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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周年計劃 2019/20  
+ 1 關注事項 

 
關注事項 

關注事項 1 

【推行促進學習評估策略】 

具體目標： 

● 協助/培訓科組執行課程質素保證機制 

● 根據學生程度擬定學習目標並以學習效能為本 

● 採取多元多向的評估策略 

● 根據評估結果修正學習目標 

關注事項 2 

【推動創新課程發展】 

具體目標： 

● 發展混合媒介學與教策略 Blended Learning 

● 發展跨課程 STEM 教育 (人文科技課程) 

● 發展與航空業相關的特色課程 

● 發展遊學課程 

關注事項 3 

【培養學生抗逆意志力】 

具體目標： 

● 學生磨鍊意志力 

● 發展正念教育 (OMAG) 

● 發展全人關懷政策 

 
 

   



+ 1 關注事項 

關注事項 1 
【推行促進學習評估策略】 

目標 1：協助/培訓科組執行課程質素保證機制 
目標 2：根據學生程度擬定學習目標並以學習效能為本 

目標 3：採取多元多向的評估策略 
目標 4：根據評估結果修正學習目標 

 

目標 
具體執行方案及內容 

（方案編號請參考學校三年發展計劃） 1  2  3  4 

  ✓     

按學生學習進度進行分組及分班 (方案編號 1.1) 
● 本年度分班會先以英文成績考慮，再用分組方法處理其他學科的學習差異 
● 以分組教學的級別及學科包括： 

a. 中一 1A1B中文分組 
b. 中二 2A2B2C英文抽離 2C2D數學分組 
c. 中三 3A3B中文分班 3C3D數學分組 
d. 中四 4C4D英文分組  4C4D數學分班 4C4D通識分班 
e. 中五 5C5D中文分組 5C5D英文分組 5C5D數學分組  5C5D通識分組 
f. 中六6C6D英文分組 6C6D數學分組  6C6D通識分組 

(分組 - 學生按有關學科能力兩班分三組；分班 - 學生按有關學科能力兩班分兩組) 

✓       

舉行質素保證機制培訓 (方案編號 1.2) 
● 於學術委員會會議中，加入質素保證機制培訓 
● 協助學科在檢討會議後，按學生表現調適課程重點 
 



✓  ✓  ✓  ✓ 

學術委員會舉行學段檢討會議，審視學生成績，學科按學生程度調適級本學段課程目標及分層進展性評估策略 (Formative 
Assessment) (方案編號 1.3) 
● 培訓老師使用 GradeBook，紀錄學生進展性學習，並於學段檢討會議討論 
● 使用 GradeBook 中的個人報告，讓學生明白自己學習進度及進行反思 
● GradeBook 中的進展性評估記錄在家長日派發，讓家長了解子女的學習情況 
● 學術委員會與科主任進行檢討，並商討跟進策略 

✓  ✓  ✓  ✓ 

學術委員會舉行年度檢討會議，審視學生成績及學科教學措施，學科按學生程度調適年度課程目標及訂立針對性學習策略 (方案編號

1.4) 
● 學科透過分析學生學習進度，適當調整目標，並訂立針對性的學習策略 
● 學校將運用資源，安排學生在課堂外進行針對性的學習及補課（參與科目） 
● 學校支援學科落實針對性學習策略的具體安排 

  ✓  ✓  ✓ 
學科按學生程度調適班本課程目標 (方案編號1.5) 
● 學校支援學科訂立班本的課程目標。 
● 按學科需要，聚焦支援教師，進行詳細有效性評估，並於學科發展會議中作專業分享。 

  ✓  ✓  ✓ 

學科按學生程度發展分層總結性評估 (Summative Assessment) (方案編號1.6) 
● 學科於本年度的總結性評估，按需要安排分層的評估安排。由兩個模式可選擇 

a. 於同一份試卷中，安排 Part A, Part B, 照顧不同學習程度及差異的學生 
b. 設計兩分不同程度的評估卷，安排合適學生應考。 

● 於成績表上顯示分層評估卷，並提供有關解說。 

 
 
