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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vel Number of
Participants

Intellectual
Development

(closely linked
with

curriculum)

Values
Education

Physical and
Aesthetic

Development

Community
Service

Career-related
Experiences

1.1

1 2021/22學界游泳比賽女乙報名費 2021年9月 S3-S4 10 $300.00 $30.00 報名費 體育科 成功參加學界比賽 

2
黑暗中對話

為啟發學生認識《殘疾人權利公約》的精神和核心價值，學

會仁愛。

2021年11月-12月 S3-S5 24 $3,260.00 $135.83 入場費 學務組

為啟發學生認識

《殘疾人權利公約》

的精神和核心價值，

學會仁愛。

  

3 香港藝術節青少年之友會員費 2021-2022 S1-S5 152 $12,160.00 $80.00 報名費 藝術教育 活動問卷及老師觀察 

4 跨境生全方位學習活動 2021年10月-12月 S1-S6 300 $26,248.00 $87.49 入場費 CCAC 活動問卷及老師觀察  

5 中一至六全方位學習日

迪士尼學生/成人門票
2021年12月 S1-S6 650 $222,828.00 $342.81 入場費 CCAC 活動問卷及老師觀察  

6 課室壁佈設計活動(3C) 2021年10月-12月 S3 30 $100.30 $3.34 設計德育主題的壁畫 學生成長組 活動問卷及老師觀察 

7 2021/22學界報名費 2021年11月-12月 S3-S4 1 $16.00 $16.00 報名費 體育科 成功參加學界比賽 

8 課室壁佈設計活動物資(3C) 2021年10月-12月 S3 30 $527.00 $17.57 設計德育主題的壁畫 學生成長組 活動問卷及老師觀察 

9 課室壁佈設計活動物資(1A) 2021年10月-12月 S1 30 $834.00 $27.80 設計德育主題的壁+H19:O19畫 學生成長組 活動問卷及老師觀察 

10 中國文化推廣活動 2021-2022 S1-S6 870 $1,772.00 $2.04 提升學生對中國文化的喜愛 中文 觀察現場學生表現  

11 課室壁佈設計活動物資(1B) 2021年10月-12月 S1 30 $1,938.20 $64.61 設計德育主題的壁畫 學生成長組 活動問卷及老師觀察 
12 初中週會主題「生活的觀察及寫作」嘉賓講員費 2021年11月 S1-S3 400 $4,000.00 $10.00 提升學生對閱讀的喜愛 圖書館 活動問卷及老師觀察  

13
英文朗誦節報名費、

英語音樂劇入場費
2021-2022 S1-S6 200 $8,820.00 $44.10 提升學生對英語學習能力 英文 活動問卷及老師觀察  

14 學界羽毛球比賽報名費 2021-2022 S1-S6 20 $1,200.00 $60.00 參與比賽獲取經驗 體育科 成功參加學界比賽 

15 跨境生康體同樂日 (21‐22) 2021-2022 S1-S6 300 $26,892.00 $89.64 入場費 CCAC 活動問卷及老師觀察  

16 跨境生冬季旅行日 (21‐22) 2021-2022 S1-S6 300 $42,826.00 $142.75 入場費 CCAC 活動問卷及老師觀察  

17

中六級戀愛婚姻講座

2021年12月 S6 120 $3,600.00 $30.00

讓青少年認識網上交友/社交平台背後的危機

，

思考自己的戀愛婚姻觀念。是次活動將會進

入各班課室進行

，以增加師生互動。

德育組 活動問卷及老師觀察  

18 朋輩愛心小天使開學培訓服務費 2021年12月 S1-S6 70 $1,000.00 $14.29 提升學生輔導組活動執行能力 輔導組 活動問卷及老師觀察 

19 藝術科工作坊嘉賓車馬費 2022年1月 S1-S6 50 $1,500.00 $30.00 提升學生藝術能力 聯課活動(視藝DIY) 觀察現場學生表現  

20 全方位學習日門票 2021年12月 S1-S6 30 $7,770.00 $259.00 入場費 CCAC 活動問卷及老師觀察  

21 全方位學習日禮物 2021年12月 S1-S6 870 $4,965.12 $5.71 紀念品 CCAC 活動問卷及老師觀察  
22 北區室內賽艇錦標賽報名費 2021年12月 S1-S6 50 $600.00 $12.00 參與比賽獲取經驗 體育科 成功參加學界比賽 
23 音樂比賽報名費 2021-2022 S1-S6 152 $10,640.00 $70.00 參與比賽獲取經驗 音樂 成功參加學界比賽 

