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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M（科學、科技、工程及數學）教

育近年已成為全球趨勢，香港政府也大

力投放資源積極推動，旨在促進學生成

為科學、科技、工程及數學的終生學習

者，使他們能夠應對二十一世紀的挑

戰，同時培養相關範疇的多元人才，以

促進香港的發展。我們特意走訪香港理

工大學（下稱「理大」）工業及系統工

程學系系主任陳鏡昌教授及其教學團

隊，分享STEM教育如何配合香港的未

來發展，以及年輕人如何透過STEM學

習開拓終生事業。

兩組合課程可選
培訓學生拓終生事業 陳鏡昌教授

理大工業及系統工程學系推 STEM 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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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美大趨勢 港府大力投放

陳鏡昌教授以德國為例說明，他們的「工業4.0」概念，就是要將先進科技融合生產及企業管理系統，透過物聯網、大

數據分析及雲計算，了解及認清每個生產過程，制定各種優化及改善策略，藉以提高生產能力、效率及質量，以應付

不同行業的長遠挑戰。

推動高增值產業 人才需求急增

陳教授進一步指出，「再工業化」並非要香港重返傳統的製造業時代，政府致力推動

STEM的目的，是希望利用物聯網、雲計算和大數據分析等技術，建立高增值的製造

產業，並融入其生產及商業模式中。

美國的《振興美國先進製造業報告》、英國的《製造業供應鏈行動計劃》及中國的 

《中國製造2025》等國家計劃書也如出一轍，所述內容旨在提升製造業的能力、推

動創新科技的應用去提升行業產能，可以預期社會對相關的人才將會極為渴求。

發展再工業化 推動創新科技

香港政府在2017年《施政報告》中表示，將會大力投放

180億港元，以完善香港的創科生態系統，推動「再工業

化」、資助大學進行中游及應用研究、資助業界利用科技

升級轉型、扶助初創企業發展等各種新措施。陳鏡昌教授

特別指出，「再工業化」的相關理念正是目前歐美各先進

國家積極推動的發展方向。

「港府推動『再工業化』，

非要香港重返傳統的製造業

時代，而是希望建立高增值

的製造產業。」

理大工業及系統工程學系將配合《2017 年施政報告》中的「再

工業化」理念，為社會培育適合人才。

「中國製造2025」計劃於2015年展開，

目標是用10年提升國內製造業質量等。

圖為位於河北的電動汽車製造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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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 教 授 舉 例 說 ： 「 一 間 企 業 要 提

升 產 能 ， 必 須 要 全 面 了 解 其 整 體

運作，包括生產技術、系統程式、

人力資源管理、資訊整合等，而由

於科技的日新月異，新技術推陳出

新，各行業也更加依靠科技的應用

以達至提升產能。」

服務行業也需要STEM人才

工業及系統工程以往給人的印象，純

粹是製造業或工業方面的知識，行業

出路看似有點狹窄，實際上和STEM

範疇環環緊扣，陳教授解釋說：「其

實這些知識適用於各行各業，即使服

務性行業也有需要提升服務質素及效

率，公司才能獲得更豐厚的利潤。」

以航空業為例，當中包括很多不同類

型的公司，例如：機場、航空公司、

飛機維修服務商、空運貨站、民航

處、空管中心及航空餐飲業，這些公

司涉及很多運作上的問題需要工業及

系統工程專才來優化和解決疑難。

理大工業及系統工程學系配備不同的儀器供學生接觸業界最新

科技，使他們將來在職場工作時能更得心應手。例如可模擬機

場控制塔運作的航空管理系統，當中包括可顯示機場跑道及周

邊環境的 270 度環迴螢幕及航空管理員的工作站（圖中及右

上）、能打磨不同弧度鏡片的儀器及打磨出來的成品（圖右中

及右下）、用八達通作認證的無線射頻識別系統（圖左）。

科技融合工商業 提升產業效能

STEM教育正正是訓練學生這方面

的知識，以工業及系統工程學系為

例，學生可以學習到整合科技、資

訊、管理等技巧，運用於工商業層

面，達至提升產業效能與質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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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行各業渴求STEM專才

現時，不同行業的大企業、機構都需

要STEM專才，協助公司提升創新能

力、效率、產品及服務質素，並加強

資源運用，以應付不同行業的競爭與

挑戰。舉個例子，來自理大工業及系

統工程學系的團隊曾經成功研發出智

能系統，幫助醫療機構紓緩醫護人手

短缺問題，以及改善藥物及護理服

務。陳鏡昌教授補充說：「銀行、主

題樂園、公營機構如電力、煤氣、郵

遞服務等，還有交通物流、運輸、工

業及製造業等，也極需要這方面的專

才來協助企業營運及發展。」

畢業生蹤影遍工商服務業

STEM範圍非常廣泛，以工業及系統

工程學系為例，既有工程學的科研及

探究，亦有市場學的分析與策劃，畢

業生的前景十分廣闊，學習的知識及

技能在工、商及服務業中也能夠派上

用場。該學系副教授崔智邦博士舉例

說：「有畢業生成為產品開發工程師

或項目工程師，負責產品研發、生

產、質量保證、付運及售後服務；亦

有成為工業工程師，負責營運管理、

需求預測、工作流程優化、企業資源

規劃及客戶關係管理。國際知名車

廠、銀行、各大小企業及機構也見本

學系畢業生的蹤影，視乎他們的興趣

與專長。」再者，同學掌握了充足的

娛樂及主題樂園教育

教育

金融、銀行及投資

醫療及復康

資訊科技

企業管理

交通、運輸及物流

零售及批發

租務及物業管理

餐飲及服務業

物流工程師

設備設計師

工作流程設計師

應用工程師

工業工程師

系統工程師

電腦輔助設計師

市場工程師

項目工程師

商務發展工程師

產品設計工程師

產品開發工程師

STEM 技能及知識
適合行業

STEM 技能及知識
適合職位

知多點

科技知識，也可以發揮想像力，自主

研發新系統，踏上創業之路。

中學STEM教育扎根基

理大工業及系統工程學系助理教授司

徒穎權博士總結說：「簡單而言，這

個學系教導學生運用工程學及科學化

的方法與策略，提升企業的營運效

能，優化日常管理，改善產品及服務

質量。」在講求效能與質量的世代，

各行各業都需要運用科技、資訊、工

程技術來改善營運與服務，中學生可

透過STEM教育，先建立基礎知識，打

穩根基，並培養創作力及解難能力，

經過大學階段的進一步學習，掌握了

更新穎的技能及專業知識，將來就有

能力開拓事業，貢獻社會。

司徒穎權博士（圖左）及崔智邦博士（圖下）

對教導學生運用科技改善企業管理和產品質

量甚有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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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小培養興趣 大學成就專長

理大工業及系統工程學系的學習範

疇，涵蓋最新科技知識、產品設計、

大數據分析、人工智能、虛擬實境技

術、立體打印技術、雲端服務、數碼

科技、模擬系統等，靈活運用在各行

各業之上，以提高企業效能，優化工

作流程為目標。以上提及的種種知識

與技術，正好是目前STEM教育的核心

範疇，很多中小學生已經開始接觸及

學習，慢慢培養興趣，發掘專長，再

經過大學階段的深造，將來必定能夠

貢獻社會，促進香港的經濟發展。

掌英數能力入讀大學更有利

理大工業及系統工程學系課程與STEM

教育息息相關，如果學生在中小學階

段已培養出對STEM科目的興趣，對於

入讀大學更為有利。不過，該學系副教

授蔡經倫博士提醒有意選修的學生，數

學與英語能力則更不容忽視：「學系要

求同學有分析力及表達能力，才能從繁

複雜亂的大數據中篩選出有用的資訊，

有條不紊地撰寫規劃書，協助企業減省

成本，增加效能。」

圖為理大工業及系統工程學系伍達倫數碼工廠。此教學實

驗室提供完善電腦模擬，VR (Virtual Reality，虛擬實境 ) 的

學習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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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科生也能從後趕上  學習態度致勝之訣

具備理科根底的學生入讀工業及系統

工程學系，有助於他們更快掌握到科

技知識，但該學系的鄧澤賢教授強

調，學生最終能否在這四年的學習中

增進知識，畢業後學以致用，學生的

學習態度才是關鍵：「有些學生在文

憑試中考取到好成績而順利入讀本

科，但他們可能只是強於應付考試，

而大學需要學生全面的學習技能，這

點取決於學生的學習態度。有些文科

生考進來，首年或會感到吃力，但只

要努力不懈，他們一樣能夠從後趕

上。」

鄧 澤 賢 教 授 鼓

勵 文 科 生 只 要

努 力 也 能 入 讀

該學系。

蔡經倫博士提醒學生數學與英語能力對入讀該學系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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嶄新兩大組合課程 剛柔並重

理大工業及系統工程學系把原有的四

個學位課程結合成兩大嶄新組合課程

供學生選讀，分別是產品及工業工程

（榮譽）工學士學位組合課程與物流

及企業工程（榮譽）理學士學位組合

課程。每個組合課程細分為兩個分

支，同學在經過年半的學習後，可根

據興趣選擇發展方向。

司徒穎權博士指學系集工程學、資訊

科技、市場學及商業管理於一身，學

工業及系統 

工程學系

產品及工業工程 ( 榮譽 ) 工學士

學位組合課程

物流及企業工程 ( 榮譽 ) 理學士

學位組合課程

物流工程兼管理 ( 榮譽 ) 理學士學位

企業工程兼管理 ( 榮譽 ) 理學士學位

產品工程兼市場學 ( 榮譽 ) 工學士學位

工業及系統工程學 ( 榮譽 ) 工學士學位

培養多元人才

以提升香港的國際

競爭力

知識
建 立 穩 固 的 知 識 基

礎，並強化綜合和應

用知識與技能的能力

技能

培養創造力、

協作和解決問

題能力，並推

動創新 資料來源：教育局

產品工程兼市場學（榮譽） 

工學士課程範疇

-  產品工程及設計、市場分析及預測

-  項目及質量管理、成本會計

工業及系統工程學（榮譽） 

工學士學位範疇

-    預測、規劃及管理，幫助企業改善營 

運效率及服務質素

-    企業資源規劃，整合企業運作流程， 

 提升效能

物流工程兼管理（榮譽） 

理學士學位範疇

-  物流策略配合資訊科技操作

-  物流增值服務、電子商貿

企業工程兼管理 ( 榮譽 ) 

理學士學位範疇

-  市場運作、推廣及分析

-    人力資源管理、大數據分析及計算、 

 資訊科技及科學應用

生將知識融會貫通，工作前景亮麗：

「畢業生學到工程及科技的硬知識，

緊貼日新月異的科技發展，並將之運

用在工作上。同時，他們又學到資源

管理、市場推廣等軟技巧，軟硬兼備

之下，在任何行業都得心應手。」

學生經過一年半的學習，了解到工業

及系統工程的基礎知識及理論，才按

照興趣專注於某個範疇，增加學習的

靈活性，將學生的特質盡情發揮。 

「即使同學畢業時發覺興趣改變了，

也毋須擔憂，大學不是職業先修學

校，同學在四年大學學習中學會基

礎知識及掌握自學能力，即使對某些

行業認知不深，也不用擔心，邊學邊

做，很快就能掌握行業知識！」鄧澤

賢教授說。

態度

發展正面的

價值觀和積

極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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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工程兼市場學 (PEM)

Miss Wong Ka Lai Vox

Product and Project 

Management Executive

GP Electronics (HK) 

Limited

感想：

在目前的工作中，我能

夠將在PEM學到的知識

全部實踐出來，例如市

場調查、產品設計、開

發與製作等。課程也給

我很多實習機會，讓我學到項目管理的各種技巧，包括

項目規劃、資源分配、團隊合作等。這些知識與經驗讓

我在工作中可以盡展所長！

Mr Cheng Kei Yip Johnny

Associate Engineer

Cathay Pacific Airways

感想：

從ISE畢業後，我加入了

國泰航空，擔任見習工程

師，並在24個月內完成培

訓，晉升為助理工程師。

我現時的職責是規劃和調

度，包括維持飛機零件的

庫存控制及質量保證。在

ISE課程學到的知識和經

驗，使我裝備好自己及培訓好相關的技能，增強我在行

業的競爭能力，讓我實現工程師的夢想，努力邁向成

功。

工業及系統工程學 (ISE)

物流工程兼管理學 (LEM)

Miss Lau Yan Chi

Logistics Assistant

Christian Dior Far East 

Limited

感想：

LEM課程提供多元化的

學習及實習機會，讓我

可以將學到的物流及工

程應用知識運用出來，

由於鞏固了知識基礎，

畢業後能夠立即在工作

崗位中發揮所長。

畢業生給中小學生的話

企業工程兼管理 (EEM)

Mr Heaton Reggie Lewis

Manager, Product Management & Business Alliance

Standard Chartered Bank (Hong Kong) Limited

感想：

我在渣打銀行任職產品經理，負責與團隊一起管

理收購、貸款項目，以及制定投資策略。EEM課

程提供的實習及交流機會，讓你享受大學生活之

餘，也能夠學到與工作相關的技能，裝備好自

己，迎接每一個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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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2

封面故事

理大擁有全香港唯一一部能打印多層多樣金屬

的 3D 打印機 ( 圖上及圖下 )，現時金屬 3D 打

印機已應用到軍事用途，例如美國的軍艦就載

有這部打印機，用以隨時進行戰機的零件緊急

維修用途。

有人問，同學們在學校裡學習STEM，學習怎樣編程操作機械人，學習怎樣建立

3D模型和利用3D打印機列印實物出來，這些學習對現實社會有甚麼意義和有甚

麼用途？以下的例子可看到科技應用及改善生活的實證。

STEM學習的現實應用

3D打印：為病人度身訂造矯形骨模

骨科專科醫生廖敬樂指，以傳統方法製作矯形骨模，醫生以X光片及目測確認

切割點，而病人手術後需配帶外固定支架6至12個月，每日需洗傷口，住院時

間或長達200多天。

引入3D打印技術後，醫生可先為病人的骨骼做電腦掃描，計算切割位置，之後

3D打印出病人手術使用的骨模，在手術前將骨模套入真骨，並對準骨模上的位

置切割，令準確度提高。

此外，醫生會以「內固定」的方法在患者的骨及肌肉間以鋼片及螺絲固定骨

骼，然後才取出骨模。這全新的方法令患者不再需要使用外固定支架，康復時

間變短及毋需經常洗傷口，住院日數可由200多天減至4天，STEM的應用可讓

病人減輕皮肉之苦，亦替社會節省醫療成本！

VR虛擬實境：模擬飛機維修

理大應用VR（Virtual Reality，虛擬實境）教學系統來輔助教

學。系統能模擬機房、升降機甚至飛機維修等場景，並投射

出3D影像，讓學生置身

其中，在導師指導下學

習不同機械系統及訓練

安全意識。

3D 打印的金屬模型。

廖敬樂醫生正展

示 3D 打印的矯形

骨模。

學生在戴上 VR 眼鏡後，可模

擬維修飛機，增加實習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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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精準機械臂 微創手術病人福音

理大工業及系統工程學系副主任容啟亮教授領導的資深工程師

團隊，與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外科學系名譽臨床教授楊重光

教授，去年成功研發出全球首台內置馬達、具備高達十個活

動自由度的機械臂的嶄新外科手術機械人系統 (Novel Surgical 

Robotic System – NSRS)。

現今的微創外科手術市場僅有一個外科機械人系統，該系統的

價格不但十分高昂，而且存在許多缺點，當中包括：需要在病

人身上開多個切口（3至6個）、缺乏觸覺（力度）反饋及機身

體積龐大等。相比之下，嶄新的 NSRS 外科機械人系統能夠通過

單一細小的切口或經由自然腔道進入人體，並在體內擴展以施

行各樣的手術程序。

NSRS 的功能覆蓋各類腹腔或盆腔手術，機械臂不單能執行高精

確度的動作，還能提供高敏感度的觸覺或力度反饋，為開拓未

來無創外科手術的領域踏出了重要一步。

雙臂式的協作機械人靈活度高，可

左右手同時運作，而且編程非常簡

單。用戶只需牽著機械臂，引領它

們到所需路徑，機械臂便能學習整

個流程，進行作業。3０１

０２

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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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有ＳＡＹ

文：香港教育大學數學與資訊科技學系系主任　陳偉康博士

從「學以致用」 
到「用以致學」的 STEM教育

約 700 名本地近百間中學的中五、中六學生及教師

早前聚集於香港教育大學，參與「2016 香港 STEM 

奧林匹克競賽」。是次競賽中，學生於第一部份「知

識大檢閱」以個人和隊際身分參加與 STEM 相關科目

知識的比賽，再於第二部份「創新實踐大挑戰」分組

利用創新設計思維，限時以 STEM 相關的知識和技能

解決本地污水處理難題。 學生紛紛參與賽前講座了解詳情。

「學以致用」的意思是把學到的知識

有效運用到實際的生活環境中，以此

為學習目的是理所當然的。若學習得

來的知識在生活中是用不上的話，那

麼學習這些知識的目標為何？故此，

現時老師的處理方法，大概是在完成

教授某個課題後，帶給學生一些例

子，以說明如何在實際生活中運用相

關知識，使學生能「學以致用」。

但在這個教學過程的第一階段，即學

習該課題的內容時，學生都只能「相

信」在面前學習的東西有其實質的應

用價值。單是這個階段，已有不少學

習動機較弱的學生，因未能了解學之

所以，而自我終止學習。到了這個學

習階段基本完成後，當老師預備作進

一步闡述相關課題的實際應用時，除

少數對該學科特別感興趣的學生外，

其他學生（不包括已終止學習的學

生）都因已能基本完成相關課題的題

目，而輕視了往後的所謂應用。長此

下去，對大部份學生來說，學習得來

的東西都是沒有實質的應用基礎。 

STEM教育的精神是以完成任務為基

礎，給學生訂立清晰的目標，要求他

們在大範圍中考慮不同可行性、學習

不同的方法，並提供解決方案。其優

勝之處，正是學生從整個學習開始，

便已理解學習各樣所需知識的目的。更

準確的說法，是學習從實際問題出發，

學生為把問題解決而尋找並學習當中必

要的知識。整個過程以應用作起點，學

習各種必要知識為主幹，最後把任務完

成。以這種「用以致學」為核心的學習

模式掌握得來的知識，必然緊扣實際生

活中的應用，也是所有知識的來源。

教大首辦香港 STEM 奧林匹克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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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香港教育大學科學與環境學系系主任　李揚津博士 

