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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因為什麼 
  只因為學生是我們的下一代。 

We Care – just because children are 
our next generation. 

 (教育評議會主辦) 
余風采五堂會贊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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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抱負和使命 
（一） 願景 （Vision) 

 
我們將以教育專業及創新精神，凝聚家長及社會力量，繼續營建一所學習組織型

態的學校， 培養新一代具備自主學習能力及責任感的終身學習者， 使他們擁有知識、 
技能 、創意、 自信心、倫理價值、健全人格和體魄及國際視野，能夠在急劇多變、

中西文化交匯、全球化的社會中，充份發揮個人潛能，為社會和國家作出貢獻：通過

教育研究及實踐探索，為香港的教育模式提供新經驗 、新突破。 
 

我們將繼續努力建構具下列特色的校園文化的校園 ： 
 學習校園  － 人人主動學習、建構知識 。 
 成長校園 －  身、心 、智能全面成長， 因材施教 ，潛能充分發揮 。 
 愉快校園 －  融洽有序、充滿挑戰與成功機會 ﹔學生在校園 中愉快學習 。 
 關愛校園 －  愛心洋溢、彼此關心、互相扶持 。  
 健康校園 － 體魄強健、品格高尚、保育環境 。 
 創新校園 － 專業主導 、探索創新教學經驗 。 
 社區校園 － 家長參予、融人社區 、服務社會。 
 網絡校園 － 發揮資訊科技力量 ，建立全方位學習 網絡 。 

 
 要營建具特色的校園文化，挑戰不少，「後現代」社會早已著地，由此衍生的「什麼也

不確定」又「無限自我」的價值觀，資訊爆炸、網絡虛擬世界，真假難決，個人權利與慾

望無法見底，「社教」光怪陸離、「家教」失效，學校教育對學童的成長，更形重要，因此，

「校教」的各個關鍵持分者，任重道遠。 
 
學生方面： 學習上要建立自信，有持續進修，追求知識的動力、行為上要培育自律、

自尊，有尋夢與覓找理想的動力，明白求學的目的在做人、服務為快樂

之本，懂得為己為人而努力讀書。 
 
家長方面： 認真關愛子女、做好身教，與學校衷誠溝通合作，能投入學校活動，抗

拒外來的歪風，成為學校教育的重要持分者，支持者。 
 
教師方面： 熱心教學與育人的工作，擁有獨特的高尚情操，積極的人生觀，在學科

知識、教學方法與課程知識，乃至社群文化的知識，都有獨到的一面；

肯學習，顧大局，能發掘學生潛能、導引學生守規識禮，成為提升學生

質素的核心團隊力量。 
 
各持分者相互尊重，彼此協調，共同建立清晰「品學共融」學校教育的目標、不斷求

進，為學生謀取最大的幸福。 
 

學校應服膺於「品德」、「學業」與「聯課活動」的適度平衡，不宜偏廢。教育事功

的推動要顧及「學生為本」、「教師治校」與「校長領導」的三者關係，相輔相成，但最

終是要以「學生為本」作最後依歸，從而建構風采一家。此外，「目標」、「團結」、「進

步」，亦學校永續發展之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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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采中學三個管理及教學實踐圖 
 

 
 
 
 
 
 
 
 
 
 
 
 
 
 
 
 
 

學生在校的主人翁精神發揚，是學校推動價值教育的重要一環。學生直接參與，明白

自律、自治和責任的重要，開拓「風采人」的愛校傳統，當踏出社會後，能懷抱「植根香

港，胸懷祖國，放眼世界」的遠見，承擔公民及國民的責任。 
 
在品德與校風、學業與考試成績，以及服務與聯課各項活動，都有優良表現，教育是

良心事業，薪火要相傳，昨天與今天真誠對話，要展望明天，必須為學生謀最大的幸福。

確實，我們的十六年來的辦學，並未有辜負社會人士、家長及學生的期望 ，不過，學校

教育成就必須要經歷長時的考驗，日久才更見真章，協同力量必須長期維繫。 
 
（二） 辦學使命 （Mission) 

為實現教育願景， 我們將致力 ： 
 

1. 繼續建構愉快、溫暖、關愛、積極、進取及充滿創意的學習環境，培養及發揮學生的 
多元智能。 

 

2. 把學校建成學習組織，使校內每位成員（學生 、教師、家長 、行政人員）群策群力、 
不斷學習、持續進步； 

 

3. 以「全人教育理念」培養學生，使他們在知識、智慧、技能、品格、情感、藝術、體 
魄各方面全面發展。 

 

4. 維繫有使命感與高效能的校董會與學校教育顧問團，堅持教育信念，開放包容，持續 
學習，勇於創新，與時俱進。 

 

5.  營建高透明度、開放與間責的校政架構，容讓及鼓勵學生、家長和社會人士參與學校

教育工作。 
 

6.  重視教師的專業發展，提供機會及資源，讓教師專業知識與技能不斷更新、成長。 
 

7.  廣泛運用資訊科技，支援知識建構學習，讓教師、學校作跨校／區的教與學活動，並 
與本港、內地及全球立學習網絡關係。 

 

8.  與其他學校、社區和社會各界建立網絡關條，充份運用各種資源，支持學校工作，開 
 拓學生的視野與學習空間 。 
 

品德 
Character Building 

學校管理文化 

學業 
Academic  

Performance 

學生培育理念 傳承永續根本 

聯課活動 
Co-curricular  

Activities 

校長領導 
Principal Leadership 

學生為本 
Student-oriented 

     教師治校 
  Teacher  

Involvement  
and Autonomy 

目標 
Goals 

團結 
Unity 

進步 
Making Prog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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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與本港教育學院和大專院校建立伙伴關條，透過教育研究計畫，實踐嶄新教育理念及 
豐富香港 教育發展的理論與實踐經驗 。 

 
（三） 辦學理念 （Idea) 
  教學工作者具備獨特高尚的情操，並擁有教學專業綜合能力，能讓學生先安頓，再釋

放，繼而建立自我，以及多元發展。 
 

風采中學特色的教學良性循環 
 
 
 
 
 
 
 
 
 
 
 
 
 
 
 
 
註：安頓作為起點，逐步揭開至多元發展 

 
（四） 辦學信念 （Belief) 
 

我們抱著以下的信念： 
1. 人人皆可教，並且能成為終身學習者，但學習風格和速度不盡相同。 
 

2. 學習的歷程是愉快的，同時富挑戰性 。 
 

3. 每人有不同的天賦及多元智能，可以透過正規課程及校內、外活動課程得以發揮。 
 

4. 製造成功機會，讓學生建立自信心、自尊心，在成功的基礎上取得更大的成功。 
 

5. 學習要透過多種感官功能、多種形式、多渠道及全方位進行才可取得高效。 
 

6. 學生的身心需要在一個充滿關愛、支持、安全、融洽有序的教育環境中健康地成長。 
 

7. 在教育過程中，家長與社會的參予和支持至為重要。 
 

8. 教育的進步需要專業研究、探索，不斷革新和改進。 
 

9. 學校需要專業領導及管理，使學校的抱負及使命得以有效地落實 。 

10.  教師專業需要持續發展，教師要成為終身學習的先導及楷模，不斷進修，進行教研、 
     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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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采中學（教育評議會主辦 余風采五堂會贊助）  

學校周年計劃 

2021-2022 年度 
 
 
 

關 注 事 項 
 

1. 培養學生成為具終身學習能力的自主學習者。 

 

