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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能否達成目標

目標

裝備教師 對
編程的知識

引發學生電腦編程
的興趣和掌握學生
的基礎能力

提供場所讓學生和
老鋪有空間進行
STEM的活動及放
置物資

加強同學對機械人
程式編寫的知識和
能力，學生參與校外
機構培訓，放透過校
外比賽拓闊學生視

野

設計一套有系統的
機械入電腦程式編
寫的課程，自淺入深
地引導學生加深程
式編寫的知識。

與 目標相關
的活動

教師培訓 :育協 創新科學中
心到校為老師進行
程式的培訓。
STEM教育週:向中二學生
引入有關程式編寫及機器
入的課堂，評估學生在有關
範嚼的掌握。相關經驗將會
幫助老師設 計一套有系統
的課程。
設立STEM創意工作室:將
現有的隸主宣改裝成STEM
創意工作 室，以及定購有關
物資及為培訓課程報名。
(已于頁留課室，本校已遵照

更改房路居途的相關規定
及程序以建立STEM創意主

{乍室:

學生培訓 :
成立 STEM創意學會，
讓學生認織機關主零件

聘請校外機構舉辦
培訓課程，加深

對相關知識的掌握。
讓學生參加機關玉比賽
及 比賽，加深對
有關零件及程式的尊
握。

編寫中三電腦科課程 :編寫
一套有系統的中三電腦科
學與教課程，於2 017至2 018
年度下學年中三電腦科引
入深層次的電腦程式編寫

，-. .._ -

提升現有的
一F 可r

程式編
寫教學。 設 計有關以

底板的評估習
作，作為校內測考評估之
用。

達標程度

全部達到

全部達到

全部達到

全部達到

全部達到

JfI;，表絡/鞠i可於優質教育墓金網頁1幽幽幽&挫下載﹒

達到 目標 未達成目標
的證據或指標 的理由

教師已出席 工作坊及巴掌
握 基礎編程知識

學生巳參與STEM教育週
的活動 ，誰提升了對程式
編寫的興趣。教師已初步
掌援學生的程度

本校已 於 422室設 立STEM
創意 工作 室， 並定期開放
給學生和老師進行STEM
的活動

學生日參加四項校外
比賽並取得優異成
績: r 創意機
械人大賽」取得一等獎
及機械人 設計獎;參與
「 創意編程設計大
賽J r香港機關玉競
賽」取得全港冠軍 並代
表香港出戰世界賽;
「智能機械由我 創
2 018 J取得中學級單

竅。

已舉辦 l培訓
課程

教師已使用 底
板為基礎 ， 編寫了一套有
系統的「 校本」機械人程
式編寫的課程， 並附有教
棠，課堂 工作紙及程式編
碼

waichingchan
打字機文字
2016/0037



學生使用 引入計劃 :學生開始製作機 全部達到 學生己於設計與科技科製
作為底板，組裝機械 械動吻，j:)、作下學期電腦科 作以 作為!創反
人，並發揮創意，設 編程的用途。 的機械人，並創作出機械
計出機械動物的形 製作 機械動物(設計與科技 動物的形象
象 科) :學生於中二級 設計與

科技科製作機械動物工藝
習作。 學生將運用他們的創
造力、創意及藝術感，改良
工藝作品以融入 在不同類
型的機械人中(

4乍品將
用於下學年中二電腦科。

定期開放STEM創 傳承文化 :定期照放STEM 全部達到 STEM創意工作室(423室)
意工作室，提供空崗 創意工作室 ， 安排學生負責 已於放學後每天吾吾放，讓
讓學生進行STEM 管理及指導， 同時招收及治 學生進行堉訓及STEM活
活動 訓新 -:jlt學生。 動

