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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B

實際開支

人均

實際開支

級別
總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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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小一至小四英文語言課 (T228)-透過恆常英語課提升學生閱讀策略及能力。

(葉)
7/2022-8/2022 小一 85 $220,350.00 $2,592.35 E1 英文

超過九成學生表示喜歡上蔡小與外籍英語老師一同學習和遊戲。全級學生參與成果表

演，表現積極和興奮。
✓

2
小五至小六升中銜接及面試班(T229)-讓學生學習中學以英語為主的科目，

包括數學、科學、地理、經濟和歷史等。(葉)
/ / / $0.00 $0.00 / 英文 因疫情致活動取消。 ✓

3
英文活動及比賽 (T230)-舉辦與英文課程相關的戶外學習，作為延伸活動。

另外，亦會參加校外英文比賽，提拔英語能力資優的學生。(葉)
12/2021-7/2022 小二至小六 60 $15,017.00 $250.28 E1 英文

約六十名英語優異的學生參英語比賽和STEM航空課程，所有學生都表現興奮，熱烈

投入參與小組活動。
✓

4
英語夏令營 (T260)-透過不同的英語遊戲和運動，讓學生樂於學習和運用英

語。(葉)
19/7/2022 小三至小五 348 $35,530.00 $102.10 E1 英文

小三至五全級學生參與「世界文化日」活動，超過八成學生表示活動能提升他們學習

對英語的興趣和信心。他們在活動過程中表現興奮和投入。
✓

5

常識科活動 (T410)-透過舉辦常識科活動及參加校際比賽(常識問答比賽/德

育及公民問答比賽/基本法問答比賽等)，讓學生能學以致用，豐富他們的

學習經歷。(豐)

全年 小一至小六 615 $5,687.69 $9.25 E1, E2, E7, E8 常識
本年度參與了4項問答比賽，雖未能獲獎，但能擴闊學生眼界，了解其他學生的水

平。
✓ ✓

6

常識STEM活動學習資源 (T486)-添置常識室STEM圖書、實驗教具及材料，

提升教師教學效能；讓同學能接觸更多不同範疇的知識，提升學習動機。

(豐)

全年 小一至小六 615 $2,214.67 $3.60 E1, E7, E8 跨學科（STEM）
教師帶領學生到常識室使用工具，配合課本內容完成實驗，整體效果良好，學生熱衷

到常識室做實驗。
✓

7
創新發明班 (T493)-邀請專業人士到校授課，讓學生掌握更多Stem知識及應

用Stem技能，提升學生的思維技巧及創新能力。(豐)
25/9/2021-18/12/2021 小三至小六 18 $27,788.00 $1,543.78 E1, E5 跨學科（STEM） 因疫情關係，整個課程未能一氣呵成，影響學生學習效能及效果。 ✓

8

邀請藝術團體表演費 (T581)-提升學生對音樂的興趣，擴闊他們在音樂方面

的視野及啟發學生在音樂方面的潛能，建立正面的價值觀和積極學習的態

度。(凱)

4/8/2022及12/8/2022 小四至小五 243 $3,000.00 $12.35 E1 藝術（音樂） 有助豐富學生學習經歷，活動順利完成。 ✓

9 體育校隊車費 (T670)-豐富學生學習經歷(菁) 9/2021-8/2022 小一至小六 100 $14,900.00 $149.00 E2 體育 有助豐富學生學習經歷，減輕學生經濟負擔。 ✓

10 攀石戶外活動及車費 (T672)-豐富學生學習經歷(菁) 2/8/2022 小五 91 $18,200.00 $200.00 E1, E2 體育 有助豐富學生學習經歷，學生樂在其中。 ✓

11 電腦科戶外學習 (T980)-讓學生戶外學習擴闊視野(深) 23/10/2021 小五 38 $950.00 $25.00 E2 跨學科（STEM）
100%參觀「創新科技嘉年華2021」的學生同意活動加深他們對創新科技的興趣及拓展

