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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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學科專題研習 2023年2月 小一至小六 730 $30,000.00 $41.10

2 中文科活動日 2023年6月 小一至小六 730 $2,000.00 $2.74

3 第74屆香港學校朗誦節(中文科) 2022年12月 小一至小六 30 $3,600.00 $120.00

4 線上中文講故事班 2022年12月 小二至小三 15 $6,000.00 $400.00

5 「慶元宵猜燈謎」有獎競猜活動 2023年2月 小一至小六 730 $2,000.00 $2.74

6 Drama: costumes, props, transportation fee 2022年9月至2023年6月 小四至小六 342 $10,000.00 $29.24

7 Speech festival: application fee, reference books, transportation fee 2022年11月 小一至小六 730 $8,000.00 $10.96

8 Interview Day 2023年4月 小五 108 $10,000.00 $92.59

9 Spelling Stars 2023年6月 小一 160 $1,000.00 $6.25

10 English Ambassadors 2022年9月至2023年6月 小四至小六 342 $5,000.00 $14.62

11 English Fun Days (Term 1 & 2) 2022年12月及2023年6月 小一至小六 730 $40,000.00 $54.79

12 數學比賽車費及報名費 2023年1月至2023年6月 小五至小六 10 $300.00 $30.00

13 數學科試後活動 2023年6月至2023年7月 小一至小六 730 $33,000.00 $45.21

14 螢火蟲飼養計劃 2022年9月至2023年7月 小一至小六 730 $48,000.00 $65.75

15 小一天文迎新活動 2022年9月 小一 160 $5,000.00 $31.25

16 觀星晚會 2022年11月 小一至小六 90 $9,000.00 $100.00

17 天文活動日(上學期) 2022年11月 小二至小六 570 $42,000.00 $73.68

18 天文活動日(下學期) 2023年6月至2023年7月 小一至小六 730 $30,000.00 $41.10

19 「STEM × 運動挑戰賽」活動   2022年12月 小一至小六 730 $21,000.00 $28.77

20 天文大使課程  2022年11月至2023年7月 小四至小六 15 $23,000.00 $1,533.33

21 五年級數學遊蹤活動 2023年7月 小五 108 $1,500.00 $13.89

22 數學解難活動 2023年7月 小一至小六 730 $12,000.00 $16.44

23 二年級百貨公司購物比賽 2023年2月 小二 121 $2,000.00 $16.53

24 常識科「STEM學習日」 2023年7月 小一至小六 730 $25,000.00 $34.25

25 常識問答活動或校外科學比賽 2023年1月至2023年6月 小五至小六 15 $2,000.00 $133.33

26 STEM線上科學班 2022年12月至2023年6月 小一至小六 30 $30,000.00 $1,000.00

27 體育訓練 2023年1月至2023年6月 小二至小六 50 $24,000.00 $480.00

28 黏土製作活動 2021年12月至2022年7月 小一至小三 388 $23,000.00 $59.28

29 職場體驗計劃 2022年11月-2023年5月 小五 15 $35,000.00 $2,333.33

30 班本/歷奇活動 2022年11月-2023年5月 小一至小六 730 $180,000.00 $246.58

31 中國文化日 2023年1月 小一至小六 730 $20,000.00 $27.40

31 藝術欣賞 2023年1月 小一至小六 730 $50,000.00 $68.49

32 學生藝術展覽 2022年9月至2023年7月 小一至小六 730 $35,000.00 $47.95

33 德育講座 2022年9月至2023年7月 小一至小六 730 $3,000.00 $4.11

34 香港人的驕傲系列 2022年9月至2023年7月 小一至小六 730 $50,000.00 $68.49

35 生命教育課課程 2023年2月至2023年6月 小一至小六 730 $40,000.00 $54.79

36 性教育課程 2023年7月 小一至小六 232 $4,600.00 $19.83

37 環保活動 2022年9月至2023年7月 小一至小六 730 $1,000.00 $1.37

38 國情教育活動 2022年9月至2023年7月 小五至小六 60 $6,500.00 $10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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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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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2023  學年

全方位學習津貼  運用計劃

佛教榮茵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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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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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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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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簡介及目標

負責科組／

教師

39 制服團隊活動 2022年10月至2023年6月 小二至小六 150 $15,000.00 $100.00

40 體育訓練活動 2022年10月至2023年8月 小一至小六 150 $90,000.00 $600.00

41 課外活動 2022年10月至2023年8月 小一至小六 250 $70,000.00 $280.00

42 圖書科参觀活動(入場費及車費) 2022年10月至2023年8月 小一至小六 210 $13,000.00 $61.90

 （如空間不足，請於上方插入新行。）

17,491 $1,061,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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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空間不足，請於上方插入新行。）

0 $0.00

17,491 $1,061,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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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EM學習套件(資優組) STEM活動物資 $80,000.00

2 籃球及田徑比賽服裝/訓練籃球 比賽及訓練用 $15,000.00

3 micro:bit (130個) 五年級編程活動 $25,000.00

4 排球校隊訓練設備(網和架) 體育訓練 $8,000.00

 （如空間不足，請於上方插入新行。）

$128,000.00

$1,189,500.00

職位： P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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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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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0

楊淑慧

全校學生人數︰ 7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