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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水埗區：惠僑英文中學
OpenSchool 教育特刊《十八區 STEM學校巡禮》

跨科協作學習以往較少應用在理科上，惠僑英文中

學卻高瞻遠矚，自2000年開始邀請學者擔任校方的

學術顧問，其中一位更是在英國牛津大學出任研究

所主任的劉偉榮博士。該校鄭智賢校長說：「劉博

士主要是擔任科學科的學術顧問，每兩星期透過視

像與高年級學生進行科學科教學。校方在前年開始

成立委員會專責STEM教育的推行，委員會成員主要

由理科老師出任，而劉博士的視像教學亦擴展至初

中年級，劉博士每年兩三次回港期間，都會在學校

定期舉辦趣味性的專題講座，從而提升學生的學習

興趣。」

牛津大學教授出任學術顧問

推動 STEM 教育事半功倍

正當STEM教育大

行其道之時，焦點往往只集

中於STEM的項目內容及資源問題，

其實負責推動及實踐STEM教育的老師，

在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也十分重要。位於

深水埗區的惠僑英文中學，其教學團隊貫徹

STEM教育的精神，透過跨學科合作，甚至

派老師到海外「學法」，加上邀請牛津

大學教授當STEM學術顧問，善用人

才資源，成功地推行STEM教

育。

學生專心學習機械人課程，樂在其中。

鄭校長認為有專業學者擔任學術

顧問，協助檢視 STEM教學課程，

能夠為老師團隊帶來新思維。

深水埗區：惠僑英文中學
OpenSchool 教育特刊《十八區 STEM學校巡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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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鑑外國思維及技術回饋學校

鄭校長指出，由於香港推行STEM教育仍在起步階段，為了

提升教學質素，校方鼓勵老師持續進修，老師除了掌握自

己固有的專業知識領域外，還會借鑑先進國家的技術及教

學法，故此學校會派老師到海外「取經」，把在外國學到

的知識及技術帶回學校，藉此提升教學質素。

曾到湯頓國王學院（King's	College	Taunton）接受為期十周

訓練的黃廷峰老師說：「在湯頓國王學院受訓時，校方會

以專題研習形式進行學習，例如以模擬兇案為主題，學生

到訪韓國的弘益大學(Hongik	University)，

學習外國新科技技術。

學生參加任務機械人比賽，與其

他參賽者互相交流心得。

負責就案件進行鑑證，在追查過程中會涉及不同的學科，

如化學、生物及數學等，學生需就不同的知識向相關學科

的老師請教。」黃老師指出，因為模擬兇案涉及火警，所

以消防員也獲邀參與進行仔細檢查，分析起火成因，抽絲

剝繭，英國就是把這些情境搬到學校，邀請消防局、大學

講師及社區政府人員參與，以這種形式進行教學活動，讓

學生知道鑑證是怎樣進行，當中牽涉到甚麼學科等。

月球計劃教導學生科探知識

黃老師指出，英國之行學會如何配合不同學科進行協作學

習，回港後會先從主題入手，再與相關學科老師商量及協

STEM 活動包括 3D 打印、

機械人編程等等。

學校獲邀出席教育局主辦的首爾環保建設及

氣候變化學習團 2017。



深水埗區：惠僑英文中學
OpenSchool 教育特刊《十八區 STEM學校巡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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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在南京大學體驗製作電子儀器。

作，推行一個「月球計劃」，球體內的燈光控制涉及程

式的編寫，先以一個發光的球體為第一步，然後再利用

它去製造自然現象，與其他教具配合，例如以乒乓球為

月球，發光球體為太陽，再加上一個球體作地球，可做

到日蝕或月蝕現象，當中牽涉數學科如何計算錐體和軌

道，又可與地理科接軌，如地球上哪些地方可看到日蝕

和月蝕，不同位置觀看又有何分別等。

凡此種種，都是黃老師在英國的最大得益，讓他學會如

何構思一個跨學科課程及其學習運作模式，從而打造學

校特有的STEM項目，老師在過程中實在獲益不少。而

且除吸收新知識外，老師也需清晰及有條理地向學生解

說，從而引起學生的學習興趣，在思考及探索過程中，老師

可與學生一起成長，師生關係更加親密。黃老師亦借鑑英國

的經驗，將邀請香港具此專業的人士，到校向學生作不同專

題的講座，讓學生更能掌握和加深天文和物理的知識。

在高中課程中滲入STEM教育元素

物理科的潘尚賢老師及生物科的文和秀老師均不約而同表

示，如何進行跨科學習是一門學問，所以她們在任教的科

目也與相關的同工商量及協作，以物理科為例，經老師商

議後，認為在中三級下學期進行專題研習較為合適，而高

中因需應付文憑試，學生上課時間長，為了讓他們也有參

與STEM教育的機會，在中四級的物理科課程滲入STEM教育

STEM 老師團隊合作無間，盡心盡力教導學生。( 後排左至右：

何志文老師、黃廷峰老師、吳國偉老師；前排左至右：潘尚賢

老師、陳容芳主任；文和秀老師 )

黃廷峰老師遠赴英

國進修，參觀地質

學模擬展覽球。

深水埗區：惠僑英文中學
OpenSchool 教育特刊《十八區 STEM學校巡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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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科知識結合先進技術

為了讓學生及早掌握科學技術，電腦科的何志文

老師表示，中一學生會學編寫程式，中二時學3D

打印技術，並設計實用物品。在電腦學會的活動

中，學生會進行3D家居設計，模擬佈置空間讓學

生盡情發揮，提升學習趣味性。數學科則加上擴

增實境（AR）效果，當學生不懂如何作答時，只

要把題目進行掃描，提示就會出現。各科老師均

透過自己的學科知識，加上創意及科學技術去推

動STEM教育。

學 生 參 與「2017	

兩岸四地中學生機

械人大賽」。

透過編寫程式，學生學

會為跳舞機械人編舞。

師生遠赴英國，參觀當地的環保建築物 THE	CRYSTAL。

科學實驗工作坊，讓學生親身體驗，

對知識了解更深。

元素，除可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外，也

可減少他們進行額外課外活動的時間。

任教生物科的文和秀老師也指出，因為

她也有教授物理科，所以亦會與潘老師

商議教學內容，在中四級的生物科滲入

STEM教育元素，例如製作眼球模型，

當中牽涉水壓問題，如何把晶片放入模

型，從而看到事物等，透過親手製作，

即使是高中課程內容，學生也會感到有

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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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水埗區：惠僑英文中學
OpenSchool 教育特刊《十八區 STEM學校巡禮》

