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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標是否達到

目標陳述:

以「校園電視台」作為一個製作平台 ， 發展校本的影像教材及提供一個全方位媒體教育的學習經
歷。使學生能透過 自行籌備、製作及欣賞電視節目，發揮多元智能，加強各種共通能力的培養。更能配
合各科課程需要，進行更有效的跨學科學習，提升學與教的質葉，協助學生有正向發展，達致更有效的
學習。

目標

學生方面:
﹒ 提高學生的學習動機，通過 影片製作，學生能主動學習，提升學習效能。
﹒ 通過參與節目，加強學生兩文三語的能力，使學生有信心與人溝通。
﹒ 提升學生在影像製作的技能和應用資訊科技能力，將此技能應用於其他學習範疇。
﹒ 透過 節目製作及學習到的技巧 ， 發揮學生的創意及發展多元智能。
﹒ 提高學生的公民意識及國民身份的認悶，使學生更關心社會及國家發展 ， 擴闊世界視野。
家長方面:
﹒ 家長能更了解子女在學校多方面學習的情況，透過 欣賞學校節目，與子女共同成長並分享學校生活

細節。
﹒ 家長能了解子女的不同能力 ，欣賞與肯定他 們的成果 ， 從而加強親子溝通技巧。
教師方面:
﹒ 提高教師的專業知識和技能，為學生營造群體學習的空間，加強學與敦的成效。

說明目標
與目標相關

達標程度
達到目標

的活動 的證據或指標

目標l • 各科組按照計劃製作 70%或以上的教師曾 84%教師曾參與製
教師方面 不同的節目。 參與製作節目的工作 作節目的工作

70%或以上的參與教 100%參與教師認為
• 教師運用短片教材進 師認為個人資訊科技 個人資訊科技的能

行學生自主學習活動。 的能力獲得提升 力獲得提升
70%或以上的教師認90%教師認同透過本

• 學生觀看短片進行自 同透過本校電視台， 校電視台，學生能發
學。 學生能發揮各種多元揮各種多元智能，加

智能 ， 加強學生各種 強學生各種共通能
• 教師接受運用校園電 共通能力， 力，

視台製作節目的相關 70%或以上的教師認85%教師認同透過 本
培訓。 同透過本校電視台， 校電視台 ，有助提升

有助提升學與教的質 學與教的質素
素
70%或以上的教師認85%教師認同透過 本
同透過本校電視台， 校電視台，能照顧學
能照顧學生的個別需 生的個別需要
要

目標2 • 學生接受校園電視節 90%或以上參與製作 100%參與製作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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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方面 自製作的培訓活動
• 學生參與電視節目的

製作

• 學生定期觀看 校園電
視製作的電視節目。

目標3 • 學生接受校園電視節
計劃方面 目製作的培訓活動

• 學生參與電視節目的
製作

2. 計劃影響:

拓寬學生及教師的視野

節目的學生加深了對 的學生加深了對節
節目製作的認識和興目製作的認織和興
趣 趣

80%或以上參與製作 100%或以上參與製
節目的學生認同個人作 節目的學生認同
的才能得以發揮及能 個人的才能得以發
提升到各種共通能力 揮 及 能提升到各種

共通能力
70%參與同學除了能 100%參與同學除了
運用粵語訪問外，也 能 運 用 粵 語 訪 問
能運用普通話或英語 外，也能運用普通話
作訪問，以顯示兩文 或英語作訪問，以顯
二語的能力提升。 示兩文二語的能力

提升。
所有校園小記者經 過 100% 校園小記者在
培訓後，懂得運用相 運用資訊科技技能
關的器材及軟件。期 有所提升。
望此 計畫1完 成 後 ，
100%校園小記者在運
用資訊科技技能有所
提升。
此計劃完成後，更多 達到目標
同 學參 與 校 園 小 記
者， 提升學生對學校
的歸屬戚 。

透過觀察、訪談及問卷調查，本校教師能透過此計劃的不同活動，包括:參與工作坊、講座、影片製作、
經 驗分享、協助指導學生思及拍攝教學影片，這些活動加深了教師對教學影片製作及進行反轉教室的認
知。學生亦能透過此計劃的不同活動，包括:參與 工作坊、影片拍攝、策畫節目、剪輯影片，這些活動
加深了學生對節目製作的認識及興趣，並加強他們運用資訊科技及協作能力。

配合學校電子他教學及自主學習方向
本校已成為wi-fi 900計劃學校，並且本校的無線網絡覆蓋完善， 有利電視台直播本枝節目，加上本校於
本年度會逐漸推加電子化學習，讓學生儘早適應電子化學習概念一一共享學習成果，學生能於日常課堂
中，透過學習平台分享課堂作品。現在加上本計劃的實施。能擴闊學生分享學習成果的領域，不再局限
於常規課堂的課業中，學生在不同範疇的學習成果也能向大眾展示。

