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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3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 邀請1至6年級學生參加獨誦比賽，讓學生增

加比賽的機會，從比賽中增強自信心和積極

的態度

12-25/11/2021 一至六年級 41 $2,295.00 $55.98 E1 跨學科（其他） 共獲33優良4良好證書

學生均能在比賽中取得70分以上

P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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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4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 邀請4-6年級學生參加獨奏比賽，讓學生增

加比賽的機會，從比賽中增強自信心和積極

的態度

14-25/2/2022 四至六年級 3 $165.00 $55.00 E1 藝術（音樂） 共獲得2銀1銅證書 P P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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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香港國際手鈴奧林匹克

- 邀請4-6年級學生參加手鈴比賽，讓學生增

加比賽的機會，從比賽中增強自信心和積極

的態度

- 拓展學生的眼界

3/8/2022 四至六年級 20 $900.00 $45.00 E1 藝術（音樂） 獲得銀獎 P P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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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太空館---宇宙旅行團

- 透過校外學習活動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

- 拓展學生的眼界和拓展他們的視野，並配合

有關課程，讓學生加深了解有關知識

11/11/2021 五年級 43 $950.00 $22.09 E2 常識

88%學生滿意是次活動的安排

91%學生透過參與活動能獲得知識及提

升學習動機

100%老師滿意是次活動的安排

P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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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場體驗日

- 透過校外學習活動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

- 拓展學生的眼界和拓展他們的視野，並配合

有關課程，讓學生加深了解有關知識

25/11/2021 四至六年級 134 $3,300.00 $24.63 E1、E2 體育

87%學生滿意是次活動的安排

92%學生透過參與活動能獲得知識及提

升學習動機

100%老師滿意是次活動的安排

P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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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劇學生專場

- 透過校外學習活動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

- 拓展學生的眼界和拓展他們的視野，並配

合有關課程，讓學生加深了解有關知識

9/12/2021 四年級 51 $1,200.00 $23.53 E2 中文

91%學生滿意是次活動的安排

100%學生透過參與活動能獲得知識及提升

學習動機

100%老師滿意是次活動的安排

P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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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022年度九龍北區校際田徑比賽

- 邀請3-6年級學生參加田徑比賽，讓學生增

加比賽的機會，從比賽中增強自信心和積極

的態度

- 拓展學生的眼界

10/12/2021 三至六年級 25 $2,980.00 $119.20 E1、E2 體育

共有25名學生參加是次比賽，獲得1名第

5名、1名第7名及2名第8名

96%學生豐富了他們的學習經驗，拓寬

視野

P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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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佛教孔仙洲紀念中學

- 透過校外學習活動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和拓

展他們的視野

- 拓展學生對中學生活的認識

11/12/2021 六年級 44 $800.00 $18.18 E2 跨學科（其他）

100%學生滿意是次活動的安排

100%學生透過參與活動能獲得知識及提

升學習動機

100%老師滿意是次活動的安排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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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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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_2021-2022_學年

全方位學習津貼  運用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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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舉辦／參加全方位學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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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繩強心」網上跳繩比賽(2021-22學年第

一回)

邀請2至6年級學生參加跳繩比賽，讓學生增

加比賽的機會，從比賽中增強自信心和積極

的態度

1-31/12/2021 二至六年級 30 $1,900.00 $63.33 E1 體育

共有30名學生參加是次比賽，獲得4名冠

軍、3名亞軍、3名季軍及11名優異獎

100%學生豐富了他們的學習經驗，拓寬

視野

P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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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公園好想聖誕2021聖誕韻匯---花式跳繩

表演

- 邀請2-6年級學生參加表演，讓學生增加表

演的機會，從表演中增強自信心和積極的態

度

2/1/2022 二至六年級 9 $680.00 $75.56 E2 體育 89%學生投入參與活動及能有成功感 P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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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際花式跳繩錦標賽2022

