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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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粵語朗誦訓練及比賽，透過朗誦訓練提升學生

聲情表達能力，培養學生的自信
中文 2021年11月 中一 3

學生順利完成比賽，取

得一優異兩良好成績 $450.00 E1 √

2
普通話朗誦訓練及比賽，透過朗誦訓練提升學

生聲情表達能力，培養學生的自信
中文 2021年9月至11月 中一 7

學生積極參與訓練，在

校外比賽中獲頒優異及

良好獎
$1,050.00 E1 √

3
中文辯論課程，提升學員的中文演辯技巧及批

判思維能力
中文

2021年10月至

2022年8月
中三至中五 13

網課出席情況理想，隊

員樂於參與校外比賽，

並獲得冠軍
$9,000.00 E1, E5 √

4
英文朗誦訓練及比賽，透過朗誦訓練提升學生

聲情表達能力，培養學生的自信
英文

2021年11月至12

月
中一至中六 23

15名學生獲取優異成績

，其中一名同學更獲得

第二名
$3,450.00 E1 √

5
餐桌禮儀工作坊，教授同學西式餐桌禮儀，提

升學生的識見及眼界，培養學生成為有禮有節

的年輕人

英文
2021年12月7日至

12月21日
中四 121

參加學生態度認真，於

角色扮演活動時表現積

極、投入；在問卷調查

中，超過一半學生表示

喜歡或非常喜歡此活動

$12,000.00 E1 √ √

6
咖啡拉花班，教授咖啡拉花的技巧，讓學生體

驗咖啡師的工作
英文 2022年7月28日 中二 40

學生表現積極投入，學

習咖啡製作的技巧，以

及了解社會企業的運作

，整體表現理想
$11,200.00 E1,E5 √ √

7
咖啡拉花班旅遊巴，接載學生前往實習場地，

體驗實際工作環境
英文 2022年7月28日 中二 40

旅遊巴準時送學生抵達

目的地，服務良好 $560.00 E2 √

8
英文辯論隊訓練，提升學員的英語演辯技巧及

批判思維能力
英文

2021年10月至

2022年6月
中一至中五 18

學生表現理想。經過訓

練後，大部份學員均曾

參與聯校辯論比賽，實

踐課堂學到的演辯技巧
$21,465.00 E1,E5 √

9
英語大使訓練，提升英語大使的領袖才能及團

隊協作精神
英文 2021年8月8日 中三至中五 15

參加學生反應熱烈，在

活動過程中積極與導師

互動。活動後更撰寫反

思短文，跟同儕分享學

習成果

$6,105.00 E1 √

10
舉辦English Fun Day，透過攤位遊戲提升學生學

習英文的興趣
英文 2021年8月3日 中一至中五 638

大部分學生表現投入，

積極參與以正向思維為

主題的攤位遊戲，寓學

習於娛樂

$25,000.00 E1 √

11
遊協校園通識盃比賽，透過參加校外的問答比

賽，提升學生的自信心及擴闊視野
通識 2022年8月4日 中一至中五 24

參賽學生表現積極，比

賽氣氛熱烈；主持學生

能表現出隨機應變的能

力，表現理想

$2,400.00 E1 √

第1項：舉辦／參加全方位學習活動

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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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支用途＊

2021-2022 學年

全方位學習津貼  運用報告

何文田官立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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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舉辦鑑證科學工作坊，透過活動強化學生的邏

輯推理能力
科學

2022年7月28日至

8月2日
中二至中三 30

學生對活動評價甚高，

認為能讓他們認識更多

課本以外應用科學的用

途

$12,600.00 E1 √

13
鑑證科學x運動科學工作坊，透過工作坊學習科

學知識，提升學生對科研的興趣
科學 2022年8月9日 中一 130

學生表現積極投入，透

過活動加深學生對運動

科學的認識外，更讓學

生得到應用及實踐鑑証

科學的機會

$11,600.00 E1 √

14
廸士尼工作體驗坊，擴闊學生視野，讓學生實

地考察旅遊相關機構的實際運作，加深對旅款

科課程研習理論的認識

旅遊與款待 2022年8月8日

中四至中五

級修讀旅款

科的同學

21

超過90%學生認同體驗

坊能增進本科知識及有

助自己思考未來的發展

路向

$8,055.00 E1 √ √

15
中三級專題研習國家安全講座，加深同學對不

同範疇國家安全的認識，以便開展國安專題研

習

國家安全 2021年9月30日 中三 130

講者清晰介紹國家安全

的範疇及內容，並配合

具體例子說明，讓同學

在構思專題研習的題目

時有更明確的方向

$2,500.00 E5 √ √

16
舉辦中一級「摘錄筆記工作坊」，幫助學生釐

清學習難點，加深記憶
學習技巧

2021年9月16至9

月23日
中一

80 (綜援及

全免學生以

其他津貼支

付費用)

