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1‘優質教育基合
� .::::-_ Oualitv Educat ‘AtE V ' ‘ 

計劃、總、結報告

甲部

計劃名稱:環控種植系統

機構/學校名稱:聖公會白約翰會督中學

計畫。進行時間:由11/2017 (Jj/彷至10/2019 (Jj/匆

乙部

計劃編號: 2016/0281 

填寫此部份報告前，請先詳閱讀「優質教育基金計劃總結報告填寫指引」。

請另頁(A4名民)書寫，就以下項目作出總結報告:
1. 達成目標
2. 計劃對學習成效、專業發展及學校發展的影響
3. 自我評鑑計劃的成本效益，需清楚列出有關指標及衡量準則
4. 成品及推廣模式，及外問對那些推廣活動的反應
5. 活動一覽表
6 計劃實施時所遇到的困難及解決方法

哼十畫1總結報告須經「網上計劃管理系統」提交。一經提交，報告將被視為已經由校監/機構主

管或代表機構簽署優質教育基金撥款協議書的人士確認。



1.能否達成目標

起初撰寫「環控種植系統」這個計劃時，已預計當中會有許多挑戰和技術難點，但在實路時卻遇上很多預計外
的電子及編程難題。我們的團隊十分合作，在各人的努力下將各難關衝破，並且能省下廿t萬多的預算。計劃
申請書原定的目標和活動都能順利完成，請見表一。下圖為整個「環控種植系統」的設計圈。



表一:目標是否達到

說明目標
與目標相關

達標程度
達到目標

的活動 的證據或指標

提升學生對科學及科 成立 小名且 全部達到 現在我們團隊己能充分應用 ，能連線
技科目之興趣 上網上載數據，能收集各種傳感器的數據，能連接

攝影機收集影像。而且 小組已擴大發展成為
一個學會，製作了不少本計劃以外的作品。(註1)

透過實作計賣rr '提升學 進行學科課程重組 全部達到 己協調好課程的 改動，有關的 科目包括電腦科、科
生自主學習 拍攝教學影月 學科、數學科和地理科。各科己改動教學進度表中

的 課題及教授時間來配合這計劃的進度 。 (註2)
建立及管理網站及 全部達到 h前ps://miteen.hk/

專頁
改善初中與局中科學 設計環控種植研究實 全部達到 完成第一期2019.4.10-20 19.4.23實驗及修訂
科之銜接問題 驗 完成第二期 2019.5.3-2019.5.16 實驗及收集數據(註3)
為科學及電腦科理論 建設環控種植系統網 全部達到 整個網絡均由本校師生合作建設。在佈線、安裝網
知識，提供實踐機會 絡 絡設備及內聯網路由器的 過程中，課本中的理論都

能 實踐出來 。 (註4)
指引學生進行環控種 全部達到 中一級全級學生要個別完成裝載種植箱及進行實驗，遞交
植研究及分析 綜合科學科的專題研習報告。(註5)

註1
小組(製作小型 實驗，學習編程技巧)原定在2018年6月成立，但為了加快推動STEM學習和QEF

計劃，這小組提早在2017年11月透過在校內設立新的學會而成立，組織名稱為"米天學院"﹒課餘時在實驗室
進行活動。 現在已發展相當成功，製作了許多STEM作品，當中包括一部巨大的電子氣墊彈珠台，校本的四社
搶答機， 機械臂玩過三關(獲公司邀請在香港電訊5G科技嘉年華展出) 。



註2
地理科的"農業"課程在2018年度中二級上學期施敦。
數學科將中三級的統計學課程改在中二級上學期施教，並將中二課程Chapter 9 Introduction to Deductive 
geometry延至下學年中三教授。
電腦科己在2017年度中一級課程教授基本編程概念1
電腦科已在2017年度中二級試行6堂I 的實驗課，了解當中的困難和教學策略，並在2018年度按QEF
計劃安排12堂 課程。
綜合科學科以反轉課堂Flipped classroom的模式，製作教學影片以縮減原本的教學時間，2017年度中一教
學進度按QEF計劃加快了約18小時，騰出的時數用以教授原中二課程內的Chapter 8 Making use of 
electricity的其中三份之二。這安排以便調整中二級課程來進行環控種植箱製作和實驗。

註3

2019.4.10-2019.4.23是第一次進行超過100個種植箱同時收集數據的實驗，當中出現了不少之前小規模試驗未
曾遇上的問題。2019.5.3-2019.5.16是第二次進行超過100個種植箱同時收集數據的實驗， 的程式經修訂
後，已無再出現相機與Mega板的數據遺失問題，伺服器亦能處理上載的數據。

註4
內聯網路由器 ，交換器x5 '超過120個接口，佈線。

註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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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計劃影響

拓寬學生/教師的視野
由構思計劃開始，首先得益的是老師。從收集的資料了解到新的室內種植方法和現代農業的發展，擴闊了老
師的視野。而且初中學生能親身參與種植實驗和親自製作電腦控制的種植箱，在理論和技能上都有好大的得
著。

加強學生/教師的成功廠
這個計劃十分艱難，無論是整體設計，具體製作，項目的數量(超過120份)， 編程，網絡舖設，網站編
寫，數據庫設立，伺服器架設，每個工作都十分專業。參與當中的學生和老師均能深深廠受到當中克服困難
的滿足。

促進學生發揮專長及潛能
參加了 小組(米天學院)的學生比其他學生接觸更多電子設計及製作的過程，他們要協助製作電子線路
板和焊接一些電子零件，數量驚人。透過這個計畫。'參與的學生均能獲得很多新的STEM體驗。有些更在小組
中發揮潛能，製作其他的作品。

