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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部計剖詳情

Schedule 1 P. 5 
2014/0715 (修訂版)

計劉名稱:網絡藝墟 計剖類別:創意藝術及文他教育 機構名稱:沙田崇真學校

(一)背景:

(1)學校簡介

沙田崇真學校為政府津貼小學，創立於一九t五年，直屬於香港果真會。本校乃沙田區第

一個屋苑的第一所小學，紮根瀝誨。本校一直秉承基督信望愛的精神，配合教育改革及社

會需要，與時並撞，讓沙崇的每一份子主動探究、勇於創新，並培贅學生積極的人生態度，

迎接未來種種的挑戰。此外，本校重視師生和生生的關餘，我們的教師團隊團結、用心教

學，本校一直受家長歡迎，收生情況理想。

(2) 申請計劉的背景

2.1創造一個讓學生演出及交流的平台

本校積極發展藝術教育，包括英語話劇、普通話話劇、標準舞及拉丁舞、藝術體操、小

結他樂團、中秋花燈設計、親子風箏工作站等，其中本校英語話劇組更連續多年獲得香

港學校戲劇節﹒英語話劇組「傑出整體演出J 興。目前組的成就有賴校方一直在人力資輝、

課時調動和場地安排上的配合，現時本校房間編配已接近飽和，教師往往只能在有限課

時內教授知識和技巧，實在有需要建設一個演出及交流的平台，讓學生能夠在課時以外

延伸學習，進一步提升「自主學習」的能力，

2.2 提升學生自信心

我們相信每位學生都擁有屬於他們的舞台，發揮其天賦及潛能，因此學校為他們提俱多

元他的學習經歷，舉辦不同的大型活動，令學生能多加參與。我們在每週早會和午息集

會安排「台上分享J 時間，讓同學站在台上演出或分享獲獎心得，目的是為了培育演出

者的自信心，敢發本身及其他學生對事物的興趣，形成了「互相分享文他」的雛型。如

能建立「網絡藝墟J '必能將學生的演出進一步分享。

2.3培育學生對藝衛的追求。

現今網絡視頻平台使學生能夠收看一些音樂課程，但是在語宮和內容的深淺程度上未能

讓學生有系統地篩選適切的學習資源，如能建立「網絡藝墟J '我們能夠配合學習需要

設計單元式的規頻，逐步培育學生對藝術的追求。

2.4 培贅學生欣賞、自主學習和分享的態度﹒

現時「台上分享」的安排較為單向，花時且難以重溫，如能建立「網絡藝墟J '邀請藝

術表現優異的學生於節目中演出、示範技巧或介紹作品，同學還個視頻按個人進度進行
練習，能夠有效培養欣賞、自主學習和分享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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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為演出基建做好準備

