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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

1.1

English

Language

Joint School Oral Practice To improve oral skills 4/9/2021 S6 60 students Oral skills improved 1,400.00HK$         E1 

English

Language

Hong Kong School Speech Festival To understand poems 1/12/2021 S1-6 151

students

2nd Runner-up, Cerificates of

Merit and Proficiency

 HK$      22,650.00 E1 

English

Language

Guangdong-HK-Macao Greater Bay

Area Speech Contest 2021

To boost confidence in speaking 13/1/2022 S1-6 15 students 1st Place, 2nd Place, 3rd Place,

Merit Prizes

2,100.00HK$         E1 

English

Language

2022 Hong Kong Academic

Speech Competition

To brush up English 28/3/2022 S1-6 10 students 1st Place, 2nd Place, 3rd Place,

Merit Prizes

 HK$        1,500.00 E1 

English

Language

Guangdong-HK-Macao Greater Bay

Area Gifted Creative Writing

To improve writing skills 31/5/2022 S1-3 10 students Gold, Silver, Bronze Awards  HK$        4,800.00 E1 

English

Language

Greater Bay Area Gifted Creative

Writing Competition 2021

To boost confidence in writing 18/12/2021 S2-5 17 students Gold, Silver, Bronze Awards  HK$        6,800.00 E1 

English

Language

English Penmanship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by

HK Multiple Intelligences

Education Association

To improve penmanship 10/7/2022 S1-3 33 students Penmanship improved 9,240.00HK$         E1 

English

Language

YKN Creative Writing, Calligrahpy

and Bookmark Design Competitions

and Maths Competition

To arouse interests in English and

Maths

27/11/2021 S1-3 30 students 1st Place, 2nd Place, 3rd Place,

Merit Prizes

7,580.00HK$         E1 

English

Language

Booklets To show students' achievements 25/11/2021 S1-6 600

students

Booklets distributed 11,940.00HK$       E1 

範疇

全方位學習津貼

津貼運用報告

2021-2022 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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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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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支

用途＊
評估結果

對象

（級別及參與

人數）

舉行日期目標

 實際

開支

（$）

活動簡介



English

Language

Leaflets To display students' achievements 20/11/2021 S1-6 600

students

Leaflets distributed 1,311.00HK$         E1 

English

Language

Booklets and Interview To show students' achievements 1/12/2021 S1-6 600

students

Booklets distributed and

video uploaded

12,240.00HK$       E1 

English

Language

5 Banners To display students' achievements 10/7/2022 S1-6 600

students

Banners dsiplayed 2,800.00HK$         E1 

English

Language

School Newsletters To display students' achievements 31/8/2022 S1-6 600

students

School Newsletters distributed 3,780.00HK$         E1 

中文科 中文科電影欣賞活動 透過電影欣賞，建立堅毅不屈

的正確價值觀

Sep-21 1A,B,4D,

S.5,6C

共109人

閱後感 8,540.00HK$         E1 

中文科 中國繪畫工作坊 學生參與藝術創作，獲得成就

感

17/12,21/12 初中10人 國畫  HK$        1,800.00 E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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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22 中一全級119人 賀卡  HK$        1,166.54 E1 

中文科 徵文比賽 學生透過中文寫作，

建立正確價值觀

1/2022-7/2022 全校580人 作文 1,695.00HK$         E1 

中文科 象棋體驗班 學生透過學習象棋，多角色思考 15/7/2022 初中11人 投入度 850.00HK$           E5 

中文 2021-2022年全國青少年語文知識

大賽 「菁英盃」現場作文總決

賽(香港賽區)

中文寫作比賽，提升寫作思維

能

力

14/5/2022 中五（2人） 大會暫未公佈結果 1,300.00HK$         E1


中文 2021-2022年全國青少年語文知識

大賽 「菁英盃」現場作文決賽

(香港賽區)

中文寫作比賽，提升寫作思維

能

力

14/5/2022 中五（2人） 高中組別三等獎 700.00HK$           E1


中文 2021-2022年全國青少年語文知識

大賽 「菁英盃」現場作文初賽

(香港賽區)

