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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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劃名稱 :  

LEt bit GO機械與編程STEM計劃 

計劃編號 :  

2018/0262 

(由「網上計劃管理系統」
編配) 

 

學校名稱 :  ____寶血會思源學校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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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約780人    一至六年級   (2) 教師 :    25人   (3) 家長 :  約400人  (4) 其他 :  不適用      

 

計劃時期 :    04/2019   至    07/2020 

 

此範本只作參考之用，申請學校可刪去不適用的項目。基金已把有關「公帑資助學校專項撥款計劃」 

的申請指引上載於基金網站。  

1.  計劃需要  

1.1 計劃目標 

 
發展校本的機械與編程STEM課程 

結合機械和編程兩項重要的元素，設計有意義及有趣的STEM教學活動，以發展

校本STEM課程。此計劃緊扣常識及電腦科課程，以提升評估素養和推動自主學

習為本，給予學生解決日常生活真實問題的學習歷程，學生需整合不同的知識

和應用不同的能力，在STEM學習活動中製作出結合機械與編程的小發明。 

 

透過機械與編程的STEM活動培養學生的創造、協作和解難能力 

透過體驗式的學習過程，讓學生把組合機械和編寫程式串連起來，藉此創造和

發明新的小玩意，讓學生明白以不同方式接駁機械模組會衍生出不同的運動模

式，配合多元的編程系統，發展運算思維能力之餘，學生得以進行多樣化的科

學測試和探究活動。透過小組形式的協作活動，給予學生觀察、設計、探究、

改良等實作體驗，強化學生綜合和應用知識與技能的能力，引發學生對STEM相

關課題的興趣，發揮學生的創意潛能，並培養學生的共通能力，同時照顧不同

學習風格的學生。以培養他們在二十一世紀所需要的創造、協作和解決問題的

能力，並培養企業家的精神。 

 

機械與編程的教師專業培訓 

讓教師在機械和編程的STEM範疇接受專業的培訓，提升教師運用不同的STEM

教具的能力，加深教師對STEM教育的認識，並增強教師帶領STEM活動的技巧。 

1.2 創新元素 

 

微型電腦STEM普及化資優課程 

微型電腦可讓學生透過網上編程系統來輸入不同的指令，配合不同的學習套件

來操作時，可謂千變萬化，能讓學生發揮無窮創意。本屆六年級學生就讀四、

五年級時曾學習 Scratch，但從未接觸微型電腦，我們期望學生能在微型電腦編

程平台上編寫獨一無二的程式，來操控各式微型電腦的機械套件，藉此發展更

高層次的共通能力。 

 

課程針對五、六年級學生的能力來設計，強調以二人一組來進行活動，過程中

以「STEM 設計循環」模式來促進學習效能。在設計教學流程時，我們以 STEM

縱向技能架構表作為設計的原則，在開始解決疑難前，學生需要繪畫設計圖，

並在設計圖上詳細描述各部件所用的物料和功能。此外，在 Scratch 編程的先備

知識下(四、五年級課程)，我們會要求學生自行處理除錯(debug)的過程，把過程



- 2 - 

 

記錄下來。在進行 STEM 活動的過程中，我們重視整個活動的設計循環步驟和

流程：辨識需要和問題，搜集資料和選擇材料，發展解決方案，實踐和管理解

決方案，分享解決問題的方案，覆核和評鑑方案的成效。學生們需要共同商議

和釐訂對 STEM 作品的評分準則，並以作為自評和互評的基礎。同時透過班內

及跨班的互評，讓學生互相學習和分享製作 STEM 作品的成果，並以他人的優

良作品作為改良藍本，提出可行的改善方案和建議。課程更特意加入家長評鑑

的環節，讓家長更深入了解孩子在校內的學習歷程，促進親子關係。 

 

總括而言，五、六年級STEM活動的設計重視改良的過程和欣賞他人的態度，學

生在匯報反思時，一方面講解STEM作品的設計理念和操作方法，另一方面亦分

享製作STEM作品過程中遇到的困難、解決方法和從他人身上或作品所習得的知

識，以實踐STEM普及化資優課程。由此可見，本校相當重視發展有系統的六年

級常識及電腦科校本STEM課程，並在校園內推廣STEM學習文化。 

 

創意積木STEM資優課程 

小孩子天性好奇，對機械人及積木更是愛不惜手，因此用積木機械人作為一個

切入點可謂十分適合。雖然積木機械人教育已有很長的歷史，不少學校亦已有

相類似的課程，但大部份都以參加比賽為目標而未有好好善用積木機械人教育

系列的教材，亦沒有為教授學生有關機械人的知識作有系統的規劃和部署，更

未有考慮如何配合STEM教育作長遠發展。本校特意將機械人的知識納入STEM

資優課程內，故已成立兩個STEM機械人學會：Robotics Junior及ACE。我們從已

有的積木機械人教材中加以調適及作有系統的篩選，創造出適合小學生的機械

人課程。 

 

學生在積木機械人課程中能學到很多機械原理如齒輪運用(認識及嘗試搭配不

同的齒輪)、馬達的運用及利用機械手臂(自己設計及組裝)夾取物件，學生亦能

認識及學會使用不同的感應器來模擬人類的五感。此外，學生更需要學習編寫

電腦程式來完成任務，從中訓練及培養學生的邏輯思維、創意思維與解難能力。

毫無疑問，機械人課程已包括了STEM教育的所有元素。以往學生只能在六年級

常識課才有機會於書本接觸以上提及的知識，但我們推行積木機械人計劃則可

讓學生更早及更有效地學到相關知識。積木機械人課程的活動是以分組形式進

行，以訓練學生與人溝通合作，學習聽取他人意見。學習過程中學生亦能培養

良好的性格特質，如是否願意嘗試和面對失敗的能力等。 

1.3 計劃如何配合校本 / 

學生的需要 

 