STEM教育 
教師專業發展之路

毫無疑問，STEM教育正為本港帶來前

所未有的挑戰及機遇。為此，香港教

育大學科學與環境學系連同數學與資

訊科技學系舉辦了一連串為數理教師

及學生而設的活動，包括STEM教師會

議暨嘉年華、STEM奧林匹克競賽，以

及各式各樣的教師工作坊，以增進老

師對STEM教育的了解；並集思廣益，

分享對STEM教育發展的看法。雖然，

現時很多對STEM教育的錯誤觀念已不

復存在，例如，將STEM活動等同於利

用編程製造機械人、編寫手機應用程

式等，但老師對STEM教育仍存有不少

疑慮。

連同數學與資訊科技學系舉

辦了一連串 STEM 活動。圖

左三為李揚津博士，圖左四

為陳偉康博士。

以下是其中的一些主要問題：

    STEM教育是否只適宜於在課後以興

趣小組形式推行？怎樣將STEM教育

融入學校正規課程之內？

    現時高中課程內容繁重、課時緊

迫，怎樣爭取時間及空間推行STEM

教育？

    STEM教育既是以發展學生的技能為

主，它能否幫助學生學習概念？

    STEM教育牽涉科技及工程方面的

專門知識，一般老師難以勝任。況

且對資源的要求高，費用亦甚為昂

貴，一般學校應何去何從？

     STEM教育的主要對象，應該是資優

學生，學業成績較遜的學

生，抑或是全體學生？

以上種種疑慮，對能否全面起動STEM

教育，會有一定的影響。對於如何消

除這些疑慮，外國的研究結果雖然可

以作為參考，但本港有其獨特情況，

不能照單全收。因此，發展針對本港

STEM教育的教學專業知識及研究已是

刻不容緩。目前，本系正實施雙管齊

下的方法。

在職前教師培訓方面，我們加強準老

師對STEM教育的理論及教學法的認

識。而對於在職培訓，除了開辦短期

進修課程之外，亦準備為中小學提供

校本支援，幫助各科老師有系統地

將STEM教育的理念融入課堂教學之

中。長遠來說，本系會設計一套適用

於STEM教育的課程綜合模式及教學策

略，為老師提供指引；並針對本港學

校的實際情況，進行相關教學研究，

以豐富STEM教育的理論，及提高實踐

上的效能。

本系為數理教師開設

講 座， 加 強 他 們 對

STEM 教學法的認識。



香港教育大學科學與環境學系擁有一批充滿活力的科學家與科
學教育家，共同致力於教學、研究和知識轉移等工作。本系的
使命在於提供優質科學教育及教師教育，以及進行環境可持續
發展為導向的科學研究。我們認為，教學和研究並非獨立的活
動，而是互動及相輔相成。當兩者以創新的方式融合一起，便
能夠產生協同效應，對於我系學生以至整個教育群體都會起著
促進作用。

提供優質課程，以培養人才為首要任務

本學系提供了教資會資助的教育學士課程和其他與教育相關的
本科以及研究生課程。在本科階段，我們的教育課程主要是為
了培養學生的教學能力，使其能勝任小學常識科以及中學通識
科的教學工作。自2016年9月開始，我們提供一個嶄新、兼備
雙主修學科的科學教育榮譽學士（中學）課程，讓學生畢業
後，能夠教授高中物理，化學及生物其中兩門學科，成為優秀
的理科老師。另外，讓其他理科專業畢業生有機會成為中學理
科老師，我們會繼續提供學位教師教育文憑課程。

除了教師教育課程，本學系還提供多個與教育相關的自資課
程，讓中學畢業生在升學上有更多選擇。課程包括：可持續發
展教育文學學士和科學與網絡科技科學教育學士。前者旨在培
養學生宣揚可持續發展對經濟，使香港成為可持續發展的社
會；後者則著重培養能兼通網絡技術及科學教育的人才，對科
學教育的普及化作出貢獻。

在研究生層面，本系所提供的研究式及修課式研究生課程，包
括：哲學博士、哲學碩士、教育博士、教育碩士和可持續發展
教育文學碩士。

以環境研究為軸心，促進科學及科學教育研究

在研究方面，本學系的學術人員的研究極為廣泛，涵蓋了物理
學、化學、生物學、環境研究、科學教育和環境教育等不同領
域。除了研究之外，本學系的另一重點是將研究成果轉化為實
用的教材，以豐富大學、中學和小學階段的課程內容，並發展
具創意的教學方法及活動。

與國家和國際機構合作，提供海外交流機會

本學系以放眼全球為方針，尋求與國家和國際機構合作的機
會，拓寬學生的正規和非正規的學習經驗。曾與不同地區機
構合作的項目包括：地區暑期學院和海外實地考察，以及在
研究計劃上的合作。而合作院校包括：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
澳洲墨爾本皇家理工大學、韓國光云大學、江原國立大學、 
英國班戈大學、中國東北師範大學，及台灣國立政治大學等。
本系還會在未來的歲月裡不斷拓展協作網絡，促進課程國際
化，並進一步提高教學及研究質量。 

本 科 生 課 程
科學教育榮譽學士 

Bachelor of Education (Honours) (Science)
5年全日制 / 聯招課程代號: JS8430
課程網址: http://www.eduhk.hk/degree/bed_sci_dse.htm 

小學教育榮譽學士 - 常識
Bachelor of Education (Honours) (Primary)
5年全日制 / 聯招課程代號: JS8234
課程網址: http://www.eduhk.hk/degree/bed_p_dse.htm

可持續發展教育榮譽文學士* 
Bachelor of Arts (Honours) in Education for Sustainability 
4年全日制 / 課程編號: A4B072
課程網址: http://www.eduhk.hk/degree/es_dse.htm

科學教育榮譽學士(科學與網絡科技)*
Bachelor of Science Education (Honours) (Science and Web Technology)
4年全日制 / 課程編號: A4B074
課程網址: http://www.eduhk.hk/degree/bsed_wt_dse.htm

教育碩士 (數學, 科技, 科學, 環境) 
- 科學及環境研究領域*
Master of Education Programme 
(Mathematics, Technology, Science and 
Environment) - Science and Environmental 
Studies Strand
1年全日制  / 2年兼讀制 / 課程編號: A1M043 / C2M001
課程網址: http://www.eduhk.hk/flass/en/programmes.
php?section=programmes&smid=8&infoid=5

學位教師教育文憑 (小學) - 常識
Postgraduate Diploma in Education (Primary) General Studies
1年全日制  / 2年兼讀制 / 課程編號: A1P014/C2P035
課程網址: http://www.eduhk.hk/acadprog/pgde/Primary.htm

學位教師教育文憑 (中學) - 科學
Postgraduate Diploma in Education (Secondary) Science
2年兼讀制 / 課程編號: A1P015/C2P037
課程網址: http://www.eduhk.hk/acadprog/pgde/Secondary.htm　

哲學博士及哲學碩士　
Doctor of Philosophy & Master of Philosophy
課程編號: A3D054 / A2M053
課程網址: https://www.eduhk.hk/gradsch/index.php/prospective-
students/programmes/research-postgraduate-programmes-rpg

教育博士 - 科學教育及可持續發展教育領域*
Doctor of Education - Science Education and 
Education for Sustainability

3年全日制  / 4年兼讀制 / 課程編號: A3D045 / C4D001
課程網址: https://www.eduhk.hk/gradsch/index.php/prospective-
students/programmes/doctor-of-education-edd.html?id=218

可持續發展教育文學碩士*
Master of Arts in Education for Sustainability
1年全日制 / 2年兼讀制 / 課程編號: A1M061 / C2M006
課程網址: www.eduhk.hk/maefs

研 究 生 課 程

教大教育學科位列

亞洲第二、全球第十三

一個提供優質學習體驗及
集教研與科研於一身的學系

教 師 專 業 進 修 課 程
教師專業進修課程證書 (資訊科技結合科學探究)
Certificate in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Programme on Effective 
Integr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Scientific Inquiry
課程編號: CWP008
課程網址: http://www.eduhk.hk/acadprog/pdp/cwp008.htm

教師專業進修課程證書(小學STEM教育的課程設
計、教學法及評估)#

Certificate in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Programme on Curriculum 
Design, Pedagogy and Assessment for STEM Education in Primary 
Schools
#Subject to approval

如有查詢，請聯絡黃小姐 2948-8591* 自資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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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教育大學科學與環境學系擁有一批充滿活力的科學家與科
學教育家，共同致力於教學、研究和知識轉移等工作。本系的
使命在於提供優質科學教育及教師教育，以及進行環境可持續
發展為導向的科學研究。我們認為，教學和研究並非獨立的活
動，而是互動及相輔相成。當兩者以創新的方式融合一起，便
能夠產生協同效應，對於我系學生以至整個教育群體都會起著
促進作用。

提供優質課程，以培養人才為首要任務

本學系提供了教資會資助的教育學士課程和其他與教育相關的
本科以及研究生課程。在本科階段，我們的教育課程主要是為
了培養學生的教學能力，使其能勝任小學常識科以及中學通識
科的教學工作。自2016年9月開始，我們提供一個嶄新、兼備
雙主修學科的科學教育榮譽學士（中學）課程，讓學生畢業
後，能夠教授高中物理，化學及生物其中兩門學科，成為優秀
的理科老師。另外，讓其他理科專業畢業生有機會成為中學理
科老師，我們會繼續提供學位教師教育文憑課程。

除了教師教育課程，本學系還提供多個與教育相關的自資課
程，讓中學畢業生在升學上有更多選擇。課程包括：可持續發
展教育文學學士和科學與網絡科技科學教育學士。前者旨在培
養學生宣揚可持續發展對經濟，使香港成為可持續發展的社
會；後者則著重培養能兼通網絡技術及科學教育的人才，對科
學教育的普及化作出貢獻。

在研究生層面，本系所提供的研究式及修課式研究生課程，包
括：哲學博士、哲學碩士、教育博士、教育碩士和可持續發展
教育文學碩士。

以環境研究為軸心，促進科學及科學教育研究

在研究方面，本學系的學術人員的研究極為廣泛，涵蓋了物理
學、化學、生物學、環境研究、科學教育和環境教育等不同領
域。除了研究之外，本學系的另一重點是將研究成果轉化為實
用的教材，以豐富大學、中學和小學階段的課程內容，並發展
具創意的教學方法及活動。

與國家和國際機構合作，提供海外交流機會

本學系以放眼全球為方針，尋求與國家和國際機構合作的機
會，拓寬學生的正規和非正規的學習經驗。曾與不同地區機
構合作的項目包括：地區暑期學院和海外實地考察，以及在
研究計劃上的合作。而合作院校包括：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
澳洲墨爾本皇家理工大學、韓國光云大學、江原國立大學、 
英國班戈大學、中國東北師範大學，及台灣國立政治大學等。
本系還會在未來的歲月裡不斷拓展協作網絡，促進課程國際
化，並進一步提高教學及研究質量。 

本 科 生 課 程
科學教育榮譽學士 

Bachelor of Education (Honours) (Science)
5年全日制 / 聯招課程代號: JS8430
課程網址: http://www.eduhk.hk/degree/bed_sci_dse.htm 

小學教育榮譽學士 - 常識
Bachelor of Education (Honours) (Primary)
5年全日制 / 聯招課程代號: JS8234
課程網址: http://www.eduhk.hk/degree/bed_p_dse.htm

可持續發展教育榮譽文學士* 
Bachelor of Arts (Honours) in Education for Sustainability 
4年全日制 / 課程編號: A4B072
課程網址: http://www.eduhk.hk/degree/es_dse.htm

科學教育榮譽學士(科學與網絡科技)*
Bachelor of Science Education (Honours) (Science and Web Technology)
4年全日制 / 課程編號: A4B074
課程網址: http://www.eduhk.hk/degree/bsed_wt_dse.htm

教育碩士 (數學, 科技, 科學, 環境) 
- 科學及環境研究領域*
Master of Education Programme 
(Mathematics, Technology, Science and 
Environment) - Science and Environmental 
Studies Strand
1年全日制  / 2年兼讀制 / 課程編號: A1M043 / C2M001
課程網址: http://www.eduhk.hk/flass/en/programmes.
php?section=programmes&smid=8&infoid=5

學位教師教育文憑 (小學) - 常識
Postgraduate Diploma in Education (Primary) General Studies
1年全日制  / 2年兼讀制 / 課程編號: A1P014/C2P035
課程網址: http://www.eduhk.hk/acadprog/pgde/Primary.htm

學位教師教育文憑 (中學) - 科學
Postgraduate Diploma in Education (Secondary) Science
2年兼讀制 / 課程編號: A1P015/C2P037
課程網址: http://www.eduhk.hk/acadprog/pgde/Secondary.htm　

哲學博士及哲學碩士　
Doctor of Philosophy & Master of Philosophy
課程編號: A3D054 / A2M053
課程網址: https://www.eduhk.hk/gradsch/index.php/prospective-
students/programmes/research-postgraduate-programmes-rpg

教育博士 - 科學教育及可持續發展教育領域*
Doctor of Education - Science Education and 
Education for Sustainability

3年全日制  / 4年兼讀制 / 課程編號: A3D045 / C4D001
課程網址: https://www.eduhk.hk/gradsch/index.php/prospective-
students/programmes/doctor-of-education-edd.html?id=218

可持續發展教育文學碩士*
Master of Arts in Education for Sustainability
1年全日制 / 2年兼讀制 / 課程編號: A1M061 / C2M006
課程網址: www.eduhk.hk/maefs

研 究 生 課 程

教大教育學科位列

亞洲第二、全球第十三

一個提供優質學習體驗及
集教研與科研於一身的學系

教 師 專 業 進 修 課 程
教師專業進修課程證書 (資訊科技結合科學探究)
Certificate in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Programme on Effective 
Integr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Scientific Inquiry
課程編號: CWP008
課程網址: http://www.eduhk.hk/acadprog/pdp/cwp008.htm

教師專業進修課程證書(小學STEM教育的課程設
計、教學法及評估)#

Certificate in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Programme on Curriculum 
Design, Pedagogy and Assessment for STEM Education in Primary 
Schools
#Subject to approval

如有查詢，請聯絡黃小姐 2948-8591* 自資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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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及STEM教育　支援社會發展需要

職訓局工程學科學術總監暨香港專業教育學院(青衣)院長

廖世樂博士指出，職訓局的STEM教育主要分為工程學科、

資訊科技及應用科學3個範疇，著重培訓STEM專才，滿

足業界需求。現今STEM專才短缺，除阻礙相關行業發展

外，長遠甚至影響大眾日常生活－不論交通工具、升降

機和與電力有關的設施，均依賴STEM專才操控及維修。

現時本港正朝向智慧城市的方向發展，希望以科技改善生

活，STEM專才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奈何香港科技發展相比

鄰近地區稍稍落後，STEM教育中心的設立正是對培訓相關

專才需求迫切的最佳回應。

近年中學修讀理科的學生人數不斷減少，不少學生在缺乏

相關知識下相對較難以適應STEM學科的學習。職訓局成

立STEM教育中心，希望首要支援局方學生掌握STEM基礎

知識，增加他們的學習信心。廖博士亦期望透過開放此中

心，讓中學生接觸有趣的教材，啟發他們對理科的興趣。

一旦興趣產生，很自然會用餘暇接觸更多實用知識，無須

為考試而學習，長遠而言，希望可改善學習生態，讓大部

分學生都可掌握基礎理學知識，普及STEM教育。

結合業界力量　培訓STEM專才

STEM教育的模式有別於傳統教學方式，職訓局在教學上建

立了獨有的特色，強調與行業接軌。廖博士表示，社會認

為STEM學科只重研究不重應用，深奧的理論除讓學生覺得

抽象外，也感到難以學以致用，於是容易失去學習興趣。

因此，職訓局投放較多資源去編撰STEM教材，並重視項目

教學，即與業界合作項目計劃。這與大學方針不同，大學

以研究為主，重視研究論文的發表，但職訓局則強調應用

研究，學院與業界共商研究課題，學生也參與其中，讓他

們把理論實踐，見證STEM教育如何推動社會發展。

廖博士進一步補充，職訓局STEM教育中心大約於兩年前開

始籌備，當時已有明確的發展方向，就是緊扣業界發展。為

職業訓練局STEM教育中心

結合業界力量　培育STEM專才 
近年，香港政府為鼓勵學生發揮創意潛能，大力發展

STEM（科學、科技、工程及數學）教育以提升香港的國

際競爭力。職業訓練局（VTC，下稱職訓局）一向致力

培訓業界人才，籌備成熟的STEM教育中心將於今年5月

正式開幕。為迎合現今教育模式的轉變，職訓局在推動

STEM教育的過程中，大力改變固有的教學模式，由傳統

課室內的單向學習到結合創新科技的互動模式，藉以提

升教與學的體驗，務求達致更佳的學習成果。

職訓局轄下共有 3 個 STEM 教育

中心，分別位於青衣、九龍灣及

柴灣。( 圖左為溫錦鴻博士，圖

右為廖世樂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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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生舉辦的工作坊，亦希望邀得業界人士主講，甚至鼓

勵業界開放設施予學生參觀，讓受眾能對業界有所認識，啟

發對STEM相關行業的興趣，舒緩新血不足的情況。職訓局

STEM教育中心的成立，除支援局方不同程度課程的學生外，

也能擔當中學及業界的溝通橋樑。

科技增進學習　改寫教與學體驗

現今科技發展一日千里，年青一代更喜歡結合科技的學習

環境。為配合此全球教育趨勢，職訓局採用科技增進學習 職訓局 STEM 教育中心希望將科技融入教學，提升教學質素。

業界分享

金門建築執行董事 ( 人力資源、企業傳訊 ) 黎永覺先生認為職

訓局 STEM 教育中心充分利用新科技推出各種工作坊，學習內

容和體驗都切合行業趨勢，有助啟發學生選修相關學科及投身

各種 STEM 行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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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利用虛擬實境(VR)及擴增實境(AR)技術教學，並配

