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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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及比賽報名費（校際音樂節、校際體育比賽、Pupperty、朗誦節、程式設計師等） 9月-7月 P.1-6 586 $133,020.00 $227.00 E1,E6 中文 / 英文 / 數學/ 體育 / 常識/ 藝術 (音樂) / 藝術 (視藝)活動及比賽紀錄 ✓ ✓

2 活動、比賽及參觀車費（全方位學習日、各學科比賽、朗誦節等） 9月-7月 P.1-6 586 $25,758.30 $43.96 E1,E2 中文 / 英文 / 數學/ 體育 / 常識/ 藝術 (音樂) / 藝術 (視藝)活動及比賽紀錄 ✓ ✓

3 各科活動及比賽的獎品、材料費(宗教活動、聖誕節活動、常識問答比賽、filmit及學科活動) 9月-7月 P.1-6 586 $87,336.45 $149.04 E1,E5,E6,E7,E8 中文 / 英文 / 數學/ 體育 / 常識/ 藝術 (音樂) / 藝術 (視藝)活動及比賽紀錄 ✓

4 綠化校園計劃-透過綠化校園及種植，增加學生對環保的意識 9月-7月 P.1-6 586 $94,700.00 $161.60 E7 公民與社會發展 觀察/活動紀錄 ✓

5 社際活動 10月-7月 P.1-6 586 $892.50 $1.52 E7 社際活動 觀察/活動紀錄 ✓ ✓

6 藝術達人到校表演工作坊講座 10月-7月 P.2-6 40 $3,047.20 $76.18 E5 藝術 出席表/觀課 ✓ ✓ ✓

7 校隊訓練（機械人、奧數、英語話劇、小提琴、無人機、體育活動等） 10月-7月 P.4-6 120 $187,859.52 $1,565.50 E1,E5,E6,E7,E8 資優教育 出席表/觀課 ✓ ✓ ✓

8 領袖訓練 9月-10月 P.4-6 20 $20,394.00 $1,019.70 E5,E6 領袖訓練 出席表/觀課 ✓ ✓ ✓

9 班長訓練課程 6月-7月 P.4-6 96 $3,960.00 $41.25 E5,E6 領袖訓練 出席表/觀課 ✓ ✓ ✓

10 參與運動教育計劃費用 10月-7月 P.1-6 586 $5,661.00 $9.66 E5,E6 體育 出席表/觀課 ✓ ✓

11 小一/二年級非洲鼓興趣班 10月-7月 P.4-6 240 $48,000.00 $200.00 E1,E6 藝術 出席表/觀課 ✓ ✓

12 音樂科邀請校外圑體到校表演/講座 10月-7月 P.4-6 586 $1,600.00 $2.73 E5 藝術 觀課 ✓ ✓ ✓

13 小六活動日 5月 P.6 100 $9,585.00 $95.85 E1 跨學科 問卷/觀察 ✓ ✓

14 自理及生活技能訓練 9月-7月 P.1-2 586 $36,070.00 $61.55 E5 德育、公民教育 出席表/觀課 ✓

15 桌遊大使培訓、義工及社交小組 9月-7月 P.2-5 120 $25,110.00 $209.25 E5 價值觀教育 出席表/觀課 ✓ ✓

 （如空間不足，請於上方插入新行。）

5,424 $682,99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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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空間不足，請於上方插入新行。）

0 $0.00

5,424 $682,993.97

編號 項目 用途 實際開支 ($)

1 樂器及譜架添置樂器維修添置 樂器培訓 $382.00

2 Art Studio設備 午膳後活動 $1,080.72

3 展示學生成果裝置 展示學生學習成果 $22,389.33

4 「校園身心靈健康計劃」物資 學生心靈健康活動 $30.00

5 校本特色獎品 學生獎勵計劃 $33,194.00

6 室內旗杆及國旗安裝 國民教育 $2,750.00

7 學生學習遊戲用品、康樂園地益智棋及數學科遊戲角玩具 午膳康樂園地 $1,830.40

8 程式設計師 (購買器材) 程式設計活動 $46,900.00

9 校隊隊服 體育活動及比賽 $17,269.00

10 體育用品 體育活動及比賽 $20,289.00

 （如空間不足，請於上方插入新行。）

$146,114.45

$829,10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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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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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2022學年

全方位學習津貼  運用報告

天主教明德學校

＊ 輸入下表代號；每項開支可填寫多於一個代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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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第2項總開支

第3項：受惠學生人數

第1.2項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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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1 E6

E2 E7

E3 E8

E4 E9

E5職位： 活動統籌主任

受惠學生人數︰ 586

佔全校學生人數百分比 (%)： 100%

全方位學習聯絡人姓名： 鄧耀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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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