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實際開支
人均

實際開支

級別
總參與
人數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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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1 西九茶館劇場 - 陳延驊基金教育專場 : 擴闊文化知識
活動因疫情關係
未能安排

N.A. N.A. $0.00 N.A. N.A. 中文 N.A.

2
English Week : to facilitate students to learn English with fun
activities in an authentic occasion

13-17/12/2021 Whole school 60 $0.00 $0.00 N.A. 英文

The English Ambassadors were trained to create and
organise different activities related to not only the
curriculum but also their daily life.  They learned how to
run and cooperate.  For other participants, they had fun
and felt less afraid of using and enjoying activities
through English.

✓ ✓

3
Etiquette Workshop : to teach students mannerism and the
importance of gracefulness in an authentic setting

受疫情影響
沒有参與

N.A. N.A. $0.00 N.A. N.A. 英文 N.A.

4
Cultural exchange programme with overseas students : to facilitate
students' learning and application of English in an authentic
ambience and to enhance students' generic skills

受疫情影響
沒有参與

N.A. N.A. $0.00 N.A. N.A. 英文 N.A.

5
Creative Writing Workshop conducted by NET : to enhance
students' writing skills and cultivate their creativity and to deliver
newsletters to disseminate their learning outcomes

Organsied with EDB
SCOLAR

S2A 29 $0.00 N.A. N.A. 英文

With the guidance and lectures conducted by SCOLAR,
students learn strategies on creative writing skills based
on the theme of heavy living. They were able to apply
the skills as well as adopt the reading materials to
compose their own writing.  Three of the participants
were awarded with certificate of excellence while more
than half certificate of merit.

✓ ✓

6
數學周 - 講座 / 工作坊 : 提高校內的數學氛圍、增加學生對數學
的興趣。

受疫情影響
沒有舉辦

N.A. N.A. $0.00 N.A. N.A. 數學 N.A.

7 數學周 - 數學比賽(ICAS) : 鼓勵學生參加數學比賽。 11/6/2022 中二至中三級 102 $12,240.00 $120.00 E1 數學
有效提高學生學習數學的氛圍、增加學生對數學的興
趣與誇學科應用。

✓

8
數學周 - 數學遊踪 : 提高校內的數學氛圍、增加學生對數學的興
趣與誇學科應用。

30/5/2022 - 2/6/2022 全校 650 $960.00 $1.48 E1 數學
校內的數學氛圍提升，學生於校園走動，計自各項的
難題。學生亦有運用其他科目知識，達致跨學科學
習。

✓ ✓

9
中五級生態考察 : 透過實地考察活動，提升學生對生態學的理
解並能將生態研究方法的課本知識學以致用。

11/5/2022 S5 30 $1,400.00 $46.67 E2 生物
有效提升學生對生態學的理解並能將生態研究方法的
課本知識學以致用。

✓

10
STEAM@Soybean : 參加中文大學林漢明教援帶領的中學生參與
大豆生物科技的研習計劃，擴闊學生視野並發掘同學在科研上
的潛能。

活動與STEM合辧 中三全級 106 $24,787.23 $233.84 E7 生物 擴闊學生視野並發掘同學在科研上的潛能。 ✓

11 科學科工作坊/講座/參觀 : 提升學生對科學的興趣
受疫情影響
沒有参與

N.A. N.A. $0.00 N.A. N.A. 科學 N.A.

12 科學科尖子比賽 : 鼓勵學生參加科學比賽
受疫情影響
沒有参與

N.A. N.A. $0.00 N.A. N.A. 科學 N.A.

13 科學比賽 : 鼓勵學生參加科學比賽 11/6/2022 中二至中三級 102 $12,240.00 $120.00 E1 科學

ICAS (Science Part)
 - High Distinction: 2
 - Distinction: 7
 - Credit: 24
 - Merit: 9

✓

14
化學科工作坊/講座/參觀 : 提升高中化學科學生對化學應用的認
知，提升學習化學的興趣。

受疫情影響
沒有舉辦

N.A. N.A. $0.00 N.A. N.A. 化學 N.A.

15 化學科尖子比賽 : 鼓勵化學科學生參加化學科比賽
受疫情影響
沒有参與

N.A. N.A. $0.00 N.A. N.A. 化學 N.A.

