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實際開支

級別
總參與

人數

($) 智能發展

(配合課程)

德育及

公民教育
體藝發展 社會服務

與工作有關

的經驗

1.1

1
推行STEM課程所需物資及自製教材：配合課程需

要，提升學生科技探究的認知和興趣
跨學科（STEM） 全年 小一至小六 全校

100%教師同意有

助活動進行
$51,766.70 E1 P

2 STEM活動日：提升學生科技探究興趣 跨學科（STEM） 2022年8月4日 小一至小六 全校
100%教師同意有

助活動進行
$68,948.00 E1 P

3
參加STEM比賽活動費用：提升學生創意思維及解

難能力
跨學科（STEM） 全年 小四至小六 12

100%學生同意有

助他們編程的技

巧

$9,000.00 E5 P

4 中文獨誦︰培養學生朗誦技巧及增強自信心 中文 2021年11-12月 小一至小六 25 能提高學生朗誦能力 $3,625.00 E1 

5
宗教周活動(視像佈道會)：領人歸主，傳揚基督

的福音
其他，請註明：宗教 2021年12月 小一至小六 826 學生願意決志信主 $2,000.00 E1 P

6 聖經朗誦比賽：藉朗誦活動傳揚福音 其他，請註明：宗教 2022年3月 小四至小六 0 學生自行報名參加 $0.00 E1 P

7 報佳音：傳揚基督降生大喜的信息 其他，請註明：宗教 2021年12月 小三至小六(團契成員) 0 因疫情取消 $0.00 E1,E2 P

8
參加常識比賽活動費用︰提升學生創意思維

及解難能力，讓學生在參賽中獲取經驗
常識 全年 小三至小六 20 因疫情取消 $0.00 E1 P

9
常識校隊︰提升學生的的中國歷史文化、基

本法及科學水平，增進學生的知識
常識 全年 小四至小六 20

因疫情取消比賽，

但能增進學生的知

識
$5,000.00 E1 P

10
戶外學習︰增加學生對課題的興趣，激發學

習動機
常識 全年 小一至小六 826 因疫情取消 $0.00 E2 P

11 性教育講座︰提升學生的性教育水平 常識 2021年9月21日 小五 145 成功舉行 $800.00 E1 P

12
護苗教育︰建立正確的性態度及如何防範性

侵犯
常識

2021年10月25-27

日
小二及小六 275 成功舉行 $5,660.00 E1 P

13 生活教育︰幫助學生維持健康的個人發展 常識 2022年3月7-18日 小一至小六 826 因疫情取消 $0.00 E1 P

14 童軍大會操︰增加對幼童軍的歸屬感 領袖訓練 2021年10月 小四至小六 0 因疫情取消 $0.00 E1,E2 

15 幼童軍訓練營︰學會獨立、運用所學技能 領袖訓練 2021年12月 小四至小六 0 因疫情取消 $0.00 E1,E2 

16 遠足︰接觸大自然，加強環保意識 領袖訓練 2022年3月 小四至小六 0 因疫情取消 $0.00 E1,E2 

17 幼童軍主席盃(課程比賽)︰能運用童軍技能 領袖訓練
2021年11月及

2022年1月
小四至小六 0 因疫情取消 $0.00 E1

18
「親親大自然」體驗日︰讓學生學會愛護大

自然
國家安全 2021年12月22日 小三至小六 25 學生踴躍參與 $9,540.00 E1 P

19 AME運動電競同樂日︰增強學生的學習動機 價值觀教育 2022年8月1-2日 小三至小六 100 學生踴躍參與 $11,000.00 E1,E2 P

20 普通話獨誦︰培養學生朗誦技巧及增強自信心 普通話 2021年11-12月 小一至小六 8 能提升學生朗誦能力 $1,160.00 E1 

21
試後活動︰透過不同類型的活動，擴闊學生

的視野
跨學科（其他）

2022年7月25日-

2022年8月10日
小一至小六 全校 學生踴躍參與 $61,900.00 E5 P

22 生命教育成長課 價值觀教育 2022年6月9-30日 小三及小四 277 成功完成 $10,000.00 E5  

2021-2022學年

全方位學習津貼  運用報告

聖公會阮鄭夢芹小學

第1項：舉辦／參加全方位學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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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要學習經歷

(請於適用方格加上號，可選擇多於一項)
對象

活動簡介及目標

範疇

(請選擇

適用的選項，

或自行填寫)

