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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部 計劃詳情 (修訂版) 

1. 學校背景及學校宗旨 

天主教石鐘山紀念小學於 1997年創校，現有 940名學生，本校辦學宗旨如下： 

本校秉承校訓「愛主愛人，求道更新」，本著基督精神，讓學生在優良及愉快的環境內，

善用資訊科技促進學習，從而發揮個人的多元智能，尊重他人，尊重生命;關心社會，關

心國家，接受全人教育。 

 

本校校長、領導層與及老師一向致力於利用多元化方法提升學與教效能，在各科的課程中

不斷作出新嘗試，務求推展出理想的教學模式。 

 

2. 校園電視台現時概況 

本校校園電視台早於 2007年成立，主要為學校記錄、剪輯活動花絮及直播早會等。歷年

來，學生踴躍參與校園電視台的活動，每年平均有超過 30位同學加入校園電視台課外活

動，並擔任節目主持、監製、剪片等工作。但近年因有關影音處理系統、電子攝錄器材及

剪輯電腦相繼老化，以致多項學校活動未能順利進行拍攝及提供校內實時直播，短片質素

仍處於標清質素，大部份學生及家長不願收看，以致節目成效並不理想，反映改善校園電

視台工程的急切性。 

 

校園電視台更新後能於校內直播不同節目，亦同時直播給校內師生及校外人士收看。直播

率及收看人數皆比現時高出百份之十五。除此之外，拍攝節目更可儲存於新儲片平台及公

開頻道，讓師生、家長及舊生可隨時收看及重溫。相信點擊率亦比現時提高不少。 
 

3. 目的: 透過「石小電視台」節目，提升學生的抗逆力，培養他們的正向思維，以及提升 

 他們對科學、科技和數學的興趣 

目標: i.  透過「石小電視台」STEM節目，培養學生對科學、科技和數學的興趣; 

ii.  透過「石小電視台」有品節目，提升學生抗逆力及正向思維; 

iii. 透過教師工作坊，提升教師教授學生對科學、科技和數學的能力; 

iv.  透過親子工作坊，促進親子的關係，及提升他們的抗逆力及正向思維。 

 

4. 對象: 學生、家長及教師 

 
5. 預期受惠人數:  

對象 (人數) 受惠方式 

學生 (約 940人)  透過「石小電視台」STEM 節目，培養學生對科學、科技和數學的

興趣; 

 透過「石小電視台」有品節目，提升學生抗逆力及正向思維; 

 增加學生接觸不同知識的機會，更為他們營造一個良好的學習環

境，提高學生對各科的興趣和自學能力； 

 為學生提供學習資源庫，使他們能在家温故知新，加強學習效能

及提升學習的興趣。 

計劃編號: 2017/0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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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約 61人)  教師透過設計節目內容時，更了解學生的學習需要，並與其他教

師增加溝通，交流教學及製片心得，使教學質素提升； 

 透過教師工作坊，提升教師教授學生對科學、科技和數學的能力; 

 建立影片資源庫，使相關資源能重覆使用，令更多教師都能使用。 

家長(約 2000人)  家長能透過活動重温了解學生的學習成果，增加了解子女的機

會，並讚賞他們的才能，協助學生建立自信及增加他們的溝通，

並可進一步培育子女; 

 透過親子工作坊，促進親子的關係，及提升他們的抗逆力及正向

思維。 

外校老師  讓外校老師參觀學校的校園電視台，老師們彼此分享教案及教學心

得等，以獲得更多教學資源協助教學。 

 

6. 推行方案: 
i. 進行時期: 1/11/2018-31/10/2019 

 
ii. 過程/時間表:  

