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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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力信望愛 : 23-25.06.2021 P.6畢業活動費用 課外活動 23/6/2021 -25/6/2021 P6 100 同學反映良好 45,000.00        √

2 多元智能教育中心:奧數訓練班 數學科 1/10/2020-30/6/2021 P1-P6 60 能提高同學數學能力 52,0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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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空間不足，請於上方插入新行。）

$97,000.00

1.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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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如空間不足，請於上方插入新行。）

$0.00

$97,000.00

第3項：受惠學生人數

項目 範疇 用途

1 喜訊街: 課外活動組拼字、拼圖遊戲 課外活動組 教學 1,990.00

2 香港專業花式跳繩學校: 拍子繩600條 體育組 教學 30,000.00

3 麥紫玉: 周五課外活動物資: diy手工材料包、貼紙 課外活動組 教學 1,108.18

4 陳志恆: 課外活動組: 益智積木100套連運費 課外活動組 教學 595.86

5 麥佩雯: 課外活動組: diy制作材料、書法字帖 課外活動組 教學 1,509.05

6 劉玉容: 課程發展組: 有線耳機100條 課程發展 教學 4,700.00

7 譚捷兒: 課外活動組物資: 雙面同色摺紙50包 課外活動組 教學 675.00

8 黃卓峰: 課外活動物資: 手工繩 課外活動組 教學 1,922.72

9 劉玉容: 六年級常識科專題研習 (投石車物資) 常識科 教學 1,762.61

10 BDS: 機械人比賽用 計分柱塔1套及10把工具鉗 電腦科 教學 714.00

11 中亞: 體育組用品: 排球、磁石板、地墊、躲避盤、籃球手提袋 體育組 教學 21,760.00

12 中亞: 體育組用品: 槓鈴、足球/排球手提袋 體育組 教學 1,816.00

13 飛揚: 體育組用品: 秒錶、哨子、色碟、計分牌、球柱等 體育組 教學 12,608.00

14 城市文教: micro:bit V2 及配件220套 電腦科 教學 49,940.00

15 Base Standard Holdings Ltd. : LEGO 創意手提箱356盒 體育組 教學 42,364.00

16 喜訊街 : 學習拼圖遊戲 91套 課外活動組 教學 1,820.00

17 駿興 : 乒乓球發球機、計分牌、多球訓練袋等 體育組 教學 25,980.00

18 中聯教育 : 轆轤井 常識科 教學 1,900.00

19 中聯教育 : 小蹺蹺板 常識科 教學 1,900.00

20 中亞 : 籃球、羽毛球拍 體育組 教學 4,320.00

21 星匯 : 平衡木長椅6張 資源管理組 教學 15,750.00

22 PE Lesson : 排球扣球練習機、安全地墊 體育組 教學 31,900.00

23 譚捷兒 : 香港浸會園 : 08.02.2021 學校旅行 退營行政費 課外活動組 教學 1,000.00

  2020 - 2021 學年

全方位學習津貼  運用報告

(範本)

--
受惠學生佔全校學生

人數百分比 (%)：

受惠學生人數︰

全校學生人數︰

第1項：舉辦／參加全方位學習活動

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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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際開支 ($)

境外活動︰舉辦或參加境外活動／境外比賽，擴闊學生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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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項總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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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支用途＊



24 保良局 : 11-13.05.2022 P.6 戶外教育營營費訂金 課外活動組 教學 2,450.00

25 KTR : 親子填色比賽獎盃 家教會 教學 474.00

26 跳繩及籌款活動獎盃 體育組 教學 5,046.00

27 Babyboom: 5-6年級學生STEM活動套件 :  常識科 教學 36,68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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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宇翔  _ PSM全方位學習聯絡人（姓名、職位）：第1及第2項總開支

第2項總開支

$399,692.02

$302,692.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