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CTINPE FOUNDATION | STEM SEED PROGRAM | Tel: 2515 0048 | Email: info@ictinpe.org | www.ictinpe.org 

 
 
 
 
 
 中學  STEM 創造⼒課程 

真⼈動畫互動舞台 
LED 幕牆/短投 新媒體光影科技  
互動動畫舞台團隊建設 
 
 
 
 
 
 
 
 
 
 
 
 
 
 
 
 
 
 
 
 
 
 

演員 與 3D 動畫合演對⼿戲 
幕後團隊跟幕前同樣精彩   。更多學⽣肩負重任參與戲劇教育 
 

增潤⼀項演出的舞台效果, 例如舞台劇⼂⾳樂劇⼂校慶匯演⼂
⾳樂⽐賽⼂時裝表演⼂光影塗鴉 。。。 

LED 幕牆或短投投影機 動畫科技舞台效果 
創作⼂製作⼂前線操作 
可額外嵌⼊兩分鐘 AR 光雕 SOLO (Pyramid) 或 
編程光影舞⾐ SOLO (Iron Man)   
 
 

 
 
 
 
 
 
 
  

ICTINPE 資訊科技體育基⾦ 
創造⼒教育中⼼ 
NGO#91/15045 

電郵: info@ictinpe.org  
網頁: www.ictinpe.org  
 

Vision & Attitude 
計劃要帶來的並不是⼀種技能⼂⼀個機械⼈⼂⼀項冠軍, ⽽是⻘少年
與時並進就社會和產業的演變⽽⾃主提升的眼界，坐⾔起⾏像創業般
去開拓⽣涯的態度；並團隊互動為機械⼈注⼊體溫 

STEM SEED 
 
種⼦計劃 

學費補貼 · 額滿即⽌ 

9 ⽉ 30 ⽇截⽌報名 

STEM SEED 種⼦計劃 
創造⼒課程劃分為五個產業 

中學 20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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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動畫互動舞台 
LED 幕牆/短投 新媒體光影科技  
互動動畫舞台團隊建設 
 
 
 

背景 

戲劇教育在⾹港受到重視, ⽽每次舉辦⼤型戲劇活動時, 除專業的製作資源
外, 尚依賴教務繁重的教師們⻑時間耕耘, 代價不菲；如每次戲劇教育活動
能加⼊可持續發展的STEM創新教育元素, 涉獵更廣闊的學習領域, 讓更多
⼈在台前幕後協作多元化的創作和製作, 學習的效能便會相對提升。 

回顧過去⼆⼗年荷李活電影帶來的科技⾰新, ⼀些過去要花費千萬元去製
作的電影特技, 今天可能透過⼆百元⽉費的軟件已能達到90%的效果 ; 透過
適當的STEM新媒體舞台教育活動設計, 不但可提升戲劇教育全⽅位學習的
效能和趣味, 也能促進⻘少年有體溫的⽣涯體驗 

 
 

規格 

課程設計： ICTINPE 原創 
課程對象： F1~3 或 F3~6 混合, 共 40 ⼈ 

• 全校講座及招募活動 
• 20 ⼈ LED 幕牆/短投光影舞台 
• 20 ⼈ 真⼈互動 3D 動畫 

課程節數： 22 節 x 1.5~2 ⼩時 共 33~44 ⼩時 
師⽣⽐例： 平均不低於 1:10 
上課地點： 學校電腦室，及校內表演場地實習 
實踐活動：  實踐校內⼀個表演任務, 例如舞台劇⼂⾳

樂劇⼂校慶匯演 。。。 
證書: 修業證書 

舞台背景 : 學校必須⾃備或租賃 LED 幕牆或短投投
 影機連⽩背板, 課程可配套 (額外報價) 
素材庫 :  300 段可合法公演的影⼂⾳素材 
軟件/雲端: eeLearner 雲端共享教室 
設備 :  沿⽤學校電腦, 課程包括借⽤其他設備 
標準學費: HK$145,000/班 
限時補貼: 折扣 HK$64,150/班  

最終學費: HK$80,850.- 
 9 ⽉ 30 ⽇截⽌報名 · 額滿即⽌ 
 

 
 
 

課程及服務內容如有變更, 恕不另⾏通知 

 
 
 
  

ICTINPE FOUNDATION 
資訊科技體育基⾦ 

創造⼒教育中⼼ 
Email: info@ictinpe.org   www.ictinpe.org 

STEM SEED  種⼦計劃 

學⽣在前線參與執⾏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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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綱 

課程特點 課程以創造⼒為重⼼, 運⽤新媒體藝術科技, 結合 LED 幕牆或短投投影機舞台背景, 並突破常
規結合真⼈+動畫混合劇場科技, 為學校⼀個表演活動提升舞台效果： 

