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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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語話劇班       9/2021 至 6/2022             P.4-6 25 $46,750.00 $1,870.00           E6 英文         達標 

2 外聘外籍英語老師 9/2021 至 6/2022 P.4-6 390 $42,900.00 $110.00           E6 英文         達標 

3 中英數拔尖班 9/2021 至 6/2022 P.4-6 135 $36,600.00 $271.11           E6 資優教育         達標 

4 普通話音樂劇課程 9/2021 至 6/2022 P.3-6 25 $16,800.00 $672.00           E6 普通話         達標 

5 風箏及花燈紮作班 9/2021 至 6/2022 P.4-5 260 $20,600.00 $79.23           E6 藝術（視藝）         達標   

6 STEM拔尖課程 9/2021 至 7/2022 P.4-6 20 $85,200.00 $4,260.00           E6 資優教育         達標 

7 體育運動校隊訓練 9/2021 至 8/2022 P.1-6 120 $27,490.00 $229.00           E5 體育         達標  

8 圖書館領袖生訓練  7/2022 P.4-6 50 $4,500.00 $90.00           E5 資優教育         達標  

9 STEM工作坊  7/2022 P.4-6 390 $83,358.00 $213.74           E6 跨學科（STEM）         達標 

10 生命教育講座  7/2022 P.3-4 130 $1,500.00 $11.54           E6 價值觀教育         達標  

11 共融活動  6/2022 P.4-6 30 $700.00 $23.33           E6 價值觀教育         達標  

12 課外活動學習課程 9/2021 至 7/2022 P.1-6 780 $140,100.00 $179.62           E6 全方位學習         達標   

13 創意機場策劃課程  12/2021 P.4-6 28 $10,400.00 $371.43           E6 資優教育         達標 

14 飛行理論課程  12/2021 P.4-6 29 $10,800.00 $372.41           E6 資優教育         達標 

 （如空間不足，請於上方插入新行。）

2,412 $527,698.00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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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

 （如空間不足，請於上方插入新行。）

0 $0.00

2,412 $527,698.00

編號 項目 用途 實際開支 ($)

1 音樂科購買中樂團樂器                E7 $19,432.00

2 中文科購買書券作比賽獎品                E7 $1,080.00

3 體育科購買運動器材                E7 $21,214.00

2021-2022學年

全方位學習津貼  運用報告

軒尼詩道官立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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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數學科購買數學教具                E7 $2,775.00

5 常識科購買教學資源及教具                E7 $69,498.00

6 購買VR虛擬電子用品                E7 $48,130.00

7 STEM room電腦裝置                E7 $295,630.00

8 往返活動場地交通費                E2 $14,686.00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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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如空間不足，請於上方插入新行。）

$472,445.00

$1,000,14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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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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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方位學習組主任

受惠學生人數︰ 2,412

佔全校學生人數百分比 (%)： 314%

全方位學習聯絡人姓名： 呂慧貞

第2項總開支

全校學生人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