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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名稱

機器人編程創意課程

優質教育基金

（適用於不超過150,000元的撥款申請﹚

乙部-﹣計劃書（修訂版）

計劃編號
2015/0Z69

Schedu!elR蔥

基本資料

學校

五邑司徒浩中學

受惠對象

﹙a﹚界別:□幼稚園□小學回中學□特殊教育（瀏麴
（b）學生:250（人數）及中－（級別）

（c）老師:2（人數）

（0其他（請列明）:課外活動學生約20人（中-至中五﹚

計劃書

（I）計劃需要

﹙a﹚請簡要說明計劃的目標’並詳述建議計劃如何影響學校發展。

課程計劃以循序漸進方式說明如何在在課堂中使用EV3機器人進行拼砌﹑編程應用

程序和測試,以達致訓練學生解難和團隊合作’並且推行科技教育。

（b）（i﹚請表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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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

囝促進學生的社交和情戚發展

囝促進老師的專業發展

囝其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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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囝學校發展計劃:

由2007年至今,本校開始運用簡單機器人套件讓學生理解其運動原理’其

後亦於課後加人相關活動’發現學生對其有濃厚興趣,而且也學會如何解難和

同儕合作與溝通,責屬難得經驗。隨著STEM的推行,本校優化課程計劃中主張

於設計與科技科加人機器人內容’以求拓闊學生視野和技能,達致社會需求。
回調查結果:

在近年’教育局已經閨明STEM教育的優先級別’然而最簡軍直接的發展和
使學生感興趣的方式可算是機器人教育‧

再者,近十年’本港中小學乘勢發展機器人課程,並組織學生參與世界性
（如FLL’WRO）或地區性（RⅢIY﹚的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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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文獻研究綜述:

聯合國2002年《教育中的信息與通訊技術中小學課程框架和教師發展綱
要》:信息技術素養是人類繼讀、寫、算後的第四素養,為人類的第二文化。
.曾說:「我看著多種技術發展的趨勢開始匯為－股推動機器人技術前

進的洪流’我完全能夠想像,機器人將成為我們日常生活的╴部分。機器人將
徹底改變人類的生活方式。」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亞太教育局一.︼﹀﹣﹣…

﹦╴.﹣﹣.﹦╴l指出’機器人教學即將進人中小學信息技術

課程體系。再者’機器人教學承載著中小學信息技術教育的核心價值。最後,
中小學機器人教學在信息技術或領域中最具持績發展潛力。

根據以上對未來教育的看法,可見機器人教育在世界各地的教育中正全面
成為正規和重點發展的課程。

囝學生表現評估:

本校學生於課外活動的表現良好’2014年香港FLL創意機械人大賽獲得優
異獎和2015年「亞洲校際機器人比賽2015」第三名。學生在課外活動中表現濃
厚興趣。

囝相關經驗:

設計與科技科教師（申請人）完成數次機器人工作坊’具有相關經驗和技
能教授機器人課程。

課外活動;成立機器人學會四年,曾參加數個世界性（包括香港FLL創意機
械人大賽）和地區性（智能機械由我創、亞洲校際機器人挑戰賽）比賽。

（c）請詳述如何以創新的意念或責踐方法來提升、調適﹑配合及／或補足學校現行的做
法’以促進學校發展’滿足其獨特需要。

本校學校關注事項之-為優化課堂學習’本計畫Ⅱ能在以下方面提升、配合及補足學
校發展:

●透過教授機器人課程讓學生責踐如何拼砌﹑編程和測試’有助將創意和意念責

踐,並促進學生科技教育的技能。

●透過在指定時間內完成機器人編寫程式,培養學生時間管理能力。

●透過平板電腦編寫程式,節省將機器人接駁至電腦的時間,提升學生學習效能
和學習興趣。

●透過平板電腦將教師或學生的編程即時顯示至熒幕,促進課堂交流和互動,並
提升學生學習效能。

●除講述、運用黑板外,教師可透過平板電腦具體展示圖片﹑動畫或編程技巧,

有助提升教師教學技巧和課堂素質。

●透過不同難度的任務,有效照顧學習差異。

（II）計劃可行性

（a）請描述計劃的設計’包括

（i﹚方式／設計／活動

活動以8個課節進行,每兩節完成－個技能,每完成一個技能將進行相關技

能評核或相關課堂活動,以了解學生認知的進度。

課堂將由本校設計與科技科老師教授。上學期,中-級軍數學號,約6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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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二人－組﹚運用產品拼砌機器人﹑運用平板電腦編程和測試。下學期,中