72%學生對課程的整體

評級為好及非常好，

97%學生「同意」及

「完全同意」課程對學

習有幫助。觀課老師均

認為導師表現良好，亦

有老師認為導師表現卓

越

$4,432.00 E5 √

17 舉辦中二級「記憶班」，提升學生記憶能力 學習技巧
2021年8月17至10

月9日
中二

78 (綜援及

全免學生以

其他津貼支

付費用)

93%同學認為課程有幫

助，觀課老師對導師的

評價為「良好」至「優

異」

$23,760.00 E5 √

18
舉辦中三級專題研習「國家安全」擬題技巧課

程，幫助學生為專題研習擬定值得探討的題目
學習技巧

2021年10月7至10

月18日
中三

85 (綜援及

全免學生以

其他津貼支

付費用)

99%學生認為導師教學

用心、講解清楚；94%

學生認為課程有用 $10,985.00 E5 √

19
舉辦閱讀多樂趣講座，透過講座讓學生感受到

閱讀的樂趣，從而養成閱讀的習慣
閱讀講座 2022年8月5日 中一及中二 261

學生反應熱烈，與講者

互動，投入推理小說的

世界
$3,500.00 E5 √

20
中一級班本共融活動，推廣友愛包容的精神，

促進校園的關愛氛圍
學生支援 2021年11月24日 中一 130

學生於講座期間表現專

注，積極參與問答環節

，能透過短講、影片及

情境討論環節，掌握兩

大類別特殊教育的需要

$4,000.00 E1 √ √

21

中四級升學適應講座及交友全攻略工作坊，透

過講座或工作坊，教授中四級學生簡單減壓方

法，讓學生們明白精神健康的重要性，並幫助

中四學生適應高中的學習模式，建立同儕協作

互助的人際關係

輔導 2021年9月24日 中四 121

超過72%同學認同講座

有效地讓他們認識高中

課程的轉變、可能會面

對的困難及如何疏導負

面情緒和壓力

$7,800.00 E1 √ √

22
中三至中六輔導員團隊訓練，為輔導員提供全

面的輔導工作訓練，加強朋輩輔導及協助推展

輔導組的各項活動，建立和諧校園

輔導

2021年10月4日、

1月29日、 12月

21日

中三至中六 52

超過90%的學生認為活

動能提升輔導員之間的

默契及溝通技巧，對加

強團隊的凝聚力有正面

的作用

$9,044.00 E1 √



23
中二歷奇訓練，培養學生的團隊合作精神，加

強其抗逆力，建立正面的價值觀及訓練學生的

決策和解難能力

輔導 2021年12月3日 中二 130

超過75%的學生認為活

動能培養其正向思維、

團體合作精神及提升抗

逆能力，同學積極參與

活動，並表現出服從及

團隊精神

$19,600.00 E1 √ √

24
中三歷奇訓練，培養學生的團隊合作精神，加

強其抗逆力，建立正面的價值觀及訓練學生的

決策和解難能力

輔導 2021年12月20日 中三 40

85%的學生認為歷奇挑

戰活動能讓他們從活動

中認識自我，加深學生

對個人強、弱項的認識

，亦促進學生之間互相

欣賞的意識，從而加強

學生的自信心和自我效

能感

$5,500.00 E1 √ √

25

正向教育講座，邀請名人或社會各界人士到校

主持講座及分享經驗，讓學生培養正向價值觀

及提升學生的抗逆能力

輔導
2021年12月8日及

2022年6月1日
中一至中六 770

超過80%的學生認為講

座內容貼近生活，同學