中文寫作比賽，提升寫作思維

能

力

19/12/2021 中五（2人） 高中組別三等獎 500.00HK$           E1


中文及普通話 中文及普通話朗誦比賽報名費用 培養學生朗誦技巧 10-11/2021 全校（86人） 12,970.00HK$       E1 

朗誦 朗誦協會會費 參與朗誦比賽 2021-2022 全校  HK$           250.00 E1 

朗誦(22-23年度)預支朗誦協會會費 參與朗誦比賽 2022-2023 全校  HK$           250.00 E1 

數學 大灣區資優數位競賽(香港站) 數學比賽 17/12/2022 中一至中三 1位金獎、2位銀獎

、7位銅獎及1位優異

4,560.00HK$         E1, E2 

地理科 高中地理考察課程 提升學生考察技巧知識 29-10-2021 S5, S6 口頭回饋 6,380.00HK$         E1 

化學科 創新化學STEM課程 運用課堂所學的化學知識來製

作

可持續產品，並使用先進的儀

器

來進行化學分析

22/8/2022 –

 25/8/2022

(Day Camp)

9:30am-4:30pm

中五(3人) 學生出席率達至舉辦機構

(香港中文大學化學系)的80%

要求，並能成功完成實驗

課。

3,000.00HK$         E1  

生物 Our Planet 教育講座及放映會 提倡環保 20/5/2022 中四 完成活動 2,500.00HK$         E1 

生物 可觀生物科考察課程旅遊巴 提高生物考察知識和技能 21/7/2022 中四至中五 完成活動  HK$           900.00 E2 

企會財科 參加「我要做老闆」市集營銷

比賽：工作坊

讓學生了解營商要注意的事項

及創業心得分享

2021年9月4日 S.6 (7人) 同學對創業要求及過程的

認識增加了。

210.00HK$           E2  



企會財科 參加「我要做老闆」市集營銷

比賽：籌備會議

商討攤檔售賣的商品類型 2021年9月9日 S.6 (7人) 同學對想售賣的商品有初步

概念

 HK$             70.00 E2  

企會財科 參加「我要做老闆」市集營銷

比賽：籌備會議

延續討論攤位籌備議題 2021年9月30日 S.6 (7人) 同學確定售賣商的的類別和

設計

140.00HK$           E2  

企會財科 參加「我要做老闆」市集營銷

比賽：籌備會議

商討貨品生產及購置情況，

以及攤位佈置事宜

2021年10月21日 S.6 (7人) 同學了解將要售賣的貨品

內容及攤位佈置形式

 HK$           210.00 E2  

企會財科 參加「我要做老闆」市集營銷

比賽：出外購置物資

準備售賣的商品 2021年10月22日 S.6 (7人) 成功購置將要銷售的商品  HK$           210.00 E2  

企會財科 參加「我要做老闆」市集營銷

比賽：包裝貨品

準備將要銷售的商品的包裝 2021年10月28日 S.6 (7人) 完成貨品包裝  HK$           140.00 E2  

企會財科 參加「我要做老闆」市集營銷

比賽：攤位佈置

佈置攤位 2021年11月5日 S6 (7人) 完成攤位布置 140.00HK$           E2  

旅遊與款待 餐飲款待體驗工作坊 學生認識餐飲款待的相關知識

，

並透過實習活動體驗操作的流

程

，讓學生掌握餐飲款待的技巧

22及29/6/2022 中一至中五

(100人)

認識餐飲款待知識及

表現優良

49,500.00HK$       E1, E5 

視藝科 壁畫藝術計劃導師費 學生參與美化校園活動，增加

對學校歸屬感

10/2021 -12/2021 中一全級119人 壁畫 27,000.00HK$       E5 

視藝科 大木偶藝術工作坊講座及材料費 學生參與藝術創作，

獲得成就感

5/2022-7/2022 中四VA學生

12人

大木偶  HK$        3,000.00 E5 

音樂 學校文化日：管風琴導賞音樂會 認識管風琴及欣賞它的音樂 28 Oct 2021 S3 (16) 100%出席率；學生投入活動 1,300.00HK$         E2 

音樂 學校文化日：香港中樂團

《樂‧戲‧知多D》

欣賞中樂經典名曲 16 Nov 2021 S1,S3 (21) 100%出席率；學生投入活動  HK$        1,300.00 E2 

全方位學習 全方位學習日(高中) 因應各高中選修科的需要籌辦

適切的全方位活動

8/11/2021 中四及中五 學生出席率及投入度 18,651.70HK$        E1, E2,

E7

 

