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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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加中文科校外比賽，例如校際朗誦節及漢語聖經

協會朗誦節比賽，提升學生自信
9月及3月 P.1-P.6 35 $4,580.00 $130.86 E1 中文 檢視學生表現及比賽結果  

2
舉辦中國文化日活動，例如配合農曆新年，安排寫

揮春、猜燈謎等活動，增進學生對中華文化的認識
3月 P.1-P.6 639 $1,769.10 $2.77 E1 中文 教師在活動中觀察、問卷  

3 圖書教學活動，體驗式學習，培養閱讀氣氛 6月 P.1-P.3 300 $165.40 $0.55 E1 中文 教師在活動中觀察  

4
話劇工作坊，為學生提供不同的學習經歷，透過不

同的話劇活動，訓練英文說話技巧，與人合作及溝

通技巧，創意及解難的能力，建立自信

7月 P.5 113 $38,225.00 $338.27 E5 英文
教師課堂觀察，檢視學生表

現、問卷
 

5
參加英文科校外比賽，例如校際朗誦節比賽，提升

學生自信
9月 P.1-6 36 $5,220.00 $145.00 E1 英文 檢視學生表現及比賽結果  

6
英語話劇表演，為學生提供不同的學者經歷，對英

語話劇有更深的認識，亦建立學生學習英語的興趣
6月 P.1-6 200 $6,000.00 $30.00 E1 英文 教師在活動中觀察  

7
外聘導師為四至六年級學生提供資優訓練，以提升

學生的解難及高層次思考能力，豐富學生的數學知

識和思維技巧

10月 P.4-P.6 60 $26,950.00 $449.17 E5 數學 教師課堂觀察，檢視學生表現 

8

教學活動(STEM課程、體驗活動、課堂活、一人一

花計劃、時事知多D活9-12月動、小息活動、試後

活動)，讓學生從做中學，探究科學原理及其他學

科知識

10月-7月 P.1-P.6 639 $15,418.43 $24.13 E1 常識
教師問卷、老師課堂觀察、檢

視學生表現或作品
 

9

舉辦有關STEM教育講座或工作坊，提升教師在

STEM的專業知識和技能，使教師能為學生營造適

切有利的學習環境，培養學生的創科精神

7月 常識科教師 24 $2,900.00 $120.83 E5 常識 教師問卷 

10
動手學體驗式常識課程入校支援計劃，讓學生從做

中學，體驗書本以外的學習
7月 P.1 97 $49,000.00 $505.15 E5 常識 教師課堂觀察，檢視學生表現 

11
參加校外比賽，例如校際音樂節比賽，聯校音樂大

賽，提升學生自信
1月 P.1-6 20 $5,067.10 $253.36 E1 藝術（音樂） 檢視學生表現及比賽結果 

12
外聘導師為部分一至六年級學生提供音樂資優訓練

，組成樂團，在不同的場合演出，讓學生發揮音樂

潛能

10月-7月 P.1-P.6 20 $30,680.00 $1,534.00 E5 藝術（音樂） 檢視學生表現及演出成果 

13
體育科增潤課程，旨在建立多元化的課程，提升學

生的學習興趣和動機
9月-11月及4月-5月 P.1-P.3 450 $44,800.00 $99.56 E5 體育

老師觀察、檢視學生表現及課

程評核結果


14
體育校隊，為每支校隊外聘專業教練，旨在優化校

隊訓練的質素，提升學生在校外比賽的競技能力
9月-7月 P.2-P.6 200 $45,871.00 $229.36 E1及E5 體育

老師觀察、檢視學生表現及比

賽結果
 

15
外聘導師教授黏土課程，讓學生能擴闊視野，學習

製作黏土作品
11月-5月 P.5 113 $30,000.00 $265.49 E5 藝術（視藝）

學生問卷、老師課堂觀察及檢

視學生作品
 

16
外聘導師教授陶藝課程，讓學生能接觸不同藝術媒

介，擴闊藝術體驗
4月-7月 P.6 114 $35,000.00 $307.02 E5 藝術（視藝）

學生問卷、老師課堂觀察及檢

視學生作品
 

17
全方位學習活動，外聘導師費用及學習活動，提升

學生的學習興趣及發展學生潛能
10月-6月 P.3-P.6 438 $126,707.00 $289.29 E1及E5 跨學科（其他） 老師課堂觀察、問卷  

18
外出參觀活動，讓學生從參觀中開拓眼界，加深對

學習的認識
12月 P.3-P.4 35 $6,324.00 $180.69 E1 跨學科（其他） 學生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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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靈糧堂秀德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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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試後活動，讓學生認識多元化餘暇活動，豐富學習

經歷
7月 P.4 339 $46,961.00 $138.53 E1及E5 跨學科（其他） 學生問卷   

20
參加校外舞蹈比賽，例如校際舞蹈節比賽，讓學生

提升自信及肯定
5月 P.6 28 $400.00 $14.29 E1 藝術（其他） 檢視學生表現及比賽結果 

21 宗教節日活動，讓同學明白節期的意義 4月 P.1-P.6 639 $18,305.00 $28.65 E1及E5 宗教教育 課堂檢視學生表現 

22
資優訓練STEM探究訓練外聘，讓學生認識不同的

科學探究技巧及科技知識，多動手做實驗，豐富學

習經歷

10月-7月 P.4-P.6 18 $49,980.00 $2,776.67 E5 跨學科（STEM） 學生問卷、課堂檢視學生表現  

23
STEM報名費(參與各項校外比賽)，讓學生有參與公

開賽的機會，擴闊視野
12月-7月 P.4-P.6 18 $11,470.00 $637.22 E1 跨學科（STEM） 檢視學生表現及比賽結果  

24
課程體驗日活動，包括網上遊學團，作家講座，

STEM活動，讓學生從活動中學習，豐富學習經歷
11月 P.4 112 $75,540.00 $674.46 E1及E5 跨學科（其他） 課堂檢視學生表現   

25 進行「生命果子計劃」，推動學生全人發展 全年 P.1-P.6 639 $49,500.00 $77.46 E1 跨學科（其他） 檢視學生表現    

 （如空間不足，請於上方插入新行。）

5,326 $726,833.03

1.2

1 本年度沒有境外活動

 （如空間不足，請於上方插入新行。）

0 $0.00

5,326 $726,83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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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項總計



編號 項目 用途 實際開支 ($)

1 體育學習活動器材 學生在活動上使用 $16,087.50

2 英文科學習用品 學生在英文課堂上使用 $2,743.53

3 視藝科學習用品 學生在視藝課堂上使用 $8,167.00

4 課程及各節慶活動物資(校務) 學生在課堂上使用 $79,580.32

5 學生作品展消耗品(課程) 活動使用 $1,399.04

6 試後活動物資 試後活動的課堂上使用 $19,428.47

7 學生獎勵計劃物資 學生在活動上使用 $28,461.98

8 數學科棋類活動物質 學生在活動上使用 $11,751.70

 （如空間不足，請於上方插入新行。）

$167,619.54

$894,452.57

E1 E6

E2 E7

E3 E8

E4 E9

E5職位： 全方位學習組主任

受惠學生人數︰ 639

佔全校學生人數百分比 (%)： 100%

全方位學習聯絡人姓名： 秦嘉炫

第2項總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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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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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9

第1及第2項總開支

第3項：受惠學生人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