舉行日期 評估結果 開支用途＊



23 學生說故事培訓及服務 價值觀教育 2022年3月 小四至小六 20 疫情未能完成 $0.00 E5  

24 多元智能活動教材及物資 價值觀教育
2021年10月-

2022年6月
小一至小六 全校 成功完成 $28,287.60 E1,E5 

25
教育營營衣(活動費用)：讓六年級學生團體生活

經驗及提升團隊精神
跨學科（其他） / 小六 147

穿上營衣在校園進

行活動
$5,661.00 E1 P

26
全校旅行(活動物資及租車費)：讓學生舒展筋

骨、親親大自然、欣賞自然景色
跨學科（其他） / 小一至小六 0 因疫情取消 $0.00 E2 P

27
中華文化日：讓學生認識中國傳統文化及文化傳

承。
跨學科（其他） 2022年8月2日 小一至小五 826

能加深學生對中國

傳統文化及文化傳

承的認識

$37,524.00 E1, E5 P P

28
試後參觀活動：帶領學生走出課室，吸收不同的

知識，擴闊視野，增廣見聞
跨學科（其他） / 小一至小六 0 因疫情取消 $0.00 E1,E2 P P P

29 中英文即場作文比賽：提升寫作能力 中文、英文 2021年11月 小六 34 能提高學生寫作能力 $1,700.00 E1 P

30
校際朗誦節比賽(英詩獨誦)︰培養學生朗誦技巧

及增強自信心
英文 2021年10月 小一至小六 21 能提高學生口語能力 $3,045.00 E1 P

31 英文日活動物資︰購買耳機 英文 2022年5月 小六 35 能提高學生聆聽能力 $600.00 E1 P

32 英文日學生活動︰培養學生英文溝通能力 英文 2022年6月 小一至小六 全校 能提高學生英語能力 $4,196.10 E1 P

33

邀請不同媒介的本土藝術家到校分享創作心

得及帶領學生進行藝術創作，擴闊學生的藝

術視野及提升學生藝術創造力。

藝術（視藝）
2021年11月-

2022年7月
小一至小六 826 因疫情而取消 $0.00 E1 P P

34
參加「香港視覺藝術教育節」培養學生對藝

術創作的興趣及讓學生接觸多種藝術媒體。
藝術（視藝）

2021年12月-

2022年4月
小四至小六 440

因疫情而轉網上

展覽，因此不必

動用金錢

$0.00 E1 P

35

參加「香港花卉展覽及賽馬會學童繪畫比

賽」豐富學生的美感經驗及培養學生對繪畫

創作的興趣。

藝術（視藝） 2022年3月 小四至小六 20 因疫情而取消 $0.00 E1 P

36
視藝午息活動，利用浮水印畫技術製作書籤

，豐富學生的視覺藝術經驗。
藝術（視藝） 2021年10月5-9日 小一至小六 826 因疫情而取消 $0.00 E1 P

37
服務生日營︰提升服務生之與人溝通及解難

能力
領袖訓練 2022年7月30日 全體服務生 180 成功舉行 $43,800.00 E6 P P

38
服務生隊長培訓工作坊︰提升服務生隊長之

領導能力與人溝通及解難能力
領袖訓練 2021年9月3日 服務生隊長 30 成功舉行 $5,700.00 E6 P P

39
新服務生培訓工作坊︰培養新服務生之

團隊合作、與人溝通及自信
領袖訓練 20222年6月 新服務生 153 因疫情取消 $0.00 E6

40
第74屆香港學校音樂節︰發展學生在音樂上

的潛能及提升他們的自信心
藝術（音樂） 2022年2-3月 小一至小六 2 成功舉行 $480.00 E1 P

41
第十一屆春雨歌唱比賽︰發展學生在音樂上

的潛能及提升他們的自信心
藝術（音樂） 2022年7月 小一至小六 6 成功舉行 $600.00 E1 P



42
手鈴隊、手鐘隊訓練︰發展學生在音樂

上的潛能及提升他們的自信心
藝術（音樂） 全年 小四至小六 0 因疫情取消 $0.00 E1 P

43

音樂日邀請坊間音樂機構到校表演︰培

養學生音樂欣賞能力、讓他們認識各式

各樣的音樂元素及提升他們對音樂的學

習興趣

藝術（音樂） 2022年7月 小一至小六 0 因疫情取消 $0.00 E1 P

44
粵劇音樂會︰培養學生音樂欣賞能力及

認識中國傳統表演藝術
藝術（音樂） 2022年3月 小五 0 因疫情取消 $0.00 E1 P

45
管弦樂音樂會︰培養學生音樂欣賞能力

及認識西方樂器
藝術（音樂） 2022年7月 小四 0 因疫情取消 $0.00 E1 P

46
籃球隊練習、比賽費用及車資

體育
比賽前三個月加

練
小三至小六 0

因疫情取消訓練

，但已租場
$1,102.00 E1,E5 P

47 羽毛球校隊練習、比賽費用及車資 體育
比賽前兩個月加

練
小二至小六 10

能提升學生羽毛球技術

，

亦在比賽中取得獎項
$6,760.00 E1,E5 P

48
乒乓球隊練習、比賽費用及車資

體育
比賽前兩個月加

練
小三至小六 10

能提升學生乒乓球技術

，

亦在比賽中取得獎項
$2,040.00 E5 P

