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2023 年度「全方位學習津貼」計劃書(20/10/2022)
學校： 聖公會主風小學 

諮詢教師的方法： 行政小組會議及校務會議 

項目編號 負責組別 統籌老師 受惠級別 項目名稱 預算金額 實際支出 同時運用於活動內的物資 預算金額 實際支出 

1 課程組(中文科) 梁淑嫻老師 P.5 學生 參觀美荷樓    車費︰$2,000 

2. 課程組(中文科) 曾子律老師 
P.2 學生(12 人)

及 P.3-P.4 學生(12 人) 
小司儀班  $20,000 

3. 課程組(中文科) 曾子律老師 P.3-P.4 學生(12 人) 校園新姿班 $10,000 

4. 課程組(中文科) 曾子律老師 
P.5 學生(12 人)

及 P.6 學生(12 人) 
辯論班 $20,000 

5. 全方位學習組 梁嘉傑主任 P.1-6 學生 全校旅行車費 $32,000 

6. 全方位學習組 謝思明老師 P.1-P.6 學生(60 人) 第 74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比賽報名費 
比賽費用：$145 x60＝

＄8700（60 位學生） 

7. 全方位學習組 梁嘉傑主任 P.6 學生 六年級教育營車費 

營費：$15,000 

來回營地及學校車費：

$30,000 

合共：$45,000 

8. 全方位學習組 梁嘉傑主任 P.4 學生 迪士尼之旅 

車費：$10,000 

教育活動費用：$31,875 

($255x125 位學生) 

合共：$41,875 

9. 全方位學習組 梁嘉傑主任 P.3 學生 海洋公園之旅 

車費：$10,000 

教育活動費用：$11,300 

($100x113 位學生) 

合共：$21,300 

10. 英文科 蔡婉君主任 P.4-P.5 學生(約 12 人) English Drama $30,000 

11. 英文科 蔡婉君主任 P.5 學生(約 12 人) English Day Camp $20,000 

12. 音樂科 謝恩明老師 P.3-P.6 學生(25－30 人) 節奏樂團 $24,000 

13. 音樂科 謝恩明老師 P.1-P.6 學生(12 人) 童唱戲曲班 $32,100 

14. 音樂科 謝恩明老師 P.1-P.6 學生(約 15 人) 管弦樂團 $23,000 

15. 音樂科 謝恩明老師 P.3-P.6 學生(10 人) 節奏樂培訓班 $16,250 

16. 音樂科 謝恩明老師 P.1-P.6 學生(6 人) 揚琴班 $15,000 

17. 音樂科 謝恩明老師 P.2-P.5 學生(5 人) 長笛班 學生自費 購買長笛 $2,000 x 5 =$10,000 

18. 音樂科 謝恩明老師 P.2-P.4 學生(50 人) 原創兒童粵劇《師公出馬》 

門票費用$2,700+ 

車費$1,000 

合共：$3,700 

19. 音樂科 謝恩明老師 P.2-P.6 學生(38 人) 校際音樂節 

38 人報名，學校資助 6

名學生。報名費$1440 

($240  ×6 共$1440) 

20. 訓輔組 簡惠英主任 P.4-P.6 學生(104 人) 領袖生訓練 $45,000 

21. 常識科 伍展鴻老師、麥逸之老師 P.4-P.6 學生 校園綠化小組 $0 活動物資及植物維護 $10,000 

22. 

常識科 伍展鴻老師 

潘穎儀老師 

麥逸之老師 

P.1-P.6 學生 一至六年級戶外參觀 $45,000 

23. 常識科 伍展鴻老師、潘穎儀老師 P.4-P.6 學生 多元智能課 STEAM 種子小組活動物資 $0 
購買材料，豐富 STEAM 種子小組

的教學資源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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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常識科 伍展鴻老師 P.4-P.6 學生 天文學習活動 $3,000     

25. 常識科 伍展鴻老師 P.4-P.6 學生 VR 創意藝術興趣班 

$49,800 

(參與學生每人繳交

$500，預計參與學生 20

人，學校支付$39,800) 

