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  件 

五月十一日至五月廿二日「網上 ECA」時間表 

 11/05/2020(一) 12/05/2020(二) 13/05/2020(三) 14/05/2020(四) 15/05/2020(五) 

時間 10:00-10:45 10:00-10:30 10:00-10:45 10:00-10:30 10:00-10:45 

活動名稱 有獎常識問答遊戲 強身會 ONLINE A 香工網上教室之智能機械 強身會 ONLINE B 數碼學堂 

ZOOM ID 238-512-972 433-853-627 308-545-889 552-220-249 204-913-3269 

負責老師 謝少華 李國基 羅嘉倫 謝少華 梁紹倫 

活動內容 QUIZZIZ 即時問答遊戲。問題

包括常識、體育、娛樂、國際

時事。 

直播與學生同步進行肌肉及阻

力訓練 

智能機械的設計及應用 運用網上資源介紹「高強度間歇

訓練 」學生可同步練習 
3D 掃描軟件示範 

時間 11:00-12:00 11:00-12:00 16:00-16:30 11:00-12:00  

活動名稱 香工大衛高柏飛 氣球班 朋輩輔導組影片分享會 雜耍班  

ZOOM ID 997-1966-5547 988-0302-8826 388-327-1264 975-2095-3980  

負責老師 李淑儀 李淑儀 勞潔華 李淑儀  

活動內容 家居直播魔術教學， 同學在家

中一樣可以學魔術睇魔術！課

程內容包括道具魔術及日常用

品魔術，利用家中現有的物品

都可以玩魔術。 

氣球基礎課程，形式以由淺入

深，內容包括多種不同結法，

透過不同種類的氣球配搭及簡

易扭球技巧，輕鬆造出多款可

愛有趣的造型，帶給自己一份

喜悅及成功感。 

由學生帶領，在影片分享後，會

有問答環節。 

導師會教授拋波、轉碟和扯鈴基

本技巧，讓你在家防疫亦可以有

趣地運動起來。沒有道具的話，

可經學校道具借用 

 

時間 16:00-16:30 16:00 - 16:30 17:00-17:30 16:00-16:30 16:00-16:45 

活動名稱 疫情下的小藝術 朋輩輔導組影片分享會 模型學會 Zoom 有獎問答遊戲Zoom 一Zoom 宗教常識問答比賽 

ZOOM ID 320-072-1831 388-327-1264 971-696-4446 393-414-8893 599-897-7024 

負責老師 余家瑩 勞潔華、嚴靜君 李奕寧 張優勝、袁潔宜、 

溫康兒、嚴靜君 

麥思維 

活動內容 利用身邊日常生活物品製作有

用的東西， 最重要是不浪費， 

幫到自己又幫到其他人。 

由學生帶領，在影片分享後，

會有問答環節。 

基本模型製作技巧及示範、零件

折斷補救技術、改裝、接駁技術

示範、玩具攝影構圖、技巧及示

範 

小組導師安排不同互動元素環

節，如：猜猜畫畫、文字接龍、

拍片、猜謎等活動。通過視像畫

面的接觸，師生以閒聊引入活

動，瞭解學生近況。每節會設有

一定的得獎名額。 

 

 

透過 zoom 視像通訊軟件，即時

與學生在手機 KAHOOT 程式中

參與有獎的宗教常識問答比

賽，首三名同學會獲得不同面

額的快餐店現金劵以作獎勵。 



 18/05/2020(一) 19/05/2020(二) 20/05/2020(三) 21/05/2020(四) 22/05/2020(五) 

時間 10:00-10:45 10:00-10:45 10:00-10:45 10:00-10:45 10:00-10:45 

活動名稱 有獎常識問答遊戲 強身會 ONLINE A 香工網上教室之智能機械 強身會 ONLINE B 數碼學堂 

ZOOM ID 238-512-972 433-853-627 308-545-889 552-220-249 204-913-3269 

負責老師 謝少華 李國基 羅嘉倫 謝少華 梁紹倫 

活動內容 QUIZZIZ 即時問答遊戲。問題

包括常識、體育、娛樂、國際

時事。 

直播與學生同步進行肌肉及阻

力訓練 

認識物聯網 運用網上資源介紹「高強度間歇

訓練 」學生可同步練習 
3D 繪圖操作 

時間 11:00-12:00 11:00-12:00 16:00-16:30 11:00-12:00 16:00-16:30 

活動名稱 香工大衛高柏飛 氣球班 桌上遊戲小組 雜耍班 音樂分享 

ZOOM ID 997-1966-5547 988-0302-8826 388-327-1264 975-2095-3980 924-318-4674 

負責老師 李淑儀 李淑儀 勞潔華 李淑儀 李英傑、李偉平、馮哲希 

活動內容 家居直播魔術教學， 同學在家

中一樣可以學魔術睇魔術！課

程內容包括道具魔術及日常用

品魔術，利用家中現有的物品

都可以玩魔術。 

氣球基礎課程，形式以由淺入

深，內容包括多種不同結法，

透過不同種類的氣球配搭及簡

易扭球技巧，輕鬆造出多款可

愛有趣的造型，帶給自己一份

喜悅及成功感。 

與學生一起在線上暢遊桌上遊

戲(由於服務人數有限，故需先

在 Zoom 上報名及講解，及後將

會把細節告知參與者) 

 

導師會教授拋波、轉碟和扯鈴基

本技巧，讓你在家防疫亦可以有

趣地運動起來。沒有道具的話，

可經學校道具借用 

音樂分享、即場合唱 

時間 16:00-16:30 16:00 - 16:30 17:00-17:30 16:00-16:30 16:00-16:45 

活動名稱 疫情下的小藝術 朋輩輔導組Meet 一 Meet 模型學會 Zoom 

 

有獎問答遊戲 

Zoom 一 Zoom 

宗教常識問答比賽 

ZOOM ID 320-072-1831 388-327-1264 971-696-4446 393-414-8893 599-897-7024 

負責老師 余家瑩 勞潔華、嚴靜君 李奕寧 張優勝、袁潔宜、 

溫康兒、嚴靜君 

麥思維 

活動內容 利用身邊日常生活物品製作有

用的東西， 最重要是不浪費， 

幫到自己又幫到其他人。 

進行會議、籌備活動、分享生

活小事和趣事、互動遊戲設計

及影片分享，一個以同學為主

導的小組活動。* 活動細節會

視乎實際情況而有所調整。 

基本模型製作技巧及示範、零件

折斷補救技術、改裝、接駁技術

示範、玩具攝影構圖、技巧及示

範 

小組導師安排不同互動元素環

節，如：猜猜畫畫、文字接龍、

拍片、猜謎等活動。通過視像畫

面的接觸，師生以閒聊引入活

動，瞭解學生近況。每節會設有

一定的得獎名額。 

透過 zoom 視像通訊軟件，即時

與學生在手機 KAHOOT 程式中

參與有獎的宗教常識問答比

賽，首三名同學會獲得不同面

額的快餐店現金劵以作獎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