校本課程的需要 

本校2018-2021年度的關注事項為「提升評估素養，回饋學與教效能」，重點發

展「作為學習的評估」，讓學生透過欣賞他人的優秀作品，進行自評和互評，

以獲取對改善個人學習有助益的回饋，並進行反思，精益求精。「作為學習的

評估」的理念正正跟STEM的「設計循環」理念有異曲同工之妙。而於2015-2018

年度的三年計劃中，本校積極推動自主學習，強調以學生為本，透過訂立學習

目標，設計多元化的課堂，令學生更投入和積極學習。本校更期望能培養學生

自我調節及反思的能力和習慣，提升自我，主導學習過程，促進學生全人發展，

讓學生學會學習以達至終身學習的目標。建基於多年來發展學生自學能力的優

勢之下，同時經過本校STEM發展組的測試和透過工作坊進行深入了解後，本校

一致認為微型電腦和積木機械人在STEM教學的發展相當具潛力，其教學理念重

視「遇到難題訂立目標著手設計進行測試嘗試改良個人反思」的教

學程序，故完全符合本校的提升評估素養和推動自主學習理念，並能發展成一

項具校本特色的STEM課程。 

2.  計劃可行性  

2.1 計劃的主要理念/依據 

 
 社會對STEM人材的需求 

2013年，國家主席習近平先後提出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

綢之路」（簡稱「一帶一路」）的重大倡議，貫穿亞歐非大陸，以「政策溝通、

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為主要內容。由於香港擁有相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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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競爭力，故在「一帶一路」發展過程當中，香港可以發揮獨特的作用，同時

也可以為香港社會發展、經濟發展提供持續的新動力。教育局課程發展的文件

亦指出，香港的學校可在相關學科和學習活動中，加強學生瞭解「一帶一路」，

並裝備他們迎接「一帶一路」帶來的機遇。

專欄「科網人語」先生也指出「新加坡的STEM有點特別，在科學、科技、工程、

數學之外還多了一個『應用學習計劃』目標，講求應用能力，而不只是灌輸知

識。有關單位希望培養學生就現實世界的問題找到創新的解決方法，並讓他們

看到STEM作為未來職業的可能」。 

 

在2015年的《施政報告》第152項早已提出教育局將更新及強化科學、科技及數

學課程和學習活動，並加強師資培訓，讓中小學生充分發揮創意潛能。STEM是

代表科學(Science)、科技(Technology)、工程(Engineering)及數學(Mathematics)各英

文的首個字母。我們要透過校本STEM課程為學生提供優質的學習體驗，全面提

升其學習興趣、創造力和創新意念，同時加強學生綜合和應用知識與技能的能

力，令他們具有解決真實問題的能力。無疑地，推動STEM教育是要配合全球的

教育趨勢，裝備學生應付社會及全球因急速的經濟、科學及科技發展所帶來的

轉變和挑戰。為保持香港在國際社會的競爭力，在不同層面皆需要大量創意科

技的人材，以滿足現今經濟、科學及科技發展上的需要。 

 

提升評估素養 

在基礎教育課程指引—「聚焦．深化．持續」(小一至小六)(2014)提出學校可進

一步發展「作為學習的評估」，以協助學生培養對自己的學習負責任的態度，

並能恆常地監察學習進度，反思學習表現。「作為學習的評估」的目的是讓學

生更積極地連繫學習與評估，從而發展自主學習的能力。要培養學生的自主學

習和有效學習的習慣，學生不可能只是被動地等待教師判斷他們的答案是對抑

或錯，或只由教師直接提供改善學習的方法。因此，我們必須讓學生認識學習

目標，並引導他們學懂自我監察學習的進程，同時透過自評和互評來獲取回饋，

繼而反思及調節個人的學習策略，甚至規劃未來的學習方向，最終讓學生成為

自己的最佳評估者。 

 

機械人的價值 

機械人教育的核心價值就是讓孩子自由創建，搭建機械人不單單是把一塊組件

搭到另一塊上，而是需要相當周詳且慎密的思路。搭建機械人給予學生無限的

想像力，讓學生自由發揮。過程中學生會自然地發現他們的設計會受到不少物

理結構上的限制，需要學習更多機械知識，從而引發學生主動學習。事實上，

興趣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師，孩子們會對他們感興趣的東西樂此不疲，即便受挫

很多次，他們都會努力做下去。機械人教育是一種綜合知識的實踐教學方式，

每一個小孩對機械人都是愛不釋手的，因為他們都有一顆對世界的好奇心。學

生對機械人這種科技產物總是充滿探索心態，而機械人帶給他們的是科技的力

量與驚喜。 

 

編程的意義 

小學計算思維(編程教育)課程補充文件提到計算思維教育著重的是思維的訓

練，例如抽象化概念、拆解複雜問題、識別問題中的規律和解決問題的流程設

計等等。學習編程正正是訓練運算思維能力的最佳方法之一，學生透過應用和

學習編程中的概念，例如序列、循環、條件句式等，提升解難能力和創意思維

能力。對香港的學童而言，編程語言很可能成為繼中文和英文以外最重要的其

中一種語言。而微型電腦和積木機械人兩套編程系統所使用的語言都是經過簡

化、且適合兒童使用的電子積木編程系統，儘管如此，編程系統的邏輯性從未

被絲毫簡化過。因此，我們期望透過相當「user-friendly」的積木編程系統，配

合多變的機械套件，讓學生自小具有創作切合個人需要或他們感興趣的物品的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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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力和好奇心 

以現今社會的經濟體系來說，創造力才是最大的競爭力，科技一日千里，作為

教育工作者，我們無法而且不應只是每天教授學生最新的科技，正如道家的古

語有云：「授之以魚，不如授之以漁。」我們不是要告訴學生人家創作了甚麼

厲害的產品，而是要讓他們創作產品出來。愛因斯坦曾說過：「想像力比知識

更重要。」因為一個人的知識是有限的，但想像力可以是無限的。事實上，想

像力一直在推動著整個世界進步，否則就不會有無限種新發明和新產品相繼推

出。我們深信唯有提升學生的創作能力，才能讓他們適應社會急速的變化，學

生必須自小學會善用自己的創意和想像力。 

 

在現今這個科技發展日新月異的e世代，學生每天花費不少時間使用電子產品，

而且有極端年輕化的趨勢，根據衞生署早於2013-14年度進行的一項調查結果顯

示，學前兒童開始使用平板電子產品的年齡中位數為16個月大。但大部份人(包

括成年人)都完全不了解這些電子產品的運作原理，學生對電子產品的好奇心往

往只停留在使用介面有趣且圖案吸引的電子軟件，長此下去，學生只習慣享用

這些產品。我們希望學生將來不僅僅是成為各項產品的消費者，而是有機會成

為產品的設計師和發明者。我們的計劃期望能讓學生自主地把學到的科學

(Science)、科技(Technology)、工程(Engineering)及數學(Mathematics)等知識轉化成

一個探究的過程，在探究的過程中激發他們的興趣，保持好奇心，增強孩子們

的學習能力。 

2.2 申請學校對推行計劃

的準備程度/能力/經

驗/條件/設施 

 

推行優質教育基金計劃的經驗(2006年至2017年) 

