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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兆基創意書院創校於2006年，致力推動創新與多元的中學教育，為有志投身藝術創作的年輕人，建立一個

專門研習藝術、培養文化涵養的空間，提供雙軌學習，增加學業的選擇和出路。書院畢業生熱愛文化藝術，關愛

社會，他們或在香港及海外升學，或已投身文化創意產業，實踐夢想，貢獻所長。

願景與目標

書院為著重藝術、設計及文化發展的直資中學，以藝術及設計研習為經，以人文學科為緯。提供全面的書院學習

生活，讓少年人能夠經歷更完整的全人創意教育，建立創意文化藝術基礎，亦能擴闊視野，讓未來發展更多元。

願景是為香港的文化創意產業和藝術發展培育新一代的專業工作者和研究人才。

書院希望學生能在校內及校外的環境中認真和有紀律地學習及創作；並在畢業後，發展成具有獨立思考、充滿關

懐、創意和慎思明辨年青人。

我們期望畢業生能進入本地及海外的大學及專上學院，對文化／藝術／設計／媒體／人文等學科作更高程度的

研習，或接受文化創意產業的專業培訓，成為創意技術專才。

創意書院希望實踐的創意教育，內容包括：

● 培養學生的好奇心、想像力、創意和創新思維、社會關懷、自律性和遠見。

● 學習運用各種藝術語言（包括影像、聲音、空間、身體、圖形、字體）進行創作，表達個人思維。

● 能認真地學習，關懷人和事，抱有探究精神，並熱衷於應用所學於創作，欣賞和批判事物。

● 學生為進入專上學院作準備，對人文社會/文化藝術/設計/媒體等學科及有關科目作更更深入的研習。

● 裝備學生加入文化創意產業行列，輔以相關專業培訓成為創意技術專才，並能以中文、英文和普通話進

行溝通。

● 培養具文化修養的社會公民，提高社會的文化藝術意識。

我們矢志提供優質的學術教育及藝術教育，培養學生成為具備以下特質的年輕人：

● 治學嚴謹，知識廣博

● 熱愛生命，追求生活質素

● 富同理心，關懷身邊人和事

● 善用創意，改善生活

● 平衡發展感性和知性

● 善用藝術形式表達

● 善用資源，在局限中發揮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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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策略

香港兆基創意書院擁抱創新的教育思維，銳意實踐創意教育。

課程發展：發展六年一貫的藝術與文化教育，讓學生可以在沉浸在文化藝術教育的氛圍。初中階段重視少年人的

全人發展，強調人本關懷結合創意藝術文化的學習，希望能為未來培育更好的人類貢獻社會。初中課程以「創意

藝術教育」為學習基礎，重視「知識」及「生活實踐」的平衡，建立人文視野的基礎。高中階段則持續發展與香港中

學文憑同等程度的「創意藝術文憑」（資歷架構第3級） ，並且透過出版及研討與公眾及文化教育界交流，推動書

院、社區及文化創意產業界的合作。我們深信教育場景不應限於課室之中，期望有更多跨界合作，讓社區進入書

院，也同時將學生帶進社區學習。

創意教育研究：主動打開創意教育的討論平台，進行與創意教育相關的研究項目，為書院的教育提供研究和理論

基礎。

持份者的創意教育：提升教師的人文素養以及對藝術文化的認識，鼓勵他們參加內地及國際文化交流活動，成為

擁有國際視野的世界公民。另外，書院重視家長教育，將持續為家長定期舉辦講座、活動，讓他們認識本地藝術

文化狀況及青年成長等議題。

建立區域網絡：持續在香港及亞洲區域推廣書院的辦學理念及「創意藝術文憑」課程；推動書院與大灣區及亞洲區

其他創意學校的長遠合作，以至不同院校的升學銜接。

九大發展原則

狂迷於藝術文化（Crazy about Arts
& Culture）

關懷人與事 利用任何渠道正面地發表意見時，
發揮創意，並勇於實踐

主動學習從而認識豐富知識 尊重個人與群體，平衡權利與義務 發展健康生活模式

積極快樂地參與 珍惜時間和資源 持開放態度面對事物

價值

人文視野｜社會關懷｜活學活用｜實驗實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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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政管理概況

