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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算開支
人均

預算開支

級別 預計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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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題研習 6/2023 P.1-6 780 $85,000.00 $108.97 培養學生研習、分析、創意及溝通能力。 課程組 問卷調查及觀察。    課程組

2 戶外學習日 16/11/2022 P.1-6 780 $35,000.00 $44.87 到戶外參觀，目標是擴闊視野，實地學習。 課程組
活動後訪問學生，了解學習經

歷。
  課程組

3 Fashion Show 12/2022 P.1-6 780 $15,000.00 $19.23 提升學生創意、想像力。 課程組 觀察學生的表現及投入程度。   課程組

4 中華文化日 27/1/2022 P.1-6 780 $40,000.00 $51.28 讓學生認識及欣賞中國文化。 課程組 觀察學生的表現及投入程度。   課程組

5 Rac小書迷會 11/2022-4/2023 P.1-6 400 $12,000.00 $30.00

於小息或福音週期間， 設立主題書攤，讓不同年

級的學生有機會涉獵最新的兒童生態及宗教書籍

，並與相關老師即時拍照， 從而認識大自然的奧

秘 及 領受天父創造的奇妙 。

學校發展及自

我完善組

觀察學生參與活動的投入程

度。
 

學校發展及自

我完善組

6 環境教育活動 9/2022-6/2023 P.1-6 100 $48,000.00 $480.00

透過以下環保活動，培養學生關愛生命的態度:

i.節能減廢活動、環保及生態講座。

ii.給予環保單車大使、環保小領袖、等學生參與

節能及回收課程培訓及參觀活動。

環保教育組

1.觀察學生的環保意識改善情

況。

 2.觀察學生參與各環保活 動的

投入程度。

 環保教育組

7 健康教育活動 9/2022-6/2023 P.1-6 780 $5,000.00 $6.41 推行水果月、健康零食及健康展覽/講座，提高學

生關注自己身體健康的意識。
環保教育組

觀察學生吃早餐及小息進食水

果的情況。
 環保教育組

8 生態活動 9/2022-6/2023 p.1-6 80 $8,000.00 $100.00 讓生態大使到大自然參觀，發展學生的自然智能

，能認識植物、動物和其他自然環境的知識。
環保教育組

1.觀察學生活動時的投入程

度。

2.活動後訪問學生，了解學習

經歷。

 環保教育組

9 生態種植活動(用品及材料) 9/2022-6/2023 P.1-6 300 $70,020.00 $233.40
外聘請農田導師協助于小農田的種植事宜，讓同

學多栽種植物， 培養學生對生態的興趣和了解，

藉以欣賞大 自然的創造。

環保教育組 觀察學生活動時的投入程度。  環保教育組

10
生態學習:配合校本全方位生態

學習，適時增添生態角的小動物

的消耗品，供同學觀察小動物

9/2022-6/2023 P.1-6 80 $6,000.00 $75.00 配合校本全方位生態學習，適時增添生態角的設

備及消耗品，供同學觀察小動物。
環保教育組

透過觀察學生參與照顧小動物

表現，了解活動對他們保護大

自然生態意識的影響。

 環保教育組

11 主題學習 3-5/2023 P.1-3 380 $5,000.00 $13.16
透過出外參觀及進行攤位活動，增進對各地文化

的認識；認同優秀的中華文化，培養對國家、民

族的感情。

教務組

1.學生投入參與活動

2.透過訪談，了解活動能否對

認識各地文化中華文化認同及

國家、民族的感情有正面的影

響。

  教務組

聲明︰本校已清楚明白運用全方位學習津貼的原則，並已徵詢教師意見，計劃運用津貼推展以下項目：
為提高透明度及根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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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或載有全方位學習津貼運用計劃的學校周年計劃上載至學校網頁。

第1項：舉辦／參加全方位學習活動

基要學習經歷
(請於適用方格加上ü號，可選擇多於㇐項)

編號 活動名稱

範疇
(請選擇

適用的選項，
或自行填寫)

擬舉行日期
對象

監察／
評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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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3學年

