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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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項：舉辦／參加全方位學習活動

人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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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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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五年級服務學習體驗活動（美

荷樓）

透過參觀美荷樓，讓學生了解昔日

香港住屋文化演變，學習如何面對

困境，提升抗逆力。

7月 P.5 50 3342.5 67 E1、E7
生命教育

科

教師觀察/ 學

生課業

學生在活動後，嘗試設計活動給同班的同學，實踐互

助，使整體班上氣氛有所提升。
 

2
四年級服務學習體驗活動（關

懷他人）

透過石峽尾大火，學會互助幫助的

重要性。挑選校內一級同學，為他

們進行服務。

4月 P.4 81 559.0 7 E7
生命教育

科

教師觀察/ 學

生課業

學生協議了為小六學生進行服務，為小六學生放榜前

製作打氣風車以送上祝福。活動中，小五學生投入活

動，小六學生也表示欣賞同學的心意。

 

3 小一至小四 數學專題活動
各級進行不同數學活動，以認識數

學概念。
大課及課堂 P1-4 273 3838.0 14 E7 數學科

教師觀察 /

檢討活動文件

學生在活動中，利用桌遊遊戲訓練邏輯思維及閱繪本

圖書認識數學概念，從教師觀察所得，學生投入活動

，有助提升學生學習數學的興趣。



4 戶外學習活動
以環保為題，為各級舉辦戶外學習

活動。
全年 P1-P6 371 3200.0 9 E5 常識科

工作紙/

學生問卷

因疫情影響，本年度常識科所有戶外學習活動改為校

內或線上學生講座及教師培訓。   學生講座包括：

「小學到校認識蜘蛛生態活動」、「香港生態及生物

多樣性」、「夜行動物」、「瀕危動物」，根據老師

觀察，機構導師教授的内容豐富、有趣，學生參與活

動時，積極、投入，效果理想。



5 欺「零」大冒險學生講座 培養學生正確使用電腦的態度 10月 P4-6 179 1800.0 10 E5 電腦科 教師觀察

講者利用生活經歷引入引發學生共鳴，讓學生認識到

欺凌對別人的傷害，並學習在生活中應如何應對此類

事情。活動中 學生投入活動，積極答問。



6 英文四-五年級森林寫作課程
購買香草，給五年級學生在課堂外

進行煮食，設計香草食譜；
11月-5月 P4-5 131 1089.6 8 E8 英文科

教師觀察/學

生問卷

學校自設教材，印製所需學習冊，有系統地幫助學生

規劃、整理各個課堂所學；購買香草食材進入課堂，

引起學生極大興趣，積極參與課堂。活動中，學生透

過觀察、觸摸和近距離聞香草的氣味，最後帶回家設

計香草食譜，與家人品嘗。教師反映課堂中學生積極

投入，能有助學生理解和運用所學知識。建議明年繼



7
3-4年級網上課程English

Through Science

透過瞭解科學原理及各種科學實驗

， 增加學生在自然科學相關的知識

，培養創造力、探究力及實操能

力。

4月 P3-4 130 29700.0 228 E1 英文科
教師觀察/

學生問卷

學生出席率高，對學習内容有興趣。此課程為特別假

期期間的網上課程，内容上加入了互動元素，讓學生

在家中也能提高學習動機。唯程度上稍超3-4年級學生

能力，較為適合5-6年級。



8 English Reporter

旨在開闊學生眼界，了解各地文化

融合，培養包容、接納的正面價值

觀

5-6月 P6 19 3075.0 162 E1 英文科
教師觀察/

學生問卷

此為網課，導師以英語教授學生各地文化，學生出席

率高，導師因應老師要求設計課堂內容和工作紙，並

引入自主學習元素；上堂時學生參與度高，推薦明年



9 創意生活寫作班
培養學生對生活經歷創作的興趣，

提高想像及創意力
1-4月 P5 57 8800.0 154 E5 中文科

教師觀察/

口頭訪問

課堂帶領學生透過不同生活情境進行創作，啟發學生

創意及想像力，學生於課堂分享學習成果，評價同儕

值得學習的地方。根據教師觀察，學生整體出席率達

至9成，投入課堂討論中。而問卷顯示約八成學生也認

為活動能培養我創意及想像力，提升寫作能力，對創

意生活寫作班感到滿意。



10 說話技巧提升班
加強學生說話及溝通能力，掌握不

同表達技巧，應用於生活。
12-3月 P6 48 10400.0 217 E5 中文科

教師觀察/口

頭訪問

根據教師觀察，六年級學生整體出席率達至八成。六

年級學生起初較為害羞，不敢多發一言，惟經導師示

範及多番鼓勵下，大部份學生主動表達己見，並能透

過不同主題提出多個生活例子加以說明，自信心逐步

提升。課堂也教授學生字詞讀音，故部份學生發音逐

步改善。根據學生網上問卷調查所得，約七成學生也

認為活動能提升我說話和溝通能力，為升中做好準備

，對說話技巧提升班感到滿意。



11 馬賽克壁畫製作
加強「合作學習」及對母校多的歸

屬感，創建藝術校園。
7-8月 P5-P6 42 18964.9 452 E5、E7 視藝科

教師觀察/口

頭訪問

學生對鑲嵌藝術甚感興趣，在師的帶領下，成功地為

校舍添置一件具中國建築持色的文字藝術品。
 

打鼓嶺嶺英公立學校
全方位學習津貼  運用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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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察／

