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415 年度曾梅千禧學校財政報告  
學校發展委員會       

財政  

編碼  

開始及完成日期  

(日/月-日/月) 
項目  負責老師  財政支出  總計  

外務 1 13/9，17/9 幼稚園生參觀禮物 周 $813  

外務 2 15/11-13/7 
定期出版「陽光通訊」 

網上版及派發版 
周 $6,250  

外務 3 6/6-15/8 修改及印製校訊 周 $4,100  

 外務組  
$11163 

資訊 1 1/9-31/8 寬頻費用 東 $45,600  

資訊 2 1/9-31/8 器材保用 

(電腦、伺服器、網絡設備) 

東 $80,368 
 

資訊 3 1/9-31/8 備份硬碟、DVD、Toner 東 $14,325  

 資訊科技

組  
$140,283 

校園 1 
21/7/2015 – 

20/7/2016 

購置課室用品(掛鈎、毛巾、

垃圾箱、皂液、磁石貼、文

具…) 
輝 $ 4,100  

校園 2 2015 年 9-10 月 
購買資產管理系統打印機及

標貼 輝 $ 7,320  

校園 3 
2016 年 4-5 月 五 常 節 能 問 答 比 賽 (用

具 及 禮 物 )  

雪 、 丁  $ 1,260 
 

 校園管理

組  
$12,680 

級本 1 25/5 - 30/6 安排各年級籌備畢業典禮/散

學禮 

級本老師 $2,450  

級本 2 1/9-13/7 級長 file 及文具 徐 $380  

級本 3 1/9-13/7 各級生日會 各級級長 $2,430  
級本 4 4/7 小一第一次家長會及小一分

班試(買貼紙) 
嫻及各級任 $193  

級本 5 26/8-28/8 小一中英數增潤課程(買貼紙) 嫻及各科任 $57  
級本 6 11/6(暫定) 小一後補生考試(買貼紙) 嫻及全體老師 $115  

 
級本組  

$5,625 

學校發展委員會-總數：  $169751 
 

 



學教發展委員會    
 

財政  

編碼  

開始及完成日期  

(日/月-日/月) 
項目  負責老師  財政支出  總計  

遊學 01 20/8 - 28/8 添置遊學中央物資 

-頸繩 

-消毒搓手液 

-其他 

玉 $1520  

 
遊學組  
$1,520 

多元 01 28/8 - 2/9 
游泳 

(教練費、車費、租池費) 偉豐 $30,400  

多元 02 28/8 - 2/9 

趣味英語 
(P5-6 DVD、P1 電子琴火

牛) 
明葉 $410  

多元 03 28/8 - 2/9 
節奏樂 

擊打樂器 (P1-2 用) 淑 $2,100  

多元 04 28/8 - 2/9 

科學科技 
(P5 太陽系 DVD) 
(P6 太空科技 DVD) 

浚輝 $520  

多元 05 26/8 – 4/9 
給科任派發及補購欠缺印章 

10 個印章 (@個$80) 
偉 $800  

多元 06 26/8 – 4/9 購買印章墨水 (紅/藍/綠色各一瓶) 偉 $110  

多元 07 1/6 – 30/6 
印製證書（每班 4 張） 

120 張證書紙 ($200) 
偉 $200  

 多元課程

組  

$34,540 

閱讀 01 1/9-30/9 公共圖書館大量借閱計劃 威 $510  
閱讀 02 23/9、30/9 家長伴讀（兒童啟蒙老師社區

訓練計劃） 

威 $134  

閱讀 03 17/12 文化日(一) 雯、威 $1037  

閱讀 04 4/7-8/7 文化日(二) 雯、威 $1060  
閱讀 05  增加館藏 葉、威 $70000 

 

 

 

 

