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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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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子 職業體驗活動 2022年11月 中一至中三 200 $20,000.00 $100.00

1 D2_中文_小一小二硬筆書法課程 2022年10月及2023年3月 小一及小二 181 $9,600.00 $53.04 提升學生具備正確書寫漢字的基本能力 中文 觀察學生平日在課堂上的表現、所做的練習來評估其在書寫漢字能力方面的提升。✓ 鄭文梨

2 D2_中文_多元智能用具毛筆書法($3000) 2022年10月至6月 小四至小六 270 $0.00 $11.10 提升學生具備正確毛筆書寫的基本能力 中文 觀察學生平日在課堂上的表現、所做的練習來評估其在書寫漢字能力方面的提升。✓ 鄭文梨

3 D2_中文_活動材料、報名費及交通費 2022年10月至7月 小一至小六 545 $1,800.00 $3.27 透過參加中文科活動及比賽，發展學生的中文潛能。 中文 觀察學生參與活動的表現 ✓ 鄭文梨

4 D2_Eng_英語話劇(導師費) 2022年10月至2023年7月 小三至小六 20 $32,400.00 $1,620.00 透過話劇訓練，增加學生在學術以外的興趣及能力，發展多元智能，令學生身心得到均衡的發展，認識自我，實現全人教育的理想。語文、藝術 觀察學員排練進度、表現及學員個人在排練和演出中的參與態度、學生問卷✓ ✓ 成笑凝

5 D2_Eng_英語話劇(導具)($15500) 2022年10月至2023年7月 小三至小六 20 $0.00 $775.00 透過話劇訓練，增加學生在學術以外的興趣及能力，發展多元智能，令學生身心得到均衡的發展，認識自我，實現全人教育的理想。 ✓ ✓ 成笑凝

6 D2_Eng_英文升中面試講座 2022年11月 小六 100 $1,000.00 $10.00 透過講座豐富學生的生活經驗及提升英文表達技巧。 英文 觀察學生參與活動的表現 ✓ ✓ 詹小華

7 D2_Eng_英文語境活動 2022年10月至2023年7 月 小一至小六 545 $2,000.00 $3.45 透過主題活動豐富學生的生活經驗及提升英文表達技巧。 英文 觀察學生參與活動的表現 ✓ ✓ 詹小華

8 D2_數學_活動材料、報名費及交通費 2022年10月至8月 小四至小六 30 $2,000.00 $66.67 透過參加數學科活動及比賽，發展學生的數學潛能。 數學 觀察學生參與比賽的表現 ✓ 曾遠欣

9 D2_數學_奧數培訓課程 2022年10月至7月 小四至小六 60 $54,400.00 $906.67 透過培育在數學科方面有潛質之學生，藉著適切之訓練，提升學生對數學之興趣及能力，參加數學比賽。數學 觀察學生平日在課堂上的表現、所做的練習、測考成績、比賽成績來評估其在奧數能力方面的提升。✓ 曾遠欣

10 D2_常識_STEM小手作($12000) 2022年12月 小一至小六 545 $0.00 $0.00 隨着科技日益發達，STEM這四個領域已經成為世界各地中小學校的發展方向，STEM有助學生增強適應能力、溝通能力、解難能力、自我管理 及 系統思維等，是一門值得學生挑戰的課題。跨學科（其他） 觀察學生在課堂上的表現 ✓ 黃文傑

11 D2_常識科（STEM DAY） 2023年6至7月 小一至小六 545 $50,000.00 $91.74 配合推行STEM教育，通過「動手」、「動腦」活動，讓學生運用所學科學、科技、數學等範疇的知識和技能，進行探究及解難活動。跨學科（其他） ✓ ✓ 黃文傑

