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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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堂「荃」接觸 (全校朝聖日)

- 增加對天主教聖堂的認識

宗教科 07/2021 P1-P6 全校 因疫情關係，而取消活動。 $0 / ✓

2 信仰福音營

- 學習如何在生活裡，實踐褔音中的共融合一精神。

信仰

培育組

07/2021 P4-P6 20 因疫情關係，而取消活動。 $0 / ✓

3 小一宗教日

- 增加對天主教信仰的認識

信仰

培育組

10/2020 P1 30 因疫情關係，而取消活動。 $0 / ✓

4 我們的師傅─聯校信仰歷奇活動

- 增加對天主教信仰的認識

信仰

培育組

03/2021 P5,P6 30 因疫情關係，而取消活動。 $0 / ✓

5 聯校信仰日營活動

- 增加對天主教信仰的認識

信仰

培育組

05/2021 P5,P6 30 因疫情關係，而取消活動。 $0 / ✓

6 新界西南總鐸區傳教節

- 增加對天主教信仰的認識

信仰

培育組

05/2021 P5,P6 20 因疫情關係，而取消活動。 $0 / ✓

7 探訪服務活動

- 透過服務，學習關懷有需要人仕。

信仰

培育組

19/01/2021 P4-P6 20 因疫情關係，而取消活動。 $0 / ✓ ✓

8 中國文化日

- 提升學生對中華文化的興趣及認識

中文科 01-02/2021 P1-P6 全校 學生能透過節日裝飾佈置感受節日氣

氛，從而認識中國文化。

$2,445.00 E1 ✓ ✓

9 硬筆書法工作坊

- 糾正學生握筆姿勢，讓學生體會中華文字之美。

中文科 全年 P1 92 由於疫情關係，不適宜進行集體活動

，故此取消活動。

$0 / ✓ ✓

10 聘請專業導師教授辯論隊

- 提升學生的思辨能力，鞏固語文基礎和表達技巧。

中文科 全年 P4,P5 12 由於疫情關係，不能於下午安排小組

活動，故此本年度未能開展訓練活

動。

$0 / ✓

11 英文日

- 豐富學生的學習經歷

英文科 04/2021 P1-P6 全校 95%學生喜歡當天的活動；

84%學生表示學會一些生字。

$9,567.20 E1 ✓

12 外聘外籍英語教師

-  以採購服務形式僱用外間機構安排外籍英語教師，

   協助學校舉辦有助促進全方位學習的英語課外／

   課後活動，從而豐富學生的學習經歷。

英文科 09/2020 - 05/2021 P1-P6 全校 90%以上學生留心上課 $162,000.00 E5,E6 ✓

13 桌上遊戲

- 讓學生透過桌上遊戲的活動，訓練及提升解難

  策略。

數學科 全年 P1-P6 全校 學生喜愛桌上遊戲，從活動中能提升

解難策略。

$9,036.80 E1 ✓

14 數學校外比賽

- 讓學生的潛能得以發展，擴闊學生視野。

數學科 全年 P4-P6 20 比賽於學校改以網上進行 $0 / ✓

15 常識戶外學習日

- 配合各級各單元課程為各級舉辦實地考察

常識科 01/2021 P1-P6 全校 因疫情關係，而取消活動。 $0 / ✓

16 科技活動

- 配合各級課程製作相關科學原理實作

常識科 21/06/2021 P1-P6 全校 學生能製作相關作品,並明白有關科

學原理

$8,700.00 E1 ✓

2020-2021 學年

全方位學習津貼  運用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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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1 學年

全方位學習津貼  運用報告

荃灣天主教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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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參觀科技企業或科學園