1. 校董會

校董會主席、校監： 黃英琦女士 JP

副校監： 胡恩威先生（至2022年3月22日止）

辦學團體校董： 榮念曾先生

溫文儀先生 JP

鍾志平教授 GBS, JP

黃劍榮博士

陳育強教授

教師校董： 蔡曉峰先生

家長校董： 許詠輝先生

校友校董： 洪忠傑先生（自2022年5月13日起）

署理校長： 許漢榮先生（自2021年10月19日起）

2. 校董會轄下「管治檢討小組委員會」

主席： 鍾志平教授 GBS, JP

成員： 胡恩威先生（至2022年3月22日止）

勞建青先生

3. 教職員數目（截至2022年8月31日）

全職教學人員（包括校長）： 63

兼職教學人員： 23

非教學及行政人員： 39

4. 教學人員資歷

碩士或以上： 39.3%

學士： 95.5%

副學位： 4.5%

已獲取師訓資歷： 26.9%

5. 教學人員年資

0至4年：65.2% 5至10年：19.1% 10年以上：15.7%

二、學生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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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班級結構（截至2022年8月31日）

中一 中二 中三 中四 中五 中六 總數

核准班數 2 - - 5 6 6 19

男生人數 29 - - 33 28 32 122

女生人數 22 - - 112 85 85 304

總數 51 - - 145 113 117 426

2. 畢業生出路

升學就業出路
學生人數（比例） 2020/21 比例

創意藝術文憑班 文憑試班 總數 全體中六學生

學士學位 23 (47.9%) 17 (24.3%) 40 (33.9%) 30.3%

副學位 2 (4.2%) 12 (17.1%) 14 (11.9%) 12.8%

其他學習 2 (4.2%) 22 (31.4%) 24 (20.3%) 25.7%

工作 12 (25%) 10 (14.3%) 22 (18.6%) 15.6%

其他 9 (18.75%) 9 (12.9%) 18 (15.5%) 15.6%

總數 48 (100%) 70 (100%) 118 (100%) 100%

3. 學生獲獎概況

校外獎項：

學生姓名 獎項 主辦單位

1A 李和賢 Scratch遊戲設計比賽中學個人組冠軍 創思教育

1B 蘇彥揚 全港學界HEBOCON廢柴機械人大戰季
軍

造物研習所

4A 孫晞宙 Adobe ACP Competition 2022 Awardee AiTLE x GrandTech x Adobe

4B 許歡歡 短劇創作獎勵計劃優異獎 香港教師戲劇會

4E 王璟揚 短劇創作獎勵計劃榮譽獎 香港教師戲劇會

5B 李烯沂 Microsoft MOS Championship 2022
Awardee

AiTLE x Microsoft

5D 李晞琳、5X 陳弈彤 第27屆ifva獨立短片及影像媒體比賽青少
年組銀獎

香港藝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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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B 張智健、6X 顏子㬢 尤德爵士紀念基金高中學生獎 尤德爵士紀念基金

4F 楊浩寧、6C 陳施澄、
6D 李天欣

明日之星 - 上游獎學金 扶貧委員會

4A 周櫻曦、4C 鄧詩穎、
6B 丘少敏、6B 宋綺琳、
6X 張韻誼、6Y 左禮華、
6Y 單樸絲、6X 曾子健、
6X 吳心喬

造夢獎學金 陳廷驊基金會

4A 孫晞宙、4D 王子朗、
4E 麥嘉豪、4F 梁淑雯、
4F 黃佩雯、4F 林家健、
5B 許思思、5X 李洛豪、
5X 羅美琳、5X 蔡逸明、
5X 賴芍穎、5Y 劉海清、
5Y 林富晴、5Y 歐至宜、
5Y 郭沛霖、5Y 黃觀浩、
6A 關凱藍、6C 何振雨、
6X 馮靖川、6X 黃心妍、
6X 李曉欣、6X 伍遠帆、
6X 李凱琳、6Y 吳一言、
6Y 田    銳、6Y 單樸絲、
6Y 劉慧嵐、6Y 馮杏瑜、
6Y 張芷藍、6Y 黃偉龍

成龍慈善基金會創意獎學金 成龍慈善基金會

校內獎項：

學生姓名 獎項

6B 張智健、6X 曾子健 校監嘉許獎

5Y 王樂堯、5Y 俞嘉欣、6C 吳沅樺、6Y 張芷藍、6X 劉麗晴、
6X 馮靖川、6X 吳心喬

特別嘉許：
6C 林楚翹、6X 曾子健、6Y 田    銳

推薦：
6Y 馮杏瑜、6Y 康靖恩、6X 林釗賢、6Y 李倩文

鵬程創意獎學金

6X 李凱琳、6Y 張芷藍 靳劉高設計奬學金

6X 吳心喬、6X 曾子健、6X 田    銳 許李嚴建築師奬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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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與教概況