全方位學習津貼  運用計劃
五旬節于良發小學

活動簡介及目標 負責科組／
教師

學校可按需要決定是否填寫此部分學校必須填寫此部分



預算開支
人均

預算開支

級別 預計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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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要學習經歷
(請於適用方格加上ü號，可選擇多於㇐項)

編號 活動名稱

範疇
(請選擇

適用的選項，
或自行填寫)

擬舉行日期
對象

監察／
評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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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簡介及目標 負責科組／
教師

12 聯課(生命教育) 9/2022-6/2023 P.1-6 780 $10,000.00 $12.82 透過不同講座及體驗活動，建立學生良好品格。 生命教育組 觀察學生活動時的投入程度 P P P 生命教育組

13 溫柔良善日 (如QEF 不批) 4/4/2023 P.1-6 780 $30,000.00 $38.46 透過校本課程及活動，建立學生溫柔、良善的特

質。
生命教育組 觀察學生活動時的投入程度 P P 生命教育組

14 課後活動(生命教育) 9/2022-6/2023 P.3-6 100 $5,000.00 $50.00 透過不同課後活動，建立正面積極的校園文化。 生命教育組
活動後，觀察學生在校園生活

中行為及態度上的改變。
P P 生命教育組

15
課後資優小組培訓(參加校外活動

或比賽)
9/2022-6/2023 P.3-6 250 $22,500.00 $90.00 發展學生潛能，提升自信心。

學校推廣及資

優教育組
觀察學生活動時的投入程度。  

學校推廣及資

優教育組

16 資優教育(超越自我小列車) 9/2022-6/2023 P.1-2 155 $5,500.00 $35.48 發展學生不同範疇的潛能。
學校推廣及資

優教育組
觀察學生活動時的投入程度。 

學校推廣及資

優教育組

17 劇社 9/2022-6/2023 P.3-6 20 $20,000.00 $1,000.00 透過戲劇，啓發學生發展協作、溝通、解決問

題、自我管理和創造等能力。
活動組

1.觀察學生在戲劇活動中與人

溝通及協作的表現。

2.老師觀察學生參與戲劇活動

的投入程度。

P P P 活動組

18
聯課活動(多元智能發展)
目標: 發展學生潛能，均衡發
展。

9/2022-6/2023 P.1-6 780 $8,500.00 $10.90 培養學生高層次思維能力、創造力、個人及社交

能力
活動組 觀察學生活動時的投入程度。 P P 活動組

19 聯課活動(藝術體驗) 9/2022-6/2023 P.1-6 780 $6,000.00 $7.69 發展學生藝術素養。 活動組 觀察學生活動表現。 P 活動組

20 聯課活動(運動體驗) 9/2022-6/2023 P.1-6 780 $8,000.00 $10.26 啟發學生運動潛能。 活動組 觀察學生活動表現。 P 活動組

21
四年級幼稚園服務學習(材料

費:15000、小禮物: 2500、交通

費4000)