過去十年，本校成功推行多個優質教育基金計劃，經驗豐富，並多次接受傳媒

採訪。2006-07年度的「虛擬統合系統」計劃，獲得「優質教育基金傑出計劃」

優異獎，負責團隊於多個不同場合，如「優質教育基金計劃匯展」及「荃灣區

聯校教師發展日」，與本地及海外的教育同工分享經驗。2011-12年度的「思源新

世代電視台」計劃，透過正規課程以外的教學活動，強化關愛文化及建立理性

的批判思考文化，使學生能客觀地辨別是非對錯，有關計劃亦得以持續發展，

至今已發展成常規的「生命教育頻道」，讓學生透過直播活動，認識、探討及反

思有關「關愛」、「誠信」、「環保」及「低頭族」等議題，從而協助學生建構正

確的價值觀。2014-15年度的「以Rasch模式提升校本評估素養」計劃，透過為教

師提供Rasch模式和分析軟件應用的培訓工作坊，提高教師的評估素養，以促進

中國語文、英文、數學和常識科的學與教成效，有關計劃亦得以持續發展，至

今已發展為成熟的校本評估分析工具。2015-16年度的「觸得到的潛能」計劃，

以平板電腦輔助教與學，深受各持分者好評。同年度的「思源農莊」計劃，亦

能建立校本價值教育框架，進行環境教育。總括來說，本校同工不單具備撰寫

及執行計劃的能力，更善於延伸與持續發展，善用寶貴的優質教育基金資源。 

 

發展機械人資優課程(2012年至現在) 

早於2012年，在STEM教育還未普及的時候，本校已著手推廣機械人課程。由於

資源所限，本校只能於星期六安排機構到校開設三班機械人興趣班，讓學生自

行報名參加，讓部份學生有更多機會接觸相關的知識，期間亦與機構保持合作，

定期作專業交流及發掘有潛質的學生，並為學生安排訓練及比賽。本校於機械

人比賽中亦取得不俗的成績，於2013年奪得「智能機械由我創比賽」最佳團隊

獎，2016年奪得全港小學組亞軍及2018年奪得一等獎，可見本校付出的努力沒

有白費。為進一步推動積木機械人教育，本校於2016-17年度安排機構職員到校

給教師進行介紹及示範，並嘗試以「機械人」作為學校之間交流的工具。於2017

年七月，本校成功運用姊妹學校交流基金添置了共十五套機械人：積木機械人 

Education WeDo 2.0 Core set共11套(一至三年級用)和積木機械人 Mindstorms 

Education EV3 Core set 4套(四至六年級用)，並於2017-18年度開設STEM機械人學

會：Robotics Junior及ACE，分別為低年級及高年級學生提供訓練。於2018年四

月，本校到南京作交流，並以機械人為主題，於當地安排了示範課，讓內地的

學生也有機會認識機械人，本校學生(機械人學會成員)更擔當小老師協助當地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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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一起完成任務。此活動不但讓內地學校認識香港的STEM教育，同時亦讓內地

學生及香港學生有機會分組進行機械人探究式學習，內地學生對用機械人學習

充滿好奇。本校亦運用「在小學推動STEM教育的一筆過津貼」為資優及對機械

人有濃厚興趣的學生提供專業訓練。因此，本校對「推廣機械人」已累積了足

夠的經驗及有充分的理解。 

 

STEM發展組(2016年至現在) 

STEM發展組於2016年成立，由校長、課程發展主任、資訊科技主任、數學科科

主席、常識科科主席及電腦科科主席組成，鋭意大力發展STEM課程。STEM發

展組才剛踏入第三年，卻早已蜕變成一個成熟的學習型社群，經常不定時開會，

積極交流有關STEM的最新資訊，以更有效地落實全校參與式普及化STEM資優

課程。本校教師過去幾年亦積極參與跟STEM有關的師資培訓，例如由iSTEM教

育協會主持全體教師STEM工作坊，並參與由教育局主辦的學校領導和中層管理

人員(小學)STEM教育課程規劃系列的工作坊。 

 

STEM發展組已連續兩年舉辦大型的STEM DAY，邀請四所中學及兩個機構到校

擺設STEM攤位，以擴闊五、六年級學生在STEM方面的視野。在本校的優化課

程時段，二、六年級均以「自製小玩意」為主題，讓學生設計屬於自己的玩具，

讓學生寓學習於娛樂，二年級學生曾製作「橡筋動力船」、「古怪紙飛機」、「排

笛」等，六年級則製作「陀螺發射器」、「電子積木羅馬炮架」、「電子積木

泡泡槍」等。此外，在一年一度的主題學習周期間，三年級學生進行「廁紙和

清潔劑大測試」，四年級學生亦曾進行「自製吸塵機」和「自製磁浮列車」的

探究活動。學生參與STEM活動時需要綜合和應用多元知識與技能，經歷實驗設

計、公平測試和成品改良等的過程，從而獲取解決真實問題的經驗。學校現時

已有四套「電子積木」教材，可供全級學生以每四人一組來使用，去年就以「超

級起重機」和「太陽能探險車」作為五年級試後的主題探究活動，學生反應相

當熱烈。本年更推行STEM@HOME計劃，拍攝多段STEM教學短片，讓學生在家

中學習製作不同的STEM小玩意，進一步將STEM帶入日常生活中。 

 

本校在2017年參加了「LTE學與教博覽」，向各界介紹五年級的「隔音屏設計師」

和六年級的「自製陀螺發射器」兩個STEM活動，備受好評。本校曾舉行迷你四

驅車體驗日和研習日，以提升學生對STEM的興趣。此外，本校學生在Hotwheels

車路軌設計大賽獲得最佳學習報告大獎，而在氣動火箭比賽中亦獲得了最佳外

觀設計大獎，本校亦曾參與四驅車比賽和學界陀螺對戰賽等，將來亦會繼續為

資優學生報名參加各種STEM比賽，進一步擴闊學生的眼界。 

 

STEM發展組致力透過有系統且富趣味性的校本STEM課程，讓學生體驗「從玩

中學」的學習歷程，讓他們發揮創意潛能之餘，亦幫助學生建立創意自信，培

養積極自學的態度和永不放棄的精神。在2017年二月收回的五百多份家長日問

卷中，結果有八成六的家長表示「子女有向我提及STEM的學習活動」，有近八

成的家長表示「子女有在家中準備STEM課堂的學習」，此外有六成的家長表示

「子女對STEM的學習活動有興趣」，並有六成三的家長表示「認為STEM學習

活動能令子女更投入學習」。由此可見，本校在發展STEM課程方面已有相當的

經驗，並取得令人鼓舞的成效。 

 

