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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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號班 全年 P.2-6 5 $29,825.25 $5,965.05 E5 藝術（音樂） 出席率：43% 

2 敲擊樂班 全年 P.2-6 11 $15,015.00 $1,365.00 E5 藝術（音樂） 出席率：61% 

3 中音及單簧班 全年 P.2-6 6 $26,617.50 $4,436.25 E5 藝術（音樂） 出席率：52% 

4 古箏班 全年 P.2-6 3 $13,650.00 $4,550.00 E5 藝術（音樂） 出席率：59% 

5 長笛班 全年 P.2-6 3 $15,697.50 $5,232.50 E5 藝術（音樂） 出席率：63% 

6 生教科-黑暗中對話旅程活動 上學期 P.5 15 $1,950.00 $130.00 E1 德育、公民及國民教育出席率：100% 

7 課後英文活動 上學期 P1.-6 90 $22,680.00 $252.00 E6 英文 出席率：100% 

8 小六升中學生輔導服務 上學期 P.6 102 $35,000.00 $343.14 E6 其他，請註明：升中學生輔導出席率：70%  

9 中國舞蹈班 下學期 P.1-6 17 $4,200.00 $247.06 E5 體育 出席率：57% 

10 拉丁舞蹈班 下學期 P.1-6 7 $3,500.00 $500.00 E5 體育 出席率：63% 

11 飛盤校隊 下學期 P.1-6 23 $4,980.00 $216.52 E5 體育 出席率：70% 

12 領袖訓練小組 下學期 P.4-6 16 $30,000.00 $1,875.00 E6 領袖訓練 出席率：63%  

13 武術班 下學期 P.1-6 14 $7,000.00 $500.00 E5 體育 出席率：80% 

14 花式跳繩表演及體驗活動 下學期 P.1-6 490 $47,000.00 $95.92 E1 體育 出席率：100% 

15 電子閃避球體驗活動 下學期 P.1-6 490 $43,852.00 $89.49 E1 跨學科（STEM）出席率：100%  

16 無人機興趣班 下學期 P.4-6 15 $48,075.00 $3,205.00 E5 跨學科（STEM）出席率：86% 

17 與運動員零距離接觸活動 下學期 P.1-6 490 $3,000.00 $6.12 E5 價值觀教育 出席率：100% 

18 中國文化日活動及工作坊 下學期 P.1-6 490 $49,500.00 $101.02 E1 中文 出席率：100%  

19 歷奇競技比賽活動 下學期 P.1-6 490 $48,000.00 $97.96 E1 體育 出席率：100% 

20 英語學習活動 下學期 P.1-6 490 $22,680.00 $46.29 E1 英文 出席率：100% 

21 四至六年級精神健康活動 下學期 P.4-6 307 $40,000.00 $130.29 E1 價值觀教育 出席率：100% 

3,574 $512,222.25

1.2

因疫情關係，境外活動／境外比賽取消

0 $0.00

3,574 $512,222.25

編號 項目 用途 實際開支 ($)

1 體育校隊用具及制服 E7 $38,539.20

2021-22學年

全方位學習津貼  運用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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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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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選擇多於一項)
編號

第1項：舉辦／參加全方位學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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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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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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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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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比賽報名及活動租車 E1、E2 $14,640.00

3 樂器、音樂團隊制服 E7 $68,202.00

4 童軍及制服團隊用具及制服 E1、E7 $20,953.00

5 校本活動設備及學生用具 E1、E8 $48,323.00

6 校本活動物資及學習材料 E1、E8 $38,485.20

7 視藝用品及學習材料 E1、E7 $3,292.40

8 STEM(影片製作編程軟件、活動物資) E1、E7、E8 $151,728.00

9 校本活動圖書 E8 $85,947.10

3

 （如空間不足，請於上方插入新行。）

$470,109.90

$982,332.15

E1 E6

E2 E7

E3 E8

E4 E9

E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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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代號：

492

第1及第2項總開支

第3項：受惠學生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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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位： 老師

受惠學生人數︰ 492

佔全校學生人數百分比 (%)： 100%

全方位學習聯絡人姓名： 張靖豪

第2項總開支

全校學生人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