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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

1.1

(組別/科目) (簡單描述) (簡述) (大約估計) (預算) (如有) (盡量預多)

English

 Language

Joint School Oral Practice To improve oral skills 9/9/2022 S6 at least 60

entries

1,400.00HK$          

English

 Language

Hong Kong School Speech Festival To understand poems 1/12/2022 S1-6 at least 80

entries

 HK$       12,000.00 

English

 Language

Guangdong-HK-Macao Greater Bay

Area Speech Contest 2021

To boost confidence in speaking 13/1/2023 S1-5 at least 40

 entries

2,100.00HK$          

English

 Language

2022 Hong Kong Academic Speech

Competition

To brush up English 28/3/2023 S1-5 at least 40

entries

 HK$         1,500.00 

English

 Language

Guangdong-HK-Macao Greater Bay

Area Gifted Creative Writing

To improve writing skills 31/5/2023 S1-5 at least 40

entries

 HK$         4,800.00 

English

 Language

Greater Bay Area Gifted Creative

Writing Competition 2021

To boost confidence in writing 18/12/2022 S1-5 at least 40

 entries

 HK$         6,800.00 

活動簡介範疇

全方位學習津貼

津貼運用計劃

 2022-2023  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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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舉辦/參加全方位學習活動

基要學習經歷

(請於適用方格加上

號，可選擇多於一

項)

 預算

開支

($)

監察/評估方法
對象

(級別)
舉行日期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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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glish

 Language

English Penmanship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by

HK Multiple Intelligences Education

Association

To improve penmanship 10/7/2023 S1-5 at least 40

entries

9,240.00HK$          

English

 Language

YKN Creative Writing, Calligrahpy

and Bookmark Design Competitions

and Maths Competition

To arouse interests in English and Maths 27/11/2022 S1-5 at least 60

entries

7,580.00HK$          

English

 Language

Booklets To show students' achievements 25/11/2022 S1-5 Booklets

 distributed

11,940.00HK$        

English

 Language

Leaflets To display students' achievements 20/11/2022 S1-5 Leaflets

distributed

1,311.00HK$          

English

 Language

Booklets and Interview To show students' achievements 1/12/2022 S1-5 Booklets

distributed and

 video uploaded

12,240.00HK$        

English

 Language

Banners To display students' achievements 10/7/2023 S1-5 Banners

 dsiplayed

2,800.00HK$          

英文 在貧窮體驗活動中，參加者需要

學會自製造漿糊，再用報紙製成

紙袋，就只為換取一分幾毫以求

生存。

讓大家感受到貧窮帶來的絕望，以

及當中難以斷裂的惡性循環。

6/7/2023 4A,4B 學生積極參加

活動

10,560.00HK$        

中文科 參加寫作比賽(報名費) 提升學生寫作能力 全年 全校 比賽成績 2,000.00HK$          

中文科 佛聯會中文科聯校活動比賽

(交通費)