教務行政 中一摘錄筆記班 培養學生摘錄筆記的習慣，

提升學習效能

5/11, 21/12,10/1 中一級(107人) 學生積極參與 8,700.00HK$         E1 

 輔導組 新創建生涯規劃 參與計劃的學生能在參觀公司

，

工作坊等建立或開始生涯規劃

的

概念，以及透過工作體驗去篩

選

自己的發展路向。

3/2021-8/2022 中一至中六 學生投入參與，能力得以提

升。訓練導師表現專業，能

引

導學生投入參與，學生進步

明

顯。

 HK$        1,900.00 E2 

交流與接待 大澳生態及地質遊學團 學習大澳的地理、生態、文化

和

漁村發展

22/12/2021 中二至中六 完成活動及成果展示 19,360.00HK$       E1  

交流與接待 環境保育一天遊學團 學習海洋生態的基礎知識、持

續

發展的實踐和環境保育的重要

性

11/8/2022 中二至中五 完成活動及成果展示  HK$      17,608.00 E1   



交流與接待 香港文學一天遊學團 1.提升學生對寫作興趣

2.感受作者情感

16/7/2022 中三至中六 學生表現及文字感想 7,140.00HK$         E1 

292,082.24HK$     
第1.1項總開支



1.2

課外活動 學校旅行(中一: 綠田園) 培養珍惜自然正確心態 19/7/2022 中一 參與表現 10,770.00HK$       E1,E2 

課外活動 學校旅行(中二: 樹屋田莊) 培養珍惜自然正確心態 19/7/2022 中二 參與表現 15,640.00HK$       E1E2 

課外活動 學校旅行(中三級–一對手農舍) 培養珍惜自然正確心態 19/7/2022 中三全級 參與表現 8,250.00HK$         E1,E2 

課外活動 學校旅行(中四: 昂坪360單程車資)增進郊外知識 19/7/2022 中四 出席情況 14,544.00HK$       E2 

課外活動 學校旅行(中五: 長洲來回船票) 增進郊外知識 19/7/2022 中五 出席情況 1,824.00HK$         E2 

課外活動 學校旅行-旅遊巴費用 旅遊巴費用 19/7/2022 中一至中五 出席情況 20,100.00HK$       E2 

課外活動 中四及五級試後活動–電影欣賞 拓闊藝術欣賞眼界 20/7/2022 中五全級 出席情況 13,440.00HK$       E1,E2 

課外活動 中一試後活動- C.L.A.P.生命教育

體驗活動

培養正向積極人生態度 28/7/2022 中一 出席情況 17,850.00HK$       E1,E2 

課外活動 中二試後活動–黑暗中對話 培養正向積極人生態度 28/7/2022 中二 出席情況 18,900.00HK$       E1,E2 

課外活動 中三試後活動–SKY100 拓闊視野，了解香港 3/8/2022 中三全級 出席情況 18,370.00HK$       E1,E2 

課外活動 中一,三試後活動–電競單車班

際

競技比賽及五部單車訓練器服務

培養正向態度 21/7/2022 中一, 中三全級 參與表現 165,000.00HK$     E1 

課外活動 迪士尼探索之旅(中一至中三) 增進STEM知識 27/7/2022 中一至中三 出席情況 109,410.00HK$     E1,E2 

課外活動 迪士尼探索之旅(中四至中五) 增進STEM知識 3/8/2022 中四至中五 出席情況 62,250.00HK$       E1,E2 

全方位學習 全方位學習日(初中)  因應各級別的需要籌辦適切的

全方位活動(中一: STEM 工作

坊，中二: 運動體驗，中三:歷

奇訓練)

8/11/2021 中一至中三 學生出席率及投入度 49,420.00HK$        E1, E2,

E5, E6

  

