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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質教育基金  
公帑資助學校專項撥款計劃  

乙部：計劃書  

(修訂版) 

計劃名稱：  

國家鋼結構建築的美學—國家青少年鋼結構工程師培養及 STEAM 教育發展計劃 

計劃編號：  

(由「網上計劃管理系統」
編配) 
2018/0335 

 
學校名稱：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心誠中學  

直接受惠對象  

(a)  界別：  幼稚園     小學    


 中學     特殊學校  (請在適當的空格加上號 )  

(b)  受惠對象：(1)  學生 :    615      中二至中四級   ；   
(2)  教師 :  本校 :  22名  ;  全港教師專業發展活動：80名；  
(3)  家長 :  (不適用) ;  (4)  其他 :  (不適用)           

計劃時期 :   05/2019   至    09/2020  
 

1.  計劃需要  

1.1 計劃目標 1. 利用藝術元素及中國鋼建築為例，讓學生明白鋼建築在今日發展的趨勢和狀

況，同時吸引用這類建築的美學元素吸引他們學習及探究興趣； 
2. 以中二級的數學科和科學科、中三級的數學科和物理科以及中四級的化學科

為重心，發展有關鋼結構主題，跨越初中至高中數理科學學習領域的校本

STEAM課程； 
3. 配合本校 STEM 教育組和 STEAM 校本課程發展的方向，將鋼結構主題融入

校本課程關涉的不同科組中，成為持續而恆常的教學內容； 
4. 配合本校近年積極推動 STEAM 教育活動的發展取向，開發配合校本課程和

非正規課程的電子學習資源，並配合比賽和其他活動，進一步實踐 STEAM 教

育及其重視探索和動手做的精神； 
5. 通過有關鋼結構和相關工程的實驗、相關企業和機構的參訪及實踐等非正規

課程的配合，幫助學生掌握有關鋼材和相關工程的知識，從而了解現時鋼結

構相關行業的實況； 
6. 透過院校協作，提升學生對有關鋼結構和工程的知識和了解，拓展他們對相

關行業的視野和眼界，從而為他們將來的生涯和職志發展提供更多可能性，

將來有機會參與和投身相關範疇和專業。 

1.2 創新元素 1. 本計劃下所開展的「鋼結構」專題課程將成為一個具有STEAM特色的校本課

程。這個課程將開拓到現時香港學校STEAM教育中有待發展的工程範疇，達

至本校STEAM校本課程的整全發展； 
2. 通過開拓有關工程範疇的教學內容，本計劃將有助現時香港STEAM教育中工

程元素與科學、科技和數學等其他元素的整合，有助發展完整的STEAM教育

課程；而本計劃以中二至中四的數理科學科組課程為發展重心，亦有助

STEAM教育由初中至高中的銜接； 
3. 本計劃通過大學國家鋼結構工程技術研究專家與本校的協作，能以大專院校

自身專業範疇知識和網絡的介入，促進學校在STEAM範疇的教學質素，並有

助拓展一種新的院校協作模式。 

1.3 計劃如何配合校本 / 1. 本校近年積極發展STEAM教育，於現時的三年發展計劃期的關注事項「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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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的需要 優質的多元教學法」中，便將「啟發科研精神，精於探究，尋求美善」列

為2018-19年度的關注事項，並將發展STEAM教育作為主要推行策略。配合

此一方向，本校組織了跨科組教師成立STEM教育組及相關學習組群，並推

動有關STEAM教育的課程規劃、學生活動和教師專業發展。本計劃正符合本

校近年推動STEAM教育的發展取向，並促使其朝向深化的方向推展； 
2. 配合本校致力推動STEAM教育的發展方向，本校於上一學年在科學科牽頭

下，與物理科、生物科和數學科共同合作，在初中及部分高中級的課上推

行「小型魚菜共生」探究課程，啟動了多學科合作推行STEM教育的第一步。

而本校在2018-19年度的STEM教育發展組工作計劃中，亦明確指出要「推動

各科/組共同設計及開展跨科/組合作的含 STEAM 跨學科性質的課程」。本計

劃正基於本校STEAM教育課程漸具雛型的基礎，進一步朝專門化和深化的方

向發展，並藉鋼結構專題將STEAM的各大元素加以整合； 
3. 現時STEAM教育為香港學校重要發展方向，但工程範疇的發展卻相對較少。

本校現時的STEAM校本課程亦主要以機械人、編程乃至魚菜共生和水培種植

等為主。本計劃以鋼結構和相關工程為主要內容，正能補足現時本校乃至

香港學校STEAM教育在此方面的空白，有助形成涵蓋STEAM各大元素、較完

整的課程，長遠能促進STEAM教育的整全發展； 
4. 本校於現時三年發展計劃期內，將「鼓勵老師學習及試用電子學習法」列

為「發展優質的多元教學法」的重要策略。本計劃應用電子和資訊科技於

鋼結構專題的教學上，既配合本校三年計劃的發展方向，亦能促進本校

STEAM課程教學的互動性，從而強化教學成效； 
5. 鋼結構和相關工程行業向為香港乃至國家產業發展的重要部份。本計劃推

動學生認識和了解相關知識和行業現況，有助開拓其生涯規劃方面的視

野，從而擴闊其職涯和人生定向的選擇。 

2.  計劃可行性  

2.1 計劃的主要理念/依
據 
 

1. STEAM 教育的定義、作用及計劃教學理念 
STEAM 即科學 (Science)、科技 (Technology)、工程 (Engineering)、藝術 (Art)
和數學 (Mathematics)的統稱。STEAM 教育一般而言即在正規及非正規課程

中有關這幾個範疇的教學和學習 (Encyclopedia Britannia, 2015; Gonzalez & 
Kuenzi, 2012; 李偉展，2017 )。綜合各個主要對 STEAM 教育概念的討論，具

有以下核心理念： 
 不是專業化的知識或零碎的概念來組織教學內容； 
 工程技術教育與科學教育同步進行，幫助學生理解現今世界主要由人工

設計而成的狀況； 
 工程、科技及數學與科學的融合，有利於教和學。 
在 STEM 的基礎上，STEAM 教育基於認為創造力對於發展科學和科技等範疇

中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 (Delotte, 2015)，因而在科學、科技、工程和數學

以外，再加入藝術範疇，以針對發展學生於設計、創新和創造力等方面的能

力 (Taylor, 2016)。而美國、中國和南韓也按此而開始發展有關 STEAM 的課

程 (White, 2010)。 
基於上述 STEAM 教育的理念、現時相關政策措施，國際上有關水質監測教

育的經驗，以及教育局《推動 STEM 教育 發揮創意潛能》報告中所列策略，

本校訂定出此計劃的實施理念，包括以下原則： 
認知：瞭解鋼作為物料的科學知識，以及在工程上的應用 
解難：現實問題下如何利用有關物料思考及嘗試去解決它 
創新：加入自己的創意和想法去解決問題 
動手做：試作模型呈現自己的方案 
本計劃基於此一 STEAM 教育理念，將會把鋼建材和相關工程內容融入於相

關學習領域的課程內，包括數學、物理、化學、設計與科技等，並加入比賽

和探索體驗等鼓勵學生實踐和探究的元素，於 STEAM 教育框架下推動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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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建材和相關工程內容的教學。 
2. 推動 STEAM 教育中工程範疇發展的重要性 