 
 
 
 
 



關注事項 2 
【推動創新課程發展】 

目標 1：發展混合媒介學與教策略 Blended Learning 
目標 2：發展跨課程 STEM 教育 (人文科技課程) 

目標 3：發展以與航空業相關的特色課程 
目標 4：發展遊學課程 

 

目標 
具體執行方案及內容 

（方案號碼請參考學校三年發展計劃） 1  2  3  4 

✓       

成立 Blended Learning 核心小組，定期舉行會議 (方案編號 2.1) 
● 核心小組成員包括中、英、數、綜合人文、綜合科學、電腦科代表老師及多媒體資訊科技組(MIT)成員，學與教助理校長統籌，校

長帶領 
● 每星期二放學後進行會議，討論事項如AUP及BYOD的執行情況、Blended Learning軟件及硬件配套要求、Blended Learning課堂實

踐經驗分享、學生及老師的相關培訓建議等 

✓       

將自主學習導學案，轉為 Nearpod Learning Modules，在部分學科開展以 Nearpod 進行教學 (方案編號 2.2) 
● 學校已訂購 Nearpod school site license，可有25個老師帳戶，Blended Learning 核心小組每位成員有一帳戶，每次課堂可容納最

多200學生同時使用。一般老師可使用免費Nearpod帳戶 
● 中文、英文、數學、科學、綜合人文科在中一及中二級各設計4個Nearpod Learning Modules，以Nearpod進行教學 
● 中文、英文、數學、科學、綜合人文科在中一及中二級準備上載於學生學習平台(learning site)的學習材料 
● 中文、英文、數學、科學、綜合人文科在中一及中二級 老師為任教班別/組別設立電子溝通渠道/群組   
● 中文、英文、數學、科學、綜合人文科在中一及中二級各指派至少4份電子形式的課業，並以電子形式給學生回饋 
● 其他老師本年指派至少2份電子形式的課業，並以電子形式給學生回饋 

  ✓     
中二開展跨課程 STEM 教育 - 人文科技課程 (重點：議題探究方法 - 同理心) (方案編號 2.4) 
● 以《圓動力》為題，再配合中二級全年關注項目：同理心，進行視覺藝術科（VA）、設計與科技科（DT）、資訊及通訊科技科（

ICT）跨學科課程STEM教育。在探究項目議題上，以設計思維的方法，加強培養學生同理心的訓練。 



● 學習進程分為兩階段進行：第一階段是探討圓形歴史、概念、功能，透過設計《搬運車仔》主題貫穿各學科，為學生提供基礎技能

培訓及學設計思維訓練；第二階段是延伸學生對圓的探究，以及實踐第一階段的基礎技能。學生會以小組形式了解學校、社區的不

同人士的需要，透過資料搜集及分析，發揮同理心，為他們設計一具便利生活的手推車。 
各學科的課題內容大致如下： 
a. 視覺藝術科（VA）：學習設計思維過程主題開發（研究技巧，資料搜集、分析問題，製作、測試和評估等能力）；透過評賞

藝術作品和設計，學習視覺元素和組織原理的運用（如顏色、線條和空間）；學習設計基礎繪圖 
b. 設技科（DT）：學習結構及運動的簡單特性；應用機械結構裝置傳動及控制運動生活模式的改變；認識立體打印的技術、原

理及應用；認識Tinker cad 3D建模軟件工具 
c. 資訊科技科（ICT）：電腦及流動媒體基礎運作、電郵及登人常用平台的基本操作；使用簡報處理及整貯多媒體資料如文件、