2. 透過籌辦20周年校慶活動及多元體驗式活動，提升社交技巧，及創造

全情投入的心流經歷，加強歸屬感與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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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一：培養學生成為具終身學習能力的自主學習者 
 

目標 策略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時間表 負責人 所需資源 

 學會求知  
 
 協 助 學 生 掌 握

溝通、數學、運

用 資 訊 科 技 、

明 辨 性 思 考 能

力  

1. 檢視語言微調安排在過去兩個周期的推

行情況，並為下一個周期（2022/23 至

2027/28）作全面規劃及準備 
2. 營造豐富的英語環境，持續透過不同平

台增加學生接觸和運用英語的機會，以

提升學生使用英語的能力及信心 
3. 提升以英語授課的教與學效能，鼓勵老

師參與校內外培訓課程，推動同儕觀課

及跨學科協作的文化 
4. 各科組在教與學上，引導學生掌握

分析、驗證、判斷及應用資訊的能力 
5. 讓學生有效地及恰當地運用資訊和資訊

科技，成為負責任的公民和終身學習者 

1. 超過 80% 學生認同透過不同平台運

用英語，可以提升使用英語的能力

及信心 
2. 超過 80% 學生認同校園環境的英語

氛圍有明顯加強，並有助提升其運

用英語的信心 
3. 超過 50% 老師曾參與校內外培訓課

程及進行同儕觀課以提升英語授課

的效能 
4. 超過 80% 學生認同自己在掌握

分析、驗證、判斷及應用資訊方面

的能力有提升 
5. 超過 80% 學生認同資訊素養的重要 

性 

1. 學生問卷 
2. 老師問卷 
3. 觀課紀錄表 
4. 課業檢查表 
5. 學生課業 

9/2021- 
6/2022 

助理校長（ 有
效學習）、學

務 組 、 教 務
組、 LACC 、
資 訊 科 技 發

展組、各科任

老師 

老 師 出

席 EDB 
的培 訓 

 
優 質 教

育 基金、 
全 方 位

學 習 津貼

等 

 學會發展  
 
 協助學生提升

創造、解難能力  

1. 各科透過教與學、考評策略上的設計， 嘗
試建立可供學生發揮創造及解難能力的

平台 
2. 增潤跨學科的STEM 學習活動，加強學

生綜合和應用知識與技能的能力，透過

思考和實踐解決問題，發揮他們的

潛能，提升創意思維。 
3. 為學生提供機會讓他們參與各種 STEM 

相關活動及比賽，以拓寬學生的視野、

豐富學生的學習經歷及培養解難能力 
4. 透過 STEM 相關學習領域 / 科目經驗分

享、同儕觀課、參與校內外工作坊等， 
提升教師的專業能量 

1. 超過 80% 老師曾透過教學評建立學

生發揮創造及解難能力的平台 
2. 超過 80% 學生認同透過參與跨學科

的 STEM 學習活動，提升他們綜合

和應用知識與技能的能力，加強創

意思維 
3. 超過 80% 學生認同透過參與多元活

動，有助拓寬他們的視野、豐富學

生的學習經歷及培養解難能力 
4. 超過 50% 老師曾參與 STEM 相關的

經驗分享 / 同儕觀課 / 參與校內外

工作坊等，作提升教師的專業能量 

1. 學生問卷 
2. 老師問卷 
3. 觀課紀錄表 
4. 課業檢查表 
5. 學生課業 

9/2021- 
6/2022 

助理校長（ 有
效學習）、學

務 組 、 教 務
組、各科任老

師 

學校撥款

支授學生

參與

STEM 
相 
關活動 

 
優 質 教

育 基金、 
全 方 位

學 習 津貼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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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會改變  
 深化學生自主

學習策略：   
 
 激發敏銳性  
 強化自我反

思的深刻性  

1. 各科目可透過協作，安排多元化的閱讀

活動，讓學生涉獵不同領域的知識，並

運用閱讀策略和技巧，連繫各學習領域

的學習經驗，以提升閱讀的深度及深

化自主學習策略  
2. 教務組於測考後，透過周會或課後

活動，提供評估及自我檢視工具（如百

分位數表等），讓學生檢視成績，指導

學生如何檢視自己的學習成效，強化自

我反思的能力 
3. 各科在日常強化學生運用評估及自我檢

視工具（如百分位數表），於學習上進

行自我反思的訓練 
4. 各科總結過去建立學生自主學習的成功

例子，深化策略，以配合學生的需要 
5. 科組創設多元平台，鼓勵學生向外

探研，接受挑戰，開拓眼界，為終身學

習做準備 

1. 超過 80% 學生認同透過閱

讀提升學生深層次思考以建

構知識 
2. 超過 80% 學生曾運用評估

工具，檢視學習成效，強化自

我反思的能力 
3. 超過 80% 學生認同能透過

評估工具，檢視學習成效，自

我反思的能力有提升 
4. 超過 50% 老師曾鼓勵學生

向外探研，接受挑戰。 

1. 學生問卷 
2. 老師問卷 
3. 觀課紀錄表 
4. 課業檢查表 
5. 學生課業 

9/2021- 
6/2022 

助理校長（有效

學習）、學務 
組、教務組、各

科任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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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二：透過籌辦 20 周年校慶活動及多元體驗式活動，提升社交技巧，及創造全情投入的心流經歷，加強歸屬感與幸福感。 
 

目標 策略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時間表 負責人 所需資源 
 七大核心價值牽頭，致力

及持續學習、應用與反思 
24 個性格強項，幫助學
生擁有正確人生價值和內
在心理力量，懷抱希望，
面向積極人生。 

1. 透過早讀、早講、周會、全校
展板設計、品德教育日、各科
組活動，培養學生「仁愛」與
「公 義」的價值 

2. 透過本年度德育主題「仁愛」與 
「公義」，同時加強推廣 24 個
性格強項中的 「愛與被愛 
/LOVE」、「寬恕

/FORGIVENESS」、「公民感和團

隊精神/TEAMWORK」、 
「領導才能/LEADERSHIP」、 
「感恩/GRATITUDE」、「仁慈 
/KINDNESS」、「公平和公正 
/FARINESS」 

1. 校園內外、集體及
個人的活動中，學
生能身體力行，彼
此互相體諒，將「仁
愛」與 
「公義」的美德付
諸行動 

2. 學生表現感恩、快
樂、對學校有歸屬 
感，從而尊敬師生， 
愛護同學 

1. 觀察師生課堂
內外的校園生
活狀況 

2. 評核學生活動
後反思工作紙 

3. 學生的問卷調
查及意見 

9.2021 
- 

7.2022 

副校長、助
理校長（學
生成長）、
德育組、聯
課活動
組、訓導
組、輔導
組、生涯輔
導組、家長
教師委員
會、學生 
會、校友 
會、各學會
負責人及
班主任 

校外支援（提供

講座） 
 
《邁向圓滿》、 
《真實的快 
樂》、《學習樂觀 
樂觀學習》三本書

籍，供教師借閱 
 
學生成長的全面

關顧與獎勵 
 
學生成長委員會

組內的資源調配 
 
級聯絡支援  

班主任的支援 

資訊科技組支援

校務處的支援 

 關注及深入了解關於
正向教育的六個範疇： 

1. 正向情緒 ( P) 
2. 身心健康 ( H) 
3. 正面人際關係 ( R) 
4. 全情投入( E) 
5. 成就感( A) 
6. 人生意義 ( M) 