2016 年施政報告在「創新與科技」部份進一步指出「政府將更積極推動 STEM
教育，鼓勵學生選修有關科學、科技、工程和數學的學科。」(香港特別行

政區政府，2016) 近年教育局推動進一步課程改革，提倡「學會學習 2+」並

發布《學校課程持續更新： 聚焦、深化、持續 概覽》文件，所列出課程持

續更新的其中一項發展重點正是推廣 STEAM 教育。而現時社會上，STEAM
教育內容多是以「科學」為主，而事實上，工程元素在整個 STEAM 概念上

是並行的，可惜由於工程元素涉及到專精的知識和技術，需要有專業單位支

持，方能更精準地融入教室，故此有實際需要切入於此範圍，填補空缺。本

計劃以鋼建材和有關工程為主要內容，正是針對此點，促進在 STEAM 教育

工程範疇的發展，從而為 STEAM 教育的整全發展作出貢獻。 
3. 現行課程框架內與鋼建材相關的課程內容 

雖然鋼結構和相關工程內容並無直接收納於現時課程框架內，但在中一至中

三、中四至中六兩個學習階段中，科學教育課程指引均已包含物料世界一

欄，內容包括： 
 認識不同物料的物理和化學特性  
 認識不同物料根據其結構和特性可作的用途。  
 了解保護天然資源的需要。  
 認識一些化學反應變化及所涉及的物料。 
此外，在現行數學、科學和科技教育學習領域的不同科目中，於中一至中三

和中四至中六兩個學習階段，亦已有與鋼材及工程相關的教學內容，而鋼材

的學習內容可融合於這些內容內進行教學： 

學習範疇 科目 學習階段 相關內容 
數學教育 數學 中一至中三 度量、圖形與空間範疇 

1. 立體圖形 
2. 求積法 
3. 角和平行線 
4. 多邊形 
5. 畢氏定理 
6. 直角坐標系 
7. 三角學 

數學教育 數學 中四至中六 必修部份：度量、圖形與空間範疇 

1. 圓的基本性質 
2. 軌跡 
3. 直線與圓的方程 
4. 續三角 

選修部份-單元二：代數與微積分 

1. 續三角函數  
2. 求導法的應用 
3. 向量的應用 

- 須線段的分割、平行性和正交性 
- 求兩向量間的夾角、向量投射至

另一向量的投影、平行六面體的

體積和三角形的面積。 

科學教育 科學教育 中三 單元十三：從原子到材料 
1. 金屬 

(1) 提取金屬 
(2) 金屬的性質與應用 

2. 現今世界的材料 
(1) 合金 

科學教育 化學 中四至中六 必修部份：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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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岩石和礦物 
- 以金屬礦石提取金屬為例，說明

從礦物中可分離出有用的物料 
必修部份：微觀世界 I 

1. 原子結構 
- 元素的分類：金屬、 非金屬和類

金屬 
2. 金屬鍵 
3. 金屬的結構和性質 

必修部份：金屬 

1. 金屬的存在和提取 
- 金屬在自然界中以自 由態和化

合態形式存 在 
- 把金屬氧化物加熱或 與碳共熱

以獲取金屬-  
- 以電解提取金屬 
- 金屬的發現與金屬提 取的難易

程度和原料 是否容易取得有關 
- 有限的金屬蘊藏量與 金屬資源

的保存 
2. 金屬的活性  

- 一些常見金屬如鈉、 鈣、鎂、鋅、

鐵、鉛、 銅等與氧（或空氣）、 水、

稀氫氯酸和稀硫酸的反應 
- 利用活性序預測涉及金 屬的反

應  
- 金屬的提取方法與其在活性序位

置的關係 
3. 金屬的腐蝕和保護 

- 導致鐵銹蝕的因素 
- 預防鐵銹蝕的方法 
- 鐵銹蝕對社會和經濟 的影響  

選修部份：物料化學 

1. 金屬和合金 
- 金屬晶體的結構 
- 金屬結構的晶胞及配位數 
- 金屬與合金性質的差異 

科學教育 物理 中四至中六 必修部份：力與運動 

1. 位置與移動 
(1) 位置、距離和位移 
(2) 標量和矢量 
(3) 重力作用下的垂直運動 

2. 力和運動 
(1) 力的合成與分解 
(2) 質量與重量 
(3) 力矩 

3. 作功、能量與功率 
(1) 機械功 
(2) 重力勢能 

科學教育 綜合科學 中四至中六 必修部份：化學世界的規律 

1. 週期表 
(1) 比較第 I 族及第 II 族金屬的

活潑性 
科技教育 設計與科

技及家政/
科技與生

中三 物料和結構 

1. 物料及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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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等 (1) 設計中應用合適的資源 
 應用各種常見的材料，如

木材、金屬、塑料和布料，

來設計和製造簡單的產品 

2. 結構與機械結構 
(1) 結構及運動的簡單特性 

 能量輸入、運動控制及輸

出作功的一般概念 

營運和製造 

1. 工具及儀器 
(1) 安全使用工具及儀器 

 介紹測量儀器，如萬用表

和數據擷取裝置 

科技教育 設計與應

用科技 
中四至中六 科技原理 

1. 材料及標準元件 
2. 工具、設備及機械 

選修部份：科技研習 

1. 設計實踐與材料處理 
(1) 材料、元件與系統 

 材料的特性與選擇 

 材料與結構 

應用學習 應用學習 中四至中六 工程及生產 

1. 與課程相關的專業/行業/工業群 
(1) 土木工程 －着重結構、建築

及與工程有關的土壤力學，

例如建築物、橋樑、道路及

堤壩 
2. 促進未來升學及就業的入門技能 

(1) 利用工程所有範疇的通用技

術、技能及工 具，例如使用

度量設備（例如萬用錶）、工 
程繪圖、建造小規模模型 

3. 在初中教育及中四發展的基礎知

識 
(1) 在已有的基礎知識上發展： 

  數學，例如度量、圖形、

空間、數字和代數的知識 

  科學，例如力與運動、電

力、熱力、物料及其特性、

化學反應及能量 

4. 香港社會對培養有關鋼建材和相關工程人才的需求 
過去香港建造了大量含有鋼結構和鋼－混凝土組合結構的建築物。未來，鋼

建築在香港基建需求和國家推動鋼材下，仍有相當空間發展。由於未來香港

基建需要和國家鋼工業發展，需要有更多人才投入產業，在中學階段介入，

有助提升學生興趣和未來考慮選讀有關科目，投身於相關行業和培育更多適

切人才。本計劃以鋼結構和相關工程作為主要內容，正能符合上述社會和教

育發展的勢頭，並有助擴闊學生對相關生涯發展的認知和了解。 
5. 應用電子和資訊科技教學的重要性及作用 

在近二十年電腦、流動裝置、互聯網乃至網上電子平台 迅速發展下，電子

學習 (eLearning)和應用資訊科技進行教學已成為學校教育的一大取向。不同

學 者 和 機 構 (Garrison & Anderson, 2003; Urdan, Weggen,  & 
WRHAMBRECHT+CO, 2000; 教育局, 2009)便將電子學習理解為透過運用互聯

網技術，以各種不同方案，促進學習和教學的方法。當中應用各種連結於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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絡的電子和資訊科技工具，包括電腦、各種流動裝置、電子平台等進行學與

教，便成為學校教育的重要一環。 
教育局在 2008 年發布的《第三個資訊科技教育策略─適時適用科技 學教效

能兼備》諮詢文件中，便將資訊科技教育定義為「(a) 利用資訊科技提升學

校行政的效率與效能；(b)  提升學生的資訊素養；及 (c) 利用資訊科技改善

學生整體的學習成果。」(教育局，2008)，這包括讓各種電子和資訊科技裝

置或設備成為學生探索知識和資訊的渠道和平台；培養學生自行處理資訊的

能力；多媒體及數碼學習資源和學習平台的發展等。(教育局，2008；朱耀

明，2004) 
根據不同學者的研究 (Rosenberg, 2001; Nuutinen, Sutinen, Botha, & 
Kommers, 2010; Wheeler, Yeomans, & Wheeler, 2008; Nuutinen et al., 2010)，應

用電子和資訊科技進行教學能打破教師一人教授，學生集體聽課的單一模

式，讓學與教發展為以學生為中心的模式；同時通過電子和資訊科技媒介連

結網絡及能具像顯示各種內容的特性，能刺激和促進學生的學習興趣和動

機，並讓他們能隨時連繫於網絡搜尋資訊、與他人就不同課題進行交流，促

使學生成為自學者。 
基於以上應用電子和資訊科技進行教學的作用，本計劃將應用平板系統和電

子應用程式，並通過將這些工具連結於全校網絡，除了能幫助學生於進行有

關鋼結構的實驗或研習活動時，能隨時將數據資料反饋於網上平台，促進彼

此交流研討外，亦可透過平板的觸屛和具像顯示功能，呈現複雜抽象的數據

和概念，從而增強有關鋼結構課題教學的互動性和趣味性。 
參考資料： 

Deloitte. (2015). Tech trends 2015: The fusion of business and IT. 
http://www2.deloitte.com/au/en/pages/technology/articles/tech-trends-2015.html 

Dikilitaş, Kenan, (2016). Innovativ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methods and 
strategies for STEAM education. Hershey, Pennsylvania: IGI Global. 