本校的禮堂設於地下，國建黨結構關{急觀眾席的樓底~t舞台矮，均未能拍攝禮堂全攪，

拍攝效果未如理想。我們建鐵於禮堂安裝高清半球體式攝像機控制系統，以彌補空間上

的不足。另一方面，為了讓演出者更專注投入，我們建諾在舞台前安裝 42 吋監控電視

機，便在舞台的表演者更能流暢地表達作品。

2.6 高度展示學生的成果

以往每年度的「周年晚會」這類犬型綜藝晚會由於禮堂空間有限，校方只能安排部借家

長和學生參與，未建分享之效，如本校成立電視台，我們可運用影像串流技術直播活動，

令全體師生、家長、校友一間參與，續他們更為了解本校的發展，給予演出者更多的鼓

勵和支持。

(3) 申請機構如何就計劃作好準備

3.1硬件設備

3. 1. 1 本校電腦室位於新翼大樓，已設有隔音地台，空間比一般電腦室寬敞。

3. 1.2 本校已為全校舖設電腦網路及 WIFIlOO ·支援直播服務。

3. 1.3 全校課室已設置電腦、投影機及音響系統。

3. 1.4 本校己設置 50 台平板電腦供互動學習時使用。

3.2 人力資)Jj及行政安排

為有效推展計劉，本校已成立核心小姐，核心成員包括:校長、課程主任、資訊科技主

任、學科主任及各活動組，並在行政組及全體教師的共攝下撰寫計劃書。

(4) 申請擴構具備其他有利推行計割的因素

4.1學校方面

本校著重自主及延伸學習，在學與教方面，本校積極推動資訊科技支援學與敦，本校

的教師對資訊科技教學都有一定的認識，現時大部份教職員有能力製作簡單的電子教

材;部份教師對校園電視台的運作也有多年經驗。超過八成學生有能力與家中運用網

上學習平台進行學習，加上，校方與家長分享「適時應用電腦學習J 的正確態度，本

校人力資源已準備好推行申請計甜。

的教職員方面

本校教師團隊大部份對所發展的專項如音樂、視藝和體藝等有所認識，帶續學生參賽

屢獲殊錯，對本計剖提倡的「網絡藝墟J 發展充滿信心。

的學生方面

4.3.1 本校鼓勵學生「台下鍛錄、台上分享J 0 除7每週早會和午息集會有機會進行演出

及心得分享外，每年學期終會舉行「週年晚會J ·讓學生在台上展示學習成果。

4.3 .2 本校重視說話訓練，透過訓練小司儀，讓學生有不少在台上主持的機會。

4.3.3本校積極推廣網上學習平台，學生有能力於互聯網上進行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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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家長方面

4.4.1 超過八成的家庭電腦或智能裝置支援申請計割的功能。

4.4.2 合資格家庭有權利申請由學生資助辦事處所辦理的「上網費津貼計劃JO

的場地限制

本校主要集會地點是學校禮堂，每星期的周會需分三次進行，動用了不少人力資源，而
且集會人數密度甚高，為改善華會環境，有需要透過遙控錯影轉播技術將部伯學生集會

地點好流至課室內進行。

4.6 師生對廣播製作有一定經驗

本校以往因學校空間所限，而未能建立校園電棍台，但學校一直善用資源，使用中央廣

播系統作學校廣播之用，讓學生從中練習說話技巧，而其效能顯著。教師了解電棍台的

效能後，認為能大大強他廣播的效麓，故希望能增設這些元件，以提升師生的教與學質

蠢，而且已累積的廣播經驗，亦會配合新系統，運用於不同的製作上。

(二)計劃內容

(1) 目的

運用電視網絡支援藝術教育發展，創造一個讓學生演出及交流的平台，培育學生對藝術的
追求，同時提升學生自信心，培替學生欣賞、自主學習和分享的態度。

(2) 目標

本計劃有兩個主要功能:

(1) r網絡藝墟J 資頭庫(網站)

。)早會、周會及大型節目直播

本計副主要基建工程將於四樓電腦室進行，計劉增設電視台設備，由於己設隔音地台，場

地所需改動不大。

2.1建立「網絡藝墟 J (藝術演出作品)資源庫(網站)

「網絡藝墟J 製作，包括以下項目。而校本電視節目的設計範例則可參閱附件一。

產品 集數 簡介

(1)小島吉他 FUN 分享 不少於4集 介紹小結他的故事，手捏法和彈奏方式。每節學習

一個和弦，課程完成後能夠彈賽基礎樂曲。

(2)陶笛一分鐘 不少於 4集 介紹陶笛的由來，手握法、呼吸法及吹奏技巧。每

節學習一至兩個音，課程完成後能夠吹養基礎單音

樂曲。

(3)輕輕鬆鬆 DoReMe 不少於 4 集 介紹基礎樂理，內容包括八個大謂的佈童及其和弦

措法。

(4)戲劇速遞 不少於 2集 介紹戲劇教學習式，包括定梅、連曙定格、旁白默

劇等戲劇習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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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大舞台 不少於2 集 介紹沙崇不同的舞蹈，團隊。

(6)規藝坊 不少於2 集 發掘生活中的日常物品製成有趣藝術品。

(7)藝術體躁 Melody 不少於 2 集 介紹藝術體操的器械運用。

(8)沙崇星星台 不少於 16 集 播放獲獎同學的演出平台。

(9)英語話劇互動平台 體驗階段 主要為英語話劇組製作一些預拍情節，避過舞台表

演者和影冉的互動，引續觀眾國受劇本的情緒與意

措。避過設計影片及表演者的互動，培養學生的創

意思維及視野，此外，學生透過觀賞多媒體演出，

提升其欣賞表演藝術的興趣及能力。

2.2 學生擔任小老師於「網絡藝墟」傳授小技巧。(節目)

