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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質教育基金

(適用於不超過 150 ，000 元的撥款申請)

申請表格---第二部份(計劉書)

Schedule 1 PO 4 

計創名稱 '計副編號

機器人創作室

基本資料

2014/0348 (修訂版)

學校:路德會西門英才中學

受惠對象

盟章

(吋界別:回中學

(b)學生: 中二級學生130人

(c) 老師: 1 人
(d) 其他: 課外活動學生約20人(中一至中五)

(1) 計創需要

(吋請簡要說明計創的目標。

透過一系列的機器人教學課程，由淺入深，教導學生搭建機器人，編寫程式，解決不同
供的解難任務，能在有趣的課堂活動中，推行現今科技教育。

(b) (i) 學校的需要及優先發展項目。

回提升學與教，以促進學生在科目/學習範圍/共通能力發展上的知鐵
回促進老師的專業發展

固其他全力推行科技教育﹒
(ii) 請提供相關的背景資料以論證(b)(i)中所提及的需要。

回學校發展計創: 2001年至今，本校積極參與及推行機器人科技教育，曾於不同時段於
課程中加人機器教學內容，並觀察出現今的青少年對機器人學習的高度興趣

回調查結果:世界大部份先進國家已將機器人教育引人正規課程，各地區為推廣機器
人教育活動，每年均組織不同大小的地區性/世界性賽事或交流活動。

回學生表現評估: 2002年至今，於本港及國際機械人競賽中，獲獎超過50項。
回相關經驗:曾多次舉辦機器人推廣活動「 種子計劃J ·教授
小學生搭建及編程機器人學習套件;多次參與 ; 表演學
校;及教育局舉辦的分享會等。

因其他:本校設計與科技科教師(即申請人)接「 協會」認定並頒發獎項
為「全國十優機械人指導員」

(c) 請詳注如何以創新的意念或實踐方法來提升、調適、配合及/或補足學校現行的做法。

於設計與科技科課堂中引人最新機器人教學，以2人1組形式，讓學生參與「動手做」的
課堂實踐活動。由學習結構、機械原理，以至程式編寫，加強學生對科技教育的興趣，

有助學生多元智能發展。



。。 計劉可行性
(吋請描述計割的設計，包括:

(i) 芳式/設計/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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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edule 1 P. 5 l 

活動以)\次連堂 (80分鐘)的課節進行，每堂均會教授一個(或以上)新技能，即堂會

有相關技能的課堂活動，考核學生當天所學。

以一級4班(A，B，C，D)為列: A，B班會由產品及課程提供的導師教授及進行活動(約3小時
x 8次) t 本校老師從旁觀察，協助，參與活動。掌鐘內容後，便能自行進行C，D班的教
學活動。(上學期)

下學期(也包括日後的學年)因老師已取得教授上述課堂的經驗，便能自行完成所有課
堂及教學活動。故此不會對基金及校方造成長期的財政負擔。

課程將使用由 場地圖紙作為教學/解難的題目及練習，透過

學習運用STEM (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Mathematics) 的知識，完成八個課節
的教學及練習目標。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及成功函。

相關內容也會於課外活動中進行，故此受惠人不單是中二級的學生，也會包括全校其他

級別的同學。

所有表現優異的同學，均會代表學校參與其他學界活動/比賽，除可加強知織的運用，

開闊眼界，更能為香港推行科技教育的發展。

教學計劉、活動及評估準則

課節 課堂主題 使用的廠應器 學習活動內容 編程/動作要求 達標準則
控制機器 時間計算器 計算車輪旋轉圈 機器人能於指定 100%學生

人的直線 角度感應器 數/接轉度數所能 距離直線行駛 成功完成措
移動距離 移動的直線距離 定練習動作

2 控制機器 角度國應器 單輪轉向/雙輪轉 機器人能按指定 100%學生
人的轉向 向/順時針及逆時 要求作出轉向動 成功完成措
角度 針轉向 作 定練習動作

3 精確轉向 陀螺儀 使用陀螺儀作出 配合使用循環程 100%學生
更精確的轉向動 序，機器人能按 成功完成指

作 指定要求作出精 定練習動作

確的轉向動作

4 適時開始/ 觸碰感應器 如何為機器人加 為機器人加上觸 100%學生
停止動作 裝觸碰戚應器及 碰感應器，讓機 成功完成指

其使用方法 器人停止或改變 定練習動作(
移動方向

5 檢測顏色 顏色傳感器 讀取顏色/數據收 機器人能讀取不 100%學生 | 

集/探索等待/ 同的顏色(黑白 成功完成指

紅黃藍綠棕) 定練習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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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Schedule 1 P. 6 
6 檢測及反 顏色傳廠器 探索物件/與物件 機器人成功探索 100%學生