1. 概述

- 本學年是學校三年發展周期（2019至2022）的最後一年。本周期受限於「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絕大

部分的計劃都因為停課、網上教學、半日課等不同課堂安排而需作出大幅度調整；

- 在本學年網課及「特別假期」期間，老師除安排網課以外，亦開辦不同主題的課外活動給全體學生，讓

學生可以在疫情的限制下，與老師及其他同學保持聯繫，維持一定程度的接觸，為隨後的復課作好準

備。在2022年3月17日至4月8日的「特別假期」期間，書院老師安排了逾50個不同主題的網上活動供

學生自由參與，反應頗佳；

- 本學年書院班級結構轉變頗大，主要是首屆中一學生正式入學，學與教及開設科目都出現不少變動，

本學年書院開辦的科目如下：

初中（中一） 高中（中四至中六）

中國語文、英國語文、數學、綜合人文、中國歷
史、電腦、視覺藝術、STEAM、聲音與音樂、形
體與表演、體育、身心課、生活研習（包括食物研
習及針黹研習）

香港中學文憑課程：
中國語文、英國語文、數學、通識教育（公民及社
會發展）、視覺藝術、設計與應用科技、中國文
學、資訊及通訊科技、倫理與宗教

創意專業導向課程／創意藝術文憑課程：
設計與視覺傳意、電影與錄像藝術、空間研習、
表演藝術、觀看的方式、人文專題、實用英語、藝
術工作坊、戶外研習

2. 初中學與教

- 初中課程大致上都能按照設計及規劃實踐。初中課程在參考官方課程的學與教元素下，有相當大的

校本設計，包括科目整合、跨學科內容、校本特色內容等。在教學的過程，老師不斷因應學生的學習

情況作出調整，包括調節教學進度、課堂設計、分組等等，以照顧學生的不同學習需要；

- 為配合開辦初中，書院已重新規劃校舍一樓的空間，重設科學實驗室、加設教學廚房、重整創客實驗

室、加設針黹研習室等；此外，亦一併重新規劃視覺藝術的學習空間，除了畫室、亦設有陶藝工作室、

版畫室、電影工作室等學習設施，為學生提供更佳的學習條件；而因應音樂科的學與教需要，書院音

樂室亦會在稍後時間裝修及更新設備；

- 因應推動食農教育的目標，書院已斥資重鋪天台，並透過招標聘用農夫建立天台農場進行耕作、並與

書院成員分享農業知識及技巧；

- 初中的課程設計包含校外學習，在實體課期間，每月都安排學生校外學習，每次均有不同的主題及學

習焦點，學生任務亦有跨學科的元素及嘗試，亦把校外學習的內容帶回常規的課堂，期望學習與生活

能有更具意義的聯繫；

- 為能更好銜接初高中的學習，書院已建立課程研究小組，並開始就相關議題向不同科組收集意見，並

制訂課程架構、執整學習內容；

- 除了常規的學習以外，書院老師亦帶領中一學生參與不同的比賽及活動，豐富學生的學習經歷，亦有

學生在比賽獲獎，詳情可見「學生獲獎概況」。

3. 高中學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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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意藝術文憑自2014年起獲認證為「資歴架構第三級」，本學年已再次通過覆審，資歷有效期延至

2026年8月31日。此外，由本學年起，創意藝術文憑的畢業同學可報讀以下院校／系的副學位課程

（包括高級文憑及副學士），毋須文憑試成績，院校／系包括：

● 東華學院

● 香港都會大學李嘉誠專業教育學院

● 香港教育大學幼兒教育學系

● 香港理工大學香港專上學院

● 香港藝術學院

● 香港知專設計學院設計學科

● 香港浸會大學國際學院

● 香港浸會大學持續教育學院

- 除了繼續爭取院校／系承認創意藝術文憑作為報讀專上課程的資歷外，書院管理層亦正與教育局商

討將創意藝術文憑與等同於文憑試五科第二級（包括中英文）的資格以擴闊畢業生的出路。長遠而言

，書院希望創意藝術文憑能成為應考文憑試以外的高中學習選項；

- 2022年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方面，整體成績與過往相若，其中設計與應用科技科有學生考獲5**成績；

