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516 年度李志達紀念學校財政報告

項目

編號

Ch02 中文閱讀計劃 172.80$            

Ch04 獎狀用紙 47.70$              

Ch08 朗讀活動禮物 1,904.00$          

Ch09 文化活動物資 260.77$            

總額 2,385.27$         

項目

編號

En02 超級英語閱讀計劃(小息READING CAFE) 178.50$            

En03 超級英語閱讀計劃(三年級購買英文圖書13套)

En04 超級英語閱讀計劃(四年級購買英文圖書13套)

En05 超級英語閱讀計劃(五年級購買英文圖書13套)

En06 超級英語閱讀計劃(六年級購買英文圖書13套)

En07 超級英語閱讀計劃(校車、飲食、禮物、書卷) 5,915.55$          

En08 英文日(購買英文棋) 550.90$            

En11 硬筆書法比賽(報名費及書卷) 70.00$              

En13 英文室(RM111)購買物資 1,225.00$          

其他 粉嶺救恩書院學生到校交流車資 3,900.00$          

其他 教學用物資 242.91$            

總額 17,814.36$       

項目

編號

Ma07 車費 600.00$            

其他 取獎牌/狀交通費 82.45$              

總額 682.45$           

項目

編號

Gs01 添購常識科參考書籍及教具 951.60$            

Gs02 科務活動 5,756.70$          

Gs03 購買科研活動(科學實驗、機械人課程)材料 31,345.68$        

總額 38,053.98$       

中文科

英文科

數學科

常識科

項目

項目

負責人

科主席

5,731.50$          

項目

科主席

財務支出

財務支出負責人

科主席

財務支出負責人

科主席

項目

負責人 財務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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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編號

Va02 學生參觀有關藝術的展覽 雅 2,400.00$          

Va03 評賞大巡禮(導賞員証件套) 雅 30.00$              

Va04 學生作品展 倫 1,662.40$          

Va05 「上水點滴」大型合作計劃 全體科任 6,405.30$          

Va06 添置教具、參考書及視藝物料 倫 836.00$            

Va07 專項訓練 雅翠詠 1,161.20$          

Va08 佈置及裝飾視藝室 翠 164.30$            

其他 郵費及交通費 倫 332.40$            

其他 視藝比賽相片沖哂費 倫 204.80$            

總額 13,196.40$       

項目

編號

MU01 第六十七屆香港學校音樂節報名費用 雪 2,445.00$          

MU02 亞洲手鈴協會手鐘團體比賽報名費用 雪 1,671.00$          

MU04 出車費用 雪 7,450.00$          

MU08 購買樂器 雪 4,960.00$          

其他 三部鋼琴(禮堂、G13及516室)調音服務費用 雪 3,600.00$          

其他 郵費/交通費 雪 87.25$              

總額 20,213.25$       

項目

編號

PE01 日日FIT一FIT和 小博士 倫 1,620.00$          

PE02 完善校內教學設施及器材 城 10,317.00$        

PE03
田徑、游泳、籃球、舞蹈、花式跳繩、乒乓球

各項報名費
城 25,343.00$        

PE04 外出比賽旅遊車 城 6,500.00$          

其他 運動員証費用 城 860.30$            

其他 運動會獎牌、租借設施/場地及其他物資費用 城 6,851.80$          

其他 往頒獎典禮租車費 城 600.00$            

其他 郵費及交通費 城 44.20$              

總額 52,136.30$       

項目

編號

其他 郵費 溫 148.40$            

總額 148.40$           

視藝科

音樂科

財務支出

財務支出

財務支出

項目

項目

項目

項目

資訊科

負責人

負責人

負責人

體育科

財務支出

負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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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編號