- 認識香港最新科技發展

電腦科 01/2021 P5 91 因疫情關係，而取消活動。 $0 / ✓

18 視藝參觀

- 提升學生對視藝創作的興趣及認識

視藝科 02-03/2021 P4-P6 15 因疫情關係，而取消活動。 $0 / ✓

19 小小藝術家培訓班

- 學生透過學習不同的藝術創作，提升他們對視藝

  創作的興趣及技巧。

視藝科 02-03/2021 P4-P6 15 因疫情關係，而取消活動。 $0 / ✓

20 學校文化日計劃：

泛亞交響樂團《動物嘉年華》動畫音樂會

- 學生能親身體驗交響樂音樂會及認識西洋樂器的

  音色

音樂科 02/03/2021 P4 93 本年度未能被抽中參與活動 $0 / ✓

21 學校文化日計劃：

演藝青年粵劇團- 粵劇全接觸

-  學生能親身體驗音樂會及認識粵劇表演藝術的特色

音樂科 23/02/2021 P5 91 本年度未能被抽中參與活動 $0 / ✓

22 學校文化日計劃：管風琴導賞音樂會

- 學生能親身體驗音樂會及透過現場示範，讓學生

  了解管風琴的不同彈奏技巧和演奏風格。

音樂科 25/11/2020 P6 91 大會取消有關活動 $0 / ✓

23 歌詠團導師：

- 為學校歌詠團作唱歌指導及指揮，指導學生唱歌

  技巧而提升歌詠團的水準。

音樂科 全年 P1-P4 50 因疫情關係，而取消活動。 $0 / ✓

24 聘請專業導師教授中國舞

- 學習中國傳統民族舞蹈，發展學生的想像力、

  創造力、記憶力以及增強他們的自信心。

體育科 全年  P2-P6 34 因疫情關係，而取消活動。 $0 / ✓

25 參加舞蹈比賽、演出

- 學習中國傳統民族舞蹈，發展學生的想像力、

  創造力、記憶力以及增強他們的自信心，觀摩

  其他參賽學校的舞蹈，擴闊學生視野。

體育科 全年  P2-P6 34 因應疫情，本年度沒有進行有關

比賽。

$0 / ✓

26 聘請專業田徑教練訓練校隊

- 透過有系統的訓練，可以培養出學生在田徑方面的

  興趣及發揮他們運動的潛質，從而培養學生運動的

  習慣，以及學習紀律、鍛鍊意志及體格。

體育科 全年 P4-P6 40 因疫情關係，而取消活動。 $0 / ✓

27 荃灣區校際田徑比賽

- 透過參與田徑比賽，讓學生的訓練有目標，促進

  學生投入訓練及練習。可增強學生自信心，培養

  他們的團隊精神及體育精神。

體育科 11/2020 P4-P6 40 因應疫情，本年度沒有進行有關

比賽。

$0 / ✓

第1項：舉辦／參加全方位學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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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1 學年

全方位學習津貼  運用報告

荃灣天主教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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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聘請田徑專業教練帶領比賽