評估方法
評估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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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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現代水墨＞講座
讓學生探索中國水墨的可塑性，啟

發學生的想像力及創意。
4月 P4-P6 52 8602.1 165 E5、E7 視藝科

教師觀察/學

生問卷

學生出席率達95%，學習内容年新穎有興趣。此課程為

特別假期期間的網上課程，内容上加入了互動元素，

讓學生在家中也能提高學習動機。上堂時學生參與度

高，推薦明年繼續此項目。



13
運動比賽及活動（運動同樂

日、校隊運動鞋、比賽）

透過參與校外校內的活動及比賽，

培養學生勤奮向學、積極做事的態

度，發捍學生潛能。

全年 P1-6 371 21165.0 57
E2、

E5、E7
體育科

教師觀察/學

生問卷

全校學生參與運動同樂日，活動包括班際比賽、SHORT

GOLF體驗、港隊運動員講座、DIY足踺、花式跳繩體驗

班、閱讀運動書展等等。問卷調查顥示學生認為活動

能提升個人對做運動的樂趣。另外，體育科邀請本校

校隊代表學校參加學界比賽，擴闊眼界。



14 小結他班
透過學習樂器，培養學生對音樂的

興趣。
全年 P3-4 82 9675.0 118 E5 音樂科 教師觀察

三、四年級面授班全體同學參與小結他班，就老師觀

察，普遍同學對彈奏小結他感興趣，並用心學習，小

結他學習冊顯示同學回家有進行練習，學習進度理想

，導師能按原定進度完成整學年的課程。



15 音樂遊樂園（星期一）
透過多元化的音樂活動，提昇學生

的表達能力和自信。
全年 P.1-6 16 3500.0 219 E5

課外活動

組
教師觀察

透過各類型的音樂活動(包括唱歌、音樂遊戲、音樂繪

本...等)，同學從中學會表達自己的感受，活動過程

中樂於分享，同學在社交、情緒管理上均有明顯的進

 

16 各級課外活動

於時間表內，加入每級每星期兩節

的課外活動時段，為學生提供多元

化的體驗活動，發揮學生潛能。

全年

P1-6 （各

級於課時

內活動）

280 79635.0 284 E5
課外活動

組
教師觀察

本年度開設了16項活動供全校面授學生於課時內參與

，內容包括足球、空手道、乒乓球、STEM、創意藝

術、博物調查、魔術、手鐘...等。學生問卷顯示88%

同學認為自己積極投入參與課外活動，透過訪談，同

學表示能在課外活動課中找到滿足感和成就感，同學

亦能在課外活動中學習欣賞自己、欣賞別人。

  

17 小一跨學科專題活動
小一級舉辦兩次跨學科活動，讓學

生經歷相關主題學習活動。
12月至6月 P1 74 76.3 1 E7

小一跨學

科

課業/

教師觀察

小一跨學科活動為「聖誕來了」及「瀕危物種」﹐從

教師觀察及課業反映學生投入活動，能達至活動的教
 

18 豐富學生的森林及大自然知識

利用校園環境，為一至六年級學生

進行半天戶外森林學習課，讓學生

學習大自然相關知識，培養學生與

大自然相處的正確態度。

全年 P.1-P.6 371 79000.0 213 E1
小一至小

六森林課

課業及教師觀

察

是次活動為小一至小六學生舉辦半天森林活動日，由

校內機構及本校老師合作帶領活動。從教師統計得知

，91%學生表示喜歡是次森林動。教師認為學生能從活

動中學會生態及STEM 知識，學生嘗試動手做，也可以

與同學合作完成任務。

 

19 成立升旗隊

組織升旗隊，訓練隊員的團隊精

神。 團隊需要進行步操及升旗儀式

訓練。

小息 升旗隊 20 1930.0 97 E1 升旗隊 教師觀察

升旗隊本年度成立順利，有約18位學生加入升旗隊並

於小息期間有恆常訓練。此外，升旗隊每天也在學校

升旗，每星期會舉行一次升旗儀式，更有外界松構邀

請本校升旗隊於國慶日、回歸紀念日等重要日子到場



20 天文生態遊
提升學生對大自然的興趣及親子關

係，加強親子溝通及表達。
7月 P5-P6 30 5900.0 197 E5 訓輔組

教師觀察/口

頭訪問

學生喜愛大自然，在活動中投入參與。學生活動後，

亦會主動跟家長分享，彼此多了共同話題。


21 觀鳥
提升學生對大自然的興趣及親子關

係，加強親子溝通及表達。
7月 P5-P6 18 1600.0 89 E5 訓輔組

教師觀察/口

頭訪問

學生感到十分滿足，對大自然感到十分好奇，同時，

當家長和他們一同進行活動，感到與家長更加親近，

多了共同話題。



22 螢火蟲
透過學生照顧螢火蟲的過程，培養

學生對環境保育及愛護大自然的態

度。

下學期 P3-P6 228 1962.0 100 E2、E7 課程組
教師觀察/口

頭訪問

透過面授課、網上課堂和「體驗式學習」的訓練，教

導有關螢火蟲的知識，並且讓學生餵飼和照顧螢火蟲

，培養正面價值觀和積極人生態度， 推廣保育、愛護

大自然和尊重生命。

 