12 D2_常識科全方位學習活動或專題研習物資($2,000) 2022年10月至7月 小一至小六 545 $0.00 $0.00 透過參加常識科全方位活動，發展學生研習及共通能力。 觀察學生參與活動的表現 ✓ ✓ 黃文傑

13 D2_視藝_校外活動費用(活動、入場費及交通費等) 2023年5月至7月 小五 95 $2,600.00 $27.37 到藝術館參觀，提升學生藝術素養。 藝術（視藝） 視藝工作紙：評估學生對藝術展品的認識 ✓ 古潔昕

14 D2_視藝_壁畫課程 2023年5月至8月 小四 87 $50,000.00 $574.71 透過學習壁畫創作，提升學生藝術素養。 藝術（視藝） 觀察學生在課堂上的表現 ✓ 古潔昕

15 D2_音樂_音樂活動、報名費及交通費 2022年10月至8月 小一至小六 545 $2,800.00 $5.14 透過參加音樂科活動及比賽，發展學生的音樂潛能。 音樂 觀察學生參與活動及比賽的表現 ✓ 鍾璇英

16 D2_音樂_粵劇課程 2023年1月至2月 小五 95 $15,750.00 $165.79 認識粵劇的藝術技巧 音樂 觀察學生在課堂上的表現 ✓ ✓ 鍾璇英

17 D2_音樂_成長「吹」化劑(導師費用、參加比賽及表演車費) 2022年10月至2023年6月 小一至小六 45 $110,260.00 $2,450.22 通過學習管樂，豐富學生課餘的學習生活及經驗，並發展其學習音樂的能力。音樂 評估表 ✓ ✓ ✓ ✓ 伍詠珊

18 D2_音樂_成長「吹」化劑(銅管樂器維修及購買配件、購買樂器、名牌及文件夾、樂團防疫設備)($40,300)2022年10月至2023年6月 小一至小六 45 $0.00 $0.00 通過保養樂器，維持一定水平的表現，以發展其學習音樂的能力。音樂 觀察學生在課堂上的表現 ✓ 伍詠珊

19 D2_音樂_水桶敲擊專注力提升課程 2023年1月至2月 小二 90 $4,680.00 $52.00 透過水桶敲擊，運用敲擊樂或其他音樂元素來加強二年級學生的專注力與自我控制力音樂 觀察學生在課堂上的表現 ✓ ✓ 鍾璇英

20 D2_音樂_手鈴隊培訓班(導師費及比賽經費) 2022年10月至2023年8月 小四至小六 15 $24,000.00 $1,600.00 透過手鈴訓練，發展學生的多元智能，增加學生對手鈴音樂的認識，讓學生有更多演出或參與比賽的機會音樂 觀察學生的學習進度及學生在排練及演出中的參與態度、出席記錄表、學生問卷✓ ✓ 葉慧敏

21 D2_音樂_手鈴訓練班樂器保養($1,000) 2022年10月至2023年8月 小四至小六 15 $0.00 $0.00 通過保養手鈴，維持一定水平的表現，以發展其學習音樂的能力。音樂 觀察學生在課堂上的表現 ✓ 葉慧敏

22 D2_體育_活動及比賽經費 2022年10月至2023年7月 小三至小六 80 $15,000.00 $187.50 透過參加體育比賽，發展學生的體育潛能。 體育 觀察學生參與比賽的表現 ✓ ✓ ✓ 體育

23 D2_體育_舉辦陸運會及運動日 2022年11月22日 小一至小六 545 $4,000.00 $7.34 透過參加不同的競技比賽，發展學生體育潛能。 體育 觀察學生參與比賽的表現 ✓ ✓ ✓ 體育

24 D2_體育_校本體育課程運動用具($10,000) 2022年10月至2023年7月 小一至小六 545 $0.00 $0.00 透過課堂體育活動，發展學生的體育潛能。 體育 觀察學生在課堂上的表現 ✓ ✓ 體育

25 D2_體育_足球訓練班(教練費用及比賽經費)_諾 2022年10月至2023年7月 小一至小六 20 $30,000.00 $1,500.00 透過足球訓練，增加學生在學術以外的興趣及能力，令學生身心得到均衡的發展，並可強身健體，發展潛能，認識自我，實現全人教育的理想體育 觀察學員訓練進度、表現及學員個人在訓練中的參與態度、活動記錄表✓ 陳君諾

