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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名稱：善用「數碼校園電視台」發展學生多元智能 

(Developing students’multiple intelligences with effective use of digital campus 

television station)        
丙部 計劃詳情 (修訂版) 
I背景 

1. 學校的背景及辦學宗旨  

本校於 1978 年創立，秉承路德會辦學使命，按照聖經真理提供全人教育，以靈育為綱，培養學生在靈、

德、智、體、群、美六方面均衡發展，以期他們成為榮神愛人的社會棟樑。主耶穌基督在升天前給了門徒一個

大使命，這大使命包含兩部份；其一是廣傳福者（太 28:19），其二是施行教導（太 28:20）。香港路德會之所

以興辦各類學校，便是要履行耶穌基督託付的使命。本會的學校教育事工由香港路德會選出的基督教教育委員

會負責統籌和督導。委員會委任校監及辦學團體校董，遵照香港路德會辦學宗旨及法團校董會組織章程管理學

校。本校以學生為本，因材施教，因應學生的不同潛能，創設豐富多姿的校園環境，讓學生沉浸涵泳，追尋學

習的真義；學生能發揮潛能，建立自信，為自己的發展路向定位，成就卓越的人生。 

 

2.校內訴求 

2.1 提升學與教的效能 

    「學與教」是本年重點關注事項之一，本校積極鼓勵教師積極進修，與時並進，持續不懈學習，提升個人

專業素養，促進學生學習及學校發展。此外，鼓勵教師透過專業進修課程，提升教師建立共融校園的能力，認

識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學習需要及有關支援策略。本校與校外機構合作，舉辦生涯規劃的認知及學生輔導技

巧(主講:學友社學生輔導中心)。近年，本校鼓勵教師善用電子教學以促進學生學習，我們邀請香港真光中學

團隊到校主講「多元化電子學習工作坊」及舉辦「運用電子學習促進學與教」工作坊，本校中文、英文、中史、

歷史、家政及旅款老師教授常用的電子學習平台及分享經驗，加強專業交流。我們相信透過媒體教育平台播放

學生學習經歷片段及教師教學成果，既可以促進學生的學習效能，又能透過電子媒介把學生的學習經歷與其他

人共同分享，加強個人認同感。 

 

2.加強學生語文的能力，營造良好語境  

    本校致力提升學生兩文三語能力，並設立全校語文政策，本校通過不同的策略培育學生語文能力，本校設

有中國語文教育學習領域及英國語文教育學習領域；中國語文教育學習領域開設中國語文科(中一至中六)與普

通話科(中一至中三)。英國語文教育學習領域開設英國語文科(中一至中六)、英文說話(中四至中六)與英文語言

藝術科(中一至中三)。 
 每星期特定日子設定為語文日，逢星期二為英語日，該日早會及全日所有公開廣播以英語進行。每月最

後一個星期四為普通話日，該日早會及全日所有公開廣播以普通話進行。 
 為提升學生的語文能力，本校設有兩間語文活動室—英語專室 Magic World (117 室)及中文學習室─崇文

閣 (604 室)。117 室每天午膳及放學時間開放供學生學習英語及進行語文活動之用。 
 本校又通過多元化的語文活動營造良好的語言環境，常設有午間才藝坊活動及星期二午間英語學習活動 
(Fiesta)。每年舉行國際文化校園活動，增加學生與以英語為母語人士接觸機會，及訓練學生接待來自美國等英

語國家之義工，提供真實語境學習英文及認識外國文化。 
 最新的語文學習形式更趨向「多媒體文本」學習，相信「校園電視台」的設立能讓學生通過更多途徑學

習語文。本校相信透過一個設備完善的「校園電視台」，推行多元化的聆聽、說話訓練活動，包括英語和粵語

的廣播，能更有效地營造一個良好的語言環境讓學生學習，加強學生的口語表達能力和溝通能力。 

 

2.3提倡關愛精神增強學生的社會參與，提升學生的公民意識  
 本校致力培養學生優良的品格，學懂自愛愛人，是以本校推行一系列的預防性及發展性學生活動，培養

學生關愛精神，學生成長支援組推行多項計劃，包括「協進至善」計劃、「繽紛明才」美化校園計劃、模範生

選舉及「班中之星」選舉等，藉此培養學生正面、積極的價值觀，並能愛己及人。 

除此以外，本校通過早會分享、福音周、團契活動、舉辦靈德與德育周會及參加福音營等，引導學生追求

真理，活出正向人生。我們更與外間機構合作開展多元化的成長支援活動和課程，一系列的內容包括生命教育

週、成長教育課、律己互勉計劃、培英計劃、同窗同分計劃、友樂同行、融樂在明才計劃等，能關顧學生不同

的需要，並讓學生關心社會。 

學校亦籌辦及參與公民教育活動，包括 I-teen 大使、廉政公署活動、領袖訓練、交流活動、參與社區活

動及社會服務及青少年軍事夏令營等，此等活動均能讓學生學會自律守紀，尊重群體綱紀，瞭解個人在群體中

應有的誠信、責任及權利與義務，增加學生的社會參與，提升學生的公民意識。而「校園電視台」也能協助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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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更多不同類型的學習活動，進一步加強學生對社會和公民意識的了解。 

 