23 乘風航活動
提供機會讓學生突破自我，學會與

人合作，互相鼓勵，提升自信心。
7月 P5-P6 32 2680.0 84 E2 訓輔組

教師觀察/口

頭訪問

學生積極投入活動，對自己能突破感到十分滿足，認

為自己有能力面對困難，也學會在他人會在他需要時

，伸出援手。



24 STEM 比賽活動(報名費)
提升學生對計算思維編程的興趣，

增進信心，透過比賽鼓勵學生在該

方面積極自學。

8月 P6 1 250.0 250 E1 STEM組 教師觀察

參賽學生投入高，能透過自學解決難題。透過比賽獲

得「全方位英語讀、聽、說學習平台 (3個月)」網上

戶口，亦能加強學生課後自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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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項：舉辦／參加全方位學習活動

人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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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鼓嶺嶺英公立學校
全方位學習津貼  運用報告

2021-2022學年

編號 活動簡介 目標 舉行日期 範疇實際開支

開支用

途＊（

E1-E9）

對象
監察／

評估方法
評估結果

基要學習經歷

(請於適用方格加上號，可選擇多於一項)

25 精彩人生學生獎勵計劃

在計劃中學生學習定立目標、定期

檢視行動成效，在計劃中追求品

德、學業、服務上的進步，從而建

立關愛正面的校園文化。

全年 P1-P6 371 3729.0 10 E7 輔導組

統計/觀察學

生參加活動後

成效

此為校本全校性輔導活動，學生在活動中嘗試定立目

標，整年向著自己的目標進發。老師從傍給予回饋，

讓學生感到被肯定，在活動中獲得成功感。



26
中華文化活動（中秋活動及嶺

英文人處處尋）

藉不同傳統經典名句及燈謎表達的

意思，提升學生對中華文化的興趣
9月、5-6月 P1-P6 371 1521.0 1521 E7 中文科

觀察學生課業

/參加活動後

成效

學生積極、投入活動，認為猜燈謎及找不同中華經典

名句活動有效提升他們對中華文化的學習興趣。
 

3,327 $305,994.40

1.2

0 $0.00

3,327 $305,994.40

編號 項目 實際開支

1 STEM活動材料包 10672.0

2 多元智能組活動物資 6269.9

3 常識科科學活動材料 3752.4

4
Microbit v2 50 starterkit

sets
7550.0

5
訂閲網上閲讀平臺Highlights

Library
15040.0

6 體育用品及活動物資 6772.0

7 課外活動組： 樂在遊戲中 4537.0

8 英文聖誕手工活動物資 1151.0

9
STEM 科學過程技能各級專題冊

（印刷費）
2700.5

10 圖書館領袖生（領䄂帶） 1660.0

11 小記者拍攝器材 22063.0

$82,167.80

$388,162.20

E1 E6

E2 E7

E3 E8

E4 E9

E5

第1.1項總計

受惠學生人數︰ 371

第1項總計

第1.2項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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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項總開支

購買拍攝器材：培養學生在校園內以拍片及直播形式進行採

購買物資：培訓書館領袖生，為全校同學提供專業圖書館服。

印刷費：STEM 科學過程技能各級專題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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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第2項總開支

職位： 副校長 專家／導師／教練費用

佔全校學生人數百分比 (%)： 100% 交通費

境外交流／比賽團費（學生）

全方位學習聯絡人姓名： 呂靜儀 境外交流／比賽團費（隨團教師） 其他（請說明）

設備、儀器、工具、器材、消耗品

學習資源（例如學習軟件、教材套）

第3項：受惠學生人數 ＊ 輸入下表代號；每項開支可填寫多於一個代號：

全校學生人數︰ 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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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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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購買活動材料：配合STEM教育在常識科發展科學過程技能學習

購買活動物資：配合學生的不同學習特質，進行小組能力訓

購買活動材料：配合STEM教育，發展科學、科技，工程、數學

用途

購買活動物資：英文聖誕手工活動

購買活動物資：樂在遊戲中(課餘活動物資)

購買體育用品：購買體育用品供學生於課堂、訓練及小息使用

訂購閱讀平台：提供豐富閲讀資源，建立學生閲讀興趣及習慣

，從閲讀中學習。

購買活動物資：STEM專題研習及電腦科編程學習使用，提升學

生對STEM的學習興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