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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開支

人均

實際開支

級別
總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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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74屆香港學校朗誦節:培養學生自信心和團體合作精神 2021年11月至12月 小一至小六 27 $3,915.00 $145.00 E1 中文 參與學生反應正面積極 

2 中文硬筆書法比賽:認識中國傳統文化 2021年12月 小一至小六 693 $80.00 $0.12 E1 中文 完成比賽 

3 中華文化日:認識中國傳統文化 2022年7月5日 小一至小六 693 $37,450.50 $54.04 E1 中文 學生表現投入，對活動感興趣 

4 第74屆香港學校朗誦節:提升學生運用英語的能力 2021年11至12月 小一至小六 17 $2,465.00 $145.00 E1 英文 參與學生反應正面積極 

5 PLPRW-提升學生運用英語的能力 2021年9月至2022年7月 小一至小二 205 $500.50 $2.44 E1 英文 學生反應非常熱烈及正面 

6 奧林匹克數學培訓班:提升學生的數學能力2021年10月至2022年6月 小五至小六 30 $49,500.00 $1,650.00 E6 數學 同學投入課堂活動，並完成課堂練習✓

7 舉辦速算攤位及數學日,出版數學報:激發學生對數學的興趣2021年11至2022年7月 小一至小六 693 $1,364.00 $1.97 E1 數學 學生踴躍參加數學報中的趣味題✓ ✓

8 數學科STEM活動:讓學生認識數學與生活的聯繫2022年7月 三年級 97 $677.00 $6.98 E1 數學 學生表現投入，對活動感興趣✓ ✓

9 機械人冬季奧運會:擴闊學生的眼界 2022年7月 五年級 4 $943.00 $235.75 E1,E2 常識 學生表現投入，對活動非常感興趣

10 校內比賽:提升學生對視藝創作的動機 2021年11月 小一至小六 693 $813.00 $1.17 E1 藝術（視藝） 學生作品表現優良 

11 春雨歌唱比賽:培養評賞音樂的能力，增加學生與鄰校交流的機會 2022年6至7月 小三至小六 6 $600.00 $100.00 E1 藝術（音樂） 學生積極練習，1人躋身決賽 

12 STEAM X MUSIC:培養學生的創科能力及思維 2022年7月 小一 105 $38.90 $0.37 E7 藝術（音樂） 學生投入活動，能成功完成製作作品 

13 E-樂團:利用應用程式自創樂曲，加強學生的創意思維2021年10月至2022年7月 小四至小六 20 $11,596.50 $579.83 E1,E2,E6 藝術（音樂）  學生完成公開表演，創作每人一段音樂 

14 合唱團:提升學生的演唱技巧，從而培養評賞音樂的能力2021年9月至2022年3月 小一至小二 45 $8,000.00 $177.78 E5 藝術（音樂） 學生投入參與，錄製歌唱影片 

15 詩歌班:提升學生的演唱技巧，從而培養評賞音樂的能力2021年9月至2022年3月 小三至小五 58 $9,900.00 $170.69 E5 藝術（音樂） 學生投入參與 

16 手鐘隊:提升學生的演奏技巧，從而培養評賞音樂的能力 2021年9月至2022年3月 小四至小六 17 $6,000.00 $352.94 E5 藝術（音樂） 學生投入參與 

17 小學校際田徑比賽:發展學生潛能 2021年12月 小四至小六 30 $1,380.00 $46.00 E1 體育 完成比賽 

18 小學校際網球比賽:發展學生潛能 2021年10月 六年級 1 $136.00 $136.00 E1 體育 完成比賽 

19 小學校際乒乓球比賽:發展學生潛能 2022年6月 小四至小六 3 $1,252.00 $417.33 E1 體育 因考試延期沒參加比賽 

20 小學校際籃球比賽:發展學生潛能 因疫情取消 小四至小六 10 $960.00 $96.00 E1 體育 因疫情比賽取消 

21 學生佈道會(小五、六派聖經): 2021年10月 小五至小六 230 $2,000.00 $8.70 E1 宗教 學生能自動地閱讀聖經 

22 聖經朗誦:發展學生潛能 2022年3月 小一至小六 42 $5,460.00 $130.00 E1 宗教 學生能有自信地參加比賽 

23 第74屆香港學校朗誦節:提升學生運用普通話的能力 11/2021-12/2021 小一至小六 19 $2,755.00 $145.00 E1 普通話科 完成比賽 

24 外出參觀、外間機構課程及工作坊:擴闊學生的眼界2021年9月至2022年7月 小一至小六 693 57597.1 $83.11 E6,E2 跨學科（STEM）  學生表現非常積極及正面及已完成活動冊 