備亞洲最高清的洞穴式自動虛擬環境(Cave Automatic Visual 

Environment) 。此設備配以4個投影幕及投影機與實時追蹤

系統，使用家恍如置身現場，與虛擬環境互動。透過VR及

AR技術模擬工作情況，學生較容易掌握機件的整體結構，

猶如置身現場的體驗亦可讓學生明白職場安全的隱患，提

高安全意識。現時職訓局學生已利用STEM教育中心的VR及

AR設施，學習屋宇裝備工程、飛機維修工程，以及汽車工

程等學科，效果理想。

3個STEM教育中心　4大主題區域

職訓局轄下共有3個STEM教育中心，分別位於青衣、九龍

灣及柴灣，每所中心均包含4個主題區域，分別為數學及

科學區、虛擬實境及擴增實境區、STEM活動工作室和工程

及科技區等。職訓局STEM教育中心高級項目主任溫錦鴻博

士指出，不同區域的設計皆有其特色。以數學及科學區域

為例，此區域的設計正希望鼓勵學生利用科技去解決學習

困難，培養學生主動探索精神。

而工程及科技區域主要是展示職訓局學生和業界合作的項

目，是結合創意及科技的作品。例如利用LabVIEW技術改

裝體感遊戲機而成的體感控制機械臂，及LabVIEW機器視

覺識別模塊及人工智能對弈軟件研發而成的象棋識別系

統。這些項目展品會不定期轉變，中心希望透過項目展示

鼓勵學生循序漸進，發揮創意思維，成功研發產品亦非遙

不可及之事。職訓局STEM教育中心將繼續結合學術界與

業界的力量，共同支援職訓局學生及年青人學習STEM學

科，培育適切的人才配合香港發展，為迎接未來的挑戰作

準備。

開辦工作坊　啟發師生創意思維

溫博士表示，職訓局STEM教育中心為中學生舉辦一系列的

工作坊，中心內展視3D打印技術、3D掃描器及觸控筆等，

工作坊的重點在於鼓勵學生動腦筋進行設計、製作及實

踐。他舉例指出，職訓局已具有7、8年製作太陽能車的經

驗，今年10月將在科學園舉辦「新能源新世代」嘉年華，

並舉辦兩項不同大小的太陽能車比賽予中學生，中學反應

職訓局 STEM 教育

中心內設不同的

主題區域。

職訓局 STEM 教育中心擁有亞洲最高清的洞穴式自動

虛擬環境 (Cave Automatic Visual Environment)，利用

VR 技術讓學生能夠猶如置身工作現場環境。

職訓局 STEM 教育中心配備了多款

3D 打印機，供使用者以不同形狀

和紋理去盡顯設計者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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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非常踴躍。為讓參賽學生掌握製作太陽能車的基本知識，職訓局STEM教

育中心在星期六舉辦多場工作坊，教授相關技術，如車身的骨架重量、人體

工學及儲備太陽能等知識，再由參賽者自由設計及實踐，透過活動增加學習

的趣味性。中心亦與教育局合作，開辦給予中學老師的工作坊，啟發他們教

授STEM學科。

老師分享

STEM 教育中心工作坊  啟發老師教學方向
深培中學的廖永恒老師，早前參加了 STEM 教育中心為老師舉辦的工作坊，認識

到各種 STEM 設備與器材的用法及特點：「工作坊的導師知道哪些器材較為符合

中學生的程度，如何配合教學之用，提供很多寶貴的資訊及經驗，幫助老師選購

合適的 STEM 設備。」

要提升學生學習 STEM 學科的興趣，最有效的方法是以專題研習形式進行，讓學

生親身體驗，看到自己製作的模型有效解決到日常生活面對的問題，自然會感到

滿足。但是，要讓學生有效地從實踐中學習，卻非容易的事。「在工作坊中，導

師展示了很多模型及組件，解釋它們蘊含的各種 STEM 元素，並如何應用在日常

生活中來解決困難，給了老師很清晰的教學方向。」廖老師說。

STEM 教育涵蓋科技及工程學問，廖老師認為中學老師多數是學術底子，較難掌握

科技與工程教學方法，VTC STEM 教育中心的成立正好協助中學老師填補此一部分

的技巧，提升老師的教學效能。

職訓局投放較多資源去編撰 STEM 教材，學生已利用 VR 及 AR 設施

學習工程知識。
職訓局 STEM 教育中心在星期六舉辦多場工作坊，

教授製作太陽能車相關技術，深受學界歡迎。參加

中學會於 10 月在科學園舉辦的「新能源新世代」

嘉年華中比拼及展出作品。

職訓局 STEM 教育

中心的工程及科技

專區裏，展示了揉

合 LabVIEW 機器視

覺識別模塊和體感

控制技術的象棋識

別系統。



劉進圖會客室

創科局局長楊偉雄：「科技公司最值錢    ，工作更有挑戰性！」

籲年輕人不要只想磚頭　參與創科哪怕失敗

科技公司最值錢最吸引

：香港的工商界領袖過去常對傳媒

說：「high-tech揩嘢，low-tech撈嘢」，

意思是投資於高新科技沒有好處，不

值得做，這說法對嗎？我們該如何克

服這些說法造成的影響？

：這句話說出來好像頗好聽，所以

大家印象特別深，這說法應該是十多

年前流行的，當時是二千年科網爆

破，很多人損手，所以有此說法，那

時候財富五百榜上，科技公司佔的不

多。十多年後，今天我們再看財富五

百榜，頭五名全是科技企業，而且拋

問：明報教育出版有限公司營運總裁劉進圖   |    答：創科局局長楊偉雄

離後面的很多，好像蘋果、谷歌、臉

書等等，還有阿里巴巴。所以要看清

環境，今天的環境是「科技撈嘢」，

如果科技不切實際，怎可能在企業市

值排行榜上高踞前列？科技公司估值

全球最高，今天再說「high-tech揩

嘢」就不切實際了，肯定講不通了，

因為事實擺在眼前，最值錢的公司是

科技公司。青年人可能當笑話來講這

句話，也可能因為近日炒房地產好像

很賺錢，但一旦炒燶就損失很大。還

有，高科技公司給年青人的就業機會

較低科技公司吸引，做銀行出納員年

青人覺得不吸引，但臉書就不同，請

二十幾人，申請者在銅鑼灣大排長

龍，年輕人覺得有挑戰性。

科技公司分析科技好與壞

：近年科技發展步伐急速，3D打

印、雲端運算、機械人、人工智能、

生物醫學工程等領域，為人類社會帶

來巨大轉變，我們該如何幫助年輕人

了解這些重要的新趨勢？

：其實近來我們聽到許多新的字

眼，像「共享經濟」，青年人的最大

問題是想改變，如果他站在改變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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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科局局長楊偉雄：「科技公司最值錢    ，工作更有挑戰性！」

籲年輕人不要只想磚頭　參與創科哪怕失敗

明報教育出版有限公司

營運總裁劉進圖（左）

與創科局局長楊偉雄大

談本地的科技發展。

益一方，事情就容易講，如果受改變

影響「冇得撈」，就可能有不同的考

慮。所以，我們要看到科技有好的影

響，也有壞的影響，不能只看一面。

以電動車為例，談起電動車大家都

說好，但電池用完怎辦？怎樣回收再

用？維修的時候怎做？一般修車師傅

不敢修電動車，怕觸到高壓電死亡。

微軟視窗大家都用過，記得視窗死機

時的苦惱嗎？我有幾百次這樣的經

驗，年輕人會覺得死機這問題很小，

重設就可以了，對，但社會發展不像

電腦那樣可以隨時重設。當新科技把

一個傳統產業打垮了，我們要考慮怎

樣應付那影響。

所以，當我們教導年輕人認識科技

時，不單要肯定科技是好東西，也要

看到它不好的影響，要考慮清楚，作

出平衡。其次，對於使用科技，要建

立一個適當的價值觀，像共享經濟的

共享價值觀。美國在研究發展幹細胞

時碰到巨大爭議，哈佛大學提出，找

一批持份者，包括婦女醫院、小童醫

院、糖尿病醫院等二十多家醫院，大

家坐下來談，幹細胞研究有何問題。

這例子說明，推動一項科技發展時，

要小心設定標準，標準若定得不好，

做出來的結果可能弊大於利。例如，

某些科技會把現有資源消耗得太快，

下一代可能沒有資源可用，這也是必

須考慮的問題。要實現共享經濟，就

要先探索共享價值觀。

學客觀方法審視科技

：對於那些社會有主流價值的科技

發展，如推動可再生能源，為應付人

口老化發展照顧長者的科技產品等，

該如何推廣和教育？科技發展步伐如

此急速，涉及的知識又如此專精，學

校教科書根本不可能追趕，我們該如

何啟發學生對學習新科技的興趣？

：學習分兩面，課室內和課室外，

由於互聯網發展快速，青年人在課室外

學習到的，隨時多過課室內學到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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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進圖會客室

怎樣區別課室內和課室外的學習？課

室內的學習是為了打好基礎，就算基

本價值觀確立了，仍要審視某科技具

體的好與壞影響，這就涉及知識，知

識分兩類，一類是網上公開資訊，這

種資訊有實有虛有真有假，而課室內

學到的知識，則屬於比較基礎的。我

自己在課室內學到的知識，有九成至

今從未用過，是否表示它沒有用？不

是，它可能影響了我的思維方式。所

以，要用客觀的方式審視科技，要有

評審的方法，而不是只靠網上有幾多

人點讚或傳播，這些評審的方法、找

資料的方法，都是課室內教育提供的

基礎。

訓練教練效益更大

學校該怎樣做打好基礎的科學知識

教育，我不想多作評議，這是教育

局的工作範疇。但我過去常提一個

香港汽車工業學會會長李耀培於

2016 年指出，電動車電池平均壽命

約 5 年，料首批引入本港的電動車

的電池已開始陸續退役，認為政府

應及早制訂電動車電池回收機制，

胡亂棄置會污染環境。（圖為灣仔

合和中心停車場的電動車充電站）

概念，就是「訓練教練」（train the 

trainers)，效益會更大，影響更深

遠。學生過幾年便離開學校，但老師

或教練可以留在崗位上很多年，影響

好幾代的人。舉例來說，馬會最近撥

款兩億元推動學習編寫電腦程式，但

這筆錢不是直接用來訓練年輕人，而

是訓練一百家學校的老師，我為此鼓

掌。馬會原先的想法是，捐錢給年輕

人去學電腦程式，我對他們說，能夠

間接做到也可以的，後來他們想通

了，思維改變了，接納「訓練教練」

是好事。

以再生能源為例，全世界最尖端的再

生能源科技，掌握在誰的手上？是油

公司，為甚麼？它要鞏固自己的收

入，維護既得利益，所以出高價向研

發者買下新科技專利權。最出色的電

池科技就在油公司手中，但它不會發

展。這世界有許多大的持份者，銀行

就是大的持份者，銀行的生意本質是

甚麼？是信用，銀行提供的實際上是

信用服務，但現今世界信用的定義在

改變，互聯網上的信用跟傳統不一

樣，所以銀行有危機。銀行持有大量

的錢，但未來的金錢是甚麼，可能不

再是鈔票，而是一個數字，銀行還能

掌握着所有錢嗎？不一定，我們要給

時間讓它改變，這改變的影響也有好

有壞。我想向年輕人說的是，你們進

入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新世界，這新世

界內找到的事物，應該好好利用，發

揮它好的影響，也要了解它不好的地

方，把壞影響盡量減少，令大家可以

接受，也令它可以持續發展下去。

學習科技愈早愈好

：課室外的學習，有沒有一些是政

府可以幫忙推動的？

：需要嘗試，好像資訊科技總監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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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室在做一個增潤計劃，暫時做了八家

中學，希望日後愈做愈多，這是課室外

學習，主要為了提升年輕人對科網的

興趣，早些教很重要，可以幫年輕人發

掘興趣，提升興趣，建立健康價值觀，

不會變了駭客，成為互聯網上的恐怖分

子，其實網上暴力和實體暴力同樣危

險，例如社交網絡上的壓力，可以令人

自殺。我們可以做的是，盡早幫助年輕

人學習科技，愈早愈好。以編寫電腦程

式為例，早些學有好處。

小孩學電腦程式如識字

：鼓勵小孩子學習電腦程式，有甚麼

作用？

：程式學習是有不同程度的，編寫電

腦程式只是基本的程度，較高級的是概

念性的，把不同的程式連繫起來，在高

層次做程式發展。學習電腦程式，其實

是去了解機器和人工智能的基本運作方

楊局長認為我們要訓練年輕人懂得判

斷在社交平台上看到的訊息是否客

觀、持平、公正、真確；年輕人也應

明白，電腦無法像人一樣作出歸納性

的思考，故永遠無法取代人腦，因此

我們更應反思如何與機器共存，而非

被機器帶着走。

法，有了這個基礎，就較容易掌握大

數據和人工智能，而且可以訓練人的

思維，重點不在於怎樣寫程式，而是

學習到程式的邏輯和效用，就像以前

我們學習知識要先識字，識字才有基

礎往上學更多知識，電腦程式在人工

智能世界就等如識字。

創業失敗再來過不要緊

：香港是亞洲國際金融中心，理論

上可以產生許多科技帶動的新上市企

業，締造像美國矽谷那樣的科技致富

神話，但現實上這類成功故事似乎不

多，為甚麼？我們怎樣鼓勵更多創新

科技公司來港上市？

：美國矽谷的發展，源於國防工業

和太空科技業，因政府削減這兩方面

的撥款，導致裁員，這些行業裏的科

技人才就想，可否把科技轉為民用？

衛星定位、無人駕駛、半導體、合成

電路等等技術，紛紛進入商業社會。

矽谷發展起來後，持續擴展主要靠外

來精英，繼電子工業後，生物醫學和

互聯網等愈趨興旺，許多創科企業一

半是外國人，而美國國民能夠迅速轉

換行業和技能，也是重要原因。

香港在戰後是靠輕工業起家，經濟迅

速發展，勞動人口學習快速，在七十

年代，好幾個領域做到全球第一，人

才也多是外來的，轉變能力強。七、

八十年代的理工畢業生，廠家搶着聘

請，兩萬元月薪，那時十餘萬元已經

可以買樓。後來香港工業搬了去內

地，生產能力也進去了，其實應該留

在香港，所以今天要講再工業化，這

個一定要做。

其實，香港並非沒有條件容納創科企

業，騰訊是在香港上市，阿里巴巴在

香港出世，網易等科企有創始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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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局長（右二）在 TecONE 年度重點活動「香港再工業化——轉變與機遇」

研討會上主持儀式，推動「再工業化」。

河套區佔 87 公頃用地，港深兩地將在此發展「港深創新及科技園」，

港府將於今年諮詢立法會，並希望準備工作同步進行，爭取盡快上馬。

港人。關鍵是我們的價值觀要改，

「high-tech揩嘢」不可以再講，要鼓

勵年輕人去參與創新科技，家長不要

只逼子女讀醫科和法律。近來金融科

技開始多人講了，熱起來了，大眾思

維開始有轉變，我們要接受創科會有

失敗，但年青人失敗了沒所謂，可以

拍拍手再來過，只要從中學到經驗就

好，喬布斯和蓋茨第一次創業時都經

歷過失敗。

太想要磚頭創作力有限

：在培育創新科技企業方面，政府

可以扮演怎樣的角色？香港的樓價和

租金這麼高，市場規模又不大，年輕

人就算懂科技兼有好主意，創業的難

度也很大，我們可以怎樣幫助他們？

：還是要再講思維，香港人太想要

磚頭，注意力放在磚頭上，創新力就

有限。其實，論地價三藩市一點也不

便宜，市內樓價貴，不少人要每天

開車三個小時上下班。香港鄰近深

圳，深圳有很多地方，大家可以合

作發展。以河套區為例，這幅地是

原來沒有的，是拉直河道後多出來

的，劃在香港境內，距離市中心不

過五十分鐘車程，可以全部給香港

發展創新科技，香港不在河套區搞

地產，深圳在河套周邊發展地產，

一樣可以得益，不用爭着在區內佔

甚麼。

除了放開思維，不要只想磚頭，近年

最大突破是有了獎勵科研的稅務優

惠，科技界爭取這個很多年了，現在

終於成為事實。過去政府老是說，香

港稅率低，不用稅務優惠，但它沒有

考慮到，對於跨國大企業來說，是否

把最高增值的科研工作放在香港，是

會考慮稅務優惠的，因為這些高增值

活動將來可能賺大錢，要交很多稅。

現在有了稅務優惠，將會釋放很多機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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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教育局近年在中學推行STEM教育，由新加坡科學

館負責進行，派專業教學團隊到七十幾家中學於正規課

堂上授課，不設考試。課程內容著重實際生活應用，普

通學校更升級變名校。

新加坡科學館館長林直明應名創教育邀請到香港進行交

流，明報教育出版有限公司營運總裁劉進圖藉此機會與

林直明進行訪談。

借鑑新加坡科學館走入學校教 STEM

館長林直明：

「指定課時、
   不要考試、
   不重排名！」

讓小孩明白科技是終身良伴

問： 近年科技發展步伐異常急速，為

人類生活帶來了巨大變化，我們

可以怎樣把這些新科技的原理、

成果和潛能，介紹給年輕人知

道，啟發他們對科學和科技的興

趣？這些新科技涉及的知識如此

問： 明報教育出版有限公司營運總裁劉進圖

答： 新加坡科學館館長林直明

新加坡這個城市一向予人重視學童考試及學歷的印象，但近

幾年政府銳意改革，要從根本性地改變家長和社會重視考試

成績排名的價值觀。

專精，學校教科書的內容根本無

法追趕，教育工作者如何幫助同

學們掌握現代科技的輪廓，如何

打下好的基礎？

答： 科技發展很快，不斷有新的東西

出來，這的確為官員和教育人員

帶來很大挑戰。其實，科技快速

發展，我們認為是理所當然的事

情，因為知識愈多，科技也就愈

發達，因此我們不得不投入更多

資源於教育，增加我們對新科技

的認識。該強調的是，我們不是

要讓小孩子從一開始便成為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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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而是要讓他們知道，如果

