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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開支
人均

實際開支

級別
總參與
人數

($) ($)
智能發展

(配合課程)
價值觀
教育 體藝發展 社會服務

與工作有
關的經驗

 （如空間不足，請於上方插入新行。）

1 女子籃球隊 全學年 全校 20 $36,100.00 $1,805.00 教練費 女子籃球隊 良好 ✓
2 乒乓球隊 全學年 全校 35 $12,000.00 $342.86 教練費 乒乓球隊 良好 ✓
3 男子籃球隊 全學年 全校 40 $33,400.00 $835.00 教練費 男子籃球隊 良好 ✓
4 手球隊 全學年 全校 20 $17,560.00 $878.00 教練費 手球隊 良好 ✓
5 田徑 全學年 全校 70 $12,200.00 $174.29 教練費 田徑 良好 ✓
6 排球隊 全學年 全校 40 $25,600.00 $640.00 教練費 排球隊 出席良好 ✓
7 足球隊 全學年 全校 25 $9,200.00 $368.00 教練費 足球隊 出席良好 ✓
8 羽毛球隊 全學年 全校 40 $12,800.00 $320.00 教練費 羽毛球隊 出席良好 ✓
9 彈網隊 全學年 全校 10 $3,600.00 $360.00 教練費 彈網隊 良好 ✓

10 花式跳繩隊 全學年 全校 25 $16,750.00 $670.00 教練費 花式跳繩隊 良好 ✓
11 越野 全學年 全校 50 $3,200.00 $64.00 教練費 越野 良好 ✓
12 中文戲劇學會 全學年 全校 N/A $23,800.00 N/A 導師費 中文戲劇學會 出席良好 ✓
13 中文書法學會 全學年 全校 25 $2,400.00 $96.00 導師費 中文書法學會 良好 ✓
14 舞蹈組 全學年 全校 35 $28,100.00 $802.86 導師費 舞蹈組 良好 ✓
15 多媒體訓練營 11/8-12/8 F.1-F.6 N/A $18,600.00 N/A 導師費 多媒體小組 學習影片創作 ✓ ✓

16
English drama learning,
training and performance 全學年 全校 27 $15,100.00 $559.26 導師費 English Drama Club 出席良好 ✓

17 擊鼓樂團 全學年 全校 11 $15,220.00 $1,383.64 導師費 擊鼓樂團 出席良好 ✓

18 管樂團 全學年 全校 28 $131,200.00 $4,685.71 導師費 管樂團
出席良好, 結業禮影

片演出 ✓
19 專業奧數精英培訓班 全學年 全校 N/A $4,500.00 N/A 導師費 專業奧數精英培訓班 出席良好 ✓
20 初中朗誦技巧訓練班 9月至12月 初中 20 $2,800.00 $140.00 導師費 (津貼課程收費用) 初中朗誦技巧訓練班 良好 ✓
21 初中拔尖寫作班 (一) 上學期 中二 15 $3,000.00 $200.00 導師費 (津貼課程收費用) 初中中文寫作拔尖班 良好 ✓
22 賽艇 全學年 全校 N/A $200.00 N/A 導師費 良好
23 初中拔尖寫作班 (二) 下學期 中一 15 $0.00 $0.00 導師費 (津貼課程收費用) 初中中文寫作拔尖班 取消 ✓
24 管樂團- 比賽/表演 (導師費) 全學年 全校 28 $0.00 $0.00 導師費 管樂團 取消 ✓
25 擊鼓樂團-比賽/表演 (導師費) 全學年 全校 11 $0.00 $0.00 導師費 擊鼓樂團 取消 ✓
26 團契 全學年 全校 N/A $0.00 N/A 講員費 團契 出席良好 ✓
27 游泳 全學年 全校 50 $0.00 $0.00 教練費 游泳 良好 ✓
28 運動示範 待定 F.6 N/A $0.00 N/A 導師費 體育 取消 ✓
29 電腦學會 全學年 全校 N/A $0.00 N/A 導師費 電腦學會 出席良好 ✓

$427,330.00教練費 /  導師費 / 講員費:

範疇
(請選擇

適用的選項，
或自行填寫) 評估結果

基要學習經歷
(請於適用方格加上ü號，可選擇多於一項)

編號 活動名稱、簡介及目標 舉行日期

對象

開支
用途＊

教練費 /  導師費 / 講員費

田家炳中學

全方位學習津貼  運用報告

2021-2022
為提高透明度及根據一貫安排，學校須把經校董會／法團校董會／學校管理委員會審批的全方位學習津貼運用報告或載有全方位學習津貼運用報告的學校報告上載至學校網頁。