相片及影片等 
● 香港教育大學科學及環境學系將於本學年支援學校發展人文科技課程 。 

    ✓   

初中科學及人文學科加入航空相關學習單元 (方案編號 2.6) 
● 綜合人文科中一級，加入「香港機場歷史」的課題 
● 綜合科學科中一級，加入「空氣粒子、空氣密度、流動速度、航空汽油、航空煤油、替代能源」的課題 
● 綜合科學科中一級，於活動周Learning Detours，進行有關上述課題的延伸活動 
● 綜合科學科中二級，加入「大氣壓力、飛機飛行需要的力、碳排放、碳補償」的課題 
● 綜合科學科中二級，於活動周Learning Detours，進行「火箭」(作用力及反作用力)及「無人機飛行」(飛行原理)活動 

    ✓   
開辦到校與航空業相關 ApL 選修課程 (方案編號 2.7) 
● 與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協作，以 mode 2形式，在本校開設 航空學(高中應用學習)證書(航空服務科)  課程，本年中四級開始  
● 於2020年暑期舉辦首爾航空學學習團。 

      ✓ 

舉辦與學科課程相關遊學學習活動 (方案編號 2.8) 
● 中史及歷史科 - 西安歷史探究學習團：透過參觀不同的博物館，探訪不同景點，了解西安在中國歷史發展上的重要性，及了解西安

於不同朝代的角色轉變。 
● 生物科 - 日本沖繩生態及文化學習團：學習內容以生物科為主，學生在學校完成一系列相關學習活動後，到沖繩進行實地考察及文

化體驗，並與當地中學進行交流。 



● 英國 Southampton 科學交流團：學習內容以化學科為主，學生可在真實環境運用英語，了解英國文化，擴闊視野。 
● 台灣排球交流團：王中排球隊到台灣進行集訓，與當地學校和球隊交流。 
● 台北生涯規劃科技交流團：建基於上年度成功經驗，本年度繼續舉辦。到台北了解其STEM及環保設施的發展，參觀當地大學，凝

聚現正在台灣留學的王中畢業生，了解他們的學習情況，讓學生可以更立體了解到台灣升學的情況。 

 
 
 
 
 
 
 
 
 

關注事項 3 

【培養學生抗逆意志力】 

目標 1： 磨鍊學生意志力 
目標 2：培養正向思維(Mindfulness)發展 

目標 3：發展全人關懷政策 
 

 

目標 
具體執行方案及內容 

（方案號碼請參考學校三年發展計劃） 1  2  3 

✓  ✓   

參與外間機構有關培養學生抗逆意志力的計劃 - 喜樂同行計劃 (方案編號 3.1) 
● 為中一學生進行評估以識別有特別支援需要學生 
● 成立支援小組(約20位中一學生)，由專業社工帶領安排不少於20節的成長活動，以提升學生的抗逆能力 
● 成立抗逆增潤小組(10-12位中二學生)，由專業社工帶領安排不少於7節的活動，以鞏固學生的抗逆能力 
● 舉辦學生、家長講座各一次、家長、教師工作坊各一次 
● 申請QEF「我的行動承諾」撥款，增聘社工，加強推廣抗逆觀念 



✓  ✓   

參與外間機構有關培養學生抗逆意志力的計劃 - 陽光青年計劃  (方案編號 3.2) 1

● 預防教育包括陽光校園週暨展覽3日、參觀懲教院舍1日 
● 個人成長包括真人圖書館1次、校本領袖訓練2日、懲教署教育講座1節、聯校定向黃昏營1日 
● 生涯規劃包括成人急救(4日全日及半日考試)、山藝證書1日、精神健康急救4日 
● 興趣發展包括廚藝4節、花式跳繩4節、山藝1日、桌上遊戲4節 
● 家長活動包括家長日暨健康攤位1次、家教會旅行1次 
● 壓力處理包括動物輔助治療4次、禪繞畫4次 