學校資料

學校名稱：惠僑英文中學

地址：九龍深水埗石硤尾偉智街 17號

創校年份：1968 年

學校類別：直資男女

辦學團體：惠陽商會教育基金

校訓：�堅毅不屈、勇於承擔 

忠誠待人、勤奮不懈

電話：2777�6289

電郵：wkc@wkc.edu.hk

網址：http://www.wkc.edu.hk

比賽名稱 得獎作品 榮譽

內地與港澳青少年STEAM創客挑戰賽2017 氣淨燈
高中組二等獎 ( 全國

亞軍 ) 及最受歡迎奬

「全港校際氣候變化跨課程專題

��2016 － 2017」比賽
氣淨燈

高中組發明品項目 

冠軍

「2017 兩岸四地中學生機械人大賽」

輪式機械人循

跡比賽
金獎證書

遙控輪型機械

人擂台比賽
銀獎證書�

避障競速比賽 銅獎證書

STEM 獎項及榮譽

學術顧問提供專業意見

除了校內老師的羣策羣力外，專業的學術顧問團隊在推動

STEM教育的作用也不能忽視，鄭校長說：「在推動STEM教育

上，校方願意投放資源，而人才正是重要的資源之一，故此

擔任學校學術顧問的專業學者在推動STEM教育上扮演重要的

角色。」例如在英國牛津大學出任研究所主任的劉偉榮博士及

教育大學數學科的盧賢巨先生，他們以大學教授、學者身份檢

視惠僑英文中學STEM的教學課程，與學校老師配合，並提供專

業意見，為老師帶來新觀點和新思維，在這個協作過程中，正好體驗學校教

育團隊的合作創新精神，令STEM教育持續推行，與時並進，才能為社會培養

數理科技的人才。



9

中學生的學習生活，總予人努力應考

文憑試，以達到考上大學為最終目標

的感覺。惠僑英文中學雖然也十分重

視學生的學業成績，但為了擴闊學生

的知識領域，該校邀請不同的專業人

士及學者出任不同學科的學術顧問，

藉此傳授課堂以外的知識及提升學生

的學習興趣。

近年政府大力推行STEM教育，如何

有效地在學校推行，對授課的老師而

言實是一大挑戰。已出任惠僑英文中

學科學科學術顧問十多年的劉偉榮博

士，為該校推動STEM教育的關鍵人

物。劉博士是現任牛津大學物理研究

所主任，雖然在港時間有限，但仍熱

心為香港教育出力。他說：「當初答

允出任該校的學術顧問，是基於與校

監的交情，而且深水埗也是我出生及

成長的地方，不但對該區有一份深厚

的感情，也明白該區學生及家長的情

況，所以十多年來義無反顧出任該校

的學術顧問。」

內容精心設計 喚起學習興趣

劉博士長期身處英國，所以大部分時

間都是透過網絡視像每星期為學生講

課，在回到香港時，則透過講座的形

式，親身向學生傳授知識。劉博士指

出，香港一向不太重視科學的發展，

學生的就業傾向只限於醫生、律師、

從商等，為了提升學生對科學的興

趣，劉博士主講的講座題目都經過精

心設計，例如有關鬼怪主題的講座，

從科學角度探究靈體的存在，學生對

此大感興趣，反應熱烈。正因為引起

了學生的好奇心和興趣，他們才會主

動搜尋相關資料，藉探索學習新的知

識。

透過操作探索  汲取STEM知識

劉博士強調喚起學習興趣的重要性，

與他自身的經歷不無關係。他中學畢

業後，由於家庭經濟問題，未能負擔

升讀預科的學費，故此到發電廠當學

徒，晚上則上夜校。他在發電廠當學

徒時學到有關工程的技能，再結合夜

校學到的科學理論知識，領悟到理論

與實踐相輔相成的重要性，為了滿足

強烈的求知慾，他後來到英國倫敦帝

國學院修讀博士課程，畢業後從事核

子研究，之後再到牛津大學出任物理

研究所主任。「真正的STEM教育不只

建基於操作，還需探索理論基礎，學

生在過程中汲取知識。」劉博士說。

提供專業意見 師生齊受惠

作為專業人士，劉博士對STEM教育自

有一番見解，他把STEM的學科以漢堡

飽餡料作為比喻，認為如何組合這些

學科去發掘學生的興趣最為重要，就

像漢堡飽的餡料比重一樣。他更進一

步指出，工程及科技的發展，必須依

靠科學及數學支持。長年身處科技先

進的英國，結合多年實戰經驗，劉博

士的專業意見，對惠僑英文中學推動

STEM教育大有幫助，讓校方節省摸索

推行的時間，惠僑師生均能受惠。

劉博士雖然長年於英國任教，但不忘

土生土長的地區，他除了不遺餘力地

把知識傳承給下一代，更希望喚醒同

學對科學探究的興趣，打破讀書只為

應付考試及就業的傳統思想框框。

科學角度探究議題  
喚起學生求知慾

牛津大學教授劉偉榮博士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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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田區：青年會書院
OpenSchool 教育特刊《十八區 STEM學校巡禮》

青年會書院堪稱STEM教育的名牌學校，除了學生在

各項比賽中經常滿載而歸，更因為學校做到全方位推

動STEM，無論是軟硬件配合、理念與實戰培訓、課

程活動設計、老師團隊的悉心教導等，每個項目環環

相扣，盡善盡美，難怪學校經常獲其他學校及機構邀

請，分享創新科技的教學經驗與心得。

增加初中STEM科目課時

萬丈高樓從地起，劉國良校長先從教育理念剖析：

「有報告指全球的青少年有意在創新科技發展的人

數日漸下降，情況再不改善的話，或會窒礙未來的

位於馬鞍山恆安

邨的青年會書院，STEM教

育發展相當成熟，學生在校外

及國際性比賽中屢獲殊榮，成績出

眾。上學年，學校承辦創意思維世界

賽香港區賽，並授予世界賽參賽資格，

是創意STEM�教育獲國際認同的一個成

功例子。本學年，學校將再次主辦

這項盛事，繼續為推動創新科技

教育而努力。

中二級同學參加由香港科技大學

舉辦之「水底機械人大賽」，並

獲得銀章級。

劉校長認為要將 STEM 教育普

及化，讓每個學生都能夠學習

新知識與技能，從而培養興趣

及持續發展。

老師團隊發揮合作精神

全方位打造 STEM 校園

OpenSchool 教育特刊《十八區 STEM學校巡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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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進程。因此，將STEM教育普及化，讓每一位學生都能

夠學習科技知識與技能，從而培養興趣持續發展，是STEM

教育應該要走的路。」

要將STEM普及化，就要從課程入手，將知識與技能在課堂

上傳授給學生。因此，學校在STEM相關科目重新編排課

時，初中課程的數學堂每周有八節，科學堂有六節，電腦

堂兩節，視覺藝術、設計與科技、家政也分別安排兩節課

時，讓初中學生有充足機會學習基礎科學知識，為高中學

習打穩根基。

佛山協同國際學校學生到訪學校，進行中

港兩地 STEM交流。
劉校長 ( 左三 ) 及老師赴韓國考察當地
STEM教育的發展。

學校的 4D單車訓練中心獲頒「香港傑出資訊

科技學校獎」冠軍榮譽。

學生獲邀參與「Maker	Faire	2015	-	 香港造

節」，展出多件作品。

跨科合作產生協同效應

中四為「基礎年」，設有「數理科技基礎校本課程」，生

物、化學、物理、電腦、高等數學課堂編排每周四節，學

生亦須分組完成一個STEM研習項目，旨在鞏固學生對各理

科的基礎知識及綜合運用，除了為中五選修文憑試應考科

目及選讀大學學科時作更準確的選擇之外，亦為有意應考

IGCSE考試或到外地升讀預科課程作銜接的準備。「從前的

中四同學就是這樣去學習，高中課程是為下一個學習階段

作準備，如果學生打算升讀醫護或數理工程學科，高中時

就要好好學習數理科技知識，因為高等教育的內容將會十

分艱深，基礎穩健極為重要。」劉校長解釋。



沙田區：青年會書院
OpenSchool 教育特刊《十八區 STEM學校巡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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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為 TVB 主辦的「THINK	