科本STEM活動舉隅(2016年至現在) 

數學、常識和電腦科皆於各級滲入STEM元素，並善用STEM的理念來設計課堂，

務求將STEM納入常規課程中。以數學科為例，在教授六年級的容量與體積課題

時，讓學生自由設計排水法的實驗來量度各種不規則立體的體積。常識科在教

授四年級的水和空氣課題時，讓學生設計實驗來測水的浮力、水壓和氣壓等，

在教授五年級的電路課題時，讓學生自行探究並發現電路的運作原理。電腦科

亦將Scratch編程、3D繪圖設計及3D printer的應用納入於三至六年級的課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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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常識科校本支援計劃(2017-2018) 

本校在2017-18年度參加教育局的常識科校本支援計劃，在教育局人員的帶領

下，在五年級發展校本STEM課程，就多個單元進行詳盡的備課、觀課、評課和

分享會。「隔音屏設計師」讓學生深入了解不同物料的吸音和隔音特性，並運用

分貝計進行多重測試，再為校園設計隔音屏模型。本校更憑著「隔音屏設計師」

課程，於香港大學「國際傑出電子教學獎(2017/18)」的STEM教學範疇中獲得銅

獎。此外，「中國歷史人物Scratch編程」課程讓學生分析中國歷史名人的事跡的

延伸影響，再配合圖像和錄音，以Scratch動畫形式呈現這些名人的歷史事件。 

 

教育局數學科校本支援計劃(2017-2018) 

本校在2017-18年度亦參加了教育局的數學科校本支援計劃，在構思如何在四年

級的數學科滲入電子教學元素之餘，亦為四年級學生舉行以「巨大救援紙蜻蜓」

為主題的STEM DAY，讓學生對不同形狀的紙蜻蜓在墜落時間、穩定性和翻轉

情況等各方面進行深入探究，歸結出最理想的紙蜻蜓設計後，再按比例製作「巨

大救援紙蜻蜓」，在四樓以投擲方式運送雞蛋到一樓，參與學生表現得相當雀躍。 

 

小學數學科STEM教育學習社群(2018-2019) 

本學年本校獲邀參加「小學數學科STEM教育學習社群」，透過與EDB人員和他

校教師進行主題研討、跨校觀課及聯校分享等活動，提升教師設計STEM課程的

能力。數學科科任將挑選一些課題滲入STEM元素，設計科本的STEM課程，以

發展學生的創意思維。學期尾將舉行分享會，讓所有數學科任皆能認識設計科

本STEM課程的技巧，並將所學推廣至各級。 

 

持續三個學年的STEM課程鋪墊(2016-2019) 

本學年的六年級學生在就讀四年級時已進行各式各樣的STEM學習活動，包括在

上學期優化課程時段的「自製灑水器」活動和主題學習周期間進行的「自製吸

塵機」和「自製磁浮列車」主題探究活動。四年級學生在下學期時則學習Scratch 

Junior入門編程系統，以掌握基本的編程邏輯概念和發展一定的運算思維能力。 

 

本學年的六年級學生在就讀五年級時，上學期以「隔音屏設計師」作為STEM主

題學習活動，經歷完整的設計循環，發展與STEM相關的能力。五年級下學期則

學習Scratch編程系統，並以「中國歷史人物」作為STEM主題學習活動，進一步

提升其運算思維和編程尤其著重的除錯(Debug)能力。經過兩年持續性的STEM

深度學習，本屆的六年級學生可謂身經百戰。 

 

本學年校方特意安排常識科和電腦科皆由同一科任施教，實現常識和電腦科的

無縫銜接，而現時每位六年級學生均已購買一塊微型電腦，上學期將集中學習

微型電腦的基本編程和操控技巧，下學期則以微型電腦套件來製作電子小玩意

(課程內容以配合六年級下學期常識及電腦科課程為主)。除此之外，優化課程安

排於下學期三至六月期間進行，令一般課時得以額外延伸多12個教節(每節40分

鐘，即共8小時的教學時間)。本校更特設STEM room，方便學生進行各式各樣的

STEM探究活動。而在9月初，本校的高年級常識科教師和全體電腦科教師已完

成微型電腦的入門培訓，參與教師對微型電腦已有基本的認知。毫無疑問，在

學生的STEM先備知識和能力以致學校的行政安排等各方面皆已整裝待發。 

 

因此，校方期望透過優質教育基金的資助，為學校添置合適的學具，讓學生在

探究和發掘知識的同時，亦將所學所得帶入生活當中，並將STEM的精神和價值

自小植根於兒童心底，達致全人發展、終身學習的理想。 

 

 

 

 



- 7 - 

 

2.3 校長和教師的參與程

度及其角色 

 

- 校長：作為帶領和監察的角色，並會調動資源全力支持計劃發展。 

- 課程統籌主任：適時檢視計劃的成效和協調各科作配合。 

- STEM發展組：作為整個計劃的統籌小組，採購所需的STEM用品，帶領各STEM

課程進行備課和檢討，協調各科的STEM發展以配合是次計劃的推展，並向外界

展示及分享有關計劃之內容與成果。 

- 數學、常識、電腦科科主席：確保科組工作能配合STEM探究活動的進程。 

- 五、六年級常識及電腦科任：協助推行五、六年級STEM主題探究活動。 

 

- 二年級電腦科任：協助推行STEM機械人電腦科課程(二年級)。 

- 電腦科教師：協助帶領STEM機械人課外活動及STEM機械人學會。 

- 資訊科技及教學助理：提供資訊科技、物資準備及製成品等支援。 

2.4 家長的參與程度 

(如適用) 

親子互動和家長評鑑 

在六年級的微型電腦機械吊臂車、微型電腦小纜車及五年級的微型電腦多功能

小車課程中，學生會以二人為一組進行活動，在他們完成製成品及指定的編程

任務後，學生可輪流將成品帶回家，並向家人講解其結構、功能和示範操作方

法，學生更可教導家人試玩，以促進親子關係。其後家人需填寫一份評估表，

以肯定孩子的成就，同時就孩子的表現作出讚賞、鼓勵和給予適切的改善建議，

讓學生獲得教師和同儕以外的回饋，並學習聽取多方面的意見。 

 

 

2.6 推行時間表  

推行時期 
(月份/年份) 

計劃活動 

 

