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 本學年獲發撥款：

B 本學年總開支：

C 須退還教育局餘款（A - B）：

受惠學生人數

58

169

368 ［註：此項應等於（㇐）B「本學年總開支」］

開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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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bomaster 青少年挑戰賽訓練班及交通費用

(增加學生對編程機械人的認識及興趣)
跨學科（STEM） 27 $26,001.10 P

2 機械人比賽培訓堂(增加學生對編程機械人

的認識及興趣)
跨學科（STEM） 10 $12,850.00 P

3
Intelligent Kiosk Learning Tools & Tutorial Fee
(加強學生對人工智能的認識)

跨學科（STEM） 21 $14,509.00 P

4
參加Co-creation Excellence in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交通費用 (讓學生了解創新科技

發展並加深對新興科技的認識)
跨學科（STEM） 13 $552.00 P

5
Lego Spike 網上增潤課程 (讓學生了解

STEM及編程知識)
跨學科（STEM） 115 $17,538.00 P

$182,650.00

$162,944.19

$19,705.81

受惠學生

人次1編號 活動簡介及目標

範疇
(請選擇

適用的選項，
或自行填寫)

2020/21學年

學生活動支援津貼  運用報告

香港聖公會何明華會督中學

（㇐） 財務概況

$162,944.19

資助金額學生類別

141
（上限為全學年津貼金額的25%）

總計

學校書簿津貼計劃－全額津貼

綜合社會保障援助

校本評定有經濟需要

$28,235.64

$104,673.06

$30,035.49

（三） 活動開支詳情

（二） 受惠學生人數及資助金額

 1. 本地活動︰資助有經濟需要的學生參與不同學科／跨學科／課程範疇的全方位學習活動，提升學習效能，或參與多元化全方位學習活動，以豐富五種基要學習經歷

基要學習經歷
(請於適用方格加上號，可選擇多於㇐項)



開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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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惠學生

人次1編號 活動簡介及目標

範疇
(請選擇

適用的選項，
或自行填寫)

基要學習經歷
(請於適用方格加上號，可選擇多於㇐項)

6 思‧創‧好世界校外參觀活動交通費(從不

同學科角度探究氣候變化問題)
綜合人文科 128 $3,800.00 P P

7 《監獄任務》活動交通費用(向學生及青少

年灌輸正確的價值觀)

健康管理與社會

關懷科
7 $700.00 P

8 「Soulmate」生活營 (增加學生的課外知識

及培養團體合作精神)
宗教組 160 $10,530.00 P

9 「攀」越人生活動費用 (加深學生之間情誼

並認識聖經真理)
宗教組 9 $2,220.00 P

10
「走出課室」系列: 米埔自然保護區考察活

動交通費用 (讓學生深入了解生物的微結構

與生物分類和適應環境的奧妙關係)

生物科 18 $758.00 P

11 復活節崇拜分享信息講員費用 (讓學生認識

主耶穌基督及侍主愛人的精神)
宗教組 195 $332.00 P

12 性教育講座 (向學生及青少年灌輸正確的價

值觀)
價值觀教育 50 $267.00 P

13 正向創意價值教育工作坊 (培養學生正面價

值觀和態度)
價值觀教育 50 $2,863.00 P P

14 獨木舟訓練費用(提升學生對運動興趣) 體育 8 $800.00 P

15 手球及排球訓練費用 (改善同學球技，鞏固

同學的體育水平)
體育 66 $21,944.00 P

16 學生創作壁畫及繪製壁畫工作坊 (學習進階

繪畫技巧)
藝術（視藝） 16 $11,500.00 P

17  觀賞話劇《八千里路雲和月》交通費 (提

升學生文化素養及欣賞藝術的水平)
教務 3 $150.09 P

18 蠟燭課程導師費(提升學生興趣) 課外活動 16 $2,880.00 P

19 生涯規劃工作坊 (培養學生策劃的涯發展活

動能)
生涯規劃科 26 $5,850.00 P

20
Career Live職業體驗活動及交通費用 (提升學

生對工作社會的認知及了解多元出路發展)
生涯規劃科 86 $5,517.00 P P

21 寵物行業體驗活動費用(提升學生對工作社

會的認知)
生涯規劃科 7 $1,500.00 P P



開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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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惠學生

人次1編號 活動簡介及目標

範疇
(請選擇

適用的選項，
或自行填寫)

基要學習經歷
(請於適用方格加上號，可選擇多於㇐項)

22 「海洋公園工作實錄」工作坊及交通費用

(了解旅遊業工作)
旅款 54 $4,949.00 P P

23
迪士尼款客服務體驗坊活動費用及交通費用

(增加學生之學習興趣及加強學生對旅遊客

戶服務業的了解)

旅款 16 $3,318.00 P P

 （如空間不足，請於上方插入新行。）

$151,328.19

1

2

3

4

5

 （如空間不足，請於上方插入新行。）

$0.00

1
Online Reading Platform (鼓勵學生善用課餘

時間提升英語能力及培養學生對英語閱讀的

興趣)
英文 72 $11,616.00 P

2

3

 （如空間不足，請於上方插入新行。）

$11,616.00

1,173 $162,944.19

第2項總開支

第3項總開支

第1項總開支

全方位學習聯絡人（姓名、職位）： 金偉明 / 校長

1：受惠學生人次指參加每項活動的學生人數，學生參加多於㇐項活動可重覆計算。

 3. 資助有經濟需要的學生購買參與全方位學習活動所必要的基本學習用品及裝備

 2. 境外活動︰資助有經濟需要的學生參與境外活動／境外比賽

總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