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課程名稱 目標 學習成果 目標學生 遴選機制 修業期及上課地點 成效評估  支出

迪士尼課程

1. 參與「迪士尼環境體驗行」的同學

，可以透過香港迪士尼樂園保護環境

的實例， 認識自然生態及可持續發

展。

2. 參與「迪士尼物理世界」的同學，

可從遊玩樂園中，發現自然界博大精

深的物理知識，並有機會在遊樂景點

中進行實驗，從而對糅合科學與創意

的迪士尼樂園有更深入的了解。

3. 參與「迪士尼通探索之旅」的同學

，以香港迪士尼樂園為例，讓學生以

議題探究方法認識世界及通識概念，

為加入全球社群作好準備。

1.參與「迪士尼環境體驗行」

的同學，能了解保護環境的

重要性。

2.參與「迪士尼物理世界」的

同學能提升對科學的興趣，

懂得

將物理知識應用在日常生活

當中。

3.參與「迪士尼通識探索之

旅」的同學對通識科「全球

化」的

學習單元有更深入的認識。

23位中五學生 校內表現

時間：3小時

上課地點：迪士尼

1. 導師對學生的表現評價良好，欣賞同

學積極、投入參與活動。

2. 活動進行期間，同學必須完成指定任

務，導師會分析學生的表現並作出總

結。

      3,450.00

IT精英訓練班

1. 提升解難的技巧

2. 提升編寫電腦程式的能力

3. 提高學生邏輯思考能力

1. 學生運用課程中學習智識

編寫自己的電腦程式

2. 參加校外比賽

3. 參加校內選拔賽，進身學

校奧林匹克隊

17位中三升中

四學生

1. 電腦科成績表現良

好

2. 老師推薦

修業期 : 6個月內共上課 20 節

每星期六，每課節三小時(2:00PM –

5:00PM)

1. 學生出席率達70%

2. 根據學生的檢討，他們能正確指出自

己須改善的地方，以及相對的改善方法

3. 從學生的表現可見學生持續進步，提

升了學生對電腦程式編寫的能力

4. 學生對於電腦程式編寫興趣有所提高

，對於學生持續學習發揮了作用

5. 檢視學生的成績及表現後，建議明年

繼續舉辦類似課程

6. 建議參考本年度參與學生之經驗分享

，修訂來年課程

     10,810.80

與藝術對談

(IDK 設計思維

工作坊：壹物佰

川 Merials

inspired by

Nature)

1. 提高學生的創意思維

2. 啟發學生對不同媒介及物料的應用

1. 學生能夠透過工作坊，提

升個人對藝術創作物料的理

解應用

2. 學生能夠建立有效的作品

集以展現創作歷程及當中的

發現和反思

中五視藝科學

生

老師透過以下準則遴

選學生:

1. 課堂的表現

2. 校內視藝科成績

3. 學生為視藝科學生

4/9/2019, 香港灣仔茂蘿街7號 3樓展覽

空間

1. 學生出席率達100%

2. 學生與導師的互動

3. 學生呈交作品的質量

4. 從學生的創作上可見更多試驗及探索
      1,040.00

「香港視覺藝術

教育節」展覽

2019

1. 提高學生對藝術創作及作品集建立

有更深入的掌握

2. 提高學生的藝術評賞及自學能力

1. 學生能夠透過藝術評賞，

提升個人藝術創作的深度

2. 學生能夠建立有效的作品

集以展現創作歷程及當中的

發現和反思

中四及中五視

藝科學生

老師透過以下準則遴

選學生:

1. 課堂的表現

2. 校內視藝科成績

3. 學生為視藝科學生

18/12/2019 , 香港大會堂

1. 學生出席率達100%

2. 學生與導師的互動

3. 學生呈交作品及作品集的質量

4. 從學生的創作上可見更多試驗及探索

      1,7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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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ive Design

Workshop

1. 提高學生的創意思維

2. 啟發學生對不同媒介及物料的應用

1. 學生能夠透過工作坊，提

升個人對藝術創作物料的理

解應用

2. 學生能夠建立有效的作品

集以展現創作歷程及當中的

發現和反思

中六級視藝科

學生

老師透過以下準則遴

選學生:

1. 課堂的表現

2. 校內視藝科成績

3. 學生為視藝科學生

23/9/2019 – 28/10/2020 (共5堂), 學校視

藝室

1. 學生出席率達100%

2. 學生與導師的互動

3. 學生呈交作品及作品集的質量

4. 從學生的創作上可見更多試驗及探索

      1,121.00

Project of

Effective Portfolio

Building

1. 提高學生對藝術創作及作品集建立

有更深入的掌握

2. 提高學生的藝術評賞及自學能力

1. 學生能夠透過藝術評賞，

提升個人藝術創作的深度

2. 學生能夠建立有效的作品

集以展現創作歷程及當中的

發現和反思

中五視藝科學

生

老師透過以下準則遴

選學生:

1. 課堂的表現

2. 校內視藝科成績

3. 學生為視藝科學生

9/10/2019 – 17/3/2020 (共10堂), 學校視

藝室

1. 學生出席率達100%

2. 學生與導師的互動

3. 學生呈交作品及作品集的質量

4. 從學生的創作上可見更多試驗及探索

     15,400.00

iGEM Research

Team

以參與國際級iGEM比賽及科研工提升

精英學生對STEM興趣及能力。

學生

1. STEM科目成績提升

2. 對STEM興趣提升

3. 對科研了解提升

4. 學生能自主進行科研項目

修讀STEM科

目之精英學生

學生必須:

1. 於中三理科名次為

全級頭30%內

2. 完成所有於科研中

之習作及任務

3. 展示主動性及對科

研及STEM有深厚興

趣

1. 維期共一個半學年

2. 每週於校內工作坊及進行科研工作

3. 平均每月一次於校外進行跨校會議

及研究工作

1. 所有參與學生理科成績隨計劃進行有

明顯進步

2. 學生明顯對科研理解加深，並有學生

表示希望於日後進修科學學科及投身科

研行業

3. 學生於SBA實驗環節及報告內明顯相對

其他學生有更多對科學素養的理解及能

力

4. 學生的研究成果於國際性比賽iGEM中

奪得香港首個中學金獎

5. 學生獲得於美國進行演講及科學會議

的機會

6. 學生獲得於各大公開場合及新聞媒體

分享研究成果的經驗

7. 建議於將來增加其他非生物科學生入

隊，以擴闊研究領域及令更多學生受惠

     12,281.46

Total        45,88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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