與不同學校學生進行學術交流 2023年4月 中五 比賽成績 1,500.00HK$          

中文科 外出參觀(入場費及交通費) 參觀博物館以培養學生對中華文化

的

認識

待定 中四 學生感想 6,000.00HK$          

中文科 中華文化藝術工作坊 認識中華文化及傳統藝術 下學期 中五 學生作品 8,000.00HK$          

中文科 中秋花燈活動 透過製作花燈，提升同學對中國傳

統文化的興趣，建立師生關係

5/9-9/9 中一至

中五

觀察：學生積

極

投入活動

10,500.00HK$        

中文科 新春敬師活動 透過寫作，建立尊敬師長的正確

價值觀

1/1/2023 中一
學生作品

3,000.00HK$          

中文科 茶藝與閱讀 透過閱讀與品茶，提升對中國傳統

文

化的興趣

待定 待定 觀察：學生積

極

投入活動

4,950.00HK$          

中文科 朗誦活動 透過朗誦，提升學生的表演及口語

技巧

9/9-30/11/2022 中一至

中五

比賽成績 20,000.00HK$        



中文科 校際朗誦比賽(會員證費用及報名費)學生掌握運用聲音及感情表現作品內容2022年11月 全校 比賽成績 12,000.00HK$        

中文科 書法班 透過學習書法，提升對中國傳統文

化

的興趣

待定 待定 觀察：學生積

極

投入活動

4,950.00HK$          

數學科 校外數學比賽 擴闊學生視野 全年 全校 比賽成績 10,000.00HK$        

佛化教育 寺院參觀(慈山寺)(交通及活動費) 寺院及禪修體驗 (約30-40人) 全年2次 全校 出席人數 3,000.00HK$          

佛青團 四日三夜禪修營(慈山寺)(營費) 聯校活動(約4-5人) 7-8月 全校 出席人數 3,000.00HK$          

佛學科 佛教文物或主題展覽(入場及交通)參觀及導賞 全年2-3次 全校 完成工作紙 6,000.00HK$          

地理 高中地理考察課程 提升學生地理考察技巧 (考察課程) 9/1/2023 S5 觀察表現及匯 1,500.00HK$          

地理 濕地考察之旅 提升學生關注環境 (考察) 2/2/2023 S3 觀察表現 2,200.00HK$          

科學科 /

科學學會

參觀香港科學館 培養學生對科學的興趣 全年 S1-6 完成 2,000.00HK$          

化學科 由「周生生貴金屬化驗所」職員

到

校提供STEAM實驗活動

參與學生可透過電鍍實驗來學習電

解原理及製作獨一無二的鍍金創意

飾件

1/11/2022 F.4-F.6 完成作品、

實時觀察

4,000.00HK$            

化學科 參觀「中華電力低碳能源教育中心」讓學生了解不同的發電資源及保護

國家天然資源的重要性

1/6/2023 F.4-F.5 實時觀察、

問卷調查

1,500.00HK$           

物理科 校外講座參觀入場費+交通費 科學館/太空館/可觀講座 x 3 未確定 S1-S5 Nil 4,500.00HK$          

物理科 EdTech Challenge 2021-22 閉幕及

頒獎典禮暨 ArtTech 工作坊車費

2022年10月 S1-S6 Nil 600.00HK$            

物理科 太空館天域電影(入場費及交通費)參觀太空館及觀賞天域電影 2022年2月 S1-S5 Nil 2,500.00HK$          

物理科 學生天文相展 2022年10月 S1-S5 Nil 1,000.00HK$           

物理科 迪士尼的物理世界(入場費津貼+

交通費)