 輔導組 中六歷奇訓練營 透過歷奇活動紓緩中六級學生

面對公開試的負面情緒及

壓力。

17/12/2021 65人 學生投入參與，

能力得以提升。

18,600.00HK$       E1  

 輔導組 Smart teen義工大使 透過多元培訓和服務體驗的

學習形式培訓同學成為

「義工大使」，建立同理心，

在校園推廣互助互愛風氣，

積極參與社區服務。

01/09/2021–

 30/6/2022

中四級 學生投入參與，

能力得以提升。

10,382.37HK$       E1  

 輔導組 空中親子互動教室 希望與家長分享管教子女的正

向價值觀，從而協助子女健康

快樂地成長。

10/2021–

6/2022

全校學生 家長投入參與，

能力得以提升。

116.00HK$           E8 

 輔導組 千棋百趣 讓參加者認識不同種類的桌上

遊戲，過程培養他們的社交技

巧名專注力。

2022年4月1、

4、8及11日

8 人 學生投入參與，

能力得以提升。

4,000.00HK$         E5 

 輔導組  表達藝術工作坊 透過表達藝術創作了解自己內

心，及紓緩負面情緒。

01/09/2021–

 30/6/2022

全校學生 學生投入參與，

能力得以提升。

214.90HK$           E8 

本地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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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輔導組 大哥哥大姐姐計劃 透過領袖培訓和團隊挑戰活動

，提升同學的自信和領袖才能

，並作為學長照顧低能級同學

，藉此加強對學校的歸屬感。

全年 全校學生 學生投入參與，

能力得以提升。

689.00HK$           E8  

 輔導組 中四級班際比賽 透過運動競技讓學生學習團隊

精神及紓發壓力。

24/6/2022 中四(71人) 學生投入參與，能力得以提

升。訓練導師表現專業，

能引導學生投入參與，

學生進步明顯。

3,000.00HK$         E5 

 輔導組 性格透視工作坊 透過性格透視這組工具，讓學

生了解自己的性格，探索自己

有何優點和缺點、個人偏好、

合適的工作種類。

2/8/2022 30人 學生投入參與，能力得以提

升。訓練導師表現專業，

能引導學生投入參與，

學生進步明顯。

12,150.00HK$       E5  

 輔導組 健康網「樂」學生講座 教導學生安全使用網絡的重要

性。

26/7/2022 中二級學生 學生投入參與，能力得以提

升。訓練導師表現專業，

能引導學生投入參與，

學生進步明顯。

1,000.00HK$         E5 

訓導組 中學藥物教育課程 向學生講解與藥物相關的資訊 24-11-2021 中二級 提升學生對藥物的認知及如

何

拒絕相關的誘惑

1,800.00HK$         E1 

訓導組 拳擊班(座地式沙包) 向學生提供合適的活動及課程

，教導學生如何用正確的方式

發洩情緒

全年 全校學生 因疫情關係，此項活動暫緩

舉

辦，來年會繼續。

 HK$        2,268.60 E1 

學生支援組 幸福の駅 讓學生有渠道向老師及社工訴

說期望及宣洩情緒，亦讓老師

及社工有機會及早識別有情緒

問題的學生。

23-24/11/2021 全校學生 學生投入參與，

能力得以提升。

 HK$        4,662.46 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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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0/5/2022 全校學生 學生投入參與，

能力得以提升。

 HK$           396.00 E1 

學生支援組 多元發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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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021-1/5/2022 中一至中四 外購服務質素良好，

學生能力得以提升。

 HK$        2,700.00 E1 

學生支援組  快樂球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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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10月 中一至中四 學生投入參與，

能力得以提升。

 HK$        2,100.00 E5  

佛化與

價值教育

德育工作坊 提昇學生對沉迷上網的警覺性 2022年1月5日 中二級(112人) 增加學生對健康上網及

善用網絡的態度的認知

4,800.00HK$         E1  

佛化與

價值教育

德育工作坊 協助學生對與性騷擾有關的

概念有所認識

2022年5月18日 中一級 (119人) 學生能反思與異性相處時

應有的言行舉止

4,800.00HK$         E1  

佛化與

價值教育

德育工作坊：友情網上行 提升學生在網上交友的警覺性 2021年11月4日 中一級 (119人) 學生能確立健康網絡交友的

態度

4,800.00HK$         E1  



佛化與

價值教育

德育工作坊：生命多面睇 讓學生體會生命的可貴及獨特 2021年11月17日 中六級(65人) 能協助學生學習面對網上

自殺組群的應有態度

4,800.00HK$         E1  

正向價值 「守時獎勵計劃」獎品 建立正面價值觀和態度 全學年 中一至中六 全年準時回校，準時

早會集隊及出席率100%

3,160.00HK$         E1 

教務組 無酒精雞尾酒課程 (實習課) 讓同學能學以致用 2022年6月29日 中三級 (8人) 學生能在導師指導下為120位

賓客製作飲品，增加他們的

信心及滿足感。

4,999.00HK$         E1   

教務行政 上學期「初中師友同行計劃」 與校友分享學習點滴，培養學

生

的自主學習

10/11-3/12/2021 中一至中二

(120人)

