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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資訊科技增潤計劃 

中期檢討報告 

 

1. 簡介 

1.1 背景 

1.1.1 資訊科技發展迅速，對經濟帶來影響。因應社會對各類型資訊科技人

才的需求將與日俱增，我們須及早發掘和培育年輕的資訊科技人才，

滿足數碼社會的人力需求。 

1.1.2 學校是培育資訊科技人才的其中一個合適的地方。學生在成長階段

及早接觸資訊科技，尤其是邏輯思維及創新解難能力，有助他們發展

成為具創新思維和傑出的資訊科技專業人員及科技創業家。即使在

課堂以外參與專題項目學習及比賽，學生亦可從中體會電腦運算在

日常生活中被廣泛應用的潛力。 

1.1.3 財政司司長在《2014-15 年度政府財政預算案》中宣布，為了及早發

掘具潛質的青少年，在一些資訊科技教育表現突出的中學加插增潤

課程，培育他們成為資訊科技專才甚至創業家，滿足數碼社會的發展

需求。  

1.1.4 就此，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資科辦」）獲撥款 7,500 萬元，於

2015/16 年至 2022/23 年推行「中學資訊科技增潤計劃」（「增潤計劃」）

的先導計劃。為期八年的計劃包括兩個部分： 

(a) 資訊科技增潤班計劃（「增潤班」） – 資助八間伙伴學校開辦增

潤班（中二至中六），為對資訊科技感興趣及具才華的中學生提

供深入的資訊科技培訓；以及 

(b) 資訊科技增潤活動計劃（「增潤活動」） – 資助其他公帑資助中

學舉辦在常規課堂學習以外的資訊科技增潤活動，以便在校園

營造資訊科技學習的氛圍，並激發學生對資訊科技的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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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中期檢討 

1.2.1 隨著增潤計劃的運作踏入第四年，資科辦在 2018 年進行了一項中期

檢討，其目標如下： 

(a) 評估計劃的推行是否符合增潤計劃的目標； 

(b) 評估推行增潤計劃的成效； 

(c) 評估增潤計劃的持續需要； 

(d) 評估增潤班模式的可持續性；以及 

(e) 鑑於增潤計劃是有時限的先導計劃，就未來發展方向制定建議。 

1.2.2 為了解持份者的意見和期望，資科辦委託珩峰市場研究有限公司

（「調查公司」）進行調查。 

1.3 調查方法 

1.3.1 調查公司通過進行以下質化和量化的研究活動，評估增潤計劃為培

育資訊科技人才和促進資訊科技學習所達到的成效： 

(a) 與增潤班伙伴學校的校長進行深入訪談； 

(b) 與已卸任的中學資訊科技增潤計劃督導委員會、中學學校議會、

大專院校電腦科學或相關學系系主任以及伙伴學校增潤班的負

責老師進行焦點小組討論； 

(c) 與增潤班伙伴學校的校長、負責老師、學生及家長，以及增潤活

動的負責老師、學生及家長進行問卷調查；以及 

(d) 就增潤班伙伴學校和增潤活動參與學校提交的報告、報表和文

件（「學校報告」）的數據進行分析。 

1.3.2 有關調查範圍詳情見附件一。 

 