2019年4-6月 1﹒STEM發展組採購微型電腦機械吊臂車、手提電腦及手提電腦充電車 

2﹒相關的STEM學習冊由學生自費購買 

3﹒安排微型電腦教師進階培訓(全體常識及電腦科任) 

4﹒STEM發展組採購各式積木機械人學習套件 

5﹒STEM發展組及六年級常識科任進行微型電腦機械吊臂車的課研 

2019年6-7月 1﹒問卷調查收集教師對STEM活動的意見 

2﹒全體教師分享會(進行全學年STEM活動匯報及教學成效分享)  

3﹒STEM發展組聘請2019-20年度STEM機械人學會Robotics Junior及Senior的導師 

4﹒STEM發展組進行2019-20年度的STEM機械人課外活動(一至三年級、四至六

年級)及STEM機械人電腦科課程(二年級)的課程規劃 

2019年8月 1﹒安排積木機械人教師培訓(全體常識及電腦科任) 

2﹒STEM發展組和負責教師就STEM機械人課外活動(一至三年級、四至六年級)

進行共同備課 

3﹒STEM發展組及二年級電腦科教師就STEM機械人電腦科課程(二年級)進行共

同備課 

2019年9月 1﹒招募STEM機械人學會Robotics Junior、Senior及ACE的成員 

2﹒STEM機械人學會Robotics Junior、Senior及ACE開始集會 

3﹒STEM機械人課外活動(一至三年級、四至六年級)開始 

4﹒五、六年級學生自費購買微型電腦底板 

2019年10-12月 1﹒STEM機械人電腦科課程(二年級)開始 

2﹒安排導師進行積木機械人示範課(全體常識及電腦科任觀課) 

3﹒STEM發展組採購微型電腦多功能小車及微型電腦小纜車 

2020年1月 1﹒STEM發展組就STEM機械人學會Robotics Junior、Senior及ACE的成效進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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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檢討 

2﹒STEM發展組籌備“LEt bit GO” STEM Carnival的各項活動 

(邀請寶血會屬校小學師生及同區小學的師生參與) 

3﹒STEM發展組及二年級電腦科教師檢討STEM機械人電腦科課程(二年級)的教

學成效 

2020年2-5月 STEM發展組及六年級常識科任進行微型電腦機械吊臂車的課研 

2020年6-7月 1﹒STEM發展組及六年級常識科任進行微型電腦小纜車的課研 

2﹒STEM發展組及五年級常識科任進行微型電腦多功能小車的課研 

3﹒舉行“LEt bit GO” STEM Carnival活動 

4﹒STEM發展組就全年的STEM活動進行詳細檢討 

5﹒問卷調查收集教師對STEM活動的意見 

6﹒全體教師分享會(進行全學年STEM活動匯報及教學成效分享) 

(邀請寶血會屬校小學教師及小學數學科STEM教育學習社群的學校教師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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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年級

STEM 

主題探究 

活動：微型

電腦機械

吊臂車 

主題：微型電腦機械吊臂車 

推行策略/模式： 

在六年級下學期的常識科、電腦科及

優化課程的教學時段內進行，並配合

常識科的「機械與生活」科學教育單

元，學生以二人為一組製作一架機械

吊臂車，並在微型電腦的編程平台上

編寫程式以操控機械吊臂車從事各

式的活動，過程中學習機械槓桿的知

識 ，學生能從中體會到電能轉換到動

能的過程，並分析力點、支點和重點

之間的距離對省力程度的影響，同時

深入了解機械的應用和對生活的影

響，並明白如何正確使用機械 

推行時間：2018-19 及 2019-20 年度的

四至六月 

目標受惠對象：2018-19 六年級學生 

(約 130 人)及 2019-20 六年級學生(約

130 人) 

12節 

(每節40 

分鐘) 

STEM發展組成員 

(共6人)及 

六年級的常識及電

腦科科任(共4人) 

1﹒學生能製作機械

吊臂車，並編寫程式

來操控機械吊臂車 

2﹒學生能學習吊臂

車中槓桿的機械知

識，並聯系機械和日

常生活3﹒學生能互

相欣賞彼此的作

品，並透過自評和互

評來提升評估素養 

4﹒提升學生的共通

能力、機械操作和運

算思維能力 

六年級

STEM 

主題探究 

活動：微型

電腦小纜

車 

主題：微型電腦小纜車 

推行策略/模式： 

在六年級下學期的常識科、電腦科、

優化課程和試後活動的教學時段內

進行，作為常識科的「機械與生活」

科學教育單元的延伸學習，學生以二

人為一組製作一架小纜車，並在微型

電腦的編程平台上編寫程式以操控

小纜車在纜線上移動，過程中學習齒

輪和滑輪的知識，學生能透過操作不

同種類的機械零件，更深入了解力和

運動的規律和現象 

推行時間： 2019-20 年度的六至七月 

12節 

(每節40 

分鐘) 

STEM發展組成員 

(共6人)及 

六年級的常識及電

腦科科任(共4人) 

1﹒學生能製作小纜

車，並編寫程式來操

控小纜車 

2﹒學生能學習小纜

車中齒輪和滑輪的

機械知識，並聯繫機

械和日常生活3﹒學

生能互相欣賞彼此

的作品，並透過自評

和互評來提升評估

素養 

4﹒提升學生的共通

能力、機械操作和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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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受惠對象： 2019-20 六年級學生

(約 130 人) 

算思維能力 

五年級

STEM 

主題探究 

活動：微型

電腦多功

能小車 

主題：微型電腦多功能小車 

推行策略/模式： 

在五年級下學期的常識科、電腦科和

試後活動的教學時段內進行，作為常

識科的「電的探究」科學教育單元的

延伸學習，學生以二人為一組製作一

架多功能小車，並在微型電腦的編程

平台上編寫程式，學習如何以藍芽通

訊來遙控小車，同時運用超聲波感測

器來讓小車自動避開障礙物，並運用

紅外線感測器來讓小車循線行駛，過

程中讓學生更深入理解閉合電路的

結構和各種電子元件的特性和功能 

推行時間： 2019-20 年度的六至七月 

目標受惠對象：2019-20 五年級學生

(約 130 人) 

12節 

(每節40 

分鐘) 

STEM發展組成員 

(共6人)及 

五年級的常識及電

腦科科任(共4人) 