 

  

 

26. 視藝科 

葉明詩老師 

沈麗蓮老師 

麥佩欣老師 

P.4-P.6 學生(約 20 人) 水墨畫創作工作坊 $25,000    

 

27. 資訊科技科 

陳慶良老師 

黃可喻老師 

羅忠明老師 

P.4-P6 學生(約 10 人) 機械人編程精英班 $48,000    

 

28. 資訊科技科 

陳慶良老師 

馬漢誠老師 

羅忠明老師 

P.4-P.6 學生(約 40 人) 資訊科技挑戰獎勵計劃 $5,000    

 

29. 資訊科技科 

陳慶良老師 

馬漢誠老師 

羅忠明老師 

P.4-P.6 學生(約 15 人) 無人機編程特訓班 $30,000    

 

30. 資訊科技科 

陳慶良老師 

馬漢誠老師 

羅忠明老師 

P.4-P.6 學生(約 72 人) 班際 PagamO 比賽 $20,000    

 

31. 圖書科 岑銘恩老師、葉潔茹老師 30 位圖書館管理員 參觀圖書館 車費：$2,000     

32. 數學科 張小娟老師 
P.5 學生 15 人 

P.6 學生 15 人 
奧數校隊培訓班 $40,000    

 

33. 課程組 冼頴思副校長、黃世華主任 P.1 全級 小一半月精華遊 $46,000     

34. 課程組 冼頴思副校長、黃世華主任 全校 月滿主風迎中秋 $10,000     

35. 課程組 麥逸之老師 P.4-P.5 學生 2B 思維訓練拔尖班 $48,000     

36. 課程組 黃世華主任 P.6 學生(約 40 人) 沖繩生態交流團(4 天) $40,000     

37. 課程組 黃世華主任 P.6 學生(約 40 人) 新加坡英語學習交流團(4 天) $40,000     

38. 課程組 黃世華主任 P.5 學生(約 130 人) 小五上海交流團(同根同心) 

資助名額 70 人 

$500x70 

=$35,000 

 

  

 

39. 課程組 黃世華主任 P.5 學生(約 130 人) 小四杭州交流團(同根同心) 

資助名額 70 人 

$200x70 

=$14,000 

 

  

 

40. 體育科 黃偉堅、何德儀 P.3-P.6 學生(約 30 人) 田徑訓練班(校隊) $14,000      

41. 體育科 黃偉堅、何德儀 心.3-P.6 學生(約 10-15 人) 田徑訓練班(培訓班) $33,600      

42. 體育科 黎雄老師 P.3-P.6 學生(約 30 人) 羽毛球訓練班 $10,848  羽毛球購買 $700   

43. 體育科 吳麗芳老師 P.2-P.6 學生(約 25 人) 乒乓球精英班 $45,000  購買乒乓球器材 $5,000  

44. 體育科 吳梓峰老師 P.3-P.6 學生(約 15 人) 籃球訓練班 $18,000     

45. 體育科 黃偉堅老師 P.3-P.6 學生(約 15 人) 足球訓練班 $14,400  足球購買 $2,500  

46. 體育科 梁嘉傑主任 P.2-P.5 學生(約 15 人) 單輪車訓練班 $16,740  單輪車購買 $6,000  

47. 體育科 黃偉堅老師 P.2-P.6 學生(約 20 人) 游泳校隊特訓班 $36,800     

48. 宗教科 林梓熒老師 P.1-P.6(約 20 人) 聖經朗誦比賽報名費及車費 $3,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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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教務組 鄧婉媚主任 P.5-6 學生 參觀中學車費 $2,000     

        總數： $1,097,153  總數： $37,200  

合共總額： $1,134,353   

*2022-2023 年度可運用之津貼$1,534,744.00(2021-2022 年盈餘$760,531.00，2022-2023 撥款$774,213.00)。 

  



2022年6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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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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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參觀美荷樓 2022年10月28日 小五 129 $2,000.00 $15.50 透過「深水埗摩登生活團」活動，認識深水埗居民生活的情況中文 教師觀察及出席記錄 ✓ ✓ 中文