3 
 

2. 調查結果重點 

2.1 整體調查結果 

2.1.1 就增潤計劃的整體推行情況，所得主要調查結果如下： 

(a) 業界、學術界和學界對推行增潤計劃表示認同及歡迎； 

(b) 在課堂以外舉辦不同類型的資訊科技活動，有助激發學生對資

訊科技的興趣和培養學生的創新思維和邏輯思維； 

(c) 參與的學校認為應擴大資助範圍，以進一步加強和推動資訊科

技學習，令所有中學受惠； 

(d) 學生理解創新及科技的重要性，有助他們更積極應用科技； 

(e) 增潤計劃有助激發學生對資訊科技的興趣及培養運算思維和邏

輯思維的能力；以及 

(f) 參與的學校認為應給予學校更大的彈性和自主權，以舉辦各種

適合個別學校和切合其學生需要及能力的資訊科技活動。 

2.2 資訊科技增潤班的推行情況 

2.2.1 以下是八間資訊科技增潤班的伙伴學校（依英文名稱順序排列）： 

(a) 長沙灣天主教英文中學； 

(b) 宣道會陳朱素華紀念中學； 

(c) 伯裘書院； 

(d) 香港培正中學； 

(e) 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 

(f) 聖保祿學校； 

(g) 基督教女青年會丘佐榮中學；以及 

(h) 田家炳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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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於 2018/19學年，八間伙伴學校共開辦了 34班增潤班（中二至中六），

共有 1 177 名學生參加。 

學年 2015/16 2016/17 2017/18 2018/19 

增潤班數目 10 20 28 34 

截至學年末的增潤班學生

人數 

343 671 857 1 177
註 

 註：截至 2019 年 1 月。 

2.2.3 自 2015/16 學年起，伙伴學校為對資訊科技感興趣及具才華的中二至

中六學生開辦增潤班，並提供平均每星期 2 – 3 小時的深入資訊科技

培訓。有興趣的學生可自由報名參加增潤班，所有伙伴學校均在中二

開設首屆增潤班，而其中兩間學校（即香港培正中學和順德聯誼總會

翁祐中學），則在 2015/16 學年額外開設中四增潤班。 

2.2.4 增潤班所制定的課程框架旨在引導伙伴學校提供一個有利的學習環

境，以發掘增潤班學生的才華與潛能。初中增潤班的課程框架分別有

六個核心教學單元和兩個選修單元；高中增潤班則有三個核心教學

單元、兩個項目單元和一節工作體驗活動。增潤班的課程框架如下： 

 上學期 下學期 

中二 S2(1) – 創意思維 S2(3) – 電腦遊戲設計及創

作 

 S2(2) – 流動應用程式編寫 選修單元 (由伙伴學校設計) 

中三 S3(1) – 解難技巧及程式編

寫 

S3(3) – 三維模型及擴增實

境 

 S3(2) – 機械人技術及傳感

器 

選修單元 (由伙伴學校設計) 

中四 S4(1) – 軟件開發及科技探究單元一 

 中四項目單元 (由伙伴學校設計) 

中五 S5(1) – 軟件開發及科技探究單元二 

 中五項目單元 (由伙伴學校設計) 

中六 S6(1) – 溝通和協作 工作體驗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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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 由 2015/16 至 2017/18 學年期間，增潤班學生升班後繼續參與增潤班

的百份比介乎 88.6%至 94.2%。 

 2015/16 2016/17 2017/18 

增潤班學生升班後繼續參與增

潤班的百份比 

88.6% 90.9% 94.2% 

 

個別學生決定不繼續參與增潤班的主要原因包括：與其他課外活動

的舉行時間有衝突；須應付高中生的繁重功課和學習壓力；須分配更

多時間溫習以保持學業成績；和擔心不能達到預期的資訊科技技術

水平。 

2.2.6 每間伙伴學校每年每班增潤班會獲得 25 萬元撥款，和最高 100 萬資

助在八年計劃期內購置所需資訊科技設施。在 7,500 萬元的計劃撥款

當中，5,700 萬元（約 76%）用於支持伙伴學校開辦增潤班（詳情見

附件二）。每間伙伴學校平均獲分配約 710 萬元。截至 2019 年 3 月，

伙伴學校已獲撥款合共 3,030 萬元，用於在 2015/16 至 2018/19 的四

個學年內管理增潤班及購買和操作資訊科技設施，以支持其運作。有

關詳情如下： 

 

2.2.7 增潤班伙伴學校的校長及負責老師均同意增潤班。對營造校內資訊

科技學習氛圍有正面的影響，並增進學生的資訊科技知識和能力，同

時加深學生和家長對資訊科技行業及相關職業的認識和了解。這個

結論得到以下調查研究的量化結果支持： 

學年 2015/16 

(元) 

2016/17 

(元) 

2017/18 

(元) 

2018/19 

(元) 