  ✓  ✓ 

與其他機構合作發展培養正向思維 (Mindfulness) 課程及活動 (方案編號 3.3) 
主要協作機構：生活書院 
● 遇見自己_情緒管理訓練小組 

○ 讓學生透過正念訓練了解自己、學習情緒管理 
○ 擁抱現狀，尋找學習動力和目標 

● 遇見快樂(Path to enlightenment)_班級正念訓練 
○ 營造一個能讓學生情緒轉化的環境、認知和觀察情緒 
○ 讓學生能夠在課堂中進行「探究、合作、表達」的學習，初步理解正念 
○ 以班級為單位,學習從活動中互相協作及互相支援,從「做中學」的過程中培養學生向自心觀察的精神 

● 看不看見．感恩教育體驗計劃 
○ 低年級及高年級Prefect初步理解正念 
○ 領學習從活動中培養責任心、抗逆力、感恩，以及對學校的了解 

    ✓ 

檢討、統整成長課 (方案編號 3.4) 
● 中一級、中二級之幸福人生規劃，由級主任定期召開會議，檢討進度及教學成效 
● 中三級將會檢視成長課之課程、教學形式及成效，並發展幸福人生規劃課程 
● 中四級、中五級改於平日早上進行Life Education，由級主任統籌內容。於自主學社時段時段舉辦專題講座，全年共 4 次 

1 辦學團體九龍樂善堂自2016開始,參加由禁毒處撥款的陽光青年計劃。2018-2021年開始為新的三年計劃。計劃希望透過不同形式活動，鞏固學生遠離毒品的決心及能

力。此計劃藉著多元活動，讓學生認識和接納自己、擴濶學生視野，讓學生發掘自己才能，肯定自我。亦提升家長了解子女需要及管教態度與技巧。令學生加深對毒

品禍害的了解、建立良好的生活習慣及願意接受挑戰等。 



    ✓ 

重新設計及執行新成長課 (方案編號 3.5) 
● 於中一級、中二級發展幸福人生規劃課程，由級主任負責，跟進去年APASO 結果及檢討建議)，針對該級學生的成長需要，統整

生活與社會科、共創成長路、德育、生涯規劃的課題 
● 中一級安排「電子公民素養」課題，由校長負責主持 
● 中三級推行成長課，內容包括共創成長路、德育、生涯規劃，並邀請嘉賓到校分享 
● 中六級改為生涯規劃課，協助中六學生準備文憑試、升學或就業 

✓  ✓  ✓ 

發展生活技能課程 (方案編號 3.6) 
● 由活動主任設計課程，邀請老師協作，以提升學生野外生存知識和技能為主 
● 中一各班均進行一次戶外活動，如遠足、露營，以磨練學生意志 
● 中一級參與「中學生心肺蘇甦及急救訓練計劃」 
● 中二級野外生活體驗，邀請小組參與 

  ✓  ✓ 

發展學生關顧中心，推動訓輔合一全人關懷策略 (方案編號 3.7) 
● 將306室、209室改為學生關顧中心，安排學生關顧組輪值，以支援課堂上有情緒或行為問題的學生 
● 推行全校參與的訓輔合一模式，將學生行為問題分為三個層級，提供不同支援協作，包括班主任及科任老師(level 1)、學生關顧

組(level 2)、危機處理(level 3) 
● 增設突發應變小組，協助即時處理學生問題 
● 修訂考勤管理制度，鼓勵學生建立守時、惜時習慣 

  ✓  ✓ 

統整及重新設計集會安排及活動 (方案編號 3.8) 
● 統整各類集會模式，除全校集會、分級集會外，按需要還可以舉行高或低年級集會、學與教或學生發展集會、Life Education 

Assemsbly等 
● 統整各類集會地點：禮堂、演講室、有蓋操場，設計中央管理文件，方便負責老師更有效能地安排集會 
● 將分級集會由每月一次改為每兩周一次，各級有需要可增加集會次數，由級主任或級風小組主持、提點及分享，較以前更能針對

該級別學生的需要 

 



 

