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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PASEPA」教學策略」教學策略
發生學生科技潛能發生學生科技潛能

東華三院張明添中學

梁偉業

2010年2月4日 4:15PM 2東華三院張明添中學‧梁偉業

分科概念

�從前：文、理、工、商

�後來：文法 vs職業/工業

�現在：

文法中學漸成主流，但仍分文理組

�其他科目納入科技學習領域

–包括：家政、電腦、商業、設計與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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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教育路向

�為了使香港年青一代在這科技發達、訊
息萬變的世界更具競爭力，均衡均衡均衡均衡、、、、全面全面全面全面
及普及普及普及普及的科技教育是不可或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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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是甚麼科技是甚麼科技是甚麼科技是甚麼？？？？

知識知識知識知識

資源資源資源資源 創意創意創意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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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是工具?是成果?

�沒有期望、沒有夢想，人是沒法進步
的。然而空談創意，缺乏知識基礎，所
有構思只會變成一些不著邊際的幻想，
永遠沒法實現。

6東華三院張明添中學‧梁偉業

創意更是必需從手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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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是甚麼設計是甚麼設計是甚麼設計是甚麼？？？？

『設計是解決困難解決困難解決困難解決困難的
過程和技巧。』

8東華三院張明添中學‧梁偉業

課程設計理念課程設計理念課程設計理念課程設計理念 SEPA

�解難 Solving problem 

�探究 Exploration 

�演示 Presentation 

�實現 Actualis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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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難Solving problem

習作的形成

�「命題式Title-based」

�「任務式Task-based」

�「解難式Problem-ba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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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Exploration

�實驗

�資料搜集

�數據分析

�模擬測試

�問卷調查

�市場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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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示Presentation

�文字

�繪圖

�口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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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現Actualis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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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PASEPA」教學策略」教學策略
本校課程本校課程

東華三院張明添中學

梁偉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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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課程

�課程應「強調透過個案研究及設計作業
來學習，鼓勵學生建立穩固的知識基
礎，學會建立高層次的思考能力、解難
能力及其他共通能力，以面對將來的挑
戰。」（新高中『設計與應用科技科』
課程及評估指引p.7）本年度課程亦會配
合學校全年主題：「提升學能、修品勵
德、面向社區」來訂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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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節安排
� 六日循環周、每周兩節、每節40分鐘。
� F.1 – F.2：全年共兩個學期；每學期的首半授課時
間，單數學生修讀家政，雙數學生修讀設計與科
技，後半授課時間，單、雙數學生的修讀科目對
調。

 上學期 下學期 
單數 HE DT HE DT 
雙數 DT HE DT HE 

 
*所以盡量安排相關習作於上學期完成。

F.3 分科上課：學生需於F.2大考時選定所修科目，至大考完
結，全級學生將按成績重新編班。每班先按志願，再按成績，
分出半數修讀DT及半數修讀HEC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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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安排

� 中一至中二級：每教學週連續兩節，每節各
40分鐘。上學期5教學週，下學期6教學週。

� 中三級：每教學週連續兩節，每節各40分
鐘。上學期11教學週，下學期12教學週。

� 中四至中五級：每星期一天放學後4:00至
6:45pm，另加長假期間回校全天補課。

17東華三院張明添中學‧梁偉業

教學方法
本課程將以設計作業為主導；透過解決實在的難題，讓
學生發揮創意和解難能力，從而學習科技知識和科學的
理論。每個單元將按設計作業的不同進程來區分，籍此
引導學生去主動學習及探尋科技相關學識。

本科於課堂中可運用以下不同的模式來教學：
�課堂講授
�小組討論
�實驗
�電腦輔助設計
�匯報
�工場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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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作業（Design Project）
設計作業的釐定須考慮以下各點：

� 本年度採用六天教學週，全年課節會少，此情況在中一及中二級
影響尤見明顯。上學期中一及中二級有5節，中三級有11節；而
下學期中一及中二級有6節，中三級有12節。

� 設計與科技特別室內地方不足，無論電腦設施或製作器材皆不夠
全班同時使用。建議安排電腦輔助設計活動給同學進行，籍此讓
同學有足夠空間進行製作。一些相對大型的設計作業，亦可考慮
分組進行，但必須清楚釐定各組員的角色和責任。

� 去年度積存未完成的習作可考慮循環再造，既環保亦可慳回不少
材料費。

� 設計作業盡量以解難為主解難為主解難為主解難為主，給學生多點創意空間，同時設計作業
本身亦要以科技為本科技為本科技為本科技為本，使學生能透過作業本身去學習科技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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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課

�根據科主任會議所訂立的各科家課量，
中一至中三級每教學週佔兩課節計算，
每學期的家課量不能小於4次。因為本
科中一及中二級實質上課時間只佔半學
期，所以相應家課次數為每學期不小於
2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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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業安排