BIG 校際 STEM 創意大賽─氦

氣飛船製作」擔當顧問指導。

單靠相關科目課堂的學習，不足以引發學生的興趣，學

校適當地以跨科學習模式將STEM元素注入其他科目，

啟發學生思維之餘，也回饋至各個科目。「以體育科為

例，我們利用科技工具收集學生的運動數據，並即時作

出分析及建議。又例如家政科，利用3D食物打印機讓學

生設計食物，增添樂趣。」劉校長說。

參加活動建立自主學習態度

科學與科技資訊日新月異，報告多由外國機構發表，劉

校長直言，英語能力良好對STEM學習幫助極大，學校

也因此以英語教授STEM科目，與科技世界全面接軌。	

「YouTube的科學實驗與外國的科技文章，大多是英語，推動

STEM教育加強了同學的學習動力，同時也提升了他們的英語

能力，互相得益。」此外，學校亦於英文科內，設有「跨課程

英語學習─綜合人文」課程，進一步提升學生的英語能力。

掌握了科技知識與技能，也要培養態度及價值觀，劉校長認

為這需要學生透過親身體驗來建立，「數理科目有很多專題

研習活動，學生亦可參加不同類型的比賽，從中建立自信

心與責任感。」為照顧學生的升學與就業發展，學校也會

安排學生參觀院校及行業體驗，讓學生了解科技行業的前

景。「雖然目前的海外交流活動也有STEM元素如參觀科技

公司等，但我們也開始籌辦科技海外交流團，希望學生能夠

學生參與「科學、科技及數學教

育學生博覽會 2016」，設置展

覽攤位展示科研成果。

沙田區：青年會書院
OpenSchool 教育特刊《十八區 STEM學校巡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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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收外國經驗，擴闊視野。」劉校長補

充說。

校長具數理專家背景   
促進成立STEM教學小組

青年會書院的STEM教育由教授基礎知識

起步，透過跨科合作及各種活動培養學

習態度，讓學生了解升學及就業出路，

全方位推動做到無縫銜接，有賴校長與

教學團隊的通力合作。梅志文助理校長

點出團隊的優勢之處：「劉校長擁有數

理科技背景，十分明白STEM的教學路

向，他建議成立教學小組，集合各科老

師參與，讓老師們互相配合及協作，團

結一致，不但令整個STEM教學框架更完

善，同時也提升了老師們的使命感，全

心全意教好學生。」隨著STEM與各科協

作日趨緊密，教學小組也壯大起來，體

育、家政等科目的老師也參與其中，將

校園的學習氣氛提升至更高層次。

有別於其他學校的老師或需要兼教STEM

科目，青年會書院採取專科專教策略，

而且各科老師人才濟濟，例如數學科有

八位老師，資訊科技、設計與工藝、生

物、化學及物理也各有三位老師，更特

別是每科都特意安排女性老師身處其

中，讓老師能夠以女性的思維角度照顧

女學生的學習需要。劉校長說：「女學

生可能較少接觸機械人、四驅車，男性

老師未必會注意到這些細節，女性老師

思考縝密，能夠更事半功倍地教授女學

生科技知識。」連這麼微細的地方也照

顧周到，可見學校在推行STEM教育時是

經過深思熟慮的策劃，每個細節位也做

到一絲不苟。

每年舉辦 STEM	Week，活動多元精彩，啟

發同學對科學科技探究的興趣。

華南師範大學李克東教授到訪考察

學校的 STEM教育。

女性老師能夠以女性的思維角度，

照顧女學生的學習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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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田區：青年會書院
OpenSchool 教育特刊《十八區 STEM學校巡禮》

STEM校園融合生活

老師團隊出色，學校也樂意投放資源配合，打造STEM校

園，務求將科技與生活融合。劉校長說：「校園長廊有擴增

實境（AR）設施介紹學校、圖書館也以AR技術介紹圖書、

校園cafe添置3D食物打印機、雨天操場的健身閣設有虛擬

實境（VR）設施及近來大熱的電競設備，學生深深感受到

生活與科技的融合已經隨處可見，更清楚學習創科的重要

性。」

而與STEM息息相關的設計與科技室，更會改建為STEM實驗

室。除了添置最新科技工具之外，學校也特意保留舊有的工

藝及機械設備作展覽，讓學生感受科技造福人類的進程，「

科技發展並非要推翻歷史，而是一個優化過程，讓生活變得

更美好。」劉校長說。此外，STEM學習中心外的長廊亦改

建為Learning	Commons，讓學生有一個輕鬆的空間，共享學

習的樂趣。

承辦國際賽推廣STEM

教育局旨在透過推動STEM教育，為香港培訓科研人才，這

需要整個學界群策群力方能成事，青年會書院非常樂意將堅

實經驗與同業分享，並願意推己及人，舉辦小學科研活動及

學校舉辦「STEM 教育方案」展示及簡介會，

吸引逾 200 位教育同工出席。

AR技術發展成熟，提升學生學習樂趣。

梅志文助理校長是科技組主任，任教

STEM科目經驗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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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資料

學校名稱：青年會書院

地址：沙田馬鞍山恆安邨 86地段

創校年份：1952 年

學校類別：資助男女

辦學團體：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

校訓：真理、自由

電話：2641�9588

電郵：college@ymca.org.hk

網址：http://www.cymcac.edu.hk

比賽，繼而推展至其他教育及服務單位，期望將之擴散至社區，人人得

以受惠。

與此同時，學校自上學年起，承辦創意思維世界賽香港區賽，既可將比

賽推廣至更多學校，讓更多學生透過比賽訓練創意思維，提升解難技

巧，亦可向外國的教育機構取經，從而改善STEM教學方案，精益求精。

科研與人文素養並行培養

STEM教育成為學界大趨勢，但劉校長在致力培訓學生科研精神之際，也

不忘培養學生的人文素養，「科學與人文學科是不應分割的，歷史文化

經過數千年演變，自有其值得學習的地方，而且一樣與科技息息相關，

就像木乃伊展覽也是由科學館主辦，證明考古、文化也需要科技來幫助

探索。」

科技發展最終目的是希望改善社會，讓人們生活得更舒適，劉校長希望

培訓下一代具備良好態度及正確價值觀，善用創科思維與科技工具，努

力建設香港成為智慧城市，讓香港更繁榮安定。

創意思維世界賽

創意思維世界賽是一個世界級學界

賽事，讓參賽學生透過團隊協作，

綜合應用STEM知識，發揮創意解決

難題。

青年會書院由2017年起承辦香港區

賽，去年共有來自11間中小學的14

支隊伍勝出香港區賽，代表香港到

美國出戰創意思維世界賽，與世界

各地約800多支隊伍爭奪20個組別

的冠軍。

比賽名稱 榮譽

創意思維世界賽香港區賽2017
題目 3第 3組別冠軍

題目 4第 2組別冠軍奬

香港傑出資訊科技學校獎 冠軍

第 18 屆全國青少年航空航天模型教育競

賽香港區選拔賽�─�水火箭定點打靶賽
二等獎

水底機械人大賽 聯校最佳共融獎、銀獎

國際傑出電子教學獎 (2015-16) 學校組銀獎

中學生資訊科技開發技能大賽 2016 機械

人任務比賽
亞軍

學習如此多紛 IT 學與教套件製作比賽�─�

學習短片
優秀創意獎、優異獎

2015 珠港澳創客大賽 最佳創意銀獎、優秀團隊獎

大中華中學生網頁設計挑戰杯 2015：電

子商貿
冠軍

STEM 獎項及榮譽

更多STEM獎項：����������������https://goo.gl/aF3Uro

知多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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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門區：仁濟醫院第二中學
OpenSchool 教育特刊《十八區 STEM學校巡禮》

STEM 教育緊扣生涯規劃

從初中起讓學生發展興趣 訂立志向

政府近年積極推動生涯規劃

及STEM教育，發放津貼予全港中小

學，旨在讓學校全力發展相關課程與活

動。仁濟醫院第二中學的余大偉校長，認

為政府單單作出金錢資助並不足夠，學校需

要清晰的課程規劃及活動指引，才能將生

涯規劃及STEM教育有系統地在學校全面

推展，讓學生得益。

辦學團體仁濟醫院積極舉辦活動推廣 STEM 教育，連續四

年舉辦香港國際學生創新發明大賽。

屯門區：仁濟醫院第二中學
OpenSchool 教育特刊《十八區 STEM學校巡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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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濟醫院第二中學余大偉校長認為，學校應肩負更多培育