本校負責教師對 2.1的項目均有認識，能夠有效設計符合適齡學童的學習內容，邁過小

老師於「網絡聾墟」傳授技巧。

2.3早會、周會及大型節目直播

本校集會空間有限，有需要避過遙控蟻影轉播技術將部份學生集會地點分流至課室內進

行﹒

2.4學生組成 rTV. J 協助整個廣播過程。(後台工作)

同學受幫I1成為後台人員，負責支援各播放點及協助操作整個廣播過程。

2.5 定期舉行貿體「藝墟分享會J' 展示學習成果。

「網絡藝墟」的主要目的是要培養學生欣賞、自主學習和好事的態度，我們會定期舉行

實體「藝墟分享會J' 讓學生展示學習成果。

「實體藝墟分享會」主要提供一個表演平台，讓學生在觀看「網絡藝墟」影片後，展示

學習成果。於計割的第三階段(2016-2017) ，學校會舉行至少兩次「賀禮藝墟分享會J' 盤

請學生觀看一系列的網上藝術課程後，於學校禮堂一間用小結他彈奏樂曲、製作藝術品、

展示藝術體操或舞蹈動作。

(4) 對象及預期受惠人數

不同對象建議使用的資源、
學生 教職員 本校 校外 訪校機構及

約 700 人 約 40 人 當生 適齡學童 校外人士

1. r網絡藝墟」 J J J J J 

2. 學生擔任小老師於「網絡藝墟」傳授 J J 

小技巧

3. 早會、周會及大型節目直播 J J J J J 

4. 學生組成 rTV l 協助整個廣播 J J 

過程。

5. 舉行實體「藝墟分享會J J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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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教師及校長參與計割的程度

1.工作架構及工作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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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劃核心梨構包括(1) r網絡藝墟」資源庫(摘站)(2)早會、周會及大型節目直播兩個部份進

行分流管理。

單位 負責人/科組 主要工作
當備委員會 統籌老師 探討計劃配合校本「藝術教育」發展的方案;

課程發展主任、 探討可行性及解決技術性問題，並設計資源框架;

資訊科技主任 遞交申請

監察委員會 校長 、 課程發展主任 監察計割的整體策劉、實施和成效

核心委員會 校長 監察計劃的整體運作、監察各單位工作進程

課程發展主任 協助監察計創的整體運作 、 監察各單位工作進程

統籌老師 監察各組為設計資源、提出的建議

資訊科技主任 、 工程規劃顧問 、 購置電腦設施顧問、 電腦設施管理 、 l

統籌老師 保養 、技術支援及提供培訓
「網絡藝墟J 組 藝術教育負責老師 設計相關資源、訓練小老師及舉辦實體藝墟
早會、周會及 資訊科技主任、 設定直播時間表、訓緻 rTV 」

大型節目直播 統籌老師

技術支援組 資訊科技組、教學助理、 負責技術的支援、網站管理及保養

I.T.技術員 影月製作

計劉推廣小組 課程發展主任 統諒推廣及產品發佈

(6) 推行方案及時間表

1. r網絡藝墟電視台J 設計圈

綠色布幕 ) 

燈棚
11 流動式 i 

拍攝區 li 電視台廣播系統 i 

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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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r網絡藝墟」之具體使用情況

資源製作及上載網站

統審老師

制定製作時間表

藝術教育負責老師

提出學與敦的建攝

老師+1.T.技術員

拍攝及製作影片

3. 製作及發佈時間表如下:

「網絡醬墟 I資源製作及發佈時間賽 (n且， 2016 -n肘 201 7)

組別 主題 製作時期 發佈時間 藝墟分享會 對象

沙崇Uku Band 小結他 FUN分享 JULI6-JANI7 
音樂科 輕輕鬆鬆 DoReMe

DEC16 
JUN16-JAN17 

音樂科 陶笛一分鐘 FEB17-n月~17 . 

中文科 戲劇速遞 SEPI6-DEC17 . 全校學生、

視藝科 視藝坊
發佈前

MAR17 老師、校友
一個月

JAN17 

聲術體操 藝術體躁 Melody
製作

FEB17 及
舞蹈，組 大舞台

瓦肘17
校外人士MAR17 

活動組 沙崇星星台 民則16-Jl肘17 . 