1﹒學生能製作多功

能小車，並編寫程式

來操控多功能小車 

2﹒學生透過操控多

種感測器，深入了解

如何將科技應用於

日常生活中 

3﹒學生能互相欣賞

彼此的作品，並透過

自評和互評來提升

評估素養 

4﹒提升學生的共通

能力和運算思維能

力 

一至六年

級STEM 

機械人 

課外活動

循環組 

主題：STEM機械人課外活動 

推行策略/模式： 

在逢星期四下午的上課時段中，會隔

周進行低年級或高年級的課外活動

課，課程內容的設計緊扣常識科的科

學教育範疇，學生以循環組(每次的學

生組別均不同)的形式認識機械人。低

年級用的是較簡單的積木機械人

Education WeDo 2.0，二人一組以平板

電腦來編寫程式。而高年級用的是較

複雜的積木機械人Mindstorms 

Education EV3 Core set，二人一組以手

提電腦編寫程式。 

推行時間： 2019-20 年度全年 

目標受惠對象：2019-20一至六年級學

生(每節20人，共約400人) 

20節 

(每節40 

分鐘) 

STEM發展組成員 

(共6人)及 

電腦科教師(共4人) 

1﹒學生對機械人有

初步認識 

2﹒學生能根據組裝

圖利用組件搭建機

械人 

3﹒學生對編程有初

步認識 

二年級 

STEM   

機械人 

電腦科 

課程 

(積木機械

人Education 

WeDo 2.0) 

主題：STEM機械人電腦科課程(二年

級) 

推行策略/模式： 

此課程安排於2019-20年度二年級電

腦科中，使更多的學生有機會接觸機

械人，並配合常識科的「齊來玩玩具」

科學教育單元。讓學生從小已開始培

養STEM 的精神，及將機械人普及

化。學生能更深入了解組裝和操控電

動玩具的方法，並透過觀察機械人的

移動方式來理解力與物件運動的關

係 

推行時間： 2019-20 年度全年 

目標受惠對象：2019-20二年級學生(約

130人) 

4節 

(每節40 

分鐘) 

二年級電腦科教師

(共4人) 

1﹒學生對機械人有

基本認識 

2﹒學生能根據組裝

圖利用組件搭建機

械人 

3﹒學生能有效運用

不同感應器及馬達 

4﹒學生對編程有基

本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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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至三 

年級 

STEM   

機械人 

學會

Robotics 

Junior (積

木機械人

Education 

WeDo 2.0) 

主題：STEM機械人學會Robotics 

Junior(一至三年級) 

推行策略/模式： 

於星期二課後為機械人學會Robotics 

Junior (低年級)的會員提供訓練，培訓

有潛質的學生，並為學生安排比賽。 

推行時間： 2019-20 年度全年 

目標受惠對象：2019-20一至三年級學

生(約20人) 

挑選準則：由班主任及常識科任推

薦，且對機械人和編程充滿熱誠 

15節 

(每節90 

分鐘) 

STEM發展組成員 

(共6人)及 

電腦科教師(共2人) 

1﹒學生對機械人的

原理及操作有足夠

的認識 

2﹒學生能按任務設

計及搭建機械人 

3﹒學生能有效運用

不同感應器及馬達 

4﹒學生能有效地運

用編程去完成任務 

三至四 

年級 

STEM   

機械人 

學會

Robotics  

Senior 

(積木機械

人Simple & 

Powered 

Mechanics 

Set) 

主題：STEM機械人學會Robotics 

Senior(三至四年級) 

推行策略/模式： 

安排相關課程給三年級及四年級學

生，讓學生於接觸積木機械人

Mindstorms Education EV3 Core set前，

令學生對動力機械如齒輪、馬達等及

搭建各種機械裝備有足夠的認識。 

推行時間： 2019-20年度全年 

目標受惠對象：2019-20三至四年級學

生(約20人) 

挑選準則：STEM機械人學會Robotics 

Junior的優秀學員，或由班主任及常識

科任推薦 

16節 

(每節90 

分鐘) 

電腦科教師(共2人)

和聘請一位導師 

(導師須持有教授積

木機械人的相關証

書，並有最少1年的

授課經驗) 

1﹒學生對機械原理

有基本認識 

2﹒學生能有效運用

機械，如齒輪和馬達 

3﹒學生能按組裝圖

及任務設計及搭建

所需機械 

4﹒提升學生的共通

能力、運算思維能力

及學會與人溝通和

團隊合作 

四至六 

年級 

STEM   

機械人 

學會

Robotics  

ACE 

 (積木機械

人

Mindstorms 

Education 

EV3 Core 

set) 

主題：STEM機械人學會Robotics ACE 

(四至六年級) 

推行策略/模式： 

為機械人學會中Robotics Ace (高年級)

的會員提供訓練，培訓有潛質的學

生，並為學生安排比賽。 

於星期五放學後訓練，會員會協助推

廣機械人及代表學校參加各項相關

的比賽。另外組員亦會協助學校於對

外開放的活動時作展示及分享。 

安排專業的導師到校為機械人學會

中Robotics Ace (高年級)的會員提供專

業訓練，為資優學生提供最合適的培

訓。 

推行時間： 2019-20年度全年 

目標受惠對象：2019-20四至六年級學

生(約40人) 

挑選準則：STEM機械人學會的優秀

學員，或由班主任及常識科任推薦 

16節 

(每節90 

分鐘) 

電腦科教師(共2人)

和聘請一位導師 

(導師須持有教授積

木機械人的相關証

書，並有最少1年的

授課經驗) 

1﹒學生對機械人的

原理及操作有較高

階的認識 

2﹒學生能按任務設

計及搭建機械人 

3﹒學生能有效運用

不同感應器及馬達 

4﹒學生能有效地運

用編程去完成任務 

5﹒提升學生的共通

能力、運算思維能力

及學會與人溝通和

團隊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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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至六 

年級 

“LEt bit 

GO” 

STEM 

Carnival 

主題：“LEt bit GO” STEM Carnival 

(一至六年級) 

推行策略/模式： 

由STEM機械人學會Robotics Junior, 

Senior, ACE會員擺設機械人攤位，讓

全校學生試玩，讓更多學生可認識及

享受STEM的樂趣。 

挑選部份五、六年級學生擺設攤位來

展示運用微型電腦製作的成品，向師

生和家長匯報其學習成果。 

邀請多所中學及坊間機構擺設STEM

攤位，讓同學擴闊眼界。 

邀請寶血會屬校小學及同區小學的

師生、本校所有家長和學生出席。 

推行時間：2020年七月 

目標受惠對象：2019-20一至六年級學

生(約780人) 

4小時 STEM發展組成員 

(共6人) 

及五六年級常識科

教師(共8人) 