26 D2_體育_田徑訓練班(教練費用及比賽經費)_鄒 2022年10月至2023年7月 小一至小六 60 $28,400.00 $473.33 透過田徑訓練，增加學生在學術以外的興趣及能力，令學生身心得到均衡的發展，並可強身健體，發展潛能，認識自我，實現全人教育的理想 ✓ 鄒文麗

27 D2_體育_籃球訓練班(教練費用及比賽經費)_龎 2022年10月至7月 小一至小六 18 $35,750.00 $1,986.11 透過籃球訓練，增加學生在學術以外的興趣及能力，令學生身心得到均衡的發展，並可強身健體，發展潛能，認識自我，實現全人教育的理想體育 觀察學員訓練進度、表現及學員個人在訓練中的參與態度、活動記錄表✓ 葉思敏

28 D2_體育_排球訓練班(教練費用及比賽經費)_思 2022年10月至7月 小一至小六 20 $20,625.00 $1,031.25 透過排球訓練，增加學生在學術以外的興趣及能力，令學生身心得到均衡的發展，並可強身健體，發展潛能，認識自我，實現全人教育的理想體育 觀察學員訓練進度、表現及學員個人在訓練中的參與態度、活動記錄表✓ 葉思敏

29 D2_體育_體育比賽、校隊用具及球衣($28000) 2022年10月至7月 小一至小六 100 $0.00 $0.00 透過參加體育比賽及隊衣，建立學生團隊合作的精神。 體育 觀察學員訓練及比賽表現及學員個人在訓練中的參與態度 ✓ 體育

30 D2_體育_花式跳繩訓練班(教練費用及比賽經費)_關 2022年10月至7月 小一至小六 20 $20,000.00 $1,000.00 透過跳繩訓練，增加學生在學術以外的興趣及能力，令學生身心得到均衡的發展，並可強身健體，發展潛能，認識自我，實現全人教育的理想體育 觀察學員排練進度、表現及學員個人在排練和演出中的參與態度、活動記錄表✓ 湯羽盈

31 D2_體育_新興運動體驗_ 2022年10月至2023年7月 小一至小六 545 $50,000.00 $91.74 透過體驗不同新興運動項目，增加學生在學術以外的興趣及能力，令學生身心得到均衡的發展，並可強身健體，發展潛能，認識自我，實現全人教育的理想體育 觀察學生參與活動的表現 ✓ 體育

32 D2_體育_集體舞課程_鄒 2023年1月至2023年7月 小四至小五 200 $50,000.00 $250.00 透過舞蹈訓練，增加學生表演機會，提升自信心，令學生身心得到均衡的發展，並可強身健體，發展潛能，認識自我。體育 觀察學員訓練進度、表現及學員個人在訓練中的參與態度、活動記錄表✓ 鄒文麗

33 D2_體育_親子或班際活動及比賽 2022年10月至2023年7月 小一至小六 545 $5,000.00 $9.17 透過舉辦親子及班際比賽，增強親子關係，提升團隊精神。 體育 觀察學生參與活動的表現 ✓ ✓ ✓ 體育

34 D2_IT_IT科活動及比賽物資、報名費及交通費 2022年10月至2023年7月 小一至小六 50 $3,600.00 $72.00 用於購買校外比賽之物資,交通費,報名費,以及校內比賽之獎品 資訊科技 觀察學生參與活動的表現 ✓ ✓ ✓ 盧卓然

35 D2_I.T.小先鋒：LEGO校園設計課程 2022年10月至7月 小四至小五 15 $48,800.00 $3,253.33 對於在電腦資訊科技方面資優的學生提供拔尖的機會，讓他們能深入了解怎樣利用LEGO砌出學校的模型，再學習向其他人展示及介紹其結構的技巧，以致能展示其成果。資訊科技 觀察學員表現及學員個人在訓練中的參與態度、成果展示 ✓ ✓ ✓ 盧卓然