2.4進行現場直播的需要  

由於學校禮堂和特別室的場地所限，在進行大型活動或比賽時，部份學生需使用其他課室或禮堂觀賞活

動，若可以作現場直播或影音廣播，學生或嘉賓在課室或特別室均能同時欣賞活動進行，使活動成效提高，有

助大型活動有效率及完善地推行。為此本校亦按步更換新一代的投影機、電腦及伺服器以預備現場直播或影音

廣播；一個靈活多變、與時並進的「校園電視台」是整個校舍發展計劃的一部分，我們希望透過「校園電視台」

的成立進一步建立學校的整體文化以增加師生對學校的歸屬感，加強學校與學生家長及社會人士的連繫。 

 

2.5雲端系統及串流視訊 APP以增加校園電視台的發佈渠道及促進家校溝通  

   本校的網頁伺服器只設計供一般個人電腦瀏覽器使用，並不適合一般智能電話介面。此外，學校頻寛上網

速度有限，若多人同時下載視訊資料會影響學校日常網絡運作。假如將節目上載至雲端系統及使用校本設計的

APP為用戶端，家長及學生在智能電話及平板電腦更容易觀看到校園電視台所製作的節目，隨著手機上網技術

普及，家長接受資訊的習慣也改變了，現在大部份的家長使用手機 APP 來接受資訊，過於個人電腦，因此本校

相信以視訊 APP可提升家長遊覽率，活化溝通渠道，由於家長大多是全職，因此視訊 APP 能方便他們在放工後

或任何時間，以手機了解學生在校的情況或學校最新動態，促進家校溝通與學生家長及社會人士的連繫。 

 

3.計劃如何配合學校發展 

3.1 學校資訊科技發展  

  本校一直致力運用資訊科技於處理和提升學與教和行政工作，並且積極發展學校的資訊科技設備，本校校

舍設備不斷更新，校舍內網絡設備提供內聯 100Mbps 網絡及一組 100Mbps 寬頻上網服務，以應對未來在多媒

體教學及節目廣播時所需要的高流量資料傳輸。本校已預留一特別室，作改建「校園電視台」之用，如能得到

優質教育基金的撥款成立「校園電視台」，與本校原有的資訊科技設施配合起來，發揮協同效應，學校的資訊

科技教育將有莫大進步。 

 

3.2 校本課程發展  

如獲「校園電視台」撥款，本校各科組將搜集及製作不同類型的節目。中國語文科、英文科及普通話科製

作一系列的校本教材短片，內容包括中文科的「午間才藝坊」及英文科的「Learning English with Mr Ken」等，

完成這系列的教材後，除了可提升學生對語文的認識及學習興趣外，還可讓學生在整個製作過程中，參與節目

內容編寫及演繹等製作工作，從而加強學生的讀寫聽說能力。 
其他各科目亦會發展多媒體教材，如科學領域的「實驗活動」，引發同學多角度的思維，訓練同學說話技

巧。STEM 小組的「創新科技分享」提高學生對學科的認識；非華語支援中文學習小組的「齊建共融校園」

等，透過不同類型節目、微電影、故事分享或訊息分享等，傳達「健康校園」、「關愛校園」及「正向發展」的

訊息給每一個學生。 

 

3.3 全方位活動的發展 

本校舉辦多項課外活動小組，共設立 41 組課外活動，包括服務小組、體育小組、興趣小組、學會及舉辦

多項其他經歷活動，當中「一人一制服」、體藝項目、陸運會、境外學習、社際比賽、班際比賽及乘風航等，

均能讓學生得以發展潛能，讓學生全面發展，經歷更豐富的學習生活。 

學校推行六年一貫的生涯規劃教育，初中聚焦於學生成長的需要，以強化心靈發展及培養正確的學習態度

為目標；高中則著重生命探索及為未來的路向定位，已建立整全的生涯規劃教育支援。 

學校於初中施行校本升學就業輔導課程，中一級升輔課活動幫助學生反思自己學習態度不足之處；中二級

內容有助學生提升學習動機；中三級主要著眼於讓學生反思自己的態度及表現，明白「行動及實踐」的重要。

本學年續舉行多項認識職場活動，包括工作影子計劃及工作體驗計劃、與專業及商業合作夥伴計劃、與非政府

機構或校友會合辦的計劃等；另外，個別學科舉辦行業講座及職場參觀。為協助學生規劃前路，學校提供充分

的升學就業資訊：中三級的選科活動、中四級的「模擬人生」、中五級的「模擬放榜」、中六級「小組輔導」及

利用評估工具評估學生的需要，此等安排為學生提供方向以助他們規劃前路。 

通過多元化的活動，學生在不同的範疇均有機會展現潛能，交通安全隊亦奪得新界南總區步操比賽 2016

年度中學組優異獎及有 3位領袖取得總監嘉許笛繩。本校童軍表現出色的學生獲得支部最高榮譽總領袖獎章。

其他方面，有 2位同學入選「2017香港 200 領袖計劃」及本校同學參加荃葵青優秀學生選舉獲高中組優異獎，

成就令人鼓舞。 

 

3.4 德育及國民教育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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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德及公民教育組及學生成長支援組持續進行多元化的德育及國民教育活動，按學生能力為學生安排社