╴級雙數學號進行同樣活動。

另外’課程會延伸至下-個學年中二,將發展進階機器人課程,受惠人將

延伸至中二。同時,相關內容也會於課外活動推行,惠及中三至中五學生。屆

時將超過250名學生受惠。

表現優異的學生將會推薦參加校外活動和比賽,既可加強學生對已有知識

的運用,亦可拓闊學生視野,推動科技教育。

教師將運用平板電腦教學,增加教學效能和效果。由於每組在機器人活動

中運用平板電腦’學生使用藍牙系統連接機器人’因此學生能更有效率地完成
課堂活動’教師亦易於協助學生解決編程上遇到的困難。

課
犬︽

日日

增潤科技

教育學習

領域的學

習元素

目標

課堂活動

內容

編程／

動作要求

達標準則

|1-2 ∣主題 ∣拼砌和設置
﹙K4↓）結構和機械結構

‧應用適當的結構設計（如讓學生思考如何建構雙輪機械人’有何考量

點﹚,並考慮結構的平衡狀態和弱點。

‧根據需要’分類和辨認各類型的結構和組件的使用方式（如何使用機
械人組件將運作轉90度）。

‧了解在機械人如何做到簡單輸人﹣-處理--輸出

完成此課程後,學生將具備以下能力:拼砌驅動基座、將平板電腦連

接到EV3程序塊﹑下載和運行控制機器人行為的程序。

‧學生使用“拼砌說明手冊”拼砌“機器驅動基座”。

‧學生使用編程應用程序執行簡單程序

a.使機器人播放－段生物所發出的聲音;

b.使機器人在EV3程序塊顯示屏中顯示－張圖像;
c.使機器人的程序塊狀態燈閃爍。

100％學生能夠

‧成功構建驅動基座

‧連接和下載程序

‧努力創建或運行簡單程序

‧合作完成任務。

I課節∣3﹣4 ∣主題 ∣直線移動
增潤科技

教育學習

領域的學

習元素

目標

課堂活動

內容

低2）程序編寫

‧使用流程控制語句及循環編寫簡單程序。

‧挑戰活動中,學生能夠在這個部分進行問題分析、算法設計﹙如三角
形的每個內角是多少﹚,把問題細分為子問題﹙即如何使機械人轉動
120度及“角度感測器”的應用,再重覆三次直線行動,令機械人可
以畫出三角形）’從而作出解難。
運算能力

在活動中將涉及計算和數學的過程,需要作出估計和預測（如估計利
用移動模塊前進75cm的時間是多少）。

移動方式的可取之處

形狀’如三角形、正方形運行

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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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程／

動作要求

達標準則

課節

增潤科技

教育學習

領域的學

習元素

目標

課堂活動

內容

編程／

動作要求

達標準則

課節

增潤科技

教育學習

領域的學

習元素

目標

SchedU!ei魏7

‧使機器人選擇以“時間計算器,、‘‘角度感應器,,或“秒數計算器”進行

以下活動:

a.讓機器人於場地墊上進行程式測試。如前進50cm’120cm等

b.讓機器人向前和向後移動至指定位置

‧使機器人利用“Loop迴轉模塊”完成指定形狀

100％學生能夠

‧將機器人移動至指定位置

90％學生能夠

‧利用“Loop迴轉模塊”完成指定形狀

5-6 ∣主題∣曲線移動

‧合作完成任務

|

﹙K￠）結構和機械結構

‧學生能學會運動的分類,如旋轉運動

‧挑戰活動中’學生能夠在這個部分進行問題分析（如何將鋼筆固定在

機器人上∕轉彎的角度如何才可畫出指定形狀）,把問題細分為子問
題’從而作出解難。

完成此課程後,學生能夠操縱機器人繞障礙物跑道移動。通過選擇正

確的編程模塊並設置其參數,學生將瞭解如何和何時使用點轉向、單
-電機轉向和弧線轉向。

‧學生完成三種曲線移動方式

‧挑戰活動:將鋼筆固定在機器人上,然後對其進行編程,以使其繪
製出三葉草形、心形、花形或其他形狀。

‧使機器人進行

a.點轉向b’單一電機轉向c.弧線轉向

‧使機器人繪製出三葉草形、心形、花形或其他形狀。

100％學生能夠

‧將‘轉向參數值,,設置為

50以進行單-電機轉向

‧將“轉向參數值”設置為

l00或﹣100進行點轉向

80％學生能夠

‧挑戰活動;可將

鋼筆固定在機器

人上以使機器人

繪製出正確形狀

7-8 ∣主題∣移動物體

‧合作完成任務

﹙K2）程序編寫和（K∕↓﹚結構和機械結構

‧學生需要運用過去數個課節所學內容以解決本節問題。

‧學生透過分析相關任務,從而作出解難‧他們將會經歷解決問題的

各個主要階段。

問題定義:∣如何使機械人走到指定位置／如何做到移動和釋放物

體。

問題分析:需要哪些組件才可以完成相關任務?如何使中型電機

模塊轉動?

