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藝術與科技教育中心 

2019-2020年度各科組全學年活動評估 

 

設計與科技科 

 活動項目 
班級及 

出席人數 

活動日期 

月份/年 
評估/活動成效 

1. 
參觀「設計與應用科技科校本

評核學生作品展」 

中四學生 (5) 

中五學生 (8) 

9/10/2019 

8/10/2019 

DAT 學生對展品深感興趣，老師為學生講解各 SBA 展品的優點的同

時，學生也不停翻閱各展品，掃描最佳展品作參考之用。這次參觀

活動，不單擴闊了學生對 SBA 製作方法的認識，也啟發他們的思考

和令他們了解外間學生的水平。活動有意義，效果令人滿意。 

2. 中國文化體驗工作坊 中三學生 (45) 10-12/2019 

中三共三班學生參與製作算盤工作坊，從中接觸中國傳統工具製作

算盤架，另再利用各種原木的碎材料，製作算珠。所參與學生都對

中國榫卯結構十分感興趣，他們努力學習使用中國工具榫鋸及鑿的

技術，重覆練習，經過五節課後，他們都能製作出非常精緻及特色

的算盤架。是次活動，讓學生體現中國文化的智慧及廢物利用的精

神。 

3. Mbot Tranining 
中二學生 (30) 

中三學生 (15) 
10-12/2019 

共二班中二學生參與 Mbot 基礎電腦編程工作坊及一班中一學生參

與 Mbot 進階電腦編程工作坊，讓學生學習更廣的課程內容，訓練

他們的思維能力、解難能力。參與學生透過操控 Mbot 機械人，學

習另一種處理問題的方式，他們都十分投入不同的課程內容，以完

成教師給予的各項任務。 

4. 
參觀建造業創新及科技應用中

心 
中五學生 (8) 5/11/2019 

科技的發展日新月異，高中學生在書本上認識科技發展的同時，設

計與科技科還帶領他們走進建造業，親身體驗科技如何運用於建築

業的不同層面上，以刺激他們的批判思想，發揮創造力。同學們全

程均表現十分投入，並參與當中的一些體驗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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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模型滑翔機飛行比賽 中二學生 9/2019-1/2020 
中二學生在製作模型滑翔機時非常認真，上學期的表現不俗，賽果

非常接近，冠軍成績 8 米半。 

6. 初中學生習作比賽 
中一至中三學生 

(906) 
9/2019-1/2020 

本學年老師更為注重 STEM 元素在設計習作的應用，亦多花時間在

相關知識的傳授和討論，學生完成的習作較少，參賽的優質素作品

亦較去年少。學生參賽作品仍能保持造工認真，相架、手提電話

座、音樂盒、榫卯結構製作的椅子、算盤都有不同主題和結構造

型，充分展現學生的創意，大部份參賽作品都有優良表現。 

7. 設計與應用科技選修講座 中三學生 2/2010 
因疫情關係取消，故本科製作了一套有講解內容的簡報介紹本科高

中課程。 

9. 設計與應用科技學能測驗 中三學生 (5) 5/6/2020 
因疫情關係，今年設計與應用科技學能測驗延後至 5/6/2020 舉行，

今年共有五名考生出席考試，當中四位考生獲取錄。 

 

科技與生活科 

 活動項目 
班級及 

出席人數 

活動日期 

月份/年 
評估/活動成效 

1. 健康果醬製作工作坊 中一學生 (5) 10/2019 學生積極參與，投入地製作果醬。 

2. 健康食譜設計及烹飪比賽 中二至中三學生 10-12/2019 

主題為「有『營』糕點 DIY」，學生藉著為家人度身訂造健康糕點，

發揮關顧家人的精神，並且提升健康飲食意識。比賽在課堂中以小

組進行，學生同心協力，用心製作健康糕點。老師評審已於 1 月中

旬跟據學生的菜譜和成品照，選出冠、亞、季軍及優異獎。 

3. 華服製作工作坊-製作馬甲 中三學生 (15) 11-12/2019 
學生對課堂感興趣，投入學習。但部分同學仍需老師多加指導，才

能跟上進度。 

4. 「賀年食品」工作坊 中三學生 (6) 13/1/2020 老師教導學生製作蘿蔔糕，學生投入活動。 

5. 「鮮果撻」工作坊 中三學生 (10) 17/1/2020 
在老師的指導下，學生學習製作鬆脆的批皮、吉士達醬和組裝水

果，學生積極參與，活動氣氛融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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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科 

