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项目介绍

太阳能小屋2.0



背景
• 本课程于2018-2019学年开始。
• 研究方法：老师们通过日常与学生交流，电话问询
等方法听取学生困难。很多学生表示希望可以拥有
一张更大的书桌。因此老师们将此实际需求作为课
题，与学生一起头脑风暴，拟定了该课题。

• 响应学校周年计划中STEM发展的项目。
• 以制作「太阳能小屋2.0」为中心，加强不同学习领
域的学科在校本课程的整合上合作。

太阳能小屋2.0



劏房: 房中房, 每间房屋只有几十平方英寸。所有全家只有一张
小桌, 吃饭、温习也是同一张, 所以这是一个实际的生活问题。

Lead-in from Liberal Studies 
(通识科: 导入)
One-Minute-Survey - My Study Environment at home

https://forms.office.com/Pages/ResponsePage.aspx%3Fid=WknX-hlKzUeJLPUg--NmMK449fileyRIqEie86WBqWNUNVhWVFlXRVJBMlZHUkdOQVdXQk9MR1VSMC4u


Lead-in from Liberal Studies 
(通识科: 导入)
One-Minute-Survey - My Study Environment at home

1. Do you share your bedroom with
other siblings at home?

2. Do you have your own desk/place
for studying & revision at home?

3. What is the surface size of your
(working) studying desk/table?

4. The actual size of your
working/studying desk/table/place
in m2 at home?

https://forms.office.com/Pages/ResponsePage.aspx%3Fid=WknX-hlKzUeJLPUg--NmMK449fileyRIqEie86WBqWNUNVhWVFlXRVJBMlZHUkdOQVdXQk9MR1VSMC4u




Hong Kong Today: Quality of Life – Housing issues
今天香港: 生活素质–房屋问题

(SCMP:14.3.2020)Hong Kong cage home resident find space too small for self-quarantine amid
coronavirus outbreak ...在冠状病毒爆发期间, 香港笼屋居民发现居住空间太小, 无法进行自我检疫。
(南华早报: 2020年3月14日)[4:28]



(SCMP:6.8.2017)Residents swelter in Hong Kong's subdivided flats ...居民在香港的劏房中闷热。
(南华早报: 2017年8月6日)[2:07]

Hong Kong Today: Quality of Life – Housing issues
今天香港: 生活素质–房屋问题



(HKPECS:11.1.201
9) 关注劏房问题
http://www.hkpecs.org/2019/01/11/%E6%9
C%B1%E5%AE%B6%E5%81%A5%EF%B
C%9A%E9%97%9C%E6%B3%A8%E5%8
A%8F%E6%88%BF%E5%AE%89%E5%85
%A8%E5%95%8F%E9%A1%8C/

http://www.hkpecs.org/2019/01/11/%25E6%259C%25B1%25E5%25AE%25B6%25E5%2581%25A5%25EF%25BC%259A%25E9%2597%259C%25E6%25B3%25A8%25E5%258A%258F%25E6%2588%25BF%25E5%25AE%2589%25E5%2585%25A8%25E5%2595%258F%25E9%25A1%258C/


https://visual.ly/
community/Info
graphics/home/li
fe-subdivided-
flat-tenants

https://visual.ly/community/Infographics/home/life-subdivided-flat-tenants


FACTS: Housing issues in HK…



过去一学年, 我校的 STEAM活动
主题为 "搭建太阳能小屋"。初二学
生在老师的指导下, 成功合作完成
该活动。本次共同体项目, 我校在
去年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以前的成
果, 拟开展 "多功能环保商品设计
及销售" 融合创新教育活动项目, 
响应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计划, 深化
与大湾区学校交流合作, 增强了解
与沟通, 共同提升教育素质。

太阳能小屋2.0—项目介绍



➾设计和制作该收纳箱的过程, 集合了包含科学、技术、工程、数学、视觉艺
术及基础商业等六领域。在传统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的基础上, 融入艺
术, 整合成 STEAM 课程, 有助于提高学生学习意愿, 激发学生创造力, 帮助
学生培养各方面的能力。另一方面, 该项目的产品, 太阳能座桌子多功能收
纳箱较容易实现商品化。