算法設計:如計算機械人行走距離’轉彎的角度等
程序編寫;需要運用哪些模塊完成任務

完成此課程後,學生能夠使機器人移動和釋放不同形狀和尺寸的物
體。

喻

=\

4



•

j

課堂活動

內容

編程／

動作要求

達標準則

Schedu胞iR﹩

‧學生拼砌中型電機模塊’並將其固定在驅動基座上。

‧學生完成移動物體教程,並瞭解如何使用中型電機模塊抓住長方
體。

‧挑戰活動:從起始位置和最終位置之問放置長方體或其他形狀的物
體’讓機器人尋找並回收。

‧使用中型電機模塊’機器人降低框架並抓住長方體。然後移動和釋
放長方體。

‧運用之前所學的知識（直線移動、曲線移動和移動物體﹚完成最終
任務。

100％學生能夠

‧使用中型電機模塊

抓住長方體。

70％學生

‧能夠尋找並回收長

方體或其他物體。

‧合作完成任務

學習活動如何達至計劃目的;

1.協作能力:學生需要以小組形式與他人合作,共同作出計劃、選擇、下決定及
解決問題。

2’溝通能力;學生需要向同儕以□頭述說﹑展示等方式分享構思’通過這些活動’
他們的溝通能力得以提高。

3.批判性思考能力:學生需要在活動中反覆測試和修正相關的構思和設計’在這
些過程中,他們的批判性思考能力得以提高。

4自我管理能力;找出解決問題的方法需有效管理時間和資源運用’主動地解決
當前問題,過程中能提升自我管理能力。

（ii）主要推行詳情

計劃時期:-9／2u1。至8／20l7

月份／年份

2016年9月

2016年10月

內容／活動／節目

購人及提升學校設計與科技室的硬件及設備

軟件安裝及測試、教學場地組裝及測試

∣受惠對象／參與者∣
∣教師／學生∣
∣學生∣

2016年10﹣

2017年1月

2017年2-6月

2017年3-8月

分八循環周進行機械人課堂活動（首循環
半級中－學生約65人）

分八循環周進行機械人課堂活動﹙次循環
半級中-學生約65人﹚

選取部份課堂表現優異學生參加學界活

動’測試學生學習成果。

學生

學生

學生

2017年8月 ∣計劃總檢討 教師／學生∣

（b）請說明教師及校長在計劃中的參與程度及其角色。

﹙i﹚參與的教師人數及投人程度（時間﹑類別等﹚:
2名設計與科技科教師’分工如下:

1名設計與科技科教師﹙申請人﹚,全年投人計劃及安排課堂活動
1名設計與科技科教師,教學

（ii﹚老師在計劃中的角色;
回領袖

回開發者

﹙請剔選適當空格﹚
回協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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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請詳列計劃的預算和主要開支項目的理據‧

申請撥款:港幣106‧400元（調整至百位﹚

預算項目

i）設備

開支詳情

項目

機器人套件及零件（主要）
如:核心套件11套、變壓器11個等

機器人套件及零件﹙延伸）

平板電腦違護殼x11

($3’386x11)
ii）－般開支∣審計費用

﹙d）資產運用計劃

類別

電腦硬件

其他

申請撥款總額﹙＄﹚

項目／說明

平板電腦連護殼

機器人套件及零件（主要）

機器人套件及零件﹙延伸）

數量
l1

11
-︻

d

Sche圃U!e1R,

款額（＄）
理據

59,060

5,040

37,246

5,000

供應給g組（2人

-組﹚學生使用

及供應給2名教

師作電子教學

和備課之用

l06,346

總值

$37,246

$59’060

$5,040

建議的調配計劃

繼績供應給學生及

教師使用

（III）計劃的預期成果

（i﹚請說明評估計劃成效的方法’

囝觀察:觀察學生的課堂表現,包括;能否遵循拼砌說明成功構建驅動基座,

連接和下載程序。運用課堂所教創建或運行程序以完成活動。觀察學生的課堂

投人度和圄隊合作與溝通技巧。

囝活動前和活動後的問卷調查;製作問卷’進行前測和後測以了解學生有否對機
器人增進認知

囝其他（請列明）:挑選學生參加校外比賽。

（ii）請列明計劃的產品或成果。

囝學與教資源:8節課的教學流程

﹙IV）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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告類別及涵蓋時間∣報告到期日

計劃總結報告 30/11/2017

l／9／2016╴3l／8／2017

財政管理

報告類別及涵蓋時間∣報告到期日

財政總結報告 30/11/2017

l/9/20l6-31/8/20l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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