們可從多角度享受及思

考快樂的意義

$1,800.00 E1 √ √

26

和諧校園班本活動，透過班本工作坊，讓中一

級學生認識校園欺凌定義及影響，學習如何面

對欺凌事件，並明白人際互相尊重及共建和諧

校園的重要性

輔導
2022年1月19日及

26日
中一 130

75%教師及學生認為措

施能夠幫助同學了解更

多應對欺凌的方法，老

師認為這活動對初升上

中學的新生有重要的啓

示

$8,000.00 E1 √ √

27
舉辦弓防箭活動，訓練同學的團隊精神及讓同

學體驗合作之重要性，提升同學的領袖才能
輔導 2022年7月29日

中二至中五

輔導員
52

超過90%的學生認為活

動能夠提升團隊精神及

體驗合作之重要性，可

增強學生的獨立自主能

力和決斷力

$4,950.00 E1 √

28
中四級生涯規劃工作坊及講座，邀請不同行業

的嘉賓分享職場工作經驗，促進學生對工作世

界的認識

生涯規劃
2022年10月至12

月
中四 121

學生能明白生涯規劃的

重要性。 $21,700.00 E1 √ √

29

舉辦工作體驗活動，安排同學在模擬的工作環

境中參與職場工作，體驗不同的營商環境及工

作情況，幫助同學了解個人性向及職場情況，

指導同學作出明智的生涯規劃

生涯規劃
2022年10月至12

月
中五 128

學生了解如何運作一盤

生意及掌握面試技巧

$48,400.00 E1 √ √

30
面試技巧班，指導學生如何在面試中表現自己

的優點，爭取升學或就業的機會
資優教育 2022年1月19日 三及中五 6

學生的出席率為100%，

同學投入參與面試活動

，態度認真積極。全部6

位同學均同意活動能夠

幫助他們準備面試，並

認同關注時事對面試的

重要性

$1,500.00 E1 √ √

31
中六模擬面試技巧，指導學生如何在面試中表

現自己的優點，爭取升學或就業的機會
生涯規劃 2021年12月1日 中六 131

學生了解大學面試中需

要的技巧 $10,800.00 E1 √ √

32
中六模擬放榜，指導學生如何就不同的公開考

試成績籌謀升學安排
生涯規劃 2022年1月19日 中六 131

學生了解放榜日的流程
$13,200.00 E1 √ √

33
中四級社會服務培訓工作坊，讓學生學習並應

用籌備義工服務的技巧
社會服務

2022年3月22日、

4月6日、27日
中四 121

90%的學生表示在活動

後能夠認識及了解長

者的需要和特質；93%

的學生表示活動後能

提升其籌劃活動的技

巧

$4,800.00 E1 √ √ √



34
中五級社會服務培訓工作坊，讓學生學習並應

用籌備義工服務的技巧
社會服務

2022年5月11日、

18日、25日
中五 127

94%學生表示在活動後

能夠認識及了解智障

人士的需要和特質；

95%的學生表示活動後

能提升其籌劃活動的

技巧

$8,800.00 E1 √ √ √

35
校際音樂節報名費，透過音樂比賽加強學生的

自信，提升學生的演唱、演奏水平及團隊協作

精神

藝術（音樂）
2021年12月至2022

年7月

中一至中五

級
12

 第74屆香港校際音樂節

比賽: - 嗩吶獨奏 (初級

組): 季軍- 單簧管獨奏

(中學初級組): 金獎 - 箏

獨奏 (中級組) : 銀獎 - 鋼

琴(分級鋼琴獨奏三級) :

