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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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題研習（培養學生研習、分析、創意

及溝通能力。）
課程組 15-18/6/21 P.1-6 839 各級學生透過動手作、實驗、創作等活動進行深入研習，效果理想。 $177,494.55 E1、E7 ✓ ✓

2
「西遊記‧變變變」 Fashion Show（提

升學生創意、想像力）
課程組 14/5/2021

P.1-6欣賞活

動
839 學生能為書中人物設計服飾，並於舞台上展示成果，效果良好。 $5,989.60 E1 ✓ ✓

3
資優小組參加（發展學生潛能，提升自

信心。）
教務組 5-6/21 P.3-6 214 擴闊眼界 $1,200.00 E1 ✓ ✓

4

環境教育活動（節能減廢活動、校園種

植 、生態角、環保單車活動等，培養

學生關愛生命，保護環境及綠化校園。

例如買量度電子磅、小儀器、花盆。）

環保組 9/20-7/21 P.1-6 839

播放環保宣傳短片/到校話劇, 讓學生明白節約能源及源頭減廢、循環

再造的重要 ; 而推行學校花卉吸引蝴蝶;綠化及美化校園等活動;參與不

同環保活動等均可培養學生珍惜資源，保護地球及愛護大自然的意識

，從而做個良好的小公民。本年更獲綠色學校金獎, 成效被肯定。

$24,725.80 E1、E9 ✓

5

健康教育活動（參與水果月、健康零食

及;健康展覽，對自己的身體健康負責

任）

環保組 9/20-7/21 P.1-6 839

透過水果月宣傳片，學生認識吃水果的好處，並學會選擇及養成吃水

果的習慣，根據老師觀察，水果月記錄表資料，顯示學生普遍喜歡吃

水果;另外，零食選擇宣傳片，有助學生了解小食部的健康零食種類

，小食部負責人表示，有學生會購買健康零食。

$1,417.27 E1、E7 ✓

6
生態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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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保組 9/20-7/21 P.3-6 16

本年度在四樓及地下生態角飼養倉鼠、甲蟲(美都白兜、彩虹鍬、巴

西龜、鱷龜、金魚、熱帶魚、魚菜共生缸)，讓學生在小息一、小息

二到四樓生態角參觀，約30位生態大使在小息時定期到生態角照顧小

動物及講解相關知識，增加學生愛護大自然的意識。

$3,362.43 E1、E7 ✓ ✓

7
性教育講座（學習保護自己及兩性相處

的方法）
生命教育組 5/2021 P.1-3 411

講座導師教導學生認識自己的身體及如何好好保護自己。學生認真聆

聽，但活動以直播形式進行，未能進行互動環節。
$300.00 E5 ✓

8

風紀培訓日營（透過素質教導、個案探

討、團體合作活動，培養風紀「行公

義、好憐憫、存謙卑、與神同行」的品

格，及樂於服務他人的精神。）

訓輔組 18/11/2020 P.4-6
風紀(114

人)

學生投入參與，透過短講教導，理解服務原則；透過個案處理，明白

處理方法；透過團隊遊戲，體會合作的重要。所有隊員表示本次培訓

十分有用。

$684.00 E7 ✓

9
中文科級本活動（透過課程延伸學習，

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
中文科 9/20-7/21 P.1-6 839

活動以比賽形式進行，能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唯因疫情及停課關

係，P.3,4級本活動未能進行；而P.1,2,5,6的活動改為班本形式或網上

進行，影響了比賽的氣氛。

$99.50 E7 ✓

10
時事推廣（透過時事討論，加強學生對

時事的觸覺及留意社會情況。）
常識科 9/20-7/21 P.1-6 839

進行常識科時事討論，時事展板，能有助學生了解時事及社會的現

況。
$390.00 E8 ✓

11

常識科STEM活動（配合常識課程，與

學生進行設計循環或科學實驗，培養學

生對科學或工程方面的興趣。）

常識科 9/20-7/21 P.1-6 839
全年進行的STEM 活動中，利用購買的材料能配合課堂的科學學習活

動
$10,078.70 E7 ✓

12
科探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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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2021 P.1-6 839 購買不同年級的活動物資，材料包等，讓同學能順利進行科探活動 $15,028.85 E7 ✓

13

Leap計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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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8/5/21 P.1-4,6 699
以互動形式進行教學，學生學習常識課題的延伸內容，能提升學生的

學習興趣。
$16,885.00 E6 ✓

2020-2021學年

開支用途＊

全方位學習津貼  運用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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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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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旬節于良發小學