Garrison, D., & Anderson, T. (2003). E-Learning in the 21st century. London: 
Routledge. 

Gonzalez, Heather B. & Kuenzi, Jeffrey J. (2012).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and Mathematics (STEAM) Education: A Primer. Washington, DC.: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https://fas.org/sgp/crs/misc/R42642.pdf  

Information Resources Management Association (ed.) (2015). STEAM Education: 
Concepts, Methodologies, Tools, and Applications. Hershey, Pennsylvania: IGI Global. 

Johnson, Clara C. et al (eds.) (2015). STEAM Road Map: A Framework for Integrated  

STEAM Education. London: Routledge.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2011). Successful K-12 STEAM Education: Identifying  

Effective Approaches in 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and Mathematics.  

Washington, DC: The National Academies Press. 

Nuutinen, J., Sutinen, E., Botha, A., & Kommers, P. (2010). From mind tools to social 
mindtools: Collaborative writing with Woven Stories. British Journal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41(5), 753- 775.  

Rosenberg, M.J. (2001). E-learning: Strategies for Delivering Knowledge in the Digital 
Age, McGraw-Hill Professional, New York, NY.  

Schweingruber, H., Keller, T., & Quinn, H. (2012). A Framework for K-12 Science  

Education: Practices, Crosscutting Concepts, and Core Ideas. Washington, DC.:  

National Academies Press. 

https://fas.org/sgp/crs/misc/R4264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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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ylor, Peter Charles (2016). Why is a STEAM curriculum perspective crucial to  

the 21st century?. 2009 - 2018 ACER Research Conferences. 6. 

https://research.acer.edu.au/cgi/viewcontent.cgi?article=1299&context=research_c 

onference 

Urdan,T. A., Weggen, C. C. & WRHAMBRECHT+CO (2000). Corporate E-learning: 
Exploring A New Frontier. 
http://papers.cumincad.org/data/works/att/2c7d.content.pdf  

Wheeler, S., Yeomans, P., & Wheeler, D. (2008). The good, the bad and the wiki: 
Evaluating studentgenerated content for collaborative learning. British Journal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39(6), 987- 995.  

White, H. P. (2010). STEAM not STEAM whitepaper: An agreement on what  

drives the US economy in the future. http://steam-notSTEAM.com 

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 (2015)。《2015 年施政報告 教育局的政策措施》 

李偉展 (2017)。從科學教育到 STEAM 教育。香港：教育局主辦「STEAM 教育」

系列：小學校長及課程領導 STEAM 教育研討會。 
http://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cross-kla-stud
ies/gs-primary/teacher-edu-program/Part_2-r2.pdf 

朱耀明 (2004)。科技教育與教育科技之關係。《生活科技教育月刊》，三十七卷，

第六期，2-8。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2015)。《二零一五施政報告》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2016)。《二零一六施政報告》  

課程發展議會 (2015)。《推動 STEM 教育 發揮創意潛能》  

教育局 (2008)。《第三個資訊科技教育策略：適時適用科技 學教效能兼備》諮詢

文件。 

教育局 (2009)。《課本及電子學習資源發展專責小組報告》。香港：教育局。 

教育局 (2015)。《學校課程持續更新：聚焦、深化、持續 概覽》 

教育局 (2017)。《科學教育學習領域課程指引 (小一至中六)》 

教育局 (2017)。《數學教育學習領域課程指引 (小一至中六)》 

教育局 (2017)。《科技教育學習領域課程指引 (小一至中六)》 

2.2 申請學校對推行計

劃的準備程度/能力

/經驗/條件/設施 

1. 本校近年積極推動 STEAM 教育，從 2017-18 學年起，本校將 STEAM 教育列

入重點發展項目，並設立「STEM 教育發展組」， 負責規劃全校 STEAM 教育

的發展及推動各科/組開展與 STEAM 教育相關的學與教等工作，顯示本校在

學校政策和規劃方面，已將 STEAM 相關範疇教學放於重要位置，並投放相

應資源作進一步推展。 
2. 自 STEM 教育發展組成立以來，已先後推動學生參與由校外舉辦或由本校各

學科推行的不同類型的 STEAM 教育活動和項目，包括以下例子： 
(1) 水底機器人比賽 
(2) 「意粉塔大挑戰」 
(3) 「香港機關王競賽 2018」 
(4) 由本校電腦科在初中級推行的 智能機械車組裝及編程校本課程 
(5) 由本校科學科主辦的「航空科技探知講座」（中一至中二級） 
(6) 由本校科學科在初中級推行的以科學競技比賽 (綜合 STEM元素) 為焦點

的校本課程（課堂學習＋課後自主學習＋課後比賽） 
(7) 由本校科學科於課後在中一級試行的「水耕種植」體驗課程 
(8) 在 STEM 教育發展組的規劃下，本校的課後「一生一體藝」計劃增加了

https://research.acer.edu.au/cgi/viewcontent.cgi?article=1299&context=research_c
http://papers.cumincad.org/data/works/att/2c7d.content.pdf
http://steam-notstem.com/
http://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cross-kla-studies/gs-primary/teacher-edu-program/Part_2-r2.pdf
http://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cross-kla-studies/gs-primary/teacher-edu-program/Part_2-r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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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 STEAM 相關的課程，包括：「機械人組裝及編程課程」、「機關王基