出席率及課堂表現 6,000.00HK$         E1 

教務行政 下學期「初中師友同行計劃」 與校友分享學習點滴，培養學

生

的自主學習

14/6-28/6/2022 中一至中二

(72人)

出席率及課堂表現 5,800.00HK$         E1 

校園電視台 電視台多媒體製作工作坊 訓練學生利用電視台常見的器材 八月 中二至中四

（16人）

學生成功製作影片，

增進對多媒體製作的認識

51,620.00HK$       E6.E7  

學生會 學生會歌唱比賽 提供一個表演場地讓同學展示

音樂及歌唱才能

24/11/2021 全校 學生積極參與 1,050.50HK$         E1 

區本計劃 「好鬆D」學習支援成長探索計

劃- 獎勵活動: 香港海洋公園學院

互動講座海洋奇趣大典車費

鼓勵在區本計劃表示優秀的同

學，讓其參與更多活動擴闊眼

界

17/7/2022 中一至中三(40人)100%出席率及投入度高 1,680.00HK$         E2 

童軍 童軍考章報名費用 童軍訓練或活動-培養五育發展 23/10/2021 中三至中五 完成活動 40.00HK$             E1  

童軍 童軍愛護動物章-愛協到校講座 童軍訓練或活動-培養五育發展 6/1/2022 中一至中五 完成活動 1,200.00HK$         E1 

童軍 童軍活動講座(HONG KONG

DOG RESCUE)

童軍訓練或活動-培養五育發展 20/5/2022 中一至中五 完成活動 1,000.00HK$         E1 

童軍 童軍觀星夜 童軍訓練或活動-培養五育發展 29/7/2022
中一至中五 完成活動

1,100.00HK$         
E2 

童軍 男女童軍訓練日營 童軍訓練或活動-培養五育發展 1/8/2022
中一至中五 完成活動

7,828.00HK$         
E1, 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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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21-7/3/22 S.1-S.5 出席率及學生回饋 5,000.00HK$         E1  

戲劇學會 戲劇學會導師費 通過戲劇演出提升學生藝術素養 10月至1月 中一至中四(15人)有效通過訓練發展學生藝術

能力

10,800.00HK$       E1 

戲劇學會 英文周戲劇導師費 通過戲劇演出提升學生藝術素養 13/1,15/1 中一至中四(15人)有效通過訓練發展學生藝術

能力

2,700.00HK$         E1 

戲劇學會 學生戲劇節導師費 通過戲劇演出提升學生藝術素養 2月至3月 中一至中四(14人)有效通過訓練發展學生藝術

能力

13,500.00HK$       E1 

戲劇學會 《只不過是世界末日》門票7張 通過觀劇增加對戲劇的認識 8月5日 中三及四(7人) 有效通過訓練發展學生藝術

能力

 HK$        1,750.00 E1 

戲劇學會 專業舞台燈光音響工作坊 聘任專業舞台工作者教授舞台

燈光編程

8月 中三四(8人) 學生對舞台製作更感興趣  HK$      49,500.00 E6 



STEM AI無人車工作坊 通過 AI 車，學習人工智能如何協助汽車行駛21/7/2022 中四/五(15人) 100%出席率及投入度高  HK$        4,980.00 E6 

視藝科 小型布偶製作課程 學生參與藝術創作，獲得成就

感

7/2022 中四VA學生

18人

小型布偶 13,220.00HK$       E5 

音樂 學校音樂節 提高學生的演奏水平 Oct,2021 -

Feb,2022

S1,3 (3) 3人分均獲銀獎狀；過程準備

充份

740.00HK$           E1 

音樂 POP SINGING WORKSHOP 提高學生的流行歌唱能力 14-15/7/2022 S1,3,4,5 (14) 81%出席率；學生投入活動 3,200.00HK$         E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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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2022 中一至中五 70%參加者獲得表現出色證書 2,240.00HK$         E1 