檢視進度，了解中二 中期成效評估及檢討 : 以問 至全部達到 教師和學生已完成問卷，
設計與科技科及電 卷形式調查教師及學生培 並掌握了中二 設計與科技

腦科課程之推展d情 前的成效 ，以及了解中一設 科及電腦科課程之推展情
況。 計與科技科及電腦科課程 況。

之推展情況。
普及化STEM知 編寫程式(電腦科) : 在中 至全部達到 全級中二三問學 已於電腦科
識，引入程式編寫課 二電腦科引入編寫程式諜 上學習了 機械
程，讓學生循序漸進 程。 評估方法以課堂表現， 人的程式編寫 ， 並於課堂
i也學習機械人的摩 課堂測驗， 以及小組習作為 上分組完成指定任務 ， 並
打，感應器等的程式 主。習作目標是讓學生選擇 發揮創意。
編寫技巧，並於指定 合適類型的零件
任務中發揮同學的 l'製作機器人以完成
創意。 指定任務，伺機器人的程式

主板將統一運用
主板。

延伸學生的機械人 深化所學 :安排學生帶領舉 不適用 教師運用了非本計量u內的
編程知識 行校內社制比賽。 資源舉辦了rSTEM如此多

FUNJ社際比賽，與本言十
劃原定的比賽性質重壘，
故從本計劃剔除此項目

收集各持分者的意 評估成效、檢討及總結﹒綜 全部達到 已收集學生及老師的時卷
見，以總結及檢討活 合要表生和教師的意見調 調查，課張表現及測驗成
動的成效，並優化課 查，學生的課堂表現，參與 績
程 投入度， 以及課堂測驗成

績，作最後評估及 日後可持
績的優化教學活動。

2. 計劃對學習成效、專業發展及學校發展的影響
此計割的目標是透過跨科學習的方式，普及STEM教育。中三全級於設計與科技科製作機

械動物，並於電腦科編寫程式完 成任務。過程中，運用了 數學科和科學科的知誠， 讓學生能夠

此表格/J!i哥!可於優質教育基金網頁1且包匈益皇盟主主下裁﹒



再講優質教育基金
現已豔 Q叫川

綜合運用各科的知識，解決問題。本計劃順利完 成，並旦取得各方面的成果。在校外比賽方面，
同學參與各項大型比賽，除了 拓闊視野外，更獲得突出的成績，結果令人滿意。 在課堂跨科學
習方函，中三全級問學能夠使用 學習程式編寫，放綜合運用各學科的知識，令STEM教
育在課堂上有效落賞。

STEM創意工作室運作順l惕。學生能夠善用工作寰的設施發揮所長，培養對STEM的興趣。
另外，教育局於中三電腦科程式編寫課程上進行觀諜，認為課堂教學具成效。同學能夠於課堂
上分組學習，朋友間互相合作，編寫程式完 成任務。 過程中，同學能夠培養出解難能力，與及
創意及溝通能力，學習具成效。

在重點小組訪談中，學生認同計劃能夠引發他們對STEM的興趣，在製作 及編寫程
式的過程中，雖然曾經過到不少困難，但透過分組合作的形式及老師的指導下，困難亦得到解
決。 同學喜愛 課堂的學習，認為生動有趣，而且其挑戰性 。

此計劃總結了 中三級學生不叫去教老師的問卷調查，並製作出統計圖表，成效理想。現列明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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轟擊獨祖向囂(51 擊機開囂(41 的弘達巾立(3) 體單擋不向意12) 磁盤1且不同意(1)
50 

40 

30 

20 

10 

。
我懿mBo制學活動有興 �，能軍退;挂帥所特i買車1內 'ffl覺得誰當可喜1R.1ì脅。 如跟車在話輯時間掉綺麗告 我跑揖區有信心1<用科枝。 1短期望可以街區各ST日峙J

ôlJo 苦。 與STEM有闊的高訊。 學舌翩。

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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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鐘韓同意(4) 中立(3) 鸝鶴不同竄(2) 館獨j!}1'悶意(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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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l;iei\i具備足夠的學科知涼。 寇的1��Jt.'教學工作φ 老iijifl\J1括海具的勢性。 老師1單純嘗試不同的諱:重活老師關心交尊重問學穹的生