礎及進階訓練課程」、「3D 打印課程」等，課題涵蓋機械人、編程、3D
繪圖及打印、力學建構等。 

(9) 由本校 STEM 教育發展組安排，參與在台舉行的「國際機器人與 APP」
夏令營（境外學習） 

通過參與或舉辧上述的活動/課程，本校在 STEAM 教育工作上累積了一定經

驗。上述活動所涉及之機械和科技知識及元素亦可通過「鋼結構」課程的相

關內容加以深化，幫助教師和學生認知和掌握有關知識及技能。 
3. 本校「科學科」及「歷史與文化科」已有多年合作的經驗，共同開展和優化

跨科校本課程（濕地生境與文化）。此外，在過去十年，學校每年都劃定一

全校性的「跨學科學習周」，由各個不同學科設計課程，就一個設定的跨學

科主題（每年不同主題）帶學生做探究。校方亦鼓勵不同學科合作，開展有

關課程。去年，在科學科牽頭下，與物理科、生物科和數學科合作開展「小

型魚菜共生」探究課程。可見，學科合作在本校已有一定的經驗，能於此基

礎上進一步深化和專門化，有助發展以「鋼結構」為探究專題的跨科組校本

STEAM 課程。 
4. 於 STEM 教育發展組推動下，本校相關科組教師接受了不同類型的 STEAM

教育教師專業發展培訓，包括：與友校交流（到訪友校參觀 STEM 設施及了

解友校的校本 STEM 課程）、參與大學或教育局主辦的 STEM 教育講座／分享

會及教師進深課程、 參加「內地大學學習 交流團」、參觀「STEM VR 體驗中

心」、參加友校舉辦的「粵港澳大灣區 STEM 教育聯盟教師培訓日」等，顯

示本校相關科組教師已有接受 STEAM 教育教師專業發展之經驗，具相關知

識推動本計劃。 
5. 以 STEM 教育發展組為骨幹，本校將組成以下核心教師及技術人員團隊統籌

和推行本計劃。團隊成員來自不同科組，並涵蓋物理、化學、數學、科學等

不同科組，確保計劃具數理科學的專業知識支持，並得以有效於各科組和全

校層面推展： 

老師 STEM 教育發展組總召集人、「一生一體藝」計劃—「機

關王及創客工作坊」負責老師、科學科科主任、物理科

教師 
老師 助理校長、STEM 教育發展組成員、「一生一體藝」計劃—

「3D 打印及編程初體驗課程」協助老師 
老師 STEM 教育發展組副召集人、「一生一體藝」計劃—「3D

打印及編程初體驗課程」負責老師）、視覺藝術科科主

任 
老師 數學科科主任 
老師 物理科科主任、STEM 教育發展組成員、「一生一體藝」

計劃—「機關王及創客工作坊」協助老師 
老師 化學科科主任、STEM 教育發展組成員、科學科 STEM

小組 (B 組：水培及土培種植實踐活動) 協助老師 
老師 科學科副科主任、 

科學科 STEM 小組 (A 組：魚菜共生種養實踐活動）召

集人 
老師 數學科老師、STEM 教育發展組成員、科學科 STEM 小

組 (A 組：魚菜共生種養實踐活動) 協助老師 
老師 電腦科教師、STEM 教育發展組成員、「一生一體藝」計

劃—「機械人課程」負責老師、「機械人、科藝及綠色

創意科普計劃」負責老師 
老師 科學科、生物科教師、STEM 教育發展組成員、「機械人、

科藝及綠色創意科普計劃」協助老師 
老師 科學科教師、電腦科教師、STEM 教育發展組成員、「一



- 9 - 

 

生一體藝」計劃—「機關王及創客工作坊」協助老師 
老師 科學科、生物科教師、 

科學科 STEM 小組（B 組：水培及土培種植實踐活動）

召集人 
老師 電腦科科主任、STEM 教育發展組成員、「機械人、科藝

及綠色創意科普計劃」協助老師 
老師 體育科科主任、STEM 教育發展組成員、「STEM 教育境

外學習」召集人 
先生 資訊科技技術員、STEM 教育發展組成員 
小姐 「電子學習」教學助理、STEM 教育發展組成員 
  

 

2.3 校長和教師的參與

程度及其角色 
1. 校長、副校長、助理校長（兼任教務組召集人） 
 負責統籌計劃在校內實施，並監督計劃質素； 
 將計劃融入校內的教學方針及年度、三年計劃當中，使計劃成果能日後

持續發展； 
 為計劃在校內進行決策或涉及跨部門時，提供協助，使之可以實行； 
 管理人事及財務。 

2. STEM 教育發展組召集人及相關科組主任 
 構思及推行計劃內各項活動及進行課程改革； 
 籌組跨科會議及進行協調； 
 制定各科組參與時科組內的內部分工； 
 分析各項評估及回饋，改善計劃推行，並整理經驗成為日後參考。 

3. 相關科組教師 
 負責任教計劃內容及按學校領導及科組主任登等指示推行各項活動； 
 與協作機構協調計劃內容及活動推行事宜； 
 收集各項回饋意見及進行學生評估。 

2.4 家長的參與程度 
(如適用) 

不適用 

2.5 計劃協作者的角色  
(如適用) 

大學專家將為本計劃協作機構，，致力推動香港成為國際基建工程設計中心並

協助中國建築業走向世界，加速中國鋼結構產業業務的國際化步伐。同時致力

培養香港建築業人才。 
以下人員將支援本計劃，並擔任顧問、技術指導和聯繫相關機構等角色： 

大學教授 

具大學國家鋼結構工程技術

研究豐富經驗 

 

1. 為計劃所設計和發展之校本鋼結構和工程課

程及相關電子教學內容提供專業知識和技術

方面的協助； 
2. 為計劃內之比賽或相關活動出題及提供資

料； 
3. 協助進行教師培訓活動等。 

研究人員 

具相關研究經驗 

工作議題將包括「基建的可持續發展」和「現代鋼結構工程」。 兩個議題內容

均與本計劃相互配合。 
本計劃促進「高等院校—中學」間獨特的協作關係，大學的專業工程知識與中

學的教育產生專業互動，藉而建立適切學校的少年工程師培養方式。教師將透

過培訓工作坊、觀察活動及諮詢等方式，與專家一起協商和探討在校內設計和

推行相關跨學習領域校本課程的可行性和策略，達致專業交流，以提升學與教

效能及推廣 STEAM 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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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推行時間表  

推行時期 
(月份/年份) 

計劃活動 

05/2019-09/2019  設計跨學習領域的校本「鋼結構和工程」主題的校本課程 
 進行教師專業發展及培育活動 
 舉辧「放眼中國鋼建築之美」講座 
 開發及撰寫電子學習程式 

10/2019-04/2020  進行有關「腐蝕鋼片實驗」和觀測活動 
 組織「本地鋼建築考察之旅」 
 舉行「鋼結構工程：科學、技術與美學的綜合體」講座 
 配合電子學習平台，試行「鋼結構」課程  
 舉辦「我的建築物」STEAM 青年建造師活動 
 到訪北京及附近地區瞭解鋼結構建築及鋼工業情況，實地考察及與當地業

界或專家會面 
 收集課程試行回饋 

05/2020-06/2020  按回饋所得修訂課程及應用 
 舉辦全港教師專業發展活動，分享成果及經驗 
 舉行北京考察分享會及展示計劃成果 

 
2.7 計劃活動的詳情  (請刪去下列(a)-(f)任何不適用的項目。)  

a.  學生活動  (如適用)  

活動名稱 

內容 
(包括：主題、推行策略 / 模式、目標

受惠對象及其挑選準則等) 
 

節數及每節

所需時間 

參與教師及/或受聘

人員 
(包括：角色、講者 / 
導師的資歷及經驗

要求等) 

預期學習成果 

活動 1 「放眼中國鋼建築之美」講座 
向同學介紹中國鋼結構建築的發展

及趨勢，以及通過三至五個出色建築

案例，介紹當中的建築美學。中二至

中四全級學生參與。 

每節 1 小
時。每級一

節 ， 共 三

節。 

大學研究人員負責

介紹。 
研究人員需要持有

工程學碩士或以上

學位，以及從事有關

相關範疇研究工作

四年或以上經驗。 

1. 認識中國鋼建築； 
2. 培養對鋼建築美

學元素的欣賞之

情。 

活動 2 鋼片腐蝕監測實驗 
根據大學國家鋼結構工程技術研究

專家的研究，參考他們在學校天台安

裝腐蝕鋼片實驗裝置。定期讓學生紀

錄及登記鋼片變化，瞭解腐蝕的程度

與變化。 
研究人員就一年紀錄作專題講座分

享。受惠對象為中四學生，他們將分

組輪流進行每月紀錄及觀測。 

每 月 作 一

次紀錄。 
專 題 分 享

講 座 一

場，約 1小
時。 

由本校教師及實驗

室人員負責指導及

支援學生進行實驗。 
大學研究人員會為

本 校 老 師 提 供 指

導，包括實驗過程、

資料收集和分析方

法等。 
研究人員需要持有

工程學碩士或以上

學位，以及從事有關

相關範疇研究工作

四年或以上經驗。 

1. 瞭解鋼片腐蝕的

進程及發展。 
2. 比較腐蝕程度及

瞭解影響因素。 

活動 3 北京鋼結構建築及鋼工業情況考察

及交流之旅 
到訪北京著名大型鋼建築。另外，會

於高層鋼結構建築選擇部分參觀。初

預 算 為 期

六日。2019
年 暑 期 舉

行。 

教師負責帶隊。由旅

行社/相關機構及大

學協助安排有關行

程、訂機票、聯絡工

1. 親身瞭解北京鋼

建築 
2. 感受鋼建築的美

學及空間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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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到訪及交流：大學鋼鐵工業學院/
其他大專學院、中國鋼鋁工業機構。 
對象為中二至中四學生，會通過有興