36 D2_宗教_校內外宗教活動 2022年11月至6月 小五至小六 200 $1,500.00 $7.50 於每次考試後，透過Kahoot 網上平台進行聖經問答比賽，加深及鞏固同學對課堂聖經內容的認識。宗教 觀察學生於比賽的表現及投入感 ✓ ✓ 袁嘉莉

37 D2_宗教_學生團契訓練日營 2023年1月 小四至小六 20 $10,000.00 $500.00 透過僕人領袖概念工作坊、社區探訪、服務學習及團隊小型任務等，讓學生更認識基督信仰，以耶穌作為榜樣，學習服務他人。宗教 學生問卷 ✓ ✓ ✓ 袁嘉莉

38 D2_宗教_聖經故事演講比賽(報名費) 2023年3月 小一至小六 9 $900.00 $100.00 透過理解及演縯聖經故事經文內容，加深學生對聖經故事的認識，亦發掘學生演講天分，增強自信心。宗教 觀察學生的練習進度及比賽表現 ✓ ✓ 袁嘉莉

39 D2_普通話_語境活動及普通話大使 2022年10月至2023年6月 小四至小六 20 $200.00 $20.00 透過遊戲，提升學生的聽說普通話的能力。 普通話 觀察學生的投入度、參與度及問卷調查 ✓ 關慕潔、姚燕妮

40 D2_課程_中國文化活動 2023年1月至6月 小一至小六 545 $15,000.00 $27.52 認識中華文化，提升民俗感情。 跨學科（其他） 觀察學生參與活動的表現 ✓ ✓ ✓ 楊琬瑜

41 D2_課程_學與教博覽及成果展示活動 2022年11月 小四至小六 10 $10,000.00 $1,000.00 「學與教博覽」為積極創新的國際教育產品及服務供應商提供一個能夠接觸來自香港、中國及亞太地區的校長、教師及學界人士的機會。跨學科（其他） 觀察學員訓練進度、表現及學員個人在訓練中的參與態度、活動記錄表 楊琬瑜

42 D4_活動_全方位活動(活動獎品、會員費、報名費、交通費) 2022年10月至2023年6月 小一至小六 545 $2,000.00 $3.67 帶領學生外出參觀，擴闊學習經歷 跨學科（其他） 學生問卷 ✓ 湯羽盈

43 D4_活動_戶外教育營(活動、獎品、教師營費及交通費等) 2023年3月 小六 100 $7,600.00 $76.00 增進師生感情、學習團隊精神、提升生活技能 跨學科（其他） 學生問卷 ✓ 湯羽盈

44 D4_活動_兒童爵士舞導師費及報名費 2022年10月至7月 小一至小六 20 $10,000.00 $500.00 發展學生的多元智能，增加學生對兒童爵士舞的認識，讓學生有更多演出或參與比賽的機會體育 觀察學員排練進度、表現及學員個人在排練和演出中的參與態度、活動記錄表✓ 湯羽盈