第1項：舉辦／參加全方位學習活動

( 附件47.8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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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學界比賽報名費 全學年 全校 300 $10,410.00 $34.70 報名費

田徑 / 羽毛球 /
游泳 / 乒乓球

良好 ✓
2 恒生學界盃 全學年 全校 N/A $480.00 N/A 報名費 乒乓球隊 良好 ✓
3 寫作比賽 全學年 全校 N/A $499.00 N/A 報名費 中文 忘記運用 ✓
4 舞蹈節 全學年 全校 N/A $350.00 N/A 報名費 舞蹈組 良好 ✓
5 中英文硬筆書法比賽 全學年 優異生 N/A $80.00 N/A 報名費 中文 良好
6 中學校際三人籃球馬拉松 全學年 全校 N/A $600.00 N/A 報名費 CCAU 良好
7 中學校際室內賽艇比賽 全學年 全校 N/A $600.00 N/A 報名費 CCAU 良好
8 校隊比賽運動員註冊費(學界證) 全學年 全校 N/A $2,328.00 N/A 註冊費 CCAU 良好  ✓
9 北區體育會會費 全學年 全校 50 $1,000.00 $20.00 報名費 田徑 良好 ✓

10 Joining Speech Festival 1/12/2022  F.1-5 70 $900.00 $12.86 報名費 英文 良好 ✓
11 報名比賽費用 全學年 全校 20 $0.00 $0.00 報名費 羽毛球隊 未有比賽 ✓
12 比賽報名費用 全學年 全校 40 $0.00 $0.00 報名費 女子排球隊 未有比賽 ✓
13 比賽報名費用 全學年 全校 15 $0.00 $0.00 報名費 男子排球隊 取消 ✓
14 比賽報名費用 全學年 全校 10 $0.00 $0.00 報名費 彈網隊 取消 ✓
15 比賽報名費用 全學年 全校 25 $0.00 $0.00 報名費 花式跳繩隊 取消 ✓
16 比賽報名費用 全學年 全校 N/A $0.00 N/A 報名費 校際朗誦 取消
17 比賽報名費用 全學年 全校 N/A $0.00 N/A 報名費 戲劇學會 出席良好 ✓
18 管樂團- 比賽費用 全學年 全校 28 $0.00 $0.00 報名費 管樂團 取消 ✓
19 擊鼓樂團-比賽費用 全學年 全校 11 $0.00 $0.00 報名費 擊鼓樂團 取消 ✓
20 香港校際朗誦節 上學期 N/A 25 $0.00 $0.00 支付優異生報名費 中文 忘記運用 ✓
21 Joining Model United Nations Jul-22  F.4 6 $0.00 $0.00 報名費 英文 取消 ✓

22
 Joining writing /
public speaking competitions 全學年 F.1-F.5 N/A $0.00 報名費 英文 良好

✓
報名費: $17,247.00

1 租用水線費用 全學年 全校 50 $1,660.00 $33.20 租場費 游泳 良好 ✓
2 租用場地 全學年 全校 N/A $7,261.00 N/A 租場費 羽毛球隊 良好
3 租用場地 全學年 全校 25 $252.00 $10.08 租場費 足球隊 出席良好 ✓
4 租用場地費用 全學年 全校 40 $1,200.00 $30.00 租場費 排球隊 出席良好 ✓
5 場地訓練費 全學年 全校 N/A $2,000.00 N/A 良好
6 預訂場地 全學年 全校 40 $0.00 $0.00 租場費 男子籃球隊 良好 ✓
7 預訂場地 全學年 全校 20 $0.00 $0.00 租場費 女子籃球隊 良好 ✓
8 預訂場地 全學年 全校 35 $0.00 $0.00 租場費 乒乓球隊 良好 ✓

租場費: $12,373.00

報名費

租場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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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nglish drama learning,
training and performance 全學年 全校 27 $23,800.00 $881.48 English Drama Club

出席良好 ✓

2 中一生活紀律訓練營 28/9/2021-30/9/2021 F.1 165 $105,295.00 $638.15
導師、物資，下年9月預訂營

地費 領袖訓練組 良好 ✓ ✓ ✓

3 中史學科講座 待 定 F.1 170 $1,000.00 $5.88
購買活動中同學表演服飾及

同學漢服體驗 中史 良好 ✓ ✓
4 高中藝術新體驗計劃 N/A $24,160.00 N/A 課程費用 良好 ✓
5 迪士尼物理世界課程 暑期 - 59 $11,505.00 $195.00 支付課程及入場費用 物理 12/8出發 ✓
6  職學 - 工作參觀(迪士尼) Jan-22 F.3-F.5 30 $9,600.00 $320.00 活動費用津貼 職學組 良好 ✓

