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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均

預算開支

級別

預計參

與

人數

($) ($)

1.1

1 生涯規劃講座 2022年11月 小三至小六 400 $3,600.00 $9.00

2 生涯規劃工作坊 下學期 小五至小六 220 $28,000.00 $127.27

3 試後活動講座 下學期 小一至小六 515 $2,000.00 $3.88

4 中華文化日 上學期 小一至小六 515 $5,000.00 $9.71

5 英文日活動
2022年10月31日

及2023年6月
小一至小六 515 $24,000.00 $46.60

6 STEM DAY科技學習日 2023年2月12日 小一至小六 515 $40,000.00 $77.67

7 English Day Camp英語日營 2023年4月14日 小一至小二 120 $10,000.00 $83.33

8 常識科科技探究日 下學期 小一至小六 515 $5,200.00 $10.10

9 常識科科技活動 全學年 小一至小六 515 $3,000.00 $5.83

10 小六畢業福音日營 2023年5月 小六 123 $16,000.00 $130.08

11 跨學科閱讀計劃延伸活動--職業體驗 2023年4月 小一至小四 295 $31,700.00 $107.46

12 數學試後活動 下學期 小一至小六 515 $2,000.00 $3.88

13 禧恩繽紛Time 全學年 小一至小六 515 $30,000.00 $58.25

14 戶外學習日參觀 全學年 小一至小六 515 $13,000.00 $25.24

15 音樂會 上學期 小四至小五 100 $1,700.00 $17.00

16
香港海洋公園保育基金主辦 -

「自然保育小先鋒」培訓計劃
全學年 小四至小六 40 $2,100.00 $52.50

17 戶外參觀-海下灣 2022年11月18日 小六 38 $6,600.00 $173.68

18 小女童軍參觀及興趣班活動 下學期 小二至小六 17 $1,400.00 $82.35

19 幼童軍比賽、參觀及興趣班活動 全學年 小三至小六 24 $1,700.00 $70.83

20 職業體驗活動 下學期 小三至小六 50 $9,100.00 $182.00

  

全方位學習津貼  運用計劃

九龍城浸信會禧年(恩平)小學

編號 活動名稱 擬舉行日期

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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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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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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計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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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數

($) ($)

1.1

編號 活動名稱 擬舉行日期

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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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海洋公園參觀(參觀海洋生物及教育中心) 下學期 小四至小六 40 $4,000.00 $100.00

22 其他常識科參觀 全學年 小五至小六 60 $10,000.00 $166.67

23 環保風紀參觀 下學期 小四至小六 30 $4,000.00 $133.33

24 P1參觀公共圖書館 下學期 小一 30 $1,200.00 $40.00

25 P5參觀公共圖書館 下學期 小五 50 $3,200.00 $64.00

26 境內交流活動 下學期 小四至小五 40 $3,500.00 $87.50

27 體育活動費用 下學期 小一至小六 515 $3,500.00 $6.80

28 校運會 下學期 小一至小六 515 $2,100.00 $4.08

29 領袖生獎勵活動 下學期 小四至小六 72 $8,000.00 $111.11

30 小學環境教育活動-慧食工作坊參觀 下學期 小四至小六 30 $2,800.00 $93.33

31 購書團(交通費) 下學期 小三至小六 50 $1,600.00 $32.00

32 普通話朗誦訓練班 下學期 小四至小五 15 $3,000.00 $200.00

33 中文科P.6創意寫作班 上學期 小六 15 $8,000.00 $533.33

34 中文科P.5創意寫作班 上學期 小五 15 $8,000.00 $533.33

35 Nice Education 英語手偶戲劇班 全年 小二至小四 10 $8,190.00 $819.00

36 英語書法班 全年 小三至小六 30 $7,000.00 $233.33

37 其他英文比賽津貼 全年 小一至小六 515 $3,500.00 $6.80

38 英語音樂劇演出費用 2023年7月 小三至小六 515 $50,000.00 $97.09

39 Stage D Ensemble英語音樂劇訓練 全年 小三至小六 20 $35,000.00 $1,750.00

40 校內音樂劇 全年 小一至小六 20 $2,000.00 $100.00

41 科創企業家班 全學年 小三至小六 16 $37,500.00 $2,343.75

42 Unity 3D 遊戲設計班 全學年 小三至小六 15 $21,750.00 $1,450.00

43 EDVOLUTION Ltd.小導演課程 全學年 小四至小六 15 $39,950.00 $2,663.33

44 App inventor IOT 工程師班 全學年 小四至小六 16 $21,000.00 $1,312.50

45 小小科學家培訓班 全學年 小一至小六 20 $6,000.00 $300.00

46 數學奧數班 全學年 小三至小六 40 $12,000.00 $300.00

47 Roblox創作班 全學年 小三至小六 15 $10,500.00 $700.00

48 音樂小精英 全學年 小一至小三 40 $25,400.00 $635.00

49 笛隊 全學年 小四至小六 20 $18,700.00 $93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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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活動名稱 擬舉行日期