46 D4_活動_木箱鼓班 2022年10月至7月 小一至小三 270 $1,000.00 $3.70 透過木箱鼓班，提升學生節奏感，加強學生耐性、自律性及責任感。音樂 能奏出一首樂曲 ✓ ✓ ✓ 何嘉傑

47 D4_活動_旅行日電子互動教室及用品 2022年10月19日 小一至小六 545 $49,000.00 $89.91 透過電子互動教室的主題地點以VR360科技呈現實地環境作虛擬考察，認識該野外環境。觀察學生參與活動的表現 ✓ 湯羽盈

48 D4_活動_多元智能活動 2022年10月至2023年7月 小一至小六 545 $1,000.00 $1.83 透過不同的小組活動發揮學生多元智能 跨學科（其他） 觀察學生在課堂上的表現 ✓ ✓ ✓ 湯羽盈

49 D4_活動_成果展示 2022年10月至2023年7月 小一至小六 545 $5,000.00 $9.17 讓學生展示佳作, 提升說話技巧及自信心 跨學科（其他） 觀察學生在課堂上的表現 ✓ ✓ ✓ 湯羽盈

50 D24_STEM_創意機械人培訓班 2022年10月至2023年7月 小三至小六 12 $36,000.00 $3,000.00 創意機械人培訓班: 透過外聘專才，讓學生對使用資訊及通訊科技工具的能力亦隨之而提升。此外，讓資優的學生能操作不同的資訊及通訊科技的應用，更可讓他們學習組裝機械人以及編寫電腦程式，以訓練他們的邏輯思維及高層次思維能力，實現全人教育的理想。科學 ✓ ✓ 黃文傑

51 D24_STEM_世界STEM 暨常識公開賽初賽 2022年11月 小二至小六 20 $1,200.00 $60.00 隨着科技日益發達，STEM這四個領域已經成為世界各地中小學校的發展方向，STEM有助學生增強適應能力、溝通能力、解難能力、自我管理 及 系統思維等，是一門值得學生挑戰的課題。科學 比賽成績結果獲得回饋 ✓ 黃文傑

52 D24_STEM_TELLO無人機競賽體驗課程 2023年2月-2023年6月 小五至小六 20 $6,800.00 $340.00 學生學習無人機競賽的規則；學習無人機賽道的搭建及設置方法；體驗無人機操控及競賽方法，讓學生運用所學科學、科技、數學等範疇的知識和技能，進行探究及解難活動。跨學科（其他） 觀察學生在課堂上的表現 ✓ 楊琬瑜

53 D24_STEM_雷射雕刻LEGO匙扣體驗課程 2023年2月-2023年6月 小四至小六 30 $6,800.00 $226.67 學生了解什麼是雷射雕刻，學習雷射雕刻機的設置和使用方法，體驗製作雷射雕刻LEGO匙扣，讓學生運用所學科學、科技、數學等範疇的知識和技能，進行探究及解難活動。跨學科（其他） 觀察學生在課堂上的表現 ✓ ✓ 楊琬瑜

54 D24_STEM_STEMers培訓活動物資($10000) 2022年10月至2023年7月 小三至小六 12 $0.00 $0.00 培訓學生成為STEM小領袖，這有助學生增強適應能力、溝通能力、解難能力、自我管理 及 系統思維等，學生將會學以至用，以有趣的活動形式，將STEM知識帶給其他同學，帶動校內學習STEM的風潮。跨學科（其他） 觀察學生在課堂上的表現 ✓ 黃文傑

55 D24_STEM 體感活動 2023年4月 小五至小六 20 $49,000.00 $2,450.00 配合體感感應設備的互動學習平台，學生無須受限於平板或電腦前的學習，可以動身掌握編程基礎，愈學習於娛樂，啟發自主學習興趣。跨學科（其他） 觀察學生在課堂上的表現 ✓ 黃文傑

56 D24_STEM DAY(P.1-6) 2023年6月 小一至小六 545 $50,000.00 $91.74 隨着科技日益發達，STEM這四個領域已經成為世界各地中小學校的發展方向，STEM有助學生增強適應能力、溝通能力、解難能力、自我管理 及 系統思維等，是一門值得學生挑戰的課題。跨學科（其他） 觀察學生在課堂上的表現 ✓ 黃文傑

57 D1_校慶學科活動及比賽 2022年10月至2023年7月 小一至小六 545 $5,000.00 $9.17 舉行與校慶有關的比賽 跨學科（其他） 觀察學生在課堂上的表現 ✓ 楊琬瑜

 （如空間不足，請於上方插入新行。）

11,779 $942,465.00

1.2 境外活動︰舉辦或參加境外活動／境外比賽，擴闊學生視野

例子 大灣區智慧城市探索之旅 2023年4月10-12日 中四至中五 88 $100,000.00 $1,136.36

1 網上/實體內地交流 2023年11-12月 小四及小五 88 $10,000.00 $113.64 透過內地交流網上或探訪及實地考察，小四小五學生能運用兩文三語認識及了解當地的生活文化，並且認識國內的科研發展。跨學科（其他） 問卷調查: 80%參與學生同意認識了當地情況，開闊眼界；交流日誌: 90%參與學生能完成
✓ ✓

