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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方位學習津貼運用報告 (2019-2020年度) 
 
**I -智能發展(配合課程) M -德育及公民教育  P-體藝發展 S -社會服務 C -與工作有關的經驗 

範疇 活動簡介 目標 舉行日期 受惠學生 
（級別） 評估結果 

實際 
開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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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M P S C 

第 1 項 舉辦／參加全方位學習活動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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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實地考察、藝術賞析、參觀企業、主題學習日） 

經濟科 學生參加 HKMA 講座交通費 提升學習效能 01/2020 S4-S5 學生反應正面 1900 E2 √         

英文科 英文辯論訓練班教練費及朗誦

比賽交通費 
提升學生英語及思辨能

力 10/19 S1-S5 學生出席率優良 3200+1400 
=4600 E5+E2 √         

科學科 科學奥林匹克比賽教練費 提升學生對科學的興趣 9/19-5/20 S1-S2 學生出席率優良 7200 E5 √         

數學科 數學奥林匹克比賽報名費及教

練費 提升學生的數學能力 9/19-4/20 S1-S4 學生出席率優良 8960 E5 √         

音樂科 Acappella Training 提升學生相關技巧 9/19-5/20 S1-S6 學生出席率優良 15000 E5     √     

物理科 參觀科學活動 提升學生對物理的興趣 6/2020 S4-S5 學生反應正面 1086 E2 √         

視藝科 
參加 VA 科藝術活動費用及交

通費 
(DSE Creative Painting Class) 

提升學生對 VA 的興趣 2/20 S4-S5 學生反應正面 10000+1600+8
50=12450 E5     √     

    第 1.1 項總開支 51,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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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智能發展(配合課程)  M -德育及公民教育  P-體藝發展 S -社會服務 C -與工作有關的經驗 

範疇 活動簡介 目標 舉行日期 受惠學生 
（級別） 評估結果 

實際 
開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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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M P S C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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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多元智能活動、體藝文化活動、領袖訓練、服務

學習、學會活動、校隊訓練、制服團隊活動、軍事體驗營） 

視藝學會 壁畫班導師費 提升及展現學生的創意

設計 10/19 S2-S4 學生出席率優良 20000 E5     √     

舞蹈學會 參加舞蹈比賽費用 發展學生潛能 10/19-
3/20 S1-S5 學生投入比賽 450 E1     √     

舞蹈學會 比賽表演服飾 參加舞蹈比賽 10/19-
3/20 S1-S5 學生出席率優良及

獲獎 11385 E1+E7     √     

辯論學會 參加辯論比賽-教練費 提升學生的語文及思考

能力 
10/19-
4/20 S1-S5 學生出席率優良 4288 E5 √         

生涯規劃 生涯規劃活動交通費、會員費

用等 參加生涯規劃活動 全年 S1-S6 學生反應正面 800+800 
=1600 E1+E2         √ 

輔導組 朋輩大使訓練營 提升學生的領導及統籌

能力 8/19 S2-S5 學生反應正面，投

入訓練 30900 E5 √     √   

領袖生 領袖生訓練 提升學生的領導及統籌

能力 8/19, 3/20 S2-S5 學生反應正面，投

入訓練 13900 E5 √     √   

領袖生 多元智能挑戰計劃 提升學生的抗逆能力及

自律 11/19 S2-S3 學生反應正面 1600 E2 √         

領袖生 校本 WeCan Program 及交通

費用 
提升學生的抗逆能力及

自律 全年 S2-S5 學生反應正面 18335 E1 √         

課外活動 社長訓練課程 提升學生的領導及統籌

能力 9/19 S3-S5 學生反應正面，投

入訓練 
2800+350
00=37800 E1+E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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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活動簡介 目標 舉行日期 受惠學生 
（級別） 評估結果 

實際 
開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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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M P S C 

體育組 各項校隊訓練、教練費用、交

通費用 
提升學生在體育方面的

表現 全年 S1-S6 學生反應正面，投

入訓練 

18550+70
00+1800+
12800+70
00+3144+
980=5127
4 

E2+E5     √     

紅十字會 戰區 90 人道探索活動 探索及體驗人道精神 21/1/2020 S1-S4 學生反應正面，反

思戰爭的禍害 3750 E1  √    

STEM STEM 比賽 提升及展現學生的創意

及潛能 01/2020 S4 學生出席率優良及

獲獎 1100 E2 √     

    第 1.2 項總開支 196,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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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智能發展(配合課程)  M -德育及公民教育  P-體藝發展 S -社會服務 C -與工作有關的經驗 

範疇 活動簡介 目標 舉行日期 受惠學生 
（級別） 評估結果 

實際 
開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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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M P S C 

1.3 舉辦或參加境外交流活動或比賽，擴闊學生視野 

             

    第 1.3 項總開支        

 
**I -智能發展(配合課程)  M -德育及公民教育  P-體藝發展 S -社會服務 C -與工作有關的經驗 
 

範疇 活動簡介 目標 舉行日期 受惠學生 
（級別） 評估結果 

實際 
開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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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M P S C 

1.4 其他 

             

    第 1.4 項總開支        

    第 1 項總開支 247,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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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項目 用途 實際開支（$） 

第 2 項 購買推行全方位學習所需的設備、消耗品、學習資源 

STEM 購買 Microbit 教材 進行 STEM 教學 19090 

體育  購買運動器材 足球/籃球/排球/乒乓球+校際羽毛球指定用球+ 11740.8+2400+16963.2=31104 

藝術      

其他     

  第 2 項總開支 50,94 

  第 1 及第 2 項總開支 297,77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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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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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學習軟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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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惠學生人數 
 

全校學生人數︰ 820 

受惠學生人數︰ 820 

受惠學生人數佔全校學生人數百分比（%）： 100 

 

學校管理委會員主席 
 
 

      
葉秀媚女士   

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