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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8學年資訊科技增潤活動計劃徵求申請 
參與學校名單 

 

學校名稱 項目名稱 

浸信會呂明才中學* VR & AR 互動教學遊戲設計 

庇理羅士女子中學* 運用 AR/VR技術於學與教的活動 

道慈佛社楊日霖紀念學校* 自造立體虛擬空間 

佛教茂峰法師紀念中學* 透過虛擬實境技術進行有效的學習及探究活

動 

佛教沈香林紀念中學 親歷動植物生態，尊重愛護大自然 

佛教大雄中學* 虛擬實景及增強實景跨科學習計劃 

佛教黃鳳翎中學 香港的過去與現在 

基督教宣道會宣基中學* AR2VR - 電腦系統的世界 

中華基督教會扶輪中學 使用 EduVenture VR 製作環保教育相關電子
教學材料 

中華基督教會燕京書院* 體驗及製作虛擬「走出課室」考察活動 

張沛松紀念中學 利用 VR技術導賞校園的特色 

張祝珊英文中學 利用虛擬實境技術呈現大坑歷史文化 

青年會書院 透過擴增實景閱讀提升語文、文學及文化認

知課程 

基督書院* 可持續城巿 

宣道中學 將虛構世界的訊息帶到現實 

棉紡會中學 利用虛擬實境製作 “棉紡人家” 應用程式 

炮台山循道衛理中學 以 AR技術介紹校園資訊 

福建中學* 利用 VR進行浸入式探究以促進有效學習及
體驗 

鳳溪廖萬石堂中學* VR Application in Education of Integrated 
Science for Secondary Form 1-3 Students 
註：只提供英文項目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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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名稱 項目名稱 

優才(楊殷有娣)書院 (中學部) 將軍澳混合實境地理考察的製作 

東莞工商總會劉百樂中學 利用 VR 技術創作一個可提供讀者多角度閱
讀的故事 

德望學校 Developing authentic learning experience 
through the use of AR/VR 
註：只提供英文項目名稱。 

顯理中學* AR & VR~飛翔在顯理 

天水圍香島中學* VR遊戲設計及編程工作坊(使用 App Inventor 
2 , TinkerCAD, Co-space VR) 

香港道教聯合會 鄧顯紀念中學 使用擴增及虛擬實境進行地理探究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第一中

學 
牠的樂土 -「城」「野」?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第三中

學* 
虛擬校園導賞團 

匡智獅子會晨崗學校* VR無界限 

香港真光書院* 運用 AR及 VR在現實創造出自己的虛擬學
習世界 

伊斯蘭脫維善紀念中學* 香港的過去、現在與未來 

裘錦秋中學(元朗)* 校園推廣 VR學習計劃於地理及通識教育科 

沙田蘇浙公學 運用虛擬實境及擴增實境於化學科之教學 

九龍工業學校 模擬實境創作 

觀塘官立中學 透過編寫虛擬實境遊戲增進學生編程技巧 

荔景天主教中學* 利用虛擬實景 (VR) 探索香港天主教教區的
歷史建築 

李求恩紀念中學* 虛擬遊踪, 真實歷史 

嶺南衡怡紀念中學* Learning Chinese History through adopting the 
technology of Virtual Reality 
註：只提供英文項目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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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名稱 項目名稱 