掌握科學知識，他們便能夠開創

很多新的科技、新的解決方案，

而這個世界的確需要解決很多的

問題，從氣候變化到能源不足，

以至環境污染、食物和環境面對

的危害，而要改良這一切，使我

們可以在地球上持續活下去，繼

續發展下去，我們必須靠科技幫

助。當然，行為和思想方面的改

變，也一定要同步進行。

  所以，我們要從小讓小朋友知

道，科技是你的終身良伴。你不

可以因為科技發展很快而感到害

怕，相反的，我們該用科技來促

進對學習的熱愛。當小朋友發

現，原來科技可以讓我有這麼

大的能力，讓我可以製造一個會

動的儀器或機器人，或者通過編

寫一些程式，可以操縱一些網際

網絡，例如通過智能手機，可以

操作家裏的電器開關，或者通過

科技，幫助年紀比較大的公公婆

婆，讓他們生活上比較方便，這

些都可以激發他們對學習科學的

愛好。

小孩天生愛玩愛設計

  小孩子天生就有科學家和工程師

的本性和本能，孩子一出生就有

好奇心，而且喜歡自己去設計玩

意，我們把碗碟和筷子給孩子，

他就能變出許多玩意。所以，各

種對STEM教育的投入，其實是

要激發小孩子的天性。我們不要

低估小孩子的學習能力，我們年

紀大的有時覺得某些知識很難，

但在STEM教育中我們會發現，小

孩子其實後生可畏。當他們覺得

某個東西很有趣，學習就變得不

痛苦，變成很享受的一個過程，

因為他們是在共同開創開發。而

且，這個STEM的學習過程不是單

獨一個人，而是跟朋友或伙伴一

起學習，這也加強了他們合作一

起開發的動力，這種人際關係，

是二十一世紀教育須致力為孩子

發展的。

教育部帶頭不排名

問：  讓科技跟生活關聯，讓孩子天

生的好奇心發揮，這些都很對，

香港的經驗是，在小學以前較容

易這樣做，不少興趣班也是這樣

設計的，但到了幼稚園後期和小

學，就很難這樣做，因為有功課

壓力，家長也較注重學科成績，

所以學什麼都要操練，操練多了

孩子可能失去興趣和好奇心，怎

麼辦？

答： 其實這是我們大人尤其家長的價

值觀和理念的問題。我們作為家

長的，也是通過這種教育系統長

大，而且我們的社會制度是看你

的文憑，看你的出身，看你來自

哪家名校，來評定某個人的商業

價值。但現在我們的社會已經很

開放了，很多有用的知識不需要

進入大專院校去獲取，互聯網上

的開放資訊很多。現代的學習方

法已不再需要學生去到學校，接

受老師的單向灌輸，他們從互聯

網和其他學習平台上，從小吸收

到的知識，比有些大人還要強，

所以，用考試成績來評定一個人

的價值、能量、能力，在不久將

來會變成落伍的。而且，很多成

功的企業家、發明家或創業者，

他們其實都沒有完成大學教育，

甚至有些說，我寧可不要繼續讀

書，因為我在社會上碰到的挑

戰，解決後所起到的貢獻，比留

在學校讀書更大。

  我們在新加坡就看到這一點，所

以新加坡已經開始，不再那麼強

調考試。我們教育部已經說了，

不需要有學校排名了，因為排名

會增加壓力，老師會說，學生要

考試考得好，學校排名才會高，

我們已經開始不再強調這些。好

幾年前，我們開始說，不要在小

學離校會考，或中學離校會考的

成績裏，考究狀元是誰、探花是

誰，我們不再做狀元榜，因為這

些已經落伍了，學校不准跟媒體

說，今年狀元是來自我們學校。

我們是由政府教育部先帶頭，告

訴我們的家長，我們已經不搞排

名了。

要有指定課時不准考試

  而同時在這幾年，我們的政府

已經開始說，如果你是一個官

員，以前你是大學文憑或非大學

文憑進來，你的晉升階梯是不一

樣的，但從近幾年起，我們已經

不再看這個，如果有能力的話，

你即使不是大學文憑出身，能力

好的也能爬到最高，因為有這樣

的信息，而且政府已經開始這樣

做，不再強調文憑。回到STEM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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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上，新加坡已經把這個學習

放到正規教育課程裏。當我把這

方面的概念介紹給教育部，教育

部就請我們幫忙做，我們說可以

幫忙做，但要有指定課時，而且

不准有考試。現在，已經有超過

七十家中學參加了我們的計劃，

把STEM教育放進課堂，但不用考

試。

考核不用溫書預備

問：   把STEM教育放進學校，課程內容

怎樣設定？沒有考試，怎樣評估

學生學習成效？

答： 我們科學館設立了一個特別的單

位去推動，各學校學的東西有基

本上相同的基礎理念，但怎樣把

它演變，怎樣去研發，怎樣去強

調某一個方向或領域，是由學校

的校長和科主任來決定。我們有

八至十一個領域，所以不是每家

學校都用同樣的領域，但基本理

念是一樣的。

   我們有一種普通的考核，不用溫

書預備的，可以看到學習之前和

之後的分別，這考核包括一些概

念和專門的知識，但不需要準

備。從之前和之後的比較可以看

到，學生的認知提高了，所以這

是一個指標。另外一個衡量學生

學習是否有進步的指標，是在他

們的本科成績裏，因為我們做的

是應用學習，學生可能會發現，

原來我需要多學一點生物學知

識，或者化學、物理，才能更好

地解決這個難題，所以要讓他先

有興趣，然後讓他以本身對這應

用問題的興趣，產生一種學習動

力，所以是為了目標學習，而不

是為了考試學習。

跨學科研習為貢獻不為考試

問： 這種STEM教育跟過去中學的數理

化等理科教育有何不同？

答： 這個要求校長和老師認同STEM

教育的理念，把數學、物理、化

學、生物各科的老師都叫來，大

家坐在一起，每人空出一、兩節

的時間，使這個科學教育能夠同

時引進各個理科項目的內容，以

跨學科整合的方式進行。物理、

生物等科目仍然有本科要學的課

程，也有考試，但每個科都有一

部分是跨科統合的，讓學生了解

到各科學問之間是互相關連的，

因為在現實生活中遇到的問題，

不純粹是物理問題，或者純粹化

學問題。舉例來說，如果學校

說，今天我們要以醫藥保健為

學習主題，我們就可能會選擇

心臟，因為心的功能很重要，

學生在生物課裏學過心臟結構，

化學科裏有談過血液循環或血液

的化學成份，但在應用科學裏我

們會嘗試造一個量度心臟功能的

儀器，這過程會引進電子工程、

電腦程序、機器設計等知識，我

們會和學生一起思考，在現實生

活中，關於心臟保健有什麼真實

的問題有待解決，然後他們就一

邊學習關於心臟的知識，一邊嘗

試製造儀器去解決問題。他們會

發現，原來我可以自製儀器量度

自己的心跳，然後我們便開始做

實驗，因為我們知道心臟的運作

跟我們的活動相關，靜下來測量

跟跑完跳完測量會不同，而且每

個同學的心跳也不一樣，老少男

女的測量結果可以拿來比較，這

就變成數學分析了。然後我們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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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加入工程，讓他們設計一部儀

器，是可以戴著來跑步的。就這

樣，一步一步地，我們把所有知

識融會起來，學生會看到，原來

學化學或物理是有用的，將來我

可以做一個發明家，我就願意鼓

勵自己上物理課或上化學課時更

專注，那不是為了考試，而是為

了將來在這方面有所貢獻，可能

開一家保健公司，也可能去管理

一家醫院，或者管理保險公司，

規定病人不配戴心跳儀器就要加

保險費，這些都是互相關聯的。

   在啟蒙階段，學生對抽象的本科

可能了解的不多，但當他看到這

門知識原來很有用，就會有信

心。所以，當教育部要求我幫忙

做這個項目（指STEM教育）時，

我提出兩個條件，第一是要給我

資金，沒錢不能辦事，第二是不

能加強壓力，不可以有考試，而

且不要把它當成是課外活動，如

果是上完課再來學，那就變成雙

重壓力，我要的是在正規上課的

時間裏，讓我們的教員進課堂，

而且沒有考試。進行了三年以

後，現在是一位新的教育部長，

因為在2014年我們開始時，是前

任教育部長，他現在轉當財政部

長，這位新教育部長去參觀我們

這計劃的學校，看的時候他對我

說：「很好，保持這個樣子，不

要有考試。」

聘請工程師科學家任教

問： 新加坡的STEM教育計劃進入學

校，不是課外活動，而是放進正

規課程，這要調動很多老師參與

才成功，你們怎麼能做到？

答： 所以我說先要有錢，聘請一些

學校以外的專門人士，而且我告

訴教育部說，我請的專門人才必

須要在社會上打拼過，否則他們

不可能了解社會上科技的發展，

所以我請的都是曾經當過工程

師，當過科學家的，他們研發

過產品。然後，我們又特別聘

請了一批年輕人，他們沒有通

過正規的教學訓練，可以很有創

意地思考，我們就培訓他們進學

校。我們跟教育部和學校的約定

是，如果學校選擇加入這計劃，

頭三年時間我們陪著學校走，三

年之後學校自己走。所以，頭半

年時間，我們花很多時間跟學校

討論，讓學校先看我們怎麼做，

第一年全由我們來做，第二年我

們做的也多，但第三年之後就全

由學校自己做。現在已經有一批

學校踏入第三年，開始著手自己

做，它們成了很受家長歡迎的學

校。

四天留校任教一天回館訓練

問： 香港過去的老師培訓是把老師

從學校拉出來，集中一起去作培

訓，你們卻是派人進入學校，在

學校裏實地培訓，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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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我們聘請的年輕教員，一個星

期五天裏有四天在學校，一天在

我們科學館裏，讓我們持續訓練

他，也把學校的情況帶回來。我

們負責編寫課程的人員，每個星

期都去不同的學校參觀。我們開

發的課程在網上能找到。參與學

校如何把主題強化，變成學校特

有項目，也可以找到。有一些學

校在開始這計劃以前，只是很普

通的學校，我們這項目不是為名

校而設的，因為教育部說名校已

有自己特色，不需要強化。新加

坡有一百二十多家中學，2013

年時，教育部跟我說，如果三年

後有一半學校參加這計劃，就算

是很成功了。但是我們還不到三

年，就有七十多家學校參與，超

過了一半。現在我們在思考怎樣

再走出去，從中學進到小學。

鼓勵學校參加比賽變名校

問： 你有了過半學校參加，沒有參加

的是否自己想辦法？

答： 沒參加的其實很後悔，當初沒

舉手。有一些參加了的已經變成

名校，我們其中一個讓學校看見

成就的方法，是鼓勵學校去參加

一些比賽，先是新加坡的比賽，

得獎了可以去國際比賽，這些學

校的學生以前根本沒辦法跟名校

學生比拼，現在他們跟名校可以

平起平坐。我們其中一家學校去

參加科技比賽，第一名和第三名

都拿了，第二名是一家名校，以

前年年拿第一的，但這次屈居第

二了，拿第一的是大家從來未聽

過的學校，初時教育部以為是開

玩笑，我們說怎麼可能開玩笑，

把整個參賽名單給他們看。有些

學生在小學六年級時，離校考試

可能考得不好，可能由於啟發較

遲，可能學習方式不一樣，但當

他們進入我們的計劃時，就要自

己動手，動手的時候也要動腦。

新加坡學生們參與的公開比賽，

一個是電腦程式編排，由一家有

名的軟件公司主辦，另外是一家

石油公司主辦的，關於能源創新

的工程方案挑戰，這公司是我們

計劃的企業合作伙伴。這兩個比

賽都是給中學生的，我們的學生

得獎會上報紙，這些學生以前想

也不敢想自己能夠登上報紙，而

且有信心跟評審講解自己的項

目。

憑創意項目入讀大專學府

問： 有了獎項就有真實案例給家長

看，傳統考試不是唯一的出路，

是這樣嗎？

答： 對，我們的教育體系也在改進，

剛剛才公布了消息，我們教育部

告訴中學、大學和理工學院：「

你們現在招生，可以增加到20%

的學生，不需要跟考試成績入

學，你可以自己評選，自己面

試。」所以我們這些學生憑著他

們的創意和他們的項目，能夠累

積成為不需要考試也能做這個做

那個，有能力去加入大專學府，

專門研究某個科目，工程也好，

電腦也好，科技也好。我們已經

開始，把強調文憑慢慢放一邊，

漸漸地家長也開始改變思維。

問： 除了在學校內引發轉變，科學館

本身在推動STEM教育上可以起怎

樣的作用？怎樣和學校成為教育

伙伴？

答：  首先，我們是附屬於教育部下

的一家科學館，我們的宗旨是激

發年輕人對科學知識的興趣。我

們不是旅遊局的，也不是文化局

的，我們開始成立時是屬科技局

的，建國的時候我們有科技局，

後來科技局沒有了，我們變成孤

兒，誰要領我們？跟著我們變成

了教育部的，跟學校掛鈎了。我

們跟學校說，科學館是你的另類

課室，而且每一年有二十五萬學

生到我們館裏，使用我們的課

程，這包括我們去學校，所以我

們跟學校的關係非常密切，很多

老師也是我們培訓的，我們有一

個平台，讓老師申請暫時離開學

新加坡科學館（圖片取自

官方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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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國家(smart nation)，這方面

不能夠不認識，我們使用電子玩

具教小朋友。其實，學編寫電腦

程式，不需要真的編寫，只需要

掌握一些邏輯和步驟，因為電腦

的邏輯是固定的，全是0和1，

左轉右轉向前，從這裏開始學電

腦，學生就會看到，原來我可以

控制它，他們就會想怎樣去控制

它。他們不需要學很複雜的電腦

知識，小學階段只需要明白，人

腦可以控制電腦，編寫程式其實

很簡單，看圖、拼排、分顏色、

堆積木，在電腦上堆積木，不同

的排放會產生不同的效果，他們

嘗到樂趣，知道能控制，將來學

更複雜的就不害怕。新加坡現在

把這學習推到幼稚園了，開始玩

這些遊戲，用這些智能玩具。你

不需要給他們講解，教他們先做

這個或那個，你把東西給他們，

加上我們的電腦平台，他們馬上

就懂了，我們已看到成果。

培訓老師很重要

問：  新加坡的STEM教育，還有那些特

色值得推介？

答： 培訓老師很重要，許多老師大學

畢業便進校園教書，從小到大沒

有離開過學校，沒有進社會工作

的經驗，需要培訓他們認識科技

如何應用。我推行計劃首年，有

十五家學校參加，這第一批學校

對STEM是比較有信心的。新加坡

有不少化工企業，我們安排這些

企業成為學校的工業伙伴，讓學

校知道商業社會的需要，讓企業

向學校介紹他們實際在做什麼研

發項目，還有企業贊助我們，給

我們經費，例如設立STEM的傑

出教師獎，贊助辦科技比賽，辦

STEM論壇，對我們幫助很大。通

過這些企業伙伴的參與，家長也

看到，原來企業想聘請的到底是

怎樣的人。

校，到我們館裏，半年、兩年、

四年，跟我們一起學習一起研

發。

參觀科學館是一項學習

問： 學生去科學館肯定快樂半天，但

怎樣把參觀變成教學體驗？

答： 我們科學館第三層樓，都是特別

的實驗室和科學室，我們樓下也

有很多互動的學習區，所以學校

不光是來參觀，也是來參與學習

項目，這些項目老師在年初就要

預訂，因為非常搶手，可以同步

強化他們在本科裏學到的東西，

而且他們在學校裏儀器和環境的

限制較大，我們有非常強的教學

團隊，所以我們才說是他們的另

類課堂。舉例來說，我們有一個

實驗室，是關於生命科技的，是

講解遺傳基因的實驗室，我們把

人類基因學編成適合小學、中學

和大學等不同程度的教案，讓老

師帶學生來學，這是老師在學校

內辦不到的，這項目很有名，在

中國蘇州也有複製。除了遺傳基

因，我們又有一個關於數碼遊戲

的，用電腦和電子遊戲來教學，

還有一個關於工程的，我們使用

3D打印機、鐳射切割機等，學生

很感興趣。

幼稚園生也能玩智能玩具

問： 近年流行學習電腦程式，這是否

適合年紀小的學生？

答： 我們已經大力推動電腦程式學

習，每個人都必須具備這方面的

基礎知識，新加坡提出要當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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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創教育總經理兼社長黃燕如博士專訪

借鑑新加坡 STEM 經驗
開發優質本地教材

黃燕如博士稱名創教育借助新

加坡母公司發展 STEM 教育的經

驗，早著先機開發了一套完整的

香港小學 STEM 課程，當中包括

「環保生活」及「創新科技」兩

大主題。

政府近年積極推動科技發展，在中、小學大力提倡STEM教育，培育數理人才。因此，名創教育 

(下稱「名創」)為了讓老師及學生能從STEM教育中取得理想教學及學習成效，在製作課程內容

上花盡心思，為推動STEM教育出一分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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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創教育總經理兼社長黃燕如博士指出，

名創教育是一個集出版、印刷和零售於

一體的集團，母公司在新加坡，而這對其開發STEM

課程內容帶來絕大的優勢。相比香港，新加坡早在三

年前已發展STEM教育，在當地政府的大力推動下，成立

了專業部門統籌STEM活動、進行培訓工作及鼓勵教育

界和商界合作，具有豐富的經驗。名創近年來在當地取

經，參與分享及交流活動，從而累積了不少經驗，為發

展本地的STEM教育課程內容鋪路。

打穩基礎　STEM教育由小學開始

就推動STEM教育而言，香港的情況畢竟與新加坡有分

別。新加坡的STEM教育由中學開始，而香港則在小學

階段便已推行。黃博士相信學生在小學開始接受STEM

教育，學習基礎會打得更穩，因此名創在設計STEM教育

內容時，也是先立足於小學，建基於出版小學教材的豐

富經驗上，進一步與本地推動STEM教育的先鋒學校合

作，發展課程，務求專業與實用兼備。此外，名創亦十

分重視課程內容的質素及權威性，為了設計一個寬廣而

均衡的STEM課程，特別成立了龐大的顧問團隊MC STEM 

ACADEMY，其成員包括大學教授、校長和前線的老師

等。由於他們具備學理及實戰經驗，能為名創提供專業

和寶貴的意見，因此，名創開發的課程內容是全方位

的，當中包括「環保生活」及「創新科技」兩大主題，

各有一套完整課程。整套STEM教材共有32個單元，課程內

容範圍十分多元化，可供老師更多選擇。

除教材以外，名創同時備有硬件配套及培訓課程，以整個

套件的形式供學校採用。這個集學與教材料、專業培訓及

硬件支援於一身的STEM課程，全面而實用，並非只提供課

本、工作紙等零星材料，讓老師能安心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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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創教育會定期到新加坡參加

國際教育會議，更會邀請香港

學者到場分享及交流，促進兩

地學與教。

新加坡科學館館長林直明教授

應名創教育邀請到香港進行交

流，黃燕如博士送贈紀念品以

表謝意。

未來計劃　推出銜接初中的STEM課程

黃博士表示，名創希望更進一步，製作銜接初中的STEM課

程。名創利用母公司在新加坡的優勢，近年一直有組團給

前線的老師到當地交流觀摩，早前更邀請了新加坡科學館

館長林直明教授到港，與老師交流心得，反應熱烈。參與

的老師均認為可借鑑新加坡的經驗，結合校本情況，探索

出更多適合學生的多元參考教案。

作為香港其中一間具規模的教育界出版社社長，黃博士

有一個信念，就是希望透過STEM教育培養學生對科研的

興趣。縱觀現今社會，不少家長及學生或許只認為商科重

要，都希望從事商業、金融業的工作，對數理科學都不感

興趣，認為不能多賺錢。長此以往，香港不單會大大落後

於鄰近國家和地區，本地的年輕人更難以適合世界發展的

需要，情況令人擔憂。名創願意運用本身的優勢，配合政

府的政策，推動STEM教育的發展，協助老師在學界開始，

播下培訓科研人才的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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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創教育對於開發