應 超聲渡感應器 的距離定位/避開 物件後，能作出 成功完成指

物件/移動物件 指定的反應(迴 定練習動作

避或移動物件)

7 沿線前進 顏色傳戚器 連續搜尋白色/黑 配合使用循環程 100%學生

色的功能 序，利用顏色傳 成功完成指

戚器追蹤黑線行 定練習動作

走

8 綜合應用 所有己學過的 模擬競賽 於比賽場地中， 70%學生成
(高階技 傳戚器 運用己學會的技 功完成兩個

術) 巧，完成最少兩 或以上的任

個或以上的任務 務

(ii) 主要推佇詳情

計創時期: 9/2015 至 10/2016

月份/年份 內容/活動/節目 受惠對象/參與者

2015年9月 購入及提升學校設計與科技室的硬件及設備

2015年10月 軟件安裝及測試、教學場地組裝及測試

2015年10- 分八循環周進行機械人課堂活動(首循環:半級中

2016年1 月 二學生約的人)

2016年2-6月 分八循環周進行機械人課堂活動(次循環:半級中

二學生約的人)

2016年6-9月 選取部份課堂衰現優異學生參加學界活動，測試學

習成果。

2016年10月 計劉總檢討

(b) 請說明教師及校長在計劉中的參與程度及其角色。

(i) 參與的教師人數及投入程度:

1名設計與科技科教師，全年投入計劃及安排課堂活動

1名課程設計的導師，協助設計課程及教學

(ii) 老師在計創中的角色:

回領袖 回協作者

教師/學生

教師

學生

學生

學生

教師/學生

3 



Schedule 1 P. 7 ~ 
(c) 請提交計劉的預算和主要開支項目的原因。

申請撥款:港幣 92，100 元

預算 開支詳情
原因

項目 項目 款額($)

服務 機器人套件到校培訓 $1,650 提供適切的課程

(約$550 x 3小時) 及教學內容予學
生學習

設備 機器人套件及零件(主要) ($47,056) $48,836 教學套件( 1名教

師及18名學生用)
如:

﹒核心套件10套 學生分8組進行活

-變壓器10個 動

﹒軟件(授權/許可)

﹒其他挑戰/活動套件、零件、馬達等

機器人套件及零件(延伸) ($1 ,780) 

桌面電腦 x8 $41,600 
($5200 x 8) 

設備總計: $90,436 

申請撥款總額。):
$92,086 
($92,100) (調整至百位)

資產運用計創

類別 項目/說明 數量 總值 建鐵的調配計劃

電腦硬件 桌面電腦 8 $41 ,600 供應給 8 組 (2 人一組)學生使用|
其他 機器人套件連軟件 10 $48,836 老師備課及未範 2 套

8 組學生 8 套

。11) 計劃的預期成果

(i) 評估計割成效的方法;

回 觀察:統計出席人數，觀察學生的課堂表現，包括:投入情度及能否完成每次課堂活動等。

回 活動前和活動後的問卷調查:進行問卷調查，了解學生在活動前、後對機器人方面的智識

是否有更深入的了解及增加。

固 其他:校外比賽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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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ii) 計創的產品或成果 Schedule 1 P. 8 

回學與教資源

囝其他:校活動成果，印製活動 Banner I 與社區人士分享

遞交報告時間表

本校承諾準時按以下日期遞交合規格的報告:

計劃管理 財政管理

報告類別及涵蓋時間 報告到期目 報告類別及涵蓋時間 報告到期目|

計劉進度報告 30/9/2016 中期財政報告 30/9/2016 
1/9/2015 - 31/8/2016 1/9/2015 - 31/8/2016 
計副總結報告 31/1/2017 財政總結報告 311112017 

119/2015 - 31/10/2016 1/9/2016 - 31/10/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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