活動名稱、簡介及目標

範疇
(請選擇

適用的選項，
或自行填寫)

舉行日期
對象

評估結果

第1項：舉辦／參加全方位學習活動

本地活動︰在不同學科／跨學科／課程範疇組織全方位學習活動，提升學習效能，或按學生的興趣和能力，組織多元化全方位學習活動，發展學生潛能，建立正面價值觀和態度

世界龍岡學校劉皇發中學
全方位學習津貼運用報告

2021 - 2022學年

開支用途＊

基要學習經歷
(請於適用方格加上✓號，可選擇多於一項)

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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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化學科比賽 : 鼓勵學生參加化學科比賽
20/7/2022及

27/7/2022
中三至中四級 53 $4,985.00 $94.06 E1, E8 化學

學生對參加比賽(International Chemistry Quiz)反對熱
烈

✓

17

參觀太空館天象廳 : 提升學生對物理及科學的興趣，國家安全
教育課程框架，讓學生學習天文學的各種現象和航天科技的知
識，明白航天科學為人們帶來的啟示，及其對社會的影響，從
而使他們明白維護新型領域安全(如太空安全)的必要性。

活動因疫情關係
未能安排

N.A. N.A. $0.00 N.A. N.A. 物理 N.A.

18
迪士尼物理世界(中學組別) : 從遊玩樂園中，發現自然界博大精
深的物理知識，並有機會在遊樂景點中進行實驗。

29/8/2022 中四 18 $9,255.00 $514.17 E1 物理

學生表現非常投入，而且透過體驗遊樂設施及參與一
連串實驗，從中領悟科學與創意的啟發性結合，引發
他們對物理學的興趣，並將科學理論應用在日常每一
角落。

✓

19
實地考察(報名費) : 讓學生掌握進行戶外考察的技巧，為文憑試
做好準備。

疫情下未能進行 N.A. N.A. $0.00 N.A. N.A. 地理 N.A.

20 參觀活動(報名費) : 舉行外出參觀活動，培養對地理科的興趣。 疫情下未能進行 N.A. N.A. $0.00 N.A. N.A. 地理 N.A.

21 戶外考察(交通費) : 租用交通工具以作戶外考察之用
於3/8/2022進行，到
香港大學許士芬地質

博物館參觀
中五 25 $700.00 $28.00 E2 地理

學生大致投入，對展品具濃厚興趣，大學的學生講解
員亦盡力介紹；唯講解員非主修地質學，講解重點未
能全部本科需要。

✓

22
校內年宵市場 : 讓學生運用課堂所學，將商科知識在活動中實
踐。

31/5/2022-2/6/2022 S.4-5 59 $1,782.00 $30.20 E1 BAFS
學生有效運用課堂所學，將商科知識在活動中實踐，
並於股東大會匯報時表示從活動中學習到不少實用知
識，獲益良多。

✓ ✓

23 參觀企業 : 了解本港企業營運狀況 22/8/2022 S4 22 $4,200.00 $190.91 E1, E2 經濟 讓學生認識世界遺產與非物質文化遺產 ✓ ✓

24
香港歷史考察之旅 : 讓學生能夠在香港歷史實地考察之旅當中
，了解本地歷史及文化之發展。

2/8/2022 中五 35 $650.00 $18.57 E2 中史及歷史科
因疫情關係，實地考察以參觀文化博物館取代。過程
中，學生能多理解本地歷史及文化之發展。

✓ ✓

25
德育及公民教育推廣支援計劃 : 推動服務學習計劃；協助班主
任課的推行，推動正向價值觀，如感恩。

5/2022 - 7/2022 S3 110 $0.00 N.A. N.A.
德育及公民
教育

因疫情關係，本年度服務學習計劃，部份內容以
zoom形式進行，並以製作心意咭等，表達對弱勢社
群之關心，大致達至原本的目標。但因形式之改變，
故未有以全方位學習津貼作使用。

✓ ✓ ✓

26
全方位學習日(門票/報名費/活動費/交通費) : 將學習擴展至課室
以外，增加學習趣味， 鼓勵各學科舉辦聯課活動，以加強校園
的學習氣氛。

原定11/3/2022
舉行，因疫情
改為上課天。

S1-S5 560 $0.00 N.A. N.A. 跨學科(其他) N.A.

