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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總結報告 計劃編號: 2015 10490 

甲部

計劃名稱:善用「數碼校園電視台l發展學生多元智能

機構/學校名稱:聖若瑟英文中學

計劃進行時間:由12/2016( fj/.彷至11/2017仿/彷

乙部

填寫此部台報告藹，請先詳閱讀「優質教育基金計對總結報告填寫指苦心。

請另頁(A的昀書寫，就以下項目作出總結報告:
1. 達成目標
2. 計劃對學習成效、專業發展及學校發展的影響
3. 自我評鑑計劃的成本效益，需清楚列出有關指標及衡量準則

4. 成品及推廣模式，及外間對那些推廣活動的反應

5. 活動一覽表

6. 計劃實施時所遇到的困難及解決方法

計劉負責人姓名: 壁畫盟
簽名:

日期: 26 - 2 -2018 

受款人姓名*

簽名:

日期:

潘永強

26 -2 - 2018 

兮十劃總結報告須經「網上計劃管理系統j提交。一經提交，報告將被視為已經由校監/機構主
管或代表機構簽署{憂質教育基金撥款協議書的人士確認。

此表格/措哥!可於優質教育基金鋼頁Ittt/J:II(/e(.orf!.hk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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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質教育基金總結報告填寫指引

在填寫計懿評鐘時，讀詳述以下各點。以下挖苦i提供參考，善農計劃負責人/小組反思計

劉的成效。

1.能否達成目標
評鑑是否已達致計劃書內列明的各項目標時，須包括以下項目f有紡車向可皮帶你件內著一身權封，或以廚智吉普
落形式畫為 1

-目標陳述
一與自標相關的活動

一目標達成程度
一目標達成的鐘據或指標

一如不能達成目標﹒須列出原因

2.計劃影響
按照証控為本的方法，從以下角度評鑑計劃對學習成效/專業發展/學校發展的影響:

一拓寬學生/教師的視野
一加強學生/教師的成功臨
一促進學生發揮專長及潛能
-訓練學生適應社會發展的需求

一為教師提供更多培訓l機會，促進教師的專業吉普展
一改善學習氣氛

一但進學校團隊精神及提升學校整體形象
一引發與其他學校/專業團體的協作機會

3.自我評鑑計劃成本效益
受款人必須填寫本附件內衰二的預算核對衰，與報告一併遞交。關於預算項目的分類辦法，請參照計劃協鵲書
附件二。

請就以下各方面評鑑計割的成本效益:
一 資輝的運用(例如器材、申請學校/參與學校的人力資源等)
- 按直接受惠人士數目計算的單位成本

一 計劉所建構的學習課程及資料的延續性
當其他學校重做計創峙，不須另外j主資的開支項目(包括計創的開辦成本、備用成品等)

一 以朝臣成本達致相同效益的其他辦法

4.可推介的成果及推廣模式
在評鑑計割的成品及推廣價值時應包括以下項目。f有府貢料可皮承前并丹主管三時搭;:eY!/IiJJ : 

一成品說明(例如種類、名稱、數量等)
一評鑑成品的質素及推廣價值
一已舉辦的推廣活動(請列出日期、模式等) .以及參加者/受眾對活動的反應。
一有關由優質教育基金加以推廣的成品的價值及其可行性，以及建議的推廣模式。

請同時扼要說明計割的成功因素/經驗，以及延續計割的可行性﹒

5.活動一覽表
請列出計創進行期間舉辦的活動詳情，例如活動種類、內容、參加人數及參加者的反應f有府買辦可皮?fs:!lf件均

表囚的格式，或以摺短段落形式賽事� 0 

6.困難及解決方法
如實際推行的計劉(包括預算、時間表及過程等:)與原來計創有出人，須在此部分解釋原因。

說衰梅/指哥!可於優質教育基金娟頁líItn://(/ef. orf!.1l ht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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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能否達成目標