邀請2至6年級學生參加跳繩比賽，讓學生增

加比賽的機會，從比賽中增強自信心和積極

的態度

21/7/2022 二至六年級 26 $3,120.00 $120.00 E1 體育

共有26名學生參加是次比賽，獲得17名

冠軍、20名亞軍、18名季軍及31名優異

獎，並獲得校際總成績冠軍

100%學生豐富了他們的學習經驗，拓寬

視野

P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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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orts Expo團隊訓練

- 透過校外學習活動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和拓

展他們的視野，並配合有關課程，讓學生加

深了解有關知識

- 拓展學生的眼界

28/8/2022 二至五年級 28 $880.00 $31.43 E2 跨學科（其他）

100%學生滿意是次活動的安排

100%學生透過參與活動能獲得知識及提

升學習動機

100%老師滿意是次活動的安排

P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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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級攀石體驗日

- 接觸非主流運動，擴闊學生視野

- 攀石是一種具挑戰性和難度的運動，考驗

參與者的勇氣和自我突破。透過參與攀石運

動提昇學生的自信心

- 透過訓練提昇學生的合作精神

14、15/7/2022 二年級 72 $5,320.00 $73.89 E1 體育

100%學生滿意是次活動的安排

100%學生透過參與活動能獲得知識及提

升學習動機

100%老師滿意是次活動的安排

P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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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級攀石體驗日

- 接觸非主流運動，擴闊學生視野

- 攀石是一種具挑戰性和難度的運動，考驗

參與者的勇氣和自我突破。透過參與攀石運

動提昇學生的自信心

- 透過訓練提昇學生的合作精神

4、5/8/2022 三年級 75 $5,600.00 $74.67 E1 體育

96%學生滿意是次活動的安排

95%學生透過參與活動能獲得知識及提

升學習動機

100%老師滿意是次活動的安排

P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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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書展

- 提高學生對閱讀的興趣

- 提供親子時間給予家長及學生

- 增加家校溝通的機會

23/7/2022 一至六年級 20 $600.00 $30.00 E2 跨學科（其他）

共有10對家庭出席是次活動

100%學生滿意是次活動的安排

100%老師滿意是次活動的安排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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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培訓班(高班)

- 聘請專業奧林匹克數學導師到校開辦數學

培訓班，教授奧林匹克數學

- 培訓學生參加比賽

- 讓學生從比賽中培養出堅毅、積極的態度

10/2021-8/2022 四至六年級 16 $27,300.00 $1,706.25 E5 數學

87%學生認為在課後活動能增加他們的

數學知識

87%學生認為在課後活動能提升他們對

數學的興趣

數學培訓班學員參加了第八屆「全港小

學數學挑戰賽」，獲得2名銅獎、7名優

異奬；參加了「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

匹克邀請賽 2022(香港賽區)初賽，獲得7

名合格成績；參加了2022 港澳數學奧林

匹克公開賽《港澳盃 HKMO OPEN》暨

2022 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初賽

《AIMO OPEN》，獲得3名合格成績；參

加了「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

賽 2022(華南賽區)晉級賽，獲得3名三等

獎；參加了MathConceptition 數學思維

大激鬥，獲得4名銅獎、3名優異奬；參

加了2022 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

晉級賽《AIMO OPEN》，獲得2名銅獎

P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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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提琴班

- 聘請專業導師到校訓練學生，於一年級聯

課活動時段及課後活動時段。內容教授小提

琴演奏技巧為主

- 學生能完成樂曲以應付演出，透過給予學

生更多演出機會，提高學生的自信心及現場

演奏能力

10/2021-8/2022 一至六年級 77 $24,200.00 $314.29 E5 藝術（音樂）

100%學生認為在課後活動能提升他們對

小提琴活動的興趣及技術水平

 96%學生認為在聯課活動能提升他們對

音樂的興趣

98%學生認為在聯課活動能增加他們的

音樂知識

受疫情影響，只能舉辦一次實體表演

P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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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級組(校隊)及初級組花式跳繩訓練

