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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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中文科獎勵計畫 全年 小一至小六 750 $2,500.00 $3.33 中文 V 中文

2 中文科五年級本土文化考察 2023年1月 小五 125 $12,000.00 $96.00 中文 V 中文

3 中文科華服日及新春攤位 2023年1月 小一至小六 750 $1,500.00 $2.00 中文 V 中文

4 中文科一年級童話中秋 2022年9月 小一 125 $1,500.00 $12.00 中文 V 中文

5 中文科「中普日」 2023年7月 小一至小六 750 $500.00 $0.67 中文 V 中文

6 中文科五年級延伸寫作活動(長者安居協會) 2023年1月 小五 25 $6,000.00 $240.00 中文 V 中文

7 中文科二年級課堂活動(製作湯圓、壽司) 2022年12月及23年3月 小二 125 $700.00 $5.60 中文 V 中文

8 中文科三年級課堂活動(製作粽子、糖水) 23年5月及6月 小三 125 $700.00 $5.60 中文 V 中文

9 中文科六年級參觀故宮 23月1 月 小六 125 $3,000.00 $24.00 中文 V 中文

10 領袖生訓練活動 2022年9月 小四至小六 375 $4,000.00 $10.60 領袖訓練 V 訓輔組

11 四至六年和諧校園級周會 2022年11月及2023年5月 小四至小六 375 $6,000.00 $16.00 價值觀教育 V 訓輔組

12 加油券獎勵計劃 2023年1月及2023年6月 小一至小六 400 $4,000.00 $10.00 價值觀教育 V 訓輔組

13 班際自律比賽 2022年9月及2023年6月 小一至小六 750 $1,000.00 $1.50 價值觀教育 V 訓輔組

14 數理日 2023年7月 小一至小六 750 $4,000.00 $5.33 數學 V 數學

15 數體同樂日 2022年10月、2023年5月 小一至小六 300 $3,000.00 $10.00 數學 V 數學及體育

16
English Fun day -- Activities materials and presents

for encouragement
23月1月, 7月 小一至小六 750 $10,000.00 $19.00 英文 V 英文

17
English Speaking Day - Grand Lucky Draw and

Class Lucky Draw
全年, 4次 小一至小六 750 $5,500.00 $10.00 英文 V 英文

18 English Drama Performance 23月1月 小四至小六 375 $35,000.00 $93.33 英文 V 英文

19 Storytelling shows 23月7月 小一至小三 375 $20,000.00 $53.33 英文 V 英文

20 P4 Pen-pal Programme 全年 小四 125 $800.00 $6.40 英文 V 英文

21 國慶活動周 23年9月 小一至小六 750 $1,500.00 $2.00 德育、公民及國民教育 生命教育組

22 五年級福音營 23年1月 小五 125 $50,000.00 $400.00 德育、公民及國民教育 生命教育組

23 級周會 全年 小一至小六 750 $8,000.00 $10.67 德育、公民及國民教育 生命教育組

24 無伴奏合唱示範音樂會(3場表演，每場1小時) 22年12月20 小一至小六 750 $15,000.00 $20.00 藝術（音樂） V V 音樂

25 Makey Makey 發明工具箱 工作坊 22年12月20 小一至小六 750 $8,000.00 $10.66 藝術（音樂） V V 音樂

26 MOxE樂團體驗課程 全年 小四至小六 20 $23,000.00 $1,150.00 藝術（音樂） V V 音樂

27 宣基歌王大賽 23年7月 小一至小六 300 $4,000.00 $13.00 藝術（音樂） V V V 音樂

28 Ukulele 全接觸 23年1月至6月 小四 125 $8,800.00 $70.40 藝術（音樂） V V 音樂

29 迷你樂器新體驗 全年 小一至小六 750 $30,000.00 $40.00 藝術（音樂） V V V 音樂

30 視藝試後全方位活動 2023年6-7月 小一至小四 500 $10,000.00 $20.00 藝術（視藝） V V 視藝

31 美術學會 全年 小四至小六 25 $4,000.00 $160.00 藝術（視藝） V V V 視藝

32 小小藝術家 全年 小一至小三 16 $2,000.00 $125.00 藝術（視藝） V V V 視藝

33 《繪本野餐會》 22年10月及23年6月 小一至小六 70 $5,000.00 $71.43 價值觀教育 V 對外事務組

34 細運會 23年2月 小一至小二 250 $1,000.00 $4.00 體育 V V V 體育

35 P.6 突破自我歷奇訓練 23年六月 小六 125 $35,000.00 $280.00 體育 V V V 體育

36 陸運會 23年2月 小三至小六 500 $10,000.00 $50.00 體育 V V V 體育

22-23學年

全方位學習津貼  運用計劃

基督教宣道會宣基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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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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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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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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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藝發展 社會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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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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科組／

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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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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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選擇

適用的選項，

或自行填寫)