學生的責任，除了傳授知識及培養價值觀，學生的志向也

需要照顧。因此，學校十分著重生涯規劃的發展，在政

府大力推動之前，已率先將升學及就業輔導改革為生涯規

劃，幫助學生尋找興趣與志向。余校長說：「生涯規劃應

當由初中做起，幫助學生發掘興趣，打好基礎，高中選科

時能夠作出最適合自己的選擇。」

創新科技屬未來趨勢

隨著科技的不斷進步，可以預期各行各業的發展將更需要

創新技術及科學知識，而STEM教育正好能夠培養學生對

科研的興趣。因此，余校長認為這是生涯規劃工作中一個

非常重要的項目，「學生學好STEM知識與技能，不但能

夠應對未來的各種挑戰，更可藉此找到志趣，訂立人生目

標。」

既然生涯規劃要由初中做起，STEM教育當然也要一併起

步，盡早讓學生接觸相關知識，引發學生對創新科技的興

趣。學校早於政府提倡推行STEM教育前，已著手改革現有

的學科及課程，包括整合及擴增初中科學科、資訊與通訊

科技科及設計與工藝科，余校長舉例說：「我們在中一引

入航拍活動，激發學生興趣，中二教授編程，讓學生掌握

基礎知識，學生在中三時就可自行製作短片，實實在在的

完成一個項目，既可增加自信，又帶來滿足感。」

余校長認為應該由初中開始教授 STEM 知

識，及早打好基礎。

學生發揮創意，製作科技作品，

享受科研樂趣。

來自世界各地的隊伍雲集仁濟醫院第二中學

參加比賽，交流心得。

該校 27 位高中同學，遠赴天津參觀屬於國防

禁區的中國航天火箭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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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起學習基礎創科知識

學生在初中階段建構了創科思維與能力，學校會因應學生的

表現及意向，提供更多機會讓他們發揮所長，例如組織課

程、工作坊及交流活動讓學生參加、津貼學生修讀尖子課程

等，旨在協助學生確立發展方向。「這是我們當初改革課程

的構思，讓學生從STEM教育中啟發志向，及早鎖定目標，做

好生涯規劃。」余校長解釋。

STEM教育除了緊扣生涯規劃工作，學生亦可將相關知識與

技術融會貫通，藉以優化生活及服務社群。余校長舉例說：

「有學生感到在炎熱的天氣時，飲品很快會變暖，於是發明

了冷凍茶几，將飲品長時間保持在冷凍狀態，利用科技知識

改善日常生活。」另外，由學校社會服務團的師生及校友共

同開發的智能手機應用程式「義享網」，建立了一個中介平

台，連結區內商戶及需要援助的受助者，為他們於網絡上作

出資源配對，以科技助人。「學生發揮無窮創意，將所學實

踐出來，證明他們都能夠學以致用。」

中六學生朱啟謙憑發明冷凍茶几，

榮獲高中組銀獎。

學生在工作坊中，聚精匯神地學習 3D打印技術。

蘇格蘭學生試用仁濟二

中創科室 3D掃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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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卓光博士

3D打印企業創辦人及行政總裁

香港大學校董�2005年畢業生

吳卓光校友是義務課程顧問之一，自中學開始熱衷於機

械及電子設備的製作和改裝，他畢業後升讀香港大學物

理系，2014年博士畢業後踏上創業之路，開辦創科企

業，專營3D打印技術，並獲邀進駐「深圳前海」營商，

成為年輕創業家。

他認為年輕人應該把握機遇，開

拓事業：「年輕人要成功的話，

需突破現有的框架，好好裝備自

己，保持自己的獨特性，把

握感興趣的方向，因

為有興趣，就有信

心做得好。」

數理人才不足窒礙香港發展

雖然政府力推STEM教育，但港科院院長徐立之較早前指

出，近年選修數理的高中學生愈來愈少，令他擔心本地

數理人才不足，阻礙了香港的創科發展。余校長也認為

近年學生對數理的興趣大不如前，因此必須要從初中起

提升學生對數理的興趣：「政府在STEM教育方面欠缺長

遠規劃及明確指引，學生難免只著眼於目前發展正蓬勃

的產業如金融、服務業，因而在選科時或有傾斜，以至

數理科乏人問津，長此下去，對香港未來的科技發展，

以至學生的升學就業都有影響。」

余校長深明數理科發展的現況，因此學校扣緊STEM教育

與生涯規劃，開辦創新科技科，融合創新科技知識、生

涯規劃元素，提升學生對創新科技的認識與運用能力，

培育學生迎接新經濟時代的人力資源要求轉變的能力。

學校更邀請了四位從事相關創新科技產業的校友，出任

科目的義務課程顧問，希望藉校友的專業分享，令課程

規劃更完善，提高學生學習創新科技的投入感。

經過多年的摸索及實踐，

學校在STEM教育及生涯規

劃工作已略見成效，並且

在正確的方向邁進。余校長

相信每個學生都各有潛能，

學校應給予他們機會多作嘗

試，才能讓他們了解自己的長

處與不足，繼而訂立志向，發展

所長。

學校資料

學校名稱：仁濟醫院第二中學

地址：�新界屯門第三十一區楊青路

創校年份：1987 年

學校類別：資助男女

辦學團體：仁濟醫院

校訓：尊仁濟世

電話：2467�3736

電郵：school@ych2ss.edu.hk

網址：http://www.ych2ss.edu.hk比賽名稱 得獎作品 榮譽

香港資訊及通訊科技獎 2017 冷凍茶几 銀獎 ( 高中 )

十面埋「服」社會創新大賽 義享網 全港中學組亞軍

第十屆今日公益、明日領袖公益計劃 義享網 創意社會服務獎

校方資助學生參加各類型的境外科研交

流活動，擴闊眼界。

冷凍茶几

STEM 獎項及榮譽

校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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荃灣區：聖公會李炳中學
OpenSchool 教育特刊《十八區 STEM學校巡禮》

彭校長 ( 中排左一 ) 認為 STEM 教

育先要由基本做起，讓學生學好

數理知識，再參加各項相關活動，

培養科研興趣。

STEM是近年教育界焦點所在，

教育局大力推動，學界齊心響應。位

於荃灣的聖公會李炳中學高瞻遠矚，早於

2000年已積極發展科研，重視探索與實踐。

十多年來，李炳中學在本地、全國及國際的科

學比賽中屢獲殊榮，2011年更獲得國家授予「

全國科技教育創新十佳學校」的殊榮，這是首

間香港中學獲此榮譽，成就非凡。

不少學校在推行STEM教育時，會因為要在緊密的課程中加插創科元素而感到舉步維艱，彭君華校長深明問題所

在，他指學校的做法是回歸基本，讓學生先學好基礎科目。「科學、數學、生物、化學及物理等科目，是創新

科技知識的根本，學生先學好這些科目的理論與概念，已十分足夠，毋須刻意在原有的課程上作改動。」

與大學合作 鼓勵學生參加比賽

學生透過學習數理學科，經過基本培訓後，然後在課餘時間參加各項STEM的相關課外活動，親身體驗與

探索，藉此培養科研興趣。彭校長指出近年學校積極與大學合作，例如參加香港理工大學的培訓課程，

理大的學生蒞臨學校，透過各種活動教導中一級學生創科知識與技能，同時李炳中學的學生又有機會參

與在理大校園舉行的訓練日營，將課堂所學實踐出來，學生獲益良多。

發明家搖籃 國際比賽屢獲殊榮
目光高瞻遠矚  全力推展科技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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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明家搖籃 國際比賽屢獲殊榮
目光高瞻遠矚  全力推展科技教育 體驗學習是開啟科研大門的鎖匙，彭校長認為要讓學

