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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本評核的要求

評分項目：學生能力表現

第一部分 
(佔全科分數10%)

第二部分 
(佔全科分數30%)

處境／
設計問題 

研究、探討及資料蒐集 
• 確認問題 
• 科技探究 
• 初步設計意念

設計及製作 
• 發展及改良設計意念 
• 實踐最後設計方案 
• 測試及評估最後設計方案 
• 設計記錄檔案夾

設
計
流
程

呈分：在中六完成設計作業後，一次過呈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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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課程連繫
 
設計與應用科技


設計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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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及通訊
科技

旅遊與款待

健康管理
與社會關
懷

視覺藝術

企業、會計
與財務概

初中科技
教育課程

自動化操作

創意數碼媒體

設計實踐及
材料處理

電子

視像化及電腦輔助
設計模塑

科技、設
計與社會



設計作業一


一輛為香港而設計的環

保美食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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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構問題

處境：停泊在香港景區內提供食品的流動美食車，既能讓遊客一邊享用美食，
一邊欣賞美景，亦可成為一種新的旅遊特色。美食車也可為特別的活動，如
嘉華會提供膳食服務。美食車是一輛可以駛往不同地方的車輛，且設有烹調
和售賣食物的設備。不少美食車可用於即席烹調食物，以提供各式各樣的美
味佳肴。

設計問題：設計一輛引人注目、用作售賣所選定食品的環保美食車，包括車
輛的內部設施和外觀。該車輛須包含可擴展的部分，以便在營業時使用。

設計一輛
美食車 • (烹調/加工/？)售賣所選定食品 

• 外觀引人注目 

• 為香港而設計 

• 環保 

• 附有可擴展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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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研究、探討、草擬初步設計意念 

(a) 確認問題： 
•	 探討並以批判性的角度分析一些快餐店，尤其是廚房
的組織和佈局，包括：食物貯存、加工、烹調、廢物
處理及環保各方面的方法和設備 

•	 研習經營街頭食品行業相關的本地消防、安全、健康
及衛生條例 

•	 探討並分析三款適合改裝成美食車的車輛 

•	 調查和收集遊客及香港市民對於美食車售賣食物種類
的意見 

•	 撰寫設計綱要及一系列設計規格，並加以辯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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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研究、探討、草擬初步設計意念 

(b) 科技探究：例如 

•	 人體工程學在廚房設計中的考慮 

•	 環保概念應用於美食車設計 

•	 美食車向外伸展部分的機械結構 

(c) 探索初步設計意念 
•	 草擬一份售賣食物的餐單，並規劃所需設備及其需佔空間
 

•	 選擇一款適合改裝成美食車的車輛，並展示其間隔 

•	 為美食車設計一個標誌，該標誌亦會用在食物的包裝上 

•	 根據設計要求，利用附有註釋的草圖／原型／電腦立體模型，
產生三個不同的初步意念，展示美食車的內、外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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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設計及製作
 

(a) 發展及改良各意念 
•	 利用附有註釋的草圖／原型／電腦立體模型，展示設
計意念的發展及改良，當中包含可行性和替代方案的
考量 

•	 利用合適的媒體和形式(工程圖／電腦輔助繪圖)繪製所
建議方案的組裝圖和施工圖(正投影圖／立體圖／爆炸
圖)及零件表。組裝圖及施工圖必須列出主要尺寸及結
構細節 

9 



第二部分

設計及製作
 

(b) 實踐最後設計方案 
•	應用合適的科技、資源、規劃和管理技巧，
製作一個所建議美食車的實體／虛擬立體模
型，並利用合適和有效的方法展示美食車內
部的細節 

•	製訂規劃表，列出每一個階段為實踐最後設
計方案所需的時間和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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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設計及製作
 

(c) 測試及評估最後設計方案 
•	制訂評估計劃，針對設計綱要列舉的要求去測試
和評估最後設計方案，說明該方案的優點和需要
改進的地方 

(d) 整體表現 
•	利用 A4 或 A3 尺度設計記錄檔案夾，展示設計作
業的方案、管理、發展、實踐和評估的過程和結
果 
•	運用合適的傳意、模塑和資訊處理技巧及專業術
語，展示研究結果和設計意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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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用網址 
• 美國紐約市衛生部流動小吃攤條例網頁： 

http://www.nyc.gov/html/doh/downloads/pdf/rii/regulations‐for‐mobile‐food‐
vendors‐ch.pdf 