透過園區內的活動，了解有趣的

物理世界

2023年5月 S3 Nil 9,000.00HK$          

生物 生物科科組活動費用（例如校內

聯

課活動：中三膳食與健康）

增加學生對生物科的知識和興趣 全年 生物

學生

觀察 1,000.00HK$          

生物 生物科考察、戶外活動或課程費

用

及交通費用（例：可觀生物課

程、

參觀科學館、環保園）

增加學生對生物的知識和興趣，

提升學習效能

全年 生物

學生

觀察 6,000.00HK$           

公民與社會

發展科

工作坊 擴闊學生視野，建立學生對中國文

化

的熱愛

2023年2月 中四級 學生參與及

工作紙

3,000.00HK$          



歷史科及

中史科

參觀西九文化區M+博物館及香港

故宮文化博物館

與中史科及公民教育組合作，參與

「同齡同心慈善基金、西九文化區

管

理局及香港青少年發展聯會義助參

觀

計劃」活動，參觀西九文化區M+博

物

館及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增加同

學

國民身份認同

下學期 S4-5 觀察同學的投

入度及同學反

思

2,000.00HK$            

A.D.(Music) 香港藝術節Young Friends 藝術賞析 2023年2-3月 S1-5 (40) 出席率 3,200.00HK$          

A.D.(Music) 學生音樂會/學校文化日 藝術賞析 10-11月 S1-3 (60) 出席率 3,600.00HK$          

A.D.(Music) 電影節學生放映會 藝術賞析 2023年3-4月 S1-5 (50) 出席率 2,000.00HK$          

視藝科 塑膠彩拼畫創作 學生參與藝術創作，獲得成就感 12/22-2/23 中一 觀察：學生積

極

投入活動

15,000.00HK$        

視藝科 木偶班 學生參與藝術創作，獲得成就感 12/22-2/24 高中 觀察：學生積

極

投入活動

15,000.00HK$        

體育 合球器材租用費及會費 學習新項目 全年 S4-6 / 1,000.00HK$          

體育 租車費 / 全年 S1-6 / 30,000.00HK$        

體育 游泳池租用費 學會游泳 下學期 S1,4,5 觀察 774.00HK$            

交流與接待 本地交流團 實地考察，提升學習效能 待定 F.1-F.6 老師觀察 18,000.00HK$        

生涯規劃組 參觀企業、工作場地 讓學生瞭解工商企業的運作及僱主

對

僱員的要求，認識不同的工種，建

立

正確的工作態度和價值觀

待定 S4-S5 觀察學生表現

問卷

6,000.00HK$          

生涯規劃組 參觀大專院校 讓同學實地參觀校園，了解升學要

求

提升學習動機

2022年10-11月 S6 觀察學生表現

問卷

3,000.00HK$          

STEM 本地初創企業參觀 參觀本地初創企業了解本地營商生

態

，提升對 STEM 的興趣

2022年7月 中一至

中五

學生問卷 3,000.00HK$            

總開支： 320,545.00HK$      



1.2

中文科 象棋班 學生透過學習象棋，多角色思考 17/10-21/10 中一

觀察：學生積

極

投入活動

4,950.00HK$          



中文科 中國繪畫工作坊 學生參與藝術創作，獲得成就感 11/2022-

5/2023

初中 觀察：學生積

極

投入活動

4,950.00HK$          

中文科 田園考察寫作活動 透過實地考察和寫作，建立關懷大

自

然的正確價值觀

12/2022-

4/2023

中五 觀察：學生積

極

投入活動

15,000.00HK$        

中文科 書法比賽 弘揚中文書法的藝術和認識中華文化 全年 全校 比賽成績 3,000.00HK$          

STEM 水底機械人工作坊 培養學生對STEM的興趣
11/2022-

12/2022
F1-F3

觀察、檢討問

卷
50,000.00HK$        

地理學會 東平洲海岸考察之旅 認識主要海岸地貌 26/12/2022 S4,S5 觀察表現 3,000.00HK$          

佛青團 長青長者顯愛心義工計劃

(交通物資)義工訓練

7月 全校 實地觀察 300.00HK$            

佛學學會 學會旅行(天壇大佛及大澳) 聯誼【單程纜車】 全年1次 全校 出席人數 8,000.00HK$          

設計與科技 比賽 擴闊學生視野 全年 初中 比賽 8,000.00HK$          

A.D.(Music) 各類枚外音樂比賽 音樂比賽 2-3月 S1-5 (10) 賽前準備及出席率 3,000.00HK$          

A.D.(Music) 音樂興趣班(共二期) 音樂訓練 10-11;4-5月 S1-5 (40) 出席率及問卷 16,000.00HK$        

A.D.(Music) 短片製作班(共二期) 電影語言應用初階 10-11;4-5月 S1-5 (40) 出席率、問卷

及作品

10,000.00HK$        

家政 學會活動(蛋糕製作及裝飾班) 學生能在專業導師指導下完成烹調

及裝飾一款蛋糕

2023年6/7月 S1-5 學生能運用創

意

完成製作蛋糕

20,000.00HK$        

體育 校際比賽報名費 參加校際比賽 全年 S1-6 觀察 8,000.00HK$          

體育 學體會會費 參加校際比賽 全年 S1-6 觀察 300.00HK$            

體育 佛聯陸運報名費 參加比賽 上學期 S1-6 觀察 2,000.00HK$          

體育 校外比賽交通津貼 參加比賽 全年 S1-6 觀察 1,000.00HK$          

體育 運動員証 參加比賽 全年 S1-6 觀察 2,100.00HK$          

 籃球(男子) 籃球訓練 籃球技巧訓練、團隊訓練 全年 S1-S6 出席率及

比賽表現

20,000.00HK$        

籃球(女子) 外展教練計劃 增強體能,並培養同學的合作性。 10/22-4/23 S1-6 出席率 11,280.00HK$        

籃球 室內場租用費 訓練 10/22-4/23 S1-6 觀察 2,160.00HK$          

 足球 足球訓練 足球技巧訓練、團隊訓練 全年 S1-S6 出席率及

比賽表現

20,000.00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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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競單車 單車訓練 騎單車技巧訓練、團隊訓練 全年 S1-S6 出席率及