總額 

(元) 

提供伙伴學校

開辦資訊科技

班的資助 

2,500,000 5,000,000 7,000,000 8,500,000 23,000,000 

提供伙伴學校

配置資訊科技

設施的資助 

4,131,766 2,625,286 124,170 

 

382,829 

 

7,264,051 

總額： 
6,631,766 7,625,286 7,124,170 8,882,829 30,264,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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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增潤班學生積極參與增潤班活動 

圖表 1. 學生在增潤班課堂上積極與老師和同學討論課程內容 

 

圖表 2. 學生積極參與增潤班課堂活動 

 

 

 

 

 

(b) 提高學生對資訊科技的興趣 

圖表 3. 資訊科技增潤班的推行令學生對資訊科技更感興趣 

 

(c) 提升學生的資訊科技技能 

圖表 4. 增潤班能提升學生的資訊科技技能 

  

79.3% 18.8% 1.9%學生

非常同意／同意 一般 非常不同意／不同意

84.6%

80.1%

15.0%

17.3%

0.5%

2.6%

家長

學生

非常同意／同意 一般 非常不同意／不同意

80.4%

80.8%

17.3%

17.7%

2.3%

1.5%

家長

學生

非常同意／同意 一般 非常不同意／不同意

84.9% 13.8% 1.3%學生

非常同意／同意 一般 非常不同意／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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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讓學生更能把運算思維、邏輯思維和資訊科技技能應用在學習

或比賽中 

圖表 5. 讓學生更能把運算思維及邏輯思維應用在學習或比賽中 

 

 

 

(e) 讓學生更能運用從增潤班所學得的資訊科技知識和技能來解決

日常生活的問題 

圖表 6. 讓學生更能運用所學得的資訊科技知識和技能來解決日常

生活的問題 

(f) 提升學生學習資訊科技相關科目的信心 

圖表 7. 增潤班能提升學生學習資訊科技相關科目的信心 

(g) 加強對資訊科技行業和相關職業的認識 

圖表 8. 參與增潤班能加強家長和學生對資訊科技行業和相關職業

的認識 

 

82.0%

77.1%

16.4%

19.4%

1.6%

3.5%

家長

學生

非常同意／同意 一般 非常不同意／不同意

75.2% 22.2% 2.6%學生

非常同意／同意 一般 非常不同意／不同意

72.8% 24.8% 2.4%學生

非常同意／同意 一般 非常不同意／不同意

80.2%

72.4%

17.7%

23.5%

2.1%

4.1%

家長

學生

非常同意／同意 一般 非常不同意／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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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家長更支持其子女日後修讀資訊科技相關科目、投身資訊科技

行業或以科技創業 

圖表 9. 改變家長的看法 

 

 

 

 

(i) 在升學時選修資訊科技相關課程的增潤班學生 

截至 2017/18 學年完結，兩間伙伴學校共有 48 名自計劃開始便

參加增潤班的中六學生畢業離校。在這批畢業生當中，約有

15.6%選修資訊科技相關的大專課程，略高於兩間伙伴學校非增

潤班畢業生的 13.6%和未推行增潤班前在 2016/17 學年的 12.5%。

然而，由於調查只涉及兩間學校的一屆畢業生，數據樣本有限，

調查結果並不足以就資訊科技增潤班能否促進更多學生在升讀

大專時選修資訊科技相關課程，作出定論。 

圖表 10. 在升學時選修資訊科技相關課程的中六學生的百分比 

基數：數據收集自兩間於 2017/18 學年有提供中六增潤班的伙伴學校（即香港培正中學和順德

聯誼總會翁祐中學）的全部 45 名中六增潤班學生；兩間學校 2017/18 學年的全體非增潤班中

六學生（286 名學生）；兩間學校 2016/17 學年的全體中六學生（335 名學生）和 2015/16 學年

的全體中六學生（347 名學生）。 

 

