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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8 学年资讯科技增润活动计划征求申请 
参与学校名单 

 

学校名称 项目名称 

浸信会吕明才中学* VR & AR 互动教学游戏设计 

庇理罗士女子中学* 运用 AR/VR 技术于学与教的活动 

道慈佛社杨日霖纪念学校* 自造立体虚拟空间 

佛教茂峰法师纪念中学* 透过虚拟实境技术进行有效的学习及探究活

动 

佛教沈香林纪念中学 亲历动植物生态，尊重爱护大自然 

佛教大雄中学* 虚拟实景及增强实景跨科学习计划 

佛教黄凤翎中学 香港的过去与现在 

基督教宣道会宣基中学* AR2VR - 电脑系统的世界 

中华基督教会扶轮中学 使用 EduVenture VR 制作环保教育相关电子

教学材料 

中华基督教会燕京书院* 体验及制作虚拟「走出课室」考察活动 

张沛松纪念中学 利用 VR 技术导赏校园的特色 

张祝珊英文中学 利用虚拟实境技术呈现大坑历史文化 

青年会书院 透过扩增实景阅读提升语文、文学及文化认

知课程 

基督书院* 可持续城巿 

宣道中学 将虚构世界的讯息带到现实 

棉纺会中学 利用虚拟实境制作 “棉纺人家” 应用程式 

炮台山循道卫理中学 以 AR 技术介绍校园资讯 

福建中学* 利用 VR 进行浸入式探究以促进有效学习及

体验 

凤溪廖万石堂中学* VR Application in Education of Integrated 
Science for Secondary Form 1-3 Students 
注：只提供英文项目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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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名称 项目名称 

优才(杨殷有娣)书院 (中学部) 将军澳混合实境地理考察的制作 

东莞工商总会刘百乐中学 利用 VR 技术创作一个可提供读者多角度阅

读的故事 

德望学校 Developing authentic learning experience 
through the use of AR/VR 
注：只提供英文项目名称。 

显理中学* AR & VR~飞翔在显理 

天水围香岛中学* VR 游戏设计及编程工作坊(使用 App Inventor 
2 , TinkerCAD, Co-space VR) 

香港道教联合会 邓显纪念中学 使用扩增及虚拟实境进行地理探究 

香港道教联合会圆玄学院第一中

学 
牠的乐土 -「城」「野」? 

香港道教联合会圆玄学院第三中

学* 
虚拟校园导赏团 

匡智狮子会晨岗学校* VR 无界限 

香港真光书院* 运用 AR 及 VR 在现实创造出自己的虚拟学

习世界 

伊斯兰脱维善纪念中学* 香港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裘锦秋中学(元朗)* 校园推广 VR 学习计划于地理及通识教育科 

沙田苏浙公学 运用虚拟实境及扩增实境于化学科之教学 

九龙工业学校 模拟实境创作 

观塘官立中学 透过编写虚拟实境游戏增进学生编程技巧 

荔景天主教中学* 利用虚拟实景 (VR) 探索香港天主教教区的

历史建筑 

李求恩纪念中学* 虚拟游踪, 真实历史 

岭南衡怡纪念中学* Learning Chinese History through adopting the 
technology of Virtual Reality 
注：只提供英文项目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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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名称 项目名称 