4/2023 P.4 140 $22,500.00 $160.71
透過關心區內幼稚園生， 分享繪本故事，培養學
生關愛他人的態度。 活動組

觀察學生在服務時的投入程度

及表現。
P P P P 活動組

22 清潔社區 4/2023 P.5 140 $300.00 $2.14 服務社區。 活動組
觀察學生在服務時的投入程度

及表現。
P P 活動組

23 試後活動 6/7/2023 P.1-6 780 $15,000.00 $19.23 安排能培育多元智能之試後活動，使各同學身心

有均衡之發展。
活動組 觀察學生活動表現。 P P P P P 活動組

24 全校旅行 9/12/2022 P.1-6 780 $5,000.00 $6.41 1.讓學生走出課室，享受大自然

2.讓學生讓師生及同學間互增認識，建立關係
活動組

旅行時觀察學生投入程度及師

生相處情況。
活動組

25 中國舞班 10/22-6/2023 P.1-6 60 $19,000.00 $316.67  學習舞蹈技巧，展現潛能。 活動組
觀察學生於課堂及比賽中表

現。
P 活動組

26 豎琴班 9/2022-6/2023 P.1-3、
P.4-6

10 $11,000.00 $1,100.00
藉着舉辦豎琴班，讓學生學習弦樂新興樂器，培
養學生建立演奏能力。 活動組

1.  教師觀察學生的投入程度。

2. 會議檢討。
 活動組

27 E樂團 9/2022-6/2023 P.1-6 12 $10,000.00 $833.33
藉着舉辦E-樂團的課程，讓學生學習以平板電腦
作為樂器演奏，培養學生的合奏能力。 活動組 觀察學生在活動班中表現。  活動組

28 風紀培訓 (領袖訓練)
30/8/2022、
12/11/2022

P.4-6 (風紀) 114 $1,000.00 $8.77
透過團隊活動、情境討論、解難訓練，培養風紀

「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與神同行」的素質

，及樂於服務他人的精神。

訓導組
透過教師觀察同學的表現，以

及在恆常值崗時的服務態度。
 訓導組



預算開支
人均

預算開支

級別 預計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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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要學習經歷
(請於適用方格加上ü號，可選擇多於㇐項)

編號 活動名稱

範疇
(請選擇

適用的選項，
或自行填寫)

擬舉行日期
對象

監察／
評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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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簡介及目標 負責科組／
教師

29 戶外教育營(畢業營/福音營) 4-6/5/2023 P.6 145 $27,500.00 $189.66

為小六畢業班同學而設的畢業福音營。

營會的目的是讓同學思考信仰與他們的關係，促

進個人成長，培養生活技能，建立團隊和人際關

係，並在大自然中學習及體驗。

宗教組

1.老師與同學進行小組或個人

面談，了解同學在活動後信仰

及個人成長的狀況

2. 學生於不同活動中投入程度

 宗教組

30 試後感恩活動 13/7/2023 P.1-6 780 $1,000.00 $1.28
在學期末舉辦感恩活動，營造班級氣氛，鼓勵學

生回顧整年的學習經歷，心存感恩，以積極樂觀

的態度面對挑戰。

宗教組 教師觀察學生的投入程度。 
宗教組

音樂科

31

跨科閱讀嘉年華

佈置及攤位物資($1000)、活動

服飾($1000)、手工材料

($5000)、禮物($2000)、雜項

($1000)