• 廚房佈局設計： 
http://www.durasupreme.com/getting‐started/kitchen‐design‐101#.VWWXrM‐
qpBc 

• 設計餐單考慮因素：旅遊與款待課程及評估指引（中四至
中六） 
http://334.edb.hkedcity.net/curriculum.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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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作業二


一件創新扁平包裝的


人造板家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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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構問題

處境：扁平包裝的家具容易儲存、運送和可供自行組裝，相當實用和方便。

設計問題：設計一件扁平包裝的家具，該家具必須由單一件市場供應的人造
板製成。為了符合「零廢物」理念，家具的部件需精心設計並排列在板材上，
以減少浪費，亦須為該家具設計包裝，包括平面設計和實體設計，以吸引潛
在買家選購這件產品。

設計一件
創新家具 

• 須以「零廢物」理念，將部件設計
和排列在板材上 

• 須扁平包裝／(組合式 Knock Down) 

• 須由單一件市場供應的人造板製成 

• 亦須設計包裝，包括平面設計和實
體設計，以吸引潛在買家選購這件
產品 

14 



第一部分

研究、探討、草擬初步設計意念
 

(a) 確認問題： 
•	 研究和分析現有扁平包裝家具的功能、美觀、結構、
安全、材料、表面處理、製造及包裝 

•	 進行新產品開發顧客調查，收集潛在買家對於適合香
港環境的扁平包裝家具的意見 

•	 撰寫設計綱要及一系列設計規格，並加以辯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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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研究、探討、草擬初步設計意念
 

(b) 科技探究：例如 

•	 「零廢物」家具設計和製造策略 

•	 適合製造扁平包裝家具的人造板 

•	 人體工程學在家具設計中的考慮 

•	 包裝家具或產品的方法，重點在結構、包裝材料、顏
色和平面設計方面的探討 

(c) 探索初步設計意念 
•	 利用附有註釋的草圖／原型／電腦立體模型，產生三
個不同的初步意念，展示家具的功能、美觀、結構、
安全、材料、表面處理及包裝的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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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設計及製作
 

(a) 發展及改良各設計意念 
•	 利用附有註釋的草圖／原型／電腦立體模型，展示設
計意念的發展及改良，當中須包括可行性和替代方案
的考量 

•	 利用合適的媒體和形式(工程圖／電腦輔助繪圖)繪製所
建議方案的組裝圖和施工圖(正投影圖／立體圖／爆炸
圖)及零件表。組裝圖及施工圖必須列出主要尺寸及結
構細節 

17 



第二部分

設計及製作
 

(b) 實踐最後設計方案 
•	 應用合適的科技、資源、規劃和管理技巧，製作一
個所建議扁平包裝家具的實體／虛擬立體模型及包
裝，並連同說明單張或電腦動畫展示組裝步驟 

•	 製訂規劃表，列出每一個階段為實踐最後設計方案
所需的時間和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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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設計及製作
 

(c) 測試及評估最後設計方案 
•	 制訂評估計劃，針對設計綱要列舉的要求去測試和評
估最後設計方案，說明該方案的優點和需要改進的地
方 
•	 利用合適的方法，評估製造該設計方案的「材料使用
率」，以說明材料被有效利用的程度 

(d)整體表現 
•	 利用 A4 或 A3 尺度設計記錄檔案夾，展示設計作業的
方案、管理、發展、實踐和評估的過程和結果 
•	 運用合適的傳意、模塑和資訊處理技巧及專業術語，
展示研究結果和設計意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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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用網址 
• 產品創新的涵義： 

http://wiki.mbalib.com/zh‐tw/%E4%BA%A7%E5%93%81%E5%88%9B%E6%96%B0 

• 「零廢物」家具設計例子： 
http://decorationaccess.blogspot.hk/2014/04/flat‐pack‐furniture.html 

