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聲明：本校已清楚明白運用全方位學習津貼的原則，並已徵詢教師意見，計劃運用津貼推展以下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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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項

1.1

語文活動、學術比賽 提升學術成績及提高學習動機 10月-7月 F.1-6 參與人數及奬項 5,000.00$       

朗誦比賽 提升學術成績及提高學習動機 10月-1月 F.1-5 參與人數及奬項 5,000.00$       

初中創意工作坊 提供課室外學習經歴，擴濶學生視野 10月-7月 F.1-3 活動出席率 15,000.00$     

周五全方位活動 提供課室外學習經歴，擴濶學生視野 3月-7月 F.1-5 觀察 18,000.00$     

中文學會藝舍計劃 提高學習動機 10月-7月 F.1-5 活動出席率 9,000.00$       

辯論隊 提供課室外學習經歴，擴濶學生視野 10月-7月 F.1-5 活動出席率 70,000.00$     

The English Society: 

English Speaking Day、
提升學術成績及提高學習動機

10月-7月 F.1-6
參與人數

100,000.00$   


Other English-related

activities

提升學術成績及提高學習動機 10月-7月 F.1-6 活動出席率 10,000.00$     

English Drama Club 提供課室外學習經歴，擴濶學生視野 10月-7月 F.1-5 活動出席率 46,000.00$     

Outing Activities 提供課室外學習經歴，擴濶學生視野 10月-7月 F.1-5 活動出席率 100,000.00$   

Co-curricular activities 提供課室外學習經歴，擴濶學生視野 10月-7月 F.1-5 活動出席率 70,000.00$     

Speech Festival 提供課室外學習經歴，擴濶學生視野 10月-7月 F.1-5 參與人數及奬項 10,000.00$     

數學科 各級數學比賽 提升學術成績及提高學習動機 10月-7月 F.1-5 參與人數及奬項 1,000.00$       

路德會呂祥光中學

全方位學習津貼

津貼運用計劃 (2021-22年度)

範疇 活動簡介 目標
舉行日期

/時期

對象

(級別)
監察/評估方法

預算

開支

($)

基要學習經歷

(請於適用方格加上P

號，可選擇多於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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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科