銀獎  - 雙簧管獨奏(中學

初級組): 金獎 - 箏獨奏

(高級組) : 銀獎 - 鋼琴(分

級鋼琴獨奏七級) :銅獎

$2,940.00 E1 √ √

36
笛子AB班，提供學習樂器的機會，發掘學生的

音樂潛能，令學生得到全面的音樂發展
藝術（音樂）

2021年12月至2022

年7月

中一至中四

級
18

因受疫情影響，全年課

堂改以 ZOOM形式進行

教學。學生能積極投入

課堂，出席率達 95%。

同學認為此訓練班有助

提升吹奏技巧

$24,000.00 E5 √ √

37
柳葉琴AB班，提供學習樂器的機會，發掘學生

的音樂潛能，令學生得到全面的音樂發展
藝術（音樂）

2021年12月至2022

年7月

中一至中三

級
18

因受疫情影響，全年課

堂改以 ZOOM形式進行

教學。學生出席率達

85%，同學認為此訓練

班有助加強彈撥技巧

$25,000.00 E5 √ √

38
單簧管ABC班，提供學習樂器的機會，發掘學

生的音樂潛能，令學生得到全面的音樂發展
藝術（音樂）

2021年12月至2022

年7月

中一至中三

級
23

學生表現積極投入，並

能掌握正確吹奏技巧，

學生出席率達98%
$37,500.00 E5 √ √

39
長笛ABCD班，提供學習樂器的機會，發掘學生

的音樂潛能，令學生得到全面的音樂發展
藝術（音樂）

2021年12月至2022

年7月

中一至中五

級
35

因受疫情影響，全年課

堂改以 ZOOM形式進行

教學。學生表現投入積

極，出席率超過90%，

並能掌握正確吹奏技巧

$50,000.00 E5 √ √

40
敲擊ABC班，提供學習樂器的機會，發掘學生

的音樂潛能，令學生得到全面的音樂發展
藝術（音樂）

2021年12月至2022

年7月

中一至中三

級
30

全年課堂以ZOOM形式

進行教學。學生在樂器

班的表現理想，能積極

投入練習，對活動表現

岀頗大的興趣，出席率

超過85%及受訓時表現

皆能達到預期的要求。

學生認為此訓練班有助

提升節奏感、對中西樂

器的興趣及團隊合作精

神。樂器班能有效培訓

學生演奏樂器的才能，

為本校樂團提供新血

$41,250.00 E5 √ √



41
中阮AB班，提供學習樂器的機會，發掘學生的

音樂潛能，令學生得到全面的音樂發展
藝術（音樂）

2021年12月至2022

年7月

中一至中三

級
20

因受疫情影響，全年課

堂改以 ZOOM形式進行

教學。學生投入訓練，

積極參與，出席率超過

80%，同學認為此訓練

班有助提升音樂理論及

演奏能力

$14,160.00 E5 √ √

42
哨吶AB班，提供學習樂器的機會，發掘學生的

音樂潛能，令學生得到全面的音樂發展
藝術（音樂）

2021年12月至2022

年7月

中一至中三

級
15

學生積極參與課堂學習

，出席率達80%，大部

份同學的演奏技巧有所

提升

$33,840.00 E5 √ √

43
楊琴AB班 ，提供學習樂器的機會，發掘學生的

音樂潛能，令學生得到全面的音樂發展
藝術（音樂）

2021年12月至2022

年7月

中一至中三

級
15

學生在樂器班的表現理

想，出席率達75%，同

學認為其彈奏技巧有顯

著進步

$25,000.00 E5 √ √

44
大提琴AB班，提供學習樂器的機會，發掘學生

的音樂潛能，令學生得到全面的音樂發展
藝術（音樂）

2021年12月至2022

年7月

中一至中三

級
18

因受疫情影響，全年課

堂改以 ZOOM形式進行

教學。學生積極參與課

堂學習，出席率超過

85%，大部份同學均能

掌握正確的演奏技巧及

樂理知識

$25,000.00 E5 √ √

45
結他AB班，提供學習樂器的機會，發掘學生的

音樂潛能，令學生得到全面的音樂發展
藝術（音樂）

2021年12月至2022

年7月

中一至中三

級
23

學生表現理想，出席率

達八成，並認同此訓練

班能夠提升其演奏技巧

及加深對樂曲的認識
$24,000.00 E5 √ √

46
笙AB班，提供學習樂器的機會，發掘學生的音

樂潛能，令學生得到全面的音樂發展
藝術（音樂）

2021年12月至2022

年7月

中一至中三

級
16

因受疫情影響，全年課

堂改以 ZOOM形式進行

教學。學生投入訓練，

出席率達70%，同學能

掌握基礎及正確的吹奏

技巧

$24,000.00 E5 √ √

47
二胡ABC班，提供學習樂器的機會，發掘學生

的音樂潛能，令學生得到全面的音樂發展
藝術（音樂）

2021年12月至2022

年7月

中一至中三

級
24

全年課堂以ZOOM形式

進行教學。學生在樂器

班表現積極投入，出席

率超過90%，此樂器班