而透過「大學聯合招生辦法」獲院校取錄的學生當中，其中一位是透過新設的「校長推薦直接取錄計

劃」獲得香港浸會大學視覺藝術院取錄入讀學位課程。此計劃能讓有學術以外傑出表現的學生可免計

算文憑試成績直接入讀政府資助的學位課程。

4. 教師發展：

- 本學年的教師發展工作，除了恆常於教師新學年迎新及教師發展日安排培訓活動外，更因應中五的

班導師需要協助學生規劃未來發展，特別安排了這方面的專家Alexandra Tan主持教師培訓活動，讓

班導師可以更好掌握相關技巧以協助學生；

- 另外，書院亦鼓勵教師參考「教師及校長專業發展委員會」公佈的「T-標準」作為規劃個人專業發展的

參照，並鼓勵他們報讀由教育局及其他機構舉辦的專業發展活動，並紀錄在「教育局電子化入門網

站」的個人戶口內；

- 截至2022年8月31日，全校教師專業發展時數約為2,700小時，平均每位教師全年進修時數約為43小
時（以8月31日全校全職教師63人計），時數包括教師自行參加的專業進修活動及由書院安排的教師

發展及培訓活動，尚未包括校長參與教育局指定的新任校長培訓課程（約35小時）；

- 一如以往，書院在預算中撥備資源資助每位教師每年最多$3,000，以自行安排教師專業發展活動，本

學年共有約30位同事申領資助，共批出約$68,000；活動類型包括：書法、茶道、戲劇、音樂、繪畫、縫

紉、陶藝、舞蹈、廚藝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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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生全人發展概況

1. 學生輔導

- 本學年首屆初中生入讀中一，書院團隊在參照過去十多年的學生全人發展經驗，在中一級作出不同

的嘗試，令中一學生盡快融入書院的學習及生活；

- 本學年開課後一直都是半日課，書院安排了初中上午回校、高中下午回校，因此全年可以讓全校學生

一同活動的機會不多，主要的全校活動包括：迎新及開學禮、文化日、書院運動會、聖誕聯歡會、紅衣

日、夏日藝文節、結業禮等；隨後更因應轉為網課、安排特別假期等措施，活動的安排受到限制；

- 復課後，老師觀察到不同年級的學生都遇上不同的情緒及其他個人狀態。班導師與學生全人發展組

與香港青年協會的駐校社工、書院自行聘用的社工、輔導心理學家等專業人士協作，為學生提供不同

的輔導服務；

- 本學年書院參與賽馬會《尋．覓》青年計劃，透過協青社的臨床心理學家提供不同類型的評估及支援

服務，以協助處理學生的情緒需要；

- 樹仁大學的輔導心理學學生亦繼續派駐實習，作為支援資源之一。

2. 生涯規劃

- 因應過去多年中六畢業班的升學情況，負責生涯規劃的同事定期邀請及組織舊生分享升學經驗，不

少海外升學的舊生亦積極協助現屆畢業生準備離港升學事宜；

- 畢業後出路藝術與非藝術類比例約為1.03比1，亦有同學會選擇工作或休學一年，目標用一年時間再

探索機會及不同可能，想鍛鍊自己再投入發展藝術；

- 本學年約34%畢業生獲取錄入讀學位程度課程；約12%畢業生獲取錄入讀副學位程度課程；連同其他

學習，整體升學率約為66%。

- 本學年畢業生獲專上院校取錄概況如下：

I. 學位課程：

國家／地區 院校名稱 科／系

香港 香港浸會大學 視覺藝術

香港理工大學 設計學

香港恒生大學 藝術設計

香港都會大學 動畫及視覺特效

珠海學院 建築學

香港藝術學院 藝術

台灣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美術學系水墨畫組

國立台北藝術大學 新媒體藝術學系

音樂及影像跨域學士學位學程

戲劇學系

國立台灣藝術大學 雕塑學系

8/16



視覺傳達設計學系

工藝設計學系

國立東華大學 創意產業

國立台南大學 戲劇創作與應用學系

世新大學 新聞學系

數位多媒體設計學系遊戲設計組

圖文傳播

中國文化大學 舞蹈學系

元智大學 藝術及設計學系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多媒體動畫系

天主教輔仁大學 織品服裝學系織品設計組

東海大學 美術學系

銘傳大學 建築學系

廣播電視學系

商品設計學系

實踐大學 媒體傳達設計學系創意媒體設計組

建築設計學系

樹德科技大學 表演藝術系

崑山科技大學 視訊傳播設計系

義守大學 電影及電視學系

英國 Rose Bruford College BA in European Arts Theatre

London MetFilm School BA Practical Filmmaking

日本 名古屋藝術大學 教育學部兒童學科

韓國 弘益大學 紡織及時裝設計（預取錄）/ 延世大學韓國語學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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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副學位課程：