- 透過專業的田徑教練於指導及帶領，讓學生能於

  比賽中吸收更多專業及寶貴的比賽知識及經驗。

體育科 全年 P4-P6 40 因應疫情，本年度沒有進行有關

比賽。

$0 / ✓

29 聘請專業教練訓練足球校隊

- 培養足球基本體能及足球團隊默契合作能力之

  訓練，達至參賽水平。

體育科 全年 P3-P5 25 因疫情關係，而取消活動。 $0 / ✓

30 荃灣區校際游泳賽

- 透過參與游泳比賽，讓學生的訓練有目標，促進

  學生投入訓練及練習。可增強學生自信心，培養

  他們的團隊精神及體育精神。

體育科 04/2021 P4-P6 16 因應疫情，本年度沒有進行有關

比賽。

$0 / ✓

31 聘請專業教練訓練乒乓球校隊

- 透過有系統的訓練，令學員在訓練中，掌握乒乓

  球技術、單打、雙打比賽規則及戰術運用等。

體育科 全年 P3-P6 6 因疫情關係，而取消活動。 $0 / ✓

32 乒乓球比賽

- 透過參與全港性的學界乒乓球比賽，讓學生的訓練

  有目標及吸收更多的比賽經驗，可增強學生的

  自信心，培養他們的團隊及體育精神。

體育科 10/2020 P3-P6 6 因應疫情，本年度沒有進行有關

比賽。

$0 / ✓

33 聘請乒乓球專業教練帶領比賽

- 透過專業的乒乓球教練於指導及帶領，讓學生能於

  比賽中吸收更多專業及寶貴的比賽知識及經驗。

體育科 全年 P3-P6 6 因應疫情，本年度沒有進行有關

比賽。

$0 / ✓

34 聘請專業教練訓練籃球校隊

- 培養籃球基本體能及籃球團隊默契合作能力之

  訓練，達至參賽水平。

體育科 全年 P3-P6 20 因疫情關係，而取消活動。 $0 / ✓

35 荃灣區校際籃球賽

- 透過參與游泳比賽，讓學生的訓練有目標，促進

  學生投入訓練及練習。可增強學生自信心，培養

  他們的團隊精神及體育精神。

體育科 03/2021 P4-P6 25 因應疫情，本年度沒有進行有關

比賽。

$0 / ✓

36 圖書館服務生參觀離島圖書館

- 豐富學生學習經歷

圖書科 上學期 P6 15 因疫情關係，而取消活動。 $0 / ✓

37 圖書館服務生參觀保育古蹟一天遊

-  跳出校園體驗古蹟文化

圖書科 下學期 P3-P6 50 因疫情關係，而取消活動。 $0 / ✓

38 訂報學生參觀星島日報報業中心

- 豐富學生學習經歷

圖書科 上學期 訂報學

生

20 因疫情關係，而取消活動。 $0 / ✓

39 作家/故事機構到校講座

-  讓學生擴闊閱讀層面

圖書科 全學期2次 全校 全校 只有P1及P4學生參與該活動 $10,000.00 E1 ✓

40 風紀領導訓練 (半日營)

-  提升領導能力、培養團隊合作精神

訓輔組 09-10/2020 P4-P6 60 因疫情關係，而取消活動。 $0 / ✓ ✓

第1項：舉辦／參加全方位學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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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1 學年

全方位學習津貼  運用報告

荃灣天主教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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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乘風航」海上訓練計劃