能有效提升學生的演奏

才能

$36,000.00 E5 √ √

48
琵琶ABC班，提供學習樂器的機會，發掘學生

的音樂潛能，令學生得到全面的音樂發展
藝術（音樂）

2021年12月至2022

年7月
中一至中三級 25

因受疫情影響，全年課

堂改以 ZOOM形式進行

教學。同學積極參與，

在整個課程的出席率達

90%以上。同學在課堂

上表現投入，並樂於根

據導師指導及要求完成

課後錄影片段

$37,500.00 E5 √ √

49
氣球佈置班，教授氣球造型的技巧，引導學生

發揮創意，利用氣球佈置大型活動的場地
藝術（視藝） 2022 年6月29日 中三至中六 15

100% 學生對整個活動滿

意程度給予滿分(10分為

滿分)
$7,500.00 E5 √ √

50
英語話劇欣賞，帶領學生到劇院欣賞英語話劇

，提升學生研習英語的興趣
藝術（其他） 2022年8月1日 中二 129

學生認真觀賞英語話劇

，有助提升其英語能力 $10,960.00 E1 √ √



51 英語話劇培訓 藝術（其他） 2022 年6月及8月 中一至中五 20

學生對音樂劇內容十分

感興趣，投入學習，成

功完成演出，並錄製短

片，累積演出經驗，大

大增強自信心

$24,980.00 E5 √ √

52

戲劇節比賽培訓課程，訓練學生演戲、編劇和

導演的技巧，參加學校戲劇節和參與公開戲劇

表演，增强學生自信心和表演技巧，提升學生

的演藝水平

藝術（其他）
2022年2月28日至

3月14日
中一至中六 12

雖以網課形式進行，學

生對培訓課程評價及投

入度甚高，於學校戲劇

節和其他戲劇比賽獲得

不少獎項，增強學生自

信心

$21,500.00 E5 √ √

53
Jazz Funk Class，教授舞蹈技巧，提升學生對舞

蹈的興趣
藝術（其他）

2021年11月至12

月
中一至中三 15

平均出席率為80%，提

升學生對舞蹈的興趣 $4,000.00 E5 √ √

54
爵士舞班，教授舞蹈技巧，提升學生對舞蹈的

興趣
藝術（其他） 2022年5月至8月 中一至中三 16

平均出席率為80%，提

升學生對舞蹈的興趣，

並希望繼續參加爵士舞

班

$6,400.00 E5 √ √

55
瑜伽班，教授瑜伽的技巧，提升學生的肢體柔

軟度及舒緩學習壓力
體育

2022年8月2、4、

5日
中四至中五 43

學生對課程評價甚高，

於課堂表演非常認真、

投入。學員表示透過學

習冥想技巧，有助舒緩

壓力

$7,200.00 E5 √ √

56
足球訓練班，提升學生的足球技術，加強團隊

協作的精神
體育 2021年11至12月 中三至中六 16

學生積極投入訓練，教

練表示極之滿意他們的

表現，而學生出席率平

均達八成以上，學生也

表示很喜歡參加足球訓

練

$9,120.00 E5 √ √

57
籃球訓練班，，提升學生的足球技術，加強團

隊協作的精神
體育 2021年11至12月 中三至中六 31

學生積極投入訓練，教

練表示極之滿意他們的

表現，而學生出席率平

均達八成以上，學生也

表示很喜歡參加籃球訓

練

$9,360.00 E5 √ √

58 蛋糕製作班，教授烤焙蛋糕的技巧 家政
2022年8月1日及8

月10日
中三至中五家政學會會員48

學生反應熱烈， 積極參

與， 成果甚佳 $20,520.00 E1 √ √

59
中一戶外學習日，參觀有機農莊，認識農業耕

種模式，增加課外知識
戶外學習 2021年12月3日 中一 130

同學積極參與，透過農

莊參觀、有機種植講解

及有機耕種體驗，認識

有機耕種，有效學習可

持續發展的重要性動

$3,150.00 E1 √ √

60 中一戶外學習日旅遊巴來回 (有機農莊) 戶外學習 2021年12月3日 中一 130

旅遊巴準時及安全接送

學生來回農莊及學校 $8,040.00 E2 √ √

61
海洋公園全方位學習之旅，學習海洋生態及環

保知識
戶外學習 2021年12月3日 中三至中五 191

同學認為能以自主探究

方式，利用園內多元化

的學習情境和資源，認

識海洋生態及理科知識

，當日同學都熱衷參觀

海洋公園各個生態展館

$19,100.00 E1 √ √



62
廸士尼探索之旅，開闊學生的眼界，鼓勵同學

透過親身經歷探究課外知識
戶外學習 2021年12月3日 中六 131

同學認為能以體驗及探

究方式，發掘樂園的有

趣事物，探索課室外的

知識，豐富學習體驗
$27,380.00 E1 √ √

63

香港青年大使計劃，透過多元培訓和服務體驗

，培育學生擔任香港的親善大使，向市民和來

自世界各地的旅客推廣香港的好客形象及多元

旅遊特色，推動旅遊業的持續發展。

領袖訓練
2022年8月

(約20小時)