會服務方面的學習經歷。透過各類型服務，可培養學生對不同社會階層人士的關注和尊重，從而發展德育及公

民教育的正面價值觀和態度。透過接觸不同界別，學生對個別社會服務感興趣，或發展成日後專長。當中包括

參與荃灣社區活動「荃城社區共融嘉年華」及「荃城萬家迎元宵」，本校非華語同學、內地新移民同學及土生

土長的香港同學一起活動中有分享及唱歌表演，宣揚並帶出社區共融訊息。 

本校已有多位同學參加荃灣區青年服務團成為團員，在 2017年 3月 4日出席了名人分享會暨年度嘉許禮。

6B郭上鋒同學代表服務團與主禮嘉賓公務員事務局張雲正局長對談，學生表現出色，獲局長讚賞。同學能藉

有關活動擴闊視野、增加自信、發揮所長，積極參與社區事務。 

 本年度舉辦的跨學科中國文化周─「飽德遊藝 誦詩三百」，讓學生認識源遠流長的中國文化。此外，本

校於重要日子舉行升旗禮，並鼓勵學生參加基本法活動，為進一步提高學生的公民意識，本校更設計公民教育

班主任堂及進行早會德育短講，而「教學社」活動能讓學生參與教會活動、學習活動及社會服務，藉此建立正

面的人生觀、價值觀和態度，為學生帶出有關人生、生命、信仰的意義。「校園電視台」的成立可進一步推展

本校的德育及國民教育，更可促進家校合作，對培育學生品格及認識社會、國家等有正面影響。 

 

3.5 閱讀計劃的發展  

  本校非常重視培養學生的閱讀習慣和自學能力，圖書館特設圖書課及中文、英文及通識教育閱讀圖書閣；

本校又於三樓及四樓空間設置閱讀天地，讓學生隨時可閱讀，增強閱讀氛圍。初中設閱讀時段，閱讀書籍包括

中文、英文及一些與學校發展計劃相關的閱讀材料。此外，全校設借書龍虎榜，鼓勵借書，以培養學生建立良

好的閱讀習慣及興趣。 

為營造全校閱讀氣氛，圖書館與各學科合作推行「學科閱讀獎勵計劃」以鼓勵學生閱讀。每年均舉行書

展活動，讓學生接觸不同類型的圖書。此外，本校又邀請老師於早會分享閱讀心得及推介書籍，以三文兩語積

極推廣中英文閱讀，營造良好學習環境帶動校園自學氣氛，提升學生的自學及終身學習能力。 

為配合電子學習，由本學年起，除推動閱讀實體書籍外，本校已於中二推行電子閱讀，成效不俗，本校

將逐步推廣至其他級別。而設立「校園電視台」能增加閱讀分享渠道，推動閱讀的成效定必更大。 

 

4. 學校就推行計劃作好準備 

4.1 豐富的經驗  

  本校老師及學生對有關校園電視台運作具備了相當的知識、經驗和認識，已製作了不少有關校園動態的短

片。只是過去受校舍工程及資源不足，局限了節目的形式和數量，希望藉是次申請獲得足夠的資源。本校具備

充足的信心和能力把計劃的成效發揮到最大。 

 

4.2 高效的教師團隊  

  本校擁有一支優秀及高效的教職員團隊，善於運用資訊科技於教學及工作上。有很多教師對攝錄、剪接及

資訊科技器材操作感興趣，這對發展「校園電視台」有很大幫助。各科目課程也滲透了資訊科技的元素，全體

教師已有豐富運用資訊科技教學的經驗。學校助理資訊科技技術員對校園電視台及攝影亦有經驗，必能勝任校

園電視台的工作，確保計劃成功推行。另外，學校已成立「校園電視台」統籌小組，小組成員曾參觀其他不同

規模的校園電視台，從中了解到校園電視台的運作情況，希望汲取更多經驗及啟發思維。 

 

4.3 場地和時間的配合  

  在本校規劃中，學校已騰出一個特別室建立「校園電視台」給老師和學生提供了一個更廣寬的創作空間，

讓學生參與不同類型的節目製作，通過鏡頭、電腦特別效果及剪接技巧處理，令學生可以在電子媒體的協助下

再一次展示學習成果。透過虛擬環境或實境拍攝，學生能更容易地進行不同的節目創作；以不同類型的課外及

課內活動，配合不同的課程規劃，學生的學習將變得更為具體，學生的成就及作品將能以影音方式展現人前。

學校期望「校園電視台」的建立能進一步提高學習的果效以及增加學生演示學習成果的機會。 

  本校有充裕的場地，在播放時間上作出積極配合，有足夠的時間播放節目，如小息廣播、午息廣播等。本

校學生小息和午息期間可留在課室午膳，而有蓋操場亦設有電視播放影片，確保學生可在校內觀賞到校本製作

的節目。節目又可早會時間直接現場直播或經剪輯後於網上轉播，學生可於不同渠道接觸及獲取校園電視台的

內容。本校亦會遵照更改房間用途的相關規定及程序以建立校園電視台。 

 

II計劃內容 

1. 目的及目標  

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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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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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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學與教的質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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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學生語文的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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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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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學與教的成效。 

 