49 游泳隊選拔、練習、比賽費用及車資 體育
比賽前兩個月進

行選拔
小三至小六 0 因疫情取消 $0.00 E5 P

50 舞蹈隊加練 體育 六月至八月 小二至小六 0 因疫情取消 $0.00 E5 P

51 閃避球隊加練 體育 比賽前兩個月加練 小三至小六 0 因疫情取消 $0.00 E5 P

52 田徑隊加練 體育
2021年9月-2022

年6月
小三至小六 0 因疫情取消 $0.00 E5 P

53 閃避球球隊參與的比賽(報名費及車費) 體育 2022年8月7日 小三至小六 12
能提升學生閃避球技術

，

亦在比賽中取得獎項
$2,250.00 E1,E2 P

54
舞蹈隊(比賽報名費及車費)︰提升學生的

舞蹈水準及比賽信心
體育

2021年11月-2022

年2月
小二至小六 0 因疫情取消 $0.00 E1,E2 P

55
男女子足球隊比賽費用(比賽報名費及車

費)
體育

2021年10-11月
小二至小六 0 因疫情取消 $0.00 E1,E2 P

56 手球隊參與的比賽(比賽報名費及車費) 體育
2022年2月-3月

小三至小六 0 因疫情取消 $0.00 E1,E2 P

57 田徑隊參與的比賽(報名費及車費) 體育

2021年9月-2022

年3月 小三至小六 45
能提升學生田徑技術，

亦在比賽中取得獎項
$945.50 E1,E2 P

58 各校隊運動員註冊費 體育
2021年9月至

2022年5月
小三至小六 80

在各項比賽中

取得獎項
$672.00 E1 P

59 奧數精英培訓校隊 (報名費) 數學 全年 小五至小六 0 因疫情取消 $0.00 E1 P

60 奧數精英培訓校隊 (交通費) 數學 全年 小五至小六 0 因疫情取消 $0.00 E2 P

61 奧數精英培訓 數學 全年 小五 10
因疫情未有進行後測，

但能培養學生數理能力 $1,800.00 E1 P



62 奧數精英培訓 數學 全年 小六 10
因疫情未有進行後測，

但能培養學生數理能力 $1,800.00 E1 P

63 數學日STEM 活動 數學 2022年8月8日 小一至小六 全校 學生踴躍參與 $2,843.60 E1 P

 （如空間不足，請於上方插入新行。）

$392,206.50

1.2

1 同根同心交流團 跨學科（其他） 2021年12月 小四至小六 42 疫情未能完成 $0.00 E3  

2 無錫、蘇杭學術文化交流團 跨學科（其他） 2022年4月 小四至小六 42 疫情未能完成 $0.00 E3  

3 新加坡創新科技探索之旅 跨學科（其他） 2022年7月 小三至小五 42 疫情未能完成 $0.00 E3  

4

中國四川交流(國寶、國粹蜀道行)︰活動主題來

自融洽教育的理念，SEN學生也應該有平等的機

會參與學習活動、也應可以找尋當下的幸福。活

動給他們訊息是SEN學生也有學習的能力，希望

他們透過生動的活動學習，提昇他們的學生動機

及學習技巧。希望給他們帶來啟發並發掘他們的

才能及培育他們堅忍不屈的精神。

跨學科（其他） 2021年12月 小四至小六 30 疫情未能完成 $0.00 E3,E4 

5

 （如空間不足，請於上方插入新行。）

$0.00

$392,206.50

第3項：受惠學生人數

項目 範疇 用途

1 為三年級同學購買牧童笛 藝術（音樂）
配合三年級牧童笛

課程

2 體育上課用品 體育 學習資源

3 電子白板 跨學科（其他） 課堂物資

4 生命教育課物資 價值觀教育 課堂物資

 （如空間不足，請於上方插入新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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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君順

100%

826

826

受惠學生佔全校學生

人數百分比 (%)：

受惠學生人數︰

全方位學習聯絡人（姓名、職位）：

全校學生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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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總開支

$3,810.00

實際開支 ($)

第1及第2項總開支

第2項總開支

$525,195.80

$132,989.30

$12,924.00

$1,255.30

$115,000.00

境外活動︰舉辦或參加境外活動／境外比賽，擴闊學生視野

第1.1項總開支

第1項總開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