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預算開支

級別
預計參與

人數

($) 智能發展

(配合課程)

德育及

公民教育
體藝發展 社會服務

與工作有關

的經驗

1.1

1 舉辦中華文化日,配合農曆新年,安排寫揮春、猜燈謎等活動,另外中國國粹表演及中民間手工藝工作坊,如變臉、中國功夫、街頭表演,再配以中國繩

結、皮影製作、麪粉公仔、香包工作坊等
綜合能力、中華文化 7/1/2022 全校 752

學生能從活動中認識中華文

化、完成中國傳統手工藝
$60,000.00 ✓ ✓

2 賞文識詞拔尖計劃,指導學生欣賞不同的美文,提醒他們欣賞美文的能力,並以普通話朗讀不同的文章,提升他們的普通話能力 綜合能力 1/10/2021-30/6/2022 P.3 19
學生能把所學文章以普通話帶

感情地朗讀出來,並完成兩篇

作文

$800.00 ✓

3 津貼學生參加 「奧數」比賽費用                  鼓勵學生多參與校外比賽，與校外學生一起交流的機會

提升學生解難能力

12-4-/2021-2022 P4-6 20 學生參加「奧數」比賽 $5,000.00 P

4 Robofest 機械人比賽(香港區) STEM Feb-22 P.4-5 20 比賽成績 $5,000.00 ✓

5 香港大灣區STEM卓越獎比賽 STEM Apr-22 P.4-5 20 比賽成績 $5,000.00 ✓

6 戶外學習日 STEM 11/2022-6/2022 P.1-6 840 課堂表現 $30,600.00 ✓

7 機械人培訓班 STEM 9/2022-6/2022 P.4-5 20 比賽成績 $30,000.00 ✓

8 中秋節環保花燈比賽（以不同的環保物料作為媒介，加上捲曲、繪畫 、拼貼等技巧，讓學生透過中秋節環保花燈製作比賽 探索不同的物料，激發無窮的創意。 同時，亦能培養學生的藝術素養、加深學生對中國傳統藝術的認識。）體藝發展 2021年9月16日-9月27日 P.1-6 100 學生作品 $1,500.00 ✓

9 聖誕節吊飾環保設計比賽（學生可利用環保物料和親人一起設計及製作新穎特別的聖誕吊飾。在設計的過程展示他們的豐富想像力） 體藝發展 2021年12月7日至12月15日 P.1-6 100 學生作品 $1,500.00 ✓

10 愛校主題活動（40週年） 體藝發展 2022年3月 P.1-6 500 學生作品 $8,000.00 ✓ ✓

11 新年設計比賽（透過設計日常用品，讓學生明白生活和藝術息息相關。） 體藝發展 2022年農曆新年期間 P.1-6 100 學生作品 $1,500.00 ✓

12 視資常跨學科STEM活動（各級配合課程（常識科、資訊科技科、視覺藝術科）進行不同的 STEM 教育學習活動，讓學生綜合和應用與 STEM 教育相關的知識與技能以解難和創作。）跨學科 2022年4月 P.2-6 400 學生作品 $6,500.00 ✓ ✓