24 課室壁佈設計活動物資(1C) 2021年10月-12月 S3 30 $92.50 $3.08 設計德育主題的壁畫 學生成長組 活動問卷及老師觀察 

25 課室壁佈設計活動物資(2B) 2021年10月-12月 S1 30 $335.50 $11.18 設計德育主題的壁畫 學生成長組 活動問卷及老師觀察 

26
燈光人像攝影道具

2021年11月至2022年1月 S1-S6 30 $350.00 $11.67 提升同學對人像化粧及攝影技巧、

建立正面自我形象、創意造型。
聯課活動(視藝DIY) 觀察現場學生表現  

27 樹之語工作坊物資 2021年11月至2022年1月 S1-S6 30 $1,431.00 $47.70 提升同學設計技巧。 聯課活動(視藝DIY) 觀察現場學生表現  

28 週會主講嘉賓及相片比賽評判車馬費 2022年2月 S1-S3 400 $2,000.00 $5.00 報名費 藝術教育 活動問卷及老師觀察 

29 初中適應小組 2021年10月-12月 S1-S3 20 $2,000.00 $100.00 協助社交適應弱的同學 輔導組 活動問卷及老師觀察  

30 微生物與免疫學線上講座 2022年2月 S1-S5 10 $4,680.00 $468.00 提升學生生物科知識 生物科 活動問卷及老師觀察  

31 生命分享講座活動費 2022年2月 S4-S6 400 $3,000.00 $7.50 認識價值教育 德育組 活動問卷及老師觀察  

32  24性格強項嘉年華活動(跨境生網上) 2021年12月 S1-S6 870 $4,500.00 $5.17 認識價值教育 德育組 活動問卷及老師觀察  

33 24性格強項嘉年華活動(攤位) 2021年12月 S1-S6 870 $9,000.00 $10.34 認識價值教育 德育組 活動問卷及老師觀察  

34
中五級社區服務學習計劃、

園藝治療手作班
2022年5月 S5 120 $12,745.10 $106.21 社區服務 德育組 活動問卷及老師觀察  

35 中四性教育講座 2022年5月 S4-S6 150 $900.00 $6.00 加強學生性教育知識 德育組 活動問卷及老師觀察  

36 正向社交講座/午間攤位活動/祝福分享站 2022年5月 S1-S6 900 $10,120.00 $11.24 認識價值教育 德育組 活動問卷及老師觀察  
37 跨境生全方位學習活動(烘焙/甜品製作、室內釣蝦) 2022年5月 S1-S6 200 $24,710.00 $123.55 興趣班報名費 CCAC 活動問卷及老師觀察  

38
跨境生體藝活動(陶藝手工、保齡球、桌球、乒乓球、陶藝上

色)
2022年5月 S1-S6 200 $34,440.00 $172.20 興趣班報名費 CCAC 活動問卷及老師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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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cal Activities: To organise life-wide learning activities in different KLAs / cross-KLA / curriculum areas to enhance learning effectiveness，or to organise diversified life-wide learning activities to cater for students' interests and abilities for stretching students’ potential and nurturing in students positive values and attitudes