2. 對象及預期受惠人數  

2.1 本校學生︰約 50人透過「校園電視台」活動，加深學生對學校的歸屬感，發掘學生的潛能，學習媒體製

作，提升學生的語文水平。全校學生約 750人能通過「校園電視台」播放的錄像、影片等提升學習效能及對學

校的歸屬感。 

2.2 本校教職員，包括教師、協作教師及社工，約 50人︰透過「校園電視台」活動，拉近師生的關係，教師

能在課堂以外利用電視節目教授知識、技能及態度，增進教與學的效能。 

2.3 本校學生的家長約 100人︰家長可安坐家中，透過互聯網收看節目、接收學校資訊，更了解學生在校內的

活動情況。 

2.4 其他學校︰本校很樂意將所製作的校本影像教材，與其他學校分享，並可供他們使用，讓更多校外的人士

享用本校的影像製作。 

2.5 校友︰校友可在網上收看活動情況，知悉本校的最新發展，並能觀看學生在節目內的演出，保持聯繫。 

2.6 社區共融: 全港師生、家長瀏覽本校網頁有關本計劃的資料，可了解本計劃的推行情況。本校很樂意將所

製作的校本影像教材及成立校園電視台經驗與其他學校分享(包括幼稚園、中、小學)，並可供他們參觀及使用，

讓更多校外的人士享用本校的影像製作。 

 

3. 教師及校長參與計劃的程度  

  本計劃為一個全方位學習計劃，整個計劃由校長及「校園電視台」統籌小組負責統籌及策劃推行，會召開

會議及協調教師的工作，各科統籌共同擬定計劃書內「校園電視台」節目的內容，至於技術支援方面，則由資

訊科技小組及資訊科技助理員協助，指導及培訓學生進行各種節目製作。 

  在計劃推行初時，由於本工作計劃是涉及全校性及全學年的活動，涵蓋不同科目，故學校採取以全校參與

的模式進行計劃的回饋工作。教師與學生在觀賞節目後，可進行討論及跟進，通過教師與學生的互動交流，學

生可發表個人的意見和感受，教師可對學生作出適當的回饋，加強師生之間的溝通。 

 

4. 教師及學生培訓 

   培訓人員資歷： 

i) 具二至三年或以上校園電視台操作經驗及  

七年或以上校園電視台維護設備經驗 (包括數碼影音及資訊科技網絡)。 

4.1 教師培訓: 

人數：約 15-20人 

時數：3小時 

內容：基礎攝影技巧及器材運用、收音技巧、 

剪接技巧、字幕編纂、影片輸出及全校串流 

廣播 

4.2 學生培訓: 

人數：約 20-30人 

時數：3小時 

內容：基礎攝影技巧及器材運用、收音技巧、 

剪接技巧、字幕編纂、幕前演出及司儀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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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工作計劃及進度表  

階段 工作計劃名稱及日期 工作計劃內容 
籌備期 一、成立計劃策劃小組 

(2018 年 12月) 

1. 

2. 

 

3. 

 

4. 

 

5. 

等候審批； 

工作小組由「校園電視台」統籌小組及資訊科技小組成員所組

成； 

策劃並協調各組計劃的最後時間表，以免各組製作時間過分集

中，影響人手安排； 

尋找適當的承辦商； 

報價、招標，購買器材及軟件，以及進行前期房間改裝、器材

購置與安裝以及器材測試工作； 

安排進行教師培訓及整合電視台平台及學校網絡。 

 
 

二、成立節目製作的統籌小組

(2019年 1月至 2019年 4月) 
1. 

2. 

按年度安排組內活動時間表，製訂一年的相關工作及拍攝節目； 

統籌及監察組內工作進度。 

 三、成立學生拍攝隊 
(2019 年 5月) 

 
 
 

1. 

 

2. 

在課外活動課程中，加入有關拍攝和剪接軟件應用技巧的課

程，使學生能初步掌握有關的器材及軟件操作； 

選出具潛質的學生成立小組加以培訓，以便擔任台前幕後各種

崗位，包括製作人員、台前人員(如司儀、記者、演員)、創作

人員及後期製作人員等。 

發展期 一、 成立「校園電視台」學

生製作組  
(2019 年 6月) 

1. 

 

2. 

以學生為骨幹進行招募，讓學生參與電視台的製作工作，並推

動學生應用所學為學校服務； 

分別成立創作組、拍攝組、演出組及後期製作組以吸納更多學

生並讓學生認識分工合作的重要性。 

 二、節目製作和啟播儀式 
(2019 年 7-9月) 

1. 

2. 

3. 

進行各種形式的試播，包括直播節目； 

各小組按照既定的進度，製作所需的節目； 

訂定啟播的日期及舉行啟播儀式。 

 三、安排電視台定期推出節目  
(2019 年 9-10月) 

1.  學生熟習「校園電視台」的運作後，將有能力推出更多高質素

的節目，所以此階段應有更多的節目推出。 

展望期 一、進行檢討及總結 
(2019 年 11月至 12月) 

1. 

2. 