13 小提琴樂器班(2班) 藝術（音樂） 暫定星期四(全年) 一至六年級 每班約8人 觀察學生受訓表現 $10,400.00 ✓

14 大提琴樂器班 藝術（音樂） 暫定星期四(全年) 二至六年級 約8人 檢示學生出席紀錄 $5,200.00 ✓

15 長笛樂器班(2班) 藝術（音樂） 暫定星期四(全年) 二至六年級 每班約6人 觀察學生演出表現 $10,400.00 ✓

16 單簧管樂器班 藝術（音樂） 暫定星期四(全年) 二至六年級 約6人 $5,200.00 ✓

17 鋼片琴樂器班 藝術（音樂） 暫定星期四(全年) 一至六年級 約8人 $10,400.00 ✓

18 二胡樂器班(2班) 藝術（音樂） 暫定星期四(全年) 三至六年級 每班約8人 $10,400.00 ✓

19 嗩吶笙樂器班 藝術（音樂） 暫定星期四(全年) 三至六年級 約6人 $5,200.00 ✓

20 笛子樂器班(2班) 藝術（音樂） 暫定星期四(全年) 三至六年級 每班約6人 $10,400.00 ✓

21 古箏樂器班(2班) 藝術（音樂） 暫定星期四(全年) 三至六年級 每班約8人 $10,400.00 ✓

22 小阮樂器班(2班) 藝術（音樂） 暫定星期四(全年) 三至六年級 每班約8人 $10,400.00 ✓

23 中樂團 藝術（音樂） 暫定星期四(全年) 三至六年級 約30人 $36,000.00 ✓

24 敬拜隊(非洲鼓) 藝術（音樂） 暫定星期四(全年) 二至四年級 約20-25人 $40,000.00 ✓

25
小小鋼琴家課程（購買手捲琴、樂器儲物箱、鋼琴指法練習紙）

藝術（音樂） 在音樂課中進行 一至二年級 約240人 觀察學生課堂表現 $25,000.00 ✓

26 陸運會 體育 25/1/2022 P.1-P.6 600 學生比賽成績 $8,100.00 P

27 呂小運動競技日 體育 26/1/2022 P.1-P.6 753 學生比賽成績 $13,000.00 P

28 聖誕話劇(服裝費):透過話劇表演，讓學生更明白聖經的話語 聖經科 22/12/2021 P.3-P.6 15 問卷 $800.00 ✓

29 聖經朗誦節(報名費):透過朗誦段段聖經，願神的話在我們心中萌芽生長，陶造我們的生命。 聖經科 三月份 P.1-P.6 6 評分紙 $800.00 ✓

30 編程拔尖課程 STEM 全年 P.4-P.6 753 $30,000.00 ✓

31 有機耕種班(透過環保種植活動提升環境保護大使對種植的興趣) 活動支援 11/21-6/22 P.1-6 30 出席率及工作紙 $32,000.00 P

32 英文(English Party Day)通過活動，提升學生閱讀英文圖書的興趣。 英文科 暫定2022年3 月 P.1-6 753 學生習作 $4,000.00

33 朗誦節 中英文 12/11-25/11 P.1-P.6 81 學生比賽成績 $11,745.00 P

34 制服團隊 領袖訓練 全年 P.1-P.6 138 學生訓練出席率 $19,500.00 P

35 田徑校隊教練 體育 全年 P.3-P.6 30 學生比賽成績 $18,000.00 P

36 芭蕾舞校隊 體育 全年 P.2-P.6 20 學生比賽成績 $86,400.00 P

37 劍擊校隊 體育 全年 P.4-P.6 15 學生比賽成績 $48,000.00 P

38 機械人工程師班 跨學科（STEM） 全年 P.4-P.6 20 學生比賽成績 $48,000.00 P

39 中樂校隊 藝術（音樂） 全年 P.4-P.6 30 學生訓練出席率 $55,000.00 P

40 中樂團 藝術（音樂） 全年 P.4-P.6 20 學生訓練出席率 $13,000.00 P

 （如空間不足，請於上方插入新行。）

$733,145.00

1.2

1 Robofest 機械人比賽(美國賽) 1/3/2022 P.4-5 8 比賽成績 $300,000.00 ✓

2

3

4

5

 （如空間不足，請於上方插入新行。）

$300,000.00

$1,033,145.00

第3項：預期受惠學生人數

編號 項目 範疇 用途

1 足球隊球衣 體育 比賽用品

2 田徑釘鞋 體育 比賽用品

3 軟式排球 體育 上課用具

4 芭蕾舞(化粧品) 體育 表演

5 學界比賽 體育 學界証、報名費、租場費及車費

6
電子編程活動(材料包)

(i)	五年級-智能電燈

(ii)	六年級-交通系統

STEM

讓學生利用材料包進行電子編程活動

-學生親手設計及製作後，再於電腦

編寫好程式，傳輸到作品以完成製作

7
無人機隊 (設備添置)

(i)    群飛系統

(ii)   電池

STEM
提供學生課後拔尖活動，

提高學生編程能力

8 種植材料(如花盆、肥料等) 環保 環保大使活動 $4,500.00

9

 （如空間不足，請於上方插入新行。）

4

基要學習經歷

(請於適用方格加上✓號，可選擇多於一項)
對象

活動簡介及目標

範疇

(請選擇

適用的選項，

或自行填寫)

舉行日期
監察／

評估方法

第1及第2項預算總開支

第2項預算總開支

$1,078,645.00

$45,500.00

第1.1項預算總開支

$5,000.00

$15,000.00

$10,000.00

$1,000.00

$2,000.00

$5,000.00

100%

752

752

郭健昌助理校長全方位學習聯絡人（姓名、職位）：

2021-2022學年

路德會呂祥光小學全方位學習津貼  運用計劃

預期受惠學生佔全校

學生人數百分比 (%)：

預期受惠學生人數︰

全校學生人數︰

第1項：舉辦／參加全方位學習活動

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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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預算總開支

$3,000.00

預算開支 ($)

境外活動︰舉辦或參加境外活動／境外比賽，擴闊學生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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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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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