他們的視野。
✓

12 全方位交通費 (TCB)-豐富學生學習經歷(聰) 23/7/2022 小三至小五 28 $2,200.00 $78.57 E2 跨學科（STEM） 學生投入參與活動，活動順利完成，另有部份活動因疫情致取消。 ✓

13

德育、公民及國民教育活動和跨學科活動費及交通費 (TH01)-透過週會，邀

請嘉賓分享生命故事，培養學生正向思維。並與常識科配合，安排參觀和

交流，鞏固所學。(葉)

全學年 小一至小六 615 $128,579.00 $209.07 E1,E2 德育、公民及國民教育
全校學生參與超過百項校內和校外活動，超過八成學生表現投入和期望再次參與學習

活動
✓ ✓ ✓

14
「護苗基金」性教育活動 (TH06)-提升學生保護自己的意識，保護自己免受

性騷擾/性侵犯。(葉)
12/7/2022-15/7/2022 小一 73 $700.00 $9.59 E1 德育、公民及國民教育

小一全級投入參與性教育週活動，包括動畫、網上遊戲和小冊子，並認同活動能提升

他們對自我保護的意識。
✓ ✓

15
「生活教育活動計劃」課程 (TH07)-透過角色扮演培養解決問題及拒絕的技

巧，協助他們建立正面、健康的生活模式，遠離毒品的禍害。(葉)
7/3/2022-2/6/2022 小一至小六 615 $11,864.00 $19.29 E1 德育、公民及國民教育

在疫情期間，超過八成學生瀏覽網上學習資源，透過互動遊戲和故事提升對身心靈健

康的認識。
✓ ✓

16
環保教育活動費及交通費 (TH091)-讓學生拓闊視野，增廣見聞，增強學生

獨立思考能力。(陳)
1/8/2022及12/8/2022 小四至小五 60 $6,657.74 $110.96 E1 德育、公民及國民教育

舉辦西貢海下灣及元洲仔自然教育中心活動，學生考察時表現興奮和投入，獲益良

多。
✓ ✓

17 STEM校外比賽及展覽交通費 (A616)-豐富學生學習經歷(聰) 23/7/2022 小三至小五 5 $0.00 $0.00 E2 跨學科（STEM） 學生投入參與活動，活動順利完成，另有部份活動因疫情致取消。 ✓

18 其他校車(學校對外學習活動) (A617)-豐富學生學習經歷(朗) 11/6/2022 小一至小二 60 $13,400.00 $223.33 E2 跨學科（其他） 學生投入參與活動，活動順利完成。 ✓ ✓ ✓

19 對外比賽/表演/服務校車 (A630)-豐富學生學習經歷(朗) / / / $0.00 $0.00 / 跨學科（其他） 因疫情致活動取消。 ✓ ✓ ✓

20 各類型表演/參觀交通費 (A631)-豐富學生學習經歷(凱) 全學年 小一至小六 615 $8,600.00 $15.28 E2 跨學科（其他） 學生投入參與活動，活動順利完成。 ✓ ✓

21 運動會 (AD)-豐富學生學習經歷(菁) / / / $0.00 $0.00 / 體育 因疫情致活動取消。 ✓

22 小六畢業旅行(營費及車費) (AH)-豐富學生學習經歷(凱) 3/8/2022 小六 112 $14,827.00 $132.38 E1,E2 其他：活動部 學生投入參與活動，活動順利完成。 ✓

23 全方位戶外學習日 (AI)-豐富學生學習經歷(凱) / / / $0.00 $0.00 / 其他：活動部 因疫情致活動取消。 ✓

24

心靈繪畫班 (E4)-聘請導師及購買所需用具以訓練學生，讓學生參與有系統

的訓練，提升他們的藝術素質及創造力，並協助他們以繪畫表達自己的感

受和抒發情感。(芝)

/ / / $0.00 $0.00 / 資優教育 因疫情致活動取消。 ✓

25

「閱讀創意-心靈天空畫室」(T770)-透過閱讀後的靈感，走到香港山頂景物

寫生，提升學生的觀察力。另外，透過與生活情境結合的教學活動，培養

學生面對生活挑戰所該具備的能力與態度。(蔡)