 教師方面：  

a、 拍攝科學、科技和數學的短片：2018年 12月至 2019年 9月拍攝短片。 

b、 拍攝正向思維小故事:2018年 12月至 2019年 9月拍攝短片。 

c、 培訓課程：2019年 1月，提升教授科學、科技和數學能力。 

d、 評估成效：2019年 10月，以學生問卷及教師自我評估檢視成效。 

 家長方面：  

a、 親子工作坊(一)正向新思維：2019年 3月。 

b、 親子工作坊(二)STEM考考你： 2019年 6月 

c、 評估成效：工作坊以觀察及問卷檢視成效。 

 學生方面：  

a、 「石小電視台」節目-2019年1月至2019年10月，逢週五德育課，播放有關「SCS 
STEM」節目或「石小電視台」有品節目，提升學生對學習科學、科技和數學的
興趣，以及提升學生抗逆力及正向思維。 

b、 「SCS STEM」大使計劃-2019年6月至2019年7月，學生參與「SCS STEM」大使選
舉，勝出者能成為大使，於「石小電視台」擔任主播，教導同學有關科學、科
技和數學的知識，鞏固學生的學習。 

c、 「現場觀眾問答比賽」-2019年1月至2019年10月，於早會時段抽籤選出現場觀
眾出席「石小電視台」直播節目，當中會以科學、科技和數學的知識為主題，
學生搶答問題，鞏固學生的學習。節目亦會直播至課室，讓全校同學觀賞。 

d、 「親子有品故事續寫比賽」-2019年3月至4月，學生續寫有品故事，並於校園電
視台與全校學生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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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石小有品大使」選舉-2019年5月，於「石小電視台」擔任節目主持，並向同
學分享面對困難時的解決方法。 

f、 「小小發明家」選舉-2019年7月，於「石小電視台」擔任節目主持，並以科學
家的身份向同校同學介紹其小發明或小實驗。 

g、評估成效：2019年 10月，以學生問卷及教師自我評估檢視成效。 

 

7. 計劃如何配合學校發展 

i. 以STEM為主題，提升學習科學、科技和數學的興趣 

在2018/21學校發展計劃中，「加強小一至小六STEAM教育」是學校發展重點之一，是

次計劃能促進學校在學與教方面的發展。2015年，課程發展議會指出，推動STEM教

育是配合全球的教育趨勢，以裝備學生應對社會及全球因經濟、科學及科技發展所

帶來的轉變和挑戰。所以，學校將為學生提供由生活中體驗STEM的經驗，讓他們透

過親手參與，體會到自己也可以有想法，從而提升學習科學、科技和數學的興趣。 

 

ii. 強化 STEM教育科校本課程內容，提升學生自學能力 

教師能重點提升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以配合教師的教學，強化學習效能。電視台

的設備，協助教師製作不同類型的節目，如：加強學生對科學、科技和數學的節目，

部份影片除了能於課堂上使用外，更於校園電視台向學生播放，為他們建立一個良

好的學習 STEM的環境。 

 

iii.增加學生參與製作的機會，提升共通及思考能力 

為電視台的製作更為系統化，教師將成立委員會，負責監管及製作，但亦會邀請學

生參與幕前及後期製作的培訓，同時招募已受訓的學生加入製作團隊，增加學生的

主導性。本校選購的電視台器材精簡易用，而學生對資訊科技亦有一定的認識，若

遇上問題，教師亦會從旁協助，大大增加他們的參與程度，看收看影片時，更具成

功感。同時會讓學生參與節目內容設計，讓他們搜集資料及提供建議，增加製作自

由度，讓影片更為合乎學生所需，從中加強他們的共通能力，在討論時學懂尊重他

人的意見，面對不同來源的資訊時學習分析真偽，對於他們學習或待人處事都有一

定程度上的幫助。 

 

iv. 製作和轉播時事節目，增強同學對社會時事的觸覺 

教師希望透過校園電視台增加時事節目製作和轉播，培養同學對新聞資訊的接觸，

加強同學的社會觸覺。學生於製作節目時，亦可加深同學對時事的了解；而收看節

目的同學亦可對時事有初步認識，教師亦可於課堂與同學分享、交流，藉此訓練同

學分析能力和培養明辨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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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正向思維，提升學生的抗逆力 

「石小電視台」的成立正好給予學生一個平台，讓他們參與製作與 STEM及正向思維

有關的節目，宣揚良好的品德和價值觀。家長及學生均可於互聯網上收看由校園電

視台製作的節目及視像教材，藉重温節目鞏固學習及增加興趣。家長亦可以經觀看

「石小電視台」節目，進一步了解學校如何在學生身上推行正向價值觀。 

 