2.2.8 一些伙伴學校建議學校在擬定學生年級、學生人數、課程／教學單元

和授課時數等方面，應有更大的彈性和自主權。同時，他們亦建議讓

增潤班學生有更多機會接觸和了解資訊科技行業。 

73.0%

73.0%

24.0%

24.0%

3.0%

3.0%

支持子女日後選修資訊科技相關科

目

支持子女日後投身資訊科技行業或

以科技創業

非常同意／同意 一般 非常不同意／不同意

15.6%

13.6%

12.5%

10.7%

2017/18全體中六增潤班學生

2017/18全體非增潤班中六學生

2016/17全體中六學生

2015/16全體中六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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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9 部分持份者認為資助資源不應只局限在八間伙伴中學。另一方面，部

分持份者反映，基於個別學校的承擔、教師的專長、資源和能力各有

不同，增潤班模式並不適合在所有學校推行。 

2.3 資訊科技增潤活動的推行情況 

2.3.1 資科辦原來計劃最多每年資助 30 項增潤活動，用以舉辦資訊科技活

動，每項活動的最高資助額為 5 萬元。 

2.3.2 然而，在資訊科技增潤活動計劃下，就在 2015/16 至 2016/17 學年舉

辦資訊科技活動的首輪徵求申請書中，共收到 96 宗申請，反應比預

期理想。為了讓更多學生受惠，資科辦共批 85 宗申請。資訊科技增

潤活動計劃徵求申請書的第二輪申請在 2017/18 學年進行，獲批學校

可在 2017/18 至 2018/19 學年舉辦資訊科技活動，設定主題為「在教

育領域運用虛擬實境（VR）和擴增實境（AR）技術」，則共收到 194

宗申請。結果有 89 宗申請獲批。有關詳情如下： 

 收到的申請數目 獲批的申請數目 

2015/16 年徵求申請書 96 85 

2017/18 年徵求申請書 194 89 

總數： 290 174 

 

2.3.3 在 2015/16 至 2018/19 學年期間，共 142 間中學及兩萬多名學生參加

了這計劃舉辦的各種資訊科技活動。所涵蓋的活動主題和種類如下： 

2015/16 資訊科技增潤活動 

資訊科技主題 活動數目 

機械人技術 28 

三維模型 18 

航空攝影 17 

流動應用程式編寫 13 

物聯網應用 10 

虛擬實境 4 

智能家居 2 

電腦遊戲設計及創作 1 

總數： 93 

註：一個活動可涵蓋多個資訊科技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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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8 資訊科技增潤活動 

資訊科技主題 活動數目 

虛擬實境和擴增實境技術 49 

只包含虛擬實境技術 34 

只包含擴增實境技術 6 

總數： 89 

 

資訊科技增潤活動的種類（按學生參加人數的百分比） 

 

註：由於問卷容許提供多個答案，因此百分比的總和並不是 100%。 

 

2.3.4 資科辦計劃每年最多資助約 30 項增潤活動，為增潤活動計劃預留

1,500 萬元（佔 7,500 萬元計劃撥款約 20%）。兩輪申請獲批資助的詳

情見附件二。 

2.3.5 根據 85 間參與 2015/16 至 2016/17 學年增潤活動計劃的學校所提交

的報告，大部分參與學校的開支介乎 40,360 元至 65,170 元之間。有

24%的學校需要額外利用學校其他的資助來支付項目費用。平均每

間學校的開支為 49,297 元。 

2.3.6 根據 36 間參與 2017/18 至 2018/19 學年增潤活動計劃的學校所提交

的報告，所有參與學校的開支介乎 46,875 元至 71,247 元之間。有

22%的學校需要額外利用學校其他的資助來支付項目費用。平均每

間學校的開支為 51,347 元。 

 

59.0%

43.1%

26.0%

26.0%

21.2%

16.7%

9.7%

短期訓練/ 課程

工作坊

講座

參觀活動 (如參觀資訊科技公司或展覽)

於展覽或學校開放日展示成果

參加本地資訊科技相關比賽

參加國際或內地資訊科技相關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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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7 大部分參與學校同意增潤活動能提供更多機會讓學生掌握最新的資