英文科



校外數學比賽 提供課室外學習經歴，擴濶學生視野 10月-7月 F.1-5 參與人數及奬項 1,200.00$       

初中數學培訓班 提升學術成績及提高學習動機 10月-7月 F.1-3 活動出席率 9,000.00$       

全方位學習活動 提供課室外學習經歴，擴濶學生視野 3月-7月 F.1-5 觀察 5,000.00$       

數學學會 提升學術成績及提高學習動機 10月-7月 F.1-6 參與人數 500.00$          

通識科 文化保育體驗 提供課室外學習經歴，擴濶學生視野 3月-7月 F.5 觀察 20,000.00$     

生命師傅計劃 建立正面價值和態度 10月-7月 F.1 觀察及問卷 20,000.00$     

科學與信仰講座 建立正面價值和態度 10月-7月 F.1 觀察 4,000.00$       

貞潔校園講座 建立正面價值和態度 10月-7月 F.1,3 觀察 4,000.00$       

生死教育講座 建立正面價值和態度 10月-7月 F.4 觀察 4,000.00$       

體驗式學習 建立正面價值和態度 10月-7月 F.4-5 觀察及問卷 40,000.00$     

地理學會 提升學術成績及提高學習動機 10月-7月 F.1-6 參與人數 2,000.00$       

地理科獎勵計劃 提升學術成績及提高學習動機 10月-7月 F.1-6 參與人數及奬項 1,000.00$       

全方位學習活動 提供課室外學習經歴，擴濶學生視野 3月-7月 F.4-5 觀察 16,000.00$     

模擬考古挖掘活動 提升學術成績及提高學習動機 10月-7月 F.1 觀察 9,000.00$       

考察活動-與世史科協作 提供課室外學習經歴，擴濶學生視野 3月-7月 F.1 觀察 700.00$          

考察活動「香港與辛亥革

命歷史」
提供課室外學習經歴，擴濶學生視野

3月-7月 F.4-5
觀察

3,000.00$       


中國歷史及文化推廣 提供課室外學習經歴，擴濶學生視野 10月-7月 F.1-6 參與人數 4,000.00$       

歷史科 專題研習及報告 提升學術成績及提高學習動機 3月-7月 F.1-3 活動報告 400.00$          

STEM活動 提升學術成績及提高學習動機 10月-7月 F.1-2 參與人數 45,000.00$     

SMLC及比賽活動 提供課室外學習經歴，擴濶學生視野 10月-7月 F.1-5 參與人數及奬項 1,500.00$       

全方位學習 提供課室外學習經歴，擴濶學生視野 7月 F.1 觀察 20,000.00$     

科學學會 提升學術成績及提高學習動機 10月-7月 F.1-5 參與人數 1,500.00$       

物理科 全方位外出活動 提供課室外學習經歴，擴濶學生視野 3月-7月 F.4-5 觀察 21,000.00$     

化學科 高中全方位活動 提供課室外學習經歴，擴濶學生視野 3月-7月 F.4-6 觀察 1,000.00$       

生物科 生態環保活動 提供課室外學習經歴，擴濶學生視野 3月-7月 F.4-5 觀察 6,000.00$       

電腦科 全方位電腦科活動 提供課室外學習經歴，擴濶學生視野 10月-7月 F.1-6 參與人數 2,000.00$       

藝術日 發展學生潛能 7月 F.1-5 觀察及問卷 15,000.00$     

管弦樂團 發展學生潛能 10月-7月 F.1-5 活動出席率 36,000.00$     

體育科 田徑隊、籃球隊、乒乓球

隊、羽毛球隊、越野學會
發展學生潛能 10月-7月 F.1-5 活動出席率 120,000.00$   

宗教科

地理科

中史科

綜合科

學

音樂科

數學科



校外比賽 提供課室外學習經歴，擴濶學生視野 10月-7月 F.1-5 參與人數及奬項 21,000.00$     

體育活動日 發展學生潛能 11月 F.1-6 觀察及問卷 150,000.00$   

STEM教育

(添置手提器械及工具)
提升學術成績及提高學習動機 10月-7月 F.1-3 觀察 24,000.00$     

外出比賽或參觀 提供課室外學習經歴，擴濶學生視野 10月-7月 F.1-3 參與人數及奬項 4,000.00$       

藝術精英小組 發展學生潛能 10月-7月 F.1-4 活動出席率 30,000.00$     

課外活動及比賽 提供課室外學習經歴，擴濶學生視野 10月-7月 F.1-6 參與人數及奬項 23,000.00$     

家政科  跨科烹飪活動 發展學生潛能 10月-7月 F.1-3 參與人數 26,000.00$     

旅遊與

款待

外出考察
提供課室外學習經歴，擴濶學生視野

3月-7月 F.4-6
觀察

20,000.00$     


生社科 線上考察活動 提供課室外學習經歴，擴濶學生視野 3月-7月 F.1 觀察 20,000.00$     

創意科技學會 發展學生潛能 10月-7月 F.1-5 活動工作紙 20,000.00$     

校外活動 (資訊科技開放

日)