8. 學校就推行計劃作好準備 

i. 已有基本拍攝經驗，加強影片製作效能 

本校備有拍攝經驗。大部份拍攝活動，均由學生擔任。因此他們對於影片製作及拍

攝並不陌生，更了解建立電視台的優點，還掌握了製作影片的技巧，令日後的運作

更為順暢。 

 

ii. 創新求變的教師，共同為提升教學質素而努力 

教師曾參觀友校的校園電視台及深入了解其功能，一致認為需要加入資訊科技，以

協助他們提升教學效能及質素，使學生擁有更佳的學習環境，因此希望學校能更新

電視台。而且教師都對電視台持正面及積極的態度。 

 

iii. 電視台工程已獲師生及家長支持 各方將鼎力支持 

於諮詢師生及家長對於建立校園電視台的意見前，本校為此向他們介紹電視台的優

點及協助學生學習的範疇，他們經過了解後，都認為電視台能協助教師教授課程、

學生了解學習內容及家長得知子女的在校情況，因此他們都十分支持及希望電視台

能於學校成立，為子女的學習帶來便利，他們各人都想投入電視台的服務，使其質

素更為優秀，可享用更好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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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預算 

項目 單價 數量 總額 

（A） 

器材 

A1 超高清專業數碼攝錄機 $20,000 1 $20,000 

A2 攝錄機腳架連三腳踏輪 $2,000 1 $2,000 

A3 全高清 4K實時影音處理系統 $36,500 1 $36,500 

A4 全高清顯示器連視頻分割器 $4,000 1 $4,000 

A5 全高清導播監視器連車架  $4,500 1 $4,500 

A6 4路影音一進四出分配放大器 $1,000 1 $1,000 

A7 全高清影音訊選擇器(四進一出) $4,000 1 $4,000 

A8 立體聲擴音器（一對）  $1,500 1 $1,500 

A9 16路立體聲混音器 $4,500 1 $4,500 

A10 無線雙通道手提麥克風 $3,000 1 $3,000 

A11 專業指向性收音咪 $2,500 1 $2,500 

A12 監製專用麥克風 $2,000 1 $2,000 

A13 監製專用耳筒 $300 1 $300 

A14 攝影師及演員專用耳筒 $300 1 $300 

A15 數碼串流廣播系統 $25,000 1 $25,000 

A16 外景專用小型全高清數碼攝錄機連腳架 $4,500 1 $4,500 

A17 數碼視像儲存伺服器 $5,000 1 $5,000 

A18 互聯網多媒體影像管理及網上播放平台 $3,000 1 $3,000 

A19 實時數碼影像剪接軟件 $4,000 1 $4,000 

A20 直播字幕、播片及剪接用電腦 $12,000 2 $24,000 

合計： $151,600 

（B） 

工程 

B1 「石小電視台」拍攝點安裝工程 $20,000 1 $20,000 

B2 「石小電視台」拍攝及控制室工程費用 $82,500 1 $82,500 

B3 「石小電視台」軟件及硬件安裝費用 $12,000 1 $12,000 

合計： $114,500 

（C） 

服務 

C1 
「石小電視台」6 小時操作培訓（教師及工

作人員）  
$500 1 $500 

C2 「石小電視台」6小時操作培訓（學生） $500 1 $500 

C3 親子工作坊(一) – 正向新思維 $2,000 1 $2,000 

C4 親子工作坊(二) – STEM考考你 $2,000 1 $2,000 

合計： $5,000 

（D） 

一般開支 

D1 「石小電視台」核數支付費用 $5,000 1 $5,000 

合計： $5,000 

總計： $276,100 

 

項目 金額 

（A）器材 $151,600 

（B）工程 $114,500 

（C）服務 $5,000 

（D）一般開支 $5,000 

總計： $276,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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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節目內容舉隅 

有品節目(一) 

名稱 我要鬆一鬆 

目標 以故事形式，帶出舒緩負面情緒的方法，學習自我鬆弛的方法 

內容 透過故事，讓同學認識情緒在身體上造成的反應 

統籌老師 德育統籌 

時間長度 約三分鐘 

 

有品節目(二) 

名稱 不打不相識 

目標 以故事形式，學習運用正面思想及應用難題解決技巧於人際關係問題處理 

內容 透過故事，讓同學應用解決難題技巧於人際關係上 

統籌老師 德育統籌 

時間長度 約三分鐘 

 

有品節目(三) 