1. 透過閱讀、分享被尊為正向心
理學之父著作的書籍《邁向圓 
滿》、《真實的快樂》、《學
習樂觀 樂觀學習》等，進一步
掌握正向教育的真實意義 

1. 50%老師完成閱
讀20%-25%《邁
向圓 

滿》或《真實的快樂》
或《學習樂觀 樂觀學
習》的篇幅內容 

1. 教師的問卷調

查 
9.2021 

- 
7.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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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策略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時間表 負責人 所需資源 
 透過多元體驗式活動，幫助

學生擁有： 
1. 正面人際關係 
提升社交與情緒技巧，與
自己和他人建立穩固與共
同成長的關係 

 
2. 全情投入 
為學生創造全情投入的校
園生活環境，累積心流經
驗， 從體驗中了解何謂 
「投入」，以及「投入」
對個人健康及幸福的作
用 

1. 透過籌備及參與 20 週年校慶
活動和校園日常活動(班會、社
際、學會、領袖培訓等活動)，
加強對同學人際交往的教育，
建立和諧的人際關係，增加對
學校的歸屬感 

2. 透過籌備及參與 20 週年校慶
活動和校園內外全方位或各樣
體驗式的活動，例如聯課活
動、領袖培訓(學生領袖、學會
主席/幹事、班會主席/幹事、班
長、科長…)，為學生個人及團
隊創造全情投入的經驗，建立
和發展良好的身心， 幫助學生
發掘及活用內在心理力量，擁
有幸福感 

1. 同學積極參與籌備 
20 週年校慶活動及
校園日常活動 

2. 70%學生認同參與籌
備20 週年校慶活動及
校園日常活動，有效建
立和諧的人際關係及
增加對學校的歸屬感 

3. 70%學生認同學生透
過籌備及參與 20 週
年校慶活動和校園內
外全方位或各樣體驗
式的活動過程中，經
歷全情投入的狀態，
有助建立和發展良好
的身心及活用內在心
理力量，擁有幸福感 

4. 師生、生生和諧共
處， 校園充滿幸福感 

1. 教師、學生的
問卷調查及意
見 

2. 觀察師生課堂
內外的校園生
活狀況 

3. 評核學生活動
後反思工作紙 

9.2021 
- 

7.2022 

副校長、助
理校長（學
生成長）、
德育組、聯
課活動
組、訓導
組、輔導
組、生涯輔
導組、家長
教師委員
會、學生 
會、校友 
會、各學會
負責人及
班主任 

校外支援（購買
服務） 

 
學生成長委員會
的全面關顧與獎
勵 

 
學生成長委員會
組內的資源調配 

 
級聯絡支援 

班主任的支援 

資訊科技組支援 

校務處的支援 

 

 







Elegantia College (sponsored by Education Convergence and patronised by H.K. Yee’s Five Tong Assn.) 
Three-year Plan on the use of Diversity Learning Grant (DLG) for senior secondary students  

(2021/22 – 2023/24 school years) 

DLG-funded 
programmes 

Name of 
programme(s) / 
course(s) and 
provider(s) 

Objectives 
Proposed duration 
of the programme / 

course 

Target 
students 

Estimated no. of 
students involved in 

each school year 
Evaluation of student learning / 

success indicators 
Budget 
(HK$) 

Teacher- 
in-charge 

21-22 22-23 23-24 
Other 
programmes 

English 
Creative 
Writing 
Course 

 To enhance 
students’ confidence 
in expressing 
opinions and 
presenting 
arguments in 
English  

 To maximize 
students’ potential 
and competence in 
writing 

A total of 8 
sessions, each 
lasting for 2 hours 
to be arranged 
between March – 
July 2022  
 

S4 20 / / 

 Students’responses and 
performance   

 Instructor’s review  
 Class visits and 

observation 

$16,000 Ms. W.K. 
Leung  
(Head of 
Studies 
Committee)   

Model United 
Nations 
Training 
Workshops   

 To sharpen students’ 
presentation skills  

 To allow them to 
learn about global 
issues through 
cross-cultural 
exchanges   

 To enhance 
students’ global 
awareness and 
exposure through 
cross-cultural 
dialogue with 3-5 
native English 
speakers 

A total of 10 
workshops, each 
lasting for  
1.5 – 2 hours 
 
Period of time:  
November 2021 –  
February 2022   
 
 

S4 20 / / 

 Students’responses and 
performance   

 Instructor’s review  
 Class visits and 

observation 

$48,000 Ms. W.K. 
Leung  
(English 
Department)  

S6 Advanced 
English 
Writing 
Course 

 To enhance 
students’ confidence 
in expressing 
opinions and 
presenting 
arguments in 
English  

 To maximize 

A total of 5 
sessions, each 
lasting for 2 hours 
to be arranged in 
two months   
  
Total no of service 
hours: 10 hours  

S5 / 20 / 

 Students’ self-review 
through end-of-course 
evaluation  

 Students’ responses and 
performance  

 Instructor’s review 
 Quality of deliverables e.g. 

teaching packs and student 

$10,000 Ms. W.K. 
Leung 
(English 
Department) 



students’ potential 
and competence in 
writing 

 worksheets, etc.  
 Class visits and 

observation 
Academic 
Skills 
Workshops 

 To expose students 
to effective learning 
and studies skills  

 Competence and 
Confidence building  

A total of 8 
sessions, each 
lasting for 2 hours  
 
Total no of service 
hours: 16 hours  
 
 

S6 / / 20 

 Students’ self-review 
through end-of-course 
evaluation  

 Students’ responses and 
performance  

 Instructor’s review 
 Quality of deliverables e.g. 

teaching packs and student 
worksheets, etc.  

 Class visits and 
observation 

$10,000 Ms. Law  
(Studies 
Committee)  

 



 
 

姊妹學校交流計劃書 
2021 /2022 學年 

 
學校名稱： 風采中學(教育評議會主辦 余風采五堂會贊助) 

學校類別： 
*小學  / *中學 / *特殊學校   

(*請刪去不適用者) 
負責老師： 陸潔雯 

 
擬於本學年與以下內地姊妹學校進行交流活動： 

1. 以現場視像直播形式，與姊妹學校管理層/老師互相交流。 

2. 拍攝短片，讓姊妹學校及家長了解本校近況。 

3. 若疫情放緩，邀請姊妹校回訪 

4. 舉辦圖書館活動，讓兩地學生以視像作線上交流分享。 

  

  

  

 
本校擬舉辦的姊妹學校活動所涵蓋層面及有關資料如下： 
(請在適當的方格內填上號(可選多項)及/或在「其他」欄填寫有關資料)  
 
甲. 管理層面（*擬舉辦 / *不擬舉 辦）(*請刪去不適用者)  

交流項目 預期目標 
編號  描述 編號  描述 
A1  探訪/考察 B1  增進對內地的認識和了解 
A2  校政研討會/學校管理分享 B2  增加對國家的歸屬感/國民身份的認同 

A3  會議/視像會議 B3  
交流良好管理經驗和心得/提升學校行

政及管理的能力 

A4  
與姊妹學校進行簽約儀式/商討交流

計劃 
B4  擴闊學校網絡 

A5  其他(請註明) : B5  擴闊視野 
   B6  建立友誼/聯繫 
   B7  訂定交流計劃/活動詳情  
   B8  其他(請註明) : 

 
  



 
 

