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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01619.9.201619.9.201619.9.2016    

    
華華華華    德德德德    學學學學    校校校校    

2012012012016666 至至至至 2012012012017777「「「「全方位學生輔導服務全方位學生輔導服務全方位學生輔導服務全方位學生輔導服務」」」」週週週週年計劃書年計劃書年計劃書年計劃書    
    

1.  1.  1.  1.  發展計劃發展計劃發展計劃發展計劃(201(201(201(2015555––––2012012012018888))))關注事項關注事項關注事項關注事項: : : : 學生願意追隨基督學生願意追隨基督學生願意追隨基督學生願意追隨基督，，，，以天主教核心價值為生活依歸以天主教核心價值為生活依歸以天主教核心價值為生活依歸以天主教核心價值為生活依歸，，，，邁向豐盛人生邁向豐盛人生邁向豐盛人生邁向豐盛人生。。。。    

2.  2.  2.  2.  本年度發展重點本年度發展重點本年度發展重點本年度發展重點: : : : 敬主孝親敬主孝親敬主孝親敬主孝親‧‧‧‧愛我愛我愛我愛我家家家家    

                2.2.2.2.1. 1. 1. 1. 學生能珍惜天主賜與家庭學生能珍惜天主賜與家庭學生能珍惜天主賜與家庭學生能珍惜天主賜與家庭，，，，讓人在愛中成長讓人在愛中成長讓人在愛中成長讓人在愛中成長。。。。    

                2.2.2.2.2. 2. 2. 2. 學生能實踐愛德學生能實踐愛德學生能實踐愛德學生能實踐愛德，，，，以行動與家人及身邊的人共建和諧的團體以行動與家人及身邊的人共建和諧的團體以行動與家人及身邊的人共建和諧的團體以行動與家人及身邊的人共建和諧的團體。。。。    

3. 3. 3. 3.     工作計劃工作計劃工作計劃工作計劃                                        

策略策略策略策略////工作工作工作工作    時間表時間表時間表時間表    成功準則成功準則成功準則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評估方法評估方法評估方法    負責組別負責組別負責組別負責組別////老師老師老師老師    所需資源所需資源所需資源所需資源////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快樂快樂快樂快樂。。。。家家家家。。。。分享分享分享分享」」」」歡樂家庭相片分享活動歡樂家庭相片分享活動歡樂家庭相片分享活動歡樂家庭相片分享活動    
透過透過透過透過活動活動活動活動，，，，讓讓讓讓學生學生學生學生珍惜家庭珍惜家庭珍惜家庭珍惜家庭，，，，感受感受感受感受在在在在父母父母父母父母

的的的的愛中成長愛中成長愛中成長愛中成長。。。。    

    

    

    

「「「「歌頌歌頌歌頌歌頌」」」」親恩親恩親恩親恩    ----    憑歌寄意活動憑歌寄意活動憑歌寄意活動憑歌寄意活動    
透過透過透過透過活動活動活動活動，，，，讓學生讓學生讓學生讓學生實踐愛德實踐愛德實踐愛德實踐愛德，，，，以行動以行動以行動以行動勉勵勉勵勉勵勉勵

和感謝親恩和感謝親恩和感謝親恩和感謝親恩。。。。    

    

    

    

華德孩子華德孩子華德孩子華德孩子    ––––「「「「寄父母的情書寄父母的情書寄父母的情書寄父母的情書」」」」活動活動活動活動    
透過透過透過透過活動活動活動活動，，，，讓讓讓讓子女與父母增強兩代的溝通子女與父母增強兩代的溝通子女與父母增強兩代的溝通子女與父母增強兩代的溝通

和感情和感情和感情和感情。。。。    

全年全年全年全年    

77775555%%%%    學生能透過學生能透過學生能透過學生能透過

活動活動活動活動學會學會學會學會珍惜珍惜珍惜珍惜及及及及

關愛家人關愛家人關愛家人關愛家人。。。。    

    

    

    

77775555%%%%    三三三三、、、、四年級四年級四年級四年級

學生學生學生學生，，，，透過活動透過活動透過活動透過活動

能能能能以行動勉勵以行動勉勵以行動勉勵以行動勉勵及及及及

感謝親恩感謝親恩感謝親恩感謝親恩。。。。    

    

    