名稱 正面小魔法 

目標 以故事形式，認識處理負面思想的六種招式，並能應用於日常生活上 

內容 透過故事，讓同學認識處理負面思想的六種招式 

統籌老師 德育統籌 

時間長度 約三分鐘 

 

有品節目(四) 

名稱 我是情緒小主人(上集) 

目標 以故事形式，讓同學明白錯誤處理負面情緒的後果 

內容 透過故事，讓同學認識負面情緒帶來的後果，與及其嚴重性 

統籌老師 學生輔導老師 

時間長度 約三分鐘 

 

有品節目(五) 

名稱 我是情緒小主人(下集) 

目標 以故事形式，讓學生認識處理自己情緒的正面方法 

內容 透過故事，帶出不同處理自己情緒的正確方法，以減少負面行為的出現 

統籌老師 學生輔導老師 

時間長度 約三分鐘 

 

STEM 節目(一) 

名稱 神奇水實驗 

目標 邀請常識科教師及學生，一同製作節目，讓其他學生認識水的特性 

內容 動手玩科學，以「水」為主題，在玩水的過程中，還能學到一些科學原理 

統籌老師 常識科科統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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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長度 約四分鐘 

 

STEM節目(二) 

名稱 伸縮自如熱脹冷縮 

目標 邀請常識科教師及學生，一同製作節目，讓其他學生認識熱脹冷縮的原理 

內容 老師和學生一同介紹常識科科學與科技的知識 

統籌老師 常識科科統籌 

時間長度 約四分鐘 

 

STEM節目(三) 

名稱 神奇的空氣 

目標 邀請常識科教師及學生，一同製作節目，讓其他學生了解空氣的存在 

內容 老師和學生一同介紹常識科科學與科技的知識 

統籌老師 常識科科主任 

時間長度 約四分鐘 

 

STEM節目(四) 

名稱 I am a little scientist (Part 1) 
目標 Students are able to know more about Science 
內容 The host will show the audience about some interesting experiments  
統籌老師 English Net Teacher 
時間長度 Four minutes 

 

STEM節目(五) 

名稱 I am a little scientist (Part 2) 
目標 Students are able to know more about Science 
內容 The host will show the audience about some interesting experiments suitable for advanced 

level students  
統籌老師 English Net Teacher 
時間長度 Four minutes 

 

11. 校園電視台開放時間表  

校園電視台節目逢德育週的導修時間播放，時間約15分鐘，暫停的播放時間表如下: 

主題 節目序號 節目名稱 節目大綱 播放日期/
時段 

(一) STEM 1 神奇水實驗 動手玩科學，以「水」為主題，讓學生學
懂一些科學原理 

22/2/2019 
小息/午息 

2 伸縮自如熱脹
冷縮 

動手玩科學，讓學生認識熱脹冷縮的原理 15/3/2019 
小息/午息 

3 神奇的空氣 動手玩科學，讓學生了解空氣的存在 29/3/2019 
小息/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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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甚麼東西會通
電? 

動手玩科學，讓學生認識日常生活中會遇
到的導電體 

3/5/2019 
小息/午息 

5 I am a little 
scientist (Part 1) 

The host will show the audience about some 
interesting experiments 

17/5/2019 
小息/午息 

6 I am a little 
scientist (Part 2) 

The host will show the audience about some 
interesting experiments 

14/6/2019 
小息/午息 

7 I am a little 
scientist (Part 3) 

The host will show the audience about some 
interesting experiments 

20/9/2019 
小息/午息 

8 I am a little 
scientist (Part 4) 

The host will show the audience about some 
interesting experiments 

4/10/2019 
小息/午息 

(二) 有品校園 9 我要鬆一鬆 帶出舒緩負面情緒的方法，學習自我鬆弛
的方法 

18/10/2019 
早會/小息 

10 不打不相識 習運用正面思想及應用難題解決技巧於
人際關係問題處理 

1/11/2019 
早會/小息 

11 正面小魔法 認識處理負面思想的六種招式，並能應用
於日常生活上 

15/11/2019 
早會/小息 

12 我是情緒小主
人(上集) 

讓同學認識負面情緒帶來的後果，與及其
嚴重性 

29/11/2019 
早會/小息 

13 我是情緒小主
人(下集) 