乙. 教師層面（*擬舉辦 / *不擬舉 辦）(*請刪去不適用者) 
交流項目 預期目標 

編號  描述 編號  描述 
D1  探訪/考察 E1  增進對內地的認識和了解 
D2  觀課/評課 E2  增加對國家的歸屬感/國民身份的認同 
D3  示範課/同題異構 E3  建立學習社群/推行教研 
D4  遠程教室/視像交流/電子教學交流 E4  促進專業發展 
D5  專題研討/工作坊/座談會 E5  提升教學成效 
D6  專業發展日 E6  擴闊視野 
D7  其他(請註明) : E7  建立友誼/聯繫 

   E8  其他(請註明) : 
 

丙. 學生層面（*擬舉辦 / *不擬舉辦）(*請刪去不適用者) 
交流項目 預期目標 

編號  描述 編號  描述 
G1  探訪/考察 H1  增進對內地的認識和了解 
G2  課堂體驗 H2  增加對國家的歸屬感/國民身份的認同 
G3  生活體驗 H3  擴闊視野 
G4  專題研習 H4  建立友誼 
G5  遠程教室/視像交流/電子學習交流 H5  促進文化交流 
G6  文化體藝交流 H6  增強語言/表達/溝通能力 
G7  書信交流 H7  提升自理能力/促進個人成長 
G8  其他(請註明) : H8  豐富學習經歷 

   H9  其他(請註明) : 
 
  



 
 

丁. 家長層面 （*擬舉辦 / *不擬舉辦）(*請刪去不適用者) 
 (註 :學校不可使用姊妹學校計劃津貼支付家長在交流活動的開支) 

交流項目 預期目標 
編號  描述 編號  描述 
J1  參觀學校  K1  增進對內地的認識和了解 
J2  家長座談會 K2  增加對國家的歸屬感/國民身份的認同 
J3  分享心得 K3  擴闊視野 

J4 
 其他(請註明) :  

- 以校園短片，參觀學校 
- 派發家長/英語/學生會刊物 

K4 
 

加強家校合作 

   K5  加強家長教育 
   K6  交流良好家校合作經驗和心得 
   K7  其他(請註明) : 

 
擬運用的監察/評估方法如下： 
編號  監察/評估方法 
M1  討論 
M2  分享 
M3  問卷調查 
M4  面談/訪問 
M5  會議 
M6  觀察 
M7  報告 
M8  其他(請註明) : 

 
津貼用途及預算開支： 
編號  交流項目 支出金額 
N1  到訪內地姊妹學校作交流的費用 HK$ 
N2  在香港合辦姊妹學校交流活動的費用 HK$ 
N3  姊妹學校活動行政助理的薪金 (註:不可超過學年津貼額的 20%) HK$ 
N4  視像交流設備及其他電腦設備的費用 HK$ 100,000 
N5  交流物資費用 HK$ 
N6  在香港進行交流活動時的茶點開支(註:不可超過學年津貼額的 2%) HK$ 
N7  老師的一次入出境簽證的費用(註:不可超過學年津貼額的 1%) HK$ 
N8  其他(請註明) : 姊妹學校回訪 HK$ 50,000 
N9  學年預計總開支 HK$  
N10  沒有任何開支 不適用 
 



風采中學（教育評議會主辦） 

2021-2022  
支援推行高中公民與社會發展科的一筆過津貼 

本學年公民科津貼的推行計劃 

 

 

項目 
編號 

活動簡介 預期目標 監察／評估 預算開支 

1  香港青年協會之

「香港青年協會

領袖學院」的學習

活動—吾係法官 

 對香港司法制度的運作

有基本了解 
 掌握法治中基本概念 

 學生自評問卷及習作 $48,000 

2  中西區考察學習

活動 
 了解香港的歷史  學生自評問卷 $48,000 

 

支援推行高中公民與社會發展科津貼開支 
2021-2022 年度撥款  $300,000.00 
2021-2022 年度預算開支 -  ($96,000.00) 
2021-2022 年度預算結存  $204,000.00 
 



二零二一 /二二學年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  
校本津貼  ─  活動計劃表  

 

學校名稱： 風采中學(教育評議會主辦) 

負責人姓名： 聯課活動主任鄭重謙老師   聯絡電話號碼： 24683680 

  
A. 校本津貼受惠學生人數(人頭)預計共 220 名     

 (包括 A. 領取綜援人數： 15 名，B. 學生資助計劃全額津貼人數： 205 名及 C. 學校使用酌情權的清貧學生人數： 0 名) 

B. 獲校本津貼資助/補足費用的各項活動資料： 

*活動名稱/類別 活動目標 
成功準則 

(例如:學習成果) 

評估方法 

(例如:測試、問卷等) 
活動舉辦時期 

/ 日期 

# 預計獲資助合資格 

學生名額 預計開支 

($) 
合辦機構/服務供應 

機構名稱 (如適用) 
 A B C 

語文訓練 

學生透過多元化活動、

體驗式學習及社區服務

等，可豐富學生的生活

體驗及培養終身興趣。

又可提升個人信心及能 
力，學會與他人合作。 

學生積極投入參與 參與老師評估 
2021 年 9 月至

2022 年 8 月 

 125 0 $140,000 

外間機構/外聘 

文化藝術 6 49 0 $60,000 

參觀/戶外活動 14 65 0 $10,000 

體育活動 10 44 0 $20,000 

社交、溝通技巧 0 25 0 $10,000 

領袖訓練 1 11 0 $5,000 

學習技巧訓練 0 8 0 $1,000 

義工服務 3 20 0 $1,000 

活動項目總數： 8      
 ＠

學生人次 44 347 0  
 

**總學生人次 391 
 

備註: 

*活動類別如下：功課輔導、學習技巧訓練、語文訓練、參觀/戶外活動、文化藝術、體育活動、自信心訓練、義工服務、歷奇活動、領袖訓練及社交/溝通技巧訓練 

@學生人次：上列參加各項活動的受惠學生人數的總和 

**總學生人次：指學生人次(A) + (B) + (C) 的總和 

# 合資格學生: 指(A)領取綜援、(B)學生資助計劃全額津貼及(C)學校使用不超過 25%酌情權的清貧學生 



 

 
 

風采中學(教育評議會主辦) 

運用推廣閱讀津貼計劃書 

2021/2022 學年 

 
推廣閱讀的主要目標：   

配合學校關注事項，培養學生成為具終身學習能力的自主學習者；透過籌辦20 周年校慶活動及多元體驗式活動，提升社交

技巧，及創造全情投入的心流經歷，加強歸屬感與幸福感。

 
  

項目名稱* 
 

預算開支（$） 
 

1. 購置圖書 $56,000 

 ☑實體書 

 ☑ 電子書 

2. 網上閱讀計劃  
 ☐ e 悅讀學校計劃  

 ☐ 其他計劃：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閱讀活動   
$2,000(聘請作家、專業說故事人等進行

講座) 
 
$7,000(支付學生參加閱讀活動或比賽

的報名費) 

 ☑ 聘請作家、專業說故事人等進行講座 

 ☐僱用外間提供課程機構協助舉辦與推廣閱讀有關的學生學習活動 

 ☑  支付學生參加閱讀活動或比賽的報名費 

 ☐ 資助學生參加或報讀與閱讀有關的收費活動或課程 

4. 其他：印製文藝報  $5,000 

              *請以✓選或以文字說明



預算開支

級別
預計參與

人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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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高級水耕設施及課程 生物 9/2021-3/2022 F3 154
1.分組探究實驗報告