分不同評核範圍以10
分評級制計算入平時
分內，組與組之間同
時進行互評

中三級以上同學適用，須
每組以不多於2分鐘時間
進行演示，並錄像存檔

口頭匯報設計成
果並示範操作成
品

演示

分不同評核範圍以10
分評級制計算入平時
分內

除於作品上清楚寫下學生
資料外，每件作品須按序
拍照存檔

設計作業的結果成品

分不同評核範圍以10
分評級制計算入平時
分內；須附評語和記
下批閱日期

以A4紙釘裝的報告須於學
期結束前繳交

設計作業匯報之
用；中一及中二
級可以學習記錄
取代

報告

10分評級制，計算入
平時分內，須記下批
閱日期

以A5紙張印備，然後再貼
回BC薄內；課後翌日繳
交；如是課文練習，學生
必須抄寫題目

用以深化課堂學
習，盡量類近考
試題目類型，並
加入開放性題目
供學生作答

工作紙/課
文練習

評核繳交方式內容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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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記錄
(log book) 

不予評分或評
級，但須寫下簡
單評語及記下批
閱日期

以A5紙張印
備，然後再貼
回BC薄內；課
後翌日繳交

記下每次上課的活
動、製作進度及學習
重點。（包括「課堂
記錄」、「草圖記
錄」及「工程圖
紙」）

評核繳交方式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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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課簿
� 本科採用BC簿作為家課簿。
� 家課簿內應包括「課堂記錄」、「草圖記
錄」、「工程圖紙」、「工作紙」及「課文
練習」。

� 簿面須以英文大楷和中文清楚填上校名、科
目名稱和姓名。

� 學生須以透明包書膠妥善包好簿面。
� 學生須於每頁寫上日期和頁數。
� 所有繪圖必須以鉛筆繪製；設計草圖須以木
顏色筆著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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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外閱讀

�各級每學期將安排至少一次以科技為題
的文章欣賞，並以工作紙形式讓學生思
考科技帶來對社會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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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秩序
� 只有工場範圍可作物料加工用途；任何物料切削、噴
塗等工序均不可於實驗室內進行，確保實驗室環境整
潔

� 手工具不宜帶進實驗室，實驗室只可進行組裝、實驗
和電腦相關活動

� 將添置一台電動鉛筆鉋機於工場內，學生不可於實驗
室內鉋鉛筆

� 工場及實驗室範圍內嚴禁飲食
� 於每課節完結前學生必須將工具擺回原位、打掃乾淨
工作檯面、妥善存放自己的作品於老師指定地方、關
閉所有電腦、拔除所有插在電源的電器設備及工具
（需充電設備除外）、關上每台設計及控制工作站的
門

� 所有學生必須穿上工衣方可進入工場範圍工作
� 如無老師在場學生不得進入工場範圍工作
� 學生不得擅自進入老師工作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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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分形式評分形式評分形式評分形式(舊舊舊舊)

65% 
（個半小時）

70% 
（1小時）

60%
（1小時）

考試

25%
（40分鐘）

測驗

10%30%40%平時分

中三中二中一級別

26東華三院張明添中學‧梁偉業

評分形式評分形式評分形式評分形式(新新新新)

70% / 40mins70% / 40mins.考試

30%30%平時分

中二中一級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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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文政策
1. 工場內工具和物料將全以中英文雙語說明；
2. 中二級設計大綱將附以英文翻譯；

• 例：To design and make a 6-legged robot.

3. 中三級學習以簡單句子寫出製作步驟
（writing instruction）；

• 例：請以下列生字用英語寫出切割膠片的過程（acrylic sheet, 
scroll knife, steel rule, clamping, press）

•Draw the line of cut on the acrylic sheet with pencil and steel rule.
•Hold the steel rule in line with the cut and pull the scroll knife towards 
yourself.
•Keep on pulling the knife until the mark is one-fifth of the sheet’s 
thickness.
•Hold the small part with a waste wood on the edge of a bench.
•Press down the part of c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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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一及中二級每學期重點學習10個與
本科相關之英文生字，中三級則需學
習20個英文生字。學生修畢中一至中
三級課程應可學曉80個英文科技用
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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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社區

• 多參與公開比賽及展覽，籍以向社會人
士推介本校學生的學習成果。

• 積極參與一年一度的創新科技節。

• 鼓勵學生競逐「科技教育學生成就
獎」。

• 探討為區內小學舉辦工作坊和比賽的可
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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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高中課程
打穩打穩打穩打穩「「「「通識科通識科通識科通識科」」」」的基礎的基礎的基礎的基礎

� 新高中通識科的教學策略與本科相近，學生
可透過真確難題和評估去達成學習目標。學
生於初中的設計與科技科訓練可幫助學生過
渡至新高中通識科。加上本科積極配合全校
的語文政策，本年度將加強在每課的課堂紀
錄及英語訓練。而新高中通識科中的其中一
個學習範疇「科學、科技與環境」便正為本
科於新高中科目中的其中一項延續。本科由
本年度起將於課程內加入與「科學、科技與
環境」相關的閱讀素材以作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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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校隊提供「其他學習經歷」

�設計與科技校隊過往參加了不少比賽，
其中部份設計比賽主要為社會上不同階
層提供服務及富創意的產品，如過往專
為長者和失明人士而設計的扣鈕輔助器
及智能巴士站，及為保護環境而創作的
自來水發電系統等。校隊同學亦不定期
的進行比賽、探訪及參觀活動；凡此種
種皆為我們的學生提供多元化的其他學
習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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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顧不同能力差異學生