帶出不同處理自己情緒的正確方法，以減
少負面行為的出現 

13/12/2019 
早會/小息 

12. 推行時間表 

                                  日期   
項目 

2018 2019 
09 10 11 12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第一階段 :  

1. 教師工作坊-拍攝技巧                

2. 編寫短片故事板(Storyboard)                

3. 訓練小主播工作坊                

第二階段 :  

1. 編排拍攝時間表                

2. 拍攝科學、科技和數學的短片    拍攝科學、科技和數學的短片   

3. 拍攝正向思維小故事    拍攝正向思維小故事   

4. 教師培訓課程-提升教授科學、科技和數學能力                

第三階段 : 

1. 學生活動(一) - SCS STEM 大使選舉                

2. 學生活動(二) - 親子有品故事續寫比賽                

3. 親子工作坊(一) - 正向新思維                

4. 學生活動(三) - 石小有品大使選舉                

5. 親子工作坊(二) – STEM 考考你                

6. 學生活動(四) - 小小發明家                

第四階段 :  

1. 成效分享會                

1. 檢討節目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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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擬定來年安排                

3. 評估成效                

 
13. 培訓活動的詳情 

日期 培訓活動 內容 提供培訓的機構/人員 
2018年11月 教師操作培訓 拍攝技巧及器材操作 提供器材的機構 
2018年12月 小主播工作坊 拍攝技巧及器材操作 提供器材的機構 
2019年1月 教師培訓課程(免費) 美國最新STEM課程，提

升教授科學、科技和數學

能力 

電腦科統籌老師，2018年7
月至8月到美國大學深造有

關STEM的課程 
2019年3月 親子工作坊(一) - 正向新思維 親子關係工作坊 服務機構，報價最低者 
2019年6月 親子工作坊(二)–STEM考考你 親子STEM小實驗工作坊 服務機構，報價最低者 
    
14. 石小電視台選址 

校園電視台初步選址在校園內的其中一個特別室，本校會遵照教育局更改房間用途的相關

規定及程序，並會根據法例要求為建立校園電視台進行改建工程。 
 

15. 預期產品及成果 
a. 教師方面 

 提升教師教授科學、科技和數學的能力;  
 促進教師專業發展;  

b. 學生方面 
 提升學生學習科學、科技和數學的興趣; 
 提升學生學習科學、科技和數學的能力; 
 提升學生的抗逆力; 
 培養學生的正向思維; 

c. 家長方面 
 促進親子關係，提升他們的抗逆力及正向思維; 

d. 學校方面 
 建立 STEM 教學影片庫 
 建立正向思維教學影片庫 

 

16. 計劃評鑑 

評鑑項目 現況 改善方法 期望情況 成功指標或成效 
校園電視台 舊有器材已因折舊、

老化的關係已經未能

運作暢順，學習效果

並不理想。 
 

更換舊器材，以提

升課程的教與學效

能。 

透過校園電視台節

目，提升教與學成

效，促進學生對科

學、科技和數學的興

趣。 

80% 學 生 能 透 過 節

目，提升他們對學習科

學、科技和數學的興

趣。 

促進學生的

抗逆力 
只能透過德育課向學

生講解正向價值觀的

透過有品節目及多

元化的學習活動，

透過一連串有系統

的節目及活動，學生

80%學生能透過節目

及活動，掌握處理負面



天主教石鐘山紀念小學—石小電視台           
Shak Chung Shan Memorial Catholic Primary School ~ SCS Stone Channel                              

10 
 

道理，較為單向，效

果未能發揮。 
協助學生正向處理

負面情緒的方法。 
能掌握處理負面情

緒的方法。 
情緒的方法。 

提升學生對

科學、科技

和數學的興

趣及能力 

只能透過常識科，老

師向學生示範實驗操

作，學習於下課後便

結束，未能延伸至學

生日常生活中。 

透過有品節目及多

元化的學習活動，

提升學生對科學、

科技和數學的興趣

及能力 

透過節目及活動，提

升學生對科學、科技

和數學的興趣及能

力。 

80%學生能透過節目

及活動，提升其對科

學、科技和數學的興趣

及能力。 

教師工作坊 教師只能透過教科書

教授學生有關 STEM
的概念，比較紙上談

兵。 

聘請專業人員向教

師教授科學、科技

和數學的知識。 

透過教師工作坊，提

升教師教授科學、科

技和數學的能力。 

80%教師認為工作坊

能有效提升教師教授

科學、科技和數學的能

力。 
親子工作坊 透過親子工作坊，促

進親子的關係，及提

升他們的抗逆力及正

向思維。 

 