生學得更投入，必須為他們定下目標。故此，學校鼓

勵學生參加不同類型的比賽，從實戰中鞏固所學，積

極學習。「十多年來，學生在本地、全國及國際的科

學比賽中獲獎無數，而且經過不斷的磨練與挑戰，培養了濃厚的科研興趣，很多學生畢業後都一直朝這方向發

展，成就終生事業。」彭校長感恩地說。

從實戰中挑戰自己 科研精神承先啟後

多年來，學生在不同類型的創意科技比賽中都有突出表現，全因學校不斷努力，做到一棒接一棒的持續發展，

讓創科的薪火得以承傳。勞惠昌副校長說：「中一、二學生已經會跟隨師兄師姐參加比賽，從旁觀摩學習，藉

此啟發創作意念，再經過不斷的嘗試，起初看似天馬行空的意念，都能變成改善生活的小發明，學生獲得成功

感後，就更想主動參與比賽，挑戰自己。」

國家科學院的人員在 2017 維園創

科博覽中，參觀學校的攤位。

學生與科技局局長楊偉雄教授見

面，交流科技心得。

香港資優教育學院蒞臨學校，合辦小學

科學課程，一起培育下一代。

學校在 STEM 發展出色，學生在不

同的比賽中經常滿載而歸。



荃灣區：聖公會李炳中學
OpenSchool 教育特刊《十八區 STEM學校巡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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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國紐倫堡國際發明展

中，獲頒特色學校獎。

學生在國際科學比賽香港區

賽脫穎而出，由教育局局長

吳克儉先生頒贈獎狀。

學生在香港青少年科技創新

大賽中，獲得香港檢測和認

證局傑出檢測特別獎。

發揮無限創意  發展DNA工程及納米科技

學校不只科研發展起步早，其創科意念同樣站在前線。早在

2005年，李炳中學已有學生代表香港參加英特爾國際科學與工

程大獎賽，並憑著「剋霉桂」	--	一項運用中藥肉桂以抑制細菌

生長的研究	--	獲得生物化學科三等獎，當年更帶起了一片中藥

研究熱潮，可見該校學生的創新思維極具前瞻性。

談到近年的發展趨勢，勞副校指學校近年正專注於發展生物科

技，「我們已開展了一段時間，在納米科技及DNA工程方面已

逐漸有所掌握，學生希望透過生物科技的研究去改善生活。」

例如今年11月，學生將遠赴美國參加國際遺傳工程機器設計

競賽（International	Genetically	Engineered	machine	

Competi t ion，簡稱

iGEM，2004年由美國

麻省理工學院首創，

是一年一度的世界性生

物科技比賽），證明學

校在生物科技研究已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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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成就。彭校長深感榮幸：「發展生物科技需要投入更多

資源，但我們明白這是能夠造福人類的研究項目，而學生對

此又很有熱誠與興趣，所以學校都樂意盡量配合。」

聖公會李炳中學在科學及科技教育領域中享負盛名，在本

地、全國及國際性比賽中獲獎無數，其中包括香港聯校科學

展覽奪取全場總冠軍，羅氏少年科學家比賽獲科學棟樑大

獎，獲評為德國紐倫堡國際發明展特色學校，並先後合共七

次代表香港出席英特爾(Intel)國際科學與工程大獎賽，更在全

港及全國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中榮獲多個大獎。學校亦經常

將經驗與同業分享，並且為香港資優教育學苑培訓科研資優

生，為香港培訓科技人才克盡己任，值得讚賞。

學校資料

學校名稱：聖公會李炳中學

地址：新界荃灣和宜合道 450 號

創校年份：1984 年

學校類別：資助男女

辦學團體：聖公宗（香港）中學委員會有限公司

校訓：取生命的水喝

電話：2423�8806

電郵：info@liping.edu.hk

網址：http://liping.edu.hk

比賽名稱 得獎作品 榮譽

第 68 屆英特爾國際科學與

工程大獎賽 (2017 美國 )

Aircraft� Nut� Tension�

Monitoring�Washer

奧科寧克基金專項獎一

等獎

第十三屆宋慶齡少年兒童發

明獎 (2017 全國 )

環保廁板消毒器

螺絲檢測器

心靈手巧

未來汽車節能擾流器

二個銀獎

二個銅獎

第三十一屆全國青少年創新

科技大賽 (2016)
益生鉛 二等獎

台灣國際科學展覽會 2013 聰明介子 一等獎

STEM 獎項及榮譽

更多STEM獎項： https://goo.gl/QFV7m5



24

觀塘區：佛教何南金中學
OpenSchool 教育特刊《十八區 STEM學校巡禮》

自行研發機械人

躋身世界前列  建立自信與毅力

STEM教育在學

界全速起動，機械人組裝

與編程是其中一項熱門發展項

目。佛教何南金中學的機械人研發

隊已成立超過十年，學生多年來代

表香港南征北戰，先後在青少年機

械人世界盃及機械奧運會勇奪

殊榮，為港爭光！

佛教何南金中學開辦之初是一所職業先修學校，不少老師都是工藝及

設計專才，而校方也鼓勵學生作多元發展，因利成便就開展了機械人

活動。有別於現時普遍學校購買機械人套裝來培訓學生的做法，他們

在發展之初，因應老師與學生的設計與工藝底子，所有機械人都是由

零開始製作，師生包辦外型設計、結構計算、零件裝嵌、編寫程式等

工序，每個完成品都是他們的心血結晶。

師生砌出熱誠與幹勁

黃子正校長認為由學生自行設計及組裝機械人，才能夠讓他們從實踐

中鞏固知識，訓練創意思維，並激發探究精神，為完善製成品，熱衷

於搜索各種機械資訊。「老師也會親往日本搜購零件，學習當地科

技，將經驗與知識帶回來和學生分享。」學生透過參加各種國際性比

賽，與其他地區的機械人團隊互相交流心得，擴闊眼界。

黃校長認為由學生自行

設計及組裝機械人，才

能讓他們實踐所學，激

發探究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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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教育局近年力推STEM教育，機械人研發隊也加強了科

技元素，製作出來的機械人由過往能夠走動、跳舞、踢波

等，發展至格鬥、游泳、搶包山及扒龍舟等。李志宏老師

特別指出機械人發展的兩大里程碑：「第一個是跳舞，因

為要讓機械人全身關節運動，並做出多樣化的動作，是極

為困難的事。另一個是格鬥，這除了講求機械人的移動及

協調，還要計算步速、拳速等，是高一個層次的知識與技

術。」

讓機械人跳舞、格鬥等做出多種複雜的動作，不但涉及科

技、工程及編程範疇，也需要科學、物理、數學及化學等

知識，「例如讓機械人跑步需計算其移動幅度、平衡等，

而不同部份也需要使用不同物料的零件組裝，這些都需要

學生掌握各STEM學科知識，再融會貫通綜合應用，才能

成功研製出一個可作多角度移動的機械人。」陳國和老師

說。

納入初中必修課程

經過十多年的發展，機械人研發隊已成為熱門課外活動團

隊之一，黃校長有感活動發展成熟，近年已將基礎理論及

概念納入常規課程。「老師自製了教材、編好了完整課

程，將之與科學科融合，成為科學與科技科，讓中一、二

機械人製作涉及多種 STEM 知

識，包括科技、工程、數學、

化學及物理等，學生在過程中

將各科知識靈活運用。

學生在 2017 中國鞍山國際機械奧運會中，奪得

機械人舞蹈、足球賽等多個冠軍。

機械人製作已發展至懂得舞師、游泳及搶包

山等，十分多元化。



觀塘區：佛教何南金中學
OpenSchool 教育特刊《十八區 STEM學校巡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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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先學習基礎知識，有興趣的學生再參與課後活動，加入團隊。」研