- 透過海上訓練計劃，讓學生在面對活動的挑戰中，

  培養學生合作性及成就感，提升其抗逆的能力。

訓輔組 14/11/2020 P5 50 因疫情關係，而取消活動。 $0 / ✓ ✓

42 「荃天小義工」義工服務

- 了解別人的需要，培養同理心及實踐關愛精神。

訓輔組 02-05/2021 P4-P6 45 學生參與了視像長者探訪活動，製作

了心意禮物及贈送防疫物資給他們。

合作中心表示長者喜歡與學生交流，

覺得禮物很合意和實用。

$1,060.00 E1 ✓ ✓

43 「荃天馬戲團」雜耍訓練班

- 增強學生自信心及學習與他人合作

訓輔組 10/2020-07/2021 P4-P6 15 學生積極參與活動，能學會轉碟、扯

鈴等雜耍。但因活動未完結，所以未

做檢討問卷。

$13,650.00 E5 ✓ ✓ ✓

44 荃天疫境小廚神

- 因應疫情發展，局限了學生的學習經驗，為照顧

  學生的成長需要，提升他們的抗逆力。

訓輔組 09/02/2021 P1-P3 27 學生積極參與活動，專注製作賀年糕

點，活動能提升他們的能力感，活動

過程輕鬆有趣。

$1,149.20 E1 ✓ ✓

45 情緒繪本工作坊/短片製作

- 因應疫情發展，局限了學生的學習經驗，為照顧

  學生的成長需要，提升他們的抗逆力。

訓輔組 下學期 全校 全校 因疫情關係，活動未能進行，

安排於下學年進行。

$2,300.00 E1,E7,

E8
✓ ✓

46 桌遊工作坊/短片製作

-  因應疫情發展，局限了學生的學習經驗，為照顧學生

   的成長需要，提升他們的抗逆力。

訓輔組 下學期 全校 全校 因疫情關係，活動未能進行，

安排於下學年進行。

$3,000.00 E1,E7,

E8
✓ ✓

47 遊戲治療

- 因應疫情發展，局限了學生的學習經驗，為照顧

  學生的成長需要，提升他們的抗逆力。

訓輔組 下學期 P1-P4 4 因疫情關係，活動未能進行，安排於

下學年進行。

$2,813.00 E1,E7 ✓ ✓

48 建立STEM精英小組

-  以採購服務形式僱用外間機構/教練，與本校老師

   進行共同備課及協作教學，協助學校建立校本

   STEM精英小組課程。

資優

教育組

04-06/2021 P4 24 與外間教練進行為期7節的智能家居

課程，學生於課程期間製作智能燈及

智能風扇。

$15,280.00 E1,E7 ✓

49 參觀立法會

-  了解立法會運作，訪問立法會議員，親身觀察/了解

   領袖特質；或模仿議員在議會上辯論。

資優

教育組

02-03/2021 P5 26 因疫情關係，而取消活動。 $0 / ✓ ✓

50 參加 Apple Workshop

-  配合小領袖課程，了解喬布斯如何於創新科技上的

   成就配合學校IT教學的發展，把該元素融合在領袖

   課程中。

資優

教育組

02-03/2021 P4 16 因疫情關係，而取消活動。 $0 / ✓

51 參觀法院

- 了解法院運作、認識判案過程、觀察法官如何

  判案。

資優

教育組

04-05/2021 P6 20 因疫情關係，而取消活動。 $0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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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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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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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1 學年

全方位學習津貼  運用報告

荃灣天主教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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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P4-P5小領袖活動策劃：

-  策劃約5-6次活動予P1-2 6班同學。

   小領袖把在領袖課程中學到的策劃技巧、

   溝通技巧、解難技巧、合作技巧實踐在

   活動策劃中。同時透過活動，增進不同

   年級同學的感情，締造友愛校園。

資優

教育組

03-05/2021 P4-P5 32 因疫情關係，而取消活動。 $0 / ✓

53 會社活動策劃：

-  三社社幹事策劃一年3次會社活動予全校同學。

-  會社領袖在活動策劃應用策劃技巧、溝通技巧、

   解難技巧、合作技巧。

資優

教育組

10/2020 - 07/2021 P1-P6 全校 第一次會社活動：活動以校園電視台

形式進行。第二次會社活動：因停課

而取消 。

第三次會社活動：於試後進行，學生

積極參與，社幹事能帶領活動。

$2,781.96 E1 ✓

54 優才增益課程

-  四年級STEM精英小組

-  讓學生善用暑假，體驗大學的學習生活。

資優

教育組

07/2021 P4 9 本校有6位學生獲得取錄，並完成課

程。

$12,750.00 E6 ✓

55 會社小廚神：

-  三社社幹事和家長正能量合作，每年在午休時

   舉辦6次烹飪班。

-  提供策劃活動的機會予社，也讓他們學習與

   不同人合作。透過活動，豐富同學校園生活。

資優

教育組

11/2020 - 06/2021 P5-P6 120 因疫情關係，而取消活動。 $0 / ✓ ✓

56 香港學界創意紙飛機大賽

- 透過研習紙飛機的飛行原理，訓練學生解難技巧及

  創造力。

資優

教育組

17/04/2021 P4 14 2位學生獲一等獎，12位學生獲二等

獎，2位學生獲三等獎。

$950 E2 ✓

57 「Amazing Teens荃灣CYC聯校領袖培訓

計劃 2020」體驗活動

-  學生學習成為領袖的技巧

德育及

公民教育組

10/2020-04/2021 P4-P5 因疫情關係，而取消活動。 $0 / ✓

58 共融戶外體驗活動之「你我全接觸」日營

- 學生學習接觸不同能力、背景的新朋友嘗試團隊

  合作，學習欣賞和接納社會上不同的人。

德育及

公民教育組

01/2021 P4-P6 因疫情關係，而取消活動。 $0 / ✓

59 明愛向晴軒講座「天跌落來當被 」

-  學生學懂面對壓刀及學習減壓的方法

德育及

公民教育組

27/04/2021 P4-P6 275 學生積極投入參與活動 $1,440.00 E1 ✓

60 和諧之家「和諧快線．Harmony Express」

2019-2020情緒教育流動服務

-  提升學生之抗逆能力和強化正面的情緒發展及治療

   創傷

德育及

公民教育組

07/2021 P1,P2 187 因疫情關係，而取消活動。 $0 / ✓

61 和諧之家「和諧快線．Harmony Express」2019-2020情

緒教育流動服務

-  提升學生之抗逆能力和強化正面的情緒發展及治療

   創傷

德育及

公民教育組

07/2021 P3,P4 185 因疫情關係，而取消活動。 $0 / ✓

62 香港紅十字會校園人道活動之「戰區2.0」探索活動

-  培養學生之同理心，學習以行動發揮人道精神

德育及

公民教育組

01/2021 或
07/2021

P4-P6 30 申請未被取錄 $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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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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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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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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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1 學年