77775555%%%%    五五五五、、、、六年級六年級六年級六年級

學生學生學生學生，，，，透過透過透過透過活動活動活動活動

能提升能提升能提升能提升與父母的與父母的與父母的與父母的

溝通和增進彼此溝通和增進彼此溝通和增進彼此溝通和增進彼此

的感情的感情的感情的感情。。。。    

    

問卷調查問卷調查問卷調查問卷調查    

    

    

    

    

    

    

    

    

    

    

    

    

    

    

    

    

    

    

    

    

學生輔導主任學生輔導主任學生輔導主任學生輔導主任    

科任科任科任科任、、、、班主任班主任班主任班主任    

合作機構社工合作機構社工合作機構社工合作機構社工    

駐校社工駐校社工駐校社工駐校社工    

    

    

    

    

    

    

    

    

    

    

    

    

    

    

    

    

    

活動用品活動用品活動用品活動用品、、、、獎品獎品獎品獎品    

    

    

    

    

    

獎狀獎狀獎狀獎狀、、、、獎品獎品獎品獎品    

資訊科技支援資訊科技支援資訊科技支援資訊科技支援    

    

    

    

    

活動用品活動用品活動用品活動用品    

((((信箋信箋信箋信箋、、、、信封及郵信封及郵信封及郵信封及郵

票票票票))))    

獎狀獎狀獎狀獎狀、、、、書卷書卷書卷書卷    

    

    

    

    

    



 

2 

 

 

 

    

4.4.4.4.其他恆常活動其他恆常活動其他恆常活動其他恆常活動    

活動活動活動活動    / / / / 項目名稱項目名稱項目名稱項目名稱    

    

策略策略策略策略    / / / / 工作工作工作工作    時間表時間表時間表時間表    對象對象對象對象    所需資源所需資源所需資源所需資源/ / / /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個別輔導服務個別輔導服務個別輔導服務個別輔導服務    為個案學生提供個人輔導服為個案學生提供個人輔導服為個案學生提供個人輔導服為個案學生提供個人輔導服

務務務務，，，，按需要而作出轉介按需要而作出轉介按需要而作出轉介按需要而作出轉介。。。。    

全年全年全年全年    個案學生個案學生個案學生個案學生    輔導服務紀錄表輔導服務紀錄表輔導服務紀錄表輔導服務紀錄表    

小組輔導服務小組輔導服務小組輔導服務小組輔導服務    透過華德成長小組透過華德成長小組透過華德成長小組透過華德成長小組、、、、教育局喜教育局喜教育局喜教育局喜

伴同行計劃伴同行計劃伴同行計劃伴同行計劃，，，，為為為為有較大輔導有較大輔導有較大輔導有較大輔導需需需需

要要要要的的的的學生學生學生學生，，，，提供社交提供社交提供社交提供社交相處及相處及相處及相處及情情情情

緒緒緒緒控制控制控制控制的訓練的訓練的訓練的訓練。。。。    

星期一成長課時星期一成長課時星期一成長課時星期一成長課時

段段段段及周及周及周及周三課外活三課外活三課外活三課外活

動時段動時段動時段動時段    

個案個案個案個案/SEN/SEN/SEN/SEN 學生學生學生學生    教育局教育局教育局教育局「「「「喜伴同行喜伴同行喜伴同行喜伴同行」」」」

計劃計劃計劃計劃////教育局教材教育局教材教育局教材教育局教材

套套套套    

 

延續延續延續延續「「「「好友同盟好友同盟好友同盟好友同盟」」」」(Circle of Friends)(Circle of Friends)(Circle of Friends)(Circle of Friends)計計計計    
劃劃劃劃    ----    「「「「友伴同行友伴同行友伴同行友伴同行」」」」活動活動活動活動    
配合本年度關注事項配合本年度關注事項配合本年度關注事項配合本年度關注事項:::: 延續延續延續延續「「「「好友同盟好友同盟好友同盟好友同盟」」」」    

( Circle of friends)( Circle of friends)( Circle of friends)( Circle of friends)    活動活動活動活動，，，，主要運用小息時主要運用小息時主要運用小息時主要運用小息時