國家／地區 院校名稱 科／系

香港 香港浸會大學國際學院 視覺藝術副學士

創意媒體寫作副學士

香港浸會大學電影學院 創意電影製作高級文憑

香港知專設計學院 時裝設計高級文憑

時裝形象設計高級文憑

珠寶設計及科技高級文憑

藝術與科技高級文憑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 保育及樹木管理高級文憑

動畫及視覺特效高級文憑

建築、室內及園境設計高級文憑

香港理工大學香港專上學院 設計學（流動影像與互動設計）副學士

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應用社會科學副學士

- 本學年大學聯合招生計劃（JUPAS）首次推出「校長推薦直接取錄計劃」，供在學術成績以外、擁有其

他傑出表現的文憑試考生，可以在不計算文憑試成績的情況下，直接入讀資助大學的學位課程。6B張
智健同學成功透過計劃，於新學年入讀香港浸會大學視覺藝術（榮譽）學士學位課程；

- 此外，因應本學年書院與不同的專上院校聯繫，承認創意藝術文憑的資歷以報讀副學位程度課程（包

括高級文憑及副學士），香港浸會大學國際學院及香港知專設計學院都特意為書院學生安排課程講座

及諮詢環節，讓學生了解中六畢業後的升學選擇；

- 本學年繼續參與由陳廷驊基金會主辦的「Future Education in Action」計劃，透過計劃發展一套與書院

辦學特色相適應的校本生涯規劃計劃，並設計、建立網上平台，協助同學製作作品集（portfolio）以便

他們將來升學及就業之用。

3. 學生活動

- 由於受疫情影響，校內活動基本上非常受限；

- 在遵從防疫措施之下，書院在本學年組成了男女子籃球校隊，亦在有限的空間下參加了校外比賽；

- 下半學年因應疫情稍為穩定，學生開始自組活動，包括跳舞班、電影製作、戲劇演出等；

- 中六畢業同學亦自發策展，於七月至八月期間在書院不同場地舉辦展覽及演出。

4. 國家安全教育

- 成立國家安全教育專責小組，制訂及統籌相關策略，建立機制處理各種突發情況和維護國家安全；

- 於集體課堂或大講堂環節教育守法精神，跟學生說明承擔和守法意識，循序漸進教授國安法內容；

- 舉辦升旗禮，設定升掛國旗機制和奏唱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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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未來發展

- 校董會已通過2022至2025的學校發展計劃，未來三年，書院的主要關注事項包括：

● 初高中課程銜接及發展全校文化藝術教育策略；

● 持續推展學生全人發展；

● 持續改善書院行政管理制度及加強對外聯繫。

- 書院團隊現正就課程、學生全人發展、校務行政等多個範疇制訂策略，以回應學校發展計劃的各個關

注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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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財務報表

FINANCIAL SUMMARY FOR 2020/2021 SCHOOL YEAR

THE ACTUAL SCHOOL FEE REMISSION AMOUNT PROVIDED BY SCHOOL WAS 22.6% OF SCHOOL FEE INCOME IN 2020/2021.

Gov Fund
HK$

Non Gov Fund
HK$

Income (in terms of percentages of the annual overall income)

DSS Subsidy (including government grants not subsumed in the DSS unit rate
payable to schools) 75% N.A.

School Fees N.A. 22.6%

Donations, if any N.A. 0%

Other Income, if any N.A. 2.4%

Total 75% 25%

Expenditure (in terms of percentages of the annual overall expenditure)

Staff Remuneration 74.6%

Operational Expenses (including those for Learning and Teaching) 11.6%

Fee Remission1 5.6%

Repairs and Maintenance 5.8%

Depreciation 2.4%

Total 100%

Surplus for the year:
1.01 months of the annual expenditure

Accumulated Surplus in the Operating Reserve as at the End of the School Year:
9 months of the annual expenditure

1 The % of expenditure on fee remission/scholarship is calculated on the basis of the annual overall expenditure of the school. This %
is different from that of the fee remission/scholarship provision calculated on the basis of the school fee income as required by the
Education Bureau, which must be no less than 10%.