聘請專業人員教授

親子正向思維及

STEM工作坊。 

透過親子工作坊，提

升他們的抗逆力、正

向 思 維 及 學 習 科

學、科技和數學的興

趣。 

70%參加者認為親子

工作坊能提升他們的

抗逆力、正向思維及學

習科學、科技和數學的

興趣。 
17. 計劃成果的延續 

產品： 

a. 教師透過影片製作，成立影片資源庫 

b. 成立學生知識重温的平台 

 

成效： 

a.  學生透過電視台製作的通識和時事節目，並吸引他們多加主動留意新聞，使他們學習

通識科時更能掌握學科內容、提升學習能力和建立正確價值觀，事半功倍; 

b.  經過培訓後，學生亦會擔任製作的工作，他們能從篩選題材及資料時，訓練他們明辨

思維，同時加強他們資訊科技使用技巧，更學會按時完成工作，提升他們的責任感，

使他們的共通能力都得以提升; 

c.  除了時事外，他們亦需加強對其他範疇知識的認識，電視台能協助學校建立一個良好

的學習環境，提高學生對各科的興趣和自主學習能力; 

d.  成立影片資源庫，教師精心製作的教學影片，則能多次使用，並與其他教師一同分享

成果，令更多教師都能提升教學效能，有動力製作更多節目，令學生的學習資源更為

豐富; 

e.  家長能透過節目重温，了解子女在校的生活及不同技能，增加溝通外，更會多加投入

資源訓練子女的不同能力，加強家校合作的效能; 

f.  所有節目於首次播出後都會上載至學校內聯網，供學生重温，他們能透過影片加深對

課題的認識，而教師亦能教導學生於上課前先看教學影片，協助他們預習，使他們更

易理解課堂內容; 

g.  校友更為了解母校的發展，更踴躍加入校友會；區內人士亦更了解本校發展。 

 

18. 計劃成效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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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硬件方面 

本計劃中得到的硬件部分(包括電腦、軟件、攝錄機等) 相信在未來 3-5 年內都無需大量

更換或升級，往後如有需要校方亦會調配資源協助，務求令計劃得以延續。 

b. 老師方面 

本校會積極邀請其他老師參與計劃，讓有經驗的老師向同工分享，務求令更多老師能勝

任，這樣人手安排將更有彈性，亦可避免因人手不足影響計劃進行。 

c. 學生方面 

預計每學年直接參與《石小電視台》活動的同學超過 940 人。  
 

19. 推廣 / 宣傳方法 

本校一向著重分享文化，以往實施的計劃包括「無紙美術」、「電子書包」、「電子互動白板」、

「直播校園電視台」等均樂意舉行分享會及工作坊予教育界同工，共舉行場次不下數十，

加上我們曾擔任資訊科技教育卓越中心，協助其他學校的資訊科技教育發展，相信憑著我

們以往的經驗及體現分享文化的精神，我們有信心能將我們計劃的成果(包括成功及困難

的地方) ，有效地向教學界同工分享，務求令教育界整體受惠。 

 

本計劃已於 5 月初向全校教師作出宣傳及講解，並得到他們通過以此計劃來申請優質教育

基金。為了向教師、學生及家長宣傳及了解此計劃的內容，學校網站刊登及闡釋計劃資料。

同時，本校亦樂意參與優質教育基金的宣傳活動，以分享推行此計劃的困難及成果。此外

我們會免費派發教材，可收宣傳及推介之效。 
 
20. 資產運用計劃 

類

別  
項目／說明  數量  總值  建議的調配計劃  

視聽

器材 

A1. 超高清專業數碼攝錄機 1 $20,000 

計劃完成後，學校日

後會利用各種資源

支持「校園電視台」

的運作，繼續使用及

保養器材。 

 