27 跨學科專題研習 : 促進學生的共通能力 疫情下未能進行 N.A. N.A. $0.00 N.A. N.A. 跨學科(其他) N.A.

28
參與不同主題的生涯規劃工作坊、講座及參觀 : 讓不同級別的
學生因應不同階段的需要，接受專業外間機構的啟發，從而有
更好的生涯規劃。

全學年 S1 -S6 209 $23,290.00 $111.44 E1
生涯規劃及升
學輔導組

學生能透過參與社會上不同機構所籌辦的活動來豐富
他們對社會及不同工作的認識。

✓ ✓

29
各科相關企業參觀的交通費、升學指南費用及其他延伸活動 :
便利相關活動的進行

全學年 S1 -S6 424 $10,510.00 $24.79 E2
生涯規劃及升
學輔導組

學生能透過參與社會上不同機構所籌辦的活動來豐富
他們對社會及不同工作的認識。

✓ ✓

30
與機構協辦SEN小組，關懷及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 為SEN
學生提供校本升學輔導，協助他們制定合適的發展方向

23/7/2022 S1-S2 15 $1,200.00 $80.00 E2
生涯規劃及升
學輔導組

學生積極投入活動，他們在社工協助下能透過活動反
省自己在生活上及讀書上所需要改進的技巧。

✓ ✓

31 AI課程及活動 : 掌握AI的發展，了解深度學習的基本概念。 21/7/2022 S1-S3 20 $0.00 $0.00 N.A. 資訊科技 AI 機械人操作及展示，學生十分投入。 ✓

32 參觀活動(報名費) : 讓學生參觀企業，以配合課題教學。
22/7/2022，因疫情關
係，改為北投地熱谷

線上遊學團

中四級修讀地理
及旅遊與旅待科

同學
35 $12,511.90 $357.48 E1, E7 旅遊與款待

因機構未能開放實體參觀，故此以網上形式舉辨交流
團，遊覽台灣地熱谷，讓學生了解最新的旅遊趨勢。
同學大致能認識地熱谷的旅遊發展，亦能與當地導遊
交流對話。唯網絡不流暢，影響果效。

✓

33 參觀活動(交通費) : 租用交通工具以作戶外考察之用
因疫情未能
外出參觀

N.A. N.A. $0.00 N.A. N.A. 旅遊與款待 N.A.

34
制服團隊活動 (如童軍、女童軍、深資女童軍、紅十字會) : 學生
能透過活動學習不同技能及服務別人，貢獻社會。

全學年 中一至中六 140 $6,603.00 $47.16 E1, E2 課外活動
學生能透過活動學習不同技能及服務別人，貢獻社
會。

✓ ✓

35 領袖訓練 : 學生能透過活動學習組織及帶領活動 全學年 中二至中五 50 $264.70 $5.29 E1, E2 課外活動
學生能透過訓練學習組織及帶領活動，並擔任校內組
織的重要職務。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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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學會活動 : 學生能透過活動學習不同範疇的知識及組織活動的
技巧