發隊不但在學界及國際比賽中屢獲殊榮，學校也經常舉辦工作坊及小學

組比賽，由學生擔任小導師，教導小學生自製簡單機械人，並分享製作

心得，將這股熱情與精神承傳下去。

設計及組裝機械人除了培養到學生科研興趣及創新思維，黃校長指同時

提升了學生的自信與毅力。「學生由構思、製作、測試至完成一項作

品，需經艱苦的過程及嘗試，對學生是一個很好的磨練，從中培養到堅

毅不屈及團隊合作精神，當完成一件作品後，得到的滿足感是不能言

喻，同時也建立到自信心。」就連老師團隊也異口同聲表示，在與學生

一起製作的過程中，自己也獲益良多，做到教學相長。

改善人類生活

讀者或會好奇，機械人能歌善舞、打波格鬥，好像沒有什麼實際用途，

學生學到的技能如何幫助社會發展呢？張家俊助理校長解釋：「跳舞、

格鬥是機械人製作的初階應用，幫助學生打穩根基。如果在中學階段能

夠好好掌握這些知識，日後升讀大學接受高階訓練，以至將來從事機械

觀塘區：佛教何南金中學
OpenSchool 教育特刊《十八區 STEM學校巡禮》

( 左起 ) 李志宏老師、張家俊助理校長、陳國和老

師帶領機械人研發隊多年，經驗豐富。　

學校發展機械人研發隊多年，在很多大型比賽中

屢獲殊榮，在學界享負盛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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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資料

學校名稱：佛教何南金中學

地址：九龍油塘高超道三號

創校年份：1988 年

學校類別：資助男女

辦學團體：香港佛教聯合會

校訓：明智顯悲

電話：2340�0871

電郵：enquiry@bhnkc.edu.hk

網址：http://www.bhnkc.edu.hk

工程工作，就更容易吸收創新技術。」而且，

學生在參加比賽的過程中，會遇上很多難題，

但他們自小學習零件裝嵌、結構設計，建立了

觀察力及敏感度，很容易就找到問題所在。「

我們堅持要學生自己砌機械人，就是要訓練他

們了解每個細節，清楚明白軟件與硬件都同樣

重要，一粒螺絲出錯，都足以影響整個作品。

」張家俊助理校長補充說。

科技發展快如閃電，各行各業都多了應用科技

工具改善產能，機械人應用也將成為趨勢。黃

校長希望學生在機械人研發隊中，不僅學懂創

新科技知識與技術，日後懂還得善用所學，設

計出能夠改善人類生活的機械人，貢獻社會，

改變世界。

機械人研發隊發展歷程

學校的機械人活動於2005年開始發展，由理科及科技科老師合

作進行，之後逐步編入中一、二級科技課堂，成為初中學生必修

課程。而對機械人興趣較濃的學生則於課後繼續鑽研深造，參加

各項比賽及為小學開設工作坊，歷年開辦工作坊超過一百場，並

四次主辦小學校際機械人比賽。

在過去五年間，團隊的科研水平已提升至國際前列水平，2012

年更代表中國參加全球最大型的機

械人比賽，並獲得兩項世界冠軍。

經培訓的隊員很多都循科技領域升

學或就業，繼續發展他們的興趣和

潛能，並不時回校悉心協助老師培

訓學弟學妹，承傳他們的經驗和心

得，直到目前為止，已有超過二百

名學生成為機械人比賽隊員。

比賽名稱 榮譽

2017 中國鞍山國際機械 

奧運會

伺服馬達機械人舞蹈比賽

冠軍

伺服馬達人型機械人-足球賽

冠軍及亞軍

2017Maker�Faire 西 安 RBL

公開賽
囊括冠軍、亞軍、季軍及殿軍

第四屆 RBL 機器人格鬥香

港公開賽
冠軍及亞軍

2017 香港機械奧運會

C型腳掌二足伺服馬達機械人短跑比賽 

冠軍及亞軍

人型機械人武術比賽冠軍及亞軍

中學組機械人比賽全場總亞軍

STEM 獎項及榮譽

更多STEM獎項： https://goo.gl/nqzvnH

知多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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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M是近年的大勢所

趨，各間學校都開設特色的課

程配合，有些學校會將「STEM」加

添藝術(ART)色彩，演變成「STEAM」，

余振強紀念第二中學更將「STEAM」的內

涵提升至更高層次，兼備航空(Aviation)元

素，成為全港首間開辦航空課程的中學，

引領學生在天空翱翔，追風逐夢。

李校長別具慧眼，認為香港的航空

及旅遊業前景亮麗，特意在學校推

展航空課程。

全港首間中學開設航空課程

與航空相關的課程，學生通常要升上大專或大學時才能夠接觸得到，

一直以來，中學都不會開辦這類課程，因為需要很多資源配合才能成

事。李德輝校長別具慧眼，認為香港作為國際大都會，航空業的未來

前景將會非常亮麗，加上「一帶一路」帶來的機遇，學生在這行業將

有美滿的發展。

航空課程緊扣STEM科目

經過李校長與老師長時間的策劃與籌備，學校於本學年中一級開辦

「STEAM	教育航空課程」，成為全港首間開辦航空課程的中學。整個

課程為期六年，每周安排兩節課堂時間授課，課餘再舉辦各種相關活

動配合教學。初中課程先教授學生操控無人機，藉此引起學生的學習

教授航空知識  擴闊學生視野

南區：余振強紀念第二中學
OpenSchool 教育特刊《十八區 STEM學校巡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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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趣，幫助他們初步了解飛行知識；高中課程則作深入探

究，學習航道設計、飛機工程等知識。

學校是《中學教育課程指引》(SECG)七間先導學校之一，

率先試行新的課程指引，李校長指出，學校積極推展航空

課程，是希望在STEM教育上做到承先啟後，創出新局面。

「創新科技領域十分寬闊，不同學校應該有不同的發展方

向，我們認為航空課程能夠涵蓋STEM各範疇，而且出路

廣闊，配合到社會的發展，非常適合學生學習。」航空知

識包括飛機駕駛、設計、維修等，學生需要掌握科學、科

技、工程及數學知識，與STEM學科堪稱完美緊扣。

首間獲民航處發牌的無人機駕駛培訓中心

為了讓學生能夠在校園內操控無人機，學校特意向民航處

申請，成為第一間擁有牌照的無人機駕駛培訓中心。「整

個課程橫跨中一至中六級，學生完成後會獲頒證書，並可

考取私人飛機飛行員執照(PPL)，將來以機師為目標，或者

在航空業發展。」李校長說。

學校成為第一間

擁有牌照的無人機駕

駛培訓中心，師生在

校園內受訓，享受駕

駛飛機的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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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正規課程教授航空知識之外，學校也安排多類型活動來提升學