間間間間，，，，由高年級學生透過遊戲由高年級學生透過遊戲由高年級學生透過遊戲由高年級學生透過遊戲、、、、問答方式問答方式問答方式問答方式

幫助低年幫助低年幫助低年幫助低年級學生級學生級學生級學生((((特別有特殊教育需要特別有特殊教育需要特別有特殊教育需要特別有特殊教育需要

的學生的學生的學生的學生))))，，，，協助協助協助協助中文默寫及英文串字中文默寫及英文串字中文默寫及英文串字中文默寫及英文串字，，，，

提高他們對學習的興提高他們對學習的興提高他們對學習的興提高他們對學習的興趣趣趣趣。。。。    

    

全年全年全年全年    75757575%%%%    學生學生學生學生認同透認同透認同透認同透    

過計劃過計劃過計劃過計劃，，，，能能能能提高提高提高提高    

對學習的興趣對學習的興趣對學習的興趣對學習的興趣。。。。    

問卷調查問卷調查問卷調查問卷調查            班主任班主任班主任班主任    

學生支援組學生支援組學生支援組學生支援組    

海報海報海報海報    

分組名單分組名單分組名單分組名單    

主主主主題歌曲題歌曲題歌曲題歌曲    

訓練朋輩導師教材訓練朋輩導師教材訓練朋輩導師教材訓練朋輩導師教材    

級本輔導活動級本輔導活動級本輔導活動級本輔導活動    
透過分級透過分級透過分級透過分級「「「「成長大課成長大課成長大課成長大課」」」」或或或或班本班本班本班本「「「「成長課成長課成長課成長課」」」」    

照顧不同年齡學生的成長需要照顧不同年齡學生的成長需要照顧不同年齡學生的成長需要照顧不同年齡學生的成長需要，，，，包括包括包括包括::::    

一年級一年級一年級一年級「「「「自理及適應自理及適應自理及適應自理及適應」」」」    

二年級二年級二年級二年級「「「「尊重和禮貌尊重和禮貌尊重和禮貌尊重和禮貌」」」」    

三年級三年級三年級三年級「「「「包容和寬恕包容和寬恕包容和寬恕包容和寬恕」」」」    

四年級四年級四年級四年級「「「「自信心及效能感自信心及效能感自信心及效能感自信心及效能感」」」」    

五年級五年級五年級五年級「「「「自我肯定及明辨是非自我肯定及明辨是非自我肯定及明辨是非自我肯定及明辨是非」」」」    

六年級六年級六年級六年級「「「「勇於面對挑戰及升中適應勇於面對挑戰及升中適應勇於面對挑戰及升中適應勇於面對挑戰及升中適應」」」」    

全全全全年年年年    77775555%%%%    學生認同學生認同學生認同學生認同能能能能    

夠幫助他們面對夠幫助他們面對夠幫助他們面對夠幫助他們面對    

成長中的困難和成長中的困難和成長中的困難和成長中的困難和    

挑戰挑戰挑戰挑戰    

問卷調查問卷調查問卷調查問卷調查    學生支援組學生支援組學生支援組學生支援組主任主任主任主任    

學生輔導主任學生輔導主任學生輔導主任學生輔導主任    

學生支援組學生支援組學生支援組學生支援組老師老師老師老師    

成長課成長課成長課成長課教材教材教材教材    

檢討問卷檢討問卷檢討問卷檢討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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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愛出色小義工明愛出色小義工明愛出色小義工明愛出色小義工」」」」獎勵計獎勵計獎勵計獎勵計劃劃劃劃    加強培訓小義工的責任感及加強培訓小義工的責任感及加強培訓小義工的責任感及加強培訓小義工的責任感及