全學年 中一至中五 300 $90,478.70 $301.60
E1, E2, E5, E6,

E7, E8
課外活動

學生能透過活動學習不同範疇的知識及組織活動的技
巧。

✓ ✓ ✓ ✓

37
校隊訓練 (如女子排球隊、男子籃球隊、網球隊、龍隊等等) : 學
生能透過活動學習不同技能及團隊精神，並從比賽中學習體育
精神。

全學年 中一至中六 150 $188,315.93 $1,255.44
E1, E2, E5, E6,

E7, E8
課外活動

學生能透過活動學習不同技能及團隊精神，並從比賽
中學習體育精神。

✓ ✓

38
聖誕聯歡日 : 學生能透過活動增加對學校的歸屬感及學習組織
活動的技巧

22/12/2022 中一至中六 650 $4,786.10 $7.36 E1, E7 課外活動
學生能透過活動增加對學校的歸屬感及學習組織活動
的技巧。

✓

39
試後活動 (如音樂日、學生成就回顧、不同講座、興趣班及工作
坊等) : 學生能透過活動舒展身心、增加對學校的歸屬感及學習
組織活動的技巧。

21-29/7/2022 中一至中五 560 $43,924.80 $78.44
E1, E2, E5, E6,

E7
課外活動

學生能透過活動舒展身心、增加對學校的歸屬感及學
習組織活動的技巧。

✓ ✓ ✓ ✓ ✓

40
學校旅行 : 學生能透過活動舒展身心、認識及親近大自然，增
加對學校的歸屬感及學習組織活動的技巧。

1/12/2022 中一至中六 650 $125,485.00 $193.05 E1 課外活動
學生能透過活動舒展身心、學習群體相處，並增加對
學校的歸屬感。

✓ ✓

41
正向活動 : 建立學生成長型思維、了解個人強項及學習欣賞個
人及別人優點。

21,22,25,26/7/2022及
28/7/2022

中一至中五 560 $58,203.00 $103.93 E1, E8 課外活動
透過活動建立學生成長型思維、了解個人強項及學習
欣賞個人及別人優點，並建立正面關係。

✓ ✓

42
人才庫訓練(如口才訓練班、司儀培訓班等) : 學生能透過活動訓
練口才，並能於公開活動或比賽中發揮所長，改善溝通技巧。

25/7/2022 中四 114 $6,900.00 $60.53 E1, E5, E8 課外活動
學生能透過活動訓練口才，並能於公開活動、面試或
比賽中發揮所長，改善溝通技巧。

✓ ✓

43
領袖生訓練營 : 讓多元學習經歷，培育及發揮領袖生多元智能
，自我肯定，提升領袖生日常的工作的解難能力。

30/11/2021及
26/07/2022

中二至中五 60 $17,633.40 $293.89 E1, E2, E5 訓育組 透過領袖訓練活動建立學生領導才能及團隊精神。 ✓ ✓

44
成長小組 : 透過各種戶內及戶外小組活動，培育及發揮學生多
元智能，自我肯定。

22/6/2022 至
8/8/2022

部份 10 $6,130.00 $613.00 E5, E8 輔導組
安排壓力較大的同學參加靜觀瑜珈班，部份參加的中
五同學表示對抒緩壓力十分有效

✓

45
學生大使計劃 : 學生大使舉行推擴正向校園的活動，發揮領袖
才能及鍛鍊團隊合作精神。

全年 部份中四同學 12 $5,146.70 $428.89 E1, E7 輔導組
老師觀察
100% 參加同學同意計劃能幫助提升自我肯定

✓ ✓

46
中一朋輩支援計劃(中六打打氣) : 由大哥哥大姐姐帶領中一同學
探訪中六同學，為同學打氣。

全年 S1, 4-6 240 $5,848.50 $24.37 E1 輔導組
中六同學表現高興，感謝初中的同學為他們打氣。學
弟妹覺得自己的工作十分有意義

✓

47
關愛月(班際活動) : 透過周會、班主任節及班際活動，午間活動
等，在校園推擴關愛訊息。

10/2021 - 11/2021 全校 650 $1,787.70 $2.75 E1, E7 輔導組 72% 同學表示活動能提升校園關愛氣氛 ✓

48
中一級暑期適應課程 : 透過分組競賽式活動，鼓勵升中一的同
學與新朋友溝通協作，幫助同學適應新的學習環境。

8/2022
22-23年度
中一同學

110 $1,517.10 $13.79 E1, E5, E7 輔導組 有效地幫助同學適應新的學習環境 ✓

49
中一級九月份適應計劃 : 以工作坊形式，提升同學之間的互動
交流，並鼓勵同學以正面積極的態度去面對轉變。幫助同學面
對學業上的困難。

9/2021及8/2022 中一同學 220 $14,087.00 $64.03 E1, E5, E7 輔導組 75% 同學表示工作坊能幫助適應中一生活 ✓

50
高中靜觀體驗工作坊 : 以小組工作坊形式，介紹靜觀的好處及
讓學生體驗靜觀

11/2021 - 12/2021 中四至中六 330 $20,439.80 $61.94 E1, E5, E7 輔導組 老師觀察及訪問部份同學，表示能體驗何謂靜觀 ✓

51
班本關愛大使計劃 : 培訓各班關愛大使，使各班關愛大使能在
班中推展關愛活動，從以提升關愛氣氛。關愛大使亦從中建立
自尊感及能力感。

全年 中一至中三 330 $83,507.80 $253.05 E1, E2, E5, E7 輔導組
87%關愛大使表示自尊感和能力感有所提升。72% 同
學表示活動能提升校園關愛氣氛

