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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項

1.1

英文科
The English Society:  English

Speaking Day、 English Fiesta
提升學術成績及提高學習動機

10月-5月 F.1-6
觀察

50,000


English-related activities、 Teaching

aids、Stationery、 Prizes、Ceremony

& ritual、Transportation fees

提升學術成績及提高學習動機

10月-5月 F.1-6

觀察

20,000



English Drama Club 提供課室外學習經歴，擴濶學生視野 10月-5月 F.1-6 活動出席率 50,000 

Outing Activities: Transportation fees,

tickets,etc
提供課室外學習經歴，擴濶學生視野

10月-5月 F.1-6
活動工作紙

100,000


Speech Festival : transporation and

application fee
提供課室外學習經歴，擴濶學生視野

10月-5月 F.1-6
觀察

6,000


中文科 語文活動、學術比賽 提升學術成績及提高學習動機 10月-5月 F.1-6 參與人數及奬項 4,000 

全方位活動 提供課室外學習經歴，擴濶學生視野 10月-5月 F.1-6 活動工作紙 7,000 

藝舍計劃 提升學術成績及提高學習動機 10月-5月 F.1-6 參與人數及奬項 9,000 

辯論隊 提供課室外學習經歴，擴濶學生視野 10月-5月 F.1-5 參與人數及奬項 72,000 

數學科 各級全方位學習活動 提供課室外學習經歴，擴濶學生視野 10月-5月 F.1-6 活動工作紙 5,300 

通識科 社區考察活動 提供課室外學習經歴，擴濶學生視野 11月-1月 F.4-6 活動工作紙 24,500 

地理科 考察活動 提供課室外學習經歴，擴濶學生視野 1月-5月 F.1-6 活動工作紙 22,000 

路德會呂祥光中學

全方位學習津貼

津貼運用計劃 (2020-21年度)

舉辦/參加全方位學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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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校講座 提升學術成績及提高學習動機 1月-5月 F.1-6 觀察 1,200 

生物科 理大數理比賽拔尖訓練 提供課室外學習經歴，擴濶學生視野 10月-5月 F.1-6 參與人數及奬項 3,200 

活動:資助學生車資 提供課室外學習經歴，擴濶學生視野 10月-5月 F.1-6 參與人數及奬項 3,000 

生態環保活動:活動費用 提供課室外學習經歴，擴濶學生視野 1月-3月 F.1-6 觀察及問卷 4,500 

旅款科 外出考察:中四參觀迪士尼 提供課室外學習經歴，擴濶學生視野 12月-4月 F.4 活動工作紙 10,880 

外出考察:中五參觀迪士尼 提供課室外學習經歴，擴濶學生視野 12月-4月 F.5 活動工作紙 9,600 

外出考察:中五參觀酒店 提供課室外學習經歴，擴濶學生視野 12月-4月 F.5 活動工作紙 1,500 

外出考察:中六咖啡拉花班 提供課室外學習經歴，擴濶學生視野 12月-4月 F.6 活動工作紙 3,000 

1.2

宗教科 跨科協作 建立正面價值和態度 10月-5月 F.1-6 觀察及學生作品 2,500 

體驗式學習 建立正面價值和態度 5月 F.4 學生問卷 21,470 

貞潔校園講座 建立正面價值和態度 5月 F.1 觀察 8,000 

音樂科 樂器班、西樂團、中樂團 發展學生潛能 10月-5月 F.1-3 活動出席率 153,500 

夏威夷小結他課程 發展學生潛能 10月-5月 F.1-3 活動出席率 13,000 

全方位日活動 發展學生潛能 10月-5月 F.1-6 參與人數 2,300 

體育科 各田徑及球隊 發展學生潛能 10月-5月 F.1-6 活動出席率 81,000 

全方位活動及比賽 發展學生潛能 10月-5月 F.1-6 參與人數 28,000 

STEM 中一STEM大課/學習活動 拓展學生視野，提升學生自信及建立責任感12月-5月 F.1 觀察 2,000 

中二STEM發展計劃 拓展學生視野，提升學生自信及建立責任感12月-5月 F.2 觀察 20,000 

每月一STEM活動 拓展學生視野，提升學生自信及建立責任感10月-5月 F.1-6 參與人數 5,000 

科學科 全方位學習及比賽 拓展學生視野，提升學生自信及建立責任感10月-5月 F.1-6 參與人數及奬項 500 

數學科 華夏杯,創意解難數學比賽及理工數理比賽拓展學生視野，提升學生自信及建立責任感10月-5月 F.1-6 參與人數及奬項 1,700 

電腦科 全方位學科活動 拓展學生視野，提升學生自信及建立責任感10月-5月 F.1-6 參與人數 3,500 

輔導處 學生講座 建立正面價值和態度 3月,6月 F.1-6 觀察 2,000 

教務處 資訊素養工作坊 建立正面價值和態度 9月 F.1 觀察 32,000 

活動處 祥光領袖培育計劃 拓展學生視野，提升學生自信及建立責任感10月-5月 F.3-6 學生問卷 12,000 

旅行日 建立正面價值和態度 11月 F.1-6 觀察 20,000 

課外活動小組及訓練 發展學生潛能 10月-5月 F.1-6 活動出席率 60,000 

制服團隊活動 建立正面價值和態度 10月-5月 F.1-5 活動出席率 20,000 

校內比賽 發展學生潛能 10月-5月 F.1-6 參與人數及奬項 20,000 

升輔處  生涯規劃大使訓練 學生了解自己的興趣及能力 10月-5月 F.3-5 活動出席率 20,000 

「大學資訊日」 學生了解自己的興趣及能力 10月-12月 F.3-6 參與人數 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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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講座 學生了解自己的興趣及能力 9月-12月 F.1-6 觀察 13,200 

學生工作坊 學生了解自己的興趣及能力 11月-5月 F.1-6 參與人數 6,000 

生涯規劃日營 學生了解自己的興趣及能力 8月 F.4 觀察 18,000 

教學社訓練 學生了解自己的興趣及能力 10月-5月 F.4 活動出席率 3,500 

行業工作坊 學生了解自己的興趣及能力 3月,5月 F.1-5 活動出席率 20,000 

行業認識活動 學生了解自己的興趣及能力 5月 F.4 觀察 21,000 

中四級職業探索活動 Career Live 學生了解自己的興趣及能力 7月 F.4 觀察 17,000 

職涯縮影 Career in a Nutshel 學生了解自己的興趣及能力 9月-12月 F.4-5 參與人數 1,500 

工作實戰計劃 學生了解自己的興趣及能力 4月-8月 F.4 活動出席率 3,000 

1.3

靈育處 台灣訪宣團 擴闊學生視野 7-8月 F.1-6 觀察及問卷 86,500  

旅款科 中五日本文化交流之旅 擴闊學生視野 7-8月 F.5 觀察及問卷 252,000  

1,382,850

範疇 項目

第 2 項

音樂科 樂器班的樂器

預期受惠學生人數

全校學生人數: 695

預期受惠學生人數: 695

預期受惠學生人數佔全校學生人數百分比(%) 100%

舉辦或參加境外交流活動或比賽，擴闊學生視野

第1項預算總開支 :

用途 預算開支($)

第1及第2項預算總開支 : 1,432,850

購買推行全方位學習所需的設備、消耗品、學習資源

考察工具 50,000

第2項預算總開支 : 5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