中四級有興

趣參與本計

劃的同學

3

三名同學的出席率均為

100%。同學表示活動能

擴闊其視野、建立自信

心及提升待人接物的技

巧

$450.00 E1 √ √ √

64
學生領袖訓練，透過不同種類的培訓活動，發

掘及培養學生的領袖潛能及素質
領袖訓練 2021年12月22日 中四至中五學會及團隊主席44

90%參與同學認為訓練

能提升領導與籌辦活動

的能力，並加強作為領

袖與組員的溝通及表達

意見的能力

$6,000.00 E1 √

65
旅遊巴來回STEM 教育工作坊，豐富學生的科

研探究經歷
跨學科（STEM） 2021年11月27日 中三 29

同學學習態度認真，積

極參與，並了解到檢測

科技行業的發展
$800.00 E2 √

66 Microbit Fun Day，提升學生的科研探究精神 跨學科（STEM） 2022年8月11日 中二 130

同學在活動中專心設計

及製作氣墊飛船，亦嘗

試編寫程式；當試行氣

墊飛船時，部分飛船運

作出現問題，同學能即

時運用設計思維及解難

能力，找出問題所在，

改良裝置。比賽中氣氛

熾熱，同學互相打氣

$26,900.00 E1 √

67
校園電視台工作培訓，教授同學攝製節目的技

巧，提升校園電視台節目的水平
校園電視台

2022年8月10日至

8月22日

中二至中五

校園電視台

同學

13

學生表現積極，學習氣

氛熱烈；初步掌握拍攝

方法，表現理想
$3,750.00 E5 √ √ √

68
手製肥皂製作班，教授製作肥皂的過程及技巧

，豐富學生的學習體驗
美容及形象設計

2022年12月8日及

12月15日
中一至中四 14

學生表現積極投入，能

掌握手工皂的冷製法及

拉花技巧，製作出精美

的肥皂成品
$4,500.00 E1 √

$961,806.00

1.2

沒有

 （如空間不足，請於上方插入新行。）

$0.00

$961,806.00

第3項：受惠學生人數

項目 範疇 用途

1 影像切換器 校園電視台

用於拍攝及製作

校園電視台短片

，並為學校大型

活動製作專輯

2 Digital Camcorder 校園電視台

用於拍攝及製作

校園電視台短片

，並為學校大型

活動製作專輯

全校學生人數︰

$2,680.00

實際開支 ($)

$10,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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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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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770

770

受惠學生佔全校學生

人數百分比 (%)：

受惠學生人數︰

第1項總開支



3 混音器 校園電視台

用於拍攝及製作

校園電視台短片

，並為學校大型

活動製作專輯

4 校園電視台器材及系統檢測 校園電視台
校園電視台器材

及系統檢測

5 真空吸塑機 設計與科技 STEM 3D打印

6 過膠機 藝術（視藝科）
裝裱海報及畫作

，美化校園

7 購買伸縮旗桿 德育及公民教育組 室內升旗禮

8 桌上遊戲 英文科
提升學生學習英

文的興趣

9 印製英文文法手冊 英文科

指導學生整理學

習材料及摘錄筆

記，培養學生良

好的學習態度

10 Solidmemory TM Software (1 yr Licence) 英文科

提升電子教學的

效能及提高學生

的學習興趣

11 室內健身單車 體育科
增設器材讓學生

進行體育活動

12 買樂器 藝術（音樂科）

利用所購置樂器

作課堂練習及樂

團表演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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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0.00

$8,500.00

$4,800.00

$1,994.00

$43,200.00

$4,100.00

$2,880.00

$3,000.00

$7,560.00

第1及第2項總開支

第2項總開支

$1,111,930.00

$150,124.00

$58,310.00

100%
受惠學生佔全校學生

人數百分比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