趣參與、「放眼中國鋼建築之美」講

座的感想短文及面試三個過程，選擇

受惠者。 
目標為通過親身感受及交流，直接瞭

解中國鋼建築的偉大和美學感覺。 
學生需要繳交專題報告，並參與北京

考察分享會及成果展示。 

作及其他旅遊所需

安排。 
3. 與鋼建築研究機

構及工業人員交

流，增進對有關專

題認識及深化內

容。 
4. 認識有關的工程

發展及工業前景。 

活動 4 「鋼結構工程：科學、技術與美學的

綜合體」講座 
向同學介紹中國鋼建築如何將科

學、技術、美學綜合一起，並介紹當

中的力學、材質等學問。中二至中四

全級學生參與。 

1 小 時 一

節。每級一

次 ， 共 三

次。 

大學研究人員(持有

工程學碩士或以上

學位，以及從事有關

相關範疇研究工作

四年或以上經驗) 負
責介紹。 

1. 認識中國鋼建築

的技術； 
2. 瞭解鋼材質的力

學及結構作用。 
3. 科學、技術與美學

如何統合一起於

建築物內 

活動 5 本港鋼建築考察之旅 
每級舉行1次。每次30人左右，由每

班選出5-8名代表參與當中，並將考

察內容，分享於班內。合共三次。參

與學生需要在班內作報告及分享。 

每次 3 小
時。每級一

次 ， 共 三

次。 

由有關機構接待人

員介紹自己的建築

物及分享，再由大學

研究人員(持有工程

學碩士或以上學

位，以及從事有關相

關範疇研究工作四

年或以上經驗) 負責

技術說明及導引學

生瞭解相關工程特

色。 

通過實地考察本地鋼

建築，了解本港有關

鋼建築的實際情況及

空間運用。 

活動 6 「我的建築物」STEAM 青年建造師活

動 

訂購木條供學生進行實際建築，有關

作品將展示於校園內。預算建築物約

2米高。預算30名學生，分成五組進

行。內容分為青年建築師建築技術訓

練、木條的力學學問、親手造建築

物。有關建築物會指定於校園某些位

置，學生需要考慮有關位置地理情

況，作為考驗條件，強化他們在科學

/力學、技術、數學及美學間的考量。

以學生的興趣及本身在有關方面的

潛質，由老師選出。 
目標為挑戰難題，將所學知識發揮於

處理實際環境問題/挑戰。同時，透

過有關作品於校園內展示，吸引其他

不同學生對建築的興趣。 

青 年 建 築

師 建 築 技

術 訓 練 2 
小 時 工 作

坊 
 
木 條 的 力

學 學 問 1 
小時 
 
親 手 造 建

築物 6 小
時 
 
合共 9 小
時 

由木工技師、裝置藝

術家及大學研究人

員等擔任本活動之

導師。 
導師分為兩種：1.工
程技術導師和2.木
工技術導師。 
工程技術導師需要

持有工程學碩士或

以上學位，並從事有

關工作/研究四年或

以上經驗。主要指導

鋼條的力學支撐技

術。 
木工技術導師需要

持有合資格的相關

牌照，並有六年或以

上木工作藝術作品/
裝置藝術/木工工作

經驗。負責指導學生

將建築構思以木條

製造出來。 

1. 將所學知識發揮

於實際處理 
2. 學生發揮美學及

創意，建造獨特的

建築物 
3. 可考量環境條件

而建造穩固建築

物 
4. 作品於校園內展

示，吸引其他不同

學生對建築的興

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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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教師培訓  (如適用)  

活動名稱 

內容 
(包括：主題、推行策略 / 模式、目

標受惠對象及其挑選準則等) 
 

節數及每節

所需時間 

受聘人員 
(包括：角色、講者 / 
導師的資歷及經驗

要求等) 

預期學習成果 

活動 1 國家鋼結構工程師教師專業發展培

育 
1. 鋼結構工程的基礎知識 
2. 中國鋼結構工程傑出作品介紹 
3. 鋼結構工程融入課程的策略 

教 師 發 展

日一次。為

期半日。在

大學舉行。 

由大學研究人員、講

師或教授 (持有博士

或以上資格，並擁有

相關範疇研究/教學

八年或以上經驗)負
責講解鋼結構工程。 
另由資深教育或課

程工作者 (有關人士

持有教育專科學位/
碩士或以上學歷，並

擁有從事八年或以

上課程編輯、具有出

版教材出版經驗) 負
責講解如何將鋼結

構工程融入中學課

程，以及建議採用的

教學策略。 

1. 掌握鋼結構工程

的基礎知識 
2. 學習欣賞有關建

築物 
3. 掌握融入課程的

意義及策略。 

 
c .  設備  (包括建議添置的裝置及設施)  (如適用)  

 
建議購買的設備詳情 

該項設備如何有助達成計劃的目標 
及如適用，預期的使用率 

1 9.7吋 平板15部  配合本計劃採用電子和資訊科技教學，放置於本校科學教室

中，供每班學生至少有一部流動裝置，進行課堂學習、實驗和

研習活動之用，連接全校網絡，有助學生彙整於實驗和研習過

程中蒐集得的鋼結構相關數據，並連結於網上平台中，促進學

生學習相關知識的自學能力，增進相關教學活用資訊科技設備

及加強教學的互動性，以改進相關範疇的學與教成效。  

2 伺服器及相關網絡設備 
 伺服器一台 
 後備電源一台 
 網絡路由器一台 
 

連接平板和全校Wifi系統，藉著學校優化網絡設備，加強電子

和互動教學設備的應用效率，促進本計劃實驗和研習活動所蒐

集數據資料傳輸和儲存的效率，從而加強本計劃鋼結構主題內

容應用資訊科技教學的成效。 

3 腐蝕鋼片實驗裝置+50塊鋼片 裝設於學校空地或其他適合的地方(e.g. 天台)，作為學生進行

有關鋼結構之實驗和研習活動之用。此裝置將輔助學生測試鋼

材遇不同溫度、壓力和/或其他因素下所產生之物理運動和/或
化學反應，可關連於校本課程中物理、化學、數學相關內容進

行教學活動。  

4 購置安放腐蝕鋼片實驗裝置之鐵架一個 購置可移動鐵架，用以安放腐蝕鋼片實驗裝置，增強裝置使用

的穩定性和減低使用的消耗率，並可按需要擺放於和移動至校

園天台及不同位置，增強裝置使用的靈活性。 

5 15吋手提電腦1部 供教師於學校天台連接鋼片測式裝置，用以蒐集和彙整測試裝

置所得之數據資料。 

6 訂購「我的建築物」STEAM 青年建造師

活動物料： 
作為「我的建築物」STEAM 青年建造師活動所需的物料，基於

供學生用以模擬建造建築物的需要，須特別訂購以讓參與組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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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活動之五組學生需使用的木條作模

擬建造之用，預算每條10元，每組參與

學生需使用300條，共1500條木條。 

能進行模擬製作。 

 
d.   工程  (如適用)  

 
建議的工程項目詳情 

該項工程如何有助達成計劃的目標 
及如適用，預期的使用率 

 -- -- 

(公營中學、小學 (包括直接資助學校)、特殊學校請參閱學校行政手冊第  8.6段及其他相關的段落。已
參加新幼稚園教育計劃的幼稚園，請參閱幼稚園行政手冊第1.2段(1)(g)。)  
 
e.  校本課程的特色  (如適用)  