1﹒全校學生均能欣

賞STEM的優良成品 

2﹒學生能展示及匯

報其STEM學習成果 

3﹒增強學生對STEM

相關學科的興趣，擴

闊學生的STEM視野 

4﹒透過參與多元的

STEM活動，教師能

對STEM有更深入的

體會和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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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積木機械

人 

示範課 

主題：積木機械人教學示範 

推行策略/模式： 

教師透過觀看3節課堂，循序漸進地了

解機械人課的課堂運作模式、教學流

程、教學技巧和基礎的教學內容。 

內容包括認識積木機械人課的學生分

組及分工技巧、組件分類及擺放方式，

教師亦能初步認識機械人的零件，並了

解如何在課堂上有效利用編程軟件和

基本感測器。目標受惠對象：全體常識

及電腦科任 

3節 

(每節40 

分鐘) 

導師 

(導師須持有教授積

木機械人的相關証

書，並有最少1年的

授課經驗) 

讓教師深入了解應用

LEGO套件於課堂上

遇到的實際問題和解

決技巧 

積木機械

人 

教師培訓 

主題：積木機械人教師培訓 

推行策略/模式： 

教師透過工作坊深入認識積木機械人

組件的搭配方法，並了解相關編程軟件

的基礎操作技巧。教師將親身體驗搭建

機械人及編程操作的過程，並學習應用

各種感應器和機械組件的方法。目標受

惠對象：全體常識及電腦科任 

2節 

(每節60 

分鐘) 

導師 

(導師須持有教授積

木機械人的相關証

書，並有最少1年的

授課經驗) 

讓教師了解如何在課

堂上有效應用積木機

械人套件 

微型電腦

教師進階

培訓 

主題：微型電腦教師進階培訓 

推行策略/模式： 

教師透過工作坊認識微型電腦的進階

功能，親身體驗如何製作機械吊臂車和

小纜車，並學習當中的編程技術，以提

升教師教授微型電腦課堂時的教學技

巧。 

目標受惠對象：全體常識及電腦科任 

2節 

(每節60 

分鐘) 

導師 

(須由從事相關培訓

2年經驗或以上的人

員負責) 

讓教師深入了解如何

在課堂上有效應用微

型電腦套件(機械吊

臂車、小纜車及多功

能小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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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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型電腦機械吊臂車、小纜車及多功能小車 

各70台 

學生編寫程式操控機械吊臂車，體驗吊臂車上槓桿和支

架組件的運用；操控多功能小車以體驗小車上各種電子

感測器的運用；操控小纜車以體驗小纜車上齒輪和滑輪

組件的運用，增進學生的相關知識和提升與STEM相關

的能力。 

預期的使用率：100%的六年級學生使用 

 

2 

手提電腦20台 

可讓兩班學生同時上電腦課，學生在進行與編程相關的

活動時亦不用再局限於電腦室內，可在STEM room或課

室內編程。 

預期的使用率：50%的五、六年級學生使用 

100%的STEM機械人學會Robotics  

ACE會員使用(資優課程) 

(Robotics ACE會員人數佔四至六年級 

學生的10%) 

3 

手提電腦充電車1架 

放置和運送手提電腦之用。 

預期的使用率：50%的五、六年級學生使用 

100%的STEM機械人學會Robotics  

ACE會員使用(資優課程) 

(Robotics ACE會員人數佔四至六年級 

學生的10%) 

4 

積木機械人Education WeDo 2.0 Core set 10台 

學生運用不同的組件、感應器和馬達來搭建機械人，並

編寫程式來操控機械人，發展學生的共同能力。 

預期的使用率：100%的二年級學生使用 

                            100%的STEM機械人學會Robotics 

Junior會員使用(資優課程) 

(Robotics Junior會員人數佔一至三年級 

學生的5%) 

5 

積木機械人Simple & Powered Mechanics set 10

台 

學生運用不同的零件、齒輪和馬達來搭建機械人，發掘

不同組件之間的機械原理，發展學生的共同能力。 

預期的使用率：100%的STEM機械人學會Robotics  

Senior會員使用(資優課程) 

(Robotics Senior會員人數佔三、四年級 

學生的8%) 

6 

積木機械人Mindstorms Education EV3 Core set 

12台 

學生運用不同的組件、感應器和馬達來搭建機械人，並

編寫程式來操控機械人以完成各式任務，進一步發展學

生的共同能力。 

預期的使用率：100%的STEM機械人學會Robotics  

ACE會員使用(資優課程) 

(Robotics ACE會員人數佔四至六年級 

學生的10%) 

 

 

d.  校本課程的特色  (如適用)  

以「STEM 設計循環」和「作為學習的評估」作為理念框架，並透過普及化資優及抽離式資優的課程，結合

機械工程和編程於課程中，提供極大的自由度予學生，充份培養學生的思考認知能力：敏覺力、變通力、精

進力、流暢力、獨創力，同時觸發他們的創意思考情意：好奇心、挑戰心、想像心和冒險心。藉此提升學生

運算思維能力、創造力、明辨性思考能力及解難能力，並使學生自小學會敢於面對困難及樂於接受挑戰。 

 

 



- 13 - 

 

2.8 財政預算   

      申請撥款總額 :  HK$        338,500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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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型電腦教師進階培訓 

($1000x2小時=$2000) 
$2000 

須由從事相關培訓2年經驗或以上的

人員負責 

積木機械人教師培訓 

($1000x2小時=$2000) 
$2000 

須由從事相關培訓2年經驗或以上的

人員負責 

聘請積木機械人班導師2人 

(每小時薪金$500x24小時x2人

=$24000) 

$24000 
導師須持有教授積木機械人的相關証

書，並有最少1年的授課經驗 

b. 設備 

微型電腦機械吊臂車70台 

($470x70=$32900) 
$32900 

六年級約有130位學生，其中65部微型

電腦機械吊臂車供學生以二人一組作

探究之用，另外4部分別供4位任教常

識科的科任使用，剩下1部作後備用途 

微型電腦小纜車70台 

($400x70=$28000) 
$28000 

六年級約有130位學生，其中65部微型

電腦小纜車供學生以二人一組作探究

之用，另外4部分別供4位任教常識科

的科任使用，剩下1部作後備用途 

微型電腦多功能小車70台 

($370x70=$25900) 
$25900 

六年級約有130位學生，其中65部微型

電腦多功能小車供學生以二人一組作

探究之用，另外4部分別供4位任教常

識科的科任使用，剩下1部作後備用途 

手提電腦20台 

($5000x20=$100000) 
$100000 

由於本校只有一個電腦室，無法應付

兩班或以上的學生同時使用電腦(例

如在優化課程的時段)，所以申請購買

20部手提電腦，這樣便可讓一班36人

以二人一組上課。而STEM機械人學會

Robotics ACE的學生亦可在STEM 

room內運用notebook來編程及即時進

行機械人測試，毋須於電腦室用桌上

電腦編程後再到STEM room進行測

試，notebook可讓學生進行與編程相關

的活動時不用再局限於電腦室內 

手提電腦充電車1架 

($10000) 
$10000 

用作儲存20部手提電腦，方便運送手

提電腦到課室供學生使用，並可同時

為20部手提電腦充電 

積木機械人Education WeDo 2.0 

Core set  

10台 ($2480x10=$24800)  