第1項：舉辦／參加全方位學習活動

編號



14

護苗車計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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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1/2020 P.5 140 以互動形式進行教學，配以短片及情境討論，擴闊學生學習經歷。 $2,760.00 E6 ✓

15
STEM對外比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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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2021
STEM（資優

學生）
12 購買的材料包能協助同學製作了相關的物品參加比賽。 $485.60 E7 ✓

16
常識科開發電子教學（用電子教學進行

實地考察、跨科閱讀活動）
常識科 9/20-7/21 P.1-6 839

以圖書製作相關教材，以互動的形式進行學習，能提升學生的閱讀

興趣，效果理想。(預計需要支出，唯該公司沒有收取今年度款項，

故保留下年度使用)

$0.00 E8 ✓

17
常識科級本聯課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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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1/2020 P.1-3 411
由於疫情關係，只有2年級的同學進行了STEM動手作(製作萬花筒活

動)，認識光反射的原理，學生對活動感興趣。
$525.00 E8 ✓

18

STEM小組（STEM junior & STEM senio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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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2/20-25/5/21 P.3-6 32

由於疫情關係，只在復課後才開始進行相關小組，故購買的數量不

多。小組購買不同的動手作材料及教學資源讓同學能透過材料包學習

不同的科學原理。

$18,938.60 E7 ✓

19
跨科編程活動（購買MBOT給高年級同

學進行跨科STEM 活動。）
常識科 15/6/21-18/6/21 P.5-6 264

高年級同學能在專題研習中使用相關的學習材料，利用MBOT的不同

偵測系統製作自己的作品。
$9,870.00 E7 ✓

20

管弦樂團訓練（發展學生音樂技能與過

程，均衡發展，培養評賞藝術的能力，

提昇演奏及合奏技巧，訓練團隊紀律及

合作精神。）

活動組 3-7/21 P.1-6 14

由於疫情關係，訓練由實體轉為網上進行。

進展性評估：

1. 學校音樂老師及外聘導師在每節課前檢示學生的「功課」，在網

課時給予回饋，跟進及調整教學。

2. 透過課堂練習及課後「功課」影片來評估他們對樂曲演奏的掌握

程度。有九成以上學生能在「功課」中演奏每堂指定樂曲選段。

總結性評估：

課程完結後，100%學員能掌握以五線譜進行視譜及演奏。

每位學員能掌握基本演奏技巧及樂理(例如：拍子記號、速度記號、

調號、音符時值等) 及進行視譜演奏。

每位學員能根據課堂所學演奏指定樂曲，拍成影片

$21,600.00 E5 ✓ ✓ ✓

21

e-樂團訓練（1 透過e樂團訓練，讓學生

學習團隊精神，訓練學生自律以及團隊

意識。

2 透過學習演奏iPad虛擬樂器，發掘學

生對中西方樂器的興趣，從而提昇學生

的音樂感，培養學生成為有潛質的演奏

者。甄選優秀團員在校內演出代表校方

參與公開演出。）

活動組 3-7/21 P.2-6 12

由於疫情關係，訓練由實體轉為網上進行。

進展性評估：

+G24學校音樂老師及外聘導師在每節課前檢示學生的「功課」，在

網課時給予回饋，跟進及調整教學。

有八成以上學生能在「功課」中演奏每堂指定樂曲選段。

總結性評估：

1. 100%學員能掌握以grid score進行視譜及演奏。

2. 每位學員能掌握基本樂理(例如：拍子記號、速度記號、調號、唱

名及音名等) 及進行視譜演奏。

3. 每位學員能根據課堂所學創作一段旋律，並以garageband 進行演

奏，拍成影片。

$5,600.00 E5 ✓ ✓ ✓

22

聯課活動(藝術體驗)(香港浸會大學基督

徒樂隊，香港中文大學基督徒詩班)（

發展學生音樂技能與過程，培養評賞藝

術的能力，認識藝術的情境。）

活動組 9/20-6/21 P.1-6 839

香港浸會大學基督徒樂隊的演出轉為影片形式，於試後活動播放。

香港中文大學基督徒詩班原定於28/6/21 (一)到校分兩場時間演出