教材不遺餘力，為首

間 採 用「micro:bit」

製作教學內容及培

訓的出版社。

“STEM by Me” Fair 為名創

教育於中學 STEM 的首個協

辦活動。

活動內容多樣化，包括邀請

大學教授、中小學校長及電

子學者進行初中 STEM 研討

會、Odyssey of the mind 創

意思維香港區賽及最新 STEM

教材展覽。

獨具慧眼　採用「micro:bit」開發教材

為推動STEM教育，名創十分重視教材的質素及前瞻性，

在開發教材時，特別採用了「micro:bit」作為STEM教材。

「micro:bit」是英國BBC聯合微軟、三星、ARM等多家科

技公司所推出的微型電腦，不但價格便宜，而且功能多樣

化，操作簡便，學生只要透過藍牙和USB連接，就可以在

電腦上編寫程式及操控機械硬件，發揮無限創意。名創是

香港首間採用「micro:bit」製作教學內容的出版社，教師

可選取適合學生程度的「micro:bit」教材和教案，節省編

撰教材的時間，方

便教學。

黃博士表示，出版社要肩負社會責任，協助學校培育學生

的解難能力及科研素養，為社會造就人才，更希望讓政府

明白，商業機構能配合政府的發展政策，讓香港成為擔當

推動科研的主導者角色，藉此鼓勵更多商業機構熱心參

與，為年輕人尋找多元化的出路。

配合數學科學　切合亞洲人特質

黃博士表示，除借鑑新加坡STEM中心的經驗外，名創開發

的STEM教育內容主要集中於數學、科學及常識方面，原因

是亞洲人於數學及科學等範疇的能力表現，在多項國際大型

評估上均名列前芧。黃博士深信不同的科技知識皆可應用於

課堂和生活上，以往的科探活動只是課外活動的一種，沒有

延續性，但如能把科技知識帶入課程，學生才能鞏固、應用

學到的知識。她指出，出版社一定要具有前瞻性及懂得如何

配合課程發展，隨着STEM教育元素未來加入小學常識科和

初中的綜合科學科課程內，名創早着先機開發STEM教學內

容，就是要做好支援和推動的角色，讓老師發揮教學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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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創教育A360平台　大數據優化教與學 

「大數據」近年成為世界熱門話題，但對於教育界而言，

怎樣才能有效利用大數據幫助教與學呢？

黃燕如博士指出，個人化評估及學習分析平台「A360」是

名創今年重點推出的項目之一。現今世界講求大數據，重

視數據分析，而目前電子教學工具的發展，已可利用數據

分析回饋教與學，從而協助老師及學生進行評估，提升學

與教的效能，這正是名創開發「A360」的原因。

特設手機App　實時評估學習進度

近年，TSA評估成效備受爭議，名創致力研發新的學習評

估平台，希望能夠建立一個以數據分析為依據，因應學習

進度提供適切回饋的持續評估方案，幫助學生提升表現。

香港教育大學數學與資訊科技系系主任陳偉康博士亦曾在

講座中提到，持續性評估的好處在於評估次數相對頻繁，

如果每天也作評估，評估變成了常態，學生習慣了便沒有

擔憂，從而減少學習的壓力。名創即將推出的「A360」 

學習分析平台，內容包含不同的學習單元及一系列的練

習，老師可透過評估實時觀察學生的進度，從中發現他們

的強項或弱點，以「診斷性評估」作出針對性的改善，提

升表現。所以，在日常的學習中利用數據分析來協助進行

持續評估，可讓老師因材施教，全面照顧學習多樣性，家

長、學生也可透過智能電話的應用程式，隨時評估學習進

度。

題目多樣化　引入新加坡及內地奧數題目

另外，練習題目多元化也是「A360」的一大特色。黃博士

指出，「A360」除備有本地及新加坡的數學題目外，內地

奧數的題目也一應俱全，總數超過10,000條，老師、家長

及學生均可因應所需，選擇不同程度的試題，評估表現。

跨地域評估試題的豐富藏量，充分反映了「A360」題目種

類的多樣化。

黃博士續指出，「A360」的設計與一般評估系統最大的分

名創教育提供一個完整而

全面的電子教學方案，善

用電子幫助教學。

老師介面

學生介面

家長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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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論壇暨A360啟動典禮

別是重視日常評估，而不只着眼於階段性的評核。對學生

而言，利用「A360」協助學習，不是機械式的操練，只

需把題目當作日常功課去做，便可知道自己對教學內容是

否吸收以及所達到的水平；而老師則可透過「A360」平

台的數據分析，看到學生進步與否，甚至從數據中找到同

年級、同班別的學習差異，作為調適教與學策略的依據。

診斷性評估　對症下藥提升表現

黃博士強調，因為名創深信每一位學生皆有自己的特別需

要，所以「A360」平台重視個人化的數據分析。老師除了

可利用該平台的題目評估學生表現外，也可因應不同學生

的特別需要，「度身訂造」合適的練習以促進學習。這種

深入、仔細的分析及多元化功能，並不是其他練習可相提

並論的。

「A360」平台將於今年推出，9月開學時學校已可採用。

針對不同學校的情況，「A360」備有不同的使用方式，供

學校按需使用。例如已採用電子教科書的學校，可利用網

絡輕易接駁「A360」平台，而那些仍採用紙本教科書的學

校，則可透過已加密的QRCode進入「A360」平台，方便

快捷，輕鬆易用。

黃博士表示，「A360」是一個全面的教學平台，首先於數

學科推行，是因為數學科是主修科，而且可以和STEM教育

配合。STEM現已成為全球的教育趨勢，若學生數學根基不

穩，將會影響其在綜合和應用跨學科知識與技能的能力，

長遠來說，不利科研人才的培訓。黃博士期望今次透過政

府的推動，由學界做起，培養學生對科研的興趣，並以此

為基礎，讓學生能有效地終身學習，以應對社會急速轉變

所帶來的挑戰！ 

通過數據分析，清楚顯示學生的水平及在個別學點的表現。

名創教育於本年 4 月 29 日，更會舉行「數位學習無界

限――數據導向持續評估文化的建立與應用暨 A360 啟動

典禮」。除了會有「A360」的詳盡介紹外，更會增設學

者剖析及校長論壇，專業探討數據評估學習

的大趨勢。

歡迎校長及教師透過 QR Code 

或瀏覽 www.mceducation.com.hk/seminar/A360_20170429 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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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M X 體育科

提升運動效能  引發學習興趣

以跨科協作學習進行STEM教育，是很多學校都採用的策略，但具體做法則各有不同，效果

也各異。金巴崙長老會耀道中學（下稱耀道中學）將STEM引入體育科，提升了學生的學習

興趣與效能，成效值得教育界參考。

耀道中學奉行全人發展的教育理念，讓學生除了學習各科的知識外，也積極培養

其藝術、文化、音樂及體育的發展，使他們擁有豐盛的成長經歷。柳子權校長認

為，中學階段的學習應該多元化，讓學生有機會接觸每個範疇的知識，因此不應

看輕任何一個科目的重要性。

金巴崙長老會耀道中學

耀道中學柳子權校長在學校推

動 STEM 跨科學習，從而激發

學生學習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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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發學習興趣　STEM跨科學習例子

柳校長舉例說：「開校初期，我們將家政科轉型為食物與營養學科，由家政科

老師與科學老師協教，以科學角度教授營養學知識。」學習食物與營養，少不

了要制定餐單、烹調食物，再次燃起學生學習家政科的興趣，與此同時，將科

學引入家政科，其實已是將STEM教育與其他科目作跨科學習的一個好例子。

柳校長認為STEM教育不是指購買一些儀器，然後在各科目的課堂使用，就當

作是跨科學習。STEM教育是將科技引入學科，從而引發學生發掘問題、解決

問題：「紙上談兵的教學方法是不管用的，必須要讓學生從生活中利用知識去

解決問題，才能激發他們的學習興趣。」

即時獲取數據　有助制定課程

柳校長認為既然學生在體育項目上有穩定發展，在區內運動會屢獲殊榮，而體

育科組亦主動取進，有承擔，決定順着學生的興趣，投放更多資源在體育科

目，除了提升他們在運動場上的表現，也希望激發其他學生上體育課、參與體

育活動的興趣。

學校將STEM教育引入體育科，與提供心率訓練裝備供應商Polar合作，學生在

進行體能訓練時，配帶Polar提供的胸帶式心率傳感器，老師及學生就能透過

iPad的應用程式獲取即時、準確的心率數值。

耀道中學將 STEM 教學應用於體育科。

Polar 胸帶式心率傳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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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看着數值，了解到自己的體能狀況，就可以選擇適

合自己的體育項目。與此同時，體育科老師收集及分析數

據後，也了解到目前的體育科課程是否適合學生，然後作

出相應調節。」柳校長說。

改善身體狀況　投入體育活動

體育科李裕庭老師特意帶領記者參觀一節體育課，看看同

學的表現及反應。李老師說：「體育課的活動量及運動強

度不僅是衡量一節體育課好壞的關鍵指標，也是體育課是

否能促進學生身體素質的關鍵。然而，這兩個指標很難進

行測量。因此，中三及中四的男生於每次的體育課中都需

要配戴心跳帶，對學生進行心率的實時監控，促進學生積

極、認真投入到體育活動之中。」

體育科的評分不再只著重於學生的技術水平，反而更關注

學生於課堂中所達到的運動強度和運動量。鼓勵學生只要

積極參與，每一位學生都能於體育課中取得好成績。李裕

庭老師說：「學生看見自己努力得到回報，就會對做運動

產生興趣，有動力改善自己不足之處，更投入參與體育活

動，挑戰自己獲得佳績。」

學生只須配戴 Polar 胸帶式心率傳

感器，系統就能收集他們的實時

心率數據，以供老師參考之用。

老師可在 Polar GoFit Web 雲端平台裏設計課堂運動目標，

體育課後還可利用學生數據製作報告，以作課後評核用途。

耀道中學李裕庭老師利用

Polar GoFit iPad 應用程式，

監察學生的實時心率情況，

從而調節體育科課程。

透過 Polar GoFit iPad 應用程式，可以

看到每一名學生的實時心率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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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相關知識　有助STEM教育

透過心率監測進入體育課，老師在課堂中把運動與心

率的相關知識傳授給學生，讓他們可以了解一些有關

身體健康的基本知識。最終，希望學生可以根據自己

的心率數據去了解自己的運動情況，進行自我健康的

管理。李裕庭老師說：「學生看到數據，希望了解其

含義，就會回家搜集相關資訊，例如數值的高低如何

影響體能狀況？心跳與運動強度的關係是甚麼？下一

課就可以分享與討論。」學生可從數據中幫自己制定

體育功課，同時引發他們學習相關知識，達到STEM教

學的目的。

STEM教育不但能夠與體育科結合，只要懂得靈活變

通，各學科都能夠與之產生化學作用，讓學生提升學

習興趣，掌握STEM知識，增強創意思維，為迎接未來

各種挑戰作好準備。

賴俊朗同學

「我是羽毛球隊成員，數據讓我清楚知道自

己的身體狀況，然後制定合適的訓練計劃，

保持最佳狀態，有助比賽時發揮更好。另

外，由數值中顯示到自己哪些方面有進步，

投入感及滿足感也更大。」

梁駿謙同學

「我不是校隊成員，但數據讓我揀選適合自己的體

育項目及制定運動目標。例如我想減肥，需知道運

動強度，作出合適的調節。」

陸綽賢同學

「實際點說，數據需要用來計算體育科的評

估，這是動力來源之一。另外，看着心跳多

少來做運動，不會超出自己體能極限，能夠

按照自己體質來訓練，在最短時間得到最大效

果。」

 學生感受

耀道中學李裕庭老師在運

動課帶入 STEM 元素，把運

動與心率的相關知識學傳

授給學生。

在 Polar GoFit iPad 應用程式裏，

可以客觀地記錄和分析每一名學生

的心率變化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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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善堂梁銶琚書院

 融合生活培養學習興趣
科技探究緊扣英語教學 

優化硬件設施 
讓學生嘗試與經歷

要讓學生感受到科技為生活帶來的影

響，學校首先要在硬件上作出全面優

化工程，包括全校鋪設光纖網絡，使

校園的Wifi覆蓋率達到99%，學生上

課時便不會因為網絡緩慢而影響學

習。另外，學校也將禮堂的燈光及音

響設備數碼化，讓學生嘗試利用科

技，營造悅目的舞台效果。羅校長解

釋：「同學在欣賞專業音樂會或舞

台劇時，會覺得那些美輪美奐的舞

台效果很難做到，但當他們在學校

親身試做過，而得出來的效果也不

遑多讓時，就會產生很大的

滿足感，原來透過校內的設

施自己也一樣做得到，從而

激發他們學習科技知識的興

趣。」

設計機械人講求應用 
不要漫無目的地去做

羅校長認為，STEM教育講求可持續

性，如果知識不能應用在日常生活，

學生不知道學來做甚麼，就不會有動

力探求更多：「例如機械人設計，目

的是讓它幫助我們做一些危險、重複

的工作，並非為迎合STEM教育而無目

的地設計幾個機械人。」學生明白設

計機械人能夠對人類有所貢獻，才會

不斷鑽研改良方法，投入STEM學習。

學生對科技產生興趣，就會熱衷於深

究背後的理論，而這些正正是學生在

STEM課堂上會接觸的知識。羅校長解

釋：「純粹在課堂上教授知識，學生

會覺得乏味，但先讓他們明白科技與

生活是息息相關，就能夠引發他們的

求知慾。」

學生希望獲得更多科技知識，就會主

動閱讀相關刊物及網站，而當發現這

些科技資訊大部份都以英語為主，學

生為了更快掌握到新科技的資訊，便

會努力學習英語，這亦引證了學習過

樂善堂梁銶琚書院的羅文彪校長，畢業於香港大學工程

系，對STEM教育具有獨特見解。

程是環環相扣。「英文是與世界接軌的

溝通橋樑，無論學習哪個範疇的知識，

英文都是讓學生學得更好的工具。只要

學生明白學習英文對實現理想有莫大幫

助，他們就會用心學習。」羅校長說。

善用STEM教學 
融合跨科學習

教育局近年積極推動STEM教育，很

多學校都將資源投放於此，對其他科

目或會顧此失彼，但羅校長強調STEM

教育與任何科目都能夠協作學習，而

且學生也應該學習多元化基礎知識。 

「以中國歷史科為例，學生從中不但

能夠了解到中國及香港的社會

發展進程，同時可增進個人修

養，培養良好品德。況且，科技

一樣可以應用在呈現歷史的面貌

之中，就像數年前的電子動態版

《清明上河圖》展覽就是最好例

子。」羅校長笑說。

羅校長深信，只要學校提供優良的學

習配套，加上老師們悉心教導，學生

必能找到個人亮點，透過不斷的努

力，最終夢想可以成真。

羅校長認為只在課堂上學習，難以引

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只有讓學生從日

常生活中體會科技帶來的奇妙改變，

才能激發他們的好奇心尋根究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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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玩電路樂無窮

師友傳承科研夢

周校長說明：「因為我們是男校，學生一般比較活潑

好動，喜歡手腦並用，在科藝方面甚有天份，故此

在設計課程及活動時，必須從男生的興趣及特質出

發。STEM教育的撥款正正符合我們學校發展特質和

學生興趣。」

配合學生興趣特質  盡展所長

在未有STEM撥款前，該校已經增設「STEM科研室」，

周校長帶着期望說：「額外的撥款讓學校可以增加設

備購置激光切割機、創意剪裁機、小型車床、3D打印

機等工具外，現在老師及校友重新規劃及統整初中校

本STEM課程，與外間的科技公司合作，讓STEM教育

植根學校。例如以電路積木『Little Bits』為主題，設

計一系列校本課程，包括研製環保風車、投石器、風

力發電機、電動起重機、太陽能發電車、電子機械

臂、D.I.Y.過濾器及蒸氣船等，透過跨學科課程訓練

引導學生，培養創意思維學習，讓STEM教育能夠在

學校長足發展，讓學生能找到自己興趣及所長，提

升學習動機。」

善用合作資源  締造創意空間

周校長總結經驗：「在非正規課程方面，學校將會在

課餘時間開辦STEM相關的其他學習經歷活動，配合

生涯規劃，帶學生參觀不同的科研機構或企業，為不

同能力的學生找尋出路。學校更打算利用撥款與小學

合作，善用資源，締造一個充滿創意的空間讓學生發

揮所長。我們深信投放資源可訓練學生邏輯思維，讓

學生互相合作，發揮創意，提升解難能力！」

天主教慈幼會伍少梅中學

社會不斷進步，特別是在資訊科技的年代一日千里，生活都離不開創新科技。教育局

去年已向全港小學發放十萬元津貼，而向中學即將發放廿萬以推動科學、科技、工程

和數學(STEM)教育，對天主教慈幼會伍少梅中學周黎明校長來說可算是及時雨。

學校添置的「激光

切割機」可提升學

生對 STEM 學習的

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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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School
STEM教案比賽2017

STEM教育旨在促進學生成為科學、

科技、工程和數學的終生學習者，

為社會培養STEM相關範疇的多元人

才，讓他們能夠應對未來的創新科

技的挑戰，並促進香港的發展。

「OpenSchool STEM教案設計獎」

期望老師能夠發揮專業力量，透過

教案比賽分享教學成果，並促進不

同學校的交流和知識轉移，為教育

界推動STEM教育帶來更多創新思維

和能量。

簡介

明報教育出版有限公司

主辦單位

香港理工大學工業及系統工程學系

職業訓練局STEM教育中心

香港教育大學科學與環境學系

香港教育大學數學與資訊科技學系

香港中文大學工程學院

聯校資訊科技學會

iSTEM教育協會

協辦單位



比賽目的：
● 藉著分享不同學校老師設計的優秀STEM教案，以推動香港STEM教育發展。

● 利用傳媒的優勢，透過媒體將優秀STEM教案分享給全港老師參考和應用。

參賽資格：
● 在香港任何小學、中學任教的老師，均可以學校名義參加小學組或中學組比賽。

比賽組別：
● 小學組STEM教案設計獎

● 中學組STEM教案設計獎

獎項：
● 小學組和中學組分別設有金、銀、銅及15名優異獎，優勝者可獲得獎杯及獎狀。

● 所有參加者均會獲得獎狀以茲鼓勵。

教案展示：

● 參加者須授權主辦單位將教案在網上或印刷媒體公開，以達到教案分享學習的效果。

● 所有教案將結集成書及上載至OpenSchool網站。

● 所有得獎教案將在報章上刊登。

比賽時序：
● 提交教案截止日期：2017年6月30日

● 評審結果公布日期：2017年8月31日

● 頒獎禮：容後公布

遞交作品：

請進入以下網址遞交參賽作品：http://www.openschool.hk/stem2017

評審委員會：
● 評審委員會的成員來自教育界、科技界和STEM業界的專家。

評審準則：
● 內容（35%）

● 創新性（30%）

● 可行性（25%）

● 持續性（10%）

查詢：

電話：2515-5600

電郵：cs@mpep.com.hk

網站：http://www.openschool.hk/stem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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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幼學校