➾设计和制作该收纳箱的过程, 集合了包含科学、技术、工程、数学、视觉艺
术及基础商业等六领域。在传统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的基础上, 融入艺
术, 整合成 STEAM 课程, 有助于提高学生学习意愿, 激发学生创造力, 帮助
学生培养各方面的能力。另一方面, 该项目的产品, 太阳能座桌子多功能收
纳箱较容易实现商品化。

太阳能小屋2.0—项目介绍



➾ 中学开设的商业课程是香港
非常具有特色的科目, 商业课
程可以帮助同学们将制成品
真正投放市场, 让市场检验同
学们的劳动成果, 的效果明显
极具说服力。

➾ 香港作为世界著名的金融中
心, 我校一直发挥地区特长, 
与香港消费者委员会、毕马
威会计师事务所、青年投资
者组织等紧密合作, 培养学生
的金融素质。

太阳能小屋2.0—项目介绍



• 界定问题-确定选题, 搜集资料, 联
系个人经历寻找合适的材料和技术
制作太阳能座桌子多功能收纳箱

• 数学分析-通过精确的数学分析绘
制收纳箱草图, 把最初的设想转变成
可实现的具体方案。

• 科技技术-采用小组合作的方式, 
自主学习, 实验探究, 借助实验结果
确定制成品最核心的科技组成。

太阳能小屋2.0—项目介绍



• 外观设计-制成品进行装饰, 体
验不同的艺术元素和设计技巧可达
到不同的设计效果, 及制成品整体
的影响。

• 销售技巧-进行市场调研后, 对
制成品制订价格和销售策略, 有针
对性的进行客户推广和收集客户反
馈。总结反馈对产品进行升级迭代。

太阳能小屋2.0—项目介绍



v完成多功能环保商品设计, 并实现商品化销售。

v通过制作太阳能座桌子多功能收纳箱及进行商品化, 学生明白每个科目

学习的内容可组成一个整体, 能学会用课堂上学到的知识解决生活中的

实际问题。

v设计和完成该项目的过程, 让学生学会沟通, 学会合作, 培养创造

性思维。

太阳能小屋2.0—预期成果



•通识科
•科学科
•创新电脑科
•视艺科
•数学科
•基本商业科

太阳能小屋2.0—参与科目



科学科

创新电脑科

太陽能小屋 2.0

数学科

基本商业科

通识科

太阳能小屋2.0—参与科目

视艺科



实施年级：中二级
• 原因：
• 创新电脑科：学生在中一下学期已学习「二维绘图」 ，可用于

设计「大阳能小屋2.0」的部件。
• 科学科：中二课题「电的使用」，当中包括电路及电流的知识。

这些知识可用于「光电效应」实验及组合「大阳能小屋」 。
• 数学科：在中二课题「近似与误差」，加入「测量活动」，另

加入「绘制图表」训练。这些知识可用于分析科学科的「光电
效应」实验。



实施年级：中二级
•原因
•视艺科：中二课题「标志设计」。利用激光
切割，学生设计的标志会刻在他们的小屋上
面。
•基本商业科：中二课题「市场营销组合」，
学生需要仿真销售产品的过程，「大阳能
小屋」正好可以作为销售的产品。



科目协调
•因应「太阳能小屋」课程，各参与科目需调节各自的教
学进度表，让相关课题在课程进行时教授。并预留足够
课堂进行相关活动。
•例子：
•创新电脑科将两星期的课堂预留给「太阳能小屋」课程。
•由于视艺科需要每位学生制作一件作品，因此每组除了制