紀律紀律紀律紀律，，，，並向他們提供更多服務並向他們提供更多服務並向他們提供更多服務並向他們提供更多服務

機會機會機會機會。。。。    

全年全年全年全年    小四小四小四小四至六至六至六至六小義工小義工小義工小義工    獎品獎品獎品獎品、、、、獎狀獎狀獎狀獎狀    

「「「「成長的天空計劃成長的天空計劃成長的天空計劃成長的天空計劃」」」」    

    
透過小四至六成表天空計劃透過小四至六成表天空計劃透過小四至六成表天空計劃透過小四至六成表天空計劃

提升學生的提升學生的提升學生的提升學生的自信心自信心自信心自信心、、、、歸屬感歸屬感歸屬感歸屬感、、、、

抗逆力抗逆力抗逆力抗逆力。。。。    

全年全年全年全年    小四小四小四小四至六有較大輔至六有較大輔至六有較大輔至六有較大輔

導需要學生導需要學生導需要學生導需要學生    

教育局撥款教育局撥款教育局撥款教育局撥款    

91,00791,00791,00791,007    

8,8,8,8,276276276276    

8,2768,2768,2768,276    

總額總額總額總額$$$$107,559107,559107,559107,559    

學生成長的支援學生成長的支援學生成長的支援學生成長的支援(預防性輔導活動預防性輔導活動預防性輔導活動預防性輔導活動)    新生適應講座新生適應講座新生適應講座新生適應講座 

升中講座升中講座升中講座升中講座(心理心理心理心理、、、、社交社交社交社交) 

青春期衛生講座青春期衛生講座青春期衛生講座青春期衛生講座 

異性相處講座異性相處講座異性相處講座異性相處講座    

9999 月月月月    

4444 月月月月    

11111111 月月月月    

3333 月月月月    

小一小一小一小一    

小六小六小六小六    

小五小五小五小五    

小六小六小六小六    

家計會講座費用每一家計會講座費用每一家計會講座費用每一家計會講座費用每一

個講座個講座個講座個講座$600$600$600$600    

學生支援組學生支援組學生支援組學生支援組    透過學生支援組的計劃透過學生支援組的計劃透過學生支援組的計劃透過學生支援組的計劃，，，，支援支援支援支援

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    

採用外購服務採用外購服務採用外購服務採用外購服務，，，，為為為為有特殊教育有特殊教育有特殊教育有特殊教育

學生提供學生提供學生提供學生提供「「「「讀寫訓練讀寫訓練讀寫訓練讀寫訓練」」」」小組及小組及小組及小組及

「「「「專注力訓練專注力訓練專注力訓練專注力訓練」」」」小組小組小組小組。。。。    

全年全年全年全年    

小組於星期二小組於星期二小組於星期二小組於星期二、、、、

四四四四    

導修課時間進行導修課時間進行導修課時間進行導修課時間進行    

一至六年級有特殊一至六年級有特殊一至六年級有特殊一至六年級有特殊

教育需要的學生教育需要的學生教育需要的學生教育需要的學生    

教育局撥款教育局撥款教育局撥款教育局撥款    

$$$$28,000(28,000(28,000(28,000(訓練小組訓練小組訓練小組訓練小組)))) 

校本教育心理學家服務校本教育心理學家服務校本教育心理學家服務校本教育心理學家服務    教育心理學家駐校安排教育心理學家駐校安排教育心理學家駐校安排教育心理學家駐校安排    

「「「「小一及早識別小一及早識別小一及早識別小一及早識別」」」」計劃計劃計劃計劃    

學生評估安排學生評估安排學生評估安排學生評估安排    

支援老師及家長處理學生支援老師及家長處理學生支援老師及家長處理學生支援老師及家長處理學生    

問題問題問題問題    

全年全年全年全年    

11111111 月月月月    

    

小一學生小一學生小一學生小一學生    

    

全校學生全校學生全校學生全校學生、、、、教師及教師及教師及教師及    

家長家長家長家長    

    

小一小一小一小一識別量表識別量表識別量表識別量表    

小六離校生的支援小六離校生的支援小六離校生的支援小六離校生的支援 小六升中個案轉介小六升中個案轉介小六升中個案轉介小六升中個案轉介    下學期下學期下學期下學期 5555 月至月至月至月至 8888 月月月月    小六小六小六小六 SEN 學生學生學生學生    個案個案個案個案專業專業專業專業報告報告報告報告    

新來港學童的支援新來港學童的支援新來港學童的支援新來港學童的支援    協助協助協助協助新來港學童的支援服務新來港學童的支援服務新來港學童的支援服務新來港學童的支援服務    全年全年全年全年    新來港學童新來港學童新來港學童新來港學童    教育局撥款教育局撥款教育局撥款教育局撥款$$$$3,53,53,53,597979797    

((((每名新來港學童每名新來港學童每名新來港學童每名新來港學童))))    

 非華語學生的支援非華語學生的支援非華語學生的支援非華語學生的支援 

 