21/4/2023 P.1-6 780 $10,000.00 $12.82 目標：增加校園閱讀氣氛，提升學生閱讀興趣。 圖書組
透過觀察，學生能投入參與當

日活動。
 圖書組

32 中文科級本活動 9/2022-6/2023 P.1-6 780 $1,500.00 $1.92 透過不同的延伸學習活動，提升學生的學習興

趣。
中文科

觀察學生活動時的投入程度及

表現。
 中文科

33 中文科寫作比賽 2/2023-6/2023 P.1-6 780 $500.00 $0.64 舉辦校內寫作比賽，培養學生積極主動的學習態

度。
中文科 觀察的作品表現。  中文科

34 聯課活動(英文) 9/2022-6/2023 P.3-5 390 $500.00 $1.28 透過不同的延伸學習活動，提升學生對英文聽說

能力及興趣。
英文科

觀察學生活動時的投入程度及

表現。
 英文科

35 常識科STEM活動 9/2022-7/2023 P.1-6 780 $18,000.00 $23.08
配合常識課程，與學生進行設計循環或科學實驗

等的延伸探究活動，培養學生對科學或工程方面

的興趣。

常識科
透過教師問卷了解學生對科學

或工程方面的興趣。
 常識科

36 科探日 7/2023 P.1-6 780 $50,000.00 $64.10 透過動手做模型，讓學生發揮解難能力和創意，

學會與人合作，培養學生不怕困難的態度。
常識科

透過教師問卷了解學生投入參

與及享受活動的情況。
 常識科

37 Leap計劃
17/11-24/11/2022、

15/5-19/5/2023
P.1-6 780 $26,000.00 $33.33

讓學生認識身體的運作、藥物對身體的影響，及

透過角色扮演發展解決問題

及拒絕的技巧，協助他們建立正面、健康的生活

模式，遠離毒品的禍害。

常識科
老師觀察學生投入參與及享受

活動的情況。
  常識科

38 護苗車計劃 19-20/10/2022 P.5 137 $3,200.00 $23.36
透過啟發性的遊戲、卡通和多媒體的運用，在輕

鬆的氣氛中教導學生學習建

立正確的性態度及如何防範性侵犯。

常識科
老師觀察學生投入參與及享受

活動的情況。
 常識科

39 STEM對外比賽 9/22-7/23 STEM資優學生 30 $5,000.00 $166.67 參加校外STEM比賽及出席工作坊，豐富學生的學

習經歷，提升他們的自信心和意志力。
常識科

老師觀察學生投入參與情況及

比賽表現。
 常識科

40 常識科電子閱讀平台 9/22-7/23 P.1-6 780 $2,000.00 $2.56 透過閱讀平台，學生運用電子學習技能，進行跨

科閱讀活動，建立學生課後學習的習慣。
常識科

老師了解學生運作電子閱讀平

台的情況。
 常識科

41 常識科級本聯課活動 9/22-7/23 P.1-6 780 $15,000.00 $19.23 在聯課活動時間，與學生進行科學探究活動或動

手做活動，豐富學生的學習經驗。
常識科

老師觀察學生投入參與及享受

活動的情況。
 常識科

42 STEM小組 9/22-7/23 P.3-6 50 $5,000.00 $100.00 在課後透過引入新的編程工具及實作活動，發展

學生在STEM各方面的能力。
常識科

透過學生問卷了解學生投入參

與及享受活動的情況。
 常識科

43 性教育綜合計劃：

學校性教育講座
23/9/2022 P.5 137 $1,400.00 $10.22

以不同主題形式，配合學生的生活經驗及借用時

事實例，與同學探討成長中面對的各種性疑惑，

提供正確性資訊，協助學生建立良好的性態度和

獨立思考能力。

常識科
老師觀察學生投入參與及享受

活動的情況。
  常識科



預算開支
人均

預算開支

級別 預計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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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要學習經歷
(請於適用方格加上ü號，可選擇多於㇐項)

編號 活動名稱

範疇
(請選擇

適用的選項，
或自行填寫)

擬舉行日期
對象

監察／
評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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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簡介及目標 負責科組／
教師

44 Facebook于小Arts Like「創意小主

人」活動
9/2022-6/2023 P.1-6 16 $1,000.00 $62.50 讓學生拍片-透過教導同學3分鐘內的一個小手工/

創作，增加學生發展藝術潛能的一面。
視藝科 了解學生遞交的表現。   視藝科

45 「與動物親親」親子攝影比賽 12/2022-1/2023 P.1-6 80 $1,000.00 $12.50 利用獨特的攝影技術，與小動物構成一幅「與動

物親親」的場面，讓學生認識攝影技巧。
視藝科 了解學生遞交的表現。   視藝科

46 「善待別人」Whatapps Sticker平
面設計比賽

4/2023 P.1-6 80 $2,000.00 $25.00
配合「良善」主題，透過利用軟件及卡通化的圖

像製作出「善待別人」系列WHATAPPS STICKERS，

培養學生良好的品格。

視藝科
訪問學生活動後的感受。

  視藝科

47 參觀社區藝術展覽
11/2022、2/2023

、6/2023
P.4-6 80 $7,000.00 $87.50 安排P.4-6參觀香港藝術館、西九文化區M+，增加

同學體驗藝術的機會。
視藝科

老師觀察學生參與活動的投入

情況。
 視藝科

48 「德育」繪本創作 9-12/2022 P.4 126 $2,000.00 $15.87 透過繪本故事創作，讓學有發揮創意的機會。 視藝科 觀察學生的作品及活動表現。   視藝科