7 班本成長活動(每班@2500) 9/2021-7/2022 全校 N/A $2,500.00 N/A 導師費用 輛委會

學生態度認真，建立
良好及穩定的學習習

慣。 ✓
8 Intercultural Day Jul-25 F.3 170 $41,600.00 $244.71 導師、物資及課程收費用 ECPU 良好 ✓ ✓

10 高中歷史講座、考察及其交通費 待 定 F.4-F.5 N/A $7,650.00 N/A 支付團費、導遊及交通 中史 良好 ✓ ✓
12 試後活動(興趣班) 全學年 全校 N/A $122,120.00 N/A 課程費用 試後活動 良好 ✓ ✓
28 周年旅行 9/2021-7/2022 全校 N/A $115,075.00 N/A 課程費用 CCAU 良好 ✓ ✓
34 比賽交通費-賽艇及拯溺 全學年 全校 35 $1,697.10 $48.49 交通費 舞蹈組 良好 ✓
35 越野交通費 N/A $500.00 N/A 交通費 越野 良好

36 泳隊交通費 全學年 全校 25 $2,156.60 $86.26 交通費 花式跳繩隊 良好 ✓

31  職學 - 師友計劃(活動及交通費用) 全學年4-6次活動 F.4-F.5 20 $4,900.00 $245.00 交通費用 職學組 良好 ✓

9 Chemistry STEM Programme 全學年 全校 6 $0.00 $0.00 津貼報名費用 教務
全部已被取錄，活動

未開始 ✓ ✓
11 學界比賽旅遊巴交通費 全學年 全校 50 $0.00 $0.00 交通費 越野 良好 ✓
13 實地考察 25/4/2022 F.5 14 $0.00 $0.00 課程費用 地理 取消
14 實地考察 4/7/2022 F.5 14 $0.00 $0.00 課程費用 地理 取消
15 野外考察營（Field Camp） Sep-21 F.5-F.6 72 $0.00 $0.00 課程費用 生物 取消
16 濕地考察 2/2021-7/2021 F.4-F.5 N/A $0.00 N/A 課程費用 生物 取消
17 T-Park visit Apr-22 F.4-F.5 40 $0.00 $0.00 課程費用 化學 取消 ✓ ✓

18 初中本地文化考察 Nov-21 F.1-F.3 100 $0.00 $0.00 課程費用 中華文化
改於網上進行, 不必

運用 ✓
19 校內短期文化參與(試後講座或工作坊 Jul-22 F.1-F.5 240 $0.00 $0.00 課程費用 中華文化 取消 ✓

20
 職學 - 工作場地/大專院校/升學展參

觀 全學年 6次活動 F.4-F.6 40 $0.00 $0.00 交通費用 職學組 取消

21  推動學生參與校園外之義工服務 10/2021-7/2022 F.1-F.6 N/A $0.00 N/A 課程費用 生活教育組 取消
22  學校文化日 9/2021-7/2022 F.1-F.4 650 $0.00 $0.00 課程費用 CCAU 取消
23 全方位學習日 9/2021-7/2022 F.1-F.5 780 $0.00 $0.00 課程費用 CCAU 取消

24
 桌上遊戲體驗日,
邀請外間機構到校做活動 全學年 全校 N/A $0.00 N/A 課程費用 橋棋學會 取消

25 幹事訓練日 全學年 全校 N/A $0.00 N/A 課程費用 橋棋學會 取消
26  鄉土文化體驗課程 10/2021-7/2022 F.4 N/A $0.00 N/A 課程費用 生活教育組 良好 ✓ ✓
27 閱讀講座 待定 F.1-F.3 N/A $0.00 N/A 課程費用 閱讀推廣組 取消
29 材料費 全學年 全校 25 $0.00 $0.00 課程費用 書法學會 良好 ✓
30 興趣小組 全學年 全校 N/A $0.00 N/A 課程費用 試後活動 良好 ✓ ✓

32 Drama Performance Mar-22 F.1-F.3 N/A $0.00 N/A 課程費用 ECPU
特別暑假期間，未能

舉辦活動

課程費用 / 交通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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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學界比賽旅遊巴交通費 全學年 全校 50 $0.00 $0.00 游泳 取消 ✓
37 樂譜、報名費及交通費 全學年 全校 N/A $0.00 N/A 初級合唱團 取消
38 報名及交通 全學年 全校 N/A $0.00 N/A 戲劇學會 取消 ✓