擬舉行日期

對象

37 藝穗日體育活動 22年12月20 小一至小六 750 $10,000.00 $13.30 體育 V V V 體育

38 試後全方位活動 1月及6月 小一至小六 750 $30,000.00 $85.70 跨學科（其他） V V V 課外活動組

39 領袖生訓練活動(體藝幹事) 7月 小四至小六 40 $12,000.00 $300.00 領袖訓練 V V V 課外活動組

40 全校戶外學習日 10月 小一至小六 750 $100,000.00 $143.00 跨學科（其他） V V 課外活動組

41 各課外活動導師費 全年 小一至小六 300 $150,000.00 $666.00 跨學科（其他） V V 課外活動組

42 各校隊比賽(參賽費用及車資) 全年 小四至小六 200 $50,000.00 $400.00 跨學科（其他） V V 課外活動組

43 宣基盃比賽 4月 小一至小六 300 $20,000.00 $100.00 跨學科（其他） V V 課外活動組

44 各個班際比賽及大息活動 10月/12月 小三至小六 450 $20,000.00 $67.00 跨學科（其他） V V 課外活動組

45 常識科試後全方位參觀/講座（二年級) 23年6月-7月 小二 125 $4,000.00 $32.00 常識 V 常識

46 常識科試後全方位參觀/講座（三年級) 23年6月-7月 小三 125 $4,000.00 $32.00 常識 V 常識

47 常識科試後全方位參觀/講座（四年級) 23年1月 小四 125 $4,000.00 $32.00 跨學科（其他） V V 常識

48 常識科試後全方位參觀/講座（五年級) 23年6月 小五 125 $4,000.00 $32.00 跨學科（其他） V V 常識

49 常識科試後全方位參觀/講座（六年級) 23年1月 小六 125 $4,000.00 $32.00 常識 常識

50 普通話大息活動 22年10月 小三 123 $10,000.00 $81.00 中文 V 普通話

51 藝穗日視藝活動 22年12月20 小一至小六 750 $45,000.00 $60.00 藝術（視藝） V V 視藝

52 三年級成長營 23年1 月12至13日 小三 125 $72,570.00 $580.56 價值觀教育 V V 訓輔組

53 基生科課堂活動 下學期 小五 125 $1,000.00 $8.00 價值觀教育 V 基生

54 升中講座 23年1月 小六 125 $2,000.00 $16.00 跨學科（其他） V 教務組

55 暑期智多KIDS (升二至六年級) 23年8月 升二至六年級 100 $30,000.00 $300.00 跨學科（其他） V 教務組

56 故事劇場 22年11月至23年5月 小一至小二 250 $8,000.00 $32.00 價值觀教育 V 圖書組

57 五年級科技配件機械人 22年10月 小五 125 $3,000.00 $24.00 跨學科（STEM） V 電腦及科技

58 參觀太空館申請費用 23年1月 小六 125 $2,300.00 $18.00 跨學科（STEM） V 電腦及科技

59 P.6 參觀太空館旅遊巴費用 23年1月 小六 125 $4,500.00 $36.00 跨學科（STEM） V 電腦及科技

60 科技勞作濾水器 22年11月 小四 125 $1,400.00 $11.00 跨學科（STEM） V 電腦及科技

61 科技勞作一觸即發機 22年10月 小五 125 $3,000.00 $24.00 跨學科（STEM） V 電腦及科技

62 科技科課程VEXIQ比賽 下學期 小六 125 $2,300.00 $18.00 跨學科（STEM） V 電腦及科技

63 Microbit V2+Type Convert 下學期 小六 125 $23,000.00 $184.00 跨學科（STEM） V 電腦及科技

64 3D printer新體驗 下學期 小一至小六 750 $64,000.00 $85.00 跨學科（STEM） V 電腦及科技

65 PSSP升中預備計劃 下學期 小六 125 $3,510.00 $28.08 價值觀教育 V 課程組

66 SKP小一適應計劃 上學期 小一 125 $4,000.00 $32.00 價值觀教育 V 課程組

67 陶藝課程 全年 小一至小六 750 $16,000.00 $8.00 藝術（視藝） V V 視藝

68 五年級服務學習 23年6月 小五 125 $10,000.00 $80.00 跨學科（其他） V V 課程組

69 四年級服務學習 23年1月 小四 125 $30,000.00 $240.00 跨學科（其他） V V 課程組

70 自主學習周 22年10-11月 小一至小六 750 $3,000.00 $4.00 跨學科（其他） V 課程組

71 基督少年軍2022-23 週年會費 下學期 小四至小六 40 $1,800.00 $45.00 公民與社會發展 V V V 課外活動組

 （如空間不足，請於上方插入新行。）

23,459 $1,089,3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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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因疫情緣故，改為以網上形式進行。

 （如空間不足，請於上方插入新行。）

0 $0.00第1.2項預算總計

第1.1項預算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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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59 $1,089,3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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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key Makey 發明工具箱 (50個) 於全方位活動使用 $25,000.00

2 校隊訓練所需的設備消耗品和體育用品 校隊訓練 $35,000.00

3 RUN FOR FUN所需的物資及消耗品 RUN FOR FUN $15,000.00

4 遊戲治療輔導用品 遊戲治療 $20,000.00

 （如空間不足，請於上方插入新行。）

$95,000.00

$1,184,380.00

750

洪慕竹主任

全校學生人數︰ 750

職位： 課程統籌主任

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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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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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