作一间「太阳能小屋」外，还制作一间相同型状的小屋笔
筒。



各科负责工作
课时 科目 负责工作

5节课(5节/周) 通识 • 进行问卷及统计

9节课(3节/周) 创新电
脑科

• 学生分组
• 协助学生设计小屋模型，包括功能及屋
顶设计。

• 利用激光切割机切割各小组的模型部件。
8节课(8节/周) 数学科 • 教授量度误差及绘制图表的技巧。



各科负责工作
课时 科目 负责工作

15节课(5节/周) 科学科 • 进行「光电效应」实验
• 组合「太阳能小屋」。

6节课(2节/周) 视艺科 • 标志设计
• 装饰「太阳能小屋」。

6节课(2节/周) 基本商
业科 • 仿真销售产品的过程。



教学内容
课时 科目 课程内容

5节课(5节/周) 通识 今天香港/生活素质/房屋问题/
「劏房」现象

9节课(3节/周) 创新电脑科 C.A.D.：计算机辅助设计
8节课(8节/周) 数学科 绘画图表显示变量之间关系

15节课(5节/周) 科学科 电流和电压
组装太阳能小屋子

6节课(2节/周) 视艺科 颜色和纹理
6节课(2节/周) 基本商业科 营销及管理

v 所有课程预计于8月31日前完成



通识 创新电脑科 数学科 科学科 视艺科 基本商业科

教
学
时
序(

周
次)

教学时序



课程流程
• 优点
• 对各参与科目的教学进度及内容影响较少。

•缺点
•只适合中二级进行。

• 课程需配合各科的教学内容。
• 对应「太阳能小屋」课程，中一级学生知识和技能仍有不足，

有待提升。
• 中三科学科分为物理、生物和化学，课题「太阳能小屋」无关。



学习活动
太阳能小屋2.0



問卷調查 On-site Survey



Field Trip Plan 實地考察
日期： 29-4-2020（星期三）[中二級全方位學習日]

時間： 2:00pm – 3:30pm  (1:30pm由學校出發；4pm返校解散)
活動名稱： 深水埗民生考察半天遊

活動形式： 實地考察 + 移動學習 (EduVenture)

考察地點： 深水埗汝州街、北河街、鴨寮街及桂林街

活動主題：
透過社區觀察，了解深水埗貧困居民的居住環境及生
活困境，並探討低收入人士的貧窮狀況及住屋問題，
繼而討論如何改善香港基層市民的生活素質。

帶隊老師： 通識科老師(3名) + 中二級班主任(6名) 
參與學生： 中二級 - 3班分成8組：2A(3)/2B(3)/2C(2)

http://ev-cuhk.net/index.php


学习活动：创新电脑科
太阳能小屋2.0



•太阳能小屋设计
•让各小组替太阳
能小屋加入合适
的功能。

学习活动：
创新电脑科



•太阳能小屋设计
•让各小组替太阳
能小屋加入合适
的功能。

学习活动：
创新电脑科



•太阳能小屋模型
的屋顶的功能。
•让各小组设计一
间有特色的「太
阳能小屋」。

学习活动：
创新电脑科



学习活动：科学科
太阳能小屋1.0



学习活动：
科学科

•光电效应实验及模型组
装：
•认识太阳能板及其能量
的转换。

•认识光源强度与太阳能
板所产生电流的关系。

•认识可再生能源对环境
保护的重要性。



•光电效应实验及模型
组装：

• 认识太阳能板及其能
量的转换。

• 认识光源强度与太阳
能板所产生电流的关
系。

• 认识可再生能源对环
境保护的重要性。

学习活动：
科学科



学习活动：视艺科
太阳能小屋1.0



学习活动：
视艺科

•标志设计



•标志设计

学习活动：
视艺科



•标志设计

学习活动：
视艺科



学习活动：
视艺科 — 学生作品



学习活动：
视艺科 — 学生作品



学习活动：
视艺科 — 学生作品



学习活动：基本商业科
太阳能小屋1.0



学习活动：
基本商业科

• 4Ps 营销理论
•产品 (Product)
•价格 (Price)
•促销 (Promotion)
•分销 (Pla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