全方位學習津貼  運用報告

荃灣天主教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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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荃天小農夫」活動

- 園藝治療活動、校內種植活動、農舍日營活動等。

- 透過校內種植活動及校外耕種體驗活動，增進學生

  種植的知識，讓學生培養耐性及合作精神，並提升

  其環保意識。

學生

支援組

全年 P4-P6 25 原訂於星期一至四小息進行種植活動

，因疫情持續，故種植活動延期至下

學年進行。

而星期五活動360時段進行的

「荃天小農夫」訓練亦因疫情關係，

只舉行了數次活動。

活動能提升學生對植物及種植方法的

認識，亦透過藝術活動(如用枯葉砌

畫、母親節小禮物)，讓學生表達自

己的情緒及表達對別人的關愛。

$4,967.00 E1 ✓ ✓ ✓

64 「動靜有時」專注力訓練小組及

「活出友情」社交及情緒訓練小組

- 利用教材及學習軟件，提升學生有關情緒、社交及

  專注能力。

學生

支援組

下學期 P2-P4 12 「活出友情」社交及情緒訓練小組

- 大部分組員(80%)認為能增進

  他們在社交及情緒上的認知及

  應用。

- 學生能準時出席小組，每節小組

  出席率均達80%或以上。

- 學生願意在小組內嘗試投入

  參與，亦開始多留意和理解

  別人的感受和想法。

「動靜有時」專注力訓練小組

大部分組員(80%)認為小組有助提升

他們的專注程度及自我察覺能力。學

生能準時出席小組，每節小組出席率

均達80%或以上。學生踴躍參與小組

各項訓練活動，有較高動機投入專注

於小組。

$5,790.00 E1 ✓

65 多元化活動  線上360

- 透過線上各種魔術課程，擴闊學生不同的學習

  經歷；並以魔術為媒介，讓學生學會表達

  自我，向身邊人發放正能量。

活動組 04/2021 全校 全校 學生參與度高，而且對該課程感興

趣。

$36,575.00 E1 ✓

66 學校旅行

- 讓學生接觸及欣賞大自然景色，擴闊視野，放鬆

  平日緊張的學習情緒，舒暢身心。進行班際活動，

  促進師生關係。

活動組 12/2020 全校 全校 因疫情關係，而取消活動。 $0 / ✓

67 教育營

- 學習獨立和照顧自己，提升自理能力，培養群體及

  互助互愛的精神，並且發揮團結合作與領導才能。

活動組 05/2021 P6 91 因疫情關係，而取消活動。 $0 / ✓

$306,255.16

1.2

$0.00

$306,25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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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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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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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項總開支

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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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項總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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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1 學年

全方位學習津貼  運用報告

荃灣天主教小學

項目 範疇 用途

1 購買數學教學用具 數學 教具、學具

2 STEM 活動物資 資優教育組 比賽物資

3 攀石牆 體育組 場地設備

4 手球龍門架 體育組 器材添置

5 參加校際舞蹈比賽：

學生服裝津貼 ($400 x 34人)

體育組 表演服裝

6 田徑校隊服裝津貼 體育組 比賽服裝

7 羽毛球校隊服裝津貼 體育組 比賽服裝

8 籃球校隊服裝津貼 體育組 比賽服裝

9 足球校隊服裝津貼 體育組 比賽服裝

10 乒乓球校隊服裝津貼 體育組 比賽服裝

11 化妝品 體育組 比賽物資

12 天台尼龍網 體育組 體育用具

13 乒乓球枱3張 體育組 體育學習器材

- 預繳2020-2021年度學校旅行費用，金額HK$6,750.00

＊： 輸入下表代號；每項開支可填寫多於一個代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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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退回2019-2020年度支出費用

開支用途代號

$426,429.14

$6,249

$0

$10,000

全方位學習聯絡人（姓名、職位）： 葉祉汝     課外活動主任第1及第2項總開支

第2項總開支

100%

554

554

受惠學生佔全校學生

人數百分比 (%)：

受惠學生人數︰

全校學生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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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0

第3項：受惠學生人數

實際開支 ($)

$0

$120,174

$0

$0

$8,000

$0

$49,800

$125

$4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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