各小組按各自進度為已完成的計劃進行檢討及總結； 

對整個計劃進行檢討，並展望未來發展路向。 

 

6. 節目的內容及播放時間表  
校園電視台頻道 
 
6.1 節目內容 
1. 語文頻道  
1.1 中文科節目一 
活動計劃名稱 : 午間才藝坊 
目標 透過節目豐富同學對中華文化、藝術等知識，有助品德、情意及文化教育。 

節目內容 透過午間活動例如猜燈謎、書法等活動認識中華文化、典故等，以提高學

習中文的趣味性。 

統籌老師 中文科老師 
節目時間 15分鐘 
播出次數 全年 2-3次 

 
校本節目設計例子 
English Programme: Fun with English Sounds  
Sample 
Activity Plan* 
Objective(s): Teaching the “ough” sound 
Program content 
10 seconds The native English-speaking teacher (NET) introduces the topi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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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icky Sounds. 
30 seconds The NET presents the chart with the six different pronunciations. 
2 minutes Each group of sounds is presented with a word containing the same 

sound.** 
20 seconds The NET presents sample sentences employing the “ough” sound. 
50 seconds Two exceptions to the pronunciation chart are presented. 
10 seconds The NET closes the presentation. 
Time 4 minutes 
Number of  
broadcasts 

30 times per year 

Coordinater English Panel Chairperson 
 *Student Ambassador(s) will be invited to present the sounds, words and sample sentences with the NET to 
enhance their multiple intelligences.  
**The sounds/examples will be repeated to cater for learner diversity, visual images may be made use of to 
facilitate learning and teaching effectiveness. 
 
1.2 英文科節目一 

活動計劃名稱 : Learning English with Mr. Ken 
目標 To raise school members’ awareness of common mistakes of English 

vocabulary use and pronunciation in Hong Kong. To raise school 
members’ awareness of some language/ cultural awareness topic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Native English-speaking teacher (NET) of our 
school. 

節目內容 Speeches, slide shows or videos produced by the NET 
統籌老師 Mr. Kenneth Bittner and the English Department 
節目時間 10-15 minutes 
播出次數 30 times per year 

 
1.3 英文科節目二 

活動計劃名稱 : English Fun Time 
目標 To share and praise students’ performances in Fiesta, lunchtime English 

learning activities. To provide more authentic opportunities for students to 
practice English. To realize students’ creativity. To learn English with fun. 

節目內容 Videos produced by the English Society members 
統籌老師 Teachers-in-charge of the English Society and the English Department 
節目時間 10 minutes 
播出次數 12 times per year 

 
1.4 英文科節目三 

活動計劃名稱 : How to speak it correctly? 
目標 To raise the awareness of proper English pronunciation among the 

general public, in particular, our students and the workforce. To illustrate 
various common mispronunciation among some people in Hong Kong in 
daily life situations in a fun and entertaining way. 

節目內容 Broadcast the TV programme,《英該點講》produced by the SCHOLAR 
and Education Bureau. 

統籌老師 The English Department 
節目時間 3 minutes 
播出次數 8 episodes 

 
1.5 普通話科節目 

活動計劃名稱 : 校園電視台 (普通話日) 
目標 自主學習、互相觀摩。 
節目內容 普通話日早會(如午間活動宣傳)、演講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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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籌老師 普通話老師 
節目時間 2-3分鐘 
播出次數 全年 4次 
 

2.學科頻道 

2.1 數學科節目 

活動計劃名稱 : 數學學會之活動分享 

目標 透過節目內容，分享數學學會舉辦的數學活動 / 遊戲，提高學生對數學的

認識。 

節目內容 介紹數學學會舉辦的數學活動 / 遊戲。 

統籌老師 數學科老師 

節目時間 2-3分鐘 

播出次數 全年 3次 

 
2.2 科學領域節目 

活動計劃名稱：實驗活動 

目標 將課堂上的示範實驗活動拍攝紀錄，有助教師用於課堂上講解相關內容，

並能讓學生適時重溫，對學習甚有裨益。 

節目內容 實驗活動。 

統籌老師 科學科老師 

節目時間 2-3分鐘 

播出次數 全年 3次 

 

2.3 旅遊及款待科節目 

活動計劃名稱：考察活動分享及景點介紹 

目標 透過節目讓學生對本港景點有基本的認識，檢視本港旅遊業的資源，讓學

生，尤其初中學生，了解本科從而提升學生對本科興趣。另外，透過製作

短片，讓學生實踐科本知識，多元化方式鞏固學習。 

節目內容 介紹香港景點及境外學習分享。 

統籌老師 旅遊及款待科老師 

節目時間 2-3分鐘 

播出次數 全年 4次 

 

2.4 家政科/科技與生活科節目 

活動計劃名稱：生活‧飲食‧日常 

目標 了解飲食、科學與健康的關係，檢視和訂立健康的飲食和生活模式。學習

日常自理技巧，進而關顧他人的需要。提供拍攝和講說的機會和訓練，建

立個人自信，發掘學科以外的興趣。 

節目內容 紀錄課堂學習活動，讓同學和外界一起學習日常生活科學和健康飲食小知

識。 

統籌老師 家政科/科技與生活科老師 

節目時間 5-10分鐘 

播出次數 全年 7次 

 

2.5 體育科節目 

活動計劃名稱：獎牌背後 

目標 表揚有成就及運動員分享經驗。 

節目內容 經驗分享。 

統籌老師 體育科老師 

節目時間 3-5分鐘 

播出次數 全年 3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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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靈德組節目 

