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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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學科攤位活動，配合跨學科課程及學習活動
，豐富學生的學習經歷 跨學科（其他） 13/7-15/7/2022 J.1-6 550 學生能掌握跨學科知識

，及積極投入各項活動
$37,156.21 E1 ✓

2
全方位學習日(因疫情未能外出改為中華文化
日），讓學生認識中華文化，建立國民身份認
同

德育、公民及國
民教育

12/5/2022 J.1-6 550

學生積極投入各項活動

，對中華文化有進一步

認識，並提升對國民身

份的認同

$30,040.00 E1，E5 ✓

3 出外參與有關音樂科活動，讓學生在情境中學
習音樂

藝術（音樂） 上學期 J.1-6 550
能提升學生對音樂的興
趣

$4,659.00 E1，E2 ✓

4
開辦中文辯論校隊訓練班，學生能掌握辯論技
巧，有自信地進行演講

資優教育 10月至6月 J.4-6 16
學生參與訓練和比實，

能掌握思辯及演說技巧

，並獲得優異成績

$66,156.00 E6 ✓

5
開辦英文辯論校隊訓練班，學生能掌握辯論技
巧，有自信地進行演講

資優教育 10月至6月 J.4-6 15
學生參與訓練和比實，

掌握思辯及演說技巧，

並獲得優異成績

$12,899.00 E6 ✓

6 開辦編程訓練班，培訓學生編程技巧和解難能

力，為參與校外比賽作準備
資優教育 10月至6月 J.4-6 10 學生積極參與訓練及完

成活動
$10,750.00 E6 ✓

7
參加全球小菁英計劃（國際小主播/全球小記
者），提升學生高階思維能力

公民與社會發展 11/5-8/6/2022 J.4-6 20 學生積極參與訓練及完
成活動

$4,000.00 E6 ✓

9 舉辦信仰日營 宗教 28/7/2022 J.5 100 學生投入活動，對天主
教有進一步認識

$13,448.00 E1，E2 ✓

10 舉辦公教家庭聚會 宗教 21/5/2022 J.1-6 20 學生投入活動，師生加
深認識

$2,625.00 E1，E2 ✓

11 開辦禮儀舞訓練 宗教 全年 J.2-4 20 能提升學生對禮儀舞的
興趣

$9,000.00 E6 ✓

12
開辦游泳校隊訓練，透過專業導師提升學生游
泳技巧及速度

體育 全年 J.1-6 20 因疫情未能開辦，但仍
需支付已訂的場地費用

$1,992.00 E1 ✓

13 開辦籃球校隊訓練班，提升學生的技能及體能 體育 15/3-21/4/2022 J.4-6 20 學校積極參加訓練和比
賽

$5,100.00 E6 ✓

14 網上電影欣賞 中文 8/4-10/4/2022 J.1-6 550 學生很喜歡這電影，並
樂於透過文字分享感受

$15,000.00 E1 ✓

15 開辦機械人校隊訓練，學生能掌握編程技能及

控制機械人
資優教育 9月至5月 J.3-6 15 學生積極投入，提升編

程技能
$24,000.00 E6 ✓

16 舉行風紀訓練活動，提升學生領導才能 領袖訓練 12/7/2022 J.4-6 60 學生積極參與訓練，學
習領導技巧

$15,294.00 E1，E2 ✓

17
舉辦「華德孩子獎勵計劃」，鼓勵全校學生守
規有禮，建立的積極正向價值觀

價值觀教育 全年 J.1-6 550
學生積極參與，鼓勵學

生做一個守規有禮的華

德孩子

$4,995.60 E1 ✓

18 開辦沙畫課程，提升學生創造力 藝術（視藝） 9月至5月 J.4-5 20
學生積極參與訓練和表

演，提升對沙畫的興趣
和認識

$33,125.00 E6 ✓

19
開辦禪繞畫課程，啟發學生創造力，培養學生

專注力，產生成就感、滿足感和自然
藝術（視藝） 3/11/2021 J.4 90

學生投入活動，提升對

禪繞畫的認識和興趣及
專注力

$4,530.00 E6 ✓

20 舉行壁畫創作工作坊 藝術（視藝） 16/7-23/7/2022 J 4-6 30 學生積極投入，能提升
對學校的歸屬感

$27,780.00 E1，E5 ✓

21 開辦弦樂團，培養學生「一生一體藝」的學習
精神及推廣藝術教育

藝術（音樂） 全年 J.1-6 40
學生參與比賽和表演，
表現出色

$26,400.00 E6 ✓

22 開辦管樂團，培養學生「一生一體藝」的學習

精神及推廣藝術教育
藝術（音樂） 全年 J.2-6 40 學生參與比賽和表演，

表現出色
$46,485.00 E6 ✓

23 開辦敲擊樂團，培養學生「一生一體藝」的學

習精神及推廣藝術教育
藝術（音樂） 全年 J.2-6 40 學生參與比賽和表演，

表現出色
$25,800.00 E6 ✓

24 管樂團參加廸士尼演藝日 藝術（音樂） 23/7/2022 J.2-6 40
學生積極參與，表現出

色，能在公開場合表演

，發揮所長

$14,139.00 E1，E2 ✓

25 參加英語話劇，提升對英語學習的興趣 英文 8/7/2022 J.1-6 550 學生很喜歡，表現投入
及提升對英語的興趣

$33,475.00 E1，E5 ✓

26 VR遊學團，擴寬學生眼界，認識其他國家文化 跨學科（其他） 1/8及9/8/2022 J.5 100

學生投入活動，即使未

能外遊也能擴闊眼界，

增加學生接觸外國文化

的機會

$48,500.00 E1 ✓

27 歡樂香港遊
德育、公民及國
民教育

8/8/2022 J.3-6 120 學生投入活動，增加對
舊區及維港的認識

$14,550.00 E1 ✓

28 參加STEM獎勵計劃 跨學科（STEM） 8月至11月 J.3-5 259

透過獎勵及獎項增加學

生的學習動機，並培育

學生發展邏輯思維、提

高創意及解難能力

$30,015.00 E2 ✓

29 舉行六年級教育日營，提升學生對學校的歸屬

感，培養團隊合作精神
領袖訓練 26-27/5/2022 J.6 90 學生投入活動，建立團

隊精神
$15,300.00 E1，E2 ✓

 （如空間不足，請於上方插入新行。）
$577,213.81

1.2

 （如空間不足，請於上方插入新行。）
$0.00

$577,213.81

第3項：受惠學生人數
項目 範疇 用途

1 學生學習教材（STEM） 常識 進行探究活動

2 編程班物資 資優教育 進行編程活動

3 生態缸 常識 配合常識課程

4 VR設備 跨學科（其他） 配合各科課程

5 升旗隊器材
德育、公民及國
民教育

進行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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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德學校
全方位學習津貼  運用報告（網上版）

2021-2022學年

第1項：舉辦／參加全方位學習活動

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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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象

評估結果

實際開支 ($) 全校學生人數︰ 550

開支用途＊

基要學習經歷
(請於適用方格加上ü號，可選擇多於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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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1項總開支

境外活動︰舉辦或參加境外活動／境外比賽，擴闊學生視野

第1.2項總開支

第1項總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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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秀茵主任

$43,771.57 受惠學生人數︰ 550

$10,068.00

受惠學生佔全校學生
人數百分比 (%)：

100%
$8,000.00

$41,600.00

$22,500.00

第2項總開支 $125,939.57

第1及第2項總開支 $703,153.38 全方位學習聯絡人（姓名、職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