擊樂班

，透過網上互動學習，促進發展學生的音樂

潛能，培養對音樂的興趣。

課外活動 2021年1月至7月
P.1-3學生

(每班20人)
69 老師觀察 $4,200.00

27

全方位網上課外活動課程之樂團，透過網上

互動學習，促進發展學生的音樂潛能，培養

對音樂的興趣。

課外活動 2021年1月至7月
P.5-6學生

(每班20人)
32 老師觀察 $6,000.00 P

28

全方位網上課外活動課程之無伴奏合唱班，

透過網上互動學習，促進發展學生的音樂潛

能，培養對音樂的興趣。

課外活動 2021年1月至7月
P.4-5學生

(每班20人)
32 老師觀察 $4,800.00 P

29

全方位網上課外活動課程之科學機械工程，

透過網上互動學習，促進發展學生的思維能

力，培養學生的科學興趣。

課外活動 2021年4月至7月
P.1-6學生

(每班20人)
132 老師觀察 $27,500.00 P



30

全方位網上課外活動課程之魔術小玩意，透

過網上互動學習，促進發展學生的手眼協調

，培養學生的自信心。

課外活動 2021年4月至7月
P.1-6學生

(每班20人)
209 老師觀察 $9,000.00 P

31 歷奇訓練課程，提升學生自信心和責任感。 課外活動 6月
P.4-P.5

(60人)
60 老師監察 $43,000.00 P P

32
提升學生說話能力，面對未來不同挑戰包括

面試、朋輩相處溝通、自我表達能力
課外活動 5月至7月

P.4-P.5

(30人)
30 老師監察 $32,000.00 P

33
田徑校隊訓練班，透過實體互動學習，促進

發展學生的田徑潛能，培養運動的興趣。
課外活動 2021年5月

全校學生

(每班40人)
40 老師觀察 $25,000.00 P

34
小記者主播訓練班，透過網上互動學習，讓

學生掌握小主播的技巧。
課外活動 2021年6月

全校學生

(每班15人)
15 老師觀察 $4,000.00 P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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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科 11-12月 P1-6 50

比賽成績及獎狀

老師觀察及評語
$4,000.00 P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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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學科 全年 約30-40人 30-40 學生出席有關比賽及學生比賽的成績 $3,000.00 P

37
校際朗誦節中詩獨誦(資助及鼓勵學生參與校

際朗誦英詩獨誦)
中文科 11-12月 P1-6 50

比賽成績及獎狀

老師觀察及評語
$4,000.00 P

38 比賽及比賽相關用品 電腦科 全年 選拔學生 10 資助學生能完成有關活動 $300.00 P

39
朗誦個人獨誦比賽(資助及鼓勵學生參與校際

活動及比賽)。
普通話科 11-12月 P1-5 10-13 比賽成績及奬 $1,040.00 P

 （如空間不足，請於上方插入新行。）

$490,740.00

1.2

1

2

3

4

5

 （如空間不足，請於上方插入新行。）

$0.00

$490,740.00

第3項：受惠學生人數

項目 範疇 用途 全校學生人數︰

1 English Reading Fun Bus 英文科 購買學習資源-圖書 受惠學生人數︰

境外活動︰舉辦或參加境外活動／境外比賽，擴闊學生視野

第1.1項總開支

第1項總開支

820

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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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2項總開支

$50,000.00

預算開支 ($)



2 STEM活動 常識科 實驗及測試用品

3 魚菜共生系統 常識科 消耗品及保養

4 親親小農場 常識科 開拓農地

5 遊戲日跳繩同樂 體育科
EDX Kiosk全方位校園活動平台跳

繩機

6 樂器保養及維修 音樂科 手鐘手鈴定期維修及鋼琴調音

7 道具 音樂科 表演及比賽道具

8 體育科虛擬運動課堂 體育科
1. Switch 遊戲機一部

2. Switch 遊戲 2 隻

 （如空間不足，請於上方插入新行。）

賀蔚蕾主任

100%
受惠學生佔全校學生

人數百分比 (%)：

全方位學習聯絡人（姓名、職位）：

$3,258.00

第1及第2項總開支

第2項總開支

$672,298.00

$181,558.00

$10,000.00

$80,000.00

$25,800.00

$5,000.00

$1,000.00

$6,5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