協助協助協助協助非華語非華語非華語非華語學童的支援服務學童的支援服務學童的支援服務學童的支援服務    全年全年全年全年    非華語非華語非華語非華語學童學童學童學童 教育局撥款教育局撥款教育局撥款教育局撥款$$$$50,00050,00050,000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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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家長教育家長教育家長教育家長教育    

    

    

    

    

    

    

活動活動活動活動////項目名稱項目名稱項目名稱項目名稱 策略策略策略策略/工作工作工作工作    時間表時間表時間表時間表    對象對象對象對象    所需資源所需資源所需資源所需資源/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高年級高年級高年級高年級親子活動親子活動親子活動親子活動////工作坊工作坊工作坊工作坊////講座講座講座講座    

 

配合本年度的發展重點配合本年度的發展重點配合本年度的發展重點配合本年度的發展重點, , , , 舉舉舉舉

辦辦辦辦親子親子親子親子溝通溝通溝通溝通活動活動活動活動////工作坊工作坊工作坊工作坊////講講講講

座座座座，，，，以提升親子溝通以提升親子溝通以提升親子溝通以提升親子溝通。。。。    

    

上上上上、、、、下學期下學期下學期下學期    

各一次各一次各一次各一次    

    

全校全校全校全校家長家長家長家長    調查問卷調查問卷調查問卷調查問卷    

機構講者機構講者機構講者機構講者    

邀請嘉賓邀請嘉賓邀請嘉賓邀請嘉賓    

或或或或    

校本校本校本校本教育心理學家教育心理學家教育心理學家教育心理學家    

    

分級家長分級家長分級家長分級家長講座講座講座講座 協助初小家長提升子女自理協助初小家長提升子女自理協助初小家長提升子女自理協助初小家長提升子女自理

及適應及適應及適應及適應的能力的能力的能力的能力。。。。    

協助高小家長提升管教子女協助高小家長提升管教子女協助高小家長提升管教子女協助高小家長提升管教子女

的技巧和建立良好的親子關的技巧和建立良好的親子關的技巧和建立良好的親子關的技巧和建立良好的親子關

係係係係。。。。    

上上上上、、、、下學期下學期下學期下學期    

各一次各一次各一次各一次    

    

分級家長分級家長分級家長分級家長    學生輔導主任學生輔導主任學生輔導主任學生輔導主任    

學校社工學校社工學校社工學校社工    

校本學生支援家長簡介會校本學生支援家長簡介會校本學生支援家長簡介會校本學生支援家長簡介會    

及家長支援小組及家長支援小組及家長支援小組及家長支援小組    

    

透過簡介會讓家長瞭解校本透過簡介會讓家長瞭解校本透過簡介會讓家長瞭解校本透過簡介會讓家長瞭解校本

學生支援的概況及透過家學生支援的概況及透過家學生支援的概況及透過家學生支援的概況及透過家

長長長長」」」」支援小組支援小組支援小組支援小組，，，，在校本教育在校本教育在校本教育在校本教育

心理學家及心理學家及心理學家及心理學家及學生學生學生學生輔導輔導輔導輔導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人人人人

員的指引下員的指引下員的指引下員的指引下，，，，讓讓讓讓升中家長升中家長升中家長升中家長有有有有

機會互相分享機會互相分享機會互相分享機會互相分享、、、、交流和交流和交流和交流和得到得到得到得到

支援支援支援支援。。。。    

上上上上、、、、下學期下學期下學期下學期    

各一次各一次各一次各一次    

一一一一、、、、六年級有特殊六年級有特殊六年級有特殊六年級有特殊

教育需要教育需要教育需要教育需要及升中及升中及升中及升中學學學學

生的家長生的家長生的家長生的家長    

校本校本校本校本教育心理學家教育心理學家教育心理學家教育心理學家    

學生輔導主任學生輔導主任學生輔導主任學生輔導主任    

    

家長義工獎勵計劃家長義工獎勵計劃家長義工獎勵計劃家長義工獎勵計劃    協助家教會推行協助家教會推行協助家教會推行協助家教會推行家長義工獎家長義工獎家長義工獎家長義工獎

勵計劃勵計劃勵計劃勵計劃    

全年全年全年全年    家長家長家長家長義工義工義工義工    家長義工家長義工家長義工家長義工    

家教會家教會家教會家教會委員委員委員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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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5.5.工作小組工作小組工作小組工作小組成員成員成員成員    