2 小司儀班 2022年9月至2023年6月 小二至小四 24 $20,000.00 $833.33 提升演說能力 中文 教師觀察、出席記錄、學生作品✓ ✓ 中文

3 校園新姿班 2022年9月至2023年6月 小三至小四 12 $10,000.00 $833.33 訓練他們運用不同的口語表達技巧，提升訪問能力中文 教師觀察、出席記錄、學生作品✓ ✓ 中文

4 辯論班 2022年9月至2023年6月 小五至小六 24 $20,000.00 $833.33 訓練他們運用不同的口語表達技巧中文 教師觀察、出席記錄、學生作品✓ ✓ 中文

5 全校旅行車費 2022年11月16日 小一至小六 738 $32,000.00 $43.36 讓學生有機會到戶外欣賞大景旅叫 自然的美景。全方位學習 觀察學生表現 ✓ 全方位學習

6 第74屆香港學校朗誦節比賽報名費2022年9月至2022年11月 小一至小六 60 $8,700.00 $145.00 提供機會讓學生參與演出，發展所長全方位學習 教師觀察、演出表現 ✓ ✓ 全方位學習

7 六年級教育營營費及車費 2023年1月至16日至1月18日 小六 128 $45,000.00 $351.56 懂得欣賞老師的關心及同學的情誼全方位學習 觀察學生表現、檢視學生的營刊✓ ✓ 全方位學習

8 四年級迪士尼之旅 2023年3月 小四 125 $41,875.00 $335.00 讓學生在戶外進行有益身心的活動。全方位學習 觀察學生表現 ✓ ✓ 全方位學習

9 三年級海洋公園之旅 2023年6月 小三 113 $21,300.00 $188.50 讓學生體驗進行群體活 全方位學習 觀察學生表現 ✓ ✓ 全方位學習

10 English Drama 2022年10月 至2023年6月 小四至小五 12 $30,000.00 $2,500.00 提升同學說英語的信心及與同學協作的能力英文 出席記錄、學生表現、教師觀察✓ ✓ 英文

11 English Day Camp 2023年3月 小五 12 $20,000.00 $1,666.67 加強同學的協作能力及表達英文的能力英文 學生表現、教師觀察 ✓ 英文

12 節奏樂團 2022年9月至2023年5月 小一至小六 25 $24,000.00 $960.00 提供機會讓學生參與演出，發展所長。藝術（音樂） 教師觀察 ✓ ✓ 音樂

13 童唱戲曲班 2022年9月至2023年5月 小一至小六 12 $32,100.00 $2,675.00 加深對中國傳統藝術的認識及了解藝術（音樂） 教師觀察、演出表現 ✓ ✓ 音樂

14 管弦樂團 2022年9月至2023年5月 小二至小六 15 $23,000.00 $1,533.33 提供機會讓學生參與演出，發展所長。藝術（音樂） 教師觀察、演出表現 ✓ ✓ 音樂

15 節奏樂培訓班 2022年9月至2023年5月 小二至小四 15 $16,250.00 $1,083.33 提供機會讓學生參與演出，發展所長。藝術（音樂） 教師觀察、演出表現 ✓ ✓ 音樂

16 揚琴班 2022年9月至2023年5月 小一至小六 6 $15,000.00 $2,500.00 提供機會讓學生參與演出，發展所長。藝術（音樂） 教師觀察、演出表現 ✓ ✓ 音樂

17 觀賞原創兒童粵劇《師公出馬》 2022年10月8日 小二至小三 50 $3,700.00 $74.00 深入淺出地綜合介紹粵劇基本知識藝術（音樂） 口頭訪問 ✓ ✓ ✓ 音樂

18 校際音樂節 2023年2月13日 小二至小六 6 $1,440.00 $240.00 提供機會讓學生參與演出，發展所長。藝術（音樂） ➢	錄製影片 ✓ ✓

19 領袖生訓練 2022年12月至2023年6月 小四至小六 104 $45,000.00 $432.69 透過不同的活動，協助領袖生建立團隊精神領袖訓練 教師觀察 ✓ ✓ 訓輔