活動計劃名稱：福音見證分享 

目標 談人生價值觀、談信仰。 

節目內容 如福音周錄影、見證、詩歌及短劇。 

統籌老師 靈德科老師 

節目時間 15-30分鐘 

播出次數 全年 3次 

 
3. 校園生活頻道 
3.1 STEM 小組節目 

活動計劃 : 創新科技分享 
目標 透過節目內容，提高學生對科技產品的認識和觸覺，從而引發學生對創新科

技的興趣，以配合其他 STEM活動，對學生的創意思維作培訓。 
節目內容 介紹新的創新科技及宣傳校內外的 STEM 活動。 
統籌老師 STEM 小組 
節目時間 2-3分鐘 
播出次數 全年 8次 
 
3.2 非華語支援中文學習小組節目 

活動計劃 : 齊建共融校園 
目標 透過電視節目， 讓同學了解少數族裔的文化，從而加深同學之間的彼此認

識，以助建立共融校園。 
節目內容 拍攝少數旅裔生活文化。 
統籌老師 非華語支援中文學習小組老師 
節目時間 15-20分鐘 
播出次數 全年 8次 
 
3.3 活動組節目 

活動計劃 : 比賽花絮(陸運會/班際/社際/校際賽) 
目標 透過觀摩比賽，促進同學間交流，互相欣賞。 

節目內容 比賽花絮。 

統籌老師 活動組老師 
節目時間 3-5分鐘 
播出次數 全年 5次 
 

6.2播放時間表  
不同學科的影片及節目的製作及拍攝時間，按現時教學進度及學習需要而定，部份會於課堂上使用，

並會上載至學校網站，供學生重温，並讓家長收看。而每年均有兩至三次會議檢討製作時間及內容。 
 
為推行自主學習，本校將設「自主學習平台」，部份已製成的語文、通識及其他學科的節目，會作為

學生上課前備課之用，讓他們透過影片先了解內容，令師生的教學效能會有更佳效果。 
 

節次 時間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小息 10:55-11:15 學科頻道 語文頻道 / 學科頻道 校園生活頻道 
午間 12:30-13:30 學科頻道 語文頻道 / 學科頻道 校園生活頻道 

 
7. 產品及成效  

   7.1 產品 

       A. 建立一個能提升學生自主學習能力的網上學習平台； 

       B. 成立多媒體創作空間及提升學生共通能力的校園電視台； 

       C. 為各學科製作不同程度的影片，以便配合學生學習的需要，並建立影片資源庫； 

       D. 讓家長了解子女在校生活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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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為學生建立才能展示的空間； 

       F. 成立讓校友及區內人士了解本校發展的影片資訊平台。 

 

   7.2 成效 

       A. 師生為不同學科製作影片，並應用於課堂及課後時間，以深入淺出及生動的手法講解，讓學生更易

了解學習內容； 

       B. 影片將上載至學校網站，讓學生於家中選擇不同程度的影片協助預習及重温，建立自學平台，配合

他們學習進度，加強他們的學習效能； 

       C. 讓學生擔任節目主持，提升他們兩文三語的演說技巧；而作為觀眾的學生，亦能加強他們的聆聽能

力； 

       D. 學生透過影片製作，加強共通能力，學懂尊重他人的意見及提升創作能力，並加強資訊科技應用能

力，亦能令收看節目的學生，對不同學科有更深的認識；    

       E. 教師從製作中更了解學生的需要，從中為他們提供不同的支援，並製作更多協助教學的素材，以提

升教學質素，同時建立影片庫，令更多師生能夠受惠； 

       F. 讓家長更為了解子女的發展，給予他們合適的支援及鼓勵，同時增加溝通，以協助家校合作的進行； 

       G. 校友及社區人士更為了解本校的發展，多加與本校聯繫，以進行交流及社區支援。 

 

8. 預算  

項目 單價 
數

量 
總額 

（A） 

器材 
A1 

數碼硬盤攝錄機 

（連高容量後備蓄電池及攝錄機專用腳架） 
$9,500 1 $9,500 

A2 三腳踏輪（可動滑輪連外景袋） $720 1 $720 

A3 實時虛擬演播系統 $79,600 1 $79,600 

A4 22”液晶顯示器 （連視頻分割器） $3,500 1 $3,500 

A5 22”拍攝室導播監視器（連電視機踏輪） $2,500 1 $2,500 

A6 4路影音一進四出分配放大器 $830 1 $830 

A7 影像接線及分線系統 $1,980 1 $1,980 

A8 18位元數碼立體聲混音器 $4,500 1 $4,500 

A9 手提麥克風和站立式腳架 $250 1 $250 

A10 專業指向性收音咪 $1,980 1 $1,980 

A11 監製專用麥克風 $500 1 $500 

A12 監製專用耳筒 $200 1 $200 

A13 攝影師及演員專用耳筒 $200 1 $200 

A14 音頻訊號放大器 $1,980 1 $1,980 

A15 耳機音頻訊號放大器 $1,980 1 $1,980 

A16 立體聲擴音器（一對） $1,500 1 $1,500 

A17 音訊接線及分線系統 $1,980 1 $1,980 

A18 互聯網影像管理平台 $2,500 1 $2,500 

A19 實時數碼廣播系統 $22,000 1 $22,000 

A20 實時數碼影像剪接電腦 $9,800 1 $9,800 

A21 實時數碼影像剪接軟件 $3,600 1 $3,600 

合計： $151,600 

（B） 

工程 

B1 「校園電視台」拍攝點安裝工程 $5,000 1 $5,000 

B2 「校園電視台」拍攝及控制室 工程費用 $99,900 1 $99,900 

B3 「校園電視台」軟件及硬件安裝費用 $9,600 1 $9,600 

合計： $114,500 

（C） 

服務 
C1 

「校園電視台」操作培訓（教師及教職員） 

 三小時 
$2,500 1 $2,500 

C2 
「校園電視台」小記者及主播培訓（學生） 

 三小時 
$2,500 1 $2,500 



 10 

合計： $5,000 

（D） 

一般開支 

D1 「校園電視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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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A3.實時虛擬演播播系統 (VR PRESENTER) 和 A19 實時數碼廣播系統是整個校園電視台的核心器材，能