IMC-1920-005 

學校周年計劃 2019/20  
+ 2 推廣閱讀計劃書 

 
2019/20 計劃大綱 
 
1. 根據【教育局通告 10/2018 學校閱讀推廣】學校共收到 $61,980 的撥款，用以購買圖書

，舉辦推廣閱讀的活動，營建閱讀氛圍，培養閱讀分享文化。以下是學校使用該筆款項

的預算： 
 

  項目名稱  預算開支 

1  購置圖書及雜誌   

a  圖書館館藏  $12,000 

b  與學科課程相關推廣閱讀之圖書*  $6,000 

c  雜誌  $8,000 

2  網上閱讀計劃   

a  引入電子圖書館**  $6,000 

b  Reading Assistant (為新來港學童及部分英語基

礎能力弱學生)  $6000 

3  閱讀活動   

a  推廣閱讀活動及報名費***  $18,000 

b  跨課程及媒體閱讀計劃 (Language across the 
curriculum and media programme)****  $8,000 

c  嘉賓講者(作家、專業說故事)  $3,000 

  總支出：  $61,000 

 



2019/20 財政預算  IMC-1920-005 

 撥款累積盈餘
(31/8/2019)  預算收入 預算支出 預算盈餘

 預算撥款累積盈餘
(31/8/2020) 

A 政府恆常性津貼

1 EOEBG - 擴大的營辦開支整筆津貼

1a 非特定用途 $1,989,837.81 $1,847,508.00 $142,329.81
1b 行政津貼／修訂的行政津貼 $3,844,068.00 $3,573,270.00 $270,798.00
1c 學校發展津貼 CEG $634,017.00 $617,400.00 $16,617.00
1d 資訊科技綜合津貼 (CITG) $420,652.00 $424,492.00 ($3,840.00)
1e 空調設備津貼 $495,305.00 $479,478.00 $15,827.00
1f 新來港兒童校本支援計劃 $156,833.10 $100,600.00 [1] $42,000.00 $58,600.00 $215,433.10
1g 租金收入(電費) $40,000.00 [2] $40,000.00 $0.00
1h 租金收入(非特定用途) $172,000.00 [3] $89,000.00 $83,000.00
1i 校本管理額外津貼 $50,000.00 $55,800.00 ($5,800.00)
1j 校本言語治療行政經常津貼 $8,000.00 $10,000.00 ($2,000.00)
1k 統籌學校校本言語治療行政經常津貼 $8,000.00 $0.00 $8,000.00

上學年累積盈餘金額 $1,873,674.89 $7,762,479.81 $7,178,948.00 $575,531.81 $2,449,206.70
1s EOEBG儲備支出(學校發展)(註1) $0.00 $540,000.00 ($540,000.00)

總餘額 $1,909,206.70

2 TRG - 整合代課教師津貼

2a 全年經常性現金津貼(TRG-AR) ($699,268.01) $234,348.00 $213,940.00 $20,408.00 ($678,860.01)
2b 可供選擇的現金津貼(TRG-Opt) $1,984,539.56 $3,642,333.00 $3,616,245.76 $26,087.24 $2,010,626.80

上學年累積盈餘金額 $1,285,271.55 $3,876,681.00 $3,830,185.76 $46,495.24 $1,331,766.79

3 資訊科技人員支援津貼 $0.00 $317,400.00 [4] $315,078.00 $2,322.00 $2,322.00
4 全方位學習津貼 $0.00 $1,158,000.00 $1,150,220.00 $7,780.00 $7,780.00
5 學生活動支援津貼 $0.00 $190,450.00 $190,000.00 $450.00 $450.00
6 學校行政主任津貼 $0.00 $534,678.70 $528,000.00 $6,678.70 $6,678.70

總額 $3,158,946.44 $13,839,689.51 $11,537,208.76 $639,257.75 $3,798,204.19

B 政府其他撥款
1 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 $447,712.50 $118,400.00 $189,500.00 ($71,100.00) $376,612.50