善用各方資源　提升教學成效

現今人類的日常生活與科技息息相關，香港政府近年也

大力推動科技的發展，除成立創新科技局外，教育局亦

在中、小學推行STEM教育，把教育結合科技，改變傳統

的教學模式，從而發揮學生的創意及潛能。教育局的構

思雖好，但各學校在執行上面對種種不同的困難，例如

資源問題及同事的投入感等，所以STEM教育能否帶出良

好的學習效果，往往取決於學校如何執行及運作。

位於東區的慈幼學校（下稱慈幼），鼓勵全校師生一同

參與STEM教育外，還配合與Coding 101合作，引入合適

的STEM教學資源。而Coding 101還協助學校，把學生構

思的智能藥盒變成真實推出市場的產品，以鼓勵學生體

驗實踐精神，學校希望以此方針推動STEM教學，從中帶

來理想的成效。

該校資訊科技科主任李安迪老師表示，慈幼早在八、九年

前已意識到科技可輔助學習，而且會是日後發展的大勢所

趨，但苦於當時面對資源缺乏的問題，因為當時教育局還

未提供資助，而學校只得一些舊型號的電腦。因此，要實

行科技輔助學習的願景，只有另想方法，就是向不同的基

金會申請資助。慈幼在申請建議書上強調，該校發展電子

教學是以全體學生受惠為目標，並樂於把教學成果向同工

分享，造福業界。結果該校獲陳立人基金會（前稱陳登基

金會）的青睞，獲得百多萬的贊助，添置平板電腦及安裝

無線寬頻，慈幼從此踏上以科技輔助學習之路。

訂立計劃按部就班　善用業界資源

李主任指出，該校潘校長訂立八年計劃，按部就班地推行

電子教學，當全校師生在建立使用電子教學的信心及掌握

技術後，就進而開始編程教學。其實早在2013、14年，慈

幼已把編程教學從課外活動，轉入資訊科技科的教學內容

中，最後才到推行STEM教育。李主任認為，該校強調全校

師生的參與，每個科目的老師也需使用電子教學，在推行

STEM教育時也是一樣，只有全校老師共同參與，才能建構

學校文化。

慈幼學校資訊科技科主任李安迪老師指，學校可善用社會上的資

源來提升教學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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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慈幼深懂善用教材，以收事半功倍之效的道理，所

以與出版商名創教育合作，採用該公司有關科學普及的資

源。因該公司有新加坡背景，而當地又較香港早發展STEM

教育，所以其教材質素有保證。老師可選用高質素及合適

教材，不用花時間自行搜集及製作，把節省下來的時間專

注教學上，最終提升教學成效，學生才能獲益。

小一至小六皆有編程教學

慈幼從小一至小六皆有編程教學，而老師也同樣需掌握相

關技能，李主任提及在揀選同事進修「計算性思維」課程

（Computational Thinking Scheme）時，先後選取1位新入

職的中文老師、2位中層的中文老師及2位資深的英文老師

參與。因為數理科老師本身已掌握該知識，所以特意讓語

文科老師進修。最後，看似與STEM教育無關的語文科老師

也能在4個月內掌握相關知識，反映這和老師的知識背景

沒有直接關係，而是取決於自身的學習態度及接受新事物

的思維。因此，慈幼從編程教學中建構學理，讓學生在計

算性思維中培養如何解決問題的思維，從而提升學生的解

難能力。

李主任指出，STEM教育的推行，取決於學校行政、校長角

色及課程統籌等。而慈幼並非用以STEM來教導新的知識，

而是作為給學生運用已學的知識解難的平台。該校的STEM

教育重點不在於製作成品，而是反思在製作過程中遇到的

問題及如何解決。李主任強調，因為老師曾在教育大學學

習過專題研習，所以他們在STEM教育的角色中，不需學習

新的知識去迎合，只需做回他們固有的專業角色：擔任專

題研習的統籌人、利用老師的人生經驗，把學生天馬行空

的概念帶回現實，引導學生主動完成專題研習，充分發揮

學生的創意，這才是老師的專業。

與Coding 101合作　學生創意變真實產品

要成功推行STEM教育，李主任表示單靠學校老師的力量是

不足夠的。老師的專業畢竟是教學，所以他絕不認同學校

老師要負責編寫程式、管理平台及學校網絡等。相反，學

校極需善用社會資源，才能收到成效。李主任指出，商界

不是洪水猛獸，如找到熱心教育的商界合作，反有利學校

推行STEM教育，就像慈幼與Coding 101合作。

他舉例，該校學生構思智能藥盒，主要是提醒長者定時服

藥，甚至可與長者親屬以手提電話聯繫，讓他們提醒長者

服藥。該產品會在包裝後推出市場，這並非為了金錢，而

是讓學生體驗實踐精神，但涉及硬件生產時，就不是學

校老師及學生的能力範圍。因此，慈幼透過Coding 101的

人脈關係，在內地找到生產商進行硬件製作，從中實現

學生的理想。可見學校是極之需要善用社會上不同的資

源，例如跟商界共同合作，才能有效地體驗學習成效。因

此，STEM教育的推行，在學校而言，並不是只局限於一少

撮老師身上；在社會而言，出版社及商界也可利用他們的

專長，協助學校推動STEM教育。

慈幼的學生於 2017 香港資訊及通

訊 科 技 獎 (Hong Kong ICT Awards)

勇奪最佳學生發明獎（銀獎），可

見其 STEM 教育成效甚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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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做好老師培訓　全校參與STEM教育

由於大多數小學老師都是文科出身，很直覺就會以為STEM

是理科教育，應該由常識科、資訊科技科的老師兼教較為

合適，但蔡校長則認為，STEM不是單純的教授學科知識，

而是一種思維訓練，培養探究精神，讓學生從生活中體驗

及經歷，從而掌握學習解難能力。

在小學推行STEM教育，蔡校長認為首先要做好老師培訓工

作，在專業及熱誠的老師指導下，才能夠激發學生的學習

興趣。「其實STEM並不艱深，生活中很多地方都應用得

到，只要老師願意學習，就會發覺並非如想像般困難，將

自己重新學習的經驗引伸至學生，更能感染同學。」蔡校

政府積極鼓勵學界推動STEM（科學、科技、工程及數學）教育，大

埔浸信會公立學校的蔡碧蕊校長認為，在小學推行STEM教育，學生

尚在求學初始階段，極需要老師帶領學習，從而培養興趣，才能持續

發展。

大埔浸信會公立學校蔡碧蕊校長（右一）將 STEM 滲入課程教育，讓學生自小一及小二便開始接觸科技探究活動。

大埔浸信會公立學校

生活體驗建構思維
從小培養科研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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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讚揚老師們充滿熱誠，有老師甚至自資數萬元，請纓到英國

參加相關的培訓，回來後將經驗與同事分享，十分難得。

簡單裝置增加樂趣　滲入課程擴闊思想

蔡校長強調，STEM教育要有成效，必須要全校師生一同參與，

營造良好學習氛圍，及善用商界支援，到校提供師資培訓、學

生興趣班等，學校又會經常舉辦大型活動如常識日、趣味科

探日，利用各種簡單的模型、設備，製作有趣的生活化科研裝

置，可激發學生對科探的興趣。

然而，單靠學校一己之力去做，成效有限，蔡校長指學校已經

與區內多間中學結盟，經常獲邀參加他們的科研活動，讓學

生擴闊眼界、激發創意、接受挑戰，學校也經常讓學生參與比

賽，發揮潛能。

學校過往一直積極推動STEM教育，早年已在高年級開設課餘興

趣班，今年再走前一步，將STEM滲入課程教學，在小一開辦

幼苗培育課程，除了科技探究，還會培養品德及多角度思維，

按部就班讓小學生接觸各科知識，擴闊思想空間。小二則開設

小小科學家課程，以輕鬆及有趣的角度，進行各種科技探索活

動，例如砌電子積木。「這些活動有助啟發學生創意潛能，而

且活動充滿樂趣，學生都樂在其中。」蔡校長補充。

Coding 101協作　將STEM整合至常識和拔尖課程

教育局去年向每間小學撥款十萬元推動STEM教育，學校有更多資源籌辦活動及增建相關設施，例如該校就與Coding 101

合作，整合STEM課程於常識及拔尖課程當中，先後在小一應用Strawbee作STEM工程研究製作訓練，利用飲管創作生活

發明，另外，在初小及高小的「小小工程師」課程中，引入METAS電子積木配合課程，提升學生的科創及發明能力。同

時，Coding101 又配合學校設計了共3個級別的環保科學課程，令STEM課程能更有效融入常識科內。

蔡校長說：「單向式教學的成效沒法啟發學生的思維，要讓學生從生活中體驗，他們才有動力去求知，藉此培養自主學

習。」學生從經歷與體驗中，培養到觀察力、解難能力，學懂反思，並將之回饋至其他學科上，形成良好的學習態度。

培育學生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並需要從小開始。「小學是播種期，先讓學生透過日常生活認識STEM概念，建構創意思

維，鞏固基礎知識，升上中學後就有能力應付各學科的挑戰，發揮科研創意潛能。」蔡校長總結說。

大埔浸信會公立學校蔡碧蕊校長（左一）指，STEM 不只涉及學科

知識，而是一種培養探究精神的教學。

大埔浸信會公立學校不時舉行 STEM 活動，以有趣的模式和設

備讓學生投入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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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州會館中學

全校參與　體現教學相長精神
跨科協作學習　源於中文科活動

談及潮中推行跨科協作學習的起源時，該校羅偉培老師指

出，雖然政府提倡STEM教育，主要由數理學科為主導，

但該校跨科協作學習的出現，卻是源於中文科。事緣中文

科同事參觀友校的活動後，找他商討如何把學生的自身經

歷應用於中文寫作上。羅老師決定先從中文科固有的活動

入手，選取元宵花燈及猜燈謎活動作起點，由學生主導，

先設計花燈、再進行展示，最後寫出自己的感受。如此一

來，又牽涉到其他學科，例如設計花燈及安裝燈泡等，與

視覺藝術科及工藝科息息相關，於是又得與相關科目的同

事協作，作為環保教育主任及任教數理科的羅老師也要親

身上陣。

由學生主導　各年級一同參與

雖然活動起初以中二生為對象，他們曾在科學科課程學會

簡單電路，可應用在安裝花燈的燈泡上，但由於牽涉安全

問題和高中物理科教學，結果羅老師選擇與中五級學生一

起在學校禮堂拉起低壓直流電電線，讓低年級同學的花燈

取電亮着，各年級同學也一起參與這次活動。

最後展示花燈時，同事建議再擴大活動規模，提出舉辦花

燈競選活動，由學生主導，設計電子競選表格、收集及分

析結果。在整個活動裏，老師只是扮演協助者的角色，而

該校首次進行的跨科學習，正是由被認為與STEM教育無關

的中文科帶起的。

師生齊參與　有助擴闊思維

作為跨科協作學習的聯絡人及數理科老師，羅老師對STEM

教育自有一番見解，他認為，政府提倡的STEM教育，與該

校的跨科學習不同。可能社會上普遍認為STEM教育主要

集中於初中學生，但該校並不只限於初中，高中學生也可

參與其中，因為羅老師有一個堅定的信念，就是跨科協作

學習，應該讓全校參與，而非只限於某年級或局限於某科

教育局自決定推行STEM教育後，全港

中、小學紛紛響應，認為增加資源可

提高學生學習興趣，提升邏輯思維，

是大家樂見之事。雖然教育界均響應

政府政策，配合教育局推動STEM教

育，但在實際教學層面，每所學校各

有自己的特色和推行策略，如何推

行，則各施各法。位於新界馬鞍山恆

安邨的潮州會館中學(下稱潮中)，其

跨科協作學習是該校教學上的一大特

色，甚至比政府提倡STEM教育更早一

年推行，而在教學上其規模及教學精

神已超越STEM所需，該校的教案，可

供參詳。潮中以中文科的元宵花燈及猜燈謎活動作起點，發展出跨科協作學習的教學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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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若只集中某些科目，這些科目的老師在構思活動時只

局限於自己熟悉的範疇去想，學生或會失去學習趣味，又

未必能收到學習成效。所以羅老師認為，即使該校首年嘗

試進行的跨科協作學習成效未必最理想，但至少不同科目

的老師能善用自己的專長而參與其中。

各學科主動加入　注入新元素

羅老師進一步指出，教學不是只教了學生知識就算，學生

需要消化及吸收學到的知識，再經過反覆練習，才能鞏固

知識基礎。因此隨着第一年的推行，翌年其他科目的同事

也主動加入，例如英文科以「健康的食物」為題，與其他

科目進行跨科協作學習。而且對象不再只限於中二學生，

從中可給學生機會溫故知新。而同事也反思如何加入新元

素，擴闊大家的思維，這樣才算STEM教育。羅老師指出，

政府提倡的STEM教育其實只是強調製作，最後製成品出現

就達到教學目的，相反，潮中的跨科協作學習是由中文科

構思來，雖然沒有什麼實質的製成品，但學生在中文科達

到了顯著的學習效果。

教學內容　緊扣日常生活

羅老師強調，該校重視學生學到知識的延續性，不希望學

生在考試後就忘記已學到的知識，所以在構思跨科協作學

習上，內容從生活出發，藉生活學習提升學習趣味，最重

要是可把學到的知識應用於日常生活。他指出，教育局提

倡的STEM教育雖然方向正確，但未必能令學校的所有學生

都有機會參與，可能只局限於一些精英學生，甚至只淪為

課外活動，這樣便失去了擴闊學生視野的原意。

他續指出，不論中、小學生，由於他們經歷少，所以極需

要活動學習的機會，這樣他們才能增進知識，找到自己的

人生目標，從而發揮潛能。正因如此，該校的跨科協作學

習應從學生的利益角度出發，採用輕鬆教學的方式，教導

學生課本以外的知識及提升其生活技能，而不是只重視追

求透過考試而取得、印在成績表上的分數。總而言之，全

校師生共同參與，相得益彰，才能迎接日後世界轉變的挑

戰。

英文科閱讀英文食譜的教學，與家政科合作讓學生製作菜式，後來更演

化成跨學科協作學習。

始於英文科教學的跨科協作學習：健康的食物

科目 學習內容

英文科 閱讀英文食譜、最後整合為報告

家政科 製作健康菜式

科學科 分析快餐店食物成份是否健康

工藝科 利用三維列印技術，設計及製作餐具

視覺藝術科 以美術字體設計菜單

電腦科 以軟件「Photo Story」整合內容為小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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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同行者創 iSTEM 教育協會　
匯聚教育新力量

政府不斷撥款予各中、小學發展

STEM教育，各學校亦積極設計或規

劃校本的STEM課程，一時間加重了

學校老師的工作壓力，然而只是提

供一筆過撥款有用嗎？這只會造就

一些疑似STEM產品公司吸金的機

會，學校盲目地追隨產品及相關課

程來推STEM，卻忘記了STEM教育背

後的重要意義。政府何妨向學校新

設一個STEM發展主任職位，實際地

給予學校人手推動有關的發展？香

港真的缺乏STEM人才？

知識無法應用出來等於無用

現在的香港太著重中、英、數三主科的發展，加上主要用

紙筆考試來評核學生，並以成績高低來把學生分成三個級

別，這就釀成香港家長和學校只追學術成績的歪風，而忘

記教育的本義，後果是不斷「打造」了只會背誦的「高分

低能」一族和因背誦能力較低而被不斷挫敗並磨滅自信的

失敗一族。但是如果無法把學到的知識應用出來，讀書又

有何用處呢？

香港的中學課程中早就有設計及工藝科，這些老師根本就

是STEM方面的專才，可惜卻被人遺忘了。同時，女生也可

以透過家政、視藝、音樂等加入STEM的學習元素及精神，

應用於各科並延伸至生活之中。STEM根本早在大家身邊，

只是大家太著重本科或專科知識，而忽略它的存在。

STEM教育應是人人平等

STEM教育就是要給予學生空間，把他們的幻想空間和所

學的知識隨情地發揮出來，本著科學家堅毅的精神去不斷

嘗試，從失敗中學習如何解決困難。iSTEM教育協會本著 

「學習應是人人平等」及「STEM已存在生活中」的教育理

文：iSTEM 教育協會主席　 

 STEM Sir 鄧文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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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凝聚了一群熱心科學、科技、工程、數學及資訊科技教

育的中小學老師，他們利用各自的長處、經驗及STEM教學

的成果向全港中、小學推廣不同範疇的 STEM 教育發展，

宣揚「STEM in Life」和「STEM Anywhere」的新文化，從

日常生活中發掘不同的STEM元素，學習當中的知識和如何

應用於生活中。 

建立平台協助學校發展

本會一直關注STEM教育在各學科教學上的配合和應用，積

極舉辦跨校合作的STEM教育活動及成果分享會。致力提供

一個無障礙的跨校平台，讓不同學校的教師可以分享STEM

教育的經驗和成果，並協助中、小學規劃他們的校本STEM

教育融合課程之課堂設計。

此外，本會亦為學生建立了一個STEM教育互動學習及交流

平台，培養學生自主學習能力及解難能力，舉辦不同類型

的中、小學學生跨校學習活動，讓不同學校的學生可以透

過活動有機會互相學習、互相合作及互相欣賞，建立一個

和諧的共融文化，擴闊學生視野，協助學生提升他們發揮

創意的能力。

與 TVB 合作舉辦的《ThinkBig ！校際 STEM 創意大賽》，是一項能讓全港學生發揮 STEM

的學習精神的活動。STEM 的學習精神就是，勝負並不重要，重要是在研發科學技術的過

程中，學懂怎樣面對失敗，利用科學探究的精神重覆又重覆地找出問題所在，從而不斷努

力嘗試解決。

STEM課程、比賽、本地及海外交流活動

- ThinkBig！校際STEM創意大賽2016

- 全港學界迷你四驅車大賽

- 全港學界遙控車大賽

- STEM路軌工程創意大賽

- STEM教育創意解難模型賽

- 日本靜岡Tamiya Fair STEM教育交流 

融合各界資源　與不同團體共同創建STEM新方向

協會在本年度與多個社會機構合作推廣STEM，包括成為：

- 香港教育大學舉辦STEM教育會議暨嘉年華協辦機構

- 香港科學節2017合作伙伴

- 香港理工大學設計學院舉辦Maker Faire支持機構

- 香港小童群益會創意社區中心STEM 顧問機構

另外，協會在本年暑假舉辦STEM創意夏令營及於11月舉辦學生海外

STEM比賽暨交流活動。我們希望透過以上活動，除了為學生們建立運用

STEM解難的能力外，更能給予學生們放眼看世界擴闊視野的機會。

欲獲取 iSTEM 教育協會的最新活動資訊，

可到其 Facebook 專頁了解更多。

協會積極為學生舉辦了以下STEM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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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TEM過往籌辦過很多活動、比賽及講座，參與的老師都表示，尚未掌握到STEM教學的方法，不知從