20 一至六戶外參觀 全學年 小一至小六 738 $45,000.00 $60.98 培養學生的群體合作性及提升其自信心常識 教師觀察、學生戶外參觀的課業✓ 常識

21 天文學習活動 全學年 小三至小六 495 $3,000.00 $6.06 豐富學生對天文的認識 常識 教師觀察、學生戶外參觀的課業✓ 常識

22 VR創意藝術興趣班 2022年10月至2023年1月 小四至小六 20 $39,800.00 $1,990.00 培養學生使用VR科技進行創作的經歷常識 教師觀察、學生作品 ✓ ✓ ✓ 常識

23 水墨畫班
2022年10月

至2023年7月 小二至小六 20 $25,000.00 $1,250.00 ➢	學習中華文化藝術素質，陶冶性情，培養個人內涵提升藝術情操。藝術（視藝） 出席記錄、教師觀察 ✓ 視藝

24 機械人編程精英班 全學年 小四至小六 10 $48,000.00 $4,800.00 學會編程技巧、機械原理、推測並創作，發揮科學探究精神。跨學科（STEM）口頭訪問 ✓ 資訊科技

25 資訊科技挑戰獎勵計劃 全學年 小四至小六 40 $5,000.00 $125.00 提升資訊科技水平及個人素養跨學科（STEM）根據機構小冊子的指標，定期檢討及評核，以考取各獎章✓ ✓ 資訊科技

26 無人機編程特訓班 2022年9月至2023年2月 小四至小六 15 $30,000.00 $2,000.00 加強學生編程及應用所學的能力跨學科（STEM）口頭訪問 ✓ 資訊科技

27 班際PagamO 比賽 全學年 小四至小六 72 $20,000.00 $277.78 ➢	透過預先製作的中、英、數、常題目，配合電競賽模式進行，加強學生對學習的興趣。跨學科（STEM）口頭訪問 ✓ 資訊科技

28 參觀圖書館 2023年1月 小四至小六 30 $2,000.00 $66.67 學生認識公共圖書館。提升學生對閱讀興趣其他，請註明：圖書教師觀察、出席記錄 ✓ 圖書

29 奧數校隊培訓班 2022年10月至2023年6月 小五至小六 30 $40,000.00 $1,333.33 ➢	透過專門的奧數訓練課程，更能適切為本校奧數培訓班學生提供合適的教學內容、訓練模式、答題技巧，以協助學生獲取佳績。數學 出席率達80%、80%學生滿意課、統計比賽成績✓ 數學

_2022-2023_學年

全方位學習津貼  運用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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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要學習經歷

(請於適用方格加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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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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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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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簡介及目標
負責科組／

教師

基要學習經歷

(請於適用方格加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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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小一半月精華遊 2022年9月 小一 124 $46,000.00 $370.97 ➢	提供不同體驗活動，擴闊小一學生學習經歷，協助小一新生適應小學校園生活跨學科（其他）口頭訪問 ✓ ✓ 課程

31 月滿主風迎中秋 2022年9月 小一至小六 738 $10,000.00 $13.55 協助小一新生適應小學校園及讓高年級學生從服務中學習。跨學科（其他）口頭訪問 ✓ ✓ 課程

32 2B思維訓練拔尖班 2022年9月至2023年6月 小二至小三 232 $48,000.00 $206.90 學生能應用認知上的學習，面對和解決學科上的挑戰跨學科（STEM）教師觀察、出席記錄 ✓ ✓ 課程

33 乒乓球精英班 2022年9月至2023年5月 小二至小六 25 $45,000.00 $1,800.00 ➢	栽培乒乓球運動員，提升他們乒乓球技巧，訓練球員代表學校參與各項比賽體育 檢視學生參與活動紀錄及成績 ✓ 體育

34 田徑訓練班(校隊) 2022年9月至2023年12月 小三至小六 30 $14,000.00 $466.67 栽培田徑運動員，提升他們田項與徑項的技術。體育 檢視學生參與活動紀錄及成績 ✓ 體育