訊科技知識和技能，並提供額外的資助促進中學的資訊科技學習。參

與學校亦認為增潤活動有助促進學校的資訊科技學習氛圍和增進學

生對資訊科技的興趣及認識。這個結論得到以下調查研究的量化結

果支持： 

(a) 提升學生對資訊科技的興趣 

圖表 11. 加強學生對資訊科技的興趣（通過活動後調查） 

 

圖表 12. 加強學生對資訊科技的興趣（通過檢討調查） 

 

 
(b) 加強學生對資訊科技知識的理解 

圖表 13. 加強學生對資訊科技知識的理解 

 

 

(c) 活動值得定期舉辦 

圖表 14. 值得定期舉辦 

 

 

 

2.3.8 大部分持份者認為應擴大資助範圍讓所有中學受惠，以進一步加強

和推廣學校的資訊科技學習，。此外，他們亦建議給予學校更大的彈

性和自主權，以舉辦各種適合個別學校和切合其學生需要及能力的

資訊科技活動。 

82.4% 11.8% 3.8% 2.0%學生

非常同意／同意 勉強同意 不同意 沒有回答

78.8% 17.4% 3.8%學生

非常同意／同意 一般 非常不同意／不同意

81.5% 12.4% 4.4% 1.8%學生

非常同意／同意 勉強同意 不同意 沒有回答

77.1% 19.4% 3.5%學生

非常同意／同意 一般 非常不同意／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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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教育局近期推出的措施 

2.4.1 推動加強科普教育及「科學、科技、工程和數學」(STEM) 教育是行

政長官在 2017 年《施政報告》中提出推動創科發展的八大方向之  

一1。 

2.4.2 在過去幾年，教育局為了加強在教學方面使用資訊科技和推廣 STEM

教育，已／將推出多項措施： 

(a) 第四個資訊科技教育策略； 

(b) 向中學發放一筆過津貼以推動「科學、科技、工程和數學」（STEM）

教育； 

(c) 優質教育基金之下的公帑資助學校專項撥款計劃；以及 

(d) 全方位學習津貼（將由 2019/20 學年開始實施）。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措施主要是有關為了推動電子學習、課堂內與教

學和課程相關的活動，其範圍亦包括資訊科技和其他非資訊科技範

疇的課外活動，如人文學科、體藝、德育和公民教育等。 

 

3. 結論及未來發展方向 

資訊科技增潤班 

3.1 根據調查結果，增潤班在學校營造了良好的資訊科技學習氛圍，並增

進學生的資訊科技知識和能力，同時加深學生和家長對資訊科技行業

及相關職業的認識和了解。 

3.2 鑑於只有有限的增潤班畢業生人數可供參考，暫時未能明確證明增潤

班對鼓勵中學畢業生於大專教育選修資訊科技課程和投身資訊科技

業的實際效用，現時由八間伙伴學校運作的增潤班計劃將繼續推行至

                                                      
1 這八大方向包括增加研發資源、匯聚科技人才、提供創投資金、提供科研基建、檢視現行法例及法

規、開放政府數據、由政府帶頭改變採購方法，以及科普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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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導計劃完結。 