何入手去教導學生。綜合各方意見及自身經驗，iSTEM副主席程志祥老師認為學界目前正陷入「三無狀

態」：

STEM元素廣泛　資料搜尋費時

老師欠缺STEM方面的專業教學知識，即使是科學、數學科老師，也不清楚如何將科目

與STEM元素緊扣；

學校欠缺相關的器材及工具，單靠在課堂紙上談兵，實難引起學生學習興趣，也難以

闡述艱深的科學及工程概念；

即使學校有工具在手，也沒有採購材料的渠道，老師要周圍搜尋資料，花掉很多時間

與精神，又不見得有成效。

基於上述原因，學校在STEM教育的路上可謂崎嶇不平，即使已很努力地做，卻徒有其形，不具其神，

學生沒法學好，也找不到樂趣與滿足感。程老師認為要改善現況，最有效的方法是建立一個一站式分享

平台，老師在此可找到所有關於STEM教育的素材：「一個齊集STEM素材的平台可節省老師搜尋資料的

時間，老師便可將心神全放在備課及教學上。」

提倡分享交流平台
   幫助學界推展 STEM 教育

教育局近年積極推動STEM教育，對

大部份中小學來說都是新鮮事，教學

規劃沒有一套指標可循，學校只好摸

著石頭過河，靠老師邊試邊做，摸索

最有效的教學路徑。iSTEM 教育協會

（下稱iSTEM）就是在這個環境下誕

生，由一群熱心推動STEM教育的老師

所創辦，互相分享教學經驗。iSTEM

副主席程志祥老師認為，同業間分享

經驗及心得，對香港STEM教育的推展

十分重要。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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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TEM成立的目的，是與同業分享STEM教育的經驗及心得，但只靠舉辦講座、工作坊等活

動，受益的老師十分有限。一個網上分享平台則可以連繫全港中小學老師，將教學心得

傳遍每所學校，同時讓老師互相交流，改良教學方法，令學生得益：「每間學校的教育

理念、教學設施都不盡相同，我的方法未必適合你，但一個開放式交流平台就可以讓同

業互補不足。」程老師說。

羅馬非一日建成，STEM教育要達到理想成效，也非一朝一夕的事。經驗豐富的程老師分

享見解：「STEM學科如科學、數學，如果只在課堂上教導學生理論、公式，學生會感到

枯燥乏味，亦不了解學習的目的，自然提不起興趣學習。」結果現況是有很多學生都放

棄選修數學延伸課程（M1及M2），當升讀大學的工程相關學系時就會倍感吃力。

網上資源共享　互相交流心得

程老師表示，STEM教育的推展，有助學生重拾對相關科目的興趣，為香港培訓科技人才，促進業界

的發展。以韓國為例，他們十多年前起大力發展STEM教育及科研項目，今日很多韓國科技公司都已

成為著名的跨國企業，成績有目共睹。

香港特區政府近年大力投放資源發展STEM教育，學校全力參與推動，配合業界將相關資源整合，建

設一站式資源分享平台，再加上商界的鼎力支持，在各方支援與合作底下，相信STEM教育的推行定

能做出美滿成績，培養學生成為科技人才，貢獻社會，促進經濟發展。

各方配合支持　為香港培訓人才

程老師及 iSTEM 其他成員積極推動跨校合作的 STEM 教育活動，為老師建立一個交流的平台。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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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間學校校情有別，施教方式與教學理

念各有特色，進行STEM教育時也各施

各法，務求以最合適的方法讓學生發揮

所長。

梅志文助理校長在青年會書院任教，該

校過去一直致力發展STEM，無線網絡

覆蓋所有課室及特別室，並提供

優質的硬件設施，但要成

功推動STEM教育，他認

為最重要是先激發學生

的學習興趣。

只在課堂上談理論，學生不會投入學習，最佳方法是以專

題研習形式讓學生落手落腳參與，從學習過程中獲得親

身體驗。梅助校舉例說：「以教授3D打印為例，由電腦科老師統

籌設計，與設計與科技科(D&T)推行跨科學習，讓學生利用3D打印

技術將自己的意念轉化為實體模型。同學手持實物，特別有滿足

感，並激發學習STEM科目的興趣。」學校添置了食物打印機後，

與家政科推行合作學習，讓學生打印曲奇餅、蛋糕等，既可以食

用，又可以作義賣，將知識融入日常生活。

相輔相成推動 STEM 教育
融入生活　資源共享

在家政科引入 3D 食物打印的元素，讓學生將所學的知識

應用於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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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科歷史科 
均可使用VR教學

「將學校所學的知識應用在日常生

活，是最能引發學生學習興趣的方

法，因為學生有清晰的目標，知道怎

樣學以致用，就會有動力探究背後的

理論，期望學到更多。」梅助校說。

故此，學校多採用跨科學習，利用

STEM作為切入點，透過與其他科目合

作做專題研習，讓學生學會各種STEM

知識，應用在生活之中。

STEM知識應用範圍廣泛，除了上述提

及的D&T、家政科之外，連體育科、

歷史科等也可以推行合作學習。梅助

校說：「以體育科為例，同學先在吐

露港單車徑拍攝戶外影片，再利用

虛擬實境(VR)技術製作成模擬外景片

段，日後同學在健身室進行踏單車訓

練時，只要戴上VR眼鏡，就恍如在戶

外訓練一樣，令刻苦的訓練變得趣味

盎然。同時，也讓一些單車技術較初

階的同學體驗暢遊吐露港單車徑的樂

趣。」這種跨科學習的另一個好處，

是其他科目的老師毋須負擔額外的工

作量，同時又可提升學生的學習興

趣，一舉兩得。

歷史科方面，YouTube提供了不少關於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VR影片，老師讓同

學在課堂前透過VR眼鏡觀看影片作導

入，親身感受炮彈由遠而近飛過來，

然後才在課堂裏講解戰爭歷史，這樣

更能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和加深他們

對歷史事件的印象。

學校將經驗及資源分享出來，互補不

足，成效必定更為顯著。「以我校為

例，我們製作了很多影片，但不知

道怎樣和其他學校分享，沒法充份利

用資源。」他希望業界能夠建立一個

資源共享平台，讓學校能夠互相分享

STEM教學心得、共享教材及資源，藉

此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培養他們成

為科技人才。

STEM跨科學習取得相當好的成效，學

校繼續擴展應用層面，將擴增實(AR)技

術注入圖書服務，讓學生借閱圖書時可

看到相關的書評及影片，使圖書倍添

生氣，從而提升了學生的閱讀興趣。 

「連一些內容比較深奧或過往乏人問津的

圖書都變得搶手起來！」梅助校笑說。

單靠學校單打獨鬥，不足以做好STEM

教育。梅助校建議，如果能夠讓每所

圖書館運用AR技術 
學生借書量大增

利用 VR 技術，即使在細小的健

身室原地踏單車，同學都能感受

戶外的自然氣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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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科技
致力推動愉快學習風氣

在現今世代，人類受惠於科技發達而令生活得以改善，教育同樣是人類生活的一部份，

因此要提升教育質素，善用科技已是大勢所趨。

尊科（香港）有限公司的行政總裁郭天鳴先生表示，早於上世紀八十年代末，便認識到

互聯網的出現將為世界帶來巨大的改變，一直從事科學研究的他，由於對教育事業有一

份使命感，因此希望能利用本身的專長去提升教學及學習的質素。

成立於1996年的尊科（香港）有限公司（下

稱「尊科」），致力開發創新及高質素的教

育軟件及內容，讓莘莘學子能夠從先進的科

技中受惠，學到不同的技能並應用於日常生

活中，為香港教育界作出巨大的貢獻。

郭天鳴了解教師除了教學工作，還要花不少

時間在校務及行政工作上。尊科成立後，

馬上着手研發，希望成功開發減輕教師工

作負擔及提高教學效益的軟件。尊科第一

套開發的題庫管理軟件「Quick Assess」， 

教師只需把過去設計的題目批量存入資料

庫，軟件就能依教師要求按學生的程度匯出

適合的題目，節省教師的時間，同時亦能初

步做到因材施教的效果。軟件推出後，深受

用家讚賞，不但在內地獲獎，英國教育局亦

將之引入，獲過千所英國中學使用。

尊科行政總裁郭天鳴

與其團隊致力運用科

技，為教師及學生帶

來創新的學習體驗。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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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天鳴續說，

在參與「世界數學

測試」項目中，有機會與

英國的專家交流，看見他們很重

視發展學童的技能，讓學童在以後的工

作上亦能終生受用，而不是局限於現在。這精

闢獨到的見解啟發了郭天鳴，他亦發覺亞洲與西方國

家在數學教育上的差異：亞洲的數學教育偏向機械式操練及

背誦；而西方則著重思考及基礎概念。他又認為學生主動學習與

被迫學習會有不同的學習效果，如果要求學生在假期做大量數學操練式

題目，這無疑壓迫了他們的思考空間，更遑論培養學習樂趣。故此，為學生創

造多些空間，提供有意義的思維訓練，讓他們享受學習的樂趣才是最重要的。

因此，尊科十分重視內容的創作，希望能透過有趣而又富啟發性的內容，提升

學生的學習動機，擴闊思維，打破過往只重視枯燥乏味的背誦式學習模式。

學習STEM　改善生活質素

郭天鳴認為，人人與生俱來均有好奇心，而好奇心則能讓人吸收知識，但當人

長大後，沉重的功課及考試負擔往往令人沒有了思考空間，喪失了學習興趣。

創造空間　啟發思維

郭天鳴表示，尊科成立早期已和不同的海外機構合作，其中包括復旦大學出版社、英

國教育局等。合作機構提供當地適用的內容，結合尊科的教學及評測軟件，

深受中、英兩地教師喜愛，亦定下了尊科與英國教育局合作的基礎。

其後，尊科參與了由英國教育局創辦的「世界數學測試」項目

(World Class Arena Project)，在項目的研發過程中郭天鳴深

受啟發，原來可透過數學來理解周邊生活及幫助解

決難題，於是靈機一觸，希望把這寶貴的學

習經驗帶回亞洲，讓學生體會開拓知

識的樂趣。

透過不同類型的 STEM 教育活

動，幫助學生強化學科的知識，

並啟發他們的創意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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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STEM教育，郭天鳴自有一番見解，

他指出在現今科技世界下，STEM教育與生

活息息相關。STEM教育最重要之目的，是讓人

們能更了解世界，從而改變世界及幫助他人，追求更好

的生活質素。STEM教育對學生而言，除了提升學習動機外，

亦可學習到將知識應用於生活當中，即使日後學生未必從事有關

STEM的工作，也能利用相關知識來提升生活質素。他以攝影為

例，透過STEM教育，至少可讓學生明白到相機距離及光圈等有關

知識，這正好應用於日常生活中為拍攝添加了樂趣。

因此，尊科開發內容的首要原則就是要提升學習的興趣。除了自

行開發外，尊科亦採用外國成功的STEM內容，結合本地課程，以

有趣方式來啟發學生的思考及推理能力，令學習變得更有效。郭

天鳴以學習四則計算為例，學生操練題目或許能提升計算速度，

但對啟發思維方面的效果有限，甚或令學生討厭數學，但如利用

資訊科技，讓學生既能掌握運算技巧，又能愉快學習，總比紙筆

操練好。

郭天鳴同時指出，發展解難能力是STEM教育的重點，因為任何

人在生活中均會面對各種不同的困難，所以提升解難能力十分重

要。尊科設計的教材內容重點是幫助學生提升解難能力、

掌握解難技巧。在內容鋪排上要引導學生如何收集數

據、如何進行分析、怎樣從中發現有用的資料，再聯想

如何把資料應用於方案上，之後再進行驗證，看看自己

所想的是否正確，就好像科學家做實驗一樣。這樣的學

習模式能讓學生身體力行，感受學習的樂趣。

尊科（香港）有限公司

行政總裁郭天鳴先生

為讓學生體驗愉快學習，尊科現正籌辦國際「火箭車

比賽」，希望透過新奇刺激的比賽，讓學生在過程中

不但可運用到書本的科學知識，還能提升學習動機，

擴闊視野，寓學於樂。

為學校提供貼身培訓服務

談及公司發展，郭天鳴稱，尊科並不局限於香港，但

作為生於斯，長於斯的香港人，他希望能為香港教育

作出貢獻。對於香港特區政府撥款支持發展 STEM 教

育，尊科感到十分鼓舞，亦願意投入更多資源，積極

開發更多高質素內容，改變學生長期以來認為學習是

「苦差」的負面想法，讓他們重新領略學習的樂趣。

除了開發更多高質素的內容外，尊科的專業團隊亦會

協助學校推展 STEM 教育，為教師提供支援及培訓，

為學校提供靈活彈性的服務，既合校情又可減輕教師

的工作負擔，令計劃更易達到目標。

展望未來，郭天鳴透露，尊科正透過贊助美國麻省理

工學院及香港科技大學等知名學府的項目，開發大數

據於教育領域的應用，同時亦繼續與高質素內容供應

商合作，希望能幫助學校達致因材施教及讓每一位學

生都能享受學習，讓他們的潛能得

到全面發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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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過往研究所得，香港學生在科學、

科技及數學的國際性評估及比賽均有

良好的表現，唯學生多偏重於學科知

識層面，缺乏技能、態度的啟蒙及培

養。有見及此，我們期望透過STEM

教育，培養學生的共通能力，並聯繫

不同學科的知識及技能，達至終身學

習，以迎接將來社會的競爭及挑戰。

培育STEM教育的學校領導

近十年的教育改革對教師的要求已

由個人能力逐漸演變成科組為本的

團隊協作，而STEM教育是課程改革 

（學會學習2.0）的一個發展重點。

因此，除了硬件添置外，培育STEM

教育的學校領導同樣重要。在過去一

年，部分學校已成立專責小組，審視

各相關科目的課程，設計校本STEM

課程的推行模式，例如：於個別學科

調整或刪減部分教學內容，以便在個

別領域進行專題研習；重新編排學習

如何走STEM之路

為應對科學、科技社會的急速發展及

轉變，政府於2015年的施政報告承

諾，更新及增潤科學、科技及數學的

課程及學習活動，加強推動STEM教育

的工作。為了讓學校能有效組織、持

續及優化STEM相關的多元學習活動，

教育局分別於2016/17、2017/18學年

發放一筆過津貼予全港中、小學，以

發展校本STEM教育。

文：資訊科技教育聯盟(ITEA)副主席　區建強

時間，以助進行跨

學科的學習活動；

於全校的上課時間表

預留時段作超學科的

主題探究活動等。

匯集學校團體
豐富教學資源

STEM教育如要獲得

成功，學校應安排

老師參與不同類型的交流活動，以增

強籌備和推行STEM相關學習活動的專

業知識。此外，學校間的協作交流亦

同樣重要。資訊科技教育聯盟(ITEA)

將與教育局及其他相關團體合作，建

立一個分享平台，以匯集各學校及團

體的教學資源及推行方法，共同提升

STEM教育的果效。我們希望透過推動

STEM教育，培養出一群富有創新、解

難能力的終身學習者，以應對廿一世

紀的挑戰。

區 老 師 在「STEM 教 育 工 作 會 議 暨 嘉 年 華

2016」與學界分享、交流他對 STEM 教育的心

得和經驗。

ITEA 與其他機構合辦機械人挑戰賽，讓學生透

過比賽交流編寫程式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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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跨地域遠程學習

2003年，JSIT開始舉辦中、小學網上

專題報告比賽及校際專題研究比賽等

多項活動；2004年更舉辦全港首個

跨地域的學界埠際普通話及英文網上

實時辯論比賽，通過視像會議及資訊

科技打破地域界限、延伸學習。2005

年，JSIT邀請友校參與優質教育基金

「建立實時遠程教室」計劃，先後推

動學界超過100所中、小學設立遠程

教室，進行遠程視像實時跨地學習活

動，推動香港學校和來自上海、北

京、寧波、佛山南海、深圳南山、馬

來西亞沙巴、新加坡、台灣、澳洲等

多個地區及國家的院校進行網上及實

地交流活動。

2016/17學年，更結合遠程教學及

STEM教育，讓不同地區的學生一同學

習及應用STEM技巧，發展邏輯計算

思維。

賽車活動　為學界帶來驚喜

J S I T 於 2 0 1 6 / 1 7 學 年 舉 辦 多 次 與

STEM教育相關的講座及工作坊，其

中「JSIT EdTech Innovation 2017」

暨「Formula m比賽2017」及「JSIT 

EdTech Innovation 2017 Part II」暨「全

港學界中文打字達人2017」，合共逾

600名師生及家長參與，非常成功。

「Formula m比賽2017」除設有中、小

學組的「智慧型循線競賽」外，亦有

中、小學組「機械人方程式賽車錦標

賽」，當中的賽道達5米乘5米，規模

之大，為學界比賽中首見。賽事是參

照「Formula e」的賽車模式，除賽道

設計比照中環海濱長廊外，同學們的

機械賽車亦須完成指定圈數，比賽途

中必須更換機械賽車，讓學生體驗真

實賽車的緊張與刺激。至於「智慧型

循線競賽」則加入循序漸進的理念，

小學組賽事需完成A賽項，中學組則

需完成A+B賽項，以體驗從小學過渡

至中學的完整學習進程；同時，各比

賽隊伍需以最短時間完成賽事。

組裝積木　助STEM走進課室

有見舉辦的遠程教育及STEM教育講座

及工作坊，吸引超過300人參與，顯

示教育同工們對STEM相關議題感興

趣，並樂於認識及學習。故此，JSIT

本學年會重點推廣組裝積木，特別是

其科學實驗系列：風力能源、光與太

陽能、液體與液壓等，非常適合小學

及初中學生；它附有相關教案和學生

習作，協助老師們踏出STEM課堂的第

一步，把「Maker Space」概念帶進課

室，更讓學生親自動手做，以玩樂融

入課堂，發展他們的潛能，發揮創新

與運算思維的能力。

本會將繼續舉辦多元化的活動、講座

及比賽，與各位教育同工並肩前進，

攜手開創遠程及科技教育新路向。

學生藉着參與比賽，運用邏輯思維及運算思維能

力，發揮臨場解難技巧及團隊精神，在比賽中獲

得寶貴的經驗，展現 STEM 教育的理念。

聯校資訊科技學會(Joint  School  In fo rmation 

Technology Association – JSIT)（下稱本會）於

2002年12月成立，至今已近15年。2002年開始，

通過實時網上辯論比賽，開始實驗在互聯網上作實

時多媒體交流，並不斷研究透過網際網路進行跨地

學習，開創教育界先河。

文：聯校資訊科技學會 (JSIT)