目標陳述:

1. 透過影像製作及欣賞，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培養學生自愛互愛的精神。

2. 利用自行製作的校本影像教材，提升學生兩文三語的能力，培巷學生創意、批判性思考、

運用資訊科技、解決問題及研習的能力，有助提高學與教素質，以達致有放學習。

3. 配合各科學習，提高教師的專業知識及技施，促進有效的學與教。

4. 增加學生及家長對於學校的歸屬戚。

表一:目標是否達到

說明目標
與目標相關

達標程度
達到目標 未能撞到目標

的活動 的證摟或指標 的理由

目標一 • 成立校園電視台製作隊伍 達到75% 100%參與製作節目的 因時間所限，學生能
並提供訓練。 學生加深了對節目製 製作的節 目數量及 形

• 製作隊伍配合部分科組計 作的智、識和興趣。 式有限，暫未能顧及
劃製作節目。 透過分享會'70%學生 學生自愛互愛的精

• 在校內公開播放節目予學 表示節目能提升他們 神。

生觀看。 的學習興趣。
目標一 • 製作書籍分享節目，學生 完全達到 100%教師認同透過本

分別運用粵語及英對防 校電視台，學生能發
Y毛EFr 。 揮各種多兀智能，加

• 訓練校園記者，並在不同 強學生各種共通能
的活動中進行探訪。 力，有助提升學與教

• 學生參與節目策劉及製 的 質素，並能照顧學
作。 生的個別需要。

• 在校內公開播放節目予學 100%參與製作節目的
生觀看。 學生認同個人的才能

得以發揮及能接升到
各種共通能力。

目樑二 • 在教職員會議上介紹校園 完全達到 100%老師曾參與製作
電棍運作及製作計劑。 節目的工作。

• 教師接受校園視台製作的 97%的教師認為個人
相關培訓。 資訊科技的能力獲得

• 在教職員會插上報告校園 提升。
電視台進展、分享經驗及
討論節目製作內容。

目標四 • 製作校園生活頻道節目， 達到50% 100%學生透過製作節 因進度嚴重落後(詳見l
例如水運會及陸運會比賽 目增加對學校的歸屬 6.困難及解決方法) • 

精華、學界賽事精華、老 鼠。 節目未能安排向家長
師專訪和重要活動宣傳 播放，亦未能向家長
等。 收集意見。

• 在校內公開播放節目予學
生觀看。

此衰搗/指引可於優質教育基金鋼頁1111.曰;//Qe(.ore.lzk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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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計劉影響

A. 拓寬學生/教師的視野

透過觀察學生的表現、進行檢討分享會及問卷調查，反映學生能藉著不同活動，包括拍攝訓練班、工作
坊、影片製作、構恩節目等等，加深了他們對校園電視台節目製作的認織，運用資訊科技的能力亦獲得
提升。 透過小組形式製作節目的經驗， 學生能發現自己的興趣及專長 ，增加協作能力。

另一方面，透過教師工作坊、經驗分享及教職員會議的報告，本校教師能透過本計剖，接觸到當中涉及
到的資2師等技，亦對拍攝教學影片有更多認識，強化了教師對教學影片有助學與教質眾的認知。

B. 加強學生/教師的成功戚

學校公開播放校園電視製作的節目並讓全體學生觀看，學生反應正面，讓參與影片製作學生充滿成功
鼠。遞過檢討分享，製作的學生亦主動提出可改善之處，力求完裳。

透過經驗分享，反映老師在推動、策創及製作教學短片的過程，能享受與學生的合作互動。 當節目播放
後，亦1劉哥校長、老師、學生、訪校來賓的正面評價，提升老師製作教學節目的成功獻。