2.活動表現觀察

3.生物科學生問卷

$65,000.00  

活動車費 生物 9/2021-3/2022 F3 154 觀察現場學生表現 $1,000.00  
中文周

提升學生對中國文化的喜愛。
中文 4/2022 F1-6 870 觀察現場學生表現 $15,000.00  

中國節慶活動

提升學生對中國文化的認識和喜愛。
中文 全年 F1-6 870 觀察現場學生表現 $6,000.00  

香港校際朗誦節比賽

提升學生朗誦能力，提升學生欣賞文學的能力
中文 全年 F1-5 30 觀察現場學生表現 $4,500.00  

3 微電影製作課程

讓學生體驗和掌握如何以視頻形式創建自己的故事。
電腦 6/2022-7/2022 F1-6 20 學生影片展示 $25,000.00  

Participation of HK Speech Festival (Solo Verse) Speaking
Confidence-building in English 英文 44501 F1-5 40

Marksheets & Teachers'
Feedback $6,000.00  

Flight Simulation Day(s) / Workshop
Interest and confidence building with realistic flight simulation and immersive learning
experience

英文 Mar 22 - July 22 F3 154 Students' and Teachers'
Feedback and Comments $45,000.00   

S.3 English Drama Classes
Confidence-building in English 英文 2021-2022 F3 154

Students' and Teachers'
Feedback and Comments $55,250.00  

Drama Appreciation through watching ‘Anthony and Cleopatra’
Interest building and widened exposure through drama appreciation 英文 44440 F1-4 50

Students' and Teachers'
Feedback and Comments $4,800.00  

5 外出考察活動

讓學員透過考察增加地理科的知識，並學會操作基本的考察儀器。
地理 全年 F1-5 120 配合初高中地理課程設計戶外考察活

動，完成考察工作紙
$7,000.00  

6 中一北區考察

透過考察活動，認識本地歷史，以加強對社區的歸屬感及聯繫感。
歷史 2022年4月 中一 150 教師觀察、學生問卷 $15,000.00 

7
高中香港歷史體驗活動

透過課堂外的活動，讓高中修讀歷史科的學生認識香港歷史，以加強對社區的歸屬

感及聯繫感。

歷史 2022年上半年 中五 20 教師觀察、學生問卷 $5,000.00  

8 STEM周會

使學生能參與各種與STEM相關的活動，實踐所學，拓闊眼界、刺激思考。
STEM 2022/2/23 中一至中三 500 80%科學科教師滿意活動質素；80%

學生同意能在活動中有所得著
$30,000.00 

9 中五級主題學習日

通過全球化體驗活動加深通識課程認知
通識 / 公社 試後活動 中五級 127 學生自評問卷 $20,000.00 

10 劍擊

讓中一至中三同學認識劍擊運動。
體育

第一期

2021年11-12月
第二期

2022年2月

中一至中三 495 1. 老師及教練觀察

2. 活動後檢討
$42,075.00   

11 編程課程

讓同學掌握基本編程概念及技巧，並應用於STEM的發展之中
專題研習 上學期 中三 20 學生自評問卷 $15,000.00 

香港學校朗誦節比賽

培養學科興趣，提升普通話水平
普通話 2021年11-12月 中一至中三 16 比賽後獲評分證書 

演講比賽

培養學科興趣，提升普通話水平
普通話 9-6月 中一至中五 10 比賽後獲評分證書 

參觀活動車費

認識不同行業及升學途徑
生涯輔導組 2021年9月至2022年7月 中一至中五 200 問卷 $4,000.00  

面試講座及模擬面試工作坊

學生掌握書寫履歷表及面試技巧
生涯輔導組 2022年1月 中一至中五 130 問卷 $38,000.00  

講座/工作坊講者車馬費

加強學生認識自我
生涯輔導組 2021年9月至2022年7月 中一至中五 150 問卷 $1,200.00 

聯課大使培訓活動

維繫聯課大使感情，並提高他們的團結度和組織活動能力。
CCAC 11月及7月試後活動 中二至中五 30 活動問卷及老師觀察 $5,000.00 

聯合學生領袖培訓活動

組織各服務團隊的學生領袖，提供針對性而專業的訓練，以提高學生的領導才能。
CCAC 12月及7月試後活動 中二至中五 40 活動問卷及老師觀察 $5,000.00 

1

13

聲明︰本校已清楚明白運用全方位學習津貼的原則，並已徵詢教師意見，計劃運用津貼推展以下項目：

基要學習經歷

(請於適用方格加上號，可選擇多於一項)
對象範疇

(請選擇

適用的選項，

或自行填寫)

舉行日期
監察／

評估方法

2

4

12 $3,900.00

21-22學年

全方位學習津貼  運用計劃

風采中學（教育評議會主辦 余風采五堂會贊助）

第1項：舉辦／參加全方位學習活動

編號

本地活動︰在不同學科／跨學科／課程範疇組織全方位學習活動，提升學習效能，或按學生的興趣和能力，組織多元化全方位學習活動，發展學生潛能，建立正面價值觀和態度

活動簡介及目標



預算開支

級別
預計參與

人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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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基要學習經歷

(請於適用方格加上號，可選擇多於一項)
對象範疇

(請選擇

適用的選項，

或自行填寫)

舉行日期
監察／

評估方法
編號

本地活動︰在不同學科／跨學科／課程範疇組織全方位學習活動，提升學習效能，或按學生的興趣和能力，組織多元化全方位學習活動，發展學生潛能，建立正面價值觀和態度

活動簡介及目標

中一迎新營費用

讓新生盡快適應校園生活，並培養群體意識、互助互愛精神。
CCAC 8月 中一生 156 活動問卷及老師觀察 $40,000.00 

全方位學習日

增加學生的學習經歷，學會分工合作和籌備活動。
CCAC 12月中 全校 867 活動問卷及老師觀察 $200,000.00 

學會體能教練

為體育學會的成員舉行線上體能課，以讓學生有恆常的運動習慣。
CCAC 10月至6月 中一至中五 100 活動問卷及老師觀察 $10,000.00  

在港生OLE活動

為在港學生舉辦OLE活動，以擴闊學生的視野和經歷。
CCAC 10月至6月 中一至中五 600 活動問卷及老師觀察 $50,000.00  

跨境生OLE活動

為跨境生舉辦OLE活動，以擴闊學生的視野和經歷。
CCAC 10月至6月 中一至中五 300 活動問卷及老師觀察 $50,000.00  

輔導活動周

訓練學生正面解難和樂觀精神。
輔導組 2021年11月 中一至中六 120 1. 老師及教練觀察

2. 活動後檢討
$6,000.00   

朋輩天使社區關懷服務

學習同理心和運用輔導技巧,貢獻社區。
輔導組 2021年7月 中一至中五 43 1. 老師及教練觀察

2. 活動後檢討
$15,000.00   

社交小組

訓練學生正面解難和樂觀精神。
輔導組 2022年3月 中一至中二 8 1. 老師及教練觀察

2. 活動後檢討
$4,000.00  

初中適應小組

訓練學生正面解難和樂觀精神。
輔導組 2021年10月 中二至中三 10 1. 老師及教練觀察

2. 活動後檢討
$5,000.00   

高中藝術壓力小組

訓練學生正面解難和樂觀精神。
輔導組 2022年1月 中五 15 1. 老師及教練觀察

2. 活動後檢討
$4,000.00   

身心健康檢查活動

訓練學生正面解難和樂觀精神。
輔導組 2022年5月 中一至中五 50 1. 老師及教練觀察

2. 活動後檢討
$2,500.00   

高中適應小組

訓練學生正面解難和樂觀精神。
輔導組 2021年10月 中四至中五 10 1. 老師及教練觀察

2. 活動後檢討
$5,000.00   

16
作家講座

邀請作家分享察察生活與寫作關係，從中讓學生了解及關懷社區的發展，並具啟發

學生閱讀及創作。

圖書館 2021年11月 中一至中三 250 80%同學出席講座 $12,000.00  

中二級護苗性教育課程

讓中二級同學對青春期有正確的認識。
德育組 2022年3月 中二 156 參加者問卷調查和意見表 $1,650.00 

中四級性教育講座

讓青少年認識網上交友/社交平台背後的危機。
德育組 2022年3月 中四 158 參加者問卷調查和課堂觀察 $1,650.00 

中六級戀愛婚姻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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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10月 中六 124 參加者問卷調查和課堂觀察 $3,720.00 

