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項目編號 項目詳細 負責老師 財務支出

ch01 購買教師用書教材費 科主席 400.00$          
ch03 「文化日」活動 科主席 2,335.81$       
ch04 中文閱讀計劃:書 科主席 1,689.00$       
ch05 中文閱讀計劃:物資 科主席 2,000.00$       
ch06 中文閱讀計劃:印刷費 科主席 2,420.00$       
ch07 中文閱讀計劃:禮物 科主席 1,136.00$       
ch09 教師參考書籍 科主席 1,152.00$       
ch12 添置教具、膠箱、文件夾等 科主席 983.63$          

12,116.44$     

項目編號 項目詳細 負責老師 財務支出

En02 硬筆書法比賽 榮、鈺、南、好、晞 80.00$            
En04 購買英文圖書(英文超級閱讀計劃) 榮、鈺、南、好、晞 5,745.00$       
En05 英文超級閱讀計劃(飲食、禮物) 榮、鈺、南、好、晞 4,707.80$       
En06 英文科務活動物資 榮、鈺、南、好、晞 2,286.83$       
En08 英文室(RM111)購買物資 榮、鈺、南、好、晞 759.80$          

其他 327.30$          
13,906.73$     

項目編號 項目詳細 負責老師 財務支出

Ma01 車費 科主席、科核心
 650.00$          
Ma03 購買老師參考書 科主席 1,692.00$       
Ma05 添置教具、膠箱、文件夾 科主席、科核心
 1,541.50$       
Ma06 科務活動(試後) 科主席

科務活動(小息) 科主席

小息數學活動大使 科主席

其他 464.60$          
4,397.10$       

中文科

英文科

數學科

49.00$            



項目編號 項目(簡單內容) 負責教師 財務支出

Gs01 車費 基、康、黎、志 3,400.00$       
Gs03 添購常識科參考書籍及教具 基、康、黎、志 14,893.18$     
Gs04 科務活動 基、康、黎、志 4,244.60$       
Gs05 購買科研活動(科學實驗)材料 基、康、黎、志 51,923.52$     
Gs06 購買科研活動(機械人課程)材料 基、康、黎、志 25,364.38$     

其他 300.00$          
100,125.68$   

項目編號 項目詳細 負責老師 財務支出

MU01 比賽車費 李 4,700.00$       
MU02 郵寄費用 李 130.90$          
MU04 到校音樂會費用 李 4,500.00$       
MU05 第七十屆香港學校音樂節團體報名費用 李 1,859.85$       
MU06 專項訓練 李 1,654.00$       
MU07 購買樂器或音樂器材 李 5,840.48$       
MU08 維修樂器費用 李 5,650.00$       
MU09 「志達好SING音」宣傳及評分道具(玫瑰花) 靄 298.37$          
MU10 「志達好SING音」場地佈置及獎品 靄 45.00$            
MU11 「街頭巨SING」場地佈置及獎品 靄 1,225.74$       
MU12 小息展活力獎品 李 112.64$          

其他 2,416.71$       
28,433.69$     

音樂科

常識科



項目編號 項目詳細 負責老師 財務支出

Va01 車費 ( 外出比賽、參觀及取藝術作品) 倫 5,100.00$       
Va07 學生作品展 倫 98.90$            
Va08 志達健力士巨型摺紙 倫 3,765.69$       
Va09 添置教具、參考書及視藝物料 倫、威 3,336.40$       
Va10 專項訓練 全體 853.40$          

其他 465.60$          
13,619.99$     

項目編號 項目詳細 負責老師 財務支出

PE01 車費 城 4,350.00$       
PE03 日日FIT一FIT和 小博士 倫、城 1,811.00$       
PE04 完善校內教學設施及器材 全體 6,912.66$       
PE05 各項比賽報名費 全體 14,720.00$     
PE06 運動員註冊費+會費 全體 1,375.40$       
PE07 訓練隊制服 全體 5,652.04$       
PE08 聯校陸運會 全體 3,124.50$       
PE09 聯校水運會 全體 4,995.50$       
PE10 邀請外間機構到校示範 城、伍 1,196.00$       

其他 1,315.60$       
45,452.70$     

視藝科

體育科



項目編號 項目詳細 負責老師 財務支出

scd01(車費) 取及交回升中文件、中學派位結果車費 筠 225.30$          
scd01(車費) 派發刊物車費 吳 550.00$          
scd01(車費) 取小一派位結果、交回文件、信件 阮 183.00$          
scd02(郵費) 郵寄學校簡介費用 吳 257.00$          
po01 家長及舊生聚會支出 岫 3,229.50$       
ea03 校訊印刷費 吳 850.00$          
hr01 購買明報升中書2本 筠 240.00$          
hr02 各科書劵 珊 4,850.00$       
hr04 致送中學紀念品/禮物 筠 1,092.10$       
rm02 購買字卡，壁報紙等 邱 3,820.00$       
SM01 確保伺服器運作正常，並有足夠的儲存及備份空間 志 12,280.00$     
SM02 購置電腦器材，如︰更換P1及P2桌面電腦,投影機,實物投影機…… 志 257,452.00$   
SM04 整拾各特別室、課室及電腦室電腦周邊器材(訊號線/分訊器……) 志 14,890.00$     
SM06 跟進保養 志 6,000.00$       

其他 114.00$          
306,032.90$   

項目編號 項目詳細 負責老師 財務支出

Sb01 多元課程--購買教具/物資/游泳課開支 榮 9,798.00$       
Sb02 資優課程--各項課程 榮 12,788.00$     
Sb03 備課會風琴file 榮 540.00$          
Al01 成績表底頁及FILES 伍 1,000.00$       
Rd01 購置喜閱圖書 溫 4,189.00$       
Rd03 圖書館物資 溫 1,673.00$       
Rd04 家長/學生講座 溫 3,000.00$       
Rd05 購買館藏圖書 溫 25,351.04$     
Td01 教師發展日 基 760.00$          
Td02 教師閱書會 基 1,675.20$       
Td03 四社活動 基 587.90$          

61,362.14$     

學校發展委員會

學教發展委員會



項目編號 項目詳細 負責老師 財務支出

Std01(車費) 交朗誦節報名表 城 174.20$          
Std03(郵寄費用) 成長的天空計劃津貼(標書郵費) 娟 114.00$          
Std05(郵寄費用) 郵費 曾 17.50$            
Cb04 禮堂活動及校慶活動禮物 岫 573.30$          
Cb05 印製生日卡 岫 690.00$          
Cb08 商務書券 岫 700.00$          
Scd02 「獎勵卡」計劃印刷費 娟 4,655.00$       
Scd03 校本輔導計劃   攤位活動小禮物 娟 847.20$          
Scb04 傑出軍團成員禮物(書25本) 簡 1,830.40$       
Scb05 軍團聚餐 簡 1,280.00$       
Scb06 軍團外出參觀車費 簡 750.00$          
Dc01 消閒站物資 倫 280.00$          

其他 4,013.80$       
15,925.40$     

學校發展委員會 306,032.90$           
學教發展委員會 61,362.14$             
校風及學校發展委員會 4,013.80$               
各學科 218,052.33$           
總計 589,461.17$           

財務總支出

委員會/學科 支出

校風及學校發展委員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