C. 促進學生發揮專長及潛能

透過觀察檢討分享會及問卷調查，學生表達出在參與不同的訓練及實際影片製作中， 能發掘出自己的專
長 及興趣，例如有學生最初只熱衷於音效方面的工作，但經歷了整個製作節目過程後，發現自己對記者、
主持 的工作更為擅長;亦有學生對影片剪輯的技能原本只屬一般，但經導師指點及與其他同學交流磋砌
後，大大提升了這方面的技能，同時亦樂於嘗試更多不同的效果。 校園電視台確實提供了→固平台，讓
學生的技術有所發揮，盡展潛能。

D. 訓練學生適應社會發展的需求

本計劉議學生有機會接觸到無體創作行業的人士，明白更多這行業 的情況，更加了解到社會與學校對媒
體創作的要求的分別，透過業 界人士的教授，總他們知悉良好準備、盡貴、合作、守時、變通.. . . . �等等
的重要性。

通過網絡以多媒體形式來表達意念已成趨勢，本計創能訓練學生運用相關的資訊科技，配合社會發展的
需求。 此外，學生亦能透過互聯網上豐富的資源，自己學習所需的技能，培養主動學習、終身學習的態
度。

E. 為教師提供更多培訓機會，促進教師的專業發展

本計劉為老師提供了工作坊，議老師對影片製作所涉及的不同環節的認識加深了。同時透過帶領學生進
行拍攝，老師亦能接觸到相關的資訊科技，促進教師的專業發展。

F. 改善學習氣氛

本計割草醫師生能製作不同的教學影片，有助學校開發校本的教學資源，讓學生在校肉、校外使用，隨時
學習。 由於影片由本校師生製作，內容更能貼近校俏，學生普遍感到有趣及容易接受。 例如一段教授3D
打印的影片， 由學生負責講解、搜集資料及作出示範，影片中出現同學們熟悉的面孔，他們觀看時會更
留心、討論時會更熱烈，大大改善學習氣氛。

此衰格/詣哥!可於優質教育基金摺頁"lIn:llae(.or!!.Izk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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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促進學校團隊精神及提升學校整體形象

在製作的節目當中，包括多段學界體育賽事的精華或直播。在播放這些影片時，觀察所得，學生及老師
會駐足欣賞，並在屏幕前為本校學生歡呼、打氣， 可見本計劉能促進學校園隊的精神。

另一方面，校園電視台的採訪隊伍，曾多次在有校外團體到訪本校時進千有5間，有來賓表示探訪隊伍準
備充足、談吐得體， 對提升學校整體形象有一定作用。

H. 引發與其他學校/專業團體的協作機會

得知本校成立校園電棍台後， r聖若瑟英文中學校友會J願意派出專業人士作技術支援，同時亦邀請本
校校園園電視台協助拍攝及製作該會的節目。

3. 自我評鑑計劃成本效益

表二:預算核對衰

變更
預算項目 核准預算 實際支出 [(乙)-(甲)] / (甲)

(根接協議書的表11) (甲) (乙) +1一%

設備 131，900 j[; 185，900 TG +40.94% 

工程 107，900 j[; 193，700 TG +79.52% 

服務 5，000 TG 5，000 7G 0% 

核數 5，000 j[; 5，000 7G 0% 

A. 資源的運用(例如器材、申請學校/參與學校的人力資漲動

所有器材均已經在製作、播放節目過程中使用，校方更按照實際需要添置設備，令校園電視台有更
好的發揮。
此外，除了日 常拍攝節目外，有關的資源(攝錄機、麥克風、直播系統)亦用於校內不同活動中，務
求能充運用資源。

B. 按直接受惠人士數目計算的單位成本

學生人數:757人，家長人數約1 500人，教師、教學助理及社工人數:67人
實際總支出=249，800元
單位成本= 107. 49元/人

C. 計劃所建構的學習課程及資料的延續性

在計翻中提供了不同的學生培訓課程，包括拍攝、製作、航拍、電視台系統操作等。 未來將會由已
學成的學生，負責訓練新一批的成員， 以保持人才培訓的延續性。
學校會建立錄像資抖庫，以儲存所有校園電視台製作的節目，以便日後有需要時 可以隨時使用。