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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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手鈴隊 全學年 小四至小六 16 $14,400.00 $900.00

51 E-樂團 全學年 小四至小六 20 $17,400.00 $870.00

52 非洲鼓班 全學年 小三至小五 12 $8,600.00 $716.67

53 塑膠彩畫班初探 全學年 小四至小五 16 $8,200.00 $512.50

54 進階塑膠彩畫班 全學年 小六 16 $8,200.00 $512.50

55 和諧粉彩班 全學年 小二至小三 20 $8,500.00 $425.00

56 水墨畫班 全學年 小四至小六 15 $8,000.00 $533.33

57 壁畫班 上學期 小四至小六 20 $49,800.00 $2,490.00

58 紮染體驗班 全學年 小四至小六 15 $12,000.00 $800.00

59 跆拳道精英班 全學年 小三至小六 20 $17,600.00 $880.00

60 棍網球隊 全學年 小四至小六 10 $3,360.00 $336.00

61 武術精英班 全學年 小一至小六 20 $35,000.00 $1,750.00

62 劍擊校隊訓練 全學年 小一至小六 30 $30,000.00 $1,000.00

63 圍棋精英初班 全學年 小一至小六 12 $5,040.00 $420.00

64 象棋精英初班 全學年 小一至小六 12 $5,040.00 $420.00

65 象棋精英班 全學年 小一至小六 10 $8,400.00 $840.00

66 圍棋精英班 全學年 小一至小六 15 $14,000.00 $933.33

67 Headstart Group Limited英語會話特訓 上學期 小五至小六 16 $5,210.00 $325.63

68 生活技能體驗班 全學年 小二 57 $80,000.00 $1,403.51

69 香港學校朗誦節(中 ) 上學期 小一至小六 25 $3,000.00 $120.00

70 香港學校朗誦節(普 ) 全學年 小一至小六 12 $1,500.00 $125.00

71 其他普通話朗誦比賽 全學年 小一至小六 10 $1,800.00 $180.00

72 香港學校朗誦節(英 ) 上學期 小一至小六 50 $5,100.00 $102.00

73 中文科校外比賽 全學年 小一至小六 50 $7,000.00 $140.00

74 世界STEM暨常識比賽費用(連物資) 全學年 小一至小六 50 $10,000.00 $200.00

75
KPG EDUCATION LIMITED 粵港澳資優「合24」挑

戰賽
下學期 小四至小六 25 $7,000.00 $280.00

76
MathConcept Education MathConceptition 數

學思維大激鬥
下學期 小四至小六 20 $4,200.00 $2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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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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台灣數獨發展協會及奧冠教育中心 全港數獨王

爭霸戰
下學期 小四至小六 20 $4,200.00 $210.00

78 其他數學比賽 全學年 小一至小六 60 $12,600.00 $210.00

79 STEM全能大賽2022 全學年 小一至小六 50 $9,500.00 $190.00

80 其他常識科校外比賽 全學年 小一至小六 100 $3,900.00 $39.00

81 棍網球比賽 上學期 小四至小六 10 $2,520.00 $252.00

82 香港小學跆拳道隊際賽2022 上學期 小四至小六 10 $2,800.00 $280.00

83 武術比賽 全學年 小一至小六 20 $5,600.00 $280.00

84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沙田區小學分會田徑、乒乓球

及羽毛球比賽
全學年 小三至小六 60 $9,400.00 $156.67

85 音樂節 全學年 小一至小六 40 $5,500.00 $137.50

86 聯校音樂大賽2023 下學年 小一至小六 60 $4,900.00 $81.67

87
手鈴比賽

香港國際手鈴奧林匹克
下學年 小四至小六 16 $900.00 $56.25

88 其他音樂比賽 全學年 小一至小六 30 $2,000.00 $66.67

89 聖經朗誦比賽 下學期 小一至小六 12 $1,260.00 $105.00

90 象棋比賽 全學年 小一至小六 10 $2,000.00 $200.00

91 圍棋比賽 全學年 小一至小六 10 $2,000.00 $200.00

92

各科組舉辦未能於預計而適合學生之全方位學習

活動，讓學生能有更佳及更多元化的機會進行全

方位學習

全學年 小一至小六 100 $15,000.00 $150.00

 （如空間不足，請於上方插入新行。）

10,048 $1,059,9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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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3

第1.1項預算總計



預算開支

人均

預算開支

級別

預計參

與

人數

($) ($)

1.1

編號 活動名稱 擬舉行日期

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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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空間不足，請於上方插入新行。）

0 $0.00

10,048 $1,059,9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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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洲鼓 音樂樂器體驗 $7,200.00

2 實體模型套件 創科活動 $20,000.00

3 IOT 智能學習套件 創科活動 $27,000.00

4 HTC VR Gear 創科活動 $20,000.00

5 各科圖書 豐富學生課外知識 $7,000.00

 （如空間不足，請於上方插入新行。）

$81,200.00

$1,141,120.00

515

LIU SHUN SHAN SUZANNE

全校學生人數︰ 515

職位： PSM

第1項預算總計

第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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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