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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項

1.1

英文科 Visit to WEEE Park 提供課室外學習經歴，擴濶學生視野 11月 F.2 學生能完成課業 1,600.00 E2 

Visit to the Peak and Mad.Tussauds提供課室外學習經歴，擴濶學生視野 1月 F.2 學生能完成課業 9,320.00 E2 

Visit to the Peak and Mad.Tussauds提供課室外學習經歴，擴濶學生視野 1月 F.2 學生能完成課業 24,480.00 E1 

Visit to the Crossroads Foundation提供課室外學習經歴，擴濶學生視野 11月 F.3 學生能完成課業 4,000.00 E2  

通識科 社區考察活動 提升學生對社會議題的認識及關注 12月 F.4 學生能完成課業 2,980.00 E2 

地理科 有機農場考察 優化教學規劃，提升教學成效 12月 F.4 學生能完成課業 2,400.00 E1 

動態的地球考察及地質考察 優化教學規劃，提升教學成效 12月 F.5 學生能完成課業 4,000.00 E1 

旅款科 參觀酒店 認識香港及其他地區的旅遊業 上學期 F.5 學生能完成課業 1,300.00 E2 

1.2

英文科 第七十一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及興趣，建立學習自信9-1月 F.1-6 學生完成訓練 600.00 E5 

中文科 辯論訓練及比賽 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及興趣，建立學習自信9-1月 F.1-5 學生完成訓練 8,040.00 E5 

宗教科 基督少年軍會費 讓學生體會施比受更為有福 10月 F.1-3 學生完成訓練 1,028.60 E1  

基督少年軍訓練 讓學生體會施比受更為有福 全年 F.1-3 學生完成訓練 1,314.30 E5  

靈育處 德育靈育培訓活動 發展學生潛能及培養正向價值觀 10-12月 F.1 部分活動因疫情取消 42,774.78 COVID 

中一生命成長計劃 發展學生潛能及培養正向價值觀 10-12月 F.1 學生完成訓練 4,550.00 E5   

價值教育講座 讓學生認識聖經教導的正向價值 9月 F.1-6 學生投入活動 1,600.00 E5 

路德會呂祥光中學
全方位學習津貼

津貼運用報告 (2019-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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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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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校宿營活動 發展學生潛能及培養正向價值觀 4月 F.1-5 因疫情取消 571.40 COVID 

體育科 體育活動及訓練 發展學生潛能及培養正向價值觀 9-1月 F.1-6 學生完成訓練 3,600.00 E5 

報名參與校外體育比賽 發展學生潛能 9-1月 F.1-6 學生完成訓練 3,884.00 E1 

參加校外體育比賽 發展學生潛能 9-1月 F.1-6 學生完成訓練 1,000.00 E2 

五人足球比賽 發展學生潛能 1月 F.1-4 因疫情取消 350.00 COVID 

活動處 制服團隊 提升學生自信及建立責任感 9-1月 F.1-5 學生完成訓練 250.00 E1  

制服團隊 提升學生自信及建立責任感 9-1月 F.1-5 學生完成訓練 3,840.00 E5  

祥光領袖培育計劃之訓練營 提升學生自信及建立責任感 11月 F.3-5 學生完成訓練 12,469.70 E1 

旅行日 建立正面價值和態度 11月 F.1-6 學生投入活動 1,156.80 E7  

輔導處 性教育講座 建立正確的兩性價值觀 9月,12月 F.4-6 學生投入活動 1,400.00 E5 

學長計劃營費 發展學生潛能及培養正向價值觀 4月 F.1,4-5 因疫情延期至下年度 0.00 E1 

開心學堂成長計劃 發展學生潛能及培養正向價值觀 9-1月 F.1 學生投入活動 1,566.30 E1 

升輔處 學生升學講座及面試工作坊 學生能取得升學資訊，計劃升學和事業路向10月 F.6 學生投入活動 3,850.00 E5 

高中多元出路講座 學生能取得升學資訊，計劃升學和事業路向1月 F.4 學生投入活動 1,900.00 E5 

面試訓練工作坊 學生認識就業巿場及不同行業 5月 F.6 學生投入活動 4,500.00 E1 

職業探索活動 Career Live 學生了解自己的興趣及能力 1月 F.4 因疫情取消 2,800.00 COVID 

1.3

物理科 韓國考察團 提供課室外學習經歴，擴濶學生視野 4月14-18

日
F.5 因疫情取消 10,200.00  COVID 

163,325.88

範疇 項目

第 2 項

地理科 電子器材及測試

STEM STEM活動

STEM 推展中一及中二STEM課程

視藝科 藝術精英培訓 電腦

公民教育校園義工訓練及服務 物資

數學科 太陽能熱狗爐製作、筆插製作

舞蹈組 學習舞蹈

考察工具 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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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際開支($)

購買推行全方位學習所需的設備、消耗品、學習資源

機械人、教具及材料 558.50

外購服務 48.00

製作材料及文具 2,266.86

1,529.00

29,943.75

道具 3,373.00

第2項預算總開支 : 39,719.11

第1及第2項預算總開支 : 203,044.99



E1 E6

E2 E7

E3 E8

E4 E9

E5 COVID

預期受惠學生人數

全校學生人數: 707

預期受惠學生人數: 707

預期受惠學生人數佔全校學生人數百分比(%) 100%

全方位學習聯絡人 :  葉斯敏副校長

交通費 設備、儀器、工具、器材、消耗品

開支用途代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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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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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境外交流／比賽團費（學生） 學習資源（例如學習軟件、教材套）

境外交流／比賽團費（隨團教師） 其他（請說明）

專家／導師／教練費用 透過「一次性支援措施」支付因應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取消學習活動引致的開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