生命分享講座

透過藝人生命及音樂分享，提升學生抗逆能力，激勵他們實踐夢想。
德育組 44616 全校 869 參加者問卷調查和意見表 $3,468.00 

24性格強項嘉年華活動

透過「性格強項」嘉年華攤位活動，加深老師、學生對性格強項的認識與運用。
德育組

共2節，

每節1小時
中三至中五 15 參加者問卷調查和意見表 $13,500.00 

樂以軒好書分享

讓同學在精神及心靈層面上得著滋潤。
德育組

共4節，

每節半小時
中一至中五 50 參加者問卷調查和意見表 $4,500.00 

司儀/主持入門課程

助學生培養自信。
德育組

10/21開始，

共四堂課
中一至中五 50 參加者問卷調查和意見表 $12,000.00  

禮儀大使講座

認識禮儀文化。
德育組 44637 中一至中五 50 參加者問卷調查和意見表 $1,400.00 

餐桌禮儀課程

讓學員拓闊國際視野，提升文化的素養。
德育組 44613 中一至中五 50 參加者問卷調查和意見表 $2,500.00  

德育先鋒訓練日

讓同學獨立自主，發揮服務學校/社群的精神
德育組 44501 中一至中五 50 參加者問卷調查和意見表 $2,500.00 

德育先鋒訓練營

讓同學獨立自主，發揮服務學校/社群的精神
德育組 44652 中一至中五 50 參加者問卷調查和意見表 $10,000.00 

學生「正念大使」培訓課程

協助學生建立正向思考及積極人生觀，促進朋輩間正向互動。
德育組 10/2021 - 5/2022 中三至中四 312 參加者問卷調查和意見表 $9,000.00 

中五級社區服務體驗課程

透過活動讓同學了解服務對象的需要，運用正向態度及技巧與人相處，從而將正向

訊息帶入社區。

德育組

28/10/21
18/11/21
2/12/21

中五 118 參加者問卷調查和課堂觀察 $21,080.00 

活動車費 德育 2021-2022 全校 869 參加者問卷調查和意見表 $3,000.00 
班級經營活動

提高同學之間的聯繫感，幸福感。
學生成長組 10/9/2021-30/5/2022 全校 869 參加者問卷調查和課堂觀察 $4,350.00 

課室壁佈設計活動

設計本年德育主題的壁畫
學生成長組 10/9/2021-30/5/2022 全校 869 參加者問卷調查和課堂觀察 $17,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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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算開支

級別
預計參與

人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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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基要學習經歷

(請於適用方格加上號，可選擇多於一項)
對象範疇

(請選擇

適用的選項，

或自行填寫)

舉行日期
監察／

評估方法
編號

本地活動︰在不同學科／跨學科／課程範疇組織全方位學習活動，提升學習效能，或按學生的興趣和能力，組織多元化全方位學習活動，發展學生潛能，建立正面價值觀和態度

活動簡介及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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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務組 2021年11月-12月期間一次 中三至中五 24 參加者問卷調卷及撰寫感想文章 $5,000.00   

活動車費 學務組 2021-2022 中三至中五 24 參加者問卷調卷及撰寫感想文章 $1,000.00   

20 燈光人像化粧及攝影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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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11月至2022年1月 全校

(30人工作坊)
30

1. 老師及導師觀察

2. 活動後檢討

3. 創作成果展示

$8,000.00    

21 花式跳繩課程

讓學員學會基本花式跳繩技巧
花式跳繩 2021年10月至2022年5月 中一至五 25

學員各有花式評核表，學員須盡力完

成要求；

學員須盡力比賽，突破自己記錄

$30,375.00 

22 羽毛球隊訓練

有系統地讓同學學習各技術
羽毛球隊

2021年10月-
2022年5月 中一至五 20 出席率 > 80% $7,428.00 

23 女子籃球訓練

掌握籃球技術及體驗校外比賽
女子籃球 9月至5月 中一至中六 20 能代表屬社出席社際比賽 $5,350.00 

排球校隊及排球學會訓練

訓練排球男、女校隊
排球學會 2021年9月到2022年6月 中一至中六 35 1. 老師及教練觀察

2. 活動後檢討
$22,420.00   

重劍校隊訓練

訓練重劍校隊
重劍學會 2021年9月到2022年8月 中一至中六 12 1. 老師及教練觀察

2. 活動後檢討
$8,750.00   

佩劍校隊訓練

訓練佩劍校隊
佩劍學會 2021年9月到2022年8月 中一至中六 12 1. 老師及教練觀察

2. 活動後檢討
$8,750.00   

佩劍學界公開比賽

1. 擴闊學生視野

2. 提升隊員劍擊技巧

佩劍學會
2021-2022
全年

佩、重劍隊員12人 12 1. 老師及教練觀察

2. 活動後檢討
  

重劍學界公開比賽

1. 擴闊學生視野

2. 提升隊員劍擊技巧

重劍學會
2021-2022
全年

佩、重劍隊員12人 12 1. 老師及教練觀察

2. 活動後檢討
  

排球學界公開比賽

1. 擴闊學生視野

2. 提升隊員技巧

排球學會
2021-2022
全年

排球隊員，35人 35 1. 老師及教練觀察

2. 活動後檢討
  

綵燈紮作 中國文化學會 2021年9月至10月 中一至五 40 出席人數，能否成功完成作品 $6,400.00  
毛筆書法 中國文化學會 2021年11月至12月 中一至五 40 出席人數，能否成功完成作品 $3,700.00  
傳統編織 中國文化學會 2021年1月至2022年2月 中一至五 40 出席人數，能否成功完成作品 $2,600.00  

