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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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00$          
ch02 全港硬筆書法比賽 科主席 87.30$            
ch03 科務活動 科主席 3,700.00$       
ch04 中文閱讀計劃:書 科主席 3,440.00$       
ch10 添置教具、膠箱、文件夾等 科主席 598.61$          

8,325.91$       

項目編號 項目詳細 負責老師 財務支出

En03 英文超級閱讀計劃(圖書及相關物資) 榮、鈺、南、晞 4,995.00$       
En05 英文科務活動 (圖書，物資) 榮、鈺、南、晞 5,635.00$       
En06 英文科務活動 (禮物) 榮、鈺、南、晞 310.00$          
En07 英文室(RM111)購買物資 榮、鈺、南、晞 702.40$          
En09 教具 榮、鈺、南、晞 2,065.80$       

13,70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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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0$            
Ma02 郵費 科主席 14.00$            
Ma03 購買老師參考書 科主席 452.00$          
Ma04 購買學生數學圖書 科主席 2,254.00$       
Ma05 添置教具、膠箱、文件夾 科主席、科核心
 1,0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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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47.20$       

項目編號 項目(簡單內容) 負責教師 財務支出

Gs01 車費 康、黎 4,075.00$       
Gs03 添購常識科參考書籍及教具 康、黎 7,789.20$       
Gs05 購買科研活動(科學實驗)材料 康、黎 9,320.84$       
Gs06 購買科研活動(機械人課程)材料 志 85,032.15$     

其他 100.00$          
106,317.19$   

項目編號 項目(簡單內容) 負責教師 財務支出

Pu03 教具添置 科任 300.00$          
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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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 29.60$            
Va02 郵費 ( 郵寄比賽作品及文件 ) 威、寶 31.50$            
Va05 科本工作坊 威、寶 915.80$          
Va06 遊藝園 威 1,509.50$       
Va08 添置教具、參考書及視藝物料 全體 7,646.23$       
Va09 專項訓練 全體 13,929.09$     
Va10 佈置及裝飾視藝室 全體 3,912.80$       
Va11 校園佈置項目 威 9,343.50$       

37,318.02$     

61.00$            

常識科

普通話科

視藝科

中文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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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科

數學科



項目編號 項目詳細 負責老師 財務支出

MU02 郵寄費用 啟 30.20$            
MU03 邀請嘉賓費用 靄 1,300.00$       
MU05 音樂比賽團體報名費用 靄 4,690.00$       
MU06 專項訓練 靄 519.00$          
MU07 購買樂器或音樂器材 靄 6,566.60$       
MU08 維修樂器費用 啟 3,840.00$       
MU09 戶外音樂會費用 啟 411.16$          

17,356.96$     

項目編號 項目詳細 負責老師 財務支出

PE02 郵寄報名表 全體 13.70$            
PE04 完善校內教學設施及器材 全體 707.79$          
PE05 各項比賽報名費 全體 9,460.00$       
PE06 運動員註冊費及會費 全體 686.00$          
PE07 訓練隊制服 全體 7,070.34$       
PE08 聯校陸運會 全體 4,475.00$       

22,41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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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9.00$          
scd01(車費) 取小一派位結果、交回文件、信件 阮 97.30$            
scd02(郵費) 郵寄學校簡介費用 吳 170.00$          
po01 家長及舊生聚會支出 岫 584.00$          
ea02 推廣活動物資 吳 955.75$          
ea03 招待外賓 吳 1,434.00$       
ea04 校訊印刷費 璇 950.00$          
ea05 學校簡介印刷費 吳 23,110.00$     
hr01 購買明報升中書3本 筠 255.00$          
hr03 各科書劵 建 4,927.00$       
hr04 致送中學紀念品/禮物 筠 591.30$          
rm01 標簽紙連墨 邱 159.00$          
SM01 確保伺服器運作正常，並有足夠的儲存及備份空間 志 24,16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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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109.31$   
SM03 裝置及升級電腦硬件 志 4,4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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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537.30$     
SM05 維修已損壞之電腦，如購買維修零件 志 3,780.00$       
SM06 跟進保養 志 880.00$          
SM07 安裝及管理電腦軟件/系統平台 志 30,500.00$     

其他 494.30$          
345,39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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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060.50$     
Sb02 資優尖子課程 榮 18,950.00$     
Al01 成績表底頁、印刷及FILES 伍 1,000.00$       
Al02 學生獎狀、嘉許狀及畢業證書 伍 1,545.22$       
Rd01 購置喜閱圖書 溫 24,236.80$     
Rd02 訂閱教師雜誌(文化資訊) 溫 1,220.00$       
Rd03 圖書館物資 溫 5,173.40$       
Rd05 購買館藏圖書 溫 43,783.16$     
Td01 教師發展日 好 235.20$          

其他 857.34$          
141,061.62$   

學校發展委員會

學教發展委員會

音樂科

體育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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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40$            
Std05(郵寄費用) 郵費 曾 197.80$          
Cb02 課室用物資(信中有您) 岫 2,140.00$       
Cb03 禮堂活動及校慶活動禮物 岫 921.29$          
Cb05 沖曬相片 岫 262.50$          
Scd02 「獎勵卡」計劃印刷費 娟 1,204.00$       
Scb05 軍團聚餐 簡 2,397.40$       
Scb07 各項服務生綬帶 簡 4,647.00$       
Scb08 各項服務生軍階 簡 900.00$          
Scb09 組長臂章 簡 1,840.04$       
Ss04 志達領袖學院 娟 6,338.70$       
Dc01 消閒站物資 倫 2,803.10$       
Dc02 志達健力士物資 倫 4,822.40$       

教師軍團指導服 15,049.00$     
43,605.63$     

學校發展委員會 345,392.26$      
學教發展委員會 141,061.62$      
校風及學校發展委員會 43,605.63$        
各學科 209,586.31$      
總計 739,645.82$      

校風及學校發展委員會 

財務總支出

委員會/學科 支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