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主教南華中學 
學校接受捐贈項目紀錄冊 

 2021-2022 學年： 

編號 捐贈者/ 
機構名稱 

捐贈者/機構 
與學校的關係 *捐贈項目的說明及其價值 

*捐贈項目

是否由校方

向捐贈者/ 
機構提出 

接受捐贈 
項目的日期 

*捐贈項目 
的用途 

#學校必要接受營辦

商/供應商捐贈項目

的原因 

法團校董會批

准(校內檔案編

號及日期) 
其後如何處置捐贈@ 

1.  馬哥孛羅酒店有限公司 沒有 1 台 YAMAHA 三角琴 否 10/9/2021 供學校使用 不是營辦商/供應商 16/6/2022 放於學校禮堂使用。 

2.  劉富根神父 本校前任校監 現金 HK$1,000.00 否 13/12/2021 學生宗教交流活動 不是營辦商/供應商 28/4/2022 --- 

3.  Ms Chan Lin Kiu Monica 
聖老楞佐堂代

表 現金 HK$ 500.00 否 13/12/2021 學生宗教交流活動 不是營辦商/供應商 28/4/2022 --- 

4.  李晉鏗先生 本校前任校長 現金 HK$1,000.00 否 14/12/2021 無 不是營辦商/供應商 28/4/2022 --- 

5.  教育局 教育局 537 盒口罩 否 3/1/2022 派發予有需要學生 不是營辦商/供應商 28/4/2022 
已於 21/1/2022派發予有需要

學生。 

6.  深水埗民政事務處 深水埗民政 
事務處 620 套快速抗原檢測劑 否 25/1/2022 供全校師生使用 不是營辦商/供應商 28/4/2022 派發予全體學生及職員。 

7.  陳家樂先生 舊生 
300 套快速抗原檢測劑、30 斤

麵及現金 HK$15,000 
否 8/3/2022 派發予 30 名學生 不是營辦商/供應商 28/4/2022 

已於收到捐贈的同日由陳先

生親自轉送給 30 名學生。 

8.  學校起動計劃 沒有 
「學校起動」關懷學子抗疫援

助金 (第二輪) HK$30,000 
否 25/3/2022 

派發予有需要學生

及購買抗疫物資或

上網配件 
不是營辦商/供應商 16/6/2022 

學生援助金需經過校內申請

批核，學校暫未有使用該筆

援助金購買物資的安排；捐

款供學校用完為止，不用歸

還。 

9.  香港科創義工聯盟 沒有 50 張 4G 流動數據上網卡 否 2/4/2022 派發予有需要學生 不是營辦商/供應商 28/4/2022 交予有需要學生使用。 

10.  學校起動計劃 沒有 50 套快速抗原檢測劑 否 11/4/2022 供學校使用 不是營辦商/供應商 16/6/2022 
於學生需要在校做檢測時使

用。 

11.  
香港天主教教區學校服務

中心 
本校辦學團體 

12 支 500ml 的威露士手部酒精噴

霧 及 48 套快速抗原檢測劑 
否 11/4/2022 

供學校於復課時使

用 
是營辦商/供應商，但

同為本校的辦學團體 28/4/2022 於特別假期後，復課時使用。 

12.  
香港天主教教區 

學校服務中心 
本校辦學團體 

1. 消毒抗菌液 (5L 補充裝) 

及 1 套納米消毒噴霧槍 

2. 4 支 消 毒 抗 菌 噴 霧 

(500ml) 

3. 3 支消毒抗菌液 (2L) 

否 21/4/2022 供學校使用 
是營辦商/供應商， 
但同為本校的辦學團

體 
16/6/2022 學校於清潔消毒時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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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教育局 教育局 6,460 套快速抗原檢測劑 否 22/4/2022 
派發予有經濟需要

學生 不是營辦商/供應商 16/6/2022 
已於 2022 年 5 月 3 日派發予

有經濟需要學生。(有簽收表) 

14.  天主教聖雲先會 沒有 
416 盒[每盒 50 個]口罩 及 

1,000 套快速抗原檢測劑 
否 30/4/2022 派發予全校學生 不是營辦商/供應商 16/6/2022 

已於 2022 年 5 月 3 日派發予

全校學生。(有簽收表) 

15.  
青少年抗疫連線

YouandMe 
沒有 

83 套中央援港抗疫包，每套包括： 

1. 40 個成人外科口罩 

2. 5 個 KN95 口罩 

3. 2 套快速抗原檢測劑 

4. 1 盒連花清瘟膠囊 

5. 1 支連花噴霧 

6. 1 盒連花口罩爆珠) 

7. 1 本大灣區資訊通 

8. 1 張灣區新活新里程單張 

9. 1 張青年卡邀請 

10. 1 封慰問信 

11. 1 張抗疫包單張 

12. 1 個環保袋 

否 4/5/2022 派發予指定學生 不是營辦商/供應商 16/6/2022 
已於 2022 年 5 月 12-13 日派

發予指定學生。 

16.  
漁農界選委及中央支援

「學童檢測援助保安康」 
沒有 1,000 套快速抗原檢測劑 否 5/5/2022 

供學校使用 及/或 
派發予有需要學生 不是營辦商/供應商 16/6/2022 

於 2022 年 6 月內派發給中一

至中五級所有學生。 

17.  
香港天主教教區 

學校服務中心 
本校辦學團體 

1. 1,300 套快速抗原檢測劑 

2. 48 支漂白水 及 24 支綠

水 

否 12/5/2022 
供學校使用 及/或 
派發予有需要學生 

是營辦商/供應商， 
但同為本校的辦學團

體 
16/6/2022 

1. 於 2022 年 6 月內派發給

中一至中五級所有學生。 
2. 學校於清潔消毒時使用。 

18.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 沒有 

1. 300 個兒童口罩 

2. 200 個 KN95 口罩 

3. 100 套快速抗原檢測劑 

否 12/5/2022 派發予有需要學生 不是營辦商/供應商 16/6/2022 

1. 按需要派發給有需要的學

生。 
2. 按需要派發給有需要的學

生。 
3. 於 2022 年 6 月內派發給

中一至中五級所有學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