比賽表現

20,000.00HK$        

手球 男女子手球校隊訓練 訓練手球技術及體能參加比賽,

從而提昇自信及成功感

2/2023-

8/2023

S1-S6 出席率及

比賽成績

10,800.00HK$        

花式跳繩 花式跳繩校隊訓練 訓練花式跳繩及體能參加比賽,

從而提昇自信及成功感

2/2022-

6/2022

S1-S6 出席率 8,000.00HK$          

閃避球 學界錦標賽 培養體育精神，建立正面價值觀 Dec-22 S1-6 比賽成績 4,000.00HK$          

閃避球 閃避球訓練班(教練費) 教授閃避球技巧，培養體育精神，

建立正面價值觀

全年 S1-6 老師觀察 20,000.00HK$        

長跑 學界比賽場地熟習訓練租車費 學界比賽場地熟習，提昇學生自信

及

成功感。

9-10月/2022 S1-6 觀察 6,000.00HK$          

長跑 學界比賽租車費 參加比賽，提昇學生自信及成功 3/11/2022 S1-6 觀察 3,000.00HK$          

長跑 參加公開長跑比賽報名費 參加比賽，提昇學生自信及成功 全年 S1-6 觀察 3,000.00HK$          

田徑 學界比賽租車費 參加比賽，提昇學生自信及成功 22-24/12/2022 S1-6 觀察 4,500.00HK$          

田徑 外聘教練 有系統訓練學生參加比賽，培養學

生

對田徑運動興趣。提昇學生自信及

成功感。

全年 S1-6 出席率 30,000.00HK$        

田徑 參加分區及公開田徑比賽報名費 參加比賽，提昇學生自信及成功 全年 S1-6 觀察 3,000.00HK$          

田徑 愉園體育會暑期田徑訓練班 訓練田徑技術，培養田徑運動興趣

，

提昇學生自信及成功感。

7-8月/2023 S1-5 出席率 3,000.00HK$          

乒乓球 外展教練計劃 訓練乒乓球技術，培養乒乓球運動

興趣，提昇學生自信及成功感。

全年 S1-6 出席率 5,024.00HK$          

羽毛球 外展教練計劃 增強體能,並培養同學的合作性。 10/22-4/23 S1-6 出席率 6,600.00HK$          

羽毛球 室內場租用費 訓練 10/22-4/23 S1-6 觀察 2,080.00HK$          

Teqball 隊 比賽 讓學生吸收經驗，培養興趣 1/9/2022 S4-S6 比賽表現 2,000.00HK$          

舞蹈學會 舞蹈訓練 發展學生潛能 全年 中一至中六 觀察/表演 20,000.00HK$        ✓

魔術學會 學生學習遠景及近景表演魔術。 學習魔術表演的概念和技巧，

啟發潛能，培養自信，守密和

尊重態度。

10/22-3/23 S.1-S.5 出席率及

學生回饋

5,000.00HK$           

戲劇學會 活動導師費用 讓專業的導師教授學生專業的舞台

知識

全年 中三至

中五

學生問卷 50,000.00HK$        



戲劇學會 45周年「上大台、踏台板」公開

演出

租用康文署公開表演場地，讓受疫

情

影響的學生提供一次參加舞台製作

的

機會

2022年8月 中二至

中五

學生問卷  HK$       20,000.00  

紅十字會 「戰區90」探索活動 透過探索活動，讓學生放眼世界，

接觸世界另一邊的人道議題，了解

和反思個人與社會的聯繫。

11/2022-

7/2023

S2-5 活動後分享

環節、問卷

6,000.00HK$           

紅十字會 歷奇訓練日營（保良局賽馬會北

潭

涌度假營）

領袖訓練、合作溝通、解難能力，

加強團隊歸屬感

11/2022-

7/2023

S2-5 老師觀察、

學生分享

15,000.00HK$          

女童軍 日營／宿營費用 完成女童軍八項綱領的學習課程 待定 S1-5 完成各技能考 3,000.00HK$          

女童軍 急救課程 訓練女童軍的急救技巧 待定 S1-5 出席率及完成 3,000.00HK$          

女童軍 長者送暖大行動 鼓勵女童軍積極參與社區服務 2023年1月 S1-S5 完成作品 1,000.00HK$          

女童軍 興趣章考核 完成女童軍八項綱領的學習課程 2023年7月 S1-S5 完成考核目標 1,000.00HK$           

女童軍 參觀博物館 完成女童軍八項綱領的學習課程 待定 S1-3 活動工作紙 1,000.00HK$          

童軍 訓練日營/宿營及戶外活動費用 學習團隊精神和勇敢堅毅等價值觀

和

態度

視疫情待定 童軍

成員

老師或導師監察 3,000.00HK$           

童軍 訓練日營/宿營及戶外活動

旅遊巴費用

學習團隊精神和勇敢堅毅等價值觀

和

態度

視疫情待定 童軍

成員