故宮篆刻 中國文化學會 2022年3月至4月 中一至五 40 出席人數，能否成功完成作品 $1,600.00  

26 男子籃球訓練

掌握籃球技術及體驗校外比賽
男子籃球 10月至5月 中一至中六 30 能代表屬社出席社際比賽 $6,300.00 

28 領袖生培訓日營 訓導 2021/2022 中一至五 60 參加者問卷調查和意見表 $6,000.00 

29 中華溫情一叮史推廣活動

推廣中國歷史及文化
中史 2021 / 2022 中一至中六 867 參加者問卷調查和課堂觀察 $20,000.00  

30 童軍技能訓練 (戶外)
提升隊員戶外求生技能

童軍 2021 / 2022 童軍 30 學生回饋 $4,500.00 

31 天文學會

提升同學對天文興趣
天文學會 10/2021-6/2022 F.1- F.5 30 全年檢討報告 $5,850.00 

演辯學會訓練 演辯學會 2021年9月至2022年5月 中一至五 20 出席率、同學參與活動表現、導師評

估表、年度比賽
$3,150.00  

演辯校隊訓練 演辯學會 2021年9月至2022年5月 中一至五 20 出席率、同學參與活動表現、比賽結

果
$18,000.00  

Brass band (加woodwind 及色士風組) 音樂聯課及校隊訓練 2021年10月至2022年6月 中一至中六 50 成功參加學界比賽及校內表演 $50,575.00 
古箏樂團 音樂聯課及校隊訓練 2021年10月至2022年6月 中一至中六 10 成功參加學界比賽及校內表演 $12,750.00 
弦樂班及弦樂團 音樂聯課及校隊訓練 2021年10月至2022年6月 中一至中六 60 成功參加學界比賽及校內表演 $91,575.00 
敲撃樂團 音樂聯課及校隊訓練 2021年10月至2022年6月 中一至中六 15 成功參加學界比賽及校內表演 $13,500.00 
口琴班 音樂聯課及校隊訓練 2021年10月至2022年6月 中一至中六 20 成功參加學界比賽及校內表演 $14,025.00 

34 音樂比賽及欣賞音樂會車費 音樂 2021/2022 中一至中六 50 出席率、同學參與活動表現、導師評

估表、年度比賽
$10,000.00 

35 音樂節報名費 音樂 2021/2022 中一至中六 50 成功參加學界比賽及校內表演 $15,000.00 
36 學界體育比賽報名費 體育 2021/2022 中一至中六 50 成功參加學界比賽 $15,000.00 
37 運動員証註冊費 體育 2021/2022 中一至中六 50 成功參加學界比賽 $3,000.00 
38 陸運會、水運會、社籃及游泳課場地費用 體育 2021/2022 中一至中六 869 課堂/比賽用途 $9,000.00 

39 悅讀劇場及道具工作坊

培養學生閱讀名著及劇本之興趣
戲劇 2021/2022 中一至五 200 演出及課堂用途 $10,000.00    

40
智能IOT_STEM 課程

配合教學活動，讓學生認識，操作，編寫IOT系統。
STEM 2021/2022 中三至中四 200 課堂觀察、活動作品展示 $50,000.00 



$10,800.00

舞蹈學會訓練

透過舞蹈訓練自身協調性及舞感
舞蹈學會 2021年10月-2022年6月 中一至五 15-20 完成舞蹈訓練及比賽 $4,8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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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社區閱讀計劃及作家講座

讓學生從閱讀認識社區，實地察形式加強對書本的感受
圖書館 2021/2022 中一至五 749 完成短片，並收集社區士回饋，

參與講座。
$51,000.00  

42 活動嘉賓車馬費 輔導 2021-2022 全校 869 活動問卷及老師觀察 $6,000.00 
青少年之友計劃 藝術教育 2021-2022 S1-5個別 200 活動問卷及老師觀察 $30,000.00 
藝術教育嘉賓車馬費 藝術教育 2021-2022 S1-5個別 200 活動問卷及老師觀察 $3,500.00 

44 外出活動車費 企會財 2021-2022 中四至中六生 60 活動問卷及老師觀察 $1,000.00 
45 活動嘉賓車馬費 視藝 2021-2022 S1-6個別 50 活動問卷及老師觀察 $1,500.00 

 （如空間不足，請於上方插入新行。）

$1,512,166.00
1.2

NIL

 （如空間不足，請於上方插入新行。）

$0.00
$1,512,166.00

第3項：預期受惠學生人數
編號 項目 範疇 用途

1 顯微鏡 科學

在與圖書館合辦的

科學活動中，展示

微觀世界。

使學生更容易發現

身邊不一樣的世界。
2 本地數據年咭 電腦 提供流動數據服務

3 乒乓球枱、羽毛球拍、羽毛球、網球活動柱、網球拍 體育
體育課及

聯課活動使用

4 領袖生培訓日日營物資 領袖生 推行活動、獎品

5 視藝DIY攝影工作坊，燈光人像化粧及造型物資 聯課活動(視藝DIY) 造型設計

6 花式跳繩隊衫 花式跳繩 活動時穿著

7 排球學會練習物資 排球學會 練習及比賽用

8 古箏指甲、線及租或買比賽服裝 古箏樂團 校際比賽及校內外表演

9 易拉架作口琴練習用途 口琴 練習用途

10 考察儀器及物資 地理 考察用途

 （如空間不足，請於上方插入新行。）

43

預期受惠學生佔全校

學生人數百分比 (%)：

$1,500.00
$2,000.00

$3,000.00
$7,720.00

$5,000.00

100%

867

867

第1及第2項預算總開支

第2項預算總開支

$1,575,086.00
$62,920.00

第1.1項預算總開支

第1項預算總開支

$1,000.00

$36,700.00

$500.00

$2,500.00

預期受惠學生人數︰

全校學生人數︰

第2項：購買其他推行全方位學習所需的設備、消耗品或學習資源

第1.2項預算總開支

$3,000.00

預算開支 ($)

境外活動︰舉辦或參加境外活動／境外比賽，擴闊學生視野



Bal b/f  ($) Income Expenditure

Expanded OEBG
257,787.65 EOEBG 2,337,422.52 Various Prog 430,570.00

0.00 EOEBG - CFEG CFEG 250,000.00  
Admin Prog 1,702,040.00

2,337,422.52 2,382,610.00
2,254,797.65 Admin Grant 4,621,228.00 4,260,120.00
1,184,026.42 Air-conditioning Grant 616,368.00 400,000.00

0.00 Composite IT Grant 555,900.00 555,900.00
75,681.32 Capacity Enhancement Grant 642,934.00 600,180.00

3,772,293.04 8,773,852.52 8,198,810.00 4,347,335.56

(a) (b) (c ) (a)+(b)-(c )

Grant outsided E OEBG
16,586.20 Committee on Home School Coop 25,780.00 21,000.00
74,400.00 Diversity Learning Grant 91,000.00 86,000.00

7,888.08 Drama Plays Festival Allowance 3,600.00 3,600.00
141,976.50 Grant for the Sister School Scheme 157,126.00 157,000.00
201,379.00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taffing(ITSSG) 321,796.00 284,360.00

816.45 Learning Support Grant 304,219.00 300,000.00
43,852.00 Moral and National Edu suj supp Grant 0.00 0.00

218,999.60 New Arrival children 34,962.00 30,000.00
60.53 Other Recurrent Grant 532,000.00 532,000.00

33,063.67 Promotion of Reading in Schools 73,326.00 61,000.00
783,093.15 Life-wide Learning Grant 1,344,627.00 1,575,086.00

0.00 Student Activities Support Grant 213,850.00 213,850.00
142,200.00 SB After Sch Learning 255,600.00 250,000.00
100,350.00 SBM Top-up Grant 50,702.00 50,000.00

7,492.60
School-based Speech Therapy
Administration Recurrent Grant

8,112.00 8,000.00

0.00 One-off Grant CS Grant 300,000.00 100,000.00
389,657.17 School Executive Officer Grant 623,770.00 315,000.00
180,301.79 Teacher Relief Grant (TRG) 251,700.00 239,400.00

