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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家政科工作報告 

  

1 關注事項： 

1.1 照顧學習多樣性：優化移動學習。 

1.2 建立健康生活: 

1.2.1 培養學生正面態度。 

1.2.2 加強學生服務精神。 

1.3 跨科組活動：讓學生學習不同領域的知識，培訓共通能力。 

 
2 關注事項的成就與反思： 

2.1 4.1 照顧學習多樣性：優化移動學習 

目標 成就 反思 

 透過推動移

動學習,使

用電子網絡

平台,讓學

生更有效學

習 

 由於 2019 冠狀病毒疫症影

響，全港學校停課，本校師

生改於網上實時上課，本科

亦使用網上學習上課，學生

課後完成習作。科任老師於

中一至中三級課題中，使用

移動學習，同學使用個人智

能電話，使用網上資料及指

定 apps。 

 中一至中三級同學使用網上

食譜資源，以親子烹飪為

題，在家中與家人製作食物

及相片、影片或 PPT 介紹，

於復課後，堂上分享及互評

欣賞。  

 停課其間改於網上學習，同學都

能於課堂內吸收知識，亦能自行

安排時間完成習作。 

 部分同學能有效於網上搜索食譜

資源，使用食譜 apps 幫助分類及

比較食譜，並且運用於親子烹飪

習作上，成效不錯。建議下年繼

續相關習作安排。 

2.2 建立健康生活： 

目標 成就 反思 

 培養學生正

面態度 

 中二級學生完成製作及包裝

製作的設計「毛巾 Muffin 蛋

糕」，為探訪安老院而製作的

「義工服務」小禮物。在義

工服務時送給長者，培養學

生積極參與義工服務，關心

社會。 

 

 由於 2019 冠狀病毒疫症影

響，全港學校停課，所有活

動暫停，所以取消原定計劃

 學生都喜愛製作「毛巾 Muffin 蛋

糕」，並以聖經金句紙條鼓勵長

者，送給長者以作關懷及祝福，

但由於 2019 冠狀病毒疫症影響，

全港學校停課，學校活動暫停，

禮物會保留於下年度使用。。建

議下年繼續相關習作安排。 

 

 由於 2019 冠狀病毒疫症影響，全

港學校停課，所有活動暫停，原

定計劃「中三烹飪評分邀請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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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中三烹飪評分邀請活動」

中，中三級學生完成設計及

烹調菜式，邀請老師為菜式

評分。希望來年可再舉行。

 

 由於受疫情影響而停課，部

分「關懷及食物分享活動」

取消，中一至中三學生完成

親自烹調食物，並送給家長

或老師，鼓勵學生將親手製

作的食物送給家長或老師。

活動資料： 
中一：Baked Glutinous Rice 

Balls(家長) 

中二：Serradura(家長)、

Chocolate brownies(老師) 

中三：Molten chocolate cakes

(家長) 

 

 培訓家政學會會員，參加校

外烹飪比賽，擴濶視野和學

習經歴，認識自己，建立正

確及個人肯定價值觀。取消

原定於 2019 年 11 月 24日參

加全港第七屆「阿爸、阿媽，

食飯喇！校際烹飪心賽及戲

劇比賽」，因社會運動影響，

並且考慮學生安全，所以取

消參加比賽。 

 

取消。建議來年再舉行。 

 

 

 

 

 老師及學生都喜愛「關懷及食物

分享活動」，效果佳。建議來年繼

續舉行。 

 

 

 

 

 

 

 

 

 

 

 

 是次取消參加比賽，建議下年繼

續培訓家政學會會員，參加校外

烹飪比賽，讓同學多參加全港性

比賽，擴闊視野。 

 鼓勵學生服

務社群 

 已培訓家政學會會員共16名

學生，擔任「Creative Fun 

Day@CCCKYC 」小導師，於

9/11(星期六)升中講座日舉

行，協助小五小六學生製作

曲奇，服務社群，當天參與

製作愛心曲奇班小學生共 18

人。 

 