湯羽盈

2 網上/實體境外交流 2023年4-5月 小六 24 $40,000.00 $1,666.67 透過學生境外探訪及實地考察，學生能運用兩文三語認識及了解當地的生活文化，提升溝通協作的能力。跨學科（其他） 問卷調查:80%的同學及家長都滿意交流的課程，包括內容活動、提升英文、普通話的能力。
✓ ✓

湯羽盈

 （如空間不足，請於上方插入新行。）

112 $50,000.00

11,891 $992,465.00

聲明︰本校已清楚明白運用全方位學習津貼的原則，並已徵詢教師意見，計劃運用津貼推展以下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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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或載有全方位學習津貼運用計劃的學校周年計劃上載至學校網頁。

第1項：舉辦／參加全方位學習活動

第1項預算總計

第1.2項預算總計

第1.1項預算總計

基要學習經歷

(請於適用方格加上ü號，可選擇多於一項)
編號 活動名稱

範疇
(請選擇

適用的選項，

或自行填寫)

擬舉行日期

對象
監察／

評估方法

2022-2023學年

全方位學習津貼  運用計劃

聖公會聖多馬小學

活動簡介及目標
負責科組／

教師

學校可按需要決定是否填寫此部分學校必須填寫此部分



預算開支

人均

預算開支

級別
預計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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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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ü號，可選擇多於一項)
編號 活動名稱

範疇
(請選擇

適用的選項，

或自行填寫)

擬舉行日期

對象
監察／

評估方法
活動簡介及目標

負責科組／

教師

編號 項目 用途 預算開支 ($)

例子 STEM學習套件 STEM興趣小組活動 $50,000.00

1 D2_中文_多元智能用具毛筆書法($3000)(2) 上課教材 $3,000.00

2 D2_英文_英語話劇(5) 劇本、戲服、道具、化妝 $15,500.00

3 D2_常識_STEM小手作(10) STEM活動 $12,000.00

4 D2_常識科全方位學習活動或專題研習物資(12) 活動物資 $2,000.00

5 D2_音樂_手鈴訓練班(21) 保養樂器 $1,000.00

6 D2_音樂_成長「吹」化劑(18) 銅管樂器維修及購買配件、購買樂器、名牌及文件夾、樂團防疫設備$40,300.00

7 D2_體育_校本體育課程運動用具(24) 羽毛球、瑜伽墊、持棒擊球、躲避盤及其他運動用品$10,000.00

8 D2_體育_足球訓練班(29) 隊衣 $4,000.00

9 D2_體育_籃球訓練班(29) 隊衣 $4,000.00

10 D2_體育_排球訓練班(29) 隊衣、比賽用球 $8,500.00

11 D2_體育_花式跳繩訓練班(29) 隊衣、大繩 $3,000.00

12 D2_體育_體育比賽(29) 隊衣 $8,500.00

13 D4_活動_兒童爵士舞(物資)(45) 舞衣、道具 $2,000.00

14 D24__STEM_STEMers培訓(54) STEM教材、小息活動物資、佈置道具 $10,000.00

 （如空間不足，請於上方插入新行。）

$123,800.00

$1,116,265.00

職位： PSM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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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必須填寫此部分）

佔全校學生人數百分比 (%)： 100%

第2項預算總開支

第1及第2項預算總開支

全方位學習聯絡人姓名：

第3項：預期受惠學生人數（學校必須填寫此部分）

預期受惠學生人數︰ 545

楊琬瑜主任

全校學生人數︰ 5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