提供課室外學習經歴，擴濶學生視野 10月-7月 F.4 參與人數 3,000.00$       

全方位學習 提供課室外學習經歴，擴濶學生視野 9月-12月 F.2 觀察 51,500.00$     

資訊素養工作坊 建立正面價值和態度 1月-5月 F.1 活動工作紙 2,000.00$       

學生營商體驗計劃 拓展學生視野,提升學生自信及建立責任感1月-5月 F.4-5 觀察 1,000.00$       

訓導處 領袖生培訓 拓展學生視野,提升學生自信及建立責任感10月-3月 F.2-5 活動出席率 40,000.00$     

新生日:活動奬品 建立正面價值和態度 9月 F.1 觀察 500.00$          

性教育及正向教育講座及工作坊建立正面價值和態度 10月-7月 F.1-6 觀察 25,000.00$     

盡意學習奬勵計劃 建立正面價值和態度 10月-7月 F.1-6 統計 5,000.00$       

外出活動 提供課室外學習經歴，擴濶學生視野 10月-7月 F.1-6 觀察 4,000.00$       

學生講座 建立正面價值和態度 10月-7月 F.1-6 觀察 4,000.00$       

《基本法》大使培訓 拓展學生視野,提升學生自信及建立責任感10月-7月 F.1-6 活動出席率 1,000.00$       

全方位學習活動 建立正面價值和態度 10月-7月 F.1-6 觀察 2,000.00$       

國情教育活動 建立正面價值和態度 10月-7月 F.1-6 活動出席率 2,000.00$       

感恩周 建立正面價值和態度 12月 F.1-6 觀察 10,000.00$     

學生團契 建立正面價值和態度 10月-7月 F.1-6 活動出席率 5,000.00$       

領袖培訓及基督少年軍 拓展學生視野,提升學生自信及建立責任感10月-7月 F.1-5 活動出席率 30,000.00$     

聖誕節、復活節及感恩活 建立正面價值和態度 12月-4月 F.1-6 觀察 5,000.00$       

生命教育講座 建立正面價值和態度 10月-7月 F.1-6 觀察 10,000.00$     

聯校福音營及文娛周活動 建立正面價值和態度 7月 F.1-6 觀察 20,000.00$     

中一生命成長計劃及祝福禮建立正面價值和態度 10月-7月 F.1 觀察 60,000.00$     

活動處 課外活動小組活動及訓練 拓展學生視野,提升學生自信及建立責任感10月-7月 F.1-6 活動出席率 60,000.00$        

公民教

育處

D & T

視藝科

ICT科

人文學

科

輔導處

靈育處

體育科



制服團隊 拓展學生視野,提升學生自信及建立責任感10月-7月 F.1-5 活動出席率 20,000.00$     

祥光領袖培訓 拓展學生視野,提升學生自信及建立責任感10月-7月 F.2-5 活動出席率 100,000.00$   

校內比賽獎品 拓展學生視野,提升學生自信及建立責任感10月-7月 F.1-6 參與人數及奬項 5,000.00$          

家校合

作組
傑出學生選舉 發展學生潛能 12月-4月 F.1-6 觀察 3,000.00$          

生涯規劃大使訓練 拓展學生視野,提升學生自信及建立責任感10月-7月 F.2-5 活動出席率 40,705.00$     

學生講座及工作坊 建立正面價值和態度 10月-7月 F.1-6 觀察 50,000.00$     

生涯規劃日營 建立正面價值和態度 8月 F.4 觀察 15,000.00$     

教學社訓練 發展學生潛能 10月-7月 F.4 活動出席率 3,500.00$       

生涯規劃認識活動/院校活動發展學生潛能 10月-7月 F.3-6 觀察 10,000.00$     

職業探索活動 Career Live 發展學生潛能 10月-7月 F.5 觀察 17,000.00$     

職涯縮影 Career in a 發展學生潛能 10月-7月 F.3-5 觀察 1,500.00$       

工作實戰計劃 拓展學生視野,提升學生自信及建立責任感10月-7月 F.3-5 活動出席率 3,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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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項目

第 2 項

電腦科 Macbook教學軟件及Macbook手提電腦

體育科

E1 E6

E2 E7

E3 E8

E4 E9

E5

全方位學習聯絡人：葉斯敏副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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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費
境外交流／比賽團費（學生）
境外交流／比賽團費（隨團教師）
專家／導師／教練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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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備、儀器、工具、器材、消耗品
學習資源（例如學習軟件、教材套）
其他（請說明）

682

682

100%

全校學生人數:
預期受惠學生人數:
預期受惠學生人數佔全校學生人數百分比(%)

開支用途代號

升學就

業輔導

處

第 1.1 項總開支 1,819,505.00$                             

境外活動：舉辦或參加境外活動/境外比賽，擴闊學生視野

活動處

E7 10,000.00$                                  

-

第 1.2 項總開支 0

用途 預算開支($)

第2項總開支 66,000.00$                                  

第1及第2項總開支 1,885,505.00$                             

購買推行全方位學習所需的設備、消耗品、學習資源

E7, E8 56,000.00$                                  

體育器材 (新興運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