39 課室壁佈設計活動(5D) 2022年5月 S5 25 $231.00 $9.24 設計德育主題的壁畫 學生成長組 活動問卷及老師觀察 

40 普通話朗誦節 2021-2022 S1-S5 30 $1,350.00 $45.00 報名費 普通話 成功參加學界比賽 

41 花式跳繩 ‐ 全能跳繩挑戰賽比賽報名費 2021-2022 S1-S5 30 $1,350.00 $45.00 報名費 體育科 成功參加學界比賽 

42 中六網上電影分享之「二次人生」 2022年2月 S6 120 $3,100.00 $25.83 認識價值教育 輔導組+I52:M52 活動問卷及老師觀察 

43 中二級護苗性教育課程 2022年5月 S2 150 $1,550.00 $10.33 加強學生性教育知識 德育組 活動問卷及老師觀察 

44 中文週古代服裝演變講座 2022年5月 S1-S3 400 $4,000.00 $10.00 提升學生對中國文化的喜愛 中文 觀察現場學生表現 

45 北區歷史講座 2022年5月 S1-S3 400 $1,200.00 $3.00 認識香港歷史 歷史科 觀察現場學生表現  

46 中三至五學生正念大使培訓課程(進階班) 2022年5月 S3-S5 200 $7,800.00 $39.00 認識正向教育 德育組 觀察現場學生表現  

47 朗誦節比賽 2022年5月 S1-S5 50 $3,300.00 $66.00 報名費 中文 成功參加學界比賽 

48 夜探兩爬生態考察課程 2022年6月 S4-S5 50 $10,000.00 $200.00 生物科夜探兩爬生態考察活動 生物科 觀察現場學生表現  

49 夜探兩爬生態考察課程車費 2022年6月 S4-S5 50 $2,600.00 $52.00 生物科夜探兩爬生態考察活動 生物科 觀察現場學生表現  

50 領袖生培訓日 2022年5月 S1-S6 75 $4,500.00 $60.00 領袖生訓練營 訓導組 活動問卷及老師觀察  

51 香港國際編程競賽總決賽比賽費 2022年7月 S4-S5 10 $1,600.00 $160.00 國際編程競賽 電腦科 成功參加學界比賽 

52
賽馬會浩觀青少年創業培訓計劃2021/22
企業挑戰擂台‐海洋公園入場費

2022年7月 S4-S5 10 $1,000.00 $100.00 參與BAFS比賽 BAFS 成功參加學界比賽 

53 認識香港歷史名人考察團 2022年8月 S1-S5 15 $2,880.00 $192.00 認識香港歷史 歷史科 觀察現場學生表現  

54  慶回歸普通話誦讀大賽 2022年7月 S1-S5 12 $1,200.00 $100.00 報名費 普通話 成功參加學界比賽 

55
全港中學生劍擊錦標賽

排球學會校外比賽
2022年7月 S1-S5 60 $5,787.00 $96.45 報名費 體育科 成功參加學界比賽 

56 中一至中三抗「逆」團隊運動體驗 2022年7月 S1-S3 270 $21,825.00 $80.83 認識價值教育 德育組 活動問卷及老師觀察  

57 優化歷史研習室的閱讀空間 2022年8月 S1-S6 870 $134,000.00 $154.02 建設歷史學習環境 歷史科 觀察現場學生表現 

58 中四至中五高中抗「逆」團隊運動體驗 2022年7月 S4-S5 250 $21,842.00 $87.37 認識價值教育 德育組 活動問卷及老師觀察  

59 中一迎新團隊建立體験2022 2022年8月 S1 150 $8,500.00 $56.67 中一適應活動 CCAC 活動問卷及老師觀察  

60 英語音樂劇 2021年9月 S1-S5 100 $1,900.00 $19.00 車費津貼 英文科 活動問卷及老師觀察  

61 參觀香港新聞博覽館 2021年11月 S1-S5 59 $1,600.00 $27.12 車費津貼 德育組 活動問卷及老師觀察 

62

黑暗中對話租車費

2021年11月-12月 S3-S5 24 $1,200.00 $50.00 車費津貼 學務組

為啟發學生認識

《殘疾人權利公約》

的精神和核心價值，

學會仁愛。

  

63 全方位學習活動車費 2021年12月 S1-S6 500 $17,535.00 $35.07 車費津貼 CCAC 活動問卷及老師觀察  

64 參觀「瞧潮香港60+」展覽車費 2021年12月 S4-S6 30 $1,200.00 $40.00 車費津貼 藝術教育 活動問卷及老師觀察 

65 高中周會藝術家講座 2022年6月 S4-S5 250 $1,200.00 $4.80 讓同學認識藝術設計 視藝科 觀察現場學生表現  

66 外展排球挑戰賽租車費 2022年6月 S4-S5 20 $800.00 $40.00 報名費 體育科 成功參加學界比賽 
67 2021/22羽毛球外展教練計劃 2021-2022 S1-S6 30 $3,381.00 $112.70 提升羽毛球技巧 羽毛球學會 觀察現場學生表現 
68 香港劍擊總會 - 2021/22劍擊外展教練計劃 2021-2022 S1-S6 50 $5,750.00 $115.00 提升同學劍擊技巧能力 劍擊學會 觀察現場學生表現  

