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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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一百日宴：透過參與百日宴，建立學生正確的價值觀 跨學科（其他） 29/4,13/5/2021 P.1,2(補辦) 249 由於疫情的影響下，改以網上形式進行活動，學生表現投入。 $5,750.00 E7 ✓ ✓

2 主題學習周：透過參與主題學習周，能啟發學生的探究精神，提升學生的解難能力 跨學科（其他） Apr-21 P4-5 298 學生能發現問題，並發揮創意，透過多角度思考以找尋合適的解決方案。在活動當中，同學能利用micro:bit的功能設計合適的防盜警報器， $3,715.00 E7 ✓ ✓

部分同學生更整合多個功能讓自己設計的防盜器更能全面發揮作用，同學亦在測試中不斷優化設計。

3 數學日：增設多元化的數學活動 數學 Jun-21 P1-6 810 在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的影響下，有關活動取消，已選購的物資將於下學年使用 $1,244.49 E7 ✓

4 護苗教育車課程：提供全方位學習活動，豐富及深化學生學習經歷 常識 Jan-21 P1, 5 266 學生積極參與、投入活動。透過啟發性的遊戲、卡通和多媒體的運用，學生能在在輕鬆的氣氛中建立正確的性態度及如何防範性侵犯。 $2,605.00 E1 ✓

5 校內圖書科活動/比賽：鼓勵學生閱讀及發揮創意 其他，請註明：圖書 全年 P1-6 810 學生積極參與，表現良好。得獎名單見圖書科得獎紀錄 $9,800.00 E7 ✓

6 跨學科學習活動：提高學生對科學的興趣，增加他們的解難能力 跨學科（STEM） Jul-21 P1-6 810 學生積極參與，表現良好，能透過協助找出解難方法 $13,800.00 E7 ✓

7 學術比賽報名費及交通費：發展學生的多元智能 跨學科（其他） 全年 P4-6 70 見學生獲獎紀錄表 $2,560.00 E1, E2 ✓

8 罼業典禮：培養學生對學校的歸屬感 價值觀教育 Jun-21 P.1,6 150 學生對學校的歸屬感提升，達至薪火相傳 $21,526.50 E7 ✓

9 學會活動Little Einsteins Club：透過英文桌上遊戲，提升學生學習英文的興趣及運用英語的機會英文 全年 P4 30 在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的影響下，有關活動取消，已選購的物資將於下學年使用 $218.90 E1 ✓

10 English Fun Games_多元智能課：透過英文桌上遊戲，提升學生學習英文的興趣及運用英語的機會英文 全年 P4 30 在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的影響下，有關活動取消，已選購的物資將於下學年使用 $997.00 E1 ✓

11 溝通技巧班：提升學生的溝通能力 中文 全年 P5-6 269 能加強說話及與別人溝通的技巧訓練，改善了學生的表達能力 $4,500.00 E1 ✓

12 多元智能課：發展學生的多元智能，建立正面價值觀和態度 其他，請註明：活動組 全年 P.1-6 810 在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的影響下，有關活動取消，已選購的物資將於下學年使用 $491.30 E1

13 運動會：提升學生做運動的興趣，建立正面價值觀和態度 體育 25/3/2021 P1-6 810 由於疫情的影響下，改以網上形式進行活動，學生表現投入 $8,449.63 E7 ✓ ✓ ✓

14 體藝比賽：發展學生潛能，建立正面價值觀和態度 其他，請註明：音樂及體育 全年 P1-6 540 見學生獲獎紀錄表 $6,030.00 E1, E2 ✓

15 校外活動：發展學生體藝潛能，建立正面價值觀和態度 其他，請註明：活動組 全年 全校 810 學生積極參與活動，表現投入 $18,040.00 E1, E2 ✓ ✓ ✓

 （如空間不足，請於上方插入新行。）

$99,727.82

1.2

1

2

 （如空間不足，請於上方插入新行。）

$0.00

$99,727.82

第3項：受惠學生人數

項目 範疇 用途

1 英語大使(襟章) 英文 學習資源

2 AR(擴增實景)學習系統 常識 學習資源

3 運動物品(購買訓練器材、比賽制服及印製體適能六角圖小冊子) 體育 器材、消耗品

4 揚琴班樂器保養 藝術（音樂） 維修及零件費

5 音樂小舞台 藝術（音樂） 器材

6 中樂團 藝術（音樂） 樂器

7 喜樂禪修(多元智能課) 其他，請註明：活動組 器材

8 Zoom PRO 其他，請註明： 學習資源

9 Braille Set 其他，請註明： 學習資源

10 扭蛋機 價值觀教育 器材

11 小記者訪問器材(校園電視台) 跨學科（其他） 器材

12 學生活動直播用器材(校園電視台) 跨學科（其他） 器材

13 佛學及國學活動用設備(國學中心) 跨學科（其他） 器材

14 Bee-bot(共36套)及Bee-bot Plus機械人(共4套) 跨學科（其他） 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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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820.00

$19,000.00

$83,688.00

羅麗貞(活動主任)

2020-2021學年

全方位學習聯絡人（姓名、職位）：第1及第2項總開支

第2項總開支

$607,137.97

$507,410.15

$11,424.00

$33,988.00

$49,309.60

$1,538.00

$5,850.00

$1,500.00

全方位學習津貼  運用報告

慈航學校

100%

810

810

受惠學生佔全校學生

人數百分比 (%)：

受惠學生人數︰

全校學生人數︰

第1項：舉辦／參加全方位學習活動

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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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2項總開支

$1,100.00

實際開支 ($)

$76,309.55

$2,820.00

$107,263.00

$49,800.00

境外活動︰舉辦或參加境外活動／境外比賽，擴闊學生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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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總開支

第1項總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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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