老師或導師監察 3,000.00HK$           

童軍 團隊長/小隊長/隊員訓練課程資助 學習各項童軍知識和童軍技能，

培養多元興趣

不定時活動 童軍

成員

老師或導師監察 1,200.00HK$            

課外活動 學校旅行 外出參觀、體驗、遠足郊游、競技 2023年1月 全校 參與 60,000.00HK$         

課外活動 試後活動 外出參觀、體驗、遠足郊游、競技 2023年7月 全校 參與 80,000.00HK$         

全方位組 領袖訓練課程(初中) 培養學生責任感，提昇其領導､解

難､

抗壓能力及專注力

10/2022-

6/2023

S2-S3 出席率 15,000.00HK$         

全方位組 領袖訓練宿營(高中) 培養學生責任感，提昇其領導､解

難､

抗壓能力及專注力

1/7/2023 S1-S5 出席率 15,000.00HK$         

佛化及價值 禪修大使計劃(小領袖培訓) 培養同學獨立自主籌辦活動 全年2-3次 全校 問卷及檢討報告 2,000.00HK$          

佛化及價值 午間小敘（正念訓練、茶禪等） 為同學課餘提供禪修活動，藉此減壓 不定期 高中為主 出席人數 800.00HK$            

佛化及價值

教育

(吉祥物)菩提子教學設計及短片

製

作費用

建立正面價值觀和態度 全年 全校

學生

觀察 49,000.00HK$         



學生支援組 IPSC氣槍實用射擊班 訓練學生專注力和手眼協調能力。 11/2022-

1/5/2023

S1-4 分享、問卷 7,800.00HK$           

學生支援組 快樂「球」學氣球班 透過扭氣球培訓學生注專力，面對

困難和挫折時的心理韌性，以及

團隊合作的精神。

11/2022-

12/2022

S1-5 觀察參加者表

現、展示成品

6,000.00HK$            

學生支援組 組裝無人機及航拍初階班 讓參與的學生從活動中了解更多現

時的科技發展及多媒體製作，同時

在活動中學習與人溝通及交流。

11/2022-

1/5/2023

S1-4 觀察參加者表

現

16,000.00HK$         

學生支援組 War Game體驗日 提升學生專注力及溝通能力。 1/2023-

7/2023

S1-5 觀察參加者表

現

12,000.00HK$         

學生支援組 「愛與關懷」棄龜關注活動 讓SEN學生體驗策劃大型活動的技

巧

，讓學生們了解更多環保的知識。

9/2022-

6/2023

S1-6 觀察參加者表

現

、分享、問卷

4,500.00HK$           

公民教育 公民教育活動費用（例：傷健共

融

教育體驗活動及講座）

培養學生建立正確的價值觀 全年 全校

學生

觀察 1,000.00HK$          
 

公民教育 學生參觀交通費用（例：參觀廉

政

公署、M+博物館及故宮文化博物

館）

培養學生建立正確的價值觀和國民

身

份認同

全年 全校

學生

觀察 2,000.00HK$            

訓導組 學長訓練日(車費) 提升團體精神 24/10/2022 68人 學生問卷 2,500.00HK$          

輔導組 朋輩調解計劃 訓練學生解難能力 9/2022 -

6/2023

F.4 提昇學生解難能力 1,000.00HK$             

輔導組 中一Get Set Go訓練營 訓練同學的自律及團結精神 24/9/2022 F.1 觀察：學生積

極

投入活動

18,780.00HK$           

輔導組 中一班際比賽 加強同學之間的凝聚力和對學校的

歸屬感

26/10/2022 F.1 觀察：學生積

極

投入活動

1,000.00HK$            

輔導組 中四班際比賽 加強同學之間的凝聚力和對學校的

歸屬感

1/2023 -

6/2023

F.4 觀察：學生積

極

投入活動

5,000.00HK$            

輔導組 中五班際比賽 加強同學之間的凝聚力和對學校的

歸屬感

1/2023 -

6/2023

F.5 觀察：學生積

極

投入活動

5,000.00HK$            



輔導組 中六壓力處理工作坊 培養學生解難能力及與人溝通的技巧 2/11/2022及

9/11/2022

F.6 觀察及問卷調查 2,000.00HK$            

輔導組 表達藝術精神健康計劃 透過表達藝術教育，致力提昇學生

認

識精神健康的重要性

11/2022 -

5/2023

全校 觀察及問卷調

查

，學生的作品

20,000.00HK$          

輔導組 性格透視工作坊 提昇學生自我形象及與人溝通技巧

，

為未來生涯規劃作準備。

1/5/2023 F.5 有助生涯規劃發展 15,000.00HK$           

