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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活動簡介 目標 舉行日期 
受惠學生 

（級別） 
評估結果 

實際 

開支 

（$） 

開支 

用途
＊

 

基要學習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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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項 舉辦／參加全方位學習活動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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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實地考察、藝術賞析、參觀企業、主題學習日） 

英文 

英文尖子隊 +班際

SCRABBLE +校外比賽  

提升學生學習英文的興趣、提升

學生英文串字能力及擴闊學生視

野。 

全年  P.5-P.6 
因應疫情，沒有舉行比

賽，未能評估。 
- E9      

英語聲演團 +Toi Shan 

Channel+P.1 -P.4Engl ish 

Talent  Show +校外比賽  

提升學生學習英文的興趣、提升

學生英文說話及表演能力、擴闊

學生視野及提升學生學習英文的

自信心。 

全年  全校 

因 應 疫 情 ， Toi Shan 

Channel 只能播放一集，

P.1-P.4 English Talent 

Show 及部份校外比賽

亦因疫情取消。根據老師

觀察，英語聲演團的團員

練習投入，全部隊員均有

參加校內及校外比賽。 

- E9       

英文大使及相關活動  
豐富學生學習英文的語境，提升

學生學習英文的興趣。 
全年  全校 

因應疫情，二月至七月

的英文大使活動取消。

根據老師觀察，英文大

使服務投入，參與學生

亦積極。 

$2,966 E1      



 每月英文攤位遊戲日  
豐富學生學習英文的語境，提升

學生學習英文的興趣。 
每月一次  全校 

因應疫情，二月至七月

的每月英文攤位遊戲取

消。根據老師觀察，學

生投入活動。 

$2,329 E1      

數學 班際數學比賽  提升學生學習數學的興趣。 下學期  全校 
因應疫情，沒有舉行比

賽，未能評估。 
- E9       

常識 

3-6 年級校外參觀  

配合常識科課程出外參觀相關機

構或設施，增加學生對課本知識

的了解及鞏固其個人的情意及價

值觀。 

全學年  P.3-P.6 

上學期，分別有三年級

參觀屯門市鎮公園、四

年級參觀水資源中心及

六年級參觀科學館，學

生的表現積極。因應疫

情，五年級參觀取消。 

$7,800 

 
E2      

環保小天使活動  
環保小天使出外考察及考取環保

章。 
全學年  P.3-P.6 

因應疫情，負責老師推

薦 P4-P6 組員參加｢學

生環境保護大使計劃｣

網上訓練，反應踴躍。 

- E9       

兒童脊科基金活動  推廣學生及家長關注脊骨健康。 全學年  全校 

每班挑選 2 人做護脊大

使，並且鼓勵及記錄各

班進行護脊操的表現。

因應疫情，兒童脊科

基金的周年賣旗活動

取消。 

- E9      

水務署惜水學堂活動  

配合常識科課程參加一系列活

動，借此增加學生對珍惜水資源

的認知。 

全學年  全校 

因應疫情，負責老師挑

選 P4-P6 學生參加網上

｢標語設計」、「海報設

計」及「告示設計｣比

賽，反應踴躍。 

- E9      

視藝 

3、5 年級參觀 擴闊學生視野，感受藝術文化。 全學年 P.3、P.5 

共有 30 名小五學生參

加了由香港中文大學舉

辦的「一二三藝‧賞‧

遊」藝術活動。學生積

極參與。 

$1,600 E2      

維園花卉展寫生比賽 
讓在視藝科資優的學生出外參加繪畫比

賽，吸收實戰的經驗。 
下學期  P.2-P.6 

因應疫情，沒有參加比

賽，未能評估。 
- E9      

參加渣打藝趣嘉年華(親子) 

讓家長及學生一同感受大型藝術活動的

氣氛，擴闊他們的視野，及使家長支持

子女發展藝術潛能。 

上學期  P.2-P.6 
因應疫情，沒有參加嘉

年華，未能評估。 
- E9       



 

 

音樂  

欣賞音樂會  
讓學生有機會到演奏廳欣賞音樂

會，擴闊他們的音樂素養。 
下學期  P.5 

當天的活動包括介紹粵
劇基本元素「唱做唸
打」、示範粵劇基本
功、試穿粵劇的服飾及
欣賞折子戲。帶隊老師
觀察所得，大部分學生
在活動中表現得十分投
入及有興趣，能藉此機
會對粵劇有初步的了解
及認識，對於將在下學
期學習的單元《唱唱做
做學粵劇》有幫助。 

$1,800  E2      

合唱團  
讓學生有比賽的經驗，培養合作

精神及增強自信心。 
2-3 月  P.2-P.6 

因疫情關係，練習及比

賽取消，未能評估 
- E9       

學校文化

日  

德思戲劇教育工作室《去

吧！登月幻想號！》偶戲

劇  

讓學生接觸偶戲的演出，提升學生

欣賞戲劇的興趣及發揮想像力。 

12 月 4

日  
P.3 

到高山劇場觀賞精彩的
戲偶劇，學生表現投
入，從劇中了解不同戲
偶的表演形式，亦讓學
生了解幻想故事的創作
元素，從劇中能幻想月
球背面的空間及出現的
情況。學生對觀賞戲劇
有很大興趣，活動效果
良好。 