$24800 

由於要把課程安排於活動課及安排於

二年級的電腦課程，本校需要加添10

套WeDo 2.0，以達致二人一組的安排 

積木機械人Simple & Powered 

Mechanics set 10台

($2770x10=27700)  

$27700 

為使學生能有系統地學習及衍接EV3

的課程，學生需要對動力機械如齒輪

和馬達等及搭建各重機械裝備有足夠

知識，這十套組件有效裝備學生。 

積木機械人Mindstorms Education 

EV3 Core set 12台

($4680x12=$56160)  

$56160 

學生於機械人教育中最終要學會使用

的機械人，活動中三人一組使用一套

機械人並一直使用同一套以完成搭建

去完成不同任務。本校需要有足夠的

EV3 機械人套件給學會基礎班及精英

班作訓練及準備比賽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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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一般開支 審計費用 

 

雜項 

$5000 

 

$40 

 

申請撥款總額  (HK$) : $338,5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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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v)本校在選擇服務供應商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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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本校將就此計劃所申請購置的所有設備，執行妥善的資產運用計劃，以確保在計劃完結後，所有

設備皆盡可能繼續用於學與教的領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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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其他 (請列明)： 

1﹒機械吊臂車、小纜車、多功能小車的製成品 

2﹒機械人、探測車、機械支架等的製成品 

 

3.2 計劃對優質教育 / 學校發

展的正面影響 

1﹒全體教師均能體會到STEM教育對學生的意義和價值，有助進一步在學校

推動和落實STEM教育，並創造更多跨學科的合作可能。 

2﹒經妥善規劃的優質STEM教育對學生的創意思維具極大啟發性，學生投入

學習之餘，教師亦能藉此獲得成功感和自我肯定，對整個教師團隊的形象、

士氣和成長均是百利而無一害。 

3﹒成功推動STEM教育的經驗除了可跟外界分享，也可跟外界發展更多合作

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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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校長、課程統籌主任、STEM 發展組成員均會參與五、六年級微型電腦課程的觀課和評課。 

2﹒STEM 發展組成員問卷調查：80%或以上教師同意「LEt bit GO 機械與編程」課程具有成效。 

3﹒全體常識及電腦科教師問卷調查：80%或以上教師同意能將所學應用於各班課堂的 STEM 教學之中。 

4﹒二、五、六年級學生問卷調查及評估表：70%參與學生表示認同透過「LEt bit GO 機械與編程」課程，能

學懂跟 STEM 相關的知識，並提升解難能力、綜合和應用知識的能力及創新思維。 

5﹒STEM 機械人學會 Robotics 會員問卷調查：80%參與學生同意機械人課程能進一步提升他們對機械與編程

的興趣，亦能提升他們操控機械和編寫程式的能力 

6﹒學生能在“LEt bit GO” STEM Carnival 展示學習成果，讓其他同學也能體驗校本 STEM 課程。 

7﹒負責教師能在課程完結時向全校教師分享計劃成效，讓其他教師了解 STEM 課程。 

8﹒全校教師問卷調查：75%或以上教師了解及認同 STEM 課程發展成效及方向。 

 
********************************************************************************************* 

如申請撥款總額超過  $200,000，請完成第 3.4 及 3.5 部份。  

 

3.4 計劃的可持續發展   

2020-21 年度起： 

1﹒參與此計劃的教師將成為種子教師，在各級的常識及電腦科進行共同備課時滲透STEM活動的設計理念。 

2﹒四年級下學期每位學生都會購買微型電腦，並於試後活動期間學習微型電腦的基本應用，讓他們在暑假期 

間自學微型電腦的進階操作。 

http://qef.org.hk/tc_chi/application_guide/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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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五年級下學期常識、電腦課及試後活動期間繼續學習如何操控微型電腦多功能小車。 

4﹒六年級下學期常識、電腦課及優化課程期間繼續學習如何操控微型電腦機械吊臂車和微型電腦小纜車。 

(使用微型電腦學習套件的原則是盡量在每年課程結束時，由學生拆開套件讓下學年的學生繼續使用， 

但教師會定期審視市場上的微型電腦學習套件的教育價值，有需要時亦會選購其他更具教育價值的套件 

供學生學習之用) 

5﹒如二年級 STEM 機械人電腦科課程成效顯著，本校將再購買一定數量的積木機械人學習套件，將 STEM 機

械人電腦科課程延展至三年級的課程內。 

6﹒加強STEM機械人學會的3個組別：Robotics Junior、Senior、ACE課程內容的連貫性和銜接方式，讓資優學 

生從小接受更有系統的機械人及編程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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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邀請寶血會屬校小學和同區小學的師生參與 2020 年 7 月舉行的“LEt bit GO” STEM Carnival，讓他們親身體

驗和感受學生長時間進行 STEM 探究後的成就，亦使屬校的教師得以深入了解本校的「LEt bit GO 機械與編程」

課程的推行策略及模式，希望此 STEM 嘉年華有助屬校發展和落實校本的 STEM 課程。 

 

2020 年 7 月邀請寶血會屬校小學及小學數學科 STEM 教育學習社群的學校教師參與「LEt bit GO 機械與編程」

課程分享會，向他們分享本校推動全校參與式的 STEM 課程和二至六年級的 STEM 資優課程的成果，進一步

推廣本校實踐的校本 STEM 課程設計理念，並期望相關經驗能進一步推動其他學校的 STEM 教育進程。 

 

遞交報告時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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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019 – 30/9/2019 

31/10/2019 中期財政報告 

1/4/2019 – 30/9/2019 

31/10/2019 

計劃進度報告 

1/10/2019 – 31/3/2020 

30/4/2020 中期財政報告 

1/10/2019 – 31/3/2020 

30/4/2020 

計劃總結報告 

1/4/2019 – 31/7/2020 

31/10/2020 財政總結報告 

1/4/2020 – 31/7/2020 

31/10/20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