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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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72屆香港學校朗誦節(中文朗誦)報名費 中文 2020年11月 P1-P6 57 學生參加校外比賽，能擴闊視野 $4,930.00 E1
✓

2 粵劇講座及折子戲演出費用 中文 2021年7月 P1-P6 394 學生能增加對粵劇的認識 $11,000.00 E1 ✓

3 第72屆香港學校朗誦節(英文朗誦)報名費 英文 2020年11月 P1-P6 39 學生參加校外比賽，能擴闊視野 $4,495.00 E1
✓

4 親親動物體驗日 英文 2021年6月 P1-P6 394 學生認識不同動物及保護的方法 $6,202.02 E1 ✓

5 數學解難活動 數學 2021年7月 P3-P4 134 學生能認識不同的數學知識、運用技巧和解難策略 $8,743.50 E1 ✓

6 參觀大埔元洲仔及海下灣 常識 2021年7月 P1-P6 72 學生能認識環保及保護生態環境 $5,133.33 E1 ✓ ✓

7 DISNEY STEM之旅 常識 2021年6月 P1-P2 70 學生能認識STEM知識 $21,932.71 E1 ✓

8 Tello EDU 無人機拔尖班 常識 2021年7月 P1-P6 15 學生能學習編程技術 $9,600.00 E1 ✓

9 花式跳繩示範及工作坊 體育 2021年7月 P2-P3 135 能推廣跳繩活動，學生反應熱烈 $4,977.78 E1 ✓

10 新興運動體驗日 體育 2021年5月 P1-P6 394 學生體驗多項新興運動，積極參與 $14,639.85 E1 ✓

11 暑期籃球興趣班教練費 體育 2021年7月 P1-P6 40 學生積極參與活動 $5,400.00 E5 ✓

12 暑期田徑興趣班教練費 體育 2021年7月 P1-P6 40 學生積極參與活動 $6,300.00 E5 ✓

13 暑期排球興趣班教練費 體育 2021年7月 P1-P6 30 學生積極參與活動 $7,800.00 E5 ✓

14 藝術體操章別考試費用 體育 2021年7月 P1-P6 14 100%學生能完成昇級試 $2,100.00 E1 ✓

15 下學期跆拳道興趣班教練費 活動組 2021年2-5月 P1-P6 24 學生積極參與活動 $8,400.00 E5
✓

16 下學期藝術體操興趣班教練費 活動組 2021年2-5月 P1-P6 12 學生積極參與活動 $4,800.00 E5 ✓

17 下學期中國武術興趣班教練費 活動組 2021年2-5月 P1-P6 28 學生積極參與活動 $16,800.00 E5 ✓

18 下學期音樂樂器班導師費 活動組 2021年2-5月 P1-P6 36 學生積極參與活動 $66,960.00 E5 ✓

19 香港海洋公園學院活動 活動組 2021年7月 P1-P6 100 學生能認識生態保育的方法及愛護環境 $12,007.50 E1 ✓ ✓

20 領袖生訓練日營 活動組 2021年7月 P1-P6 56 訓練學生團隊合作及領導才能 $14,378.75 E1 ✓ ✓ ✓

21 跆拳道昇級試費用 活動組 2021年7月 P1-P6 13 100%學生能完成昇級試 $4,940.00 E1 ✓

22 暑期跆拳道興趣班教練費 活動組 2021年7月 P1-P6 25 學生積極參與活動 $3,060.00 E5 ✓

23 暑期藝術體操興趣班教練費 活動組 2021年7月 P1-P6 20 學生積極參與活動 $3,360.00 E1

24 暑期中國武術興趣班教練費 活動組 2021年7月 P1-P6 24 學生積極參與活動 $5,120.00 E5 ✓

25 暑期花式跳繩興趣班教練費 活動組 2021年7月 P1-P6 30 學生積極參與活動 $6,300.00 E5 ✓

26 暑期樂器興趣班導師費 活動組 2021年7月 P1-P6 36 學生積極參與活動 $5,920.00 E5 ✓

27 暑期跆拳道拔尖班教練費 活動組 2021年7月 P1-P6 9 學生積極參與活動，預備參與比賽 $2,025.00 E5 ✓

28 暑期中國武術拔尖班教練費 活動組 2021年7月 P1-P6 14 學生積極參與活動，預備參與比賽 $5,600.00 E5 ✓

 （如空間不足，請於上方插入新行。）

$272,925.44

基要學習經歷

(請於適用方格加上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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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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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2021 學年

全方位學習津貼  運用報告

景林天主教小學

第1項：舉辦／參加全方位學習活動

編號



1.2

1

2

3

 （如空間不足，請於上方插入新行。）

$0.00

$272,925.44

第3項：受惠學生人數

項目 範疇 用途

1 兒童羽毛球拍 體育 教具

2 乒乓球枱及配件 體育 教具

3 四摺魔術貼體操墊 體育 教具

4 可摺式輕便桌面膠片隔板 常識 活動物資

5 健康校園計劃(早餐日) 常識 活動物資

6 視藝展物資 藝術（視藝） 活動物資

7 基督小先鋒團服 活動 活動物資

8 中文科廣泛圖書(小一及小六) 中文 教學資源

9 聖誕節學生禮物 活動 活動物資

10 中文科主題圖書 中文 教學資源

11 藝術體操繩及體操球 體育 教具

12 體操圈及絲帶 體育 教具

13 紅十字會活動物資 活動 活動物資

14 日本水火箭發射器及強力水火箭打氣泵 常識 教具

15 中文科二至五年級課室圖書 中文 教學資源

16 武術表演鞋 體育 活動物資

17 P6 戶外教育營活動物資 活動 活動物資

18 STEM活動日教材 常識 活動物資

19 幼童軍露營用品 活動 教具

20 熱昇華毛巾及熱昇華索縄鞋袋 體育 活動物資

21 基督小先鋒活動物資 活動 活動物資

22 English Fun Day活動物資 英文 活動物資

23 數學科借用教具費用 數學 活動物資

24 暑期樂器興趣班教材套 藝術（音樂） 教材套

25 藝術體操衣 藝術（其他） 活動物資

26 樂器 藝術（音樂） 教學資源

27 手鐘隊訓練桌子 藝術（音樂） 教學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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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50.00

$2,880.00

$3,550.00

$514.80

$479.60

$640.00

$13,340.00

$10,500.00

$858.50

$71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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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總開支

$7,560.00

$1,188.00

實際開支 ($)

第1及第2項總開支

第2項總開支

$416,785.69

$143,860.25

$7,900.00

$6,300.00

$9,526.25

$3,710.65

$395.00

$16,965.00

$4,226.10

$1,941.75

唐仲恆老師（活動主任）

100%

394

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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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0.00

$2,520.00

$2,600.00

$2,200.00

$850.00

$2,670.00

$24,67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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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