2a 中學學習支援津貼 $145,803.05 $1,238,020.00 [5] $1,191,008.07 $47,011.93 $192,814.98
2b 特殊教育需要教師訓練津貼 實報實銷 $0.00 $0.00 $0.00 $0.00
3 多元學習津貼-應用學習課程(實報實銷) 實報實銷 $131,395.00 $131,395.00 $0.00
4 推動科學, 科技, 工程和數學(STEM)津貼 $0.00 $0.00 $0.00 $0.00 $0.00
5 高中學生內地交流活動資助計劃 實報實銷 $0.00 $0.00 $0.00
6 初中及高小學生交流活動資助計劃 實報實銷 $0.00 $0.00 $0.00 $0.00
7 德育及國民教育支援津貼(註2) $345,606.70 $0.00 $183,400.00 ($183,400.00) $162,206.70
8 推動中國歷史及文化津貼(註3) $131,207.50 $0.00 $131,207.50 ($131,207.50) $0.00
9 支援非華語學生學習中國歷史及文化津貼 $91,349.25 $50,000.00 $10,000.00 $40,000.00 $131,349.25

10 禁毒基金:「陽光青年計劃」及「參與體育拒絕毒品計劃」(註9) ($3,238.50) $110,000.00 [6] $70,000.00 $40,000.00 $36,761.50
11 社署攜手扶弱基金(註4) $745,000.00 $77,800.00 $43,800.00 $34,000.00 $779,000.00
12 資訊科技撥款

12a 推行第四個資訊科技教育策略津貼(ITE4 - ERG) $4,470.00 $66,740.00 $81,000.00 ($14,260.00) ($9,790.00)
12b 推行第四個資訊科技教育策略津貼(ITE4 - ERG1617) $3,630.00 $0.00 $0.00 $0.00 $3,630.00
12c 在學校推動電子學習的一筆過資訊科技津貼(OITG) $0.00 $0.00 $0.00 $0.00 $0.00

累積盈餘金額 $8,100.00 $66,740.00 $81,000.00 ($14,260.00) ($6,160.00)
13 綠化校園計劃撥款 $0.00 $7,000.00 $7,000.00 $0.00 $0.00

14 普通學校為殘疾學生購買特殊家具、器材或進行小型改建
工程的增補基金(實報實銷) $80.00 $0.00 $0.00 $0.00 $80.00

15 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的活動計劃津貼(註8) ($766.00) $25,633.00 $25,633.00 $0.00 ($766.00)
16 香港學校戲劇節 $10,432.90 $3,380.00 [7] $5,000.00 ($1,620.00) $8,812.90

17 推廣閱讀津貼 $22,491.70 $61,980.00 $92,800.00 ($30,820.00) ($8,328.30)
18 關愛基金資助清貧中小學生購買流動電腦裝置 $0.00 $160,000.00 $160,000.00 $0.00 $0.00

19 一筆過校本言語治療津貼 $0.00 $20,000.00 $20,000.00 $0.00 $0.00
總額 $1,943,779.10 $2,070,348.00 $2,341,743.57 ($271,395.57) $1,672,383.53

C 學校收入及儲備

1 堂費(註5) $1,144,942.31 $292,000.00 [8] $192,000.00 $100,000.00 $1,244,942.31
2 場地租務(註6) $82,549.20 $250,000.00 [9]
3 特定用途收費 $743,463.72 $176,310.00 [10] $198,400.00 ($22,090.00) $721,373.72

總額 $1,970,955.23 $718,310.00 $390,400.00 $77,910.00 $1,966,316.03

D 其他機構資源

1 九龍倉學校起動計劃(註9) ($37,041.43) $100,000.00 $66,000.00 $34,000.00 ($3,041.43)
2 學生運動員資助計劃(註9) ($1,000.00) $12,000.00 [11] $12,000.00 $0.00 ($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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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撥款累積盈餘
(31/8/2020) 