        顧問顧問顧問顧問::::天主教香港教區天主教香港教區天主教香港教區天主教香港教區教育心理學家教育心理學家教育心理學家教育心理學家((((區美蓮姑娘區美蓮姑娘區美蓮姑娘區美蓮姑娘))))    

        訓輔組訓輔組訓輔組訓輔組::::    高翠萍副校長高翠萍副校長高翠萍副校長高翠萍副校長、、、、陳海忠主任陳海忠主任陳海忠主任陳海忠主任、、、、朱家樑主任朱家樑主任朱家樑主任朱家樑主任、、、、李潔芝主任李潔芝主任李潔芝主任李潔芝主任、、、、姚琴主任姚琴主任姚琴主任姚琴主任((((學生輔導主任學生輔導主任學生輔導主任學生輔導主任))))、、、、譚淑莊譚淑莊譚淑莊譚淑莊主任主任主任主任、、、、方霈兒老師方霈兒老師方霈兒老師方霈兒老師、、、、羅啟彥羅啟彥羅啟彥羅啟彥

老師老師老師老師、、、、葉楚燕老師葉楚燕老師葉楚燕老師葉楚燕老師、、、、衞衞衞衞玉君姑娘玉君姑娘玉君姑娘玉君姑娘((((半半半半職社工職社工職社工職社工))))    ((((共共共共    10101010    人人人人))))    

        級訓輔老師級訓輔老師級訓輔老師級訓輔老師::::    J.1J.1J.1J.1 葉楚燕老師葉楚燕老師葉楚燕老師葉楚燕老師、、、、J.2J.2J.2J.2 譚淑莊主任譚淑莊主任譚淑莊主任譚淑莊主任、、、、J.3J.3J.3J.3 方霈兒老師方霈兒老師方霈兒老師方霈兒老師、、、、J.4J.4J.4J.4 朱家樑主任朱家樑主任朱家樑主任朱家樑主任、、、、J.5J.5J.5J.5 李潔芝主任李潔芝主任李潔芝主任李潔芝主任、、、、J.6J.6J.6J.6 羅啟彥老師羅啟彥老師羅啟彥老師羅啟彥老師    

  學生支援組學生支援組學生支援組學生支援組:::: 任德怡主任任德怡主任任德怡主任任德怡主任、、、、高翠萍副校長高翠萍副校長高翠萍副校長高翠萍副校長、、、、曾佩敏主任曾佩敏主任曾佩敏主任曾佩敏主任、、、、熊安兒主任熊安兒主任熊安兒主任熊安兒主任、、、、姚琴姚琴姚琴姚琴(學生輔導學生輔導學生輔導學生輔導主任主任主任主任)、、、、衞衞衞衞姑娘姑娘姑娘姑娘(駐校社工駐校社工駐校社工駐校社工)、、、、曾詠恩曾詠恩曾詠恩曾詠恩老師老師老師老師、、、、黎黎黎黎

瑩老師瑩老師瑩老師瑩老師、、、、陳玉媛陳玉媛陳玉媛陳玉媛老師老師老師老師及教學助理及教學助理及教學助理及教學助理(Crystal 、、、、Katie、、、、Yammy) (共共共共 12 人人人人)         

2016-17 財務財務財務財務預算預算預算預算表表表表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內容內容內容內容        開支來源開支來源開支來源開支來源        預算預算預算預算            上學期支出上學期支出上學期支出上學期支出                下學期支出下學期支出下學期支出下學期支出            總支出總支出總支出總支出            結餘結餘結餘結餘    

1.1.1.1.    全年模範生禮物全年模範生禮物全年模範生禮物全年模範生禮物        A. SCA. SCA. SCA. SC 獎品獎品獎品獎品    HK$HK$HK$HK$        1,000.001,000.001,000.001,000.00        HK$          HK$          HK$          HK$          ----                HK$         HK$         HK$         HK$         ----                HK$          HK$          HK$          HK$          ----            HK$ 1,000.00HK$ 1,000.00HK$ 1,000.00HK$ 1,000.00    