男子籃球訓

練

籃球訓練 籃球技巧訓練、團隊訓練 11/2021-6/2022 中一至中五 出席率及比賽表現 4,960.00HK$         E1 

男子籃球 男子籃球運動員証 參加校際比賽 8/2022 中一至中六

(8人)

100%出席  HK$           128.00 E1 

男子籃球(2223年度)預支外展籃球訓練班費用 籃球技巧訓練、團隊訓練 9/2022-11/2022 中一至中六 學生出席率及投入度 5,640.00HK$         E5 

女籃(2223年) 預支外展教練訓練班 訓練 10/22-2/23 中一至中六 未有 2,820.00HK$         E5 

排球隊 排球外展教練（3期） 進行排球訓練 全學年 全校（28人） 5,790.00HK$         E5 

排球隊 排球場租場費用 進行排球訓練 16-17/8 全校（18人） 240.00HK$           E1 

排球隊 佛青熱血排球盃交通津貼 佛青熱血排球盃 18/8/2022 全校（18人） 300.00HK$           E2 

排球隊 男女子排球運動員証 參加校際比賽 8/2022 中一至中六 100%出席  HK$           496.00 E1 

排球球(22-23年度)預支外展教練訓練班 訓練 9/22-12/22 全校 未有 7,720.00HK$         E1 

乒乓球(22-23年度)預支外展乒乓球訓練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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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23學年 中一至中六 計算學生出席率 2,512.00HK$         E1 

手球(22-23年度)預支外展手球訓練班費用 手球技巧訓練、團隊訓練 9/2022-1/2023 中一至中六

(20人)

學生出席率及投入度 8,100.00HK$         E5 

羽毛球
葵青區校際羽毛球（男甲）比賽

交通津貼
參加校際比賽

10/2021 中四至中六

(4人)

100%出席

40.00HK$             

E2 

羽毛球(22-23年度)預支外展教練訓練班 訓練 10/22-12/22 全校 未有 1,650.00HK$         E5 

羽毛球(22-23年度)預支羽毛球室內場租用費 訓練 10/22-4/23 全校 未有 832.00HK$           E1 

游泳 葵青區校際游泳比賽交通津貼 參加校際比賽 10/2021 中三至中四 100%出席 50.00HK$             E2 

閃避球 2021全港中小學界閃避球錦標賽 體育精神、團隊合作 Dec-21 中一至中六 學生表現及比賽成績

(共得到4個獎項)

3,600.00HK$         E1 

閃避球 暑期閃避球訓練班(閃避球) 閃避球技術、團隊合作 7/22-8/22 中一至中六 學生表現觀察 2,145.00HK$         E1 

閃避球 閃避球訓練班 閃避球技術、團隊合作 6/22-8/22 中一至中六 學生表現觀察 12,000.00HK$       E1,E5 

體育 學界比賽報名費(田徑, 游泳) 參加校際比賽 10,11/2021 中一至中六

(30人)

100%出席 2,700.00HK$         E1 

體育 學界比賽報名費(羽毛球) 參加校際比賽 10/2021 中一至中六

(4人)

100%出席 300.00HK$           E1 

體育(22-23年度)預支學體會會員費 參加校際比賽 2022-23 全校 未有 300.00HK$           E1 



體育 學界比賽報名費(男子籃球, 排球) 參加校際比賽 8/2022 中一至中六

(30人)

100%出席 1,050.00HK$         E1 

體育(22-23年度)預支運動場租場費 舉辦運動會 10,12/10/2022 全校 未有 1,820.00HK$         E1 

地壺 地壼共融活動交通津貼 參加比賽 8/2022 中四至中六

（5人)

100%出席 50.00HK$             E2 

行山 學界毅力行2021 挑戰麥理浩徑，鼓勵同學多做

運動，保持身心健康

24. 25. 29/

12/2021

中四至中六

(8人)

學生出席率、投入度及

完成時間

3,980.00HK$          E1, E2,

E7



旋風球 旋風球訓練班 旋風球技巧訓練、團隊訓練 20. 22. 26/

7/2022

中一至中六

(15人)