$473,558.70
0 $930,508.70

 （如空間不足，請於上方插入新行。）

1.2
1 中四(一天)考察活動 Jul-22 F.4 180 $0.00 中華文化 因疫情取消, 沒有運用
2 高中(四天)文化交流 Apr-22 F.4-F.6 20 $0.00 中華文化 因疫情取消, 沒有運用
3 Study Tour 待定 N/A 30 $0.00 ECPU 因疫情取消, 沒有運用
4 日本羽毛球交流團 4/2022-7/2022 N/A 15 $0.00 羽毛球隊 因疫情取消, 沒有運用
5 排球運動交流團 暑假 F.1-F.5 40 $0.00 排球隊 因疫情取消, 沒有運用

 （如空間不足，請於上方插入新行。）

4,232 $0.00

4,232 $930,508.70

編號 項目 用途 實際開支 ($)
1 English Drama Club (musical) costumes and props 3,213.07                   
2 English Drama Club (musical) 禮堂音響費用 -                           
3 Intercultural day 1,386.00                   
4 手球隊 購買相關器材及物資 4,226.00                   
5 足球隊 器材費用 14,228.00                 
6 田徑 購買相關器材 3,036.00                   
7 乒乓球隊 購買相關器材 2,950.00                   
8 籃球隊 購買相關器材 8,000.00                   

9 羽毛球物資

 羽毛球為消耗品，

練習時用；壁報

板、義工活動等的

開支 12,795.00                 
10 體育科 購買相關器材 10,395.39                 
11 女童軍 宣誓典禮用品 338.20                      
12 中一紀律訓練營 購買相關物資 242.00                      
13 中文戲劇學會 138.00                      

14 多媒體匯演-

完成一小時三十分

鐘的匯演，內容包

括短片，舞台劇，

及多媒體表演 16,420.90                 
15 中二義工服務活動 購買相關物資 4,000.20                   
16 舞蹈組 比賽道具及化妝品 361.50                      
17 管樂團維修費/樂譜/合併片 購買相關物資 4,040.00                   
18 管樂團樂器用品 1,636.20                   
19 Bridge and Chess Club 桌上遊戲 5,444.90                   
20 擊鼓樂團 購買相關物資 111.00                      
21 職學組 文具 505.00                      

第1.2項總計

課程費用 / 交通費:

第1項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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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項總計

境外活動︰舉辦或參加境外活動／境外比賽，擴闊學生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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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室內賽艇機 (目標購買8部,分兩年購買  

體育課的體適能訓

練、校隊的體適能

訓練及用作恒毅力

訓練用途 -                           

23 購買築夢工程桌遊/ 職業卡

 透過築夢工程桌遊

/職業卡，讓老師

可以與同學以活動

形式啟發同學了解

工作價值及認識自

我等，促進生涯規

劃輔導活動 -                           
24 越野 購買相關器材 -                           
25 游泳 購買相關器材 -                           
26 女子排球隊 器材費用 -                           
27 花式跳繩隊 器材費用 -                           
28 古箏班 箏線 -                           
29 初級結他班 結他線 -                           
30 小提琴班 琴線 -                           
31 試後活動興趣班 物品 137.70                      
32 中文書法班 運費 138.00                      
33 科學學會 運費 31.11                        
34 手鈴檢查費/維修費 4,480.00                   
35 男子籃球運費 128.00                      
36 中史活動運費 1,697.34                   

 （如空間不足，請於上方插入新行。）

$100,079.51

$1,030,588.21

＊ 輸入下表代號；每項開支可填寫多於一個代號：

E1 E6

E2 E7

E3 E8

E4 E9

E5

第2項總開支

第1及第2項總開支

第3項：受惠學生人數

其他（請說明）

設備、儀器、工具、器材、消耗品

學習資源（例如學習軟件、教材套）

全校學生人數︰ 888

活動費用（報名費、入場費、課程費用、營舍費用、場地費用、學習材料、活動物資等）
學生參加獲學校認可的外間機構所舉

辦之課程、活動或訓練費用受惠學生人數︰ 888

職位： 副校長 專家／導師／教練費用

佔全校學生人數百分比 (%)： 100% 交通費

境外交流／比賽團費（學生）

全方位學習聯絡人姓名： 王孝和 境外交流／比賽團費（隨團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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