本計劃的校本課程將以中二級的數學科和科學科、中三級的數學科和物理科以及中四級的化學科為重心，設

計有關鋼結構和工程的跨學習領域課程。此校本課程以以下方式推行： 

1. 將鋼結構和工程作為各科目的專題學習內容，從而融入不同科目課程的教學當中； 
2. 發展電子學習內容，將有關教學內容結合電子學習方式作推展。 

校本課程的主要內容將包括： 

1. 基建的可持續發展：瞭解鋼建材面對環境的凝蝕情況及效果，以及背後的科學知識； 
2. 現代鋼結構工程：通過中國現有鋼建築瞭解鋼材在工程領域內的應用情況； 
3.     瞭解建築結構上的力學問題，嘗試製作模型。 

有關教材的分為五個專題內容，以中國鋼建築舉隅為核心部分，再分為四個跨科專題作為知識支點，讓學生

從不同角度考量鋼建築。專題內容設計會設有分層工作紙及練習，分別是 LEVEL 1、LEVEL 2 及 LEVEL 3，適切

中二至中四。透過此方式分流不同程度及年紀學生在同一專題的學習及訓練。 

 
 
 
 
 
 
 
 
 
 
 
 
 
 
 
 

 

 

 

 

 

 

 

 

核心：中國

鋼建築物

舉隅 

專題 1：建築

物的幾何學

問：平面形狀

到立體空間

的構成 

專題 2：鋼材

料的結構與

活性：提煉、

腐蝕、保護 

專題 3：鋼材

的運用 

專題 4：鋼材

優與劣：比較

其他材質 

http://www.edb.gov.hk/attachment/tc/sch-admin/regulations/sch-admin-guide/SAG_C.pdf
http://www.edb.gov.hk/attachment/en/edu-system/preprimary-kindergarten/free-quality-kg-edu/Admin%20Guide%20Chi%201718%201.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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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內容（預算共需 30 節課，每節約 30 分鐘）： 

 LEVEL 1 
中二 

LEVEL 2 
中三 

LEVEL 3 
中四 

中國鋼建築物舉隅 每學年向學生介紹以下其中兩至三個例子作為舉隅，讓他們認識和感受國家在鋼工

程上的技術及能力，以及考慮日後自己參與成為工程師/技術人員的興趣/可能性： 
 中國第三高樓。沿用東方塔形，階梯造型向上伸展。採用八角形鋼筋混凝土核

心筒、鋼結構框架柱梁。 
 大橋：全長 4000 米，為合建四線橋樑，採用大跨度連續鋼桁梁方案，解決既

有橋橋孔不足，和配合原鐵路橋風格。 
 外形結構主要由門式鋼架組成，共有 24 根桁架柱，國內在建築結構上首次使

用 Q460 規格的鋼材，作為 2008 年北京奧運的主場館。 
 大劇院：透明玻璃和鈦金屬板陰陽相間的半橢圓球狀劇院。整個殼體鋼結構重

達 6475 噸，東西向長軸跨度 212.2 米，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穹頂。 
 建築立面遵循嚴格的幾何規則，採用多面體鋼架結構支撐。結構由 29979 根構

件和 9309 個節點組成，用鋼量約 7000 噸，通過 100 公里 長焊縫連接起來。 
 植物館：外形規劃設計為樹葉形狀，是亞洲最大的鋼結構植物館。 
 1990 年代時，中國內地第一高樓，也是大陸第一棟二百米以上的建築。正面

立面為圓弧形玻璃幕牆。地下部分為鋼-混凝土混合結構，地上部分為鋼結構，

結構體系為鋼框架核心筒。 
 飯店：1930 年代「遠東第一高樓」。高 24 層，其中地下 2 層，地面以上高 83.8m，

鋼框架結構，鋼筋混凝土樓板。 

建築物的幾何學

問：平面形狀到立體

空間的構成 

從框架結構探討幾何形狀

的特性與穩定性 
 角與平行線 
 多邊形 
 直角 
 畢氏定理 
 三角學 
 三角結構在工程應用

上的結構穩定性 

利用鋼建築物探討立體空

間 
 鋼條構成三維造形：

線、面、體 
 立體圖形 
 求積法 

利用圓弧形幕牆/立面探

討圓、弧特性 
 圓的基本性質 
 圓的方程 
 弧與度 
 圓在建築力學上的特

點 

鋼材料的結構與活

性：提煉、腐蝕、保

護 

 金屬的分類與性質 
 鋼的特點 

 提取金屬與合金 
 鋼的提煉 

金屬的腐蝕與保護： 
 金屬的腐蝕與生鏽 
 加速生鏽的因素 
 防止生鏽的方法 
 鋼建築面對香港環境

的腐蝕情況與保護工

作 

鋼材的運用  金屬在日常生活的用

途 
 設計中應用合適的資

源 
 鋼適合用於什麼方面

呢？ 

 金屬用途與性質 
 鋼在現今工程中採用

情況 
 

鋼材優與劣：比較其

他材質 
 利用生活例子探討鋼

材的優點與缺點 
 在溫度、造價、腐蝕等

條件下比較金屬 
 精明建築師：根據環境

條件選擇金屬來建築 

 活性、活性序與置換反

應 
 比較 常見金屬 的活

性：鋼與其他金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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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將建立電子學習內容如下： 
 

 
 
教學版面內容/學與教資源的設計內容： 

 版面內容排序 
中國鋼建築物舉隅 中國鋼建築背景與當今情況 

LEVEL 1：舉隅及工作紙 
LEVEL 2：舉隅及工作紙 
LEVEL3：舉隅及工作紙 

建築物的幾何學問：平面形狀

到立體空間的構成 
鋼建築物的空間感與例子 
LEVEL1：從框架結構探討幾何形狀的特性與穩定性、工作紙 
LEVEL2：利用鋼建築物探討立體空間、工作紙 
LEVEL3：利用圓弧形幕牆/立面探討圓、弧特性、工作紙 

鋼材料的結構與活性：提煉、

腐蝕、保護 
香港鋼材的腐蝕略說 
LEVEL1：金屬的性質、鋼的特點、工作紙 
LEVEL2：提取金屬、鋼的提煉與活性、工作紙 
LEVEL3：金屬的腐蝕與保護、工作紙 

鋼材的運用 鋼材在今日的採用情況 
LEVEL1：金屬在日常生活中的用途、工作紙 
LEVEL2：鋼適合用於何種方面、工作紙 
LEVEL3：鋼在工程的採用情況、工作紙 

鋼材優與劣：比較其他材質 金屬比較與選用因素 
LEVEL1：利用生活例子探討鋼材的優點與缺點、工作紙 
LEVEL2：精明建築師的選擇、工作紙 
LEVEL3：鋼與其他金屬的活性、工作紙 

 
教學經驗總結： 
推行鋼結構及工程相關元素學習的學與教策略 
 跨科學習的規劃與安排 
 課堂與全方位學習活動間的互動與成效 
 作為 STEAM 學習的推動要點 

 
f .  其他活動  (如適用，並闡述這些活動如何有助達成計劃的目標)  

 
不適用 
 

首
頁

 教學版面：通過此版面閱覽五個專題教學內容及進行有關練習。 

考察版面：供學生考察時紀錄數據、圖像、資訊及文字。教師可以於此
版面設計工作紙版頁，讓學生自主學習方式自行考察。 

互動區域：學生可於此區域分享資料成為共享區域及進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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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財政預算   

      申請撥款總額 :  HK$         474,800                       _   

開支類別* 
開支細項的詳情 理據 

(請提供每項開支細項的理據，包括所
聘請人員的資歷及經驗要求) 