A2. 攝錄機腳架連三腳踏輪 1 $2,000 

A3. 全高清 4K實時影音處理系統 1 $36,500 

A4. 全高清顯示器連視頻分割器 1 $4,000 

A5. 全高清導播監視器連車架 1 $4,500 

A6. 4路影音一進四出分配放大器 1 $4,500 

A7. 全高清影音訊選擇器(四進一出) 1 $4,000 

A8. 立體聲擴音器（一對） 1 $1,500 

A9. 16路立體聲混音器 1 $4,500 

A10. 無線雙通道手提麥克風 1 $3,000 

A11. 專業指向性收音咪 1 $2,500 

A12. 監製專用麥克風 1 $2,000 

A16. 外景專用小型全高清數碼 

攝錄機連腳架 
1 $4,500 

電腦 A15. 數碼串流廣播系統 1 $25,000 



天主教石鐘山紀念小學—石小電視台           
Shak Chung Shan Memorial Catholic Primary School ~ SCS Stone Channel                              

12 
 

硬件 A17. 數碼視像儲存伺服器 1 $5,000 

A18. 互聯網多媒體影像管理及網上播放平台 1 $3,000 

 A20. 直播字幕、播片及剪接用電腦 2 $12,000 

電腦

軟件 
A19. 實時數碼影像剪接軟件 1 $4,000 

 

21. 遞交報告時間表 

計劃管理 財政管理 

報告類別及涵蓋時間 報告到期日 報告類別及涵蓋時間 報告到期日 

計劃進度報告 

01/11/2018-30/4/2019 

31/05/2019 財政總結報告 

1/11/2019-31/10/2019 

31/1/2019 

計劃總結報告 

1/11/2018-31/10/2019 

31/1/2019 

 

22. 計劃的延續性 

學生方面 每年持續並定期向學生提供培訓，使學生團隊的營運得以傳承，而學生從製作中能

不斷提升他們的共通能力，令他們的全人發展有更全面的提升。 

教師方面 教師學習電視台的製作，應用於日常的教學中，使教學效能提升；而他們設定節目

內容時，則能加強對不同學生能力的了解，強化教學質素。 

設備及器

材方面 

學校為建立電視台已安排一個足夠空間作製作、拍攝之用，成為一個具系統性的製

作平台，更設有教師監察及製作組，學生亦會擔任製作工作。各種器材亦穩妥放置

電視台製作室，其損耗機會亦會大大降低，更多人都能使用電視台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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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節目設計 
節目名稱： 

我是情緒小主人 

教學目標： 

1. 認識自我和他人的情緒 

2. 掌握管理情緒的方法及提升抗逆力 

3. 培養對繪畫藝術等的興趣，從而紓緩情緒，促進心理健康及培養正面價值觀 

節目簡介： 

鈞源的筆袋內的筆全都破壞，而且被放在 CP1 的休憩處。為了追查真相，文文和志橋陪著鈞源調查，

終於發現了真相。 

節目分四部分： 

 目標 內容大意 

第一部分： 內容大綱 鈞源的同學驚慌地告訴文文和志橋，鈞源的筆全都被破

壞。文文和志橋趕到 CP1，發現鈞源正在與同學爭執，而

他文具全都散落在地上。文文和志橋分開他們，教授他們

一些紓緩心情的方法，然後嘗試了解事情的經過。 

第二部分： 認識自我和他人的情緒 文文和志橋陪著鈞源回到事發現場。他們看到散落在地上

的文具，一經探問才得知原來是鈞源造成的。每當鈞源不

開心的時候，就會無法控制自己的情緒，找東西出氣。 

第三部分： 掌握管理情緒的方法 文文和志橋帶鈞源到圖書館，並解釋愛惜文具的道理。 

第四部分： 培養對繪畫藝術等的興

趣，從而紓緩情緒，促

進心理健康 

鈞源等到 CP1 的足球機玩遊戲。參觀過程中，文文和志

橋教授他一些抒發情緒的方法和原則。 

提問: 節目播放完畢，小主播向現場觀眾發問： 

1. 究竟是誰破壞文具？ 

2. 如果你是被破壞的文具，你會有甚麼感受？ 

3. 鈞源不開心的時候，通常會怎麼做？ 

4. 你認為均源不開心時找東西出氣的做法正確嗎？為甚麼？ 

5. 如果你是他的好朋友，你會建議他怎樣做？ 

6. 你認為冷靜處事和正面態度是否重要，能帶來什麼好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