3 奧夢成真計劃 $5,728.40 $25,000.00 [12] $25,000.00 $0.00 $5,728.40
4 黃大仙區暑期活動津貼 $963.10 $35,000.00 $35,000.00 $0.00 $963.10
5 學校與藝團伙伴計劃(租金以外) $0.00 $160,000.00 $160,000.00 $0.00 $0.00

總額 ($31,349.93) $332,000.00 $298,000.00 $34,000.00 $2,650.07

E 捐款

1 王仲銘獎學金 $9,500.00 $0.00 $6,000.00 ($6,000.00) $3,500.00
2 廖一鵬獎學金 $43,100.00 $0.00 $3,900.00 ($3,900.00) $39,200.00
3 黃潔明女士獎學金 $960.00 $1,200.00 $1,200.00 $0.00 $960.00
4 校友會獎學金 $0.00 $600.00 $600.00 $0.00 $0.00
5 現金捐助 $738.00 $0.00 $0.00 $0.00 $738.00

6 Wise Torch Scholarship(註7) $100,000.00 $0.00 $10,000.00 ($10,000.00) $90,000.00
7 樂善堂李聖潑STEAM獎學金 $27,680.00 $36,910.00 [13] $15,000.00 $21,910.00 $49,590.00

8 樂善堂學校改善工程撥款 實報實銷 $800,000.00 $800,000.00 $0.00 #VALUE!
總額 $181,978.00 $838,710.00 $836,700.00 $2,010.00 #VALUE!

全年撥款總額 $7,224,308.84 $17,799,057.51 $15,404,052.33 $481,782.18 #VALUE!

註 1 EOEBG儲備支出(學校發展)目的，是透過政府帳目EOEBG的盈餘，用於改善學校設施以提供更優質的教育環境給學生。

預計本學年的改善工程包括：
1. 添置及更換Wi-Fi網絡設備 (10000)
2. 媒體工作室設備 (20000)
3. 教師電腦更新 (50000)
4. 中二級班房設備提升 (200000)
5. 低碳生活平台發展及環保設備 (80000)
6. 二樓走廊及wowGallery改善工程 (50000)
7. 大堂改善 (50000)
8. 室內籃球場設備 (30000)
9. 會議室、教員室、校務處改善 (100000)

註 2 本學年德育及國民教育基金將用於學生關顧中心舉辦之各項學生發展活動，提供價值教育及正念教育之活動。

註 3 補貼學校舉辦 Study Tour 西安歷史文化學習團支出

註 4 九龍倉學校起動計劃配對的撥款

註 5  金額包括小食部租金 $168,000 
註 6 場地租務收入將用於學校對外聯繫活動、邀請嘉賓演出等節目, 其中40%會撥入EOEBG
註 7 李立輝校友於10/2018捐款$100,000

註 8 負債支出於數年前於 001 戶口支付，計劃於今年在帳目中處理有關負債

註 9 負債支出來自於未處理的實報實消項目

註 10 由001戶口撥款 $200,000 往008戶口,作為預先支付交流團訂金之用 



[1] 18-19預算數目

[2] 18-19年度預算數目

[3] 估計19-20年租金收入為$130,000其中的40% 及 學校與藝團伙伴計劃租金收入(120,000)

[4] 8/19已收到今年7個月撥款$185,113.83, 估計全年撥款為$317,400

[5] 已收到第一期撥款$866,614估算全年撥款

[6] 18-19年度預算數目, 暫時收到$90,000

[7] 根據18-19年度預算

[8] 第一期堂費大約收到$62,000 + 小食部租金 $16800

[9] 估計19-20年租金收入為$150,000其中的60% 及 學校與藝團伙伴計劃租金收入(120,000)

[10] 19-20年全校學校人數估計653人

[11] 根據18-19年度預算數目

[12] 根據18-19年度預算數目

[13] $27,680 / 9個月 x 12個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