學⽣混合科技舞台課程 
• 2 節全校講座及招募活動 
• 10 節 20 ⼈：LED 幕牆/短投光影舞台製作 
• 8 節 20 ⼈：嵌⼊ 3 ⾄ 10 分鐘真⼈版 3D 動畫⼂實時互動動畫, 活動 VR 預告⽚ 
• 1 節最終採排 
• 1 節正式演出現場幕後⽀援 

透過握要的介紹活動, 招募有興趣⾃主參與的學⽣： 
• 了解戲劇的劇本和導演的期望, 分組互動創作舞台光影效果和 3D 動畫的故事版 
• 光影舞台製作課程 

• 簡易的 PPT 2D 繪圖⼂動畫和短⽚, 製作不少於兩⼩時的舞台背景內容 
• OMB ⼀⼈影樓拍攝及剪接，創作⼀段 30 秒和⼀段 3 分鐘的宣傳短⽚ 
• PPT 海報⼂宣傳單張及導賞台詞設計 

• 3D 動畫課程 
• 3D 動畫⼂實時互動動畫, 活動 VR 預告⽚ 

• 學⽣每堂分組簡報成果⼂危機和⽬標, 學習握要簡報的技巧 
• 後期製作，重覆採排⼂檢討及修正，準備後備⽅案 
• 匯報實踐演出當⽇所需準備的資源清單 
• 實踐演出的活動, 由學⽣主⼒負責表演前線的⼯程及現場運作 
• 完成實踐活動後, 學⽣分享體驗⼂經驗和表達個⼈感受 

實踐活動 學校⼀個表演活動, 例如舞台劇⼂⾳樂劇⼂校慶匯演等  

主要技能 新媒體藝術科技產業概況⼂IT基礎概念⼂電腦周邊裝置及連接⼯程⼂動畫故事板創作⼂舞
台背景故事板創作⼂PPT 2D繪圖⼂2D動畫和短⽚創作⼂真⼈版3D 動畫⼂實時互動動畫⼂
VR預告⽚⼂OMB iPad ⼀⼈影樓短⽚製作⼂舞台表演⼯程⼂宣傳單張及電⼦海報設計⼂團
隊互動溝通能⼒⼂握要簡報技巧 

團隊建設 團隊建設學習模式 Team-building :不同個性的學⽣透過課程認識了產業之後, ⾃薦申請⾯
試適合理不同個性和技能的「職位」; 模擬⼀間製作公司的運作，分部⾨⼂分場景專注前
期⼂後期⼂台前⼂幕後的職能 ; 以克服活動的挑戰為⽬標，⾃主全⽅位學習，並習慣同儕
互動，坐⾔起⾏綜合不同的技能實現⾃⼰打造的作品, 體驗肩負重任的使命感, 讓更多學⽣
肩負重任參與戲劇教育, 促進幕後團隊跟幕前同樣精彩 

嵌⼊選俢 
增潤課程 

• 10 ⼈ 6 節：嵌⼊半⾄ 2 分鐘 AR 光雕 SOLO ⼂序幕或謝幕 (e.g. Pyramid) 
• 10 ⼈ 6 節：嵌⼊半⾄ 2 分鐘 編程光影舞⾐ SOLO ⼂序幕或謝幕 (e.g. Iron Man) 

參考視頻 ⾳樂劇匯演 >>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Rai40BDuLs&t=  
⾳樂劇+光雕 >>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K_R2nxNSzU&feature=youtu.be&t=19s  
實時互動動畫 >> https://www.facebook.com/ictinpe/videos/2338297712894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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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發展 

眼界和 
態度 

科技急速演變, 40%⼯種將會在⼗年內消失 
科技資源昂貴, 如何⼈⼈平等引⼊⾄學習, ⽽⼜能銜接社會和產業的演變⽽與時並進發展？  
<機械⼈> vs <STEM 機械⼈> ⼜有何分別? 
 
無論我們計數再快⼂記憶⼒再好, 但 AI ⼂機械⼈⼂無⼈ XX ⼂雲端 XX 等科技, 未來將會取代⼤量
⼈的⼯作；STEM SEED 種⼦計劃期望能為 STEM 教育帶來的並不是⼀種科技⼂⼀個機械⼈或⼀
項冠軍 。。。⽽是科技無法取代的創造⼒( Creativity)和⼈情味；以及培養⻘少年洞悉社會和產業
的演變⽽與時並進⾃主提升的眼界, 像創業般坐⾔起⾏發展⽣涯的態度, 並互動協作為機械⼈注⼊
體溫, 提升⽣涯發展的價值 (Value) 

銜接課程 
及活動 

本服務可銜接 STEM SEED 種⼦計劃多元化的 STEM 創造⼒教育資源, 包括 STEM 創造⼒課程⼂全⽅位外展活動⼂校園科
技基建等 ;  學校亦可參與 STEM SEED 的 <ACASTEMIC STEM 主題基地四步曲專案>, 涉獵逾百獨特的 STEM 創造⼒⽅
案 ;  