$3,000 E2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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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多元智能活動、體藝文化活動、領袖訓練、服務學

習、學會活動、校隊訓練、制服團隊活動、軍事體驗營） 

音樂 

西樂團：  

1.導師費  

2.樂器費 (譜架、木管及銅管樂

器) 

3.樂器維修費  

4.樂器配件(如：弦線、簧片) 

學生能夠有學習及合奏音樂的經驗。 全學年 P.3-P.6  
因疫情，只完成 10 次訓

練。學生表現一般。 
$42,150 E6      

中樂樂器班： 

1.導師費  

2.樂器費 (二胡、中阮等) 

3.樂器維修費 

4.樂器配件(如：琴碼、弦線) 

學生能夠有學習及合奏音樂的經驗。 全學年 P.2-P.6  
因疫情，只完成 10 次訓

練。學生表現一般。 
$24,300 E6      



英文 英語音樂劇: 1.導師費 
透過戲劇訓練發展學生潛能，提升英語

能力、自信心及團隊精神。 
全學年 P.3-P.6 

因疫情關係，學生只完

成 8 次訓練，而戲劇節

比賽取消，未能評估成

效 

$10,000 E5      

常識 機關王競賽訓練班 
透過培訓班訓練學生的創意思維及團隊

精神。 
全學年 P.5-P.6 

因應疫情，只完成 8 次

訓練。香港機關王競賽

取消比賽，未能評估成

效。 

$10,240 

 
E6      

數學 奧數班校隊訓練 
發展學生數理方面的潛能，培訓精英學

生代表學校參賽。 
全學年 P.4-P.6 

因應疫情，只完成 10 次

訓練，2 名隊員參與了

「大灣盃-粵港澳大灣區

數學競賽預選賽」並獲

三等獎，而其他比賽取

消，未能評估成效。 

$22,200 E6      

視藝 點點童畫班 

向專業藝術老師學習，讓學生發展藝術

的潛能，代表學校參加比賽，提升自信

及成就感。 

全學年 P.2-P.6 

共參加了 7 個比賽，約

100 名人次參加，約 60

人次獲得獎項。 

$9,000 E6      

電腦 

舞動機械人興趣班 

引領科技潮流，應用科技予學習，提升

學生的學習動機以及實現跨學科的編程

學習。 

全學年 P.4 -P.6 

因應疫情，只進行了 8

次課堂學習，學生表現

積極，甚感興趣。但未

能實現跨學科的編程學

習，未能評估成效。 

$21,600 E7      

VEX IQ 校隊訓練 

讓學生發揮自己的創意，根據該年發佈

的比賽規則，用手中的工具和材料創作

出自己的機械人作賽。 

全學年 P.4 -P.6 

本校 VEX IQ 賽隊與同區

友校共同作培訓，學生

表現積極。隊員參與了

一次境外交流活動，多

次本港 VEX IQ 比賽，比

賽成績優秀，但部份項

目因疫情取消。 

$8,135 
E3、 

E7 
     

體育 體育團隊訓練營 
建立團隊精神，加強學生的體能、技術

及自信心。 
上學期 P.3 -P.6 

學生表現投入，積極參

與各項挑戰，並能從中

學到自理及與人溝通的

技巧。對於建立團隊精

神的活動，學生從活動

中能互相建立更緊密的

關係，效果良好。 

$35,800 E6      



 

排球教練 

教授排球技術，訓練學生勤奮刻苦精神

及透過不同比賽，汲取經驗，為校爭

光。 

全學年 P.2-P.6 

從小培養初小學生的技

術，能與學界隊接軌，

學界隊本年度參與兩項

邀請賽，均能獲得奬

項，效果良好。 

$18,840 E5      

 

