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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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英語音樂劇 全學年 小二至小五 20 $30,000.00 $1,500.00 英文 ✓ ✓ 英文

2 英語烹飪工作坊 2022年11月 小二 113 $1,000.00 $8.85 英文 ✓ ✓ 英文

3 寵物探訪活動 2023年4月 小一及小二 239 $12,000.00 $50.21 英文 ✓ ✓ 英文

4 參觀環境保護署 2023年4月 小五及小六 196 $6,000.00 $30.61 英文 ✓ ✓ 英文

5 英語日營 2023年6月 小三及小四 220 $5,000.00 $22.73 英文 ✓ ✓ 英文

6 參觀瀕危物種資源中心 2022年12月 小二 113 $6,640.00 $58.76 常識 ✓ ✓ 常識

7 參觀香港濕地公園 2022年12月 小六 94 $4,160.00 $44.26 常識 ✓ ✓ 常識

8 參觀機電工程署 2023年3月 小三 102 $6,640.00 $65.10 常識 ✓ ✓ 常識

9 參觀水知園 2023年3月 小四 118 $4,160.00 $35.25 常識 ✓ ✓ 常識

10 參觀太空館 2023年4月 小五 102 $6,640.00 $65.10 常識 ✓ ✓ 常識

11 參觀香港動植物公園 2023年5月 小一 126 $5,920.00 $46.98 常識 ✓ ✓ 常識

12 音樂參觀、表演、比賽及活動 全學年
歌詠團、手鐘隊、

管弦樂團
200 $50,000.00 $250.00 音樂 ✓ 音樂

13 體育校隊比賽 全學年 體育校隊 200 $20,000.00 $100.00 體育 ✓ 體育

14 高低年級活動日 2023年6月 全校 655 $20,000.00 $30.53 體育 ✓ 體育

15 藝術活動 2023年6月 全校 655 $10,000.00 $15.27 視藝 ✓ 視藝

16 AI精英活動/比賽 全學年 AI 校隊 18 $42,000.00 $2,333.33 資訊科技 ✓ 資訊科技

17 STEM及資訊科技活動與比賽 全學年 小三 102 $40,000.00 $392.16 資訊科技 ✓ 資訊科技

18 生命教育體驗活動 2023年1月 全校 655 $40,900.00 $62.44 生命教育 ✓ ✓ ✓ ✓ 生命教育

19 敬拜讚美隊 全學年 小二至小四 20 $27,000.00 $1,350.00 生命及宗教教育 ✓ ✓ ✓ ✓ 生命及宗教教育

20 公益遠足及堆沙活動 2022年11月 小四至小六 314 $6,000.00 $19.11 公益少年團 ✓ ✓ 活動

21 升旗訓練課程 全學年 制服團隊(幼童軍) 12 $5,000.00 $416.67 德育及國民教育 ✓ ✓ ✓ 活動

22
黃金時段課程(雜耍班、魔術班、扭汽

球班、樂器體驗班、簡易田徑班等)
全學年 全校 655 $150,000.00 $229.01 活動 ✓ ✓ ✓ 活動

23 生涯規劃體驗工作坊及活動 全學年 小六 94 $50,000.00 $531.91 訓輔 ✓ ✓ 訓輔

24 閃耀舞台活動 全學年 全校 655 $10,000.00 $15.27 訓輔 訓輔

25 領袖生精英培訓 全學年 領袖生 66 $50,000.00 $757.58 訓輔 訓輔

26 中華文化週及長廊 全學年 全校 655 $20,000.00 $30.53 德育、公民及國民教育 ✓ 訓輔

27 成果展示日/開放日 2023年6月 全校 655 $20,000.00 $30.53 課程 ✓ ✓ ✓ 課程

28 校園電視台課程 全學年 校園小記者 40 $70,000.00 $1,750.00 課程 ✓ 課程

 （如空間不足，請於上方插入新行。）

6,306 $719,0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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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3

 （如空間不足，請於上方插入新行。）

0 $0.00

6,306 $719,060.00

2022-2023學年

全方位學習津貼  運用計劃

北角衞理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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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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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項預算總計

第1.2項預算總計

第1.1項預算總計



編號 項目 用途 預算開支 ($)

1 購置校隊服裝(體育科) 提升學生的歸屬感和團隊精神 $10,000.00

2 航天模擬駕駛倉(資訊科技組) 提升學生對航天模擬駕駛之興趣 $100,000.00

3 I - Learner 智愛平台(中文科) 中英文網上學習平台 $39,000.00

 （如空間不足，請於上方插入新行。）

$149,000.00

$868,060.00

655

楊銘翹

全校學生人數︰ 655

職位： AP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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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