✓ ✓

52
推行班本建立正向班風計劃 : 各班根據同學的能力，行為表現
，由班主任的帶領下，有目標地作正向的改變，讓同學從實踐
中建立正面的價值觀及態度。

全年 中一至中六 650 $17,894.40 $27.53 E1, E7 輔導組 有效及持續建立正向班風 ✓

53
班本成長計劃(21天看見不一樣的自己) : 購買賽馬會幸福校園實
踐計劃設計的幸福歷程小書小書，行班本的幸福目標實踐計
劃。

10/2021 中一至中六 650 $10,050.00 $15.46 E1, E7 輔導組 72% 同學表示能帶出正向積極的訊息 ✓

54 參觀科創科相關之博覽 : 提升學生對STEM的興趣
22/10/2021及

28/10/2021
中二至中四 17 $2,100.00 $123.53 E2 跨學科 (STEM)

老師認為活動讓學生了解更多科技應用和知識，受訪
學生都認為活動讓他們擴闊視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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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舉辦STEM Week : 提升初中學生對科技應用的認知，提升學習科
技的興趣。

8/6/2022-10/6/2022 中一至中五 359 $19,616.90 $54.64 E1, E7 跨學科 (STEM)
老師認為活動讓學生了解更多科技應用和知識，受訪
學生都認為活動讓他們擴闊視野。

✓ ✓ ✓

56
第三屆油尖旺STEM 大賽 : 讓學生與區內人士交流本校STEM之發
展和STEM的知識，並提升學生組織工作、領導、溝通和表達能
力。

受疫情影響
沒有舉辦

N.A. N.A. $0.00 N.A. N.A. 跨學科 (STEM) N.A. ✓ ✓ ✓

57 STEM活動 : 提升初中學生對STEM的興趣 26/7/2022 中二至中三 219 $2,500.00 $11.42 E1 跨學科 (STEM)
老師認為活動讓學生了解更多STEM知識，受訪學生
都認為活動讓他們擴闊視野。

✓

58
校園 (IoT) 物聯網裝置及系統 : 讓學生有機會真實情境中了解和
學習在創意設計、新科技及生產程序和技術。

全學年 中一至中三 20 $0.00 N.A. N.A. 跨學科 (STEM)
已完成兩個測試裝置，分別擺放在421 及312 室。 期
望下學年推展到所有班房。

✓ ✓ ✓

59 STEM尖子比賽 : 鼓勵高中理科學生參加本地比賽 4/6/2022 中三 4 $971.00 $242.75 E1, E7 跨學科 (STEM)
海洋航行器建造大獎-中學組(冠軍)
海洋航行器設計大獎-中學組(亞軍)
海洋航行器速度大獎-中學組(優異獎)

✓

60
External Programme for Gifted Students in Science/Technology : 讓
學生更了解科學的先進技術

22/11/2021,
25/11/2021,

30/11/2021及
8/8/2022

中一至中五 45 $12,700.00 $282.22 E1, E2 跨學科 (STEM)
老師認為活動讓學生更了解科學的技術，受訪學生都
認為活動讓他們擴闊視野。

✓ ✓

61
STEM Leadership Training : 提升STEM尖子組織工作、領導、溝通
和表達能力。

全學年 中三至中五 25 $48,627.60 $1,945.10 E1, E7 跨學科 (STEM)

STEM尖子都認為能有效地提升他們的組織工作, 領導,
溝通和表達能力，部份更在以下比賽獲獎:
 1. HKU CITE In-STEM (Student Award Scheme) - STEM 自
主學習之星大獎, 齊來造「星」- STEM自主學習之星,
SDL-STEM 創科實踐優異獎
 2. Global Youth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owl - Second
Prize
 3. 香港創科展比賽 - 120強
 4. 第十七届宋慶齡少年兒童發明獎

✓ ✓ ✓

62
VEX機械人比賽 : 尖子培訓，提升創意解難能力，團隊合作能
力。

全學年 S3 10 $31,671.30 $3,167.13 E1, E2, E7 跨學科 (STEM) 學生反應良好，積極預備比賽。 ✓ ✓

63 AI機械臂比賽 : 尖子培訓，提升創意解難能力，團隊合作能力。
6/1/2022及
21/7/2022

S1-S4 40 $49,997.00 $1,249.93 E5, E7 跨學科 (STEM) 學生反應良好，亦有外出到小學進行展示 ✓ ✓

64 外訪活動 : 利用外出參觀，提升環保及健康意識。 疫情下無法外出 N.A. N.A. $0.00 N.A. N.A.
健康及環境
保護組

N.A.

