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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車事

計個名喻: 伶訓中 當腦車叫作行ST恥1 對富足創答:首勒
f1m叫e l1lt-ntl的(!.STEM edu cationω吋l\' l aker a口j vit ies Î n Comnllter Lîtero他的

機躺/學校名稱 得管會專注學部��申段

計lU'J進行時間 自 212018 .(FJ/絢至 l泣。"

乙告E

I血寫'JIt部份報告哥哥﹒翁先鋒能讀r優質教育4基金針對總結報告壤寫梅奇IJ.

J.能否題成目標

說明白糖
與目標翱關 建標 逛到目標

的沼動 程度 的話接或指螺

有iltl'J地在中-"中 草，中-司臣中_，設計 開明心 E.1:E中-級教授STEM教育中與科t.li相關
三電腦峙中引人和l客2單位及道行不 的J，!;ij!，!細論，有 續控.�基本機械線作
STEM!{.�習活動﹒激發 向層次的STEM教育 原理 旦打印軍事﹒
學'1'，jjrJ新及飼憊，成活動﹒

為具備STEM濕，害的 已在中二級以rSavc Our Pla蚓J t�主題i矗
趣事會人才﹒ 行銬課題及銬學科的想想‘a!f!i!曾採鬧不少

STEM概念去解決貨際間筒，包備以數學公
其處學繳械Z恆的i卓*遍算及物理公式處理
物{牛rolll!運動的原環﹒:重動強街道學生級自
動手}i動腦.�醫學生在寶路中學習﹒學生儒
要分組完成員I�導悅的耳草案﹒從中�究
STEM元旗﹒並種紛知置在﹒

1:E中三班止學期課程全以STEM撩起?通動
為主﹒例姆科技局面的 製作手
1讀!!間位'tt﹒ 經制板反I.!I測認
等. &爛的緣習緊IUSTEM元濃﹒lïf如在避
由自殺5個哥考慮λ時I角與反射角的概念，做出
二二λ筒，經由世-再'f:E練習中處草草能做遊戲的
完3韓 敘侵如何以智能手機t草制各樣體測
總﹒

#制中-章中三級的認但大獨及各頭越Rq
STEM的配合﹒可見的{牛一﹒

L一一

此司里轉/站到可齡餐費教育路童'!If.頁且鐘泌2坦且恤干磁﹒

t砂鍋

未能撞到目標
的理由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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氫新蹺I1J電醫科線l﹒
程， �主增強初中電腦
科興高中資，R&通訊l﹒
科技科銜接的誠如往
外，且i透過STEMf���

中二道行r引
起，式習作J

中三道行，llU 
;g活動ãlb計」

t 明% 伸二司 111<1'習作

15.!i動控制軍車，互動，發
揮及繕看醫科學及科技
人才﹒

創建「創客 角落J﹒提l !t欄r 的哥哥角落J '1 I帥%
供創客機由于初中學 l 吾吾 用電腦寰的!l!
|生，� 普遍-個有利| 悶 ﹒ 定出由�客31 創 ﹒
學生動手創 作的1111 傲自創 可穹的環境.bt

|燒﹒ 創新學 習的氣I給予創害的 設備 ﹒ 不
氛﹒包作 主E梢 的 機l少 中 學的 房間不 數
會 ﹒ II學生能成為lI!l !'f.m ﹒ 未做做出 「 制
主動學習﹒事醫於曲車則可事教 室J.避檔「創
|的λ才﹒ |害角;莒J 將是也符盎

|苟 的意念﹒

開肢r創在角戀J
司P!;!!t使用

|配合 t.JU(科r Save伽rPlaoclJ 的g.以
rEner8Y S恥tãngJtälJ題創作智商�.tjzJ&草草﹒鐵

生能以老帥給干的能研l作為1i1iGl'寓運用船
到的知誨. ell重3D打印﹒道路緻塊、程序

曲曲寫﹒以小組形式述情及改營耳草案li$tâi' .而
最終共如'26個完成作品﹒

申= 酬書法國，;t};;t智辭時隔
學生以r智能校自由J�主翅﹒利用各種傳Ilil
路及控制詣﹒這行告單位，做泌創客設計，問|
分學生更IfIjj車間3D打印紋術 究辦誠實別
他們的a.Q::n�草案﹒謝*會分躍在議鐘內退行
演示﹒優良作品被撞邀參與絞肉銀行的't出
能級國 制在太實J .在最總初中學生面的
演示作舟， • 

夜蕩在事頭區惡 習中4、 ( MMLC){賣 方進行 改
建工也 ﹒ 建 立 「創有魚?再J﹒ 接 談且A書 聾的|

工具如下
﹒ 木óìi材貧工作台﹒方便進行鞍起草工作
﹒ 供機械λ及當置于“制作的配件及工具，
﹒ 放i1!1t干的配件的草草式iIJI﹒以便椎骨

地存放電子零件.
﹒ 追到路‘以{臣於'/J、是即可論時繪圖之用.
• 7台幣記本啥腦供學生使用‘以主撥j流

動般的平面&立備總圓圓、電子且是機械λ
設備的晶晶健活動等:

• I台3D打印機﹒稍關材料及工具﹒

強於每天 干午4 : 00 - ;:30放學l!t關放給學生
i使 用 ﹒電腦科老 師亦輸值�'J '創客角葾』倒

逆笠主二
2 份制對學習成紋. �軍樂發民及略位發畏的影響

f 

j 

﹒ 將50J.;041i!:(MMLC)的後甜i分改成r劍客角悠」﹒敢當必本ji:t械及紛料，成功幻想!t脅迫-個劍客
!!!闕，成為一個小型事實驗、工作. Il.'lt萬加工的安問﹒增加學魚進行研習‘討論及協作的機會:

﹒ 初中普通筍般科謀躍的更新，成功在�(目錄題加入STEM亢蕉，詳倒可見附件 的右方，
行關STEM先到酷的考慮:

• 'A'J客角繕』的閑飯時段﹒見學生俄極吾吾與討品及作品製作。顯示出很高的學習自主往﹒迫正配合
學校重視的自主學習的理念﹒

蛇輯結/攏到可扭曲'ff教會�童續實且聽，;Ui(t'扭扭.tlt干'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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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勵全幢'1' .�中L跤，生鑽出問垂 分別般的1121l.11盼悶ú'lU構中.學嘻互接受的空空巷中'I!l
過70秒'O!I!嘻世旱Itr.曲關注程中學習錯位﹒面且可...摯�'"心闕，盾，建立的rtl害角7萬」白色值助健
們.蜻蜓，因此Eb﹒槽"中三學'1'.慢女的問巷中﹒趟!18m.學生實示Z何向雪白k使健們學習釘'E.\I的
組..們峙.wa""中4吶，面設立的，劍客角落JIl\IiJ勵他們，鴨)(製晴品﹒數擾濃�們看見Jt
倒得到，中0'11l!J11l﹒1t�他們車行科個喝得到實埋怨的111繩.

﹒ 學命的創喜tt.1l側書作品得到外界機構及翎樣的l2r，司.fIι紋f�"J晰H袋教育教民的背定﹒亦能
作組耐ft層的周;'1111';.苛﹒

該進預算
4平}

5，曲。

此車總/續到司對自買賣，虛實草童"賣畫盟幽益處尷尬字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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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成品b�I!I:iJ(IM﹒民外rJltl那些推廣這難的反E

J/ttt.耐VllfiJll妒'1I/("If.lf�I/IfJ'lllltn;(/q<le且越.，.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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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活動-:1:表

渴盼性質 慨ØIIõlt明 參加λ數

{街如f!ifM.舍、
t倒蛤B/(1f.主題﹒地軍區戰

書個省的回團軍
授主賣學

草草堂 212018-1控。" 352 
• 被4位計JI1(設計的中-!jj中三以新�t軍進行

普通電腦科綠黨

中 引導式習作 3且018.512018 119 
• 以"5<1吋OurPlanel!" 1.)越巾4級學生以 超過7伽學生認為r引導

3.4λ小姐按計1壘起悄引導式習作。智能凶 ;;:習作s能從遠他們的意

收分類1ft﹒ 的發展﹒

任教的老師反映﹒六部分
學生第一次被歸rJb手做
的，直習概式，過現出乎軍
科之外﹒進步甚多﹒

中-娥和l事:活動 1012018.12n018 108 
• 中三織在單草堂進行創事活動﹒院學以3苓4 j聾近80%學生發ji{他們事

人-組 ， 分組製作 『智能校獨』 產品﹒每 -Il:r動手傲，的時惘，並

組問學積分發智能每跆草草{牛﹒ 認為老師與學!f.一起討論
• 學生可以1:Er IYJ害角戀」借閑錢俏，例如 各級的設計是-fi國良好的

3D打印機、電腦且是工具﹒ 學習紛紛﹒

• 放學時段到rli'J有角;有」遍行討論、踐自t
且是製 作

r中-級JlIJ宮;大 1212018 108 
實」初費 • 中三倒客活動ót綠黨進行初�﹒1lI過問學 超過8佩學牛��為他們能

備進行10.分續發示作品，1直撥受都判的畫 嗨，中三級的客火:A'JIJJ
悶。 蠻的過艘中穆習(.!f，'品屆亞

• 除任教的Il!&醫科老師外﹒探望過舖-f立非 報)

本科老師擒佳評判﹒每班』單位高分數過jJIJ 在圾的老師反映，他們親
宙語車〈決賽﹒ 搬到學生從甘嘻嘻、 技剖﹒

會鈍'&i1f<品隘幸盟軍事過程
中，發現核隘的學習憋
度'il!分學生交不斷進
!F﹒他製成品加以改進
成1治學 校的其中}個設
;æ﹒ 

此實格/抱弓I可醉優質教育基童續質量且越且包且陸字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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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決賽 • 於初中周舍的段，在記:l.'�邀行
• 每組哲明在台J:i草佇10分鐘內展示作品 • 

• 5平")由本校校長 ‘工程思、公司
負!'tλ 及巾五級學生
任

• 頒發rm中JìU夸大興J寇、52及乎正H﹒

6L施尚所遇到的的難及解決方法

困難 解決方法

治

rr. 賀 老飾及 超過750/.﹒學生卓受「創害
學生共372λ 大llCJ決賽的時間﹒

除了參賽的4隊中三問學
外 中一及中二級學.!t部
對師咒的姐的作品深戚與
趣﹒

對於台上的參賽同學﹒他
們向橫lil400人區報;m
品﹒撞得一個難官約經驗﹒

r的書角2直』的推修nffl�t預傲的昂貴 利則教育局能予學校的資訊科紋j聲歡愉姑﹒

‘針對總結草草告須經F哥哥上計觀管理系錢』鍵艾﹒一緩緩女﹒報告將被說'L)已經函授'�/Í橄欖主
會':!ft，代袋續續簽警懸賞教育基金撥款磁績君的人主權室里﹒

此棧格/捕弓I可數優質輯禽'ilIi5ft，網質區且越血:fJI.晶晶且下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