，安排現場示範及互動環節。但當天停課，現場演出改為影片形式

進行，於稍後時間安排學生觀看影片。

疫情關係，教大樂隊未能到校或進行影片演出。

$5,000.00 E6 ✓

23

視藝--美化校園計劃：「聖靈果子」親

子壁畫創作活動（提升學生創意及想像

力訓練學生的合作性及溝通能力。）

視覺藝術科 11/20-4/21

P.1-6的參加

學生及其家

長

839

透過創作活動能提升學生的創意和想像力，加強親子溝通協作。當中

的優異作品更製作成馬賽克磚牆，在校園內展示，既能美化校園，更

能加強宗教氣氛。

$35,000.00 E5,E7 ✓

24 美藝坊（提升學生視藝素養） 視覺藝術科 3-5/21 P.5-6 11
透過藝術欣賞、創作活動能擴展學生創意思維、技巧及表達手法。學

生用心學習，投入創作。
$762.00 E7 ✓

25
體育校外比賽(交通+報名)（透過參與比

賽，讓學生發展潛能，增加自信心。）
體育科 9/20-7/21 P.1-6 14

讓更多學生有機會參與校外比賽，提升學生的運動水平，並培養正面

價值觀。
$1,604.00 E1 ✓



26
校隊田徑訓練（提升學生運動員素質,

參加學界比賽。）
體育科 7/21-8/21 P.3-6 56

過參與田徑訓練，提升學生田徑的不同技能，並鼓勵學生恆常做運動

，培養他們有注意身體健康的生活態度。
$46,009.00 E5,E7 ✓

27
「普通話日」活動（培訓普通話能力較

佳的學生帶領活動，藉以啟發潛能。）
普通話科 4/21-6/21 P.1-6 839 學生藉此展現潛能，能提升普通話能力。 $386.50 E7 ✓

28
Talkbo三寶小組活動樂(小息活動)（提

升學生對英語及STEM的興趣）
活動組 3-7/2021 P.1-6 839

三部Talkbos分別放在圖書館、英語室及STEM Room,低小學生對機械

人很感興趣,加上教學助理已印製了三套英文會話卡,學生均樂於與機

械人交流,加上兩位外籍老師輪流在小息與學生一起啟動Talkbo對話,效

果很理想。

$14,400.00 E1、E7 ✓

29
劇社（透過戲劇，啓發學生運用和發展

他們的協作能力、溝通能力、解決問題

能力、自我管理能力和創造力。）

活動組 9/20-6/21 P.3-6 11
學生藉此展現潛能，創作趣劇，網上演出，全校師生欣賞，同學投票

選出最佳主角及趣劇。
$4,200.00 E5 ✓

30
聯課活動(多元智能發展)（發展學生潛

能，均衡發展。）
活動組 9/20-6/21 P.1-6 839 擴闊學生學習體驗，提供多元化學習機會。 $5,363.56 E1，E5 ✓ ✓ ✓

31
多元智能課程（讓學生多元發展，啟發

不同潛能。）
活動組 3-7/2021 P.1-6 480 學生藉此拓寬課程以外的經歷，發展潛能，培養個人興趣。 $121,629.70 E5 ✓ ✓

32
試後活動(運動體驗)（發展學生潛

能。）
活動組 6-7/2021 P.1-6 279 運動新體驗，學生感興趣。 $3,370.00 E5 ✓

33
四年級幼稚園（服務學習）（與P.1同

學分享繪本故事。）
活動組 7/7/2021 P.4 296

藉著分享自創繪本故事，提醒P.1同學怎樣做個好孩子。故事吸引，

插圖精美，同學感興趣。
$8,987.20 E1 ✓ ✓ ✓

 （如空間不足，請於上方插入新行。）

$564,146.86

1.2

 （如空間不足，請於上方插入新行。）

$0.00

$564,146.86

第3項：受惠學生人數

項目 範疇 用途

1 買蝴蝶園, 生態種植活動用品及材料。 環保組

培養學生對自然

生態的了解，藉

以欣賞大自然的

創造。

2 顯微鏡及機械人Lego等。 STEM(常識科)
支援本校STEM課

程發展

3 Resonator tube 音樂科

舉辦不同的音樂

活動，讓學生有

更多不同類型的

音樂體驗。

4 電窯維修保養 視藝科

讓學生參與陶藝

創作，豐富藝術

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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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02.00
受惠學生佔全校學生

人數百分比 (%)：
100%

連淑娟(活動主任)

$62,839.16

$1,350.00

$1,500.00

境外活動︰舉辦或參加境外活動／境外比賽，擴闊學生視野

第1.1項總開支

第1項總開支

839

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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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487.16

實際開支 ($)

第1及第2項總開支

第2項總開支

$626,986.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