� 校隊所參加的部份公開比賽是專為資
優兒童而設，透過創新解難活動挑戰
能力高的學生，籍此發揮他們的潛
能。校隊主力參與的展覽活動，亦須
學生擁有優秀的演說技巧和語文基
礎。在去年的創新科技節中本校同學
被挑選負責向財政司長曾俊華先生作
講解員，由此可見本科校隊可為學校
發掘及培訓資優學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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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高中「設計與應用科技科」

�秉承過往盡力為學生提供科技學習機
會，09-12年度的新高中學生可仍舊於放
學後自由選修「設計與應用科技科」。
而此科亦已被大學接受作為優先取錄科
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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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讀條件

�供中四至中六同學修讀

�必須於中三期考位列全級首10名內

�中三時為「設計與科技校隊」成員

設計與科技科設計與科技科設計與科技科設計與科技科設計與科技科設計與科技科設計與科技科設計與科技科
Design and Technology D&TDesign and Technology D&T

2010年2月4日 4:15PM

優質教育基金優質教育基金優質教育基金優質教育基金計劃2000/2130 –

校本課程發展

QEF Project 2000/2130 –

School-base Curriculum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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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建前工場

BRAZING
HEARTH

WOODWORK
BENCHES

Milling m/cSTORE ROOM

Vacuum
Former

LATHES

POWER
HACK SAWMETAL RACK

DOUBLE
END
GRINDER

METAL WORK
BENCHES

Jig Saw m/cJig Saw m/c

Jig Saw m/c

Strip
Heater

CNC
LATHES

Strip
Heater

42'18'6

14
'3

29
'5

28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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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建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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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建後…

Workstations

Teacher's
Desk

STORE ROOM

Vacuum
Former

LATHES

POWER
HACK SAWMETAL RACK

DOUBLE
END
GRINDER

METAL WORK
BENCHES

PROPOSED LAYOUT

CNC
Milling
m/c

Drilling m/c

Drilling m/c

Drilling m/c

Server
and
Patching
Panel

Screen White Board

Jig Saw m/c s

Strip
Heater

CNC
LATHES

Sharpener

Plotter

Wood Rack

Strip
Heater

2
8

'1
1

8'6

1
4

'3

2
9

'5

24'1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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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有軟件

網頁製作輔助軟件；不在課程之內，但可讓學生自由
使用

Flash

學生樂意採用的圖像處理軟件PhotoImpact

電腦程式編寫軟件，學生一般用來控制機械人之用VBCEE 5.0

網頁製作軟件；不在課程之內，但可讓學生自由使用Dreamweaver

中三或以上學生製作報告和簡報的軟件Ms Office

專業級數的電腦輔助設計軟件，學生由中一級開始學
習如何使用此軟件

SolidWorks 2004

配搭雷射雕刻機的軟件，學生必須懂得運用CorelDRAW 12

香港科技教授學會（HKTEA）即將推出
Pro/Engineering Wild Fire 3.0, 意味著Pro/DESKTOP 8.0
將不再被支援；建議從課程中移除此部份的教學活動

Pro/DESKTOP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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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有關的課外活動
（校隊及學會）

� 本科設有校隊和學會。校隊分高年級組和低
年級組，各組別每星期須有一天放學4:00-
6:00pm留校練習，所有與於本科有關聯的公
開比賽皆由校隊作主力出賽。學會則每學期
至少2次活動，內容以提升同學對設計與科技
的興趣為主。學會主要交由高年級同學負責
具體運作。

� A組校隊（星期三）

� B組校隊（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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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東華三院張明添中學‧梁偉業

曾經進行跨科的習作

家政杯墊F.1

電腦/數學立體IQ積木F.3

地理微粒檢測器F.3

綜合科學/地理太陽能車F.2

家政曲寄餅模F.2

家政小食碟F.2

家政雜誌架F.1

視覺藝術裝飾板F.1

協作科目習作名稱年級

44東華三院張明添中學‧梁偉業

跨科協作的好處

�分擔工作量，充分發揮本科優勢。

�協同效應下，學生學習更認真、積極。

�不同學習目標交由專課跟進，提升教學
效能。

�唇齒相依、有你有我。

�更有彈性去釐定設計作業的題目。

45東華三院張明添中學‧梁偉業

跨科協作的事前準備

�建立友誼基礎，取得同事信任。

�了解其他科目的學習內容，找出合作的
契機。

�充分了解本科重點所在，免得只顧為他
人作嫁衣裳。

�先處理好課堂秩序、工具存放等基本
功。

46東華三院張明添中學‧梁偉業

跨科協作的原則
�處處為他人（科）設想。

�設有上、落車及可加可減機制。

�以設計作業為核心。

�不可為同事帶來麻煩。

�不防讓夥伴科目先享協作的成果。

�不可只為協作而協作。

47東華三院張明添中學‧梁偉業

跨科協作的困難

�時間表上配合。

�不同科目，對學生的耍求不同。

�資源上的劃分。

�進度的控制。

�評分準則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