開支細項 金額 
(HK$) 

a. 服務 「放眼中國鋼建築之美」講座，中二至

中四級各1次，共3次，每次1小時。講

者/導師費用每小時750元。 

2,250 根據本計劃內容，聘請有關鋼結構研

究人員作分享，幫助學生對中國鋼結

構現況及中國鋼建築的主要例子有基

礎認知，並基本掌握鋼建築的美學及

其與鋼結構技術的關聯。 

腐蝕鋼片實驗裝置專題講座一場，中四

級1次，共1小時，按需要聘請研究人員

擔任講者，以每小時750元計算。 

750 根據本計劃內容，按需要聘請有關鋼

結構研究人員作專題分享，幫助學生

鞏固和深化有關鋼材實驗的知識及所

蒐集數據的意涵。 

北京鋼結構建築及鋼工業情況考察及

交流之旅，於2020年暑期舉行，預計為

期6日，參加學生人數為30人，隨團老

師3人。按每名參與學生計算，每名參

加者費用包括團費、旅行社/相關機構

導遊費、機票、住宿、當地交通、保險、

參觀北京鋼建築和相關機構費用、學習

手冊/材料等，預算每名參加者所需資

助費用4800元。 
(如計劃涉及學生境外（包括內地或海

外）學習活動，基金會為學生提供參加

活動的一半費用，或相關目的地資助額

上限的一半，兩者以較低者為準。基金

會為參加該類活動而社會及經濟條件

欠佳的學生提供額外資助，實際資助金

額會按該學生的社會及經濟條件釐

定。) 
 

158,400 配合本計劃內容，通過親身參訪北京

的主要鋼建築和鋼建築相關機構，幫

助學生具體認識和掌握現今中國鋼建

築的狀況、發展趨勢和前景，並能藉

著與相關機構人員大專院校學生親身

接觸與交流，分享和交流對鋼建築相

關行業發展的意見和觀點，在親身體

驗和交流中深化和內化校本課程所

學。在參觀中國主要鋼建築過程中，

亦幫助學生了解中國鋼建築美學及其

與相關科技和工程技術的關聯，有助

其發展STEAM的整全思維。 

「鋼結構工程：科學、技術與美學的綜

合體」講座，中二至中四級各1次，共3
次，每次1小時。講者/導師費用每小時

750元。每次講座費用預算750元。 

2,250 根據本計劃內容，聘請有關鋼結構研

究人員作分享，幫助學生認識中國鋼

建築如何將科學、技術、美學綜合一

起，並掌握當中的力學、材質等原理

及相關技術。 

本港鋼建築考察之旅，中二至中四級各

1次，共3次，每次3小時，每次30人左

右。每次1,500元正，用於交通、活動、

相關人員/機構講解及入場費等之用 
 

4,500 配合本計劃校本課程，帶領學生參觀

本地著名的鋼建築，以幫助學生了解

現時本地鋼建築的狀況，以及其美學

與相關科技和工程技術的關聯。 

「我的建築物」STEAM 青年建造師活

動，預計參與學生30人，預算費用包

括： 
1. 青年建築師建築技術訓練2小時工

作坊導師費用，每小時750元； 
2. 木條的力學學問和親手造建築物

活動，共7小時，預算費用包括活

動用的各項材料、場地佈置、活動

10,000 配合本計劃內容，聘請資深木工技

師、裝置藝術家和/或相關研究人員作

專題工作坊，幫助參與活動學生進深

了解製作建築所需技術和美學，並讓

學生具體嘗試製作建築模型，既符合

STEAM親身探索和動手做的精神，亦

能具體應用課堂所學，展現學生對建

築物的美學意念和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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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需物資、獎品、評判車馬費等。 

國家鋼結構工程師教師專業發展培育

一次，約4小時。每小時導師費用750
元。 

3,000 配合本計劃內容，聘請資深教育或課

程工作者作講解，幫助教師認識和掌

握有關鋼結構及相關課題的教學策略

及將這些課題融入課程的技巧。 

製作校本教案的電子學習材料，核心單

元1個，跨科專題4個，合共5個單元。

編輯及彙整為中二和中四校本教案，預

算教案內容約100版，各單元配合的中

二至中四各級分層工作紙或練習內容

每級各15版，共75版，所有教案及分層

內容合共175版。聘請專業編校人士為

內容作核對、修訂文稿、校正等，每版

60元，約10,500元。製作電子版面每版

250元，合共43,750元。教案圖版繪畫

或版權，每幅200元，約60幅，約12,000
元。需繪製專業建築圖片，每圖片500
元，約20張，共 10,000元。  

175版製作費用為76,250元，每版平均

約435元。 

76,250 配合本計劃校本課程，將各單元教案

轉化為電子學習材料，讓學生能於流

動裝置上隨時瀏覽教案內容，並能連

結網絡，配合各專題的分層工作紙及

練習，進行各種練習、小任務和延伸

活動，既能分流不同程度及年紀學生

在同一專題的學習及訓練，亦有助學

生深化和鞏固課堂所學。 

製作考察版面的電子應用程式。撰寫程

式於考察時可根據教師建立的工作版

面，上載紀錄、圖片、資料、數據及文

字。有關紀錄可自動定點於地圖上，成

為累積紀錄。學生可於地圖內分享考察

內容，及看到地圖上不同地點同學的考

察資料，成為共享考察資訊系統。系統

撰寫及版面30,000元。 
老師可於此版面設計工作紙版頁，讓學

生自主學習方式自行考察。程式設計及

系統撰寫：18,000元。 

48,000 配合本計劃應用電子學習的策略，供

學生於進行實驗和研習活動時，蒐集

圖片、數據和資料之用。此程式亦設

有多種互動和多媒體功能，包括上載

和分享所蒐集的圖片、數據和資料及

文字；紀錄系統同時可將資料紀錄於

地圖的點內，讓學生分析該點地理環

境，地圖亦可顯示學生經多次紀錄

後，不同地區位置的數據、資料與圖

片及文字；老師亦可在程式中設計工

作紙版面，讓學生進行自主學習和考

察。上述功能均有助增強學生進行鋼

結構學習的互動性和趣味，促進有關

專題的學習成效。 

製作互動區域的電子應用程式，學生可

於此區域分享資料成為共享區域及進

行討論，預算9,000元。 

9,000 配合本計劃應用電子學習的策略，供

學生連結至網上平台，交流、分享和

討論相關資訊，並累積相關數據和資

料，建立學生共享的資源庫，增強學

生對相關課題學習的自發性和互動

性。 

設計及印刷「全港教師專業發展活動」

海報，1500張。預算每張成本2元。 
3,000 用作宣傳發佈和分享活動之用。 

全港教師專業發展活動嘉賓車馬費、場

地費用、物資等。預算 5000元。 
5,000 用於舉行推廣成果的教師專業發展活

動。 

b. 設備 9.7吋 平板15部，每部約需 2,588元 38,820 配合本計劃採用電子和資訊科技教

學，放置於本校科學教室中，供每班

學生至少有一部流動裝置，進行課堂

學習、實驗和研習活動之用，連接全

校網絡，有助學生彙整於實驗和研習

過程中蒐集得的鋼結構相關數據，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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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結於網上平台中，促進學生學習相

關知識的自學能力，增進相關教學活

用資訊科技設備及加強教學的互動

性，以改進相關範疇的學與教成效。 

伺服器及相關網絡設備 
 伺服器一台，約 35,000元 
 後備電源一台，約 3,500元 
 網絡路由器一台，約 5,000元 

43,500 連接平板和全校Wifi系統，藉著學校

優化網絡設備，加強電子和互動教學

設備的應用效率，促進本計劃實驗和

研習活動所蒐集數據資料傳輸和儲存

的效率，從而加強本計劃鋼結構主題

內容應用資訊科技教學的成效。 

腐蝕鋼片實驗裝置 
鋼片30-50塊 

22,000 裝設於校園地面或天台，作為學生進

行有關鋼結構之實驗和研習活動之

用。此裝置將輔助學生測試鋼材遇不

同溫度、壓力和/或其他因素下所產生

之物理運動和/或化學反應，可關連於

校本課程中物理、化學、數學、綜合

科學、設計與科技科相關內容進行教

學活動。  

安放腐蝕鋼片實驗裝置之鐵架1個 
尺寸：0.5米 (闊) x 1.5米 (長) x 1.5米 (高) 