閱讀 06  添置館務用具 Zoe、威 $4000  



1. 包書 6 膠（$3000） 

2. 過期及罰款印（$200） 

3. 文具（A4 紙、膠紙、label）

（$800） 
閱讀 07  星級閱讀獎勵計劃 雯、威 $3060  
閱讀 08  失驚無神恭喜你 雯、威 $647  
閱讀 09  圖書館讚賞卡 雯、威 $1017  
閱讀 10  曾梅大笪地 雯、威 $2029  
閱讀 11  「書海尋寶記」 威 $1000  
閱讀 12  家長故事劇場 雯、威 $1066  

閱讀 13  更新壁報 威 $207  

 閱讀組  

$108292 

教展 01 暫定其中一天

7/11、14/11、28/11

或 9/1 

中國歷史講座 (禮物) 雯 $1100  

教展 02 13/11 北京遊展示(禮物) 雯 $361  

 
教展組  
$1,461 

學教發展委員會-總數：  $145,813 

 
 
 

 
校風及學生發展委員會    

財政  

編碼  

開始及完成日

期  

(日/月-日/月) 

項目  負責老師  財政支出  總計  

活動 1 02/09 - 11/09 朗誦節報名及訓練等協調工作 
智、豪 及 

中英普學科 
$1,155  

活動 2 31/10 前 購買旅行所需物資 智及校務處 $847  

活動 3 31/10 旅行日班際跳繩計時賽 智及班主任 $1,520  

活動 4 03/11-07/11 
校際朗誦節中及普集誦租車安

排 
智 $4,100 $4100 

活動 5 18/12 統籌聖誕聯歡活動(佈置+禮物) 智、豪、豐 $4,261  

活動 6 / 游泳隊訓練服訂製 智、豐 $4100  



活動 7 / 
小息二提供棋藝資源予學生作

靜態活動 
智+豪+Jones $830  

活動 8 / 
優化校網活動訊息及增設『我們

的驕傲』板報 

智、豪、淑      $540 
 

活動 9 / 興趣班開設、監管及評估工作 
智 及 

各科科主席 

#(收)   

($18,000) 
 

 
課外活動

組  
$17,353 

演閱 1 / 購買參考書籍 意 $320  

演閱 2 / 購買參藝墟禮物 意 $570  

 
演閱組  

$890 

校風 1 26/9 
軍團就職禮（暨家教會選舉日）

--- 宣誓證書布紀念章 強 $330  

校風 2 26/9 軍團宣誓布紀念章 強 $1,520  

校風 3 26/9 軍團發展憲兵隊識別名牌 強 $410  

校風 4 26/9 軍團發展雜項(貝蕾帽、笛繩) 強 $3,200  

校風 5 / 優秀班班評比 級訓輔 $510  

校風 6 2 月 軍團添置新肩章/徽章 強 $6,530  

校風 7 27/4 – 8/5 模範生選舉 強豐女 $850  

校風 8 14/6 聯合聯誼聚餐 強 $2,561  

校風 9 14/6 軍團應屆畢業生永誌紀念品 強 $1,050  

校風 10 20/6 – 10/7 邀請外間機構主持性教育講座 嘉翠宛 $2,100  

校風 11 / 校本輔導活動 社工 $1,520  

校風 12 / 校本獎勵卡計劃 偉嘉翠宛 $6,550  

 
校風組  

$27131 

支援 1 1 月 獎勵有進步功輔班學生(獎品) 社工 $1,100  

支援 2  資優課程 (課程材料) 
 

美、科任老師 $4,158  

支援 3  資優課程 (比賽車費) 美、科任老師 $3,100  



支援 4  
資優課程 

出版《曾梅小荷集》 
美、科任老師 $13,200  

支援 5  
學生學習小組進展性評估 

(資料文件夾) 

教育心理學

家、社工 
$220  

支援 6  
言語治療服務 

(資料文件夾) 

社工、外聘治療

師 
$240  

 

學生支援

組  

$22018 

社服 1 1/6-30/6 預備社會服務獎狀 嘉 $1,100  

 社會服務組  

$1,100 
 校風及學生發展委員會-總數：  $68,437 

 
 
 
 

各

各個學科: 