夠提供即時性的影像及聲音直播，可以讓全校學生在不同場地，例如課室、特別室等同時觀看直播節目。此外，

這兩個系統能夠提供校本大型活動的直播，例如本校的週會及才藝表演等，解決了學校有蓋操場不能容納全校

學生同時進行典禮或活動的限制，讓更多同學能一起參與活動。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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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碼攝錄機 
  （連高容量後備蓄電池及攝錄機專用腳架） 1 $9,500 

計劃完成後，繼續

留校使用。 
 

A3. 實時虛擬演播系統  1 $79,600 
A4. 液晶顯示器 （連視頻分割器）  1 $3,500 
A5. 拍攝室導播監視器（連電視機踏輪）  1 $2,500 
A7. 影像接線及分線系統 1 $1,980 
A8. 16 頻道數碼立體聲混音器 1 $4,500 
A10.專業指向性收音咪  1 $1,980 
A14.音頻訊號放大器  1 $1,980 
A15.耳機音頻訊號放大器  1 $1,980 
A16.立體聲擴音器（一對）  1 $1,500 
A17.音訊接線及分線系統  1 $1,980 

電腦硬件 
A19.實時數碼廣播系統 1 $22,000 
A20.實時數碼影像剪接電腦 1 $9,800 

電腦軟件 
A18.互聯網影像管理平台 1 $2,500 
A21.實時數碼影像剪接軟件 1 $3,600 

 

10. 評鑑參數及方法  

   本校會成立監察小組，並由校長、副校長、學與教主任及「校園電視台」統籌小組成員所組成，在三個階

段內，包括籌備期、發展期、總結及展望期召開多個會議，透過有關數據作監察，持續性及總結性評估，以監

督是項計劃的進度與成效。評鑑方法是透過觀察/問卷/學生於建立校園電台後之學習表現，評估以下各項的成

效： 

1. 提升學習興趣(表現指標：80%教師及學生同意此計劃能引起學生學習及興趣；70%家長對學生學習觀感有提 

   升) 

2. 提升學生的創意、運用資訊科技、協作及解難能力(表現指標：80%教師及學生同意此計劃能有助提升學生      

   的相關能力) 

3. 能促進教師的專業知識及技能(表現指標：80%教師及學生同意此計劃能促進學與教的效能；80%教師曾參與 

   製作節目工作) 

4. 增加學生及家長對學校的歸屬感(表現指標：情意及社交表現(滿足感及師生關係)有所提升；家長對學校氣 

   氛觀感有所提升) 

 

至於各個節目在成熟期內的預期目標及評鑑方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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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項目  預期目標 / 評鑑方式 
 頻道 科組 活動計劃名稱  

1.  

 
語 
文 
頻 
道 

中文科 午間才藝坊 

收集同學的表現(猜燈謎)及作品(書法) 

透過校本/持分者/情意及社交表現/問卷搜

集同學的意見。 

2.  英文科 
Learning English with Mr Ken 

English Fun Time 
How to speak it correctly? 

觀察學生對節目的反應。 

透過校本/持分者/情意及社交表現/問卷搜

集同學的意見。 

3.  普通話科 普通話日 

由教師抽問學生有關片段中的普通話用語。 

透過校本/持分者/情意及社交表現/問卷搜

集同學的意見。 

4.  

學 

科 

頻 
道 

數學科 數學學會之活動分享 

觀察學生對節目的反應。 

透過校本/持分者/情意及社交表現/問卷搜

集同學的意見。 

5.  科學領域 實驗活動 

觀察學生對節目的反應。 

透過校本/持分者/情意及社交表現/問卷搜

集同學的意見。 

6.  旅款及款待科 考察活動分享及景點介紹 

觀察學生對節目的反應。 

透過校本/持分者/情意及社交表現/問卷搜

集同學的意見。 

7.  
家政科/ 

科技與生活科 
生活‧飲食‧日常 

觀察學生對節目的反應。 

透過校本/持分者/情意及社交表現/問卷搜

集同學的意見。 

8.  體育科 獎牌背後 

觀察學生對節目的反應。 

透過校本/持分者/情意及社交表現/問卷搜

集同學的意見。 

9.  靈德組 福音見證分享 

觀察學生對節目的反應。 

透過校本/持分者/情意及社交表現/問卷搜

集同學的意見。 

10. 
校 
園 
生 
活 
頻 
道 

資訊及活動頻道 STEM 小組 

觀察學生對節目的反應 

透過校本/持分者/情意及社交表現/問卷搜

集同學的意見。 

11. 
非華語支援中文 

學習小組 
齊建共融校園 

觀察學生對節目的反應 

透過校本/持分者/情意及社交表現/問卷搜

集同學的意見。 

12. 活動組 
比賽花絮 

(陸運會/班際/社際/校際賽) 