2,439,090.60 Freezing Post 5,933,377.80 4,178,154.00
0.00 Teacher salary Grant 45,298,984.20 45,298,984.20
0.00      PF contributions 2,371,195.80 2,371,195.80
0.00 NET salary Grant 848,364.00 848,364.00
0.00      ER MPF Contributions 18,000.00 18,000.00
0.00 Teaching supporting staff 1,609,560.00 1,609,560.00
0.00 Employer's contribution MPF 439,980.00 439,980.00

4,781,207.34 61,111,631.80 58,990,534.00 6,902,305.14
(a) (b) (c ) (a)+(b)-(c )

8,553,500.38 69,885,484.32 67,189,344.00 11,249,640.70
(a) (b) (c ) (a)+(b)-(c )

Elegantia College
Budget of Government Fund Account for 2021/22



Elegantia College (Sponsored by Education Convergence)
Budget for EOEBG Grant Expenses (Non Salary Portion)
 - By Group and Subject

Amount Amount Amount Amount Amount Amount
EOEBG CFEG CIT LWL Others Total

Budgeted Income : (a)
Grant Income 2,037,422.52      300,000.00   372,600.00   1,575,086.00      941,240.00         5,226,348.52     

Budgeted Expenditure :
Subject :

Biology 20,100.00 3,000.00 66,000.00 89,100.00
Business, Accounting & Financial Studies 3,350.00 1,000.00 4,350.00
Chinese History 4,500.00 20,000.00 24,500.00
Chinese Language 8,000.00 25,500.00 33,500.00
Chemistry 18,800.00 18,800.00
Computer Studies 7,200.00 26,000.00 33,200.00
Drama 1,700.00 1,700.00
English Languages 45,000.00 111,050.00 80,000.00 236,050.00
Economics 3,670.00 3,670.00
Geography 10,700.00 9,000.00 19,700.00
Living & Technology 21,000.00 2,000.00 23,000.00
History 7,000.00 20,000.00 27,000.00
Integrated Science 32,300.00 33,000.00 65,300.00
Liberal Studies 3,000.00 20,000.00 99,000.00 122,000.00
Mathematics 9,000.00 9,000.00
Music 19,500.00 25,000.00 44,500.00
Physical Education 24,550.00 105,775.00 130,325.00
Physic 7,300.00 7,300.00
Project learning 4,500.00 15,000.00 19,500.00
Putonghua 2,800.00 3,900.00 6,700.00
Visual Art 21,000.00 15,000.00 1,500.00 37,500.00

Committee :
Arts Education 4,500.00 33,500.00 38,000.00
Campus Develop't & Env. Protection 20,000.00 30,000.00 50,000.00
Career & Guidance 3,500.00 43,200.00 46,700.00
Co-curricular Activities 6,500.00 360,000.00 366,500.00
Class Subsidies 5,040.00 5,040.00
Guidance 9,000.00 47,500.00 56,500.00
Discipline 4,600.00 6,500.00 11,100.00
IT & Multi-media support 372,600.00 50,000.00 422,600.00
Library 35,000.00 12,000.00 61,000.00 108,000.00
Moral Education 9,500.00 89,968.00 99,468.00
Parent-Teacher 21,000.00 21,000.00
Student Union 8,800.00 8,800.00
Academic Committee 5,000.00 5,000.00
Studies Committee 2,000.00 6,000.00 6,000.00 14,000.00
Effective Learning 3,000.00 3,000.00

Student Development 3,000.00 21,750.00 24,750.00

Program 01 (Mis) 0.00 600,000.00 600,000.00
Program 02 (Pub) 30,000.00 30,000.00
Interesting Classes 471,943.00 10,400.00 482,343.00

Admin Program 1,672,040.00 250,000.00

Total budgeted expenditure 2,082,610.00      300,000.00   372,600.00   1,575,086.00      941,240.00         3,349,496.00     

Balance (Surplus/deficits) -45,187.48 0.00 0.00 0.00 0.00 1,876,852.52

Budget 2122



Bal b/f  ($) Income Expenditure

School Fund

3,619,238.23      General Fund

-                      Hire of Sch Premises 10,000.00          -                     

-                      Tuck shop rental 165,000.00        -                    

-                      Interest received 1,000.00            500.00               

-                      Miscellaneous expenses -                     800,000.00        

-                      Registration Fee 1,000.00            -                      

-                      Tong Fai 136,680.00        -                     

-                      Donations -                     -                     

477,484.64         Special Purpose 268,770.00        100,000.00        

(7,529.39)            Approved collection Capital Reserve

-                      General Fund 40,000.00          5,000.00            

-                      Recycle Paper and Materials 1,000.00            -                     

-                      Library book overdue fine 10,000.00          5,000.00            

-                      Photocopier charges 10,000.00          30,000.00          

4,089,193.48      643,450.00        940,500.00        3,792,143.48      

(a) (b) (c ) (a)+(b)-(c )

Fund Other than school fund
  Scholarship

33,431.00           Scholarship (others) -                     5,000.00            

13,672.09           Yu's Scholarship 50,000.00          50,000.00          

32,054.00           Yee Johnson -                     1,000.00            

42,666.53           Chen Ying -                     2,000.00            

1,986.44             Chiu Wai Kwun Rossa -                     1,986.44            

12,037.00           GP Asset Settlement Services Co. Ltd. -                     2,000.00            

12,066.66           Ho Tak Sum -                     2,000.00            

5,981.40             Hui Chun Hung -                     1,000.00            

81,142.50           Lam Wan -                     2,000.00            

18,139.00           Macy's Candies Ltd. -                     2,000.00            

23,816.00           Tang Yung -                     2,000.00            

12,962.00           Tso Kai Lok -                     2,000.00            

20,200.00           Wu Jingfen -                     2,000.00            

23,227.00           EC - Liberal Studies -                     2,000.00            

6,000.00             Study Tours -                     2,000.00            

Donation - School Development use

100,000.00         Ip Suet Kuen -                     -                     

50,000.00           Lin Min Shan -                     -                     

81,800.00           Ho Hon Kuen -                     -                     

3,000.00             Leung Chui Chun -                     -                     

2,000.00             Yu Ho Lam -                     -                     

50,000.00           Lam Yeung Seng -                     -                     

 Others

3,800.00             Consumer Council Allowance -                     3,800.00            

5,087.20             Drama Plays Allowance -                     1,000.00            

3,060.00             Education Fund for China -                     3,060.00            

2,000.00             English Subject allowance -                     2,000.00            

-                      Even Exchange Account 500,000.00        500,000.00        

-                      Graduation Dinner 105,000.00        105,000.00        

7,795.60             Liberal Studies Programme -                     7,795.60            

4,000.00             Library Fund -                     -                     

800.00                Moral & Civiv Education -                     800.00               

8,794.79             Musical Festival Allowance -                     1,000.00            

17,853.79           15th Anniversary Ceremony -                     17,000.00          

9,260.87             Others -                     9,260.87            

4,839.00             Partnership Scheme with HK Sec Schs 4,000.00            4,000.00            

23,667.07           Student Union 8,670.00            8,800.00            

717,139.94         667,670.00        742,502.91        642,307.03         

(a) (b) (c ) (a)+(b)-(c )

Sales
244,333.61           School Exercise Books 85,000.00          56,852.00          

394.00                  School Uniform -                     -                     

244,727.61         85,000.00          56,852.00          272,875.61         

(a) (b) (c ) (a)+(b)-(c )

5,051,061.03      1,396,120.00     1,739,854.91     4,707,326.12      

(a) (b) (c ) (a)+(b)-(c )

Elegantia College
Budget of School Fund Account for 20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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