65 安全與健康週問答比賽 : 透過比賽提升學生的安全及健康意識 全學年 中一至中六 650 $783.50 $1.21 E1
健康及環境
保護組

反應良好，攤位能提升參與度及專題短講可提高健康
意識

✓

66
班際綠化課室計劃(購買盆栽植物及學生獎品費用) : 利用比賽，
讓學生學懂愛護植物，培養責任感。

全學年 中一至中六 650 $1,365.70 $2.10 E1, E7
健康及環境
保護組

由每班環保大使參與挑選，包含一節簡介會。可惜疫
情下部份植物死亡，使最終完成整個計劃的班別不多

✓

67 學校活動支援服務計劃 全學年 中一至中五 110 $64,000.00 $581.80 E1, E5, E6, E7 課外活動
透過體驗活動，提升學生自信、專注力及人際合作才
能，擴闊他們在課堂以外的學習經驗，並增強他們對
社會的認識和歸屬感，以達致全人均衡發展。

✓ ✓ ✓

11,249 $1,064,047.76

1.2

1
港珠澳大橋廣州交流團(兩天一夜) : 拓寬學生視野，了解廣州現
今的經濟發展情況。

疫情下無法外出 中五 N.A. $0.00 N.A. N.A. 經濟 N.A.

2 內地前海自治區參觀活動 : 擴闊學生視野，了解內地的文化。 疫情下無法外出 中四 N.A. $0.00 N.A. N.A. 經濟 N.A.

3
交流團 : 讓初中學生能夠參與各個不同境外交流計劃，擴闊各
學生對境外地方之視野。

25/7/2022 S3 110 $37,760.00 $343.27 E1, E6
德育及公民
教育

受疫情影響，本年度未能外出，惟有透過網上交流及
體驗文化活動，讓學生了解日本之文化。從活動中，
學生大多對其他國家之文化產生興趣，亦達擴闊視野
之功效。

✓ ✓

220 $37,760.00

11,469 $1,101,807.76

第1.1項總計

境外活動︰舉辦或參加境外活動／境外比賽，擴闊學生視野

第1項總計

第2項：購買其他推行全方位學習所需的設備、消耗品或學習資源

第1.2項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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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項目 用途 實際開支 ($)

1 購買及維修保養樂器、其他有關的消耗品 樂器班 $0.00

2 購買用於進行STEM活動的設備、儀器、消耗品及學習資源

進行有趣的STEM活動
和探究，提升學生的
實驗技巧和科研能力
並激發他們對STEM的
興趣

$13,887.00

3 購買用於進行科學活動的設備、消耗品、學習資源

進行有趣的科學活動
和探究，提升學生的
實驗技巧和科研能力
並激發他們對科學的
興趣

$0.00

4 職業長廊，大電視及壁報所需物資
推廣及豐富校本生涯
規劃

$0.00

5 桌上遊戲、棋類、乒乓球板、球網等物資 午間活動 $0.00

6 比賽獎品 班級比賽 $4,443.60

7 購買陸運會/運動日所需物資
週年陸運會或校內舉
行新興運動日

$49,500.00

$67,830.60

$1,169,638.36

E1 E6

E2 E7

E3 E8

E4 E9

E5職位： 助理校長

受惠學生人數︰ 650

佔全校學生人數百分比 (%)： 100%

全方位學習聯絡人姓名： 呂楚詩

第2項總開支

全校學生人數︰

專家／導師／教練費用

境外交流／比賽團費（隨團教師）

境外交流／比賽團費（學生）

交通費

活動費用（報名費、入場費、課程費用、營舍費用、場地費用、學習材料、活動物資等）

其他（請說明）

學習資源（例如學習軟件、教材套）

設備、儀器、工具、器材、消耗品

學生參加獲學校認可的外間機構所舉辦之課程、
活動或訓練費用

＊ 輸入下表代號；每項開支可填寫多於一個代號：

650

第1及第2項總開支

第3項：受惠學生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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