狮子会中学 绿色能源知多少 

灵粮堂怡文中学 香港地质及其对海岸地貌之影响 

灵粮堂刘梅轩中学 建立我们的虚拟教学与学习空间 

乐善堂顾超文中学 寻找宋帝在香港的足迹 

乐善堂梁銶琚书院* 虚拟与实景的联系︰360 环景影片编制与

AR/VR 的生活应用 

乐善堂余近卿中学* 利用虚拟实景认识社区、认识香港及认识祖

国 

马锦明慈善基金马陈端喜纪念中

学* 
结合虚拟实体技术及奥运室外划艇训练，用

作学校室内划艇活动及课程发展。 

马鞍山圣若瑟中学* 运用 AR 及 VR 在现实创造出自己的虚拟学

习世界 

玛利湾学校 运用虚拟实景体验及学习中国史历及中国语

文科 

新亚中学 开发及分享地理科及通识科的 VR 互动教学

习资源 

天主教新民书院* VR/AR 游戏设计及制作证书课程 

宁波公学 科技学习语文及历史 

宁波第二中学* 透过用 VR 技术来欣赏香港的自然和人文景

观 

五旬节圣洁会永光书院 以虚拟实境作演示工具 

保良局罗氏基金中学 利用虚拟实境技术应用促进地理信息科学及

STEM 教育 

保良局罗杰承（一九八三）中学
* 

跨科组虚拟实景学习以提升学生的资讯科技

能力 

保良局马锦明中学* 在虚拟实境下体验不同文化 

保禄六世书院* 运用 AR 及 VR 在现实创造出自己的虚拟学

习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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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名称 项目名称 

天主教培圣中学 制作专为有特殊学习需要的学生设计的英文

学习游戏 AR 程式 

汇知中学* 虚拟及扩增实境电子学习  

皇仁旧生会中学 学史不远、动现眼前 – 活学中史乐体验 

高主教书院* Immersive Learning using VR-Cave 
注：只提供英文项目名称。 

礼贤会彭学高纪念中学 体验 AR/VR 创作之旅 

沙田崇真中学 Experiencing immersive learning by adopting 
Virtual Reality (VR) 
注：只提供英文项目名称。 

顺德联谊总会胡兆炽中学  学生 AR/VR 编程及手机应用程式开发训练去

改善学生不同科目的学习 

圣公会诸圣中学* 虚拟实境／扩增实境多元探究跨学科 STEM
计划 

圣公会林护纪念中学* 以虚拟实境科技増强学与教效能 

圣公会圣本德中学* 虚拟实境学校／社区寻宝之旅 

圣公会圣马利亚堂莫庆尧中学* 香港不同阶层居住环境的虚拟考察 

可道中学（啬色园主办） 虚拟实境／扩增实境多元探究跨学科 STEM 
计划 

啬色园主办可艺中学* 活在扩增及虚拟的实境 

啬色园主办可誉中学暨可誉小学
* 

VR AR 在可誉 

圣芳济各书院* VR Application in Education of Tourism and 
Hospitality Studies for Secondary F.4 to F.6 
Students 
注：只提供英文项目名称。 

圣若瑟英文中学* Creating a VR Courseware for learning F.2 
Integrated Science 
注：只提供英文项目名称。 

圣马可中学 VR/AR 地质保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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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名称 项目名称 

圣保禄中学 虚拟之旅 – 游走香港不同的工业区 

圣伯多禄中学 赏‧文学‧识‧地理‧掌‧VR – 运用虚拟

实境提升中学生学习效能及动机 

德兰中学 发现美 

赛马会毅智书院* 声艺计划 

屯门官立中学* 运用 VR 认识香港不同景观及地貌 

东涌天主教学校 (中学部)* VR 东涌生态游 

东华三院李嘉诚中学 虚拟、扩增空间新体验 

东华三院冯黄凤亭中学* 探究沙田区新景点，传承文化资源及推动社

区旅游。 

圆玄学院妙法寺内明陈吕重德纪

念中学* 
VR 虚拟实境拍摄技巧制作 

汇基书院 运用 VR 及 AR 认识及体验未来工作世界 

恩主教书院* 混合实境细看地理环境景观多了解 

仁济医院靓次伯纪念中学 虚拟实境 360 影片简易拍摄技巧制作及扩增

实境 Aurasma Lite 制作 

仁济医院罗陈楚思中学 利用虚拟实境学习角度及距离 

仁济医院第二中学  活用 VR 在城市及海岸景观  

仁爱堂田家炳中学 Enhancing the Learning and Revision of 
Biology, Chinese, Mathematics, and Computer 
Literacy with the Use of Virtual Reality 
Technology 
注：只提供英文项目名称。 

余振强纪念第二中学  扩增实境导览中心 

元朗商会中学 VR 游戏制作 

以学校英文名称排列 

 

* 第二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