籃球教練 

提升學生體能，團隊合作精神。 

增加個人面對逆境的能力，以及成功感

和自信心。 

全學年 P.3 -P.6 

學生出席率高，投入訓

練。學生認真積極參與

賽事，獲取佳績，半學

年已取得 5 冠 1 亞 1 季

成績。 

$26,600 E5      

跳繩教練 建立團隊合作精神，增加學生自信心。 全學年 P.1-P.6 

學生出席率高，投入訓

練。學生認真積極參與

賽事，獲取佳績，能有

效提高學生自信及表現

力。 

$15,570 E5      

游泳教練 

泳隊訓練分為 3 個班別，學員透過不同

程度的練習，設定各項目標。 

透過不斷強化的訓練，以建立自信、增

強體格、提升個人特質。 

全學年 P.1-P.6 

學生出席率達 8 成，訓

練積極投入，惜因疫情

未能參與學界賽事，可

幸初班學生已全部提升

至中班。 

$51,211 E6      

其他校隊 

乒乓球透過有系統的訓練，令學員在訓

練中，掌握正確的高階技術、包括心理

訓練及戰略的運用等。 

全學年 P.1-P.6 

學生出席率高，投入訓

練。學生認真積極參與

賽事，於屯門區少年警

訊會長盃乒乓球比賽

2019，獲取殿軍及$500

運動禮券。 

$12,328 
E1 

E7 
     

課外活動 

多元智能課程 

豐富學生的學習經歷及機會，發展學生

的多元潛能，擴闊視野，提高個人的自

信心。 

全學年 

（逢星期一

多元智能課

時內） 

P.1-P.2 

84%的小一、二學生認

同參與多元智能課能提

升他們的學習興趣。從

老師觀察學生對於多元

智能課的內容感有趣，

導師教學能切合學生程

度及需要，讓學生能有

不同的學習經歷。 

$39,640 E6      

毛毛蟲劇團 
通過普通話戲劇訓練、排練及比賽，提

升學生的自信心及與人相處的技巧。 
全學年 P.2-P.6 

成功聘請專業導師為學

生提供戲劇訓練，在課
$9,600 E5      



堂學生表現投入，積極

參與不同的練習，從中

學到建立默契的技巧，

自信心得以提升。學生

十分用心排劇，因疫情

而沒法參加比賽，但學

生從排劇中能互相建立

信任，可見效果良好，

可以繼續推展。 

舞蹈組（爵士舞） 
讓學生發展舞蹈的才能，代表學校參加

比賽和表演，提升自信。 
全學年 P.1-P.6 

學生完成了 12 堂訓練，

雖未有參加比賽，但學

生投入練習。 

$15,574 E6      

Care 小記者活動 

讓學生關心社區中的人及事，表達兒童

心聲，並提出積極建議，提昇社區內的

正能量。 

全學年 P.4-P.6 

在學生出席了上學期兩

次的活動中，老師看到

學生們表現出小記者應

有的好品德，充滿愛

心，對服務社會充滿正

能量。 

$1,000 E6      

幼童軍訓練營 
讓幼童軍成員體驗團體生活，提升童軍

技能，加強自理、協作與溝通能力。。 
下學期 P.3-P.6 

因應疫情，沒有參加訓

練營，未能評估。 
- E9      

藝術  粵劇活動 
通過大匯演，提升學生的自信心及與人

相處的技巧。 
全學年 P.2-P.5 

因應疫情，沒有參加大

匯演，未能評估。 
- E9       

訓輔  

班級經營活動  
透過多元化的活動及服務學習經歷，提

升學生成功感。 
全學年 全校 

各項班級經營活動都能

吸引同學參與，雖然有

部分活動因疫情而暫停

或取消，但仍有 91%學

生表示喜歡此類活動。 

$837.70 E1      

乘風航訓練計劃 
透過挑戰性活動，強化學生的自信心和

勇氣，培養勇敢面對困難的能力。 
下學期 P.5-P.6 

因應疫情，沒有參加訓

練計劃，未能評估。 
- E9      

風紀培訓日營 
通過團隊訓練活動，加強各風紀隊員的

合作性和抗逆能力。 
下學期 P.4-P.6 

學生積極投入活動，有

99%風紀隊員表示喜歡

此項活動，同樣有 99%

風紀隊員表示活動對自

己成長有幫助。 

$92,670 
E1 

E6 
     

1.3 舉辦或參加境外交流活動或比賽，擴闊學生視野 

 /            



 

範疇 項目 用途 實際開支（$） 

第 2 項 購買推行全方位學習所需的設備、消耗品、學習資源 

STEAM  學具及教材  用於各級 STEAM 活動 - E9 

視藝  點點童畫班 美術用品 $1,415.30  

音欒  合唱團用品 用於比賽服飾  E9 

體育  團隊用品  練習及比賽用具 $8,368  

課外活動  舞蹈組（爵士舞） 用於比賽服飾 $3,182.20  

藝術  粵劇教具 用於表演服飾  E9 

  第 2 項預算總開支 $12,965.50  

  第 1 及第 2 項預算總開支 $370,406.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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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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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學習軟件） 

E4 境外交流／比賽團費（隨團教師）  E9 其他（請說明）:因疫情取消 / 網上活動或比賽，沒有支出 

E5 專家／導師／教練費用    

受惠學生人數 

全校學生人數︰ 707 
全方位學習聯絡人（姓名、職位）﹕ 李佩珊 學生活動主任 

預期受惠學生人數︰ 707 

 
預期受惠學生人數佔全校學生人數百分比（%）：      100% 

1.4 其他  

音樂 學生承擔中西樂隊部分費用     
($27,500

) 
E6      

 
學生支援津貼合資格學生部分

活動費用 
    

($101,85

0) 
      

    第 1 項預算總開支 $357,440.7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