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項目編號 項目詳細 負責老師 實際支出

ch01 購買教師用書教材費 科主席 500.00$          
ch03 「文化日」活動 科主席 2,745.59$       
ch04 校外比賽報名費 科主席 48.00$            

3,293.59$       

項目編號 項目詳細 負責老師 實際支出

En02 英文學科延伸活動(Christmas) (服裝及物資)(全方位學習津貼) 鈺、南、晞 425.90$          
En03 英文超級閱讀計劃(物資) (全方位學習津貼) 鈺、南、晞 2,679.40$       
En04 英文室(RM111)購買物資 鈺、南、晞 265.70$          

其他 300.00$          
3,671.00$       

項目編號 項目詳細 負責老師 實際支出

Ma01 車費 科主席、科核心 101.50$          
Ma03 購買老師參考書 科主席 460.00$          
Ma05 添置教具、膠箱、文件夾 科主席、科核心
 3,160.00$       
Ma07 各項比賽報名費及雜費 科主席 7.30$              

其他 380.00$          
4,108.80$       

項目編號 項目詳細 負責老師 實際支出

Pu01 新出版社教學資源費 科主席 500.00$          
Pu02 書籍及文具添置 科任 47.60$            
Pu03 學生課堂優秀表現奬品 科主席 1,494.00$       

2,041.60$       

項目編號 項目(簡單內容) 負責教師 實際支出

Gs04 科務活動 基、中 4,985.45$       
Gs05 購買科研活動(科學實驗)材料 康 2,614.90$       
Gs06 購買科研活動(機械人課程)材料 輝 34,358.79$     

其他 300.00$          
42,259.14$     

項目編號 項目詳細 負責老師 實際支出

Va01 車費 ( 外出比賽、參觀及取藝術作品) 倫、寶 1,400.00$       
Va02 郵費 ( 郵寄比賽作品及文件 ) 寶、美 74.00$            
Va06 遊藝園 全體 501.00$          
Va08 添置教具、參考書及視藝物料 全體 6,198.00$       
Va09 專項訓練 全體 7,958.50$       

16,131.50$     

項目編號 項目詳細 負責老師 實際支出

MU03 音樂比賽團體報名費用 靄、啟 1,760.00$       
MU06 「志達好SING音」場地佈置及獎品 靄、啟 601.41$          
MU08 小息展活力宣傳、道具及獎品 靄、啟 910.00$          
MU09 專項訓練 靄、啟 1,600.00$       
MU11 維修樂器費用 靄、啟 3,840.00$       
MU13 網上教學資源 靄 500.00$          

9,211.41$       

中文科

英文科

數學科

普通話科

音樂科

視藝科

常識科



項目編號 項目詳細 負責老師 實際支出

PE04 完善校內教學設施及器材 全體 6,590.00$       
PE05 各項比賽報名費 全體 2,640.00$       
PE06 運動員註冊費及會費 全體 560.00$          
PE07 訓練隊制服 全體 3,126.00$       

12,916.00$     

項目編號 項目詳細 負責老師 實際支出

Cu03 添購資訊科參考書籍及教具 志 4,784.00$       
4,784.00$       

項目編號 項目詳細 負責老師 實際支出

scd01(車費) 派發學校簡介 吳 602.00$          
scd01(郵費) 書簿及車船津貼郵寄費 建 617.50$          

ea01 學校紀念品(七巧板) 靄 12,800.00$     

ea02

推廣活動物資：

1.展板︰$1,000
2.課室主題活動物資：$3000
3.服務生及家長義工禮物：$2000

吳 1,720.00$       

ea03 招待嘉賓茶點及禮物 吳 735.40$          
ea04 校訊印刷費 吳 2,075.00$       
ea06 學校簡介印刷費 吳 19,155.00$     
sm01 課室硬件設置：23吋顯示器10台 志 12,940.00$     
sm02 課室硬件設置：27吋顯示器5台 志 8,150.00$       
sm03 安裝及管理電腦軟件/系統平台 志 139,837.50$   
sm04 電腦系統(伺服器)的檔案備份 志 9,800.00$       
sm05 管理校內各伺服器 志 4,080.00$       
rm01 標簽紙連墨 邱 212.00$          

其他 38,887.00$     
251,611.40$   

項目編號 項目詳細 負責老師 實際支出

Sb01 多元課程--購買教具/物資 榮 3,968.11$       
Sb04 學教組活動 榮 5,000.00$       
Al01 成績表底頁、印刷及FILES 志錢 780.00$          
Rd01 購置喜閱圖書 溫沁發 16,589.00$     
Rd02 訂閱教師雜誌(文化資訊) 溫沁發 1,116.00$       
Rd03 圖書館物資(館務物資及喜閱計劃物資) 溫沁發 3,675.20$       
Rd04 購買館藏圖書 溫沁發 26,510.81$     
Td01 教師發展活動 珊銀 854.40$          

58,493.52$     

體育科

學校發展組

學教發展委員會

資訊科



項目編號 項目詳細 負責老師 實際支出

Std01(車費) 升中取及交文件交通費 筠 301.00$          
Std01(車費) 取小一派位交通費 阮 16.00$            
Std02(郵寄費用) 成長的天空計劃津貼(標書郵費) 娟 114.00$          
Std02(郵寄費用) 郵費 曾 219.80$          
Cb01 信是有情印刷費 好 4,920.00$       
Cb02 開學日用（糖果／小禮物） 好 273.00$          
Cb06 聖誕禮物 好 3,853.68$       
Cb07 適應課程小禮物及沖曬相片(小一) 阮 378.00$          
Cb08 小一百日宴小禮物及運費 阮 1,747.70$       
Cb09 「你做得好」小禮物及運費 好 2,915.02$       
Cb10 P5及P6跨境生呈分試及打氣禮物及運費 好 585.24$          
Cb11 購買星島日報升中書3本$150 筠 150.00$          
Cb12 致送中學紀念品 $1200 (因升中到訪) 筠 138.00$          
Scb02 「獎勵卡」計劃印刷費 娟 1,090.00$       
Scb03 校本輔導計劃   攤位活動小禮物 娟 216.60$          
Scb06 軍團外出參觀車費 簡 650.00$          
Ss04 志達領袖學院 娟 10,374.00$     

其他 9,007.08$       
36,949.12$     

委員會/學科 支出
學校發展委員會 251,611.40$          
學教發展委員會 58,493.52$            
校風及學校發展委員會 36,949.12$            
各學科 98,417.04$            

總計 445,471.08$          

校風及學校發展委員會

財務總支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