35 田徑訓練班(培訓班) 2022年9月至2023年5月 小三至小六 50 $33,600.00 $672.00 栽培田徑運動員，提升他們田項與徑項的技術。檢視學生參與活動紀錄及成績 ✓ 體育

36 羽毛球訓練班 2022年9月至2023年5月 小三至小六 30 $10,848.00 $361.60 栽培羽毛球運動員，提升他們羽毛球技巧，訓練球員代表學校參與各項比賽。體育 檢視學生參與活動紀錄及成績 ✓ 體育

37 籃球訓練班 2022年9月至2023年5月 小三至小六 15 $18,000.00 $1,200.00 ➢	栽培籃球運動員，提升他們籃球技巧，訓練球員代表學校參與各項比賽。體育 檢視學生參與活動紀錄及成績 ✓ 體育

38 足球訓練班 2022年9月至2023年5月 小三至小六 15 $14,400.00 $960.00 ➢	栽培足球運動員，提升他們足球技巧，訓練球員代表學校參與各項比賽。體育 檢視學生參與活動紀錄及成績 ✓ 體育

39 單輪車訓練班  2022年9月至2023年5月 小三至小六 15 $16,740.00 $1,116.00 ➢	藉訓練培養學生積極的態度及良好的體育精神體育 檢視學生參與活動紀錄及成績 ✓ 體育

40 聖經朗誦節比賽 2023年1月至2023年3月 小一至小六 20 $3,600.00 $180.00 讓學生透過朗誦聖經認識神的道藝術（其他） 檢視學生參與比賽成績及評判評語。 ✓ ✓ 宗教

41 參觀中學車費 2022年9月至2023年6月 小五至小六 257 $2,000.00 $7.78 提高學生對中學生活、學科等的認知其他，請註明：教師觀察、出席記錄、照片記錄✓ 教務

42 游泳校隊特訓班 2022年9月至2023年5月 小二至小六 20 $36,800.00 $1,840.00 藉訓練培養學生積極的態度及良好的體育精神體育 檢視學生參與活動紀錄及成績。✓ ✓ 體育

 （如空間不足，請於上方插入新行。）

4,651 $968,15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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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沖繩生態交流團 2023年4月 小六 40 $40,000.00 $1,000.00 提升學生保育意識 德育、公民及國民教育教師觀察、出席記錄 ✓ 課程

2 新加坡英語學習交流團 2023年4月 小六 40 $40,000.00 $1,000.00 提升學生對新加坡歷史文化的認識及興趣德育、公民及國民教育教師觀察、出席記錄 ✓ 課程

3 上海文化交流團 2023年4月 小五 129 $35,000.00 $271.32 提升學生國民身份自豪感 德育、公民及國民教育教師觀察、出席記錄 ✓ 課程

4 小四杭州文化交流團 2023年4月 小四 125 $14,000.00 $112.00 提升學生國民身份自豪感 德育、公民及國民教育教師觀察、出席記錄 ✓ 課程

 （如空間不足，請於上方插入新行。）

334 $129,000.00

4,985 $1,097,15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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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笛 長笛班 $10,000.00

2 STEAM種子小組活動物資 STEAM種子小組活動 $3,000.00

3 校園綠化、多元智能課小組 活動物資及植物維護費用 $10,000.00

4 乒乓球精英班 購買乒乓球器材 $5,000.00

5 羽毛球訓練班 購買羽毛球 $700.00

6 足球訓練班 購買足球 $2,500.00

7 單輪車訓練班 購買單輪車 $6,000.00

 （如空間不足，請於上方插入新行。）

$37,200.00

$1,134,353.00

第1項預算總計

第1.2項預算總計

第1.1項預算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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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項預算總開支

第1及第2項預算總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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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簡介及目標
負責科組／

教師

基要學習經歷

(請於適用方格加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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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8

梁嘉傑

全校學生人數︰ 738

職位： 全方位學習主任

佔全校學生人數百分比 (%)：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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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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