- 聘請專業導師到校訓練學生，於一年級課

後活動(初級班)時段(下學期) ，每節1.5小

時及課後活動(高級組)時段，每節2小時。內

容教授花式跳繩技巧為主

- 透過花式跳繩訓練發展學生運動潛能和素

養增加學生對花式跳繩的知識，並加強學生

表演花式跳繩技巧

- 學生將參加花式跳繩比賽，藉此豐富學生

的演出經驗，提升學生的自信

- 學生將於校外及六年級畢業禮上表演，透

過給予學生更多演出機會，提高學生的自信

心及現場演奏能力

10/2021-8/2022 一至六年級 42 $65,065.00 $1,549.17 E1、E5 體育

 100%學生認為在課後活動能提升他們對

運動的興趣

 100%學生認為在課後活動能增加他們的

運動知識

花式跳繩隊員 *(一、五年級)*  Super

Jump全港跳繩錦標賽 2021，獲得14名冠

軍、9名亞軍、8名季軍及學校總成績亞

軍；參加了「跳繩強心」網上跳繩比賽

(2021-22學年第一回)，獲得4名冠軍、3

名亞軍、3名季軍及11名優異獎； 參加

了校際花式跳繩錦標賽2022，獲得17名

冠軍、20名亞軍、18名季軍、31名季軍

及校際總成績冠軍

花式跳繩隊員已於學校家長分享會、海

洋公園及六年級畢業典禮作出表演

P P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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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高級手鈴組

- 聘請專業導師到校訓練學生，於一年級聯

課活動時段(每節1小時)及課後活動時段

(中、高級手鈴隊各每節1.5小時)。內容教授

手鐘演奏技巧為主。

- 透過手鈴訓練發展學生藝術潛能和素養增

加學生對手鐘的知識，並加強學生手鈴的演

奏技巧

- 學生將參加Hong Kong International

Handbells Olympics比賽，藉此豐富學生的

演出經驗，提升學生的自信心

- 學生將於學校的開放日及六年級畢業典禮

表演，透過給予學生更多演出機會，提高學

生的自信心及現場演奏能力

10/2021-8/2022 四至六年級 83 $66,300.00 $798.80 E5 藝術（音樂）

100%學生認為在課後活動能提升他們對

手鈴活動的興趣及技術水平

 96%學生認為在聯課活動能提升他們對

音樂的興趣

98%學生認為在聯課活動能增加他們的

音樂知識

手鈴隊隊員參加了2022香港國際手鈴奧

林匹克，獲得銀獎

手鈴隊員已於六年級畢業典禮作出表

演；而且以拍攝錄影方式，錄製了一首

歌曲於本校內聯網播放

P P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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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程班

- 聘請專業導師到校訓練學生，於一至三年

級聯課活動時段(每節1小時)及課後活動時段

(每節1.5小時)教授四至六年級學生。內容教

授編程及教育機械人為主

- 透過編程訓練發展學生STEM能力和增加學

生科學的知識

- 透過比賽，增強學生的自信心和責任感

10/2021-8/2022 一至六年級 234 $103,182.00 $440.95 E5 跨學科（STEM）

95%學生認為在課後活動能增加他們的

編程知識

92%學生認為在課後活動能提升他們對

編程的興趣

編程訓練班學員員參加了STEM-UP 香港

創新科技大賽，獲得嘉許獎；參加了Be

a Maker - STEAM抗疫大使計劃

P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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乒乓球高班

- 聘請專業導師到校訓練三至六年級學生，

課後活動時段(每節2小時)。

- 提升學生乒乓球個人技巧

- 透過參加各類型的乒乓球比賽，擴闊生活

經驗

- 透過比賽，增強學生的自信心和責任感

5/2022-8/2022 三至六年級 10 $6,970.00 $697.00 E1、E5 體育

100%學生認為在課後活動能增加他們的

乒乓球技術水平

90%學生認為在課後活動能提升他們對

乒乓球的興趣

乒乓球組員參加了九龍北區小學校際乒

乓球比賽、保良局回歸盃屬校中小學乒

乓球錦標比賽

P P

22

足球(初、中班)

