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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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一主題式教學小一各科進行課程整合

，以主題式進行有系統教學，讓學生學

習更連貫。
9-11月 小一 69 $646.00 $9.36 E1 跨學科(其他）

透 過 教 師 問 卷 及 訪 談 ，約

95%教師認為小一各科進行

課程整合，以主題式進行有

系統教學，能讓學生學習更

連貫，亦令幼小銜接更暢順

✔

2 多元智能活動（星期六） 下學期 P.3-6 40 $19,500.00 $487.50 E1、E5、E6 跨學科(其他）

有90%學生表示興趣小組能

給予其發展不同潛能的機

會。
✔

3 小角義工活動社會服務 全學年 P.4-6 60 $8,400.00 $140.00 E1、E2 跨學科(其他）

超過90%學生投入活動，勇

於承擔。

上學期與外間機構合作，帶

領學生到郊野公園進行清潔

活動，並灌輸愛護環境意

識。

✔ ✔

4 Stem day 7/12/2021 全校 490 $43,437.40 $88.65 E6、E7 STEM

100%老師認為學生積極參與

及喜愛活動。

100%教師認為活動能培養學

生的思維方式，啟發創新意

念及加強他們的探究及綜合

應用能力。

✔

5 校內IT興趣班 資訊 全校 490 $39,550.00 $80.71 E6 資訊

92%資訊科教師表示學生能

運用Scratch編程設計簡單小

遊戲，提升資訊科技的能

力。

✔

6 校本主題活動培養積極正面的人生態度 全學年 全校 490 $23,806.85 $48.59 E1、E7 跨學科(其他）

100%的老師及學生同

意透過校本主題活動，培

養學生積極的態度。尤以

「乖寶簿」更為老師及學生

歡迎，能使學生努力達到目

標及老師要求。

✔

7
活動組特別用途入場費，會展運輸，講

座及劇場收費
全學年 全校 490 $8,100.00 $16.53 E1、E2 跨學科(其他） / ✔ ✔ ✔

8 中華文化日 28/1/2022 全校 490 $14,218.00 $29.02 E1、E7 中文

本學年已購買部分活動物資

，但因疫情影響，活動需暫

緩，有關物資留待下學年運

用。

下學年會繼續進行「中華文

化日」活動。

✔

9 視藝達人用品材料及軟件 全學年 P.5-6 30 $6,678.93 $222.63 E1、E6、E7 視藝

70%教師表示認為透過電子

學習，能提升學生對視藝創

作的興趣、意念及技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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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石圍角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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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藝術家到校活動 全學年 P.4-6 300 $13,290.00 $44.30 E1、E5 視藝

根據教師問卷，全體教師

(100%) 支持邀請藝術家到校

分享，豐富及加強藝術教學

資源，提升學生對視覺藝術

的興趣及水平。

✔

11 獅藝教練費 全學年 P.3-5 20 $7,700.00 $385.00 E5 體育

90%學生表示透過獅藝活動

能給予其發展不同潛能的機

會。
✔

12 各科組比賽及活動報名費 全學年 P.1-6 490 $6,680.00 $13.63 E1 跨學科 / ✔ ✔

13 升旗隊會費及物資 全學年 P.5-6 15 $26,296.00 $1,753.07 E7 跨學科

90%學生認為透過升旗隊訓

練，能夠提升對國家的認同

及歸屬感。
✔ ✔

14 各科組比賽及活動交通費(道歌比賽） 全學年 P.2 10 $2,100.00 $210.00 E2 跨學科 / ✔ ✔

 （如空間不足，請於上方插入新行。）

3,484 $220,403.18

1.2

1

2

3

4

5

 （如空間不足，請於上方插入新行。）

0 $0.00

3,484 $220,403.18

編號 項目 用途 實際開支 ($)

1 ZOOM應用程式 升中面試 $1,200.00

2 智愛中文平台 提升學生自學能力 $11,013.80

3 License Fee Online-platform（Raz-Plus） $31,500.00

4 教具 生活技能課材料 $864.70

5 專題研習 常識物資及材料 $144.20

6 遊戲日 物資及運費 $22,254.74

 （如空間不足，請於上方插入新行。）

$66,977.44

$287,380.62

E1 E6

E2 E7

E3 E8

E4 E9

E5職位： 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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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惠學生人數︰ 490

佔全校學生人數百分比 (%)： 100%

全方位學習聯絡人姓名： 謝添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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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0

第1及第2項總開支

第3項：受惠學生人數

第1.2項總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