獅子會中學 綠色能源知多少 

靈糧堂怡文中學 香港地質及其對海岸地貌之影響 

靈糧堂劉梅軒中學 建立我們的虛擬教學與學習空間 

樂善堂顧超文中學 尋找宋帝在香港的足跡 

樂善堂梁銶琚書院* 虛擬與實景的聯繫︰360環景影片編製與
AR/VR的生活應用 

樂善堂余近卿中學* 利用虛擬實景認識社區、認識香港及認識祖

國 

馬錦明慈善基金馬陳端喜紀念中

學* 
結合虛擬實體技術及奧運室外划艇訓練，用

作學校室內划艇活動及課程發展。 

馬鞍山聖若瑟中學* 運用 AR及 VR在現實創造出自己的虛擬學
習世界 

瑪利灣學校 運用虛擬實景體驗及學習中國史歷及中國語

文科 

新亞中學 開發及分享地理科及通識科的 VR互動教學
習資源 

天主教新民書院* VR/AR 遊戲設計及製作証書課程 

寧波公學 科技學習語文及歷史 

寧波第二中學* 透過用 VR技術來欣賞香港的自然和人文景
觀 

五旬節聖潔會永光書院 以虛擬實境作演示工具 

保良局羅氏基金中學 利用虛擬實境技術應用促進地理信息科學及

STEM教育 

保良局羅傑承（一九八三）中學

* 
跨科組虛擬實景學習以提升學生的資訊科技

能力 

保良局馬錦明中學* 在虛擬實境下體驗不同文化 

保祿六世書院* 運用 AR及 VR在現實創造出自己的虛擬學
習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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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名稱 項目名稱 

天主教培聖中學 製作專為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設計的英文

學習遊戲 AR程式 

匯知中學* 虛擬及擴增實境電子學習  

皇仁舊生會中學 學史不遠、動現眼前 – 活學中史樂體驗 

高主教書院* Immersive Learning using VR-Cave 
註：只提供英文項目名稱。 

禮賢會彭學高紀念中學 體驗 AR/VR 創作之旅 

沙田崇真中學 Experiencing immersive learning by adopting 
Virtual Reality (VR) 
註：只提供英文項目名稱。 

順德聯誼總會胡兆熾中學  學生 AR/VR編程及手機應用程式開發訓練去
改善學生不同科目的學習 

聖公會諸聖中學* 虛擬實境／擴增實境多元探究跨學科 STEM
計劃 

聖公會林護紀念中學* 以虛擬實境科技増強學與教效能 

聖公會聖本德中學* 虛擬實境學校／社區尋寶之旅 

聖公會聖馬利亞堂莫慶堯中學* 香港不同階層居住環境的虛擬考察 

可道中學（嗇色園主辦） 虛擬實境／擴增實境多元探究跨學科 STEM 
計劃 

嗇色園主辦可藝中學* 活在擴增及虛擬的實境 

嗇色園主辦可譽中學暨可譽小學

* 
VR AR 在可譽 

聖芳濟各書院* VR Application in Education of Tourism and 
Hospitality Studies for Secondary F.4 to F.6 
Students 
註：只提供英文項目名稱。 

聖若瑟英文中學* Creating a VR Courseware for learning F.2 
Integrated Science 
註：只提供英文項目名稱。 

聖馬可中學 VR/AR地質保育 



5 
 

學校名稱 項目名稱 

聖保祿中學 虛擬之旅 – 遊走香港不同的工業區 

聖伯多祿中學 賞‧文學‧識‧地理‧掌‧VR – 運用虛擬實境提升
中學生學習效能及動機 

德蘭中學 發現美 

賽馬會毅智書院* 聲藝計劃 

屯門官立中學* 運用 VR認識香港不同景觀及地貌 

東涌天主教學校 (中學部)* VR東涌生態遊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虛擬、擴增空間新體驗 

東華三院馮黃鳳亭中學* 探究沙田區新景點，傳承文化資源及推動社

區旅遊。 

圓玄學院妙法寺內明陳呂重德紀

念中學* 
VR 虛擬實境拍攝技巧製作 

滙基書院 運用 VR及 AR認識及體驗未來工作世界 

恩主教書院* 混合實境細看地理環境景觀多了解 

仁濟醫院靚次伯紀念中學 虛擬實境 360影片簡易拍攝技巧製作及擴增
實境 Aurasma Lite製作 

仁濟醫院羅陳楚思中學 利用虛擬實境學習角度及距離 

仁濟醫院第二中學  活用 VR 在城市及海岸景觀  

仁愛堂田家炳中學 Enhancing the Learning and Revision of 
Biology, Chinese, Mathematics, and Computer 
Literacy with the Use of Virtual Reality 
Technology 
註：只提供英文項目名稱。 

余振強紀念第二中學  擴增實境導覽中心 

元朗商會中學 VR遊戲製作 

以學校英文名稱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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