- 聘請專業導師到校訓練學生，於課後活動

時段開班(每節1小時)，內容教授足球的技巧

及規則為主

- 學生能強健身體

- 訓練學生守紀、合群及堅忍的精神

10/2021-8/2022 一至二年級 24 $16,460.00 $685.83 E5 體育

96%學生認為在課後活動能增加他們的

足球技術水平

100%學生認為在課後活動能提升他們對

足球的興趣

P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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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GO GO GO

- 聘請專業(外籍)導師到校訓練學生，於4-6

年級聯課活動時段開班(每節1小時)，內容教

授英語寫作及說話為主

- 提升學生英語能力及增加自信心

10/2021-8/2022 四至五年級 16 $7,220.00 $451.25 E5 英文

98%學生認為在課後活動能增加他們的

英文知識

89%學生認為在課後活動能提升他們對

英文的興趣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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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極班

- 聘請專業導師到校訓練學生，於1-2年級聯

課活動時段開班(每節1小時)，內容教授太極

技巧為主

- 培養學生常做運動的習慣

10/2021-8/2022 一至二年級 140 $12,600.00 $90.00 E5 體育

96%學生認為在課後活動能增加他們的

太極知識

90%學生認為在課後活動能提升他們對

太極的興趣

P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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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八段錦班

- 聘請專業導師到校訓練學生，於課後活動

時段開班(每節1小時)，內容教授八段錦練習

技巧為主

- 學生能強健身體

- 訓練學生守紀、合群及堅忍的精神

10/2021-8/2022 三至六年級 13 $5,670.00 $436.15 E5 體育

86%學生認為在課後活動能增加他們的

八段錦知識

100%學生認為在課後活動能提升他們對

八段錦的興趣

P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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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術

- 聘請專業導師到校訓練學生，於3年級聯課

活動時段開班(每節1小時)，內容教授武術套

路為主

- 學生能強健身體

- 訓練學生守紀、合群及堅忍的精神

10/2021-8/2022 三年級 79 $10,400.00 $131.65 E5 體育

72%學生認為在課後活動能增加他們的

武術知識

71%學生認為在課後活動能提升他們對

武術的興趣

P P

 （如空間不足，請於上方插入新行。）

1,355 $376,05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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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空間不足，請於上方插入新行。）

0 $0.00

1,355 $376,057.00

第3項：受惠學生人數

編號 項目 用途 實際開支 ($)

1 活動式籃球架

於一至六體育課堂

內教授用具操控/

籃球課時讓學生使

用

$5,800.00

2 Yonex 羽毛球拍

於四至六體育課堂

內教授羽毛球課時

讓學生使用

$1,260.00

3 羽毛球拍柄帶

於四至六體育課堂

內教授羽毛球課時

讓學生使用

$150.00

4 釘鞋
於田徑比賽時

讓學生使用
$1,431.00

5 色碟
於一至六體育課

堂內使用
$125.00

6 膠欄架
於一至六體育課

堂內使用
$972.00

7 繪畫班用品(月宮殿、墨彩及過底紙)
於綜合繪畫及水墨

畫班讓學生使用
$1,766.60

第1.2項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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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方位學習聯絡人（姓名、職位）： 胡若恩(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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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校學生人數︰ 365

受惠學生人數︰ 365

受惠學生佔全校學生

人數百分比 (%)：
100%



8 Ipad充電車

在課堂活動或課後

活動內讓學生使用

，以便學習

$8,500.00

9 獅藝物資

於獅藝課堂內教授

獅藝及表演時讓學

生使用

$1,200.00

10
手鈴物資

(3個八度MALMARK 手鈴棒套裝)

於手鈴課堂內教授

手鈴技巧及表演時

讓學生使用

$3,500.00

11
乒乓球組物資(乒柱連網及KOMANN兩段收縮拾

球器)

於乒乓球訓練時

使用
$426.00

12 六年級畢業典禮物資
佈置場地及送贈給

學生之畢業禮物
$1,800.00

13 3-6年級聯課活動小組(視覺藝術)
於三至六聯課活動

堂內使用的物資
$1,391.10

14 編程班用品 於編程班時使用 $25,580.00

 （如空間不足，請於上方插入新行。）

$53,901.70

$429,958.7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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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及第2項總開支

第2項總開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