ACASTEMIC 四步曲專案分為 ⽣涯⼂社福⼂創業 等三類發展的導向, 將多元化的 STEM 創造⼒課程⼂外展活動⼂科技基
建, 組合成數以⼗計獨特的 STEM 創造⼒⽅案, 結合⼀個校本特⾊的主題, 以 1~3 年校本發展為⽬標, 在校內⼀個固定的場
地發展⼀個獨⼀無⼆的 STEM 主題基地, 永續發展 ;   四步曲專案基地包括 :  

期望STEM主題基地能帶來像主題公園般的氛
圍, 建設於⼀個固定的場地以累積成果, 凝聚師
⽣們⻑期投⼊⼀個校本的主題, 坐⾔起⾏賞試
和創新, 實踐⼀些有⼈情味的夢想, 以致挑戰不
可能；⿎勵學⽣⼀⽅⾯積極投⼊建設的過程⼂
維護⼂發展⼂舉辦活動,同時⼜學以致⽤參與實
踐活動的策劃⼂設計⼂宣傳和運作,並肩負重任
擔當實習導師, 帶領受眾⼀個像遊歷主題公園
般的旅程, 驚喜體驗⾃⼰有份經營的成果; 

STEM主題基地應持續不斷關注社會的需要和
產業的演變⽽與時並進⾃主提升, 永續發展;甚
⾄演變成社區上⼀個共享成果的地標, 以致⼀
個特定產業的K-12創科⼈才⻘訓基地 

坐⾔起⾏ 
突破常規 

STEM SEED 早於 2014 年已籌備創辦第⼀屆喇沙⼩學迷你四驅⾞ STEM 解難⼤賽；2016 年率先引⼊光雕課程⾄⾹港, 並
⾸創嵌⼊團隊建設學習模式；2017 年結合數碼港⼂城市⼤學⼂⻑沙灣天主教英⽂中學 OGCIO 資訊科技增潤計劃等逾⼗
所中⼩學合作創辦⾸屆⾹港光雕節；今天, 光雕節現已進⼊第四屆, ⽽光雕 STEM 教育亦已延伸到社會上廣泛的領域, 包括
由⼩⼆開始的 IT 及 VA 科常規課程, 中⼩學課外團隊建設, 中國歷史⼂中華⽂化⼂環保⼂⾳樂⼂校慶⼂姊妹學校交流等專題
研習, 特殊學校, ⾮華語學校, ⻘少年社區中⼼, 更新教育等等, 亦有⽀援海外機構以及中學⽣應⽤光雕創業； 

然後相繼創辦⼀⼈⼀晶⽚千⼈全⺠九分鐘跑⼂ V 嘩⻑幼攜⼿舞動⼯作坊 – 將 VR 另⼀個我 STEM 敎育融⼊ 700 學⽣和⻑者
免費受惠的社會服務⼂ TOILET STEM ⼂真⼈+動畫混合科技劇場⼂ PE STEM 有氧⾥程雲端數據庫編程⼂ OCEAN STEM 
IN OCEAN PARK – GIRLABEL ⼩學  GREEN FOR FUN 初創⼂海陸空  環保智慧城市模型⼂蘿蔔夢⼯場  ROBOT 
DREAMWORK ⼂⾻⾁重逢 博物館恐⿓⾻ 3D 成型⼂校園電視街坊台 – OMB 全⺠⼩記者⼀⼈影樓⼂舞台燈效機械⼈⼂以
⾊列 – 初創王國之旅⼂⻘少年科技領袖⼈才台北之旅⼂台灣環保智慧城市之旅⼂ 5G 智慧城市之旅⼂以⾊列諾⾙爾獎教授
Teentech ⼈才啓導計劃⼂⾸屆 PE STEM 研討會⼂學⽣獲以⾊列理⼯學院 Technion 破例於中四結業取錄⼊讀⼤學學位課
程連四年全費獎學⾦⼂學⽣獲選 Student of the Year – Grand Award 1st Runner Up ⼂本機構獲選 Student of the Year –  
Special Award for Mentorship 。。。未能盡錄  

網站 STEM SEED 種⼦計劃 >  www.ictinp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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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記表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表格並⾮正式合約, 我們收到報名表格後會聯絡  閣下確認課程的安排,
協商校本的細節和課時的編排, 然後再簽署正式服務合約作實。 
 
 
 

傳真/電郵登記 
• 填妥以下表格，傳真⾄：2515 1006；或 
• 填妥以下表格，⼿機拍照或掃描，電郵⾄：reg@ictinpe.org 

190715NMS-P 

學校資料  

機構名稱  

聯絡⼈姓名  聯絡電郵  

聯絡⼈職稱  聯絡電話  

 

課程資料 

選擇課程  o 真⼈動畫互動舞台 

o 其他 :  

預計參與     
學⽣⼈數   預計參與     

學⽣級別 
 

實施過的
STEM 活動 

 

特殊需要或          
策略性期望 

 

附註  

 

⽇期 
 簽署  

  

查詢電郵：info@ictinpe.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