 由於受疫情影響而停課，中

二級學生取消曲奇籌款活

動，原定計劃與 EET 合辦「中

 成功完成活動，16 位家政學會學

生，擔任小導師協助及教導小學

生。下年活動繼續於升中講座日

舉辦，為小五至小六學生以英文

為語言，帶領小學生製作食物。

 

 

 

 

 受疫情影響而停課取消活動，建

議來年再繼續舉辦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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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英語曲奇義賣活動」，在 3

月 English Speaking Day 以

英語溝通，義賣曲奇籌款。

 

 

    2.3  跨科組活動：  

目標 成就 反思 

 讓學生學習

不同領域的

知識，培訓

共通能力 

 由於受疫情影響而停課，取

消原定中一至中三級學生，

參與由家政科、設計與科技

科及電腦科合辦的「網上科

技領域常識問答比賽」。 

 

 因疫症停課影響，是次活動取

消，建議來年再舉辦活動。 

 

 

 

3 學科活動： 

3.1 校內、外活動： 

日期 活動 參加人數 

19 年 11 月 擔任「Creative Fun 

Day@CCCKYC」小導師，於升

中講座日舉行，服務社群 

小五至小六學生 16 人 

擔任小導師學生 14 人 

19 年 11 月 「義工服務」小禮物製作 中二全級學生 

19 年 11 月至 20 年 4 月 「關懷及食物分享活動」 中一至中三學生、老師

及家長 

(疫症停課取消部分課

堂) 

20 年 3 月 「中二英語曲奇義賣活動」 受疫症影響取消活動 

20 年 4 月至 5月 「科技領域常識問答比賽」 受疫症影響取消活動 

20 年 4 月至 5月 「中三烹飪評分邀請活動」 受疫症影響取消活動 

 

 

4 財政報告： 

編號 類別 項目/細則 預算($) 實際支出($)

1 教具/教材 Refrigerator (雪櫃) X 2 18,000 10940 

Scale (鎊) X 3 600 222 

Tin, baking, Loaf (焗盆) X 10 1,100 760 

Tin, baking, Oblong (焗盆) X 20 2,100 1520 

Tin, baking, Oblong, shallow(焗盆) 

X 20 
2,100 

1230 

Tin, baking, Sheet (焗盆) X 10 1,100 

Jug, measuring (量杯) X 10 1,320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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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oon, measuring (set of 3-4) (量

匙) X 11 
330 

100 

Mould, heatproof glass (玻璃杯) X 

20 
1,000 

140 

Furnishing Fabric, for curtain (窗

簾) X 3 
3,300 

3834 

Table, student (學生枱) X 6 13,200 10800 

Chair, student (學生椅子) X 40 12,000 6600 

Microwave Steam Oven, electric (微

波蒸焗爐) X 2 
13,000 

13360 

Egg beater (打蛋器) X 4 2,000 892 

Pan, stainless Steel, 1 litre (單

柄煲細) X 10 
4,400 

1090 

Pan, stainless Steel, 1.7 litre (單

柄煲中) X 10 
4,400 

2780 

Pan, stainless Steel, 2.5 litre (單

柄煲大) X 10 
5,500 

2980 

Pan, stainless Steel, 3 litre (單

柄煲加大) X 10 
6,600 

3240 

Exhaust fan (抽氣扇) X 4 3,200 0 

2 科務活動 義工禮物材料 2,000 876 

英語曲奇義賣活動 300 0 

烹飪材料、清潔用品、雜項等物品 30,000 8372 

3 其他 雜項 1,000 0 

  總額: 128,550 70236 

 

 

 

5 2020 至 21 年度關注事項： 

5.1 照顧學習多樣性：優化移動學習。 

5.2 建立健康生活： 

5.2.1 培養學生正面態度。 

5.2.2 加強學生服務精神。 

 

6 工作計劃小組： 

陳子卿(科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