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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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動自主學習學生工作坊：

-  透過邀請大專院校合作，為學生提供實踐經驗

，提升學生自主學習能力

跨學科（其他） 全學年 小五 122

學生能從活動中掌握自

主學習技巧，應用於日

常學習之中

$35,700.00 E6 ✓

2
中文科科務活動：喜迎中秋、語文日

- 透過活動，讓學生認識中國節日文化，以及提高

對語文學習的興趣

中文

 9 /2021

（喜迎中秋）

 6 /2022

（語文日）

全校 596
學生積極參與，能認識

中國傳統文化特色。
$4,613.65 E1, E8 ✓

3
ELTA Services：

-  透過購買外聘服務，由外籍英語導師教授，提

升高小學生說話及閱讀能力

全學年 全校 596 $138,520.61 E5 ✓

4
英文科活動物資：

- 透過活動，提升學生對英語學習的興趣
全學年 全校 596 $157.45 E1 ✓

5
數學日：

-  透過活動，提升學生對學習數學之能力，及增

強對數學之興趣

數學 7/2022 全校 596
學生表現良好，投入活

動
$420.34 E1 ✓

6
常識科活動：

-  讓學生參加常識科課程以外之延伸活動，擴闊

視野

小四至小六 294
學生積極參與活動，表

現投入
$8,321.08 E1, E2, E7 ✓

7
LBD常識科活動：

- 以動手做學習模式，讓初小學生學習正確價值觀

，同時進行常識科課程

小一至小三 302
學生積極參與活動，在

價值觀培育上有所提升
$21,538.00 E1, E6 ✓ ✓

8
體育科各項活動報名費及交通費：

-  讓學生在不同體育項目上，代表學校參加學界

比賽，提升自我

全學年 全校 50
學生表現良好，投入活

動
$8,124.00 E1, E2, E7 ✓

9
校內運動會：

-  透過各項田徑比賽或競技遊戲，讓學生能盡展

所長

5/2022 全校 596
學生投入，氣氛熱烈，

過程體現團隊合作精神
$2,431.79 E1, E7 ✓

10
Dreamstarter Training Programme：

-  透過一連串活動，讓學生能發揮創意，建構個

人理想

跨學科（其他） 全學年 小五 122

學生投入及積極參與活

動，亦學懂如何關心世

界問題及社區的需要

$58,374.08 E1, E2 ✓ ✓

11
乘風航：

-  為學生提供海上訓練旅程，提升學生抗逆力，

及促進人際關係的建立與互信

價值觀教育 10/2021 小六 35
學生勇於接受挑戰，克

服困難
$2,640.00 E2 ✓

12
學校文化日計劃交通費：

-  為學生提供不同類型之文化藝術欣賞活動，提

高對文化藝術之認識

藝術（其他） 11/2021 - 1/2022 全校 596

學生積極參與及欣賞不

同藝術文化，因疫情影

響，小一小二級取消

$8,200.00 E2 ✓

13

朗誦協會年費暨朗誦節報名費（由老師甄選學

生）：

-  透過訓練計劃，提升學生演說技巧，及提供表

演之機會

藝術（其他） 11/2021 全校 40
學生積極參與，投入演

出及參與比賽
$5,180.00 E1 ✓

14
升中面試班及職場大作戰活動：

- 透過活動，讓學生掌握生涯規劃的方向
生涯規劃 1-4/2022 小六 77

學生可從活動中認出發

展路向
$20,760.00 E5 ✓ ✓

15
學生閱讀活動暨閱讀日：

-  透過活動，提升學生對閱讀的興趣
閱讀 4/2022 全校 596

學生積極投入多元化閱

讀活動、比賽及講座
$27,209.29 E1, E5, E7 ✓

2021 /2022 學年

全方位學習津貼  運用報告

仁德天主教小學

第1項：舉辦／參加全方位學習活動

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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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

參與學生的學習表現良

好，低年級學生在活動

中非常投入

常識 全學年

體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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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估結果 開支用途＊



16
鼓動節拍訓練暨比賽：

-  透過訓練及參加比賽，提升學生對鼓樂的認識

，並能發展潛能

藝術（音樂） 全學年 小三至小六 20

學生積極參與，投入演

出及參與比賽，並於外

間進行表演

$51,100.00 E1, E2 ✓

17
舞蹈協會年費暨舞蹈比賽費用：

-  透過參與不同舞蹈比賽，讓學生得以發揮舞蹈

上天賦，盡展所長

藝術（其他） 全學年 小三至小六 30

學生積極參與，投入演

出及參與比賽，並於外

間進行表演

$31,490.00 E1 ✓

18
資助不同類別之課外活動：

-  透過不同類型之興趣小組，提升學生學習興趣

，發揮潛能

$137,920.00 E5 ✓ ✓

19
資助不同類別之精英培訓課程：

-  透過不同類型之精英培訓計劃，提升學生學習

興趣，發揮潛能

$94,868.00 E5 ✓

20
訓輔活動（禮物日、秩序比賽、整潔比賽）：

-  透過不同形式之訓輔活動，鼓勵學生能做到品

學兼優之佳模，加以獎勵

價值觀教育 全學年 全校 596
學生積極參與活動，表

現投入
$5,140.00 E1 ✓

21
音樂科活動報名及交通費：

-  透過活動，提升學生對音樂上之興趣
藝術（音樂） 全學年 全校 50

學生積極參與活動，表

現投入
$5,380.00 E1, E2 ✓

22
親子科技工作坊暨成果分享日

- 透過展覽，分享學生全學年學習成果
跨學科（其他） 6/2022 全校 596

學生積極參與活動，表

現投入
$18,460.00 E1 ✓ ✓

23
試後活動及全方位學習週戶外活動交通費

- 為學生於期終考試後，安排不同類型之戶外參觀

學習活動，擴闊學習經歷

其他學習經歷 7/2022 全校 596
學生非常享受活動，積

極參與
$92,960.00

E1, E2,

E5, E6
✓ ✓

 （如空間不足，請於上方插入新行。）

$779,508.29

1.2

1

 （如空間不足，請於上方插入新行。）

$0.00

$779,508.29

第3項：受惠學生人數

項目 範疇 用途

1
匯智課程（中、英、視、STEM）：

-  透過不同類型之學習活動，讓學生在已有課程

上作延伸，擴闊視野

跨學科（其他） E7

2 校隊中國舞比賽服飾及配件 藝術（其他） E7

3 田徑隊比賽服飾 體育 E7

4 手鐘套裝 藝術（音樂） E7

5 多元智能課物資（膠箱、繩） 多元智能 E7

 （如空間不足，請於上方插入新行。）

＊： 輸入下表代號；每項開支可填寫多於一個代號。

開支用途代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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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5 專家／導師／教練費用

$1,737.00

鄭進輝（活動組統籌）

100%

596

596

受惠學生佔全校學生

人數百分比 (%)：

受惠學生人數︰

全方位學習聯絡人（姓名、職位）：

全校學生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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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00.00

$14,468.03

實際開支 ($)

第1及第2項總開支

第2項總開支

$832,488.56

$52,980.27

$5,075.24

$26,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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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元智能 全學年 全校 330
學生投入活動，亦能從

活動中提升自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