5,350 購置可移動鐵架，用以安放腐蝕鋼片

實驗裝置，增強裝置使用的穩定性和

減低使用的消耗率，並可按需要擺放

於和移動至校園天台及不同位置，增

強裝置使用的靈活性。 

訂購「我的建築物」STEAM 青年建造師

活動物料： 
參與活動之五組學生需使用的木條作

模擬建造之用，預算每條10元，每組參

與學生需使用300條，共1500條木條。 

15,000 作為「我的建築物」STEAM 青年建造

師活動所需的物料，基於供學生用以

模擬建造建築物的需要，須特別訂購

以讓參與組別能進行模擬製作。 

15吋手提電腦1部 7,000 供教師於學校天台連接鋼片測式裝

置，用以蒐集和彙整測試裝置所得之

數據資料。 

c. 一般開支 郵費及雜項  2,047 作宣傳品郵寄等推廣用途。 

審計費用 5,000 價格根據優質教育基金計劃申請指引

而定。 

d. 應急費用 
 

計劃應急費用 
約總支出 (扣除審計費用) 的3% 

13,683 價格根據優質教育基金計劃申請指引

而定。 

申請撥款總額  (HK$) :  474,800 
 

*  
( i )  在訂定預算時，申請人應參閱基金的價格標準。員工的招聘和貨品及服務的採購必須以公開、公

平及具競爭性的方式進行。申請人可刪除不適用的開支類別。  
( i i )  如計劃涉及學校改善工程，可預留一筆不超過總工程費百分之十的應急費用。  
( i i i )為期超過一年的計劃，可預留應急費用，但一般不應超過扣除員工開支及總工程費(包括工程的應

急費用)後的總預算額的百分之三。  
 

  

http://qef.org.hk/tc_chi/application_guide/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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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計劃的預期成果  
 

3.1 成品 / 成果  學與教資源  教材套  
 電子成品*(請列明)  校本課程的電子學習內容 
 其他 (請列明)  推行鋼結構及工程相關元素學習的學與教策略  (包括：教學

經驗總結；跨科學習的規劃與安排；課堂與全方位學習活動間的互動與成

效；作為STEAM學習的推動要點；各類學生實驗活動和比賽、電子學習系統、

北京鋼建築考察之旅等體驗活動) 

3.2 計劃對優質教育 / 學校

發展的正面影響 
1. 本計劃以鋼結構和工程為主要內容，將有助推動工程元素在STEAM教育

中的發展，促進STEAM教育中各大範疇的整全發展，幫助學生提升STEAM
學習方面知識和能力的整全發展，並為其他學校推動工程元素的發展提

供參考； 
2. 本計劃通過大學國家鋼結構工程技術研究專家在專業知識和技術方面的

支援及介入，將可開拓新的院校協作方式，有助學校能透過與大專院校

在專業知識和技術方面的協作，進一步推動學校在不同領域的改進和優

化。 

註：本計劃下製作的所有學與教資源及電子成品的版權屬優質教育基金所有。嚴禁服務供應商複製、

改編、分發、發布或向公眾提供成品作商業用途。  

3.3 評鑑   

請建議具體的評鑑方法及成功準則。(例子：課堂觀察、問卷調查、重點小組訪問、前測  /  後測)  

本計劃將利用以下方法進行評鑑： 

1. 計劃推行前與後進行教師及學生訪談 
2. 分析文件資料與課業 
3. 制定實驗、企業/機構參觀等不同活動表現及問卷，衡量學生參與的所學所感 
4. 學生課業評估： 

 探索體驗、數據處理與解難等能力 
 應用資訊科技、邏輯推理、運算、協作等不同範疇的能力 

以上評鑑方法將對應下述之成功準則指標，以檢視計劃所推行課程、活動及相應內容的成效。本校於計劃推

行期間，亦將按推行情況持續檢視上述工具之應用： 

評鑑方法 對應成功準則 

前後學生訪談 
 

1. 比較前後訪談結果，顯示 80%參與計劃學生參與計劃後，對有關鋼結構的

認知及掌握的表現有所提升。 

2.  比較前後訪談結果，顯示 80%參與計劃學生參與計劃後，對有關鋼結構課

題的興趣有所增加。 
前後教師訪談 1. 比較前後訪談結果，顯示 80%教師參與計劃後，在進行有關結構和相關課

題的教學的信心和能力方面有所提升； 
2. 比較前後訪談結果，顯示 80%教師認為學生參與計劃後，對有關鋼結構的

認知及掌握，以及對鋼結構課題的興趣有所提升。 

文件資料與課業分析 70%學生在對校本課程鋼結構內容上的認識和掌握方面有所提升。 
制定實驗、企業/機構參觀

等不同活動表現及問卷 
1. 80%學生在對有關鋼結構內容的認識和掌握方面有所提升。 
2. 80%學生在對鋼建築相關行業和發展狀況的了解方面有所提升。 

學生課業評估 1. 80%學生在對有關鋼結構內容的認識和掌握方面有所提升。 
2. 80%學生在探索體驗、數據處理、解難、資訊科技運用、邏輯推理、運算、

協作等不同範疇的能力方面有所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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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計劃的可持續發展   

1. 以鋼結構和工程為主題的校 
2. 本課程於發展和修訂後，將持續成為本校教育的重點，可持續地讓每年入學學生受益。學校亦會按推行

成效和評估持續改善課程內容，使之能長期受用。 
3. 其他學校可以透過本校經驗及網上教材受益，參考實施方案而改善教學。 
4. 本計劃與大學國家鋼結構工程技術研究專家的院校協作方式將有助鋼結構工程內容融入本港中、小學教

育當中。計劃協作機構亦計劃日後將有關推動經驗和這種初段人才培養經驗，推展往其他國內省份和縣

市，使本港乃至大中華地區學校受益。 

 
3.5 推廣  

請擬備計劃向學界推廣計劃值得分享的成果。(例子：座談會、學習圈)   

1. 計劃期內將舉行全港教師專業發展活動，向教育同工發佈計劃成果及交流經驗； 
2. 計劃內之活動會向全港公眾作宣傳，並可能尋求或邀請媒體報導，向教育同工和公眾推廣計劃相關經驗。 
3. 在網上設有計劃相關學與教資源可供下載。 

 
3.6 遞交報告時間表 

本校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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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019- 31/10/2019 

30/11/2019 
中期財政報告 

1/5/2019 – 31/10/2019 
30/11/2019 

計劃進度報告 
1/11/2019- 30/4/2020 

31/7/2020 中期財政報告 
1/11/2019- 30/4/2020 

31/7/2020 

計劃總結報告 
1/5/2019 - 30/9/2020 

31/12/2020 
財政總結報告 

1/5/2020 - 30/9/2020 
31/12/2020 

 
註： 

 
1.  本校將在進行學習活動時確保學生的安全。  

 
2.  本計劃有關工程並不涉及結構性改動或改建工程。  
 
3.  本校知悉基金資助的開支為一次過撥款。申請人須自行負責相關經常開支，如維護支出、日常營

運開支等，以及其他可能引致的相關支出 /後果。  
 
4.  本校選擇服務供應商時，將遵照優質教育基金〈人事管理及採購指引〉進行報價或投標，確保採

購程序是以公開、公平及具競爭性的方式進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