動。 ��絡良好，

國(2)

此表格/指哥!IJ))於優質教育基金稱其1且包迦且也越挂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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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鐘聲扭同盟(5) 盤盤同意141 中立(3) 盤鐘還不同窟(2) 留盟扭不同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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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認為報筒里輛輛i品帶墉 我的型生能在STEM�舌動中 甜的型生揖λ學與STE間商 載的學生在STEr，.嗎動中應 軾的學生在STEM活動臨示 我期望能帶領軍多STEt，;孟

STEM活動。 得到缸里章。 動。 用聖杯、同學抖的個贓。 出高階思蛙Ij豈能。 動。

圖(3)

在關(1)和區(2)的統計圖表中顯示，同學認同老師能象握教授STEM的知識，並1I具教
學熱忱'尊主義同學，師生關係良好。同學在課堂上臘、意學習更多有關STEM的知識，對於機械
人編程式有較深入的了解，引發了對機械人編程的興趣。

在圖 (3)的統計協|表中顯示，教師認為此討對有助普及STEM教育 ，讓同學能夠更深入學
習機械人程式編寫，具教學成效。

以往本校參與校外科學比賽的隊伍，會分散在不同的特別室作準備和培訓，如: '創意思涂在
活動(OM)j在生物豆豆、「機關王」在物理室等。今年我校設立'STEM創意工作設j ，成為準備
校外比賽的培訓墓地。工作霖內有足夠的空間容納幾個比賽項目的隊伍，亦有合適的器材供各
隊能使用。 今年多個比賽的培訓|、準備二[作河時進行，聚集了一群志趣相投的學生互相觀摩交
流，促進了學生之間、隊伍之闊的凝聚力。

本校學生今年在「香港機關王競賽」奪得初中組冠康、在， 創意機械人大變」奪得「機
械人設計獎」冠軍及在「智能機械人由我創2018j奪得亞軍。得獎學生在校內 外分享他們的經
驗和所見所間，提升了學生對STEM活動的認知和興趣。

本校派出多個隊伍參與各大型比賽，各隊伍都有比賽經驗 的學生參與，籍看分享他們的經
驗和心得，令新加入的學生更了解比雙關鍵。隨著有經驗約高年級學生畢業離校，下年度的比
饗隊伍將以今年參賽的低年級學生為筍，幹，加入新隊鼠，讓經驗、知識和本學會的文化一屆一
屆地傳承下去。

本計劃能順利推行，令全體中三學生掌握編程的技巧，加上學生在校外得獎的成就，令本
校的STEM氛圍大大提升。

本校往後會在本計劃l的基礎上，繼續深化STEM教育。教師透過本計劃獲得的教學經驗和
資源，對優化本校STEM教育有深遠影響。同時，受惠於本計劃的學生獲得了一次難能可貴的
STEM資踐飽驗，擴闖了他們的知識膺面及眼界，讓學生發掘自己在STEM領域的興趣和才能，
立志追求更多相關知識。

此表格/指哥jiffj_於優質教育基金網頁包鐘過溢血訟坐下載。



品種優質教育基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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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自我評鑑計劃的成本效雄，需清楚列出有關指標及街最準則

表二:預算核對表

預算項目 核准預算 實際支出

(根據協議書附表1月 (甲) (乙)

一般開支 16，700.00 JG 16，636.03元

設備 124，900.00 JG 1剖，258.00元

服務 6，000 JG 4，950 7G 

總開支 147，600.00兀 142，844.03 JG 

i. 資源的運用

變更
[(乙)-(甲)] / (甲)

十/一%

。4%

2.9% 

一17.5%

-3.2% 

本組利用本計實j的撥款，設立了fSTEM創意工作竄J(423豆豆 ) ，以存放本計劃內的所購買
的主要器材:

!\lllllll._ 

fSTEM創怠工作室J在課餘時間就給全校學生使用，而該室更成為本校的科學比賽集訓及全裝
備墓地。在此工作室集訓及準備的比賽有:

「香港 創意機械人大賽」
「創意編程設計大賽」
「香港;機關王競賽J(香港賽及世界賽)
「智能機械由我創2018J 

本年亦成立了fSTEM創意學會J'目的是重新整合現時的各個學會的分工，包括科學學會，
資訊科技學會及機關王學會。會員學生負責管理fSTEM創意工作室」的日常運作。

ii 計劃所建構的學習輛跟資料的延續性
本校在本計劃中在中三電腦科引入深層次的電腦程式編寫教學，透過以 軟件編程操

控
一

，學生能學習並即時實踐所學到的編程知識。而學校為此製作了完
整的教材套(包含教案、學生筆記及工作紙等) ，連同 部件等，均可在往後的初中課程中

此表格/指哥i可於優質教育基金總頁垃鐘過益鎧-g.ltk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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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重覆使用。

本校利用在本計劃中所購霞的 及相調配件，舉辦了兩節興趣班形式的「 工
作坊」。上述物資已成為本校的軍要資產，將是 2018-2019年度初中推行的STEM課程的主要
物資。

4. 可推介的成果及推廣模式

表三:計劃成果的推廣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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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供推

(例如種類、名稱、
及推廣價個評鑑

(例如模式、日期等)
介的可行性?如值得，請建議推廣模式

數量是等) 及反應

一本「創意展潛能 從學生及教師問卷得 本教材套於 2017-2018值得推介。其他學校1月『添價相關設
W:f司學、科技、工 知學生及教師普遍滿 學年在校內傳闕，參與 俏 ，本校樂意分享課程教材套內容及

程、數學教育似的 意課堂教學，誇明謀 計割的教師將經驗分 教學心?辱。
課程教材套 (含5 程 設計有一定質素。 享給其他同事。
節教案及工作紙、比
賽任務內容及評分
准則)。

本計劃得以成功推行有賴於優質教育基金資助購貨充足的用品及設備，以及本校對參與教
師的培訓。從計劃中得到的物資及經驗 ，已成為學校未來課程發展的重要資源。上述的課程內
容經優化後會繼讀推行，各物資會在將來得到善用。

在評鑑計割的成品及推廣價值時膽包括以下項目。(1言激賞'if8/iiI益于本月7件內云云的推車主t:Jii位也)
成品說明(哲j如種類、名稱、數量等)

一評鑑成品的質素及推廣價傾
一巳舉辦的推廣活動(請列出日期、模式等) ，以及參加者/受眾對活動的反應。

有關由優質教育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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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延續冒|貴j的可行性。

此表格/指哥!ïj耳於優質教育基金戀頁迪拉必益型型企下載﹒



表四:活動一覽表

活動，性質 概略說明 參加入數

(例如臼熟、
學校 教師 學生

其他
參加者的回應(例如座談 主題、地點幫 (請詮明)

會、表演割

編程及 工作坊的對象為
/ 5人 / 

教師表示參與工作坊後學會吏多
機械人工 本校電腦科老師 相關知識及教學技巧，提升了教

fF坊 及設計與工藝科 授相關課節的信心。整體課堂亦
老師，並邀請了 順利推行，質素令人滿意。
富有相關經驗的
老師擔任首毒者。
參與老師於工作
功中互相分享及
交流 本自
關知識 、

應用編程技術及
操作 機械
人的心得 ， 為 日
後中三級電腦科
及設計與工藝科
的課程更新作準
備。

r加德二七×小室主 於 2018年 6月 / 約30人 約240人 從觀察得知普通中二學生對自己
群就會推動學校 25及 26日的成 (中三、四級) 的成品甚有滿 足感。
義金」中一成果分 果分享會中，向
享及互動積木體 校內師生展示了
驗活動 中二級學生的

作品

此表梅/指引ï[J;於優質教育基金網賣1且在必述笠且主下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