25 健康網「樂」學生講座:擴闊學生的眼界 2021年9月至2022年7月 小一至小六 693 2770.1 $4.00 E2,E5 跨學科（STEM）學生表現非常積極及正面，亦作出反思 

26 禮貌微笑大使:讓學生擔任禮貌微笑大使，作為同學的榜樣，培養其良好的品格和修養。 2021年10月至2022年6月 小一至小六 50 $319.00 $6.38 E1 價值觀教育 學生表現投入 

27 校園電視台:透過拍攝不同主題的影片，讓學生觀看影片後，建立正確的價值觀。 2021年9月至2022年7月 小一至小六 15 $90.00 $6.00 E1 價值觀教育 學生反應正面積極 

28 出席大埔區國民教育小學主題講座：讓學生對中國的現況與未來更了解 2021年12月15日 五年級 2 $34.00 $17.00 E2 價值觀教育 學生投入參與 

29 「紐」出未來課外活動:認識旗袍的歷史文化及花紐的意義部分活動因疫情而取消 小一至小六 693 $519.61 $0.75 E1 價值觀教育 學生表現投入 

30 圖書組活動:培育學生正向價值觀及閱讀的態度2021年10月至2022年6月 小一至小六 693 $1,911.20 $2.76 E1 價值觀教育 學生表現投入 

31 藝術「講」故事:擴闊學生的眼界 2022年7月28及29日 三年級 105 $12,250.00 $116.67 E1,E2 價值觀教育 學生表現投入  

32 主題學習活動:學生成長體驗活動 2022年7月28日 四年級 143 $18,500.00 $129.37 E6 價值觀教育 學生表現投入 

33 校本課程LIFE:以不同主題及學習體驗，培育學生正向價值觀及態度。2021年9月至2022年7月 小一至小六 693 $4,490.66 $6.48 E1 價值觀教育 完成各級課程及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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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項：舉辦／參加全方位學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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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2022 學年

全方位學習津貼  運用報告

聖公會阮鄭夢芹銀禧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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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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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失敗日」學生體驗活動。邀請循道衛理優質生命教育中心為全校舉辦三天的「失敗日體驗」，期望透過活動體驗，讓學生學習及經歷個人的失敗，培養他們面對困難、逆境、挫折、失敗的能力，從而提升學生的解難能力，同時增強自身的抗逆力。2021年11月29-30日及12月1日 一至六年級 693 $48,000.00 $69.26 E1 輔導組
78.2%學生認為

活動能讓他們認


35 「班級經營」活動。於9月邀請鄰舍輔導會賽馬會大埔北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為本校舉行「蒙著口罩愛學去」班級經營活動，期望藉此促進師生及學生之間的交流及合作、建立學生對所屬班別的歸屬感及推動學生以正面態度迎接上學2021年9月 一至六年級 693 $32,400.00 $46.75 E1 輔導組
100%參與老師認

為活動提升他們


36 「生日大使」生日襟章及月曆。每個月第一個星期二進行早會廣播，向該月生日的同學送上生日祝福，及於各班已安排2位生日大使(合共50位學生)進行訓練，為班中生日的同學送上小禮物及祝福，讓教師及學生感受被關懷，以營造正向校園氣氛。2021年9月至2022年8月 一至六年級 693 $2,700.00 $3.90 E1 輔導組
95.9%學生95.1%

教師認為他們能


37 58屆學校舞蹈節比賽::發展學生潛能 2022年7月 五年級 1 $300.00 $300.00 E1 藝術（其他）
高年級現代舞

(獨舞)甲級獎


38 第39屆大埔校際舞蹈比賽:發展學生潛能 2022年6月 三年級 1 $200.00 $200.00 E1 藝術（其他） 完成比賽 

39 特別假期活動-輕黏土課程:培養學生的興

趣
2022年4月4-20日 小三至小四 32 $10,560.00 $330.00 E6 藝術（視藝） 學生表現投入 

40  特別假期活動-繪畫課程:培養學生的興趣 2022年4月4-20日 小一至小二 32 $10,560.00 $330.00 E6 藝術（視藝） 學生表現投入 

41 特別假期活動-魔術課程:培養學生的興趣 2022年4月4-20日 小五至小六 32 $10,560.00 $330.00 E6 藝術（視藝） 學生表現投入 

42 「二次人生」網上電影-學校專場:建立正

面價值觀和態度
2022年3月25-27日 小一至小六 215 $5,375.00 $25.00 E1 價值觀教育 學生表現投入 

43 畢業旅行:群性發展 2022年7月15日 六年級 113 $1,640.00 $14.51 E2 價值觀教育 學生表現投入 

44 班級經營:建立正面價值觀和態度 2021年9月至2022年8月 小一至小六 693 $578.40 $0.83 E1 德育、公民及國民教育
100%參與老師認