財政  

編碼  

開始及完成日

期  

(日/月-日/月) 

項目  負責老師  財政支出  總計  

CH1 2/9-31/12 校際朗誦節 美慧 $2100  

CH2 31/3-3/5 TSA 說話模擬試 美、慧、嫻 $220  

CH 03 全學年 校內、校外比賽 美 $1060  

CH 04 全學年 購置文具/用品/書籍/教具 美 $1125  

CH 05 全學年 教師培訓 美 $1100  

 
中文科

$5,605 

EN 01 23/4 TSA 模擬口試 葉、意、容 

P.1-3 科任 

$210 
 

EN 02 1/12 新加坡接待 葉 $1200  

EN 03 全學年 PLP-R Scheme 余、Cody  $1110  

EN 04 全學年 NET Teacher Scheme 葉、意 $1200  

EN 05 全學年 購置英文老師參考資料 意 $1300  

EN 06 全學年 購置教具/文具/用品 意 $1045  

 
    
    



EN 07 全學年 校內、校外比賽 容 $1510  

EN 08 全學年 讀書會 葉 $2100  

 英文科  
$9675 

MS 01 全學年 購買教材、學具 東、頴 $3 200  

MS 02 全學年 購買文具、用品 東、頴 $1 100  

MS 03 全學年 參加校外工作坊 東、頴 $6 140  

MS 04 全學年 購買書籍 東、頴 $1 325  

MS 05 全學年 購買數學活動禮物 東、頴 $4 213  

 

    

數學科

$15,978 

GS01 15/7-31/8 購買常識文件夾 科主席 $210  

GS 02 全學年 教學資源添置(實驗用品) 科主席 $5100  

GS 03 全學年 各級科技活動 科核心 $1245  

GS 04 全學年 時事新聞/地理常識比賽 科核心 $630  

GS 05 全學年 持續購置常識科課外書籍 科主席 $1235  

GS 06 
全學年 

支付科技材料費、機械人教具、

場地用品 

科主席 $20100  

GS 07 全學年 添置生態園物資 恩 $2160  

GS 08 1/7-15/7 常識小博士禮物及獎狀 科主席 $620  

GS 09 1/7-15/7 我愛香港閱讀網獎狀 科主席 $45  

 常識科  

$31345 

VA 01 全學年 添 置 圖 書  迪,黃 $5100  

VA 02 12 月及 7 月 外 出 參 觀  迪,黃及科任 $2130  

VA 03 
31/1 前 

添置名家膺品及 

上下學期文化天地 

迪，黃，雯 $3164  

VA 04 全學年 視藝科任工作包 廸、黃 $2510  

VA 05 全學年 視藝室文具添置 廸、黃 $575  

VA 06 全學年 科務活動(獎品及佈置) 廸、黃 $1055  

 視藝科  

$14,534 

MU1 9月 30日前 報名參加學校音樂/手鈴節比賽

+參賽歌書+音樂會費用 
科任 $5120  

MU2 10月前 外置硬碟儲存資料 華 $830  



MU3 10月 

第 6週 
宣傳小息唱歌挑戰賽 

 

科任 
 

$570 

 

MU4 10月 31日前 購買第 4 個八度手鐘 明 $11000  

MU5 10月 籌辦校內音樂會 騫、明 $1565  

MU6 10月 整理及購置音樂室樂器 

(節奏樂) 

科任 $2,140  

MU7 31/10前 
購買曲譜、書籍及 DVD 

 
科任 $1050  

MU8 10月 維修樂器(步操樂團)及調音(鋼琴) 淑、明 $5100  

MU9 10-12月 訂購學校音樂節及手鈴節比賽
書籍 

科任 $1130  

MU10  步操樂團比賽(車資) 科任 $4100  

MU11 3月 籌辦校內音樂會(2)	 騫、明	 $1515  

MU12 7月 步操樂隊交流會(車資) 華、宜 $2100  

MU 13 全學年 音樂文化推廣 淑、明、騫 $567  

 音樂科  

$36787 

 