PU02 普通話日 - 「普通話大使｣服務奬 科主席 45.00$              

總額 45.00$             

項目

編號

外務組

Ea01 取小一派位結果及交回文件 伍 104.40$            

Ea02 取小一派位結果 伍 63.20$              

Ea03 郵寄文件 伍 554.00$            

Ea06 印製學校簡介費用 志、鈺 23,190.00$        

Ea07 郵寄文件費用 志、鈺 230.80$            

Ea09 印製校訊費用 志、鈺 740.00$            

人力資源管理組

HR01 交通費：取及交回升中文件、派位結果 邱、伍 232.70$            

HR03 郵寄費及車費：書簿及車船津貼申請事宜 岫 223.80$            

校園管理組

SM01 設置地咪 志、DAN、權 3,062.63$          

SM03 更換禮堂投影機 志、DAN、權 29,000.00$        

SM04 確保伺服器運作正常，並有足夠的儲存空間 志、DAN、權 3,209.00$          

SM05 購置電腦器材(如桌面電腦、螢光幕) 志、DAN、權 55,350.00$        

SM06 裝置及更新電腦硬件(購入新視窗、OFFICE及加裝記憶體) 志、DAN、權 7,400.00$          

SM07 整拾各特別室、課室及電腦室器材 志、DAN、權 169,408.50$      

SM08 維修已損壞之電腦設備(電腦底板、VGA分訊器及MON

SWITCH)

志、DAN、權
14,113.00$        

SM09 跟進保養(ECLASS 系統的保養) 志、DAN、權 6,206.35$          

SM10 電腦軟件更新(購置新版本課室電腦管理系統) 志、DAN、權 37,000.00$        

其他 數碼相機 2部 ($4850 x 2部) 志、DAN、權 9,700.00$          

其他 更換損壞的中央咪系統費用 志、DAN、權 22,400.00$        

資源管理組

RM02 購買字卡，壁報紙等 邱 4,711.00$          

總額 386,899.38$     

學校發展委員會

普通話科

負責人 財務支出項目

負責人 財務支出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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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編號

閱讀組

Rd01 閱讀二百強購書 溫

Rd02 師生購置館藏圖書 溫

Rd03 訂購老師期刊雜誌 溫 350.00$            

Rd04 閱讀週(物資) 溫 4,401.35$          

Rd08 罰款錢箱 溫 93.20$              

科本組

Sb02 多元課程--音樂: 節奏膠杯 雪 597.00$            

Sb03 多元課程--其他: 扭扭球汽球 銀

Sb03 多元課程--其他: 扭扭球泵 銀

Sb04 多元課程--游泳: 教練 城

Sb04 多元課程--游泳: 泳線 城

Sb04 多元課程--游泳:車費 城

Sb05 資優課程--科學: 教具 康 96.00$              

Sb06 備課會風琴file 銀 528.00$            

Sb07 科務活動 銀 66.60$              

其他 圖書館用文具 溫 3,056.70$          

其他 郵寄文件費用 銀 1,900.75$          

總額 33,800.05$       

學教發展委員會

財務支出

49,315.30$        

3,445.00$          

24,110.00$        

項目 負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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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編號

級本組

Cb03 散學禮(P1-5)學業成績獎 阮 700.00$            

Cb05 小一適應-沖曬班相 阮 157.50$            

Cb06 聖誕聯歡活動禮物 阮 1,508.60$          

其他 畢業禮及散學禮佈置物資費用 阮 680.80$            

其他 印制生日咭費用 阮 1,020.00$          

其他 獎狀紙張 阮 2,000.00$          

校本文化

Scb03 「獎勵卡」計劃印刷費 娟 5,980.00$          

Scb06 成長的天空計劃津貼郵費 娟 212.00$            

Scb07 傑出風紀禮物(書10本) 娟 704.00$            

其他 獎狀紙張 娟 2,000.00$          

其他 服務團隊用繡章 娟 14,333.29$        

其他 班長襟章費用 娟 4,608.00$          

其他 風紀、圖書館服務生、活力大使及普通話大使用彩帶 娟 1,840.00$          

其他 校旗 娟 150.00$            

學生學習支援組

Ss05 簿冊 曾 85.00$              

Ss06 文具 曾 150.40$            

其他 郵費 曾 62.30$              

多元課程

Dc01
消閒站活動物資(包括：波子棋、飛行棋、毽子、 摺紙、

其他活動用品)
蘇 763.00$            

Dc03 郵寄費用 蘇 176.45$            

總額 37,131.34$       

委員會/學科 支出

學校發展委員會 386,899.38$    

學教發展委員會 33,800.05$      

校風及學形發展委員會 37,131.34$      

各學科 144,675.41$    

總計 602,506.18$   

財務總支出

校風及學生發展委員會

項目 負責人 財務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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