全年 小四至小六 24 $28,456.01 $1,185.67 E1,E2,E5,E7 其他：圖書科

家長及學生問卷數據：

數據顯示，100%家長及學生非常同意或同意「心靈天空畫室」是一個值得參與的學習

經歷；另91%家長及學生非常同意或同意導師教授內容有趣和有創意及可提升孩子的

創作力；100%家長及學生非常同意或同意可提升孩子的構圖技巧及顏色配搭能力。

95%家長及學生非常同意或同意活動的實用性高，學習有用技能。100%家長及學生非

常同意或同意「心靈天空畫室」的戶外活動可擴闊孩子藝術及創意視野。

✓ ✓ ✓ ✓ ✓

26

「雜耍班」-雜耍是有趣的運動藝術，有助強化肢體及活化腦部的協調，課

堂會運用多元智能元素，包括音樂和空間等，促進學生的專注力、積極性

及群體能力。(葉)

11/2021-7/2022 小三至小六 18 $28,440.00 $1,580.00 E5 德育、公民及國民教育 在三十周年校慶啟動禮表演，包括球藝、轉碟和扯鈴，學生認真排練，表現出色。 ✓ ✓ ✓

27
「獨輪車班」-提升學生的身體操控能力，例如平衡穩定技能及身體協調能

力，更能促進學生團體合作精神。(菁)
5/2022-7/2022 小五至小六 3 $7,150.00 $2,383.33 E5 體育 透過專業教練進行訓練，能有效加強學生獨輪車技術，並於校內成功演出。 ✓ ✓

活動名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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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項：舉辦／參加全方位學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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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2022學年

全方位學習津貼  運用報告

仁濟醫院蔡衍濤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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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或載有全方位學習津貼運用報告的學校報告上載至學校網頁。

開支

用途＊

基要學習經歷

(請於適用方格加上✓號，可選擇多於一項)
編號



28
STEAM壁畫創作班-教授學生掌握壁畫繪畫創作，並以科學科技為主題切

入藝術創作。(祖)
4/7/2022-28/7/2022 小四至小五 179 $49,800.00 $278.21 E1 跨學科（STEM）

是次活動讓四及五年級同學透過視藝堂以繪畫形式參與學校STEAM發展項目為題創作

插畫，老師與導師挑選12位學生作品合併出本校四樓壁畫，在導師帶領下，利用牆畫

課堂學習繪畫壁畫。經過兩星期繪畫完成本校四樓STEM壁畫創作。透過學生參與氛

圍整間學校的創科風氣，鼓勵同學發揮創意，積極參與。

✓

 （如空間不足，請於上方插入新行。）

4,620 $644,311.11

1.2

1

2

3

4

5

 （如空間不足，請於上方插入新行。）

0 $0.00

4,620 $644,311.11

編號 項目 用途 實際開支 ($)

1 視藝STEAM活動材料 (T830)(麗) 豐富學生學習經歷 $7,192.35

2 STEM比賽用品及展覽費用 (TCC)(祖) 豐富學生學習經歷 $220.00

3 全方位學習資源 (TCE)(聰) 豐富學生學習經歷 $0.00

 （如空間不足，請於上方插入新行。）

$7,412.35

$651,723.46

E1 E6

E2 E7

E3 E8

E4 E9

E5職位： 老師

第1.1項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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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總計

受惠學生人數︰ 615

佔全校學生人數百分比 (%)： 100%

全方位學習聯絡人姓名： 關凱欣

第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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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校學生人數︰

專家／導師／教練費用

境外交流／比賽團費（隨團教師）

境外交流／比賽團費（學生）

交通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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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請說明）

學習資源（例如學習軟件、教材套）

設備、儀器、工具、器材、消耗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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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輸入下表代號；每項開支可填寫多於一個代號：

615

第1及第2項總開支

第3項：受惠學生人數

第1.2項總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