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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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1/4)第72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報名費
中文 20/10/2020 中一至中五 32 學生表現投入 $2,525.00 E1 √

2

中文(2/4)提升學生學習效能——

「中六級中文寫作及綜合能力增潤

課程」導師費（14/9/2020至2/4/2021）

（$1,350 x 20堂）

中文 9-2020至04/2021 中六 5 學生表現積極 $27,000.00 E5 √

3
中文(3/4)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會籍更新費
中文 20/10/2020 中一至中五 32 不適用 $250.00 E1 √

4
生物(1/1)試後科學活動-資優法證

科學證書課程
科學 30/6 , 13/7 /2021 中一至中二 20 學生表現積極 $15,000.00 E1 √

5

物理(1/1)每位同學設計及製作１組人面辨

識儀器，能追蹤及作出簡單反應

認識人工智能、學習不同電路元件的應用，

裝組及接駁電路，利用Micro:bit編程

科學 3/7/2021 中四至中六 20
學生投入認真，

順利完成製成品
$16,800.00 E1,
E5,
E8 √

6 英文(1/2)Life-wide English Learning Activities 英文 9/2020至8/2021 中三至中六 54 學生表現積極 $200,780.00 E1, E5 √

7 普通話(1/1)第72屆香港學校朗誦節報名費 中文 10/20/2020 中二 3 學生表現投入 $450.00 E1 √

8 視藝(1/6)參觀展覽 藝術（視藝） 14/7/2021 中三至中五 24 學生表現積極 $440.00 E2 √

9 視藝(2/6)藝術全接觸 藝術（視藝）
5/7/2021,7/7/2021,

17/8/2021,24/8/2021
中一至中五 26 學生表現積極 $57,003.00 E1, E5 √

10
視藝(3/6)資助學生參加藝術家工作坊(木雕

製作)
藝術（視藝） 25/6/2021,12,13/7/2021 中二至中五 12 學生表現積極 $5,240.90 E5 √

11 體育(1/2)科本活動-保齡球運動示範 體育 27/1/2022 中四 20 預訂活動 $740.00 E1 √

12 體育(2/2)校隊訓練 體育 1/09/2020-31/8/2021 中一至中五 40 學生表現積極 $3,379.40 E1,E7 √

13 訓導(1/1)中一適應團隊訓練營 價值觀教育 22-23/10/2020 中一 120 學生表現投入 $14,560.00 E5、E7 √ √

14 資優(1/1)深港澳資優邏輯比賽 2021 數學 27/04/2021 中一至中三 12
1人金獎、4人銀獎、

5人銅獎、2人優異獎
$5,400.00 E1 √

15
輔導(1/5)Love Promotes Learning - 團隊活動

及校園攝趣
價值觀教育 10/2020 ,  02 / 2021, 30/6-9/7/2021 全校 653 學生表現投入 $22,948.80 E1, E5, E7 √ √ √

16 輔導(2/5)學長領袖訓練計劃 領袖訓練 8/2020 ,  6、20/11/2020 中三至中五 160 學生表現投入 $9,050.00 E1, E5, E7 √

17 輔導(3/5)中一適應輔助計劃 價值觀教育 7,9/9、29/10 、16,19/11、31/5 中一,中三至中五 160 學生表現投入 $1,281.80 E1, E7 √ √ √

18
輔導(4/5)各級生命教育(共融、

模擬人生)
價值觀教育 29/10 、16/11、19/11、8/7 中一,中五 150 學生表現投入 $12,000.00 E1, E5 √

19 輔導(5/5)停課特別關愛或輔導活動 價值觀教育 7/9、9/9、5/2 中二,中六 200 學生表現投入 $3,752.50 E1, E7 √

20 課外(1/8)聯課活動 藝術（其他） 10/2020-05/2021 中一至中五 552 學生表現投入 $650.00 E1 √ √ √ √ √

21 課外(2/8)義工服務及領袖訓練營 領袖訓練 5-7/11/2020 中三至中五 57 學生表現投入 $7,960.00 E1 √

22 課外(3/8)試後活動-躲避盤體驗日 體育 7-9/07/2021 中一至中三 354 學生表現投入 $13,500.00 E1 √

23
課外(4/8)試後活動-手語活動教室

工作坊
手語 5/7/2021 中二 118 學生表現投入 $2,000.00 E1 √

24 課外(5/8)試後活動-參觀中央圖書館
德育、公民及

國民教育
2,5,7/07/2021 中一 119 學生表現投入 $6,144.00 E2 √

基要學習經歷

(請於適用方格加上號，可選擇多於一項)
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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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估結果 開支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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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2021學年

全方位學習津貼  運用報告

東莞工商總會劉百樂中學

第1項：舉辦／參加全方位學習活動

編號



25
課外(6/8)試後活動-青年新世界

「逆流挑戰」到校影片分享

「逆流挑戰」到校影片分享

價值觀教育 29/6/2021 中三 117
活動時間稍長，學員

講者未能有效帶來共鳴
$500.00 E1 √

26 課外(7/8)全方位多元學習日 價值觀教育 6/11/2020及5/11/2021 中一至中五 552 學生表現投入 $18,482.70 E1,E5,E7 √ √ √ √ √

27 課外(8/8)班本及其他活動 價值觀教育 21/7/2021 中四至中五 4 學生表現投入 $1,000.00 E1 √ √

 （如空間不足，請於上方插入新行。）

$448,838.10

1.2

1

2

 （如空間不足，請於上方插入新行。）

$0.00

$448,838.10

第3項：受惠學生人數

項目 範疇 用途

1

中文(4/4)(10.2＂ iPad Wi-Fi 32GB、

Apple Care+、Flip Case、Glass Screen

Protector) 25 pcs @$2,960

中文 協助進行學習活動

2

英文(2/2)English Reading Program -

 購買iPad x 25部($2,960@)、Apple TV x 30部

($1,068@)、AppleCare+ for Apple TV x 30部

($195@)

英文 協助進行學習活動

3 視藝(4/6)Apple Pencil 6 pcs 藝術 協助進行學習活動

4 視藝(5/6)Adobe Creative Cloud 藝術 協助進行學習活動

5 視藝(6/6)電子顯示屏 藝術 協助進行學習活動

 （如空間不足，請於上方插入新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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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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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項總開支

$74,000.00

實際開支 ($)

第1及第2項總開支

第2項總開支

$667,256.10

$218,418.00

$111,890.00

$4,200.00

$5,328.00

$23,000.00

麥希賢 GM

100%

653

653

受惠學生佔全校學生

人數百分比 (%)：

受惠學生人數︰

全方位學習聯絡人（姓名、職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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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2項總開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