69 香港排球總會 - 2021/22排球外展教練計劃 2021-2022 S1-S6 30 $10,449.00 $348.30 提升同學排球技巧 排球學會 觀察現場學生表現  

70 弦樂團導師費 2021-2022 S1-S6 20 $33,790.00 $1,689.50 提升同學音樂演奏技巧 小提琴班 觀察現場學生表現 
71 銅管室樂團導師費 2021-2022 S1-S6 20 $22,891.00 $1,144.55 提升同學音樂演奏技巧  銅管室樂團 觀察現場學生表現 
72 古箏樂團導師費 2021-2022 S1-S6 20 $5,250.00 $262.50 提升同學音樂演奏技巧 古箏樂團 觀察現場學生表現 

73 敲擊班導師費 2021-2022 S1-S6 20 $7,715.00 $385.75 提升同學音樂演奏技巧 敲擊班 觀察現場學生表現 

74 口琴班導師費 2021-2022 S1-S6 20 $4,692.00 $234.60 提升同學音樂演奏技巧 口琴班 觀察現場學生表現 

75 天文學會課程 2021-2022 S1-S6 40 $2,335.00 $58.38 提升同學對天文學的興趣 天文學會 活動問卷及老師觀察  

76 花式跳繩課程(19/11‐24/6) 2021-2022 S1-S6 20 $5,040.00 $252.00 提升同學花式跳繩技巧 花式跳繩學會 觀察現場學生表現  

77 演辯學會課程(19/11‐17/6) 2021-2022 S1-S6 20 $1,125.00 $56.25 提升同學對演辯技巧 演辯學會 活動問卷及老師觀察  

78 舞蹈學會導師費 2021-2022 S1-S6 20 $1,250.00 $62.50 提升同學對舞蹈的興趣 舞蹈學會 觀察現場學生表現  

79 男子籃球學會教練費 2021-2022 S1-S6 40 $1,440.00 $36.00 提升同學籃球技巧 男子籃球學會 觀察現場學生表現  

80 女子籃球導師費 2021-2022 S1-S6 15 $2,115.00 $141.00 提升同學籃球技巧 女子籃球學會 觀察現場學生表現  

81 S3 Flight Simulation Experience Day(2021/22) 2021年11月-12月 S3 150 $16,325.00 $108.83 學習航空駕駛知識 英文科 活動問卷及老師觀察  

82 司儀/主持專業課程 2022年6月 S1-S5 40 $12,000.00 $300.00 提升同學司儀及主持技巧 德育組 活動問卷及老師觀察 

83 中六級模擬面試工作坊 2022年3月 S6 120 $34,680.00 $289.00 加強中六同學大學面試應對技巧 生涯輔導組 活動問卷及老師觀察 

84 小天使年終檢討會培訓 2022年8月 S1-S5 60 $4,900.00 $81.67 小天使成員參與培訓 輔導組 活動問卷及老師觀察 

85 中國文化學會 ‐ 篆刻工作坊課程 2022年6月 S1-S5 40 $3,200.00 $80.00 讓同學認識書法 中文科 觀察現場學生表現 

86 中國文化學會 ‐ 紥作、毛筆書法及傳統編織工作坊 2022年6月 S1-S5 40 $12,000.00 $300.00 讓同學認識書法 中文科 觀察現場學生表現 

87 S3 English Drama Class 2021/22 (1st Term) 2022年1月 S3 120 $27,625.00 $230.21 透過英文話劇提升同學英文能力 英文科 活動問卷及老師觀察 

88 S3 English Drama Class 2021/22 (2nd Term) 2022年6月 S3 120 $27,625.00 $230.21 透過英文話劇提升同學英文能力 英文科 活動問卷及老師觀察 

89
燈光人像攝影導師費(29/11、13/12)