2.2.2.2.    生命大使活動生命大使活動生命大使活動生命大使活動車車車車費費費費    德育及公民教育津貼德育及公民教育津貼德育及公民教育津貼德育及公民教育津貼    HK$HK$HK$HK$        1,500.001,500.001,500.001,500.00                            HK$ 1,500.00HK$ 1,500.00HK$ 1,500.00HK$ 1,500.00    

3.3.3.3.    
明愛出色小義工聯校頒獎禮明愛出色小義工聯校頒獎禮明愛出色小義工聯校頒獎禮明愛出色小義工聯校頒獎禮((((交通費交通費交通費交通費))))    

德育及公民教育津貼德育及公民教育津貼德育及公民教育津貼德育及公民教育津貼    
HK$HK$HK$HK$                800.00 800.00 800.00 800.00     

    HK$          HK$          HK$          HK$          ----                HK$         HK$         HK$         HK$         ----                HK$          HK$          HK$          HK$          ----            HK$   800.00HK$   800.00HK$   800.00HK$   800.00    

4.4.4.4.    
校校校校本輔導本輔導本輔導本輔導活動經費活動經費活動經費活動經費(e.g.(e.g.(e.g.(e.g.活動小禮物活動小禮物活動小禮物活動小禮物))))    

校本輔導及訓育津貼校本輔導及訓育津貼校本輔導及訓育津貼校本輔導及訓育津貼    
HK$  HK$  HK$  HK$  1111,500.00 ,500.00 ,500.00 ,500.00     

    HK$          HK$          HK$          HK$          ----                HK$         HK$         HK$         HK$         ----                HK$          HK$          HK$          HK$          ----            HK$ HK$ HK$ HK$ 1111,500.00,500.00,500.00,500.00    

5.5.5.5.    
教材套教材套教材套教材套////教具教具教具教具    

校本輔導及訓育津貼校本輔導及訓育津貼校本輔導及訓育津貼校本輔導及訓育津貼    
HK$ HK$ HK$ HK$             600600600600.00 .00 .00 .00     

    HK$          HK$          HK$          HK$          ----                HK$         HK$         HK$         HK$         ----                HK$          HK$          HK$          HK$          ----            HK$   HK$   HK$   HK$   666600.0000.0000.0000.00    

6.6.6.6.    
文具文具文具文具////輔導活動用品輔導活動用品輔導活動用品輔導活動用品    

校本輔導及訓育津貼校本輔導及訓育津貼校本輔導及訓育津貼校本輔導及訓育津貼    
HK$    HK$    HK$    HK$    800800800800.00 .00 .00 .00     

    HK$          HK$          HK$          HK$          ----                HK$         HK$         HK$         HK$         ----                HK$          HK$          HK$          HK$          ----            HK$   800.00HK$   800.00HK$   800.00HK$   800.00    

7.7.7.7.    
其他其他其他其他((((講座講座講座講座////工作坊工作坊工作坊工作坊))))    

校本輔導及訓育津貼校本輔導及訓育津貼校本輔導及訓育津貼校本輔導及訓育津貼    
HK$  HK$  HK$  HK$  3333,,,,000000000000.00 .00 .00 .00     

    HK$          HK$          HK$          HK$          ----                HK$         HK$         HK$         HK$         ----                HK$          HK$          HK$          HK$          ----            HK$  HK$  HK$  HK$  3333,,,,000000.0000.0000.0000.00    

        合計合計合計合計︰︰︰︰            HK$HK$HK$HK$        9,200.009,200.009,200.009,200.00        HK$          HK$          HK$          HK$          ----                HK$         HK$         HK$         HK$         ----                HK$          HK$          HK$          HK$          ----            
    
HK$  HK$  HK$  HK$  9999,,,,222200.0000.0000.0000.00    
    

 

 

校監校監校監校監/校長簽署校長簽署校長簽署校長簽署：：：：＿＿＿＿＿＿＿＿＿＿＿＿＿＿＿＿  ＿＿＿＿＿＿＿＿＿＿＿＿＿＿＿＿＿＿＿＿＿＿＿＿  ＿＿＿＿ 

   

校監校監校監校監/校長姓名校長姓名校長姓名校長姓名：：：：＿＿＿＿＿＿＿＿＿＿＿＿＿＿＿＿＿＿＿＿              ＿＿＿＿ 

 

                                                                         日日日日             期期期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