觀察學生對節目的反應 

透過校本/持分者/情意及社交表現/問卷搜

集同學的意見。 

 
 評鑑項目及達標準則 評鑑方法 
10.1 教師方

面 
10.1.1 80%或以上的教師曾參與製作節目的工作 10.1.1.1 收集統計數據 
10.1.2 80%或以上的參與教師認為個人資訊科技的能

力獲得提升 
10.1.2.1 教師問卷收集意見 

10.1.3 80%或以上的教師認同透過本校電視台，學生能

發揮各種多元智能，加強學生各種共通能力，  
10.1.3.1 教師問卷收集意見 
10.1.3.2 教師觀察 

10.1.4 80%或以上的教師認同透過本校電視台，有助提 10.1.4.1 教師問卷收集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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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學與教的質素 
10.1.5 80%或以上的教師認同透過本校電視台，能照顧

學生的個別需要 
10.1.5.1 教師問卷收集意見 

10.2 學生方

面 
10.2.1 80%或以上參與製作節目的學生加深了對節目

製作的認識和興趣 
10.2.1.1 學生問卷收集意見 
10.2.1.2 教師問卷收集意見 
10.2.1.3 教師觀察 

10.2.2 80%或以上參與製作節目的學生認同個人的才

能得以發揮及能提升到各種共通能力 
10.2.2.1 學生問卷收集意見 
10.2.2.2 教師問卷收集意見 
10.2.2.3 教師觀察 

10.2.3 80%或以上參與製作節目的學生認同提升學習

效能 
10.2.3.1 學生問卷收集意見 
10.2.3.2 教師問卷收集意見 
10.2.3.3 教師觀察 

10.3 計劃目標 
   方面 

10.3.1 80%參與同學除了能運用粵語訪問外，也能運用

普通話或英語作訪問，以顯示兩文三語的能力提

升。 

10.3.1.1 學生問卷收集意見 
10.3.1.2 教師問卷收集意見 
10.3.1.3 教師觀察 

10.3.2 所有校園小記者經過培訓後，懂得運用相關的器

材及軟件。期望此計劃完成後，100%校園小記

者在運用資訊科技技能有所提升。 

10.3.2.1 學生問卷收集意見 
10.3.2.2 教師問卷收集意見 
10.3.2.3 教師觀察 

10.3.3 此計劃完成後，更多同學參與校園小記者，提升

學生對學校的歸屬感。家長對學校的教學模式亦

加深了認知及對學校氣氛觀感有所提升。 

10.3.3.1 統計參加人數 
10.3.3.2  情意及社交表現(滿

足感及師生關係)有

所提升(家長及學生

問卷部分) 
 
11. 計劃的延續性  

9.1 學生方面︰計劃完成後，本校透過各種電視台培訓，培訓了一批校園小記者、節目主持及製作隊伍，

有助學生擴闊視野和知識，有效地培養他們的全人發展。他們日後更可協助接續培訓低年級學生，使

「校園電視台」的工作得以延續，期望同學能在生活上善用知識，發揮技能。 

9.2 教師方面︰從「校園電視台」的培訓、製作及運作上汲取經驗，學懂創作、製作節目流程及運用攝錄、

剪接器材，日後能培訓學生擔任各項製作工作。 

   9.3 設備及器材方面︰學校日後會利用各種資源支持「校園電視台」的運作，包括技術支援人員、培訓參

與製作節目的學生、各項器材的保養費用、行政人員的監察及管理，以確保「校園電視台」能持續運

作，更新節目以達致可持續發展。  

   9.4 學校課程方面︰本校制訂的「校園電視台」培訓課程，正好提供了現時教學改革所提倡的九種共通能

力的培訓，希望藉此能跨越八大學習領域，以媒體擴闊教學空間，收教學相長之效，讓校本課程得到

增潤，有助增強學生的學習能力，提高學校的教與學水平。 

 

12. 推介及宣傳計劃  

    10.1 本校會把電視台的資料、學生的培訓、節目製作的花絮等上載學校網頁，並定時發送電視台的最新

動態及播放節目，以推廣及宣傳計劃。 

    10.2 參與教育局的宣傳及推廣活動。 

    10.3 向其他學校推介是次申請優質教育基金的計劃，與其他學校分享經驗。 

    10.4 視訊 APP，以智能手機了解學生在校的情況或學校最新動態，促進家校溝通與學生家長及社會人士 

         的連繫。 

 

13. 成員  

「校園電視台」成立小組 
校長、副校長、主任 

 
「校園電視台」核心成員： 

主任、老師、老師 

 

本校資訊科技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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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資訊科技技術員 

 

「校園電視台」科組統籌： 

老師(中文科)、老師(英文科)、 

老師(普通話科)、老師(數學科) 

老師(科學科)、老師(旅遊及款待科) 

老師(家政科、科技與生活科) 

老師(體育科) 、老師(活動組) 

 

14.  遞交報告日期時間表 
 本校承諾準時按以下日期遞交合規格的報告： 

計劃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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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9-30/6/2019 

31/7/2019 財政總結報告 
1/1/2019-31/12/2019 

31/3/2020 

計劃總結報告 
1/1/2019-31/12/2019 

31/3/20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