 
PE 01 5/9-6/10 乒乓球學界比賽備戰訓練 

(教練費用) 
智 $5180  

PE 02 3/10-14/11 田徑學界比賽接力備戰訓練 
(教練費用) 

智、豐 $7500  

PE 03 1/10 – 15/12 屬校陸運會籌備工作及舉辦屬

校陸運會 
(a. 租場費 b. 獎牌 

c. 物資 
d. 租車運貨 

e. 飲品及食品 
f. 顯示屏 

g. 計時設備 

偉、輝、智 a) $1000 

b) $1720 

c) $1100 

d) $1330 

e) $1215 

f) $1120 

g) 110 

 

PE 04 8/10 – 9/10 學界乒乓球比賽 
(a. 比賽費 b. 膳食 c. 車馬費) 

智、豐 a) $900 

b) $1050 

c) $220 

 

PE 05 26/10-6/11 

18/4-29/4 

體適能大比拼 豐、皓 $125  

PE 06 16/11 - 17/11 學界田徑比賽 
(a. 比賽費 

b. 膳食 

智、全體 a) $1100 

b) $450 

 



c. 租車費) 
d) 膠紙 

c) $2210 

d) $25 

PE 07 18/1-5/2 班際閃避球比賽 (四至六年級) 豐、皓 $150  

PE 08 16/2-8/4 小息運動奬勵計劃 
曾梅運動周 

智、豐、皓 $620  

PE 09 20/3 - 10/4 跳繩大比拼 豐、皓 $55  

PE 10 6/5 - 15/5 學界羽毛球比賽 

(a. 比賽費 b. 膳食) 

鵬 a) $850 

b) $573 

 

PE 11 4/5 - 12/6 曾梅傑出運動員提名及 

訂購獎座 

智 $350  

PE 12 6/6 學界游泳比賽 

(a. 比賽費 b. 膳食 c. 租車費) 

偉 a) $1100 

b) $1831 

c) $1500 

 

PE 13 19/6 校內水運會 

a. 租池費 

b. 獎牌 

c. 物資 

智、豐 a) $2000 

b) $2540 

d) $255 

 

PE 14 1/7 - 13/7 體育幹事之運動奬勵日 智 $2067  

PE 15 全學年 文具 智 $113 

 

 

PE 16 全學年 
體育室管理:器材之整存、 

記錄及添置 
智、豐 $14000  

PE 17 全學年 田徑專項訓練 (奬品)、(釘) 豐、皓 $835  

PE 18 全學年 羽毛球專項訓練 (羽毛球) 智 $810  

PE 19 全學年 乒乓球專項訓練 (乒乓球) 智 $540  

PE 20 全學年 花式跳繩專項訓練 (花式跳繩) 豐 $820  

PE 21 全學年 閃避球專項訓練 (比賽費) 豐 $870  

PE 22 全學年 校隊隊衣 (游泳) 智、偉 $2100  

PE 23 全學年 證書 (校隊及泳班) 智 $120  

PE 24 全學年 運動員註冊費 智 $1100  

PE 25 全學年 學界體育聯會年度會員年費 智 $355  

PE 26 全學年 學界周年頒奬禮 (租車費) 智、豐 $420  

 體育科  

$62329 

PTH 01 3/9-30/12 個人朗誦比賽 (CD) 科任 $110  

PTH 02 全學年 課堂印章獎勵計劃。 科任 $185  

PTH 03 全學年 普通話科活動 彩 巧 $2145  



 普通話科

$2,440 

CS 01 全學年 科任專業發展--購買參考書 全體科任 $550  

 電腦科  

$550 

 立圖科  

$0 

各學科總計：  $179243 
 

 
財政總支出  

 

委員會  / 學科  支出  

學校發展委員會 $169,751.00 

學教發展委員會 $145,813.00 

校風及學生發展委員會 $68,437.00 

各學科 $179,243.00 

總計  $563,244.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