2021年11月-12月 S1-S6 30 $6,000.00 $200.00 提升同學對人像化粧及攝影技巧、

建立正面自我形象、創意造型。
聯課活動(視藝DIY) 觀察現場學生表現  

90 中三校本Micro:bit編程課程 2021年11月 S3 120 $15,350.00 $127.92 提升同學編程興趣 電腦科 觀察現場學生表現 

91 Aviation Corner總工程費 第四期20% 2022年1月 S1-S6 870 $65,220.00 $74.97 學習航空駕駛知識 英文科 活動問卷及老師觀察 

92 樂以軒好書分享(5月) 2022年5月 S1-S6 870 $383.20 $0.44 認識正向教育 德育組 觀察現場學生表現  

93 小耕IOT Project(第一期 30%) 2022年6月 S1-S6 100 $37,209.00 $372.09 讓修讀生物科同學水耕運作 生物科 觀察現場學生表現  



94 樂以軒好書分享(7月) 2022年7月 S1-S6 870 $245.00 $0.59 認識價值教育 德育組 觀察現場學生表現  
(Please insert rows above if the space provided is insufficient.)

0 $1,129,135.92

1.2

1

2

3
(Please insert rows above if the space provided is insufficient.)

0 $0.00

0 $1,129,135.92

No. Item Purpose Actual Expenses
($)

1 排球及排球袋 排球學會使用 $6,705.00

2 古箏弦線 古箏學會使用 $16.00

3 防疫拉架 音樂各學會上課期間使用 $1,396.00

4 燈光人像攝影器材 視藝DIY活動期間使用 $10,720.00

5 校園藝術遊蹤(Apple pencil) 視藝DIY活動期間使用 $1,858.00

6 活動獎品及集運費(布袋) 全校使用 $5,486.67

7 24性格強項體驗日匙扣禮物及集運費 德育組活動禮物 $2,256.86

8 中四成長課用品及集運費 德育組活動教材 $250.96

9 樹之語工作坊顏色、教材 視藝科學習教材 $980.00

10
中文周中國手工藝工作坊材料、

中國傳統節慶活動材料
中文科學習教材 $9,767.49

11 心意卡材料及集運費 視藝科學習教材 $1,035.49

12 心意卡材料及集運費(跨境生) 視藝科學習教材 $510.05

13 羽毛球 羽毛球學會 $978.00

14 IS-Binocular Microscope(F.A.) 科學科 $2,850.00

15 27‐30 壁佈用品 CCAC $488.50

16 桌遊開心玩小組之桌上遊戲 輔導組 $984.00

17 新生適應活動小組之木枱 輔導組 $151.00

18 小天使義工服務之禮物用品、租車 輔導組 $4,570.70

19 適應心意咭小組之心意咭印刷費 輔導組 $504.00

20 雙摺球檯2張(F.A.)、羽毛球及羽毛拍 體育科 $16,040.00

21 樂以軒好書分享 老師參考書、文具 德育組 $959.20

22 比賽排球、練習排球及排球袋 排球學會使用 $7,685.00

23  閱讀樂小組之閱讀刊物 輔導組 $1,363.00
(Please insert rows above if the space provided is insufficient.)

$77,555.92

$1,206,691.84

898 E1 E6

898 E2

100% E3

E8

E5 E9

Expenses for Categories 1 & 2

Total number of students in the school:

Non-Local Activities: To organise or participate in non-local exchange activities or non-local competitions to broaden students’ horizons

Fees for students attending courses, activities or training
organised by external organisations recognised by the school

Number of student beneficiaries:

E7

Category 3: Number of Student Beneficiaries

Percentage of students benefitting from the Grant (%):

Category 2: To procure equipment, consumables or learning resources for promoting life-wide learning

Expenses for Category 2

Expenses for Category 1

Sub-total of Item 1.2

Sub-total of Item 1.1

* Input using the following codes; more than one code can be used for each item.

Activity fees (registration fees, admission fees, course fees, camp fees, venue fees, learning materials, activity materials,
etc.）

Fees for non-local exchange activities / competitions (escorting teachers)E4

Purchase of equipment, instruments, tools, devices,
consumables

Transportation fees

Fees for non-local exchange activities / competitions (students)

 Post  of Contact Person for LWL:

Name of Contact Person for LWL: Mr. Vincent Tai

Executive Officer Others (please specify )

Purchase of learning resources (e.g. educational softwares,
resource packs)

Fees for hiring expert / professionals / coach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