D. 當其他學校重做計劃j時，不須另外注資的開支項目(包括計劉的開辦成本、備用成品等)

用有效的方法把製作成品向各持份者發佈是重要考慮，我們可以善用免費的視像分享平台，
建立播放頻道。

E. 以較低成本達致相同效益的其他辦法

市面上有些軟件、雲端服務或視像分享平台，可廉價甚至免費做到本計割的部分效果，例如影片編

此表格/指引可於種質教育基金謂頁 "tt/};//ae{.or2.11 k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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輯、儲存、荳播等，但當中可能牽涉到底告或使用權限的問題。
另外，現今網上採購盛行，可直接從世界各地購買器材，相信可以降低成本，但當中涉及的報價程
序可能較為繁復。

4. 可推介的成果及推廣模式

表三: 計割成果的推廣價值

項目詳情
成果的質素

舉辦的推廣活動 是否值得優質教育基金推介及
(例如種類、名稱、數

及推廣價值評鑑
(例如擴式、日期戰 可供推介的可行性?如值得，請

量等可 及反應 建續推廣誤式

校園電視台 / 于10-2017起在新添置的 / 
LED大屏幕播放校園電視
台宣傳片，農全校師生認識
校園電視台，並意識到本台
已開始運作。

向校外人士推廣(3 次) / 在2 次小六學生開放日及1 / 
次中、小學校長交流會中，
播放校園電視台製作的節
目，並派學生進行採訪，讓
外界得知本校校園電視台
的工作。

S. 活動一覽表

表四:活動一覽表

活動性質 概略說明 參加人數

(倒如座談會、
{例如日期、

學校 教師 學生
其他

參加者的回應主題、‘地點零為 (請註明)
表演翰

訓練班 2017年4月26至
14 

對操作航拍機信心增加，對影片
5月6 日 製作的興趟亦更大。
航拍及影片製作
訓練活動(共7
節)。

工作坊 2017年8月15-16 2 12 學會使用校園電視台內各項器
日 材，覺得簡單易用，有信心可以
校園電視台基本 進行拍攝工作﹒
操作訓練。

老師簡介會 2017年 8月24 57 讚覓，校園電視台的同學的熱誠。
日 部分老師對於要參與製作節目有
介紹校園電視連 點擔心。
作及製作計，劉

此衰樁/指引可於優質教育基金網頁"tlD:llae{.OTf!.Itk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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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坊 2017年9月11-13
日
拍攝及製作短片
訓練

工作坊 2017年10月-12
月
活出生命微電影
製作

6. 困難及解決方法

A 預算

3 20 學會了各項分工的重要性，例如
收音、燈光、導演、攝影等。
明白到拍攝前應有詳細的準備功
夫。
有信心進行剪片，想嘗試更多後
期製作效果。

21 透過實際拍攝一段微電影，更深
入了解各項技巧運用。對於作品
有機會公開展示表現雀躍。

原來的預算只包括建立其基本功能的校園電視台，但因應校本需要及對節目質素的期望提

升，所以實際支出較預算支出多出了56%。

B. 時間表

由於學校需要把一間特別用途課室改建成校園電視台，必需向教育局提出改變用途申請，

而當中同時又涉及其他政府部門，等待審批過程非常耗峙。本校於2017年1月5日正式向

教育局申請，最終在2017年4月18日始獲得批准，當中的三個多月並未能開展任何工作。

最終校園電視台的裝修及購買器材的工作在2017年7月21日才初步完成，當時已是暑假

期間，在組織教師或學生方面甚為艱難，於是工作進度嚴重落後，在本計劉完結前能製作

的節目數量及種類均較預期為少。

此表格/指引可於最質教育基金網頁I/ttf}:II(/e{.orl!.IIk下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