3.3 因應伙伴學校的意見，我們會就計劃略作調整，以精簡及改善個別學

校增潤班的運作。我們會加強與業界的合作，例如舉辦講座、工作坊

和嶄新技術體驗活動等，讓學生有更多機會參與活動，以及了解行業

的最新發展。 

3.4 與此同時，用於增潤班的科技設施更新資助（每間學校最多可獲得 75

萬元）將會在 2019/20 學年開始發放，讓伙伴學校能維護和提升他們

的資訊科技資源（資訊科技設施、硬件及軟件），以支持增潤班持續運

作。 

資訊科技增潤活動 

3.5 根據調查結果，增潤活動計劃提供額外的資助在中學推廣資訊科技學

習，促使學校能提供更多機會讓學生接觸最新的資訊科技知識和技

能。此外，增潤活動亦有助營造學校的資訊科技學習氛圍，以及成功

提升學生對資訊科技的興趣和認識。 

3.6 大部分持份者對增潤活動計劃表示支持，並建議擴大資助範圍至所有

公帑資助中學，以及在舉辦各種資訊科技相關活動時給予學校更大的

彈性和自主權，藉此加強增潤活動計劃。 

總體評估 

3.7 在現今由互聯網驅動的數碼年代，資訊科技在推動不同領域的創新及

科技發展上，是一個重要的支柱。隨着資訊科技在不同領域和界別被

廣泛使用，本地及其他地方對資訊科技人才的需求正與日俱增。我們

必須加強年輕人（包括中學生）對資訊科技的興趣及創新思維，推動

資訊科技的學習氛圍，鼓勵他們選擇相關科技範疇的大專課程和在未

來投身創科行業。 

3.8 是次中期檢討通過質化和量化分析，評估推行增潤計劃的成果和成效。

受訪的持份者包括參與學校的老師、學生及其家長、中學學校議會、

大專院校、資訊科技業界和資訊科技教育相關團體。整體而言，增潤

計劃的目標能大致實現，尤其在營造資訊科技學習氛圍和提升學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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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科技知識及能力方面。持份者普遍認同學生參與在課堂以外的各

種資訊科技活動，有助提升學生對資訊科技的學習興趣和培養他們的

創意及邏輯思維。持份者普遍希望增潤計劃可擴展至所有學校，以進

一步加強和推廣普及資訊科技教育。 

未來發展方向 

3.9 基於增潤活動計劃的正面效果，我們認為值得擴大增潤活動計劃至涵

蓋所有公帑資助的中學和加強政府的資助金額讓所有中學生都能受

惠，因此《2019-20 年度政府財政預算案》提出新的「中學 IT 創新實

驗室」計劃，取代「中學資訊科技增潤計劃」下的增潤活動計劃部分。

新計劃預期在 2019/20 學年推出。 

3.10 增潤計劃的整體撥款將會增加 5 億元，在未來 2019/20 至 2021/22 三

個學年，為約 500 間公帑資助的中學提供最多每間 100 萬元的資助成

立 IT 創新實驗室和舉辦與資訊科技相關的活動。與增潤活動計劃的

安排相似，這項新計劃完全屬於自願性質，所提供的資助亦涵蓋提升

學校的資訊科技設備和設施所需的開支。我們為學校提供更高的資助

金額及更大的自主權決定資金的運用、資訊科技活動的種類和推行時

間等，預期增潤活動計劃帶動的影響力將會通過這個新計劃得以延續

和擴大。 

3.11 鑑於以上所述，現時由八間伙伴學校運作的增潤班計劃將會繼續直至

先導計劃完結。 

 

 

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 

2019 年 5 月 

 

附件 

附件一：調查範圍 

附件二：中學資訊科技增潤計劃的開支摘要



附件一 

1 
 

中學資訊科技增潤計劃中期檢討 

調查範圍 

 

1. 於 2018 年 9 月舉辦了三次焦點小組討論，包括已卸任的中學資訊科技

增潤計劃督導委員會2、中學學校議會和大專院校電腦科學或相關學系

系主任，每次小組討論歷時兩小時。 

已卸任的中學資訊科技增潤計劃督導委員會： 

 資訊科技業界： 

 Google 

 Microsoft 

 IBM 

 

 資訊科技教育相關團體： 

 資訊科技教育領袖協會 (AiTLE) 

 香港電腦教育學會 (HKACE) 

 香港資優教育學苑 (HKAGE) 

 

學校議會： 

 香港中學校長會 

 政府中學校長協會 

 英文中學聯合會 

 

大專院校電腦科學或相關學系系主任或其代表： 

 香港大學 

 香港中文大學 

 香港科技大學  

 香港浸會大學 

 香港理工大學  

                                                      
2 督導委員會於 2014 年 8 月成立，就資訊科技增潤計劃的推行提供建議和作出監察。督導委員會成員

包括來自資訊科技業界、資訊科技教育相關團體、學術界、資科辦及教育局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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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城市大學 