加強學生及教師的成功戚
透過訪談及經 驗分事， 計畫有助老師製作教學短片，將一些抽象的教學內容，以有趣味的影片，生動
地展示在學生面前， 讓學生更有效掌握相關課題，提升了老師對教學的成功戚。
透過訪談，學校運用校園電視播放學生製作的節目並 讓全體學生觀看，讓參與影片製作學生充滿成功戚。

增加學生演示學習成果的機會
計劃能提供一個多元化平台，讓學生多方面表現不同的才華。

此表格/觀!可於優質教育基金總頁極組且也挫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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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算項目

(根據協主草書附表11)

器材
工程
服務
核數

3.各方面評鑑計劇的成本效益:

資源的運用:

表二:預算核對表

核准預算

(甲)

145，000 n 

107，900 n 

5，000 n 

5，000 n 

變更

實際支出 [(乙)-(甲)]1 (甲)
(乙) +1一%

128，048 n -11.69% 

129，216 n +19.76% 

4，800 n -0.4% 

5，000n 。%

除了利用撥款所添置的器材外，學校亦投入資源如更新冷氣設備等，籍以提升有
關的器材質素和效用。此外，引人最新高清攝錄技術及直播系統，令觀看者更有
興趣觀看，各學科也開始使用這這些資源配合其科目發展。此外，除了日常拍攝
節目外，有關的資源(鏡頭、話筒、直播系統)亦用以流動戶外拍攝或轉播學校大型
活動，充份使用資源。

按直接受惠人士數目計算的單位成本
是次計劃撥款銀為$ 262900，受惠人士眾多，單位成本計算如下:

$262900 / 600名學生70名教職員+1200名家長=約140元

計劃所建構的學習課程及資料的延續性
透過是次計畫U，各學科均開始運用校園電視台作其科目的發展活動之一，並加強互
動元素。此外，計劃內所拍攝的內容部份為知識性，可累積，讓將來的學生也可
以觀賞，部份節目為資料性，會按年份分類，讓教師、家長、學生作參考。

以較低成本撞致相同效益的其他辦法
發展校圖電視台，除了需要購買拍攝儀器及拍攝系統外，如何把珍貴的短片透過
平台展現也是須要考慮的。我們可以善用香港教育城EDV平台 等
免費短片分享平台，鼓勵教師和學生製作、分享學與教資源，推動學習交流文他。
由於香港教育城EDV平台不合商業銷售及廣告，可安心讓學生使用，減少學校考
慮購買外聞機構收費平台;學校和老師可亦可自行管理此平台，上載、儲存和分
享短月，因此本校推介其他學校使用此平台以較低成本達致相同效益。

Jft，表發/措弓!t'iL於優質教育基金網頁l!.!!J昆包盛坐越坐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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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計直到成果的推廣價值

項目詳情
成果的質素

(例如種類、名稱、
及推廣價值評鑑

數量等)

校園電視台開幕禮

評鑑成品的質素及推廣價值

舉辦的推廣活動
是否值得優質教育基金推介及可供推

(例如模式、日期等)
介的可行性?如值得，請建鐵推廣模式

及反應

於2 018 年 7月6日舉
辦校 園 電 視 台揭幕
糧， 讓全校家長及學
生參觀及認識校園電
視台。

得到優質教育基金撥款資助下，本校校園電視台影片質素大大提升。由過往只是DVD的質素，

能躍升至高清(HD)質棄，讓觀看者更有興趣欣賞。此外，校園電視台的背景製作，配合資訊科

技技f衍，令拍攝及後期製作更多元他及方便。

教師方面.減少預備工作，拍攝技術較以前容易。

學生方面﹒學生更有興趣投入各類不同工作，如拍攝、訪問及後期剪片製作等。

家長方面.提供機會讓家長了解學生的學習情況。

因此，本校由過往只是流動式的校園電視台，至今有一個固定地方發展校園電視台，有助提升

學生的歸屬戚絕對值得推廣。

此表格/搭弓i可於種實教育基金鋼頁h�堡包益堅&坐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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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活動一覽表

活動4性質 概略說明

(例如座談會、
〈偽如白期、

主題、地點等)
主憲法亨訝， 

工作坊(教師) 12 /05/2 018 
安排資訊組教師
及技術人員到校
園電視台進行培
詞11

工作坊(學生) 15/05/2 018 
安排校園小記者
及科技小先鋒到
校園電視台進行
培訓|

閉幕複 。6/07/2 018
舉行校園電視台
閉幕禮

6. 困難及解決方法

參加人數

教師 學生
其他

參加者的回應(請詮明)

9 容易使用，希望能按照

2 0  非常有趣，希望能參與制作。

70 車守600 12 00 戚到非常有趣。

本校於2017年4月成功申請本計劃，及後學校行政及人事出現變動而未按計劃進行。

直至2017年9月，學校運作才回復正軌，故招標程序於2017年11月才開始。因此計劃進度受到影

響，電視台工程亦受拖累，學生作品的製作也大受影響。

因計劃進度延誤，財政管理計劃總結報告及學生作品亦會稍後才補上。

此表格/搭弓i可於變質教育基金鋼頁h�坐坐益笠主坐下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