☑ It is confirmed that our school has set aside sufficient provision for the fee remission / scholarship scheme according to Education
Bureau’s requirements (Put a “✓” where appropri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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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檢討報告（2021/22）

1. 計劃目標

支援清貧學生參與課後活動，以幫助他們全人發展及個人成長。2021/22學年共有20位同學合資格獲得資

助。

2. 計劃執行情況

活動名稱/類別

合資格參加學生人數

平均
出席率

活動舉辦
日期

實際開支 評估方法A
綜援

B
學生資助計
劃全額津貼

C
清貧學生

英語學習支援* NA NA NA NA NA NA NA

通識學習支援* NA NA NA NA NA NA NA

音樂工作坊* NA NA NA NA NA NA NA

中文補課班 2 11 7 80%
11/2021 -

4/2022
$30,000

練習及
小測

*因疫情網課而取消

3. 計劃撥款使用情況

2020/21年度餘款 $40,800

2021/22年度撥款 $40,800

2021/22年度可使用款額 $81,600

2021/22年度活動

中文補課班 $34,000

餘款 $47,600

預算可保留至2022/23學年金額 $40,800

4. 計劃成效檢討

受疫情轉為網課的影響，今年度原訂的4個活動有2個需要取消，主要由於疫情之下較難招請合適導師。

如常進行的活動為「中文補課班」，活動於2021年11月至2022年4月舉行，主要目標為提升中六同學語文能

力及應試技巧，參加人數約20人，出席率達八成。出席同學均投入課堂，積極參與堂課練習，老師和參與

學生均同意該活動能達到目標，提升應試信心，希望來年可再次使用撥款舉辦同類活動。

5. 活動報告表可參閱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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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學生活動支援津貼報告（2021/22）

（一） 財務概況

A 本學年獲發撥款： $75,400.00

B 本學年總開支： $28,619.80

C 須退還教育局餘款（A - B）： $46,780.20

（二） 受惠學生人數及資助金額

學生類別 受惠學生人數 資助金額

綜合社會保障援助 4 $3,092.50

學校書簿津貼計劃－全額津貼 8 $6,677.40

校本評定有經濟需要 20
$18,849.90

（上限為全學年津貼

金額的25%）

總計 32 $28,619.80 ［註：此項應等於（一）B「本學年總開支」］

（三） 活動開支詳情

編號 活動簡介及目標

範疇

(請選擇

適用的選項，

或自行填寫)

受

惠

學

生

人

次

開支

基要學習經歷

(請於適用方格加上✔號，可選擇多於一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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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本地活動︰資助有經濟需要的學生參與不同學科／跨學科／課程範疇的全方位學習活動，提升學習效能，或參與多元化全方

位學習活動，以豐富五種基要學習經歷

1 素描及油畫班 藝術 (視藝) 2 $2,000.00 ✔

2 國畫班 藝術 (視藝) 1 $1,000.00 ✔

3 極限武術班 (Tricking) 體育 1 $1,000.00 ✔

4 繪畫班 藝術 (視藝) 1 $1,000.00 ✔

第1項總開支 5 $5,000.00

2. 境外活動︰資助有經濟需要的學生參與境外活動／境外比賽

1

第2項總開支 0 $0.00

3. 資助有經濟需要的學生購買參與全方位學習活動所必要的基本學習用品及裝備

1 錄像創作 藝術創作 10 $8,702.40 ✔

2 個人創作 藝術創作 12 $10,005.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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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外展用品 體育 2 $2,000.00 ✔

4 歌曲創作 藝術（音樂） 1 $1,000.00 ✔

5 電影音樂欣賞 藝術（音樂） 2 $1,912.00 ✔

第3項總開支 27 $23,619.80

總計 32 $28,619.80

1：受惠學生人次指參加每項活動的學生人數，學生參加多於一項活動可重覆計算。

全方位學習聯絡人

（姓名、職位）：

葉寶琳

(全人發展經理)

本「學校周年報告2021/22」於2022-23學年第一次校董會會議議決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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