 香港教育大學  

 香港公開大學  

 職業訓練局  

 

2. 所有參加增潤班和增潤活動的學校均獲邀參與是次調查。有關調查如

下： 

資訊科技增潤班 

 深入訪談 

 於 2018 年 11 月共進行了八次深入訪談，訪談對象包括八間伙

伴學校的校長／其代表。深入訪談以面對面的方式進行，每次歷

時約 75 至 90 分鐘。 

 焦點小組討論 

 於 2018 年 11 月為八間伙伴學校增潤班的負責老師及／或支援

老師安排了兩次焦點小組討論（每次討論歷時約兩小時）。 

 為一間未能參與小組討論的伙伴學校的老師另行安排了一次電

話訪談。該學校所提供的意見已納入焦點小組討論摘要內。 

 問卷 

 問卷分別採用網上和書面調查兩種方式。填寫問卷所需時間最

長不多於 10 分鐘。增潤班問卷的樣本數目如下： 

增潤班學生及其家長（網上調查）： 

o 所有於 2015/16 至 2017/18 學年參加增潤班的學生及其家長

均獲邀參與調查，當中有463名學生及434位家長完成問卷。 

負責老師及／或支援老師（書面調查）： 

o 所有八間伙伴學校增潤班的負責老師及／或支援老師均獲

邀參與調查，共有 18 位來自八間伙伴學校的老師作出回應。 

校長及其代表（書面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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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所有八間伙伴學校的校長／其代表均獲邀在進行深入訪談

期間完成問卷。 

 學校報告 

 對八間伙伴學校分別在 2015/16、2016/17 和 2017/18 學年提交

的報表和報告（包括年度表現報告、收支報告、庫存清單和活動

報告）的質化和量化數據進行分析。 

 是次分析亦參考了八間伙伴學校 2018/19 學年的計劃文件，包括

推廣和招募計劃書、資源計劃書、資訊科技活動計劃書、工作體

驗活動計劃書和單元教學計劃書。 

 從個別伙伴學校收集歷史數據，例如選擇資訊及通訊科技作為

其高中選修科目之一的學生人數、香港中學文憑試考試成績、於

畢業後選擇繼續進修資訊科技相關課程的中六學生人數等。 

資訊科技增潤活動 

 問卷 

 所有在 2015/16 至 2018/19 共四個學年曾參加增潤活動計劃的

142 間中學均獲邀參加是次調查和填寫網上問卷。填寫問卷所需

時間最長不多於 10 分鐘。 

 增潤活動問卷的樣本數目如下： 

o 共有 3 244 名增潤活動學生和 54 位增潤活動老師就活動後

問卷作出回應。 

o 另外，有 288 名曾參加增潤活動的學生、150 位有子女參加

增潤活動的家長，以及 35 位增潤活動的負責老師或支援老

師就網上問卷作出回應。 

 學校報告 

 對 121 間3曾參加增潤活動的中學提交的報表和報告（包括計劃

評估報告、財務報告和庫存清單）的質化和量化數據進行分析。 

                                                      
3 承辦商進行分析時所收到的報告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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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資訊科技增潤計劃開支摘要 

 

中學資訊科技增潤計劃 

 

 預算 截至2019年3月的開支 

資訊科技增潤班計劃 5,700萬元 3,030萬元 

資訊科技增潤活動計劃 1,500萬元 860萬元 

推廣及其他營運開支 300萬元 70萬元 

總數：  7,500萬元 3,960萬元 

 

(a) 資訊科技增潤班計劃 

 

 預算 截至2019年3月的開支 

給予伙伴學校配置資訊科技設施

的資助 

800萬元 730萬元 

給予伙伴學校開辦資訊科技班的

資助 

4,300萬元 2,300萬元 

科技更新資助 600萬元 0 

總數： 5,700萬元 3,030萬元 

 

(b) 資訊科技增潤活動計劃 

 

 獲批的申請數目 已發放的資助金額 

2015/16 年徵求申請書 85 420 萬元 

2017/18 年徵求申請書 89 440 萬元 

總數： 174 860 萬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