為教師提供更多培訓機會，促進教師的專業發展，促進學校團隊精神
完成這計劃，即代表我們的團隊能處理很多STEM的實務操作。由構思、設計、採購、製作、測試到修正，範
圍包括軟件、電子硬件、木工、金工、網絡架設。負責老師的技能都有很大的提升，有助我們團隊加強信心
和視氣，對整體的未來發展有積極推動的好處。

改善學習氣氛
中二級的同學表示這計劃為他們帶來新的嘗試和學習經驗，在課堂中大家均積極參與，學習氣氛良好。



引發與其他學校/專業團體的協作機會
有三問學校到來交流，接受兩次傳媒採訪，米天學院的作品亦獲邀在香港電訊5G科技嘉年華中展出口

3.自我評鑑計割成本效益

資源的運用
器材及材料--按實際需要修訂，在內地購買 '節省成本若二十五萬元。

工程一所有工程均由本計劃的團隊親自施工，開支只包括採購設備和物料，所以能因應需要購買，並節省若二
萬元。

人力資源一聘請一位兼職計劃助理和一位老師(一年) I協助負責的老師推行及實踐本計劃。若沒有他們的協
助，負責老師是不能有足夠時間兼顧及完成本計劃的。

按直接受惠人士數目計算的單位成本
最直接受惠的是中一全級(128學生)、中二全級(120學生)、米天學院的成員(10人)和直接參與的老師(6)。單位
成本約為$648，810/264人-$2458

計劃所建構的學習課程及資料的延續性
本計劃完成的種種箱及相關配套是可以延續的，而且在暑期間己作出修正及改善，在下年度會繼續進行。

當其他學校重做計劃時，不須另外注資的開支項目(包括計劃的開辦成本、備用成品等)
購買材料，設備及工程的成本沒有減少的項目。 但開發的時間卻能大大減省，因有很多技術困難巳處理好J'
我們的經驗可以為其他學校提供很好的協助，減低其他學校實行的困難。



表二:預算核對表
變更

預算項目 核准預算 實際支出 [(乙)-(甲)J / (甲)
(根攘協議書附表1日 (甲) (乙) +/一%

職員薪酬 523，404.00 523，404.00 0.0% 

設備 345，8 8 8 .00 96 ，094.02 -72.2% 

工程 44，290.00 24，511.73 -44.7% 

一般開支 6 ，038 .00 4，8 00.00 -20.5% 

應急費用 8 ，28 0.00 0.00 -100.0% 

總開支 927，900.00 6 48 ，8 09.75 -30.1 % 

計劃完結退回款項=927900-648809.75+371.1(銀行利息)=279461.3 5 

4. 可推介的成果及推廣模式

本吉十劃能順利完成並不容易，當中面對的主要是電子及編程的技術難題，我們獲得的經驗相當寶貴，對我們
日後再實行STEM計劃有很大的幫助。 本計劃是可以延續的，我們跨學科的STEM團隊會在下年度繼續推行本
計劃的種植實驗。

改裝後的種植箱:
將前板加裝透明膠片，方便監察;

﹒ 牢固網絡接線板，減少鬆脫引致的網絡問題;
﹒ 改 寫 的程式，優他相機數據傳輸及網絡數據傳輸

的程序。



表三:計劃成果的推廣價值

是否值得優質教育基

項目詳情
成果的質蠹

舉辦的推廣活動
金推介及可供推介的

及推廣價值評鑑 可行性?如值得，請建
議推廣模式

種植實驗系統 整個系統包括有伺服器收集 2019.1.21 值得優質教育基金
的設計 大量傳廠器送來的數據和儲 友校參觀 及交流 推介

存大量的縮時相片，種植箱 到校參觀是最利想
的設計，實驗 變數的安排。 4位負責STEM的同工 的，因為參觀者能
整個系統120個箱能預期運 具體接觸到整個諾夫
作，實在是非常難得。 統。

2019.4.26 
友校參觀及交流

一班初中同學及老師

2019.7.8 
友校參觀及交流

3位負責STEM的同工

2019.7.22傳媒採訪
PCM電腦雜誌第1353期報
導

2020.1.11傳媒採訪

香港電台節目訪問

各方的反應相當正面，認為
計劃的學習水平相當高。

種植實驗數據 在網站記錄了兩期實驗的數 值得優質教育基金
(隨時可在 據，就算學校沒有本系統， 推介

https://miteen.h 亦可下載數據進行分析。 可以推薦本計劃的
k/cea/ 米天學院網站

下載 )
https://miteen.hk/ 



5. 活動一覽表

表四:活動一覽表

活動性質 概略說明 參加人數

(例如座談會
(劉如日期、

學校 教師 學生
其他

參加者的回應
主題、地點為 (請註明)

表演空白

小組集會 整個計劃期間進 3 10 集會進行STEM活動，學生十分
行多次集會 喜歡這活動，興趣濃厚，而且令

他們有成功的經驗，增強自信。 」
製作工作坊 整個計劃期間進 6 20 協助製作的 同學 及同工卡分投

行多次工作坊 人，各人工作好像生產線，要互
相配合才能完成種植箱。團隊精
神十分重要。

STEM課堂 電腦 室 及實驗 室 中一中二 中一中二 學生戚到好奇，對使用工具和接
任教老師 學生 駁電子裝置感到新鮮，有很好的

一 」 學習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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