生的學習興趣及讓學生從實踐中鞏固所學，例如飛行比賽、模擬駕

駛艙體驗、參觀民航處和航空公司，以及國內外交流觀摩等。李校

長也希望將經驗與同業分享，讓他們對航空業有基礎概念，因此經

常舉辦活動，讓其他中小學的師生參與。「航空課程是可持續發展

的科目，但需要讓社會各界認識及認同，因此我們希望藉經驗分

享，讓其他學校了解此課程的可塑性，如果有同業的交流，配合社

區的支持，相信學生獲益更大。」

期望教育局及商界鼎力相助

學校在推動航空課程踏出了第一步，李校長希望教育局能夠了解他

們的工作及使命，從而作出相應的資源配合。「航空業範圍甚廣，

除了與飛機相關的行業外，還有系統管理、業務營運，以至相關的

旅遊、款待、服務業等，因此要全面發展航空課程，實在需要當局

作出更多資源調配，以及商界的鼎力相助。」

學校也鼓勵學生參加其他 STEM 活動，圖

為水底機械人大賽工作坊。

學校舉辦未來科技教育體驗

日，與小學生一起探索知識

和體驗學習的樂趣。

學 校 作 為 STEAM 教

育的先行者，為中西

南區的中小學提供

STEAM 教育方案，回

饋社區。

STEAM 小組利用 ipad	編程機械車，

把虛擬經典遊戲「MARIO	KART」帶

到現實之中。

學生需要掌握全面的 STEM

學科知識，才能將無人機靈

活地操控。



31

展望未來，當機場的第三跑道系統啟用後，香港的航

空業及旅遊業的發展將會越趨蓬勃，對相關人才渴求

更甚，學生及早認識航空知識，早定志向，有助做好

生涯規劃。李校長認為，STEM教育與生涯規劃息息相

關，學生要從小學開始學習創新科技，培養興趣，經

過初中三年打好根基及確立志向，然後向目標努力邁

進，未來定必能夠有美好發展。

學校資料

學校學校名稱：余振強紀念第二中學

地址：香港薄扶林置富徑 1號

創校年份：1982 年

學校類別：資助男女

辦學團體：天主教香港教區

校訓：服從聖神，實踐真理

電話：2551�8285

電郵：office@yck2.edu.hk

網址：http://www.yck2.edu.hk

比賽名稱 榮譽

港島區校際「無人機」障礙賽

高中個人計分賽冠軍

高中個人計時賽冠軍

團體高中組亞軍

STEM 獎項及榮譽

部份大專院校開設的航空課程

香港理工大學　	 民航工程學（榮譽）工學士

香港城市大學專上學院	 理學副學士

	 （機場營運及航空物流）

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航空學高級文憑

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航空營運及管理高等文憑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　	 航空與客運服務高級文憑

職業訓練局	 航空及環球物流高級文憑

職業訓練局	 航空與客運服務高級文憑

職業訓練局	 航空學高級文憑

知多點

香港航天學會行政

總裁麥振才先生

( 右 ) 與李校長合

作，一起為香港培

訓航空人才。

由余振強紀念第二中學與香港航天學

會聯合主辦的「YCK2 航天計劃」，是

中一入學體驗活動之一。

現役機師在活動中示範操

作航空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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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區：嶺南衡怡紀念中學
OpenSchool 教育特刊《十八區 STEM學校巡禮》

嶺南衡怡紀念中學以發展

學生生活態度、知識和技能為

骨幹，將課程與活動緊緊扣連，

學生參與每個活動都能夠將課堂

所學應用出來，鞏固知識之餘，

亦獲得滿足感。

STEM教育打得火熱，很多學校為調整課程配合而

大傷腦筋。嶺南衡怡紀念中學的數理科課程規劃

完善，各科老師教學經驗豐富，面對STEM的衝擊

也胸有成竹，很快就將各科課程與STEM緊密聯

繫。

培養生活態度及解難能力

在嶺南衡怡紀念中學的STEM教育下，學生不僅

要掌握各種科技的知識與技能，並要懂得融會貫

通，培養解難能力及生活態度。李志霖校長說：

「學生在初中課程先會學習基礎數理知識，促進

基本科研能力，再提供各種延伸活動給感興趣的

學生參加，但每項活動必須要與課程重點緊扣，

才能讓學生學以致用。掌握了技術，也要懂得在

面對不同的生活問題時，將之靈活運用，否則得

知識而無所用，也是徒然。」要解決生活問題，

前題是培養學生敏銳的觸覺，觀察生活每個細

節，從而洞察到問題所在。

學生研發智能咭考勤系統
善用 STEM 教育 培養敏銳觸覺

李校長希望學生將 STEM 知識應用在日常生活，並培養

敏銳的觀察力，解決各種生活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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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研發智能咭考勤系統
善用 STEM 教育 培養敏銳觸覺

學生有感學校的智能咭系統未盡完善，於

是發揮創科精神，研發改善方案。

學校天台裝設了太陽能光伏板及發電機

組，響應環保之外又可用作教學用途。

校長、師生與友校小學參加者在「STEM	機械人程式編寫工

作坊」中，一起感受 STEM學習的樂趣。
學生優化考勤系統 更勝商業機構

例如，學校一直都有使用智能咭考勤系統，統計師生的抵達

及離開學校的時間，但這套系統未能有效識別智能咭，常有

誤讀的情況，影響記錄的準確度。學生發現到這個問題，目

前正努力鑽研改善方案。李校長十分讚賞學生具備這種觸

覺：「學生對生活問題不會視而不見或不理不睬，他們勇於

運用所學，努力研究改善方法，培養到對社會的同理心，懂

得關心社會，優化生活。」；又例如學校天台也裝設節能及

可再生能源裝置，學生在校園作實地考察，提高他們對環

保、氣候及科學的知識和觸覺。

延伸活動助學生鞏固所學

在課堂學習方面，學生吸收基本知識後，都有延伸活動讓他

們參加，在活動緊扣課程的理念下，學生參與的每項活動，

都能夠將課堂上學到的知識應用出來，例如物理科老師會帶

領學生到迪士尼樂園參觀機動遊戲的結構原理及運作過程；

科學科則提供擲飛機比賽給學生參加，學生需應用空氣流

動、角度等科學知識來設計飛機及投擲角度。

李校長再以太陽能車比賽解說：「製作太

陽能車是通識科的再生能源課題，而揀選

材料以降低車身重量，需要應用物理及化

學知識；計算速度、平衡，則需要運用數學

公式，學生在過程逐步拆解難題，將所學知

識一一運用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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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資料

學校名稱：嶺南衡怡紀念中學

地址：柴灣小西灣道 31號

創校年份：1991 年

學校類別：資助男女

辦學團體：嶺南教育機構有限公司

校訓：弘基格致、服務社群

電話：2576�4852

電郵：info@lhymss.net

網址：http://www.lhymss.edu.hk

比賽名稱 得獎作品

第十九屆「飛向北京飛向太空」全國青少年

航空航天模型教育競賽

水火箭射靶賽中學男子組— 

一等獎�( 第一名 )

第十九屆「飛向北京飛向太空」全國青少年

航空航天模型教育競賽�-�香港區選拔

黃鸝手擲飛機直線距離賽中學男子組—

一等獎 ( 第一名 )

2014 應用可再生能源設計暨競技大賽 最佳設計及創意獎

YMHK 香港青少年機械

工程協會香港青少年機械人聯校相撲賽 2016
銀獎 ( 中學組 )�

2017 教聯兩岸四地中學生機械人大賽 銅獎 ( 避障競速比賽初中組 )

世界奧林匹克機械人競賽香港區挑戰賽 銅獎 ( 太空任務挑戰賽 )

世界奧林匹克機械人競賽香港區挑戰賽 銅獎 ( 相樸挑戰賽 )

參觀理工大學生物工程學系 STEM 工作坊肌

電氣球戰車比賽
最佳表現獎

電腦應用程式編程比賽 2016 優異獎 ( 初中組專題習作比賽 )

STEM 獎項及榮譽

數學基本功必要穩固

近年，高中學生選修數學科延伸部分M1/M2的人數愈來愈少，李校長認為數學科不應只是修讀理科的

學生才需要選讀，數學是通才科目，無論將來在哪個方向發展，數學基礎都必須要穩固。「港科院

院長徐立之都擔心數理人才不足會阻礙香港的創科發展，而目前香港的社會風氣的確面臨這種不均

現象，優才生大都選擇醫學、法律方向發展，輕視數學知識與應用。」

李校長認為高中數學科課程應該盡快改革，將M1/M2合併入數學科，再將之分為

三個等級，讓選擇文科、社會科學科及工程科的學生按程度修讀。「在現行的課

程框架下，這個改革方案不難做到，而最大目的是讓學生重視數學科，以此為選

科核心，再細心思考自己的出路。」

推廣STEM教育要獲得理想效果，並不是一朝一夕能夠做到的事，除了學校努力配

合，當局也有需要檢視目前的高中課程框架，互相配合，才能事半功倍。

更多 STEM獎項：��������������https://goo.gl/U7dVcK

學生參與創意媒

體及科技學會舉

辦 的 LEGO	EV3	

製作及程式編寫

課程。

東區：嶺南衡怡紀念中學
OpenSchool 教育特刊《十八區 STEM學校巡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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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解迷宮機械人