• 顧客價值層次模型： 
http://www.baike.com/wiki/%E9%A1%BE%E5%AE%A2%E4%BB%B7%E5%80%BC 

• 家具包裝創新實體設計例子： 
http://move‐itproducts.com/ 

• 電腦動畫展示組裝步驟例子：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8gGgeYOf6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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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作業三

一套為六至十二歲兒童

而設計的


創新戶外遊樂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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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構問題


處境：遊戲能促進兒童的身心發展，是兒童成長不可或缺的。戶外遊樂場可
以為兒童提供各種挑戰和寶貴的經驗。不同年齡組別的兒童應有專為他們而
設計的遊樂設施，幫助他們發展新的技能。

設計問題：就選定的戶外遊樂場地，設計一套包括五種功能的遊樂設施，以
促進6至12歲兒童在認知／生理／社交／情緒方面的發展。

設計一套
創新
遊樂設施 • 可促進兒童在認知／生理／

社交／情緒方面的發展 

• 須包括五種功能 

• 就選定的戶外遊樂場地而設計 

• 專為6至12歲 (學齡期)兒童而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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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研究、探討、草擬初步設計意念
 

(a) 確認問題： 
•	 就所選定的戶外遊樂場進行分析，研究和剖析適合6
至12歲兒童的遊樂設施，包括：設施的遊戲價值、安
全、監管、衛生、結構、尺寸、材料、覆蓋面和維修
保養 

•	 進行使用者意見調查，收集家長及適齡兒童對於在建
議的場地內設置新遊樂設施的意見 

•	 撰寫設計綱要及一系列設計規格，並加以辯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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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研究、探討、草擬初步設計意念
 

(b) 科技探究：例如 

•	連接管材的方法 

•	人體工程學在兒童遊樂設施設計中的考慮 

(c) 探索初步設計意念 

•	利用附有註釋的草圖／原型／電腦立體模型，
產生三個不同的初步意念，展示場地佈局及
遊樂設施，包括形狀、尺寸、顏色、材料、
結構、製造、成本等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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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設計及製作
 

(a) 發展及改良各意念 
•	利用附有註釋的草圖／原型／電腦立體模型，展示
設計意念的發展及改進，當中須包括可行性和替代
方案的考量 

•	利用合適的媒體和形式(工程圖／電腦輔助繪圖)繪
製所建議方案的組裝圖和施工圖(正投影圖／立體
圖／爆炸圖)及零件表。組裝圖及施工圖必須列出
主要尺寸及結構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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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設計及製作
 

(b) 實踐最後設計方案 
•	應用合適的科技、資源、規劃和管理技巧，製
作一個所建議的遊樂空間和設施的實體／虛擬
立體模型。利用合適和有效的方法展示遊樂設
施隱蔽結構的細節 

•	設計一張圖文並茂的使用指引，於遊樂設施附
近張貼，以介紹該設施的正確使用方法 

•	製訂規劃表，列出每一個階段為實踐最後設計
方案所需的時間和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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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設計及製作
 

(c) 測試及評估最後設計方案 
•	制訂評估計畫，針對設計綱要列舉的要求去測試和
評估最後設計方案。並陳述優點和需要改進的地方 

(d) 整體表現 
•	利用 A4 或 A3 尺度設計記錄檔案夾，展示設計作
業的方案、管理、發展、實踐和評估的過程和結果。 

•	運用合適的傳意、模塑和資訊處理技巧及專業術語，
展示研究結果和設計意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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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用網址 
• 康文署網頁：共融遊樂設施 

•
http://www.lcsd.gov.hk/lsb/b5/facilities.php?ftid=55&did=1 

建築署網頁：戶外兒童遊樂場地設計要素 

• 
https://www.archsd.gov.hk/archsd/html/ua2‐chinese/3_4_2_4.html 

6至12歲(學齡期)兒童身心發展特色：「健康管理與社會
關懷」科 - 個人在人生不同階段的需要和發展 

• 

http://edblog.hkedcity.net/te_hmsc/wp‐
content/blogs/1680/uploads/Typeset%20Booklets/HMSC1_chin.pdf 

Children’s Play Space Design Guide 
http://www.centralbedfordshire.gov.uk/Images/Childrens%20Play%20Space%20D 
esign%20guide%20‐%20Learning%20for%20Adventure_tcm6‐1365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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