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預算開支

級別 預計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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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械人控制程式編寫 1. 學生作品

1.1 課外活動時段，學生學習編寫控制程式

指揮機械人執行指令
2. 老師觀察

1.2 學生從實踐中學習，運用思考、  測試

等方式，設計實質解決問題的方案，訓練

解難能力

資助有潛質的學生參與外間機構的資優活

動/課程
1. 課程評估(如有)

2.1拓寬眼界，挑戰自我，發展學生的潛能 2. 學生問卷

英語音樂劇 1.       觀眾反應

3.1 培養學生表演潛能 2.       出席率

3.2 增強學生的自信心 3.       問卷調查

藝術家駐校服務 1. 學生問卷

4.1讓學生擴闊眼界，增進學生對不同藝術

媒介的認識
2. 老師觀察

敬師活動 1. 學生問卷

5.1弘揚師道，讓師生建立彼此互信互愛的

教與學環境。
2. 老師反應

綠化工程 (園圃保養/魚菜共生) 1. 老師觀察

6.1推廣環境保護 2. 老師問卷

6.2認識生態平衡 3. 學生問卷

訓導/輔活動 1.  學生問卷

7.1透過不同形式，深化校園的正向氛圍 2.  教師問卷

7.2優化生命成長課，並繼續推展生活技能

課
3.  家長問卷

7.3透過不同活動，增強學生的成就感，並

建立身心健康的生活方式

學段二及三 四至六年級 24 8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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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資優教育 學段二及三 三至六年級 16 48,000              ✓

宣道會台山陳元喜小學

全方位學習津貼  運用計劃
     2021-2022    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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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項：舉辦／參加全方位學習活動

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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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象

監察／
評估方法

基要學習經歷
(請於適用方格加上號，可選擇多於一項)

3 英文科 全年度 一至六年級 70 318,000            ✓

2 資優教育 全年度 一至六年級 10 10,000              ✓ ✓

6 德育及公民教育 全年度 一至六年級 800 80,000              ✓

5 德育及公民教育 學段三 一至六年級 800 2,000                ✓

4 視覺藝術科

✓254,500            ✓ ✓ ✓7 訓輔活動 全年度 一至六年級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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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算開支

級別 預計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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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道會台山陳元喜小學

全方位學習津貼  運用計劃
     2021-2022    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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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項：舉辦／參加全方位學習活動

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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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象

監察／
評估方法

基要學習經歷
(請於適用方格加上號，可選擇多於一項)

數碼藝術設計課程 1. 學生作品

8.1學生能掌握基本數碼藝術設計的知識，

並認識 Photoshop與 Illustrator 整合應

用

2. 老師觀察

音樂校隊培訓 1.  觀眾反應

9.1發展學生音樂的潛能 2.  出席率

9.2培養學生的合作精神 3.  比賽成績

9.3增強學生的自信心

參加或舉辦校外校內比賽及活動：物資、

活動費、報名費及車資等
1.  比賽成績

10.1豐富學生經驗，拓寬眼界 2.  老師觀察

10.2挑戰自我，發揮多元潛能 3.  學生表現

體育校隊培訓 1.  比賽成績

9.1發展學生體育的潛能 2.  老師觀察

9.2培養學生的合作精神 3.  學生表現

9.3增強學生的自信心

參加普通話朗誦比賽 1.  比賽成績

豐富學生的經驗，提升學生的朗誦能

力，及對朗誦藝術的興趣，並發揮潛

能

2.  出席率

 （如空間不足，請於上方插入新行。）

$1,065,500.00

8 多元活動 全年度 三至六年級 20 30,000              ✓

10 多元活動 全年度 一至六年級 800 43,000              ✓ ✓ ✓ ✓

9 多元活動 全年度 一至六年級 100 130,000            ✓

11 體育科 全年度 一至六年級 120 50,000              ✓

12 多元活動 全年度 一至六年級 80 20,000              ✓

第1.1項預算總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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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如空間不足，請於上方插入新行。）

$0.00

$1,065,500.00

第3項：預期受惠學生人數
編號 項目 範疇 用途

1 Micro:bit配件 電腦科
校隊培訓，提升

學生編程技能

2 編程機器人4個及配件 電腦科
校隊培訓，提升

學生編程技能

3 添置跳遠跑道及沙池 體育科
校隊培訓，提升

學生體能及技能

4 添置天台田徑跑道 體育科
校隊培訓，提升

學生體能及技能

5 添置攀爬架 體育科
豐富學生的學習

經驗

6 音樂用品、樂器 音樂科
校隊培訓，提升

學生音樂潛能

7 壁畫製作用物料 視覺藝術科

校隊培訓，培訓

學生視藝及欣賞

能力
 （如空間不足，請於上方插入新行。）

全校學生人數︰ 800

$500 預期受惠學生人數︰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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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第2項預算總開支 $1,545,000.00 全方位學習聯絡人（姓名、職位）： 趙敏芝主任

$7,000
預期受惠學生佔全校

學生人數百分比 (%)：
100%

$170,000

$80,000

$200,000

$20,000

$2,000

第2項預算總開支 $479,500.00

第1.2項預算總開支

第1項預算總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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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開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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