學生出席率、投入度  HK$        3,980.00 E5, E7 

旋風球 旋風球中小學校際挑戰賽2022 參與比賽，挑戰自我增強自信心 6/8/2022 中一至中六

(12人)

成績: 冠軍  HK$           620.00 E1, E2 

875,977.83HK$     

1.3

$0

第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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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項總開支



1.4

童軍 童軍團T恤運費 童軍訓練或活動-培養五育發展 全年 中一至中五 完成 142.25HK$           E1 

戲劇學會 劇社服裝費(蒸汽掛燙機) 提升演出水平 8月 中一至中四

(14人)

改善演出成果 799.00HK$           E7 

941.25HK$           

1,169,001.32HK$  

第1.4項總開支

第1項總開支

其他



範疇

第2項

籃球隊

足球隊

其他校隊

Teqball

STEM

女童軍

女童軍

女童軍

女童軍

田徑及長跑

童軍

童軍

童軍

學生會

美化校園

校園電視台

校園電視台

校園電視台

校園電視台

校園電視台

校園電視台

校園電視台

校園電視台

校園電視台

校園電視台

校園電視台

校園電視台

校園電視台

E2 交通費

551.82HK$                          

10,980.00HK$                      

1,478.00HK$                       

1,896.00HK$                       

3,398.75HK$                       

97.61HK$                            

腳架座及提詞器

剪接軟件 添置剪片裝置

2,899.00HK$                       

建設片場

3,336.00HK$                       

12,580.00HK$                      

配合學生手機運作

記憶卡及硬碟 攝影4K影片

燈光背景

iMac (高級配置) 添置剪片裝置

DJI MIC 攝影4K影片

39.49HK$                            

49.23HK$                            

9,720.00HK$                       

961.41HK$                          

E8 學習資源（例如學習軟件、教材套）

E9 其他（請說明）

E7 設備、儀器、工具、器材、消耗品

COVID 透過「一次性支援措施」支付因應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取消學習活動引致的開支

第1及第2項總開支 1,291,935.11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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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3 境外交流／比賽團費（學生）

E4 境外交流／比賽團費（隨團教師）

E5 專家／導師／教練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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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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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項總開支

資助隊員購買訓練服

女童軍會員費

女童軍集會物資

資助隊員參加總會活動

攝影反光板 建設片場

腳架座及提詞器(運費)

設備運費 建設片場

電腦(I MAC)一部 建設片場

手持雲台(DJI OM4SE)

影音剪接效果 添置剪片裝置

4K攝影機(CANON XA40) 攝影4K影片

改善學生訓練，提昇學生田徑及長跑水平。

童軍訓練或活動-培養五育發展

建設片場

設備運輸費 用於運輸設備

無人機 用於下年度的無人機訓練班

資助隊員購買制服

資助隊伍頒發獎章給隊員

訓練服資助

訓練服資助 資助隊員購買訓練服

1,440.00HK$                       

3,600.00HK$                       訓練服資助 資助隊員購買訓練服

 HK$                       2,325.00

 HK$                       1,130.70

122,933.79HK$                    

童運恆常集會物資(旅巾, 巾圈, 章, 制服, 活動服) 童軍訓練或活動-培養五育發展

實際開支（$）

購買推行全方位學習所需的設備、消耗品或學習資源

一樓平台美化項目 優化學生活動空間及提供學生創作藝術平台

建設片場

1,260.00HK$                       

 HK$                       1,402.43資助隊員集會的材料

2,920.00HK$                       

1,276.85HK$                       

48,540.00HK$                      

 HK$                          350.00

學生會物資(電蚊拍及蚊怕水) 保護學生免受蚊患所害

408.00HK$                          

3,324.00HK$                       

81.50HK$                            

購買田徑及長跑訓練器材

童軍團T恤

童軍考章活動用品 (鎚, 剪, 皮藝工具及皮革) 童軍訓練或活動-培養五育發展

學生制服資助

女童軍獎章(由隊伍頒發)及配件

用途項目

2,000.00HK$                       

 HK$                       4,888.00



573

573

100% 梁獻文、GM TEACHER受惠學生人數佔全校學生人數百分比（%）：
受惠學生人數︰

全校學生人數︰

受惠學生人數

  全方位學習聯絡人（姓名、職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