為活動有助建立


45
「提升抗逆力及情緒控制力」講座:建立正面

價值觀和態度
2022年2月18日 小一至小六 693 $3,200.00 $4.62 E5 價值觀教育

86%學生表示若他

們遇到失敗仍會 

46 和校長有個約會:建立正面價值觀和態度 2021年9月至2022年8月 小一至小六 150 $1,800.00 $12.00 E1 價值觀教育 學生的反應正面積極  

47 成績獎勵計劃:建立正面價值觀和態度 2021年9月至2022年8月 小一至小六 693 $7,411.98 $10.70 E1 價值觀教育 學生的反應正面積極 

48 學生獎勵活動:建立正面價值觀和態度 2021年9月至2022年8月 小一至小六 693 $4,463.82 $6.44 E1 價值觀教育 學生的反應正面積極  

49 校園氛圍建設(師生協作):建立正面價值觀和態度2021年9月至2022年8月 小一至小六 693 $4,299.24 $6.20 E1 價值觀教育 學生的反應正面積極   

50 運動會：發展學生潛能 2021年10月20日 小一至小六 693 $1,390.00 $2.01 E1 體育 因疫情取消 

51 運動體驗日：發展學生潛能 2022年7月至8月 小一至小六 693 $8,000.00 $11.54 E1 體育 學生表現投入 

52
畢業典禮:發展學生潛能，建立正面價值

觀和態度
2022年6月21日 小六 113 $7,904.45 $69.95 E1,E2 價值觀教育

學生認真地參與

練習，完成表演   

53 參觀海下灣:發展學生潛能，建立正面價值觀和態度2022年8月1日 小四及小五 38 $1,600.00 $42.11 E2 價值觀教育 學生的表現投入 

 （如空間不足，請於上方插入新行。）

15,175 $409,21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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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空間不足，請於上方插入新行。）

0 $0.00

15,175 $409,210.96

編號 項目 用途 實際開支 ($)

1 校內作文比賽禮物:木顏色筆 E1 $426.00

2 4枝百合花-中文科教具 E1 $140.00

3 英文科學習活動材料及用書 E1 $12,685.90

4 2021-2022年度「數學科」教學材料一站式費

用
E1 $480.00

5 奧數書及其他參考書 E1 $55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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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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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總計



6 思維班:小二及小三STEM材料包各40包 E1 $12,120.00

7 21CL (閉合電路)教具 Temperature sensor + extension boardE7 $4,960.00

8 常識科學習材料 E1 $4,994.00

9 Now Player Junior App-STEM Pack E1 $34,000.00

10 製作競賽機械模型及競賽編程 E6 $9,560.00

11 5年級-科技探究科學實驗消耗物資 E7 $600.00

12 齊放特別假期網上音樂有獎問答 E1 $372.13

13 比賽用樂譜 E1 $75.40

14 21個藍芽喇叭 E7 $5,250.00

15 25個譜架 E7 $9,450.00

16 16個彩虹手鐘 E7 $800.00

17 十周年音樂劇加堂費用 E5 $8,800.00

18 3個電子磅 E7 $1,080.00

19 50個四色布豆袋 E7 $550.00

20 聖誕聯歡會(聖火樹、聖誕老人服飾) E1 $1,075.11

21 聖經動畫DVD(第一/二輯)各2套 E8 $4,800.00

22 畢業崇拜物資 E1 $3,300.00

23 CoSpaces App E8 5567.04

24 實驗及活動材料 E1 $9,715.60

25 LoiLoNote App 、Kahoot、Quizlet、Padlet、Gimkit、Quizizz、PreziE8 54567.65

26 Zoom教學帳戶 E8 14915.81

 （如空間不足，請於上方插入新行。）

$200,838.64

$610,049.60

E1 E6

E2 E7

E3 E8

E4 E9

E5職位： PSMCD

受惠學生人數︰ 693

佔全校學生人數百分比 (%)： 100%

全方位學習聯絡人姓名： 林慧屏

第2項總開支

全校學生人數︰

專家／導師／教練費用

境外交流／比賽團費（隨團教師）

境外交流／比賽團費（學生）

交通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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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請說明）

學習資源（例如學習軟件、教材套）

設備、儀器、工具、器材、消耗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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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輸入下表代號；每項開支可填寫多於一個代號：

693

第1及第2項總開支

第3項：受惠學生人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