49 藝術全接觸 9/2022-6/2023 P.1-6 780 $2,340.00 $3.00 學生可於小息時到視藝室利用procreate進行繪圖

創作，提升學生電子繪圖技能及藝術素養。
視藝科

從作品中了解學生技能上的提

升情況。
 視藝科

50 校隊體育訓練營 4/2023 P3-6 40 $25,000.00 $625.00 培養學生堅毅、克苦訓練精神，提升本校學生的

運動水平。
體育科 參加校外比賽成績優良   體育科

51 陸運會 14/10/2022 P3-6 525 $15,000.00 $28.57 讓學生參與運動比賽，從中學懂尊重對手、遵守

比賽規則。
體育科 學生參與陸運會的情況  體育科

52 校外比賽報名、交通及隊衣費用 9/2022-6/2023 P1-6 780 $36,000.00 $46.15 透過參與比賽，學生發展潛能，增加自信心。 體育科 參加校外比賽成績優良  體育科

53 田徑校隊訓練(教練、租場及交

通)
9/2022-6/2023 P1-6 780 $45,000.00 $57.69 透過恆常、有系統的校內及校外訓練，提升學生

運動員的素質，參加學界比賽。
體育科 參加校外比賽成績優良  體育科

54 游泳校隊訓練(租場及交通) 3-5/2023 P1-6 780 $13,000.00 $16.67 透過恆常、有系統的訓練，提升學生運動員的素

質。
體育科 參加校外比賽成績優良  體育科

55 「動感校園」活動 9/2022-6/2023 P1-6 780 $130,000.00 $166.67
於早上、小息、午息及試後活動舉行不同類型的

體育活動項目活動，讓學生能養成恆常做運動的

習慣，發展學生運動潛能。

體育科
觀察學生於不同體育活動的參

與情況
 體育科

56 課後外出參觀(大館午間表演)車
費

9/2022-6/2023 P.4-6 30 $2,000.00 $66.67 藉着欣賞「大館午間表演」，讓學生接觸室樂，

擴闊視野。
音樂科

1.  觀察學生的投入程度。

2. 會議檢討。
   音樂科

57 普通話日 9/2022-6/2023 P1-6 780 $1,000.00 $1.28 透過不同的課後活動，提升學生普通話聽說能

力。
普通話科

觀察學生於各項活動的參與情

況
 普通話科

58 普通話周 9/2022-6/2023 P1-6 780 $1,000.00 $1.28 透過普通話周活動，提升學生對學習普通話興

趣。
普通話科

觀察學生於不同活動的參與情

況
 普通話科

 （如空間不足，請於上方插入新行。）

0 $978,260.00

1.2
境外活動︰舉辦或參加境外活動
／境外比賽，擴闊學生視野

例子 大灣區智慧城市探索之旅 2023年4月10-12日 中四至中五 88 $100,000.00 $1,136.36

1

 （如空間不足，請於上方插入新行。）

0 $0.00

0 $978,260.00

編號 項目 用途 預算開支 ($)

第1項預算總計

第1.2項預算總計

第1.1項預算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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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必須填寫此部分）



預算開支
人均

預算開支

級別 預計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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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要學習經歷
(請於適用方格加上ü號，可選擇多於㇐項)

編號 活動名稱

範疇
(請選擇

適用的選項，
或自行填寫)

擬舉行日期
對象

監察／
評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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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簡介及目標 負責科組／
教師

例子 STEM學習套件 STEM興趣小組活動 $50,000.00

1 樂器維修

1.提供更多元化的樂器

給學生使用。

2.提升學生演奏樂器的

能力。

$12,300.00

2 自助借書機維修
擴大學生借閱的機

會,提升閱讀興趣。
$5,000.00

3 劍擊用品(練習衣及面罩等)

1.提供劍擊用品讓初學

的學生使用。

2.提升學生劍擊技巧水

平。

$30,000.00

4 校隊訓練器材
提升學生運動能力以
應付比賽

$20,000.00

 （如空間不足，請於上方插入新行。）

$67,300.00

$1,045,560.00

職位： 活動主任

佔全校學生人數百分比 (%)： 100%

第2項預算總開支

第1及第2項預算總開支

全方位學習聯絡人姓名：

第3項：預期受惠學生人數（學校必須填寫此部分）

預期受惠學生人數︰ 780

曾智源

全校學生人數︰ 7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