 活動項目 
班級及 

出席人數 

活動日期 

月份/年 
評估/活動成效 

1. 上學期音樂週 全校學生 10/2019 
學生對貝多芬的音樂作品專題展板內容、音樂播放及影片放映感興

趣，積極參與活動。 

2. 第一次聯校音樂科會議 / 1/2020 友校老師積極參與並投入會議。 

3. 音樂能力測試 中三學生 (50) 6/2020 學生認真參與入學試，努力作答。 

 

視覺藝術科 

 活動項目 
班級及 

出席人數 

活動日期 

月份/年 
評估/活動成效 

1. 
「有趣的中國藝術」作品展覽

暨有獎問答活動 
全校學生 10-12/2019 

同學表示展板上的圖畫很有趣，令他們看到中國畫的另一面。  

部份同學對問答比賽感興趣，認為以二維碼掃描上網答問題很方

便。 

2. 「尊重別人」字體設計比賽 
中一至中三學生 

(700) 
10-12/2019 

同學投入創作，從創作牢記尊重別人的重要性。作品藝術水準高，

內容表達清晰。可惜最後因疫情無法將作品印製成紀念品。 

3. 高中攝影工作坊 中四學生 (33) 11/2019-1/2020 

導師謝德文設計多種活動，並帶來專業攝影燈具，為同學佈置各類

不同的光影試驗環境，讓同學體會光影對表達不同形象、角色、物

件的影響。同學均十分投入及積極發問，學到許多攝影技巧，並發

現攝影可以配合其他媒介成為創作感覺獲益良多。 

4. 概念藝術工作坊 中四學生 (33) 11/2019-1/2020 

本地知名藝術家程展緯先生今年以推動「尋找小確幸」的分享概念

為題，帶領學生創作多個「小確幸」盒子，內藏一張張令人看了有

會心微笑的小小幸運繪畫卡，讓來到中心上課的同學可以「發現小

確幸」，感受到一點趣味和驚喜，期望會啟發他們多留意和發掘生活

中的「小確幸」，將概念融匯藝術創作，為社會為生活帶來美好點

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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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中國藝術書畫工作坊 中四學生 (33) 1/2019-3/2020 

因疫情停課關係，中國書法與繪畫工作坊只在 1 班中四舉行。其餘

需要延至下一學年。本年度的主題為「珍惜及樂觀」，以「君幸食、

君幸飲」與及象徵希望與繁盛的繡球花為臨摹練習。同學與老師均

樂在其中。 

6. 中三升中四評核測試 中三學生 (75) 13/6/2020 

因疫情停課及天氣關係延期至 6 月 13 日完成。 

共 99 位來自 12 間學校學生報名，75 位應考。錄取 9 間學校共 45

位學生修讀來年三個中四視藝班。 

 

訓輔組 

 活動項目 
班級及 

出席人數 

活動日期 

月份/年 
評估/活動成效 

1. 開學禮 中一至中三學生 9/2019 簡介中心本學年關注事項，反應正面。 

2. 「心智習性標語創作」比賽 中一至中三學生 
11/2019-

12/2020 

透過比賽，加強了學生對「尊重別人」的應有態度，反應積極、正

面。 

3. 5 分鐘短講 中一至中三學生 
11/2019-

12/2020 

大部分學生投入，5 分鐘過程中，令同學能留心聆聽、高度集中，

能有效地傳遞信息。 

4. 
「尊重別人」字體設計比賽 

(與視藝科協作活動) 

中一至中三學生 

(700) 
10-12/2019 

同學積極參與，作品水準高，內容清晰簡潔，部份作品內容發人深

省，活動具效能且不乏趣味。 

5. 壁報板 中一至中三學生 11/2019-4/2020 
學生對「尊重别人」展板反應正面，讓學生透過日常生活，潛移默

化，領悟生活智慧，發揮尊重他人的態度，學習包容及體諒。 

6. 班際清潔及秩序比賽 中一至中三學生 10-11/2019 

透過比賽，加強了學生對遵守秩序及保持清潔的重要性，配合本年

度「尊重别人」的主題，同學透過尊重、包容，學懂與人合作的重

要性、目標一致就能爭取成功。 

(部份班別更能以接近滿分獲得獎項) 