4A施振傑、4A謝偉健

「在中三時學到一個手機應用程式，讓機械人移動，再配合撞

擊、感光及距離感應器，讓機械人以最短時間走出迷宮。在過程

中，我們學到隨機應變的能力，因為參加比賽時總會遇上突發

情況，需要我們立即想辦法解決，又培養到堅毅精

神，因為要經過不斷的嘗試與失敗，才成功研發出

這個機械人。」

肌電控制�Arduino�電子設備

3A陸正山、3A蘇靖恆、3A朱鑫榮

「將這個感應器貼在手臂上，它會將我們用力時的力度化為訊

號，當超過預設值時就會令燈泡發光。如果感應器再改良，或可

應用在醫療層面上，例如製造義肢，而且這個感應

器的成本很低，可大量應用在不同科技上。」

太陽能車

4C�陳樂軒

「這是我們第三次參賽，過去因為所選物料太重，以至車速不足

而落敗。這次我們應用3D打印機打印材料，大大降低重量，下

一步就是研究車輪，因為大輪較為穩定，但加速較慢，細輪加速

快但較難平衡，我們正努力研究平衡點，每次能夠

成功解決一個難題，都帶來滿足感，推動我們繼續

努力。」

學生作品分享

https://goo.gl/AfDhqP

https://goo.gl/pKxLHv

https://goo.gl/tkwr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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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區：樂善堂梁銶琚書院
OpenSchool 教育特刊《十八區 STEM學校巡禮》

政府近年大力推動

STEM教育，撥款資助中小學

發展相關課程與活動，各學校也積

極響應，紛紛投放資源購買器材，舉辦

活動、交流團等，讓學生從中學習創新科

技知識。樂善堂梁銶琚書院羅文彪校長認

為，STEM教育要持之以恆，方有成效，故

此，應該從根本做起，讓家長及學生了

解學習創新科技的意義。

培養正確學習態度

善用科技造福世界

香港長久以來是個金融業、服務業發展蓬勃的城市，家長

大多鼓勵孩子從事商業、金融、會計等專業工作，在父母

的引導下，學生也傾向選讀商業科目，而棄選數理科目。

不少尖子學生，在選擇心儀學科，多考慮理想的事業前

途，因此，環球商業、精算、醫科、法律等均成為熱門科

目。長此下去，社會難以得到全面發展，更遑論讓學生應

對社會及全球科學及科技急速發展所帶來的轉變和挑戰。

創新科技成未來大趨勢

羅校長說早於2009年，時任美國總統奧巴馬已強調創

新科技的重要性，並撥款資助相關的教育工作。特區

政府在2015年的《施政報告》，首次提及要積極推動

STEM教育。近年，科技發展一日千里，創新科技在各

行各業的應用愈趨普遍，可以預期，創新科技發展是

未來大趨勢，若學生能夠掌握STEM技能與知識，將有

助其未來的事業發展。

羅校長認為教曉學生正

確的態度更為重要。

學生及早學

習 STEM 知識，

有助未來的事

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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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用科技造福世界

羅校長重申，學校推行STEM教育，培訓學生迎接未來挑戰

的工作刻不容緩。外國有報告指出，在五年後，不少顧客

服務、運輸及物流等職位，將會因為人工智能技術發達而

消失，估算約佔整體職位的6%。例如自動駕駛汽車將廣泛

衝擊汽車及運輸業，因此香港學校應該積極培養STEM相關

人才，協助學生裝備自己。牛津大學早於2013年已預計，

在未來20年，美國將有47%的工作崗位或被電腦取代，只

有講求創意的產業，或管理人工智能科技的專才，才有較

理想的發展空間。

利用STEM知識改善生活

不同學校各有其教學方法，羅校長認為最重要是教曉學

生正確的態度。STEM的知識與技能，只是讓學生進入科

技世界的手段，這是不難學會的。但如何適當地運用這些

知識，配合創科思維去改變世界，建造更美好的社會環境

呢？這就講求學生如何看待創新科技。科技進步能夠改善

人類的生活，但錯誤使用的話，也會造成嚴重的破壞。羅

校長強調的是培養學生正向的思維，善用科技拉近人與人

之間的距離，創建更和諧社會。

在資訊爆炸的時代，人們對全世界的認知愈來愈多，自會

發現原來有很多問題尚待解決，只有培養學生正向的思

維，綜合和應用STEM的知識與技能，一步一步拆解難題，

從而改善生活。羅校長以Facebook創辦人作比喻，朱克伯

學生培養到正確態度，就會懂得以

科技改善人類生活。

好奇心、觀
察力及毅力

，是學習
STEM知識

必需具備的
能力。

創科發展需要各界互相配合，從小加

以培訓，才能達到理想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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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在大學一年班時只是想設計一個聯繫朋友的平台，讓大家互

通訊息、分享相片，最終發展成今日的社交網絡王國，改變了

人類的生活習慣。這個例子引證了只要學生掌握STEM知識與技

能，並懷著改善生活素質的想法，就有可能實踐創意，影響世

界。

培訓學生三大能力

怎樣才能培養學生學習STEM的正確態度呢？羅校長認為

要學生建立三種能力，首先是好奇

心，啟發學生對周遭事

物的好奇，培養尋根究

底的精神。其次是觀察

力，培養學生的耐性，對

每種現象觀察入微。繼而

訓練毅力，對每項觀察作大

膽的假設，努力不懈地小心

求證。此外，學生希望獲得

更多科技知識，就會主動閱讀

相關的刊物及網站，而這些科

創新科
技是未

來大趨
勢，學

校應鼓
勵學生

積極

學習，
迎接挑

戰。

技資訊大都以英語為主，為了更

快掌握到新科技的資訊，促使他

們努力學習英語，由此可見學習

動機環環相扣，更有助提升其英

語學習的成果。

羅校長認為在課堂上學習，雖能

引發學生的學習興趣，若能讓學

生從日常生活中體會科技帶來的

奇妙改變，更能激發他們的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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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思蕊老師

科技與生活科科主任

徐老師認為，STEM教育重視讓學生「動手做」

，讓學生就著日常生活問題，設計和擬定具體

及有創意的解決方案，並將之實踐，從而訓練

學生的創意思維及解難能力。「學生需要明確

的目標，才有動力去學習，讓他們動手嘗試

做，體驗新科技，從過程中學

習及發揮，當完成到一個項

目，帶來的滿足感會令他

們更渴求去挑戰下一個項

目。」學校重視學生編程

能力，視之為未來社會重

要的語言之一，因此

學校在中一、中二

及中三課程都加

入了有關編程的

課題，訓練學生

邏輯思考及解難

能力。

思維。樂善堂梁銶琚書院早已將禮堂的燈光及音響設備數

碼化，讓學生利用科技，營造悅目的舞台效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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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要培養科研人才，並非一朝一夕，必須要政府、學

校、家長互相配合，同心協力營造創科氛圍，才能讓學生

明白這條是康莊大道。羅校長最後提及，目前的社會氣

氛，對創新科技產業的支持與認同，顯然並不足夠，政府

必須要帶頭做好配套，鼓勵行業發展，讓年輕人感到從事

創科工作能夠造福世界，獲得社會認同，學生就會更投入

學習，STEM教育才能達到良好效果。

學校資料

學校名稱：樂善堂梁銶琚書院

地址：香港西營盤醫院道 26�-�28 號

創校年份：1991 年

學校類別：資助男女