英語話劇組 英語話劇 . . 
互動平台

4. 工作時間表(進行期: 2016 年 1 月至 2017 年 9 月)

階段 年份 月份 計劉及進度

第一階段 2016 JAN-MAY -工程進行

2016 JAN-MAY .場地整理、購置設備

2016 MAY -校本培訓各最少 1 次(蝶作員訓練、教職員培訓1)

第二階陵 2016 瓦丑4 ﹒(1)每月遙距錄影最少 4 次優秀演出; [電視台卜

(試行月) ﹒ (2)每適一次主播集會; [直播]

.過程評鑑及修訂計割。

2016 R几-SEP ﹒(1)每月錄製最少 2 節的「網絡藝墟」節目; [電視台] I 

-ο)錯影及轉播週年晚會節目。 [電視台]

第二階陵 2016 OCT-JUN ﹒ (1)每月直播最少 2次優秀演出; [電視台]

-2017 ﹒ (2)每週一次直播集會; [直播]

﹒ (3)每月錄製最少2節的「網絡藝墟J 節目; [電視台]

﹒ (4)英語話劇互動平台敢用; [電視台]

國 (5)舉行最少兩次實體「藝墟分享會J' [活動]

﹒ (6)錄影及轉播過年晚會節目。 [直播]

第四階段 2017 瓦兀-SEP 團成效評鑑(檢討會議，延展性會語及問卷調查) ; 

﹒產品發佈及經驗推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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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預期產品及成果

1.產品

(1.1)節目:每月錄播最少 2-4次優秀演出、每週 1 次直播集會、每月錯製最少 2 節的「網絡藝墟」

節目。

(1.2) 活動:英語話劇互動平台、舉行賀禮「藝墟分享會J 0 

(1.3) 演出者、小老師、操作員。

2. 成果

(2.1) 有效運用電視網絡平台推動藝術教育。

(2勾透過演出租小老師計劃，提升學生自信心及培養學生對藝術追求的積神。

(2.3)提供東道讓學生培養自己的興趣。

(2.4)向外界分享 r~罔絡藝墟」資源庫。

(8) 財務預算

項目 單價 數量

Al 全高清專業數碼攝錄機 $17,000 
A2 攝錄機三腳蕪連踏輪 $3,000 
A3 全高清質時影音處理系統 $70,000 
A4 全高清液晶顯示器(連視頻分割器) $5,000 
A5 全高清拍攝室等播監視器(連電棍機車架) $4,500 
A6 4 路影音一進四出分配放犬器 $1 ,000 
A7 影像接線及分線系統 $2,000 
A8 立體聲擴音器(一對) $1,500 
A9 16 路立體聲:昆音器 $4,500 

(A) AI0 手提麥克風和站立式腳架 $1 ,000 
器材 Al1 專業指向性收音帶~ $2,500 

A12 監製專用麥克風 $2,000 
A13 監製專用耳筒 $250 
A14 攝影師及演員專用耳筒 $250 
A15 音頻訊號放大器 $1 ,500 
A16 音訊接線及分線系統 $2,000 
A17 數碼串流廣播系統 $25,000 
A18 實時數碼影像剪接軟件 $3,000 
A19 樂器專用電容咪連接電腦錄音組合 $2,000 

合計:

Bl 「校園電視台」拍攝點安裝工程 $20,000 
(B) B2 「校園電視台」拍攝及控制室工程費用 $85,000 
工程 B3 「校園電視台」軟件及硬件安裝費用 $10,000 

合計:

(c) 
Cl 「校園電視台J 操作培訓(教師及工作人員) $2,500 
C2 「校園電視台」小記者及主播培訓I (學生) $2,500 服務

合計:

(D) Dl 「校園電視台」核數支付費用 $5,000 
一般開支 合計:

總計:

總額

$17,000 
$3,000 

$70,000 
$5,000 
$4,500 I 
$1,000 
$2,000 
$1 ,500 
$4,500 
$1 ,000 
$2,500 
$2,000 

$250 
$250 

$1 ,500 
$2,000 

$25,000 
$3,000 
$2,000 

$148,000 

$20,000 

$85,000 

$2,900 

$107,900 

$2,500 

$2,500 

$5,000 

$5 ,000 

$5,000 
$265 ,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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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edule 1 P. 112 
有關建設/設施的真體說明:

AI-A17一一電視台基礎建設 A18-控制及發佈主機

A18-.具自主更彈性的剪接系統 A19一一減沙雜音，達到更佳錄音效果。

(9) 資產運用計劉

類別 項目/說明 數單 總值 建囂的調配計劉

視聽器材 Al 全高清專業數碼攝錄機 $17,000 繼續留校使用
A2攝錄機二腳架連踏輪

的全高j實實時影音處理系統

A4全高清液晶顯示器(撞視頻分割器)

A5 全高清拍攝室轉播監祖器(連電棍機車架〉

A64路影音一進四出分配放大器

A7 影像接線及分總系統
A8 立體聲擴音器(一對)

的 16 路立體聲:昆音器

AI0 手提麥克風和站立式腳無
All 專業指向世收音咪

A12 監製專用麥克風

A15 音頻訊號放大器

A16 音訊接線及分線系統

A17 數碼串流廣播系統

A19 樂器專用電容咪連接電腦錄音組合

電腦軟件 A18 實時數碼影像剪接軟件

(10) 評鑑參數及方法

1.評鑑時期及對象

$3 ,000 
$70,000 

$5,000 
$4,500 
$1 ,000 
$2,000 

$1,500 
$4,500 

$1 ,000 
$2,500 
$2,000 
$1 ,500 
$2,000 

$25,000 
$2,000 
$3,000 

完成第二階段。016 年 12 月)進行成效評估。評估對象包括學生、教師和家長等相關參與者。階

段式的成效評估，將有助改善及優化下一階段計劉的實踐，

2. 評鑑形式

評估項目 評估方法 表現指標

1.創造一個讓學生演 統計參與人數及 最少 50 人次參與「藝墟分享會」的演出﹒

出及交流的平台 瀏覽率 網絡藝墟節目平台平均有 300 人次瀏覽

2. 提升學生的自信心 問卷調查 60%參與節目演出的同學增強自信心、提升溝

3. 學生對藝術的追求 過技巧及藝術學習更認真;

4. 培養學生欣賞及分 40%收看節目的同學有興趣加入藝術團隊

享的態度 60%幕後操作的同學對幕後操作宮、鐵增加及

樂意繼續參與工作。

5. 培養學生自主學習 統計自學閣 小息時段設置自學聞(借用樂器和器械) .七成

的態度 使用次數 時段讓有志學習的同學得以發展

6. 教師認為電視台提 統計製作教材的 其中 2 節課教師能夠應用相關節目內容輔助

升教學效龍的程度 次數及觀察成效 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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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計劉如何令對象受惠

1. r網絡藝墟」可供適齡學畫或對藝術有興趣的人士使用資源。
2. 透過本校家長日、開放日，向本校及校外人士分享計直到理念及成果。
3. 申請將計創存放優質教育基金資源中心，供教育界同工參考。

(12) 計劉成效的延續

1.定時設計「網絡藝墟J 的節目內容。

2. 為直播節目配合智能裝置提俱即時收集學生回應的功能。

(13) 推廣/宣傳方法

1.透過學校網頁介紹「網絡藝墟」計副理念及成果﹒
2. 透過校訊、通告、家長會、講座向學生及家長介紹計劃。
3. 邁過宣傳活動，推動學生參與計甜。

4. 開放「網絡藝墟」供教育界參觀﹒
6. 參加優質教育基金推廣及宣傳活動。

(1 4) 校外人士使用計劃內容

瀏覽本枝、網站、參與學校分享會及家長日等

{l月遞交報告時間表

本校承諾準時按以下日期遞交合規格的報告:

Scheduie 1 P.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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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告到期日
計劃進度報告 3117/2016 中期財政報告 311112017 

11112016 - 30/6/2016 11112016 - 31112/2016 
計劃進度報告 311112017 財政總結報告 31112/2017 

11712016 - 31112/2017 11112017 - 30/9/2017 
計劃進度報告 311712017 

11112017 - 30/6/2017 
計劃總結報告 31112/2017 

11112016 - 30/9/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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