7. 感恩咭及感恩壁報板 中一至中三學生 11/2019-2/2020 

學生能透過精簡文字及富創意的小設計，在展板上向身邊獲得尊重

的人，表達謝意及感激，吸引了校內老師及友校同學駐足欣賞，反

應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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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組 

 活動項目 
班級及 

出席人數 

活動日期 

月份/年 
評估/活動成效 

1. 壁報板 全校學生 10/2019-5/2020 
壁報板羅列本中心各科組於本學年舉辦的活動，學生透過壁報板了

解活動的初步概況。 

2. 最新活動(壁報板) 全校學生 12/2019-5/2019 
張貼校外機構舉辦的活動，學生透過壁報板了解相關活動的初步概

況。 

3. 
「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

填色比賽 

中二至中四學生 

(59) 
12/2019 

加強學生對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的認知，亦讓學生有一展著色

所長的機會。 

4. ｢防疫海報介紹｣展板 中四至中六學生 5-7/2020 

以冠狀病毒病的時事新聞為契機，透過圖片及文字，讓學生認識烏

克蘭文化及資訊政策部發布的一系列防疫廣告，「隔離的藝術」為活

動之一，利用 9 幅古典藝術名畫，以電腦技術改圖，加入洗手、戴

口罩、保持社交距離，以信用卡取代現金等資訊，透過介紹藝術的

同時推廣防疫的訊息，擴闊學生視野。 

 

健康及衛生組 

 活動項目 
班級及 

出席人數 

活動日期 

月份/年 
評估/活動成效 

1. 
健康教育展覽: 「健康午膳

321」 
全校學生 14/10-8/11/2019 內容實用，不少同學於小息時觀看，加強健康飲食意識。 

2. 
健康食譜設計及烹飪比賽 

(與科技與生活科合辦)  
中一至中三學生 10-12/2019 

比賽以「有『營』糕點 DIY」為主題，學生透過設計食譜，為家人

及朋友度身訂造健康糕點，提升健康飲食的意識，同時發揮關顧別

人的精神。 

3. 
張貼「預防 2019 冠狀病毒」海

報及單張 
全校學生 5-8/2020 强化同學對「2019 冠狀病毒」的認識和預防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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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組 

 活動項目 
班級及 

出席人數 

活動日期 

月份/年 
評估/活動成效 

1. 壁報板 全校學生 10/2019-2/2020 學生透過壁報板了解香港廢紙回收的概況，提升學生的環保意識。 

2. 最新資訊(壁報板) 全校學生 10- 11/2019 
學生透過推介文章認識轉變廢棄物為藝術品的資訊，擴闊學生的眼

界。 

3. 添置單面紙收集箱 / 2/2020 為教員室與校務處添置單面紙收集箱，提升教職員的減廢意識。 

 

德育及國民教育組 

 活動項目 
班級及 

出席人數 

活動日期 

月份/年 
評估/活動成效 

1. 班際清潔及秩序賽 中一至中三學生 
28/10-

12/12/2019 

藉此培養學生守規及養成清潔的習慣，提高學生衞生的意識及責任

感。每級設有冠軍、亞軍、季軍及優異，勝出的班別將獲得獎品，

以作鼓勵。 

2. 壁報板-校內展板 「融和社會」 全校學生 10/2019-2/2020 
學生透過壁報板了解社會包融的含意及方法概況，並提供疏導情緒

困擾的途徑。 

3. 愛兒童 Whatapps 表情設計比賽 中二學生 (5) 18/10/2019 
學生作品未能入圍，但已引發學生對兒童福祉、發展、權利和權益

有關事宜的關注。 

4. 

派發《Clip》、《SmartTeen》、

《Kidults》、《青年空間》年青

人雜誌 

全校學生 全年 學生主動取閱雜誌。 

5. 好文章推介 全校學生 全年 向學生推介兩份文章，藉此培養學生包容、仁愛等正面價值觀。 

6. 網頁更新 全校學生 全年 學生取得與公民教育相關的資料及本組舉辦比賽的資訊。 

 

備註：各科組原定於下學期舉行的活動，因受新冠狀病毒疫情影響而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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