舉辦趣味學習活動

促進科技教育交流



校本生涯規劃網站 + 校本手機 App

網站除了有升學、就業、創業資訊、正向故事，還有面試技巧、社交禮

儀等自我增值短片，學校亦可加入校本內容，並設有家長區，透過持續

更新的內容，讓家長了解何謂生涯規劃、家校合作，協助同學提升競爭

力，規劃未來。

為了方便家長接收資訊，與子女

一起訂立目標，明報教育推出校

本生涯規劃 App 服務，讓老師、

同學、家長下載校本 App，內容

亦與網站完全接軌，並且實時更

新，有助增強家長與學校間之互

動與溝通，能夠更快、更準確掌

握最新資訊，幫助同學成長。 支援 iOS‧Android

「社交禮儀」短片預覽：
http://goo.gl/8MDjFg

MyRole-SPS-Leaflet_215x270mm_STEM.indd   2 17/3/2017   16:49:27



畢業生追蹤系統

為應對教育局要求學校就中六學生出路進行的統計調查，以及配合中、

小學校跟進和分析畢業生升學就業數據，明報教育研發「畢業生追蹤系

統」，畢業同學只須在雲端平台輸入和更新相關資料，學校就可以隨時

取得最新的畢業生狀況，系統還可輸出各種不同的統計分析報表，方便

學校以電子化方法減省行政工作。

獨一無二的校本生涯規劃書本

老師只須從「點心紙」中選取合適內容，包括升學選科、行業資訊、創

業資訊、正向故事，再加入校本內容，例如校長的話、教材、工作紙、

相關活動相片等，我們代為排版，採用嶄新富士施樂及快圖美提供的數

碼按需列印技術，100 本起的微量印刷，學校可自設封面、學生專屬姓

名及老師打氣金句，打造一本獨一無二的校本專屬生涯規劃書本。

《生涯規劃》系列2015-16

佛教茂峰法師紀念中學

Buddhist Mau Fung Memorial College

中一及中二

BMF_F1-2.indb   1

15/1/2016   16:49:42

《生涯規劃》系列2015-16

佛教茂峰法師紀念中學

Buddhist Mau Fung Memorial College

《生涯規劃》系列2015-16

中三

BMF_F3.indb   1

15/1/2016   17:06:14

《生涯規劃》系列2015-16

佛教茂峰法師紀念中學

Buddhist Mau Fung Memorial College

中四

BMF_F4.indb   1

15/1/2016   17:49:42

《生涯規劃》系列2015-16

佛教茂峰法師紀念中學

Buddhist Mau Fung Memorial College

中五

BMF_F5.indb   1

15/1/2016   17:20:11

《生涯規劃》系列2015-16

佛教茂峰法師紀念中學

Buddhist Mau Fung Memorial College

中六

BMF_F6.indb   1

15/1/2016   18:0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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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大教學科研專家創立 Edvant 教育機構

   為學校度身訂造

          VR、AR、MR 教程

隨著STEM學習成為教育界熱門話題，VR、AR、MR等本來看似遙

不可及的技術，瞬即成為教育界灸手可熱的話題，現在學校要開展

STEM教學，或者進行跨科協作學習，都可以隨時運用上述技術。

為了幫助學生提升學習興趣，中大教學科研專家連同中大的畢業生創立了Edvant Company Limited（下稱「Edvant」），

期望將此等科技融入學習過程，以VR故事創作平台、AR場景學習和MR答題系統，為香港中學和小學度身訂造適合他們

的VR、AR和MR教程。

VR故事創作平台

VR故事創作平台可以讓學生創作自己的故事，及後可以使

用VR裝置播放故事場景，並配以旁白。活動除了可以提升

學生的創作能力，亦可以讓學生獲得成功感，從而培養創

作的興趣。

Edvant在VR故事創作平台中，能夠為學校充當一個接觸

點，與出版商接洽，將特定的故事書轉化為VR。Edvant亦

提供為學校舉辦故事創作比賽的服務，讓學生更熱衷參與

寫作。
學生戴上 VR 裝置，故事圖片便展現眼前，加上旁白朗讀，恍如置身於故

事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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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場景學習

任天堂的Pokemon Go遊戲，讓全世界認識AR技術的真實應用。其實除了遊戲之外，AR也很適合於教學用途。

AR場景學習套件需預先在室內布置，然後透過手機或平板電腦等裝置使用。例如，在圖書館的圖書上作布置，學生便可

以通過掃描圖書，即時看到其他同學對該圖書的評分和感想。此外，AR亦可以配合不同活動，如尋寶遊戲，讓學生在課

室尋找隱藏的英文生字，以活動教學的形式讓學生愛上英文。

為方便老師開展AR學習，Edvan t會為學

校提供度身訂造教程的服務，老師只須

將希望開展AR場景學習的科目資料交給

Edvant，Edvant的專業團隊就會為學校設計

AR教程內容，同時也會派出專人為學校布置

場景，確保學生能夠流暢地進行AR學習。

MR答題系統

MR是結合了AR及VR的混合實境技術。MR答題系統先派給每位學生一個AR標

記，學生戴上VR Cardboard或虛擬實境裝置後，就可以看到老師預先設置的問

題，內容可以是影片、圖片、3D圖形或文字。老師可以繼續提問，選擇預置的

問題或即時出題，而學生看到的畫面也會隨之轉換。

同樣地，Edvant的專業團隊會為學校提供完善的教學，確保所有老師都能完全

掌握如何出題。若老師沒有足夠人手或時間準備，Edvant亦提供協助服務，老

師只要將題目內容、要求清楚列明。Edvant會根據內容多寡給老師進行估算，

在估算時間為老師準備好問題。

只要手持一個 AR 標記，便可看到題目。師生的

問答不再局限於平面。

公司簡介
先河教商科技有限公司（Edvant Company Limited）是由中文大學教學科研專家和畢業生

所成立的公司，藉著創新科技與專業教育理論延續和推動現代教育，公司致力發展創新

流動裝置應用方案，幫助教育及商業機構提升教學質素及培訓效率。

Edvant會為用家提供訓練：免費的工作坊，詳盡的使用說明（文字、影片）等。

協助舉辦活動：

用家如希望舉辦活動，當中需要使用到Edvant  的產品和協助，可聯絡我們查

詢。Edvant會為活動提供建議和技術支援。

一次性安裝：

在用家購買產品後，如該產品需要硬件上的安裝，Edvant會提供免收費的一次性安裝

服務，確保用家能順利使用產品。

客製化服務：

任何產品如希望進行客製化，如：增加用家希望顯示的機構標誌，或其他客製化，

歡迎向Edvant查詢。Edvant會盡量配合用家要求，務求滿足每位用家。

學校如對上述服務有任何查詢，

歡迎聯絡：

電話：35656379 （李先生）

電郵：enquiry@edvant.net

網址：http://www.edvant.net

套 件 亦 可 轉 換 為 Cardboard 模

式，讓參與學生更加投入學習。

布置場景後，只要透過裝置，便能看到教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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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ker’s Room Essentials
brought to you by ETC Educational Technology Connection (HK) Ltd

https://www.etchkshop.com/collections/coding-stem

coding ...IoT and more
mini-machines from Austria
• uniquely designed for STEM education
• a must for every maker’s room

Mobile Maker’s trolley storage

build your own 3D printer 
and learn the technology behind

• wireless electronic blocks for DIY making      
• graphical, mind-map-like coding

SAM Labs - Internet of Things (IoT) ready:  
tweeter, facebook, IFTTT

• from coding without devices 
• to code with iPad

code with the free Blockly app 
through hands-on, interactive play.  
Lots of accessories.

Bluetooth tactile reader

Scratch  LED rainbow matrix

Scratch controller input device Hardware for Scratch

Rm 1201, The Factory
1 Yip Fat Street, Wong Chuk Hang, 
Hong Kong  (MTR exit A1)
tel:  2653 2789
info@etc-edutechconnect.com.hk
http://www.etchkshop.com

available from:

the new wonder pack

STEAM

World-class coding/STEM/STEAM solutions
brought to you by ETC Educational Technology Connection (HK) Ltd

https://www.etchkshop.com/collections/coding-stem

https://www.etchkshop.com/collections/bbc-micro-bit
for direct order of the BBC micro:bit, add-ons and accessories, ideas, 
teacher training, lesson materials in both English and Chinese

+ 
made in germany for quality and precision

+ 

BBC micro:bit + 
motor driver board for the BBC micro:bit + 
fischertechnik Mini Bots

+ 

BBC micro:bit + 
motor driver board for the BBC micro:bit + 

fischertechnik Robo TX ElectroPneumatics

pinball machine: 
(forces & motion, 
conservation of energy, 
pneumatics)

Systematic STEM Syllabus Kits 
from fischertechnik:
• simple machines (STEM 1)
• STEM Prep (physics, 

robotics, energy, power)
• STEM engineering
• solar: beginner
• pneumatics: beginner
• mechanics & statics
• green energy
• physics 1 & 2
• optics and lights
• electronics
• and more...

BBC micro:bit + 
motor driver board for the BBC micro:bit +

fischertechnik STEM 2  (for smart home and neigbourhood)

+ 

musical painting with
the BBC micro:bit

Electric Paint 
+ 

an animated book: 
stories come alive

e-textile kit for 
the BBC micro:bit

• BBC has given freely to over 
1 million age 11 UK students 
since May 2016

• actively adopted by Hong 
Kong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since August 2016

Showroom and training:

Rm 1201, The Factory
1 Yip Fat Street, Wong Chuk Hang, 
Hong Kong  (MTR exit A1)
tel:  2653 2789
info@etc-edutechconnect.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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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tion to Co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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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電冰箱工作紙 .. P2 
 
提示： 

1. 啟動程序 
2. 檢查開關 
3. 如果開關沒有被按到，打開燈（燈1）並再

次檢查開關 
4. 如果開關被按到了，等待2秒鐘，關掉燈

（燈1） 
5. 然後再次檢查開關 

 
給高年級學生的挑戰： 

1. 為了幫助節能，如果門在5秒後沒有關閉，
閃爍紅燈（燈2）以提醒孩子關門。 

 
 
 
 
 
 
 
 
 
 
 
 

If （如果...則：） 
點擊深藍 * 通過拖放方式去選
擇if-structure（例：用"else" 
(否則：)指令）。 
點擊 * 離開。

 

如果未按下按鈕A（button A） 

 
 
“else”的部分表示「按鈕A被按
下」。注意，「按鈕A被按下」
（“button A is pressed”）表示
門已關上。 

使燈閃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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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電冰箱工作紙 .. P1 

 
 
活動 1: 按照組裝說明指南拼砌出電冰箱模型。 
 
活動 2: 分組討論，研究電冰箱如何運作。這模型有兩盞燈，一個在冰箱內的頂部，另一個紅色的是
在門附近。你知道這2個燈什麼時候會被打開和關上嗎？提示：它與節能有關。 
 
 
 
活動 3: 當你拼裝好冰箱模型後，你需要編程以控制冰箱燈的開關。當門打開時，你會希望燈能自動
亮起來。當門關上時，你會希望在頂部的燈在2秒後關閉。 
給高年級學生的挑戰： 
當門打開超過5秒鐘時，閃爍紅燈。 
 

1. 用你自己的文字寫出當電冰箱在運作時你想讓它做甚麼。 
 
 
 

2. 編寫程式，並嘗試在電冰箱模型上運行，以確保它能順利運作。當您感到滿意後把程式打印出
來並將其貼附到此工作紙上。 

3. 在程式旁加上解說以解釋您的程式如何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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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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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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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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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nball mach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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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ervation of energy, 
pneuma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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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EM Prep (physics, 

robotics, energy,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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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lar: begin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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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chanics & statics
• green energy
• physics 1 & 2
• optics and lights
• electronics
• and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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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tor driver board for the BBC micro:bit +

fischertechnik STEM 2  (for smart home and neigbourhood)

+ 

musical painting with
the BBC micro:bit

Electric Pa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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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imated book: 
stories come alive

e-textile kit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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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BC has given freely to over 
1 million age 11 UK students 
since May 2016

• actively adopted by Hong 
Kong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since August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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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m 1201, The Factory
1 Yip Fat Street, Wong Chuk Hang, 
Hong Kong  (MTR exit A1)
tel:  2653 2789
info@etc-edutechconnect.com.hk
http://www.etchksho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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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i-machines from Austria
• uniquely designed for STEM education
• a must for every maker’s room

Mobile Maker’s trolley storage

build your own 3D printer 
and learn the technology behind

• wireless electronic blocks for DIY making      
• graphical, mind-map-like coding

SAM Labs - Internet of Things (IoT) ready:  
tweeter, facebook, IFTTT

• from coding without devices 
• to code with iPad

code with the free Blockly app 
through hands-on, interactive play.  
Lots of accessories.

Bluetooth tactile reader

Scratch  LED rainbow matrix

Scratch controller input device Har
dwa

re f
or S

cra
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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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ild your own 3D printer 
and learn the technology behind

• wireless electronic blocks for DIY making      
• graphical, mind-map-like coding

SAM Labs - Internet of Things (IoT) ready:  
tweeter, facebook, IFTTT

• from coding without devices 
• to code with iPad

code with the free Blockly app 
through hands-on, interactive play.  
Lots of accessories.

Bluetooth tactile rea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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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School

是 明 報 教 育 出 版 全 新

創立、專門服務教育界的品牌。

我們的理念是聯繫教育界（Connecting 

Educators），將教育所需的資訊整合，讓老師、

家長、學生，以至其他服務教育界的商

業夥伴，能夠輕易發放和獲取

相關的資訊。

OpenSchool網站

已 經 面 世 ， 網 址 是 

www.OpenSchool.hk。第一階段網

站將以服務學校為主，校長和老師可以到

網站上觀看教育服務供應者的資料，我們希望在

這階段收集更多有用的供應者資訊，尤其是

STEM方面的服務，務求讓學校同工

能夠更快更易找到他們想

要的產品和服務。

STEM是教育

界近期最熱門的話

題，不少老師反映他們希

望知道更多STEM相關的學與教資

訊，有見及此，OpenSchool決定舉辦全港

「STEM教案設計比賽2017」，誠邀各位

老師將他們為學校設計的STEM教案，透過比賽與學

界分享。參賽作品將會刊登在OpenSchool網站

之內，而得獎作品除刊登於報章上， 

亦會結集成書，讓社會大眾得

悉學界在STEM方面的

推動工作。

《STEM教育特刊》

是OpenSchool第一本推出市場的免費專題刊

物。我們將會不定期出版不同主題、緊貼教育界發展

需要的專題刊物，校長和老師們除了可以在

OpenSchool網站上找到各類教育資

訊外，還可以透過專題刊

物獲取相關內容。

 甚
麼

是

？

www.OpenSchool.hk

 APRIL  2017 

業務聯絡　電話：(852) 2515 5600　圖文傳真：(852) 2595 1115　電郵：marketing@mpep.com.hk　Whatsapp：(852) 9230 5600 

教育特刊

SCIENCE | TECHNOLOGY | ENGINEERING | MATHEMATICS

STEM大學之路
專訪理大工業及系統工程學系

職業訓練局
STEM 教育中心
5月開幕

教育大學

STEM老師
專業發展之路

香港創科局局長楊偉雄

注意力放在磚頭上，
創新力就有限。

新加坡科學館館長林直明

教育部帶頭告訴家長，
我們已經不搞排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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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投入資源在學校發展STEM項目，去年《明報》訪問

香港教育城行政總監鄭弼亮先生，他提醒學校要釐清教

學目標才好購買科技儀器，例如買一部能上樓梯和郁動

多個關節的「跳舞機械人」，售價就動輒以萬元計，雖

然學生看到機械人跳舞很開心，但到底能學到多少知識

呢？

所以，在籌備這本STEM教育特刊時，我們特意走訪了很

多提供STEM服務的公司，大家都積極引進世界各地的優

質科技教材，希望給香港教育界有更多選擇，在芸芸產

品之中，給我印象最深的就是「Micro:bit」。

Micro:bit是甚麼東西呢？

它是一塊比火柴盒面積稍大

一點的電路板，專門用作教

學用途。Micro:bit體積雖然細

小，但它卻是由英國BBC與多

家大型科技公司合作研發的微

型電腦，這些科技公司包括

Microsoft、Samsung、ARM、Python Software Foundation

等。去年BBC將Micro:bit贈送給全英國七年級（相當於香

港中一）約100萬名學生，在英國全面推行Micro:bit的

STEM教育項目，而且大受歡迎。

平靚正學STEM

微型電腦Micro:bit
M i c r o : b i t 內 置 2 5 顆 紅 色 L e d 燈 ， 學 生 可 以 透 過

Python、TouchDevelop、Blockly和JavaScript編寫應用程

式，然後透過Led燈展示成果，甚至可以與同學們將多

個Micro:bit拼合起來，透過電路板上內置的無線電信號

（Radio）收發器，指令各個Micro:bit獨立亮燈，從而展示

有趣的圖案組合。

Micro:bit本身內置有感光器，可用來設計天黑會自動亮著

的感光電筒，而電路板上設有5個連接環，透過鱷魚夾線

路就可以外接電流計、溫度計或驅動摩打等，再透過藍

牙或USB接口，學生就可以連結電腦或手機編寫程式，並

透過這些接口將程式匯入Micro:bit執行，從而發展出無限

創意的STEM應用。

現時，BBC已製作了大量關於Mico:bit的影片教程，有興

趣的朋友可以隨時上網找找看，而且香港已有教科書出

版商把Micro:bit加入了小學課本之內，也有一些業內人士

為學校提供Micro:bit培訓課程，所以無論老師或學生想開

始學習使用Micro:bit，都肯定不缺資源。

說到底，如果說Micro:bit的最大好處，該是它的入場費超

級便宜。現時Micro:bit微型電腦的學校集體採購價錢，每

個大約是160元，相比起動輒以萬元計的「跳舞機械人」

來說，它能發揮的創意絕對不會少，而能夠推行到「一

人一機」的境界，成本又不會太高。

現時已有學校推行一人一機使用Micro:bit，而Micro:bit

還可以連接一些諸如fischertechnik工程積木的套件，

讓學生學習更多物理學知識。校長和老師們如果對

Micro:bit有興趣，不妨直接到BBC Micro:bit的網站看看。 

Micro:bit網址：www.microbit.org 

學生將盆栽泥土連接上閉合電路及 micro:bit，編寫程式測量泥土濕度。

明報教育出版有限公司總經理　周日發

 yfchow@mingpao.com

* 筆者為前明報網站數碼產品總監，並曾為報章撰寫互聯網

及科技產品文章，歡迎校長、老師和各界朋友來函交流。

編者之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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