輔導組 高中情緒管理小組 增加學生對情緒的認知和學習如何

有

效地管理自已的情緒

1/1/2023 F.4-F.6 觀察及問卷調查 1,500.00HK$           

輔導組 SmartTeen 義工大使計劃 Smart Teen義務工作培訓計劃 9/2022-6/2023 F.4-F.5 觀察及問卷調查 4,000.00HK$           

輔導組 班級經營活動 營造各班團結精神，提培養同學正

向

1/2023-6/2023 全校 學生作品分享

及

9,000.00HK$            

輔導組 賽馬會逆風跨代計劃2.0

「逆風抗逆力提升」工作坊

讓學生清晰自己的障礙和困擾，提

升

抗逆力

2/2023 -

3/2023

F.3-4 觀察及問卷調查 12,000.00HK$         

家教會 攝影班 透過理論及實踐，提升同學的攝影

及

後期製作的技巧

11月-3月 中一至

中五

學生作品分享

及觀察：學生

積極

投入活動

9,000.00HK$          

家教會 親子旅行 親子活動，參觀香港著名景點，提昇親子關係23/3/2023 全校 觀察 10,000.00HK$        

總開支： 863,124.00HK$      

1.3

STEM 日本境外遊學團 以日本回收科技及匠人文化為主題

，

通過遊學體驗 STEM 如何應用於日

2023年7月 中一至

中五

學生問卷 200,000.00HK$        

交流與接待 台灣升學交流團 了解不同地方升學資訊，提升學習

動機

2023年5月 S4-S6 老師觀察 250,000.00HK$      

公民與社會發展科

內地境外考察 擴闊學生視野，建立學生對中國文

化

的熱愛

待定 中五級 專題研習報告 10,000.00HK$        

總開支： 460,000.00HK$      

舉辦或參加境外交流活動或比賽，擴闊學生視野



1.4

體育 健身室維修費用 讓學生有更好的使用設備 9/2022 -

8/2023

全校 觀察參加者表

現及使用率
6,500$                    ✓

總開支： 6,500$                    

1,650,169.00HK$   

範疇

第2項

電競單車
體育

紅十字會

女童軍

女童軍

女童軍

童軍

童軍

佛化及價值

美化校園

588

588

100%

其他

第 1 項預算總開支

購買推行全方位學習所需的設備、消耗品、學習資源

預算開支 ($)用途項目

購買投影器及螢幕 協助校內舉辦單車比賽活動 10,000.00HK$                                             
校隊隊員訓練服及比賽服資助 資助學生購買訓練服 18,000.00HK$                                             

紅十字會制服 學生制服津貼 6,000.00HK$                                               

女童軍制服資助 資助隊員購買制服 3,000.00HK$                                               

童軍制服/團衣資助（特別經濟困難學生） 資助特別經濟困難學生制服/團衣 1,200.00HK$                                               

女童軍獎章及配件(由隊伍頒發) 資助隊伍頒發獎章給隊員 2,500.00HK$                                               

集會活動物資 資助隊員製作手工及購買活動物資 5,000.00HK$                                               

較貴的恆常集會物資（例如竹竿、旅巾、露營用品等） 2,000.00HK$                                               

「守時獎勵計劃」獎品 活動獎品 4,000.00HK$                                               

151,700.00HK$                                           

第 1 及第 2 項預算總開支 1,801,869.00HK$                                         

預期受惠學生人數

全校學生人數：

預期受惠學生人數：

預期受惠學生人數佔全校學生人數百分比(%)：

第 2 項預算總開支

展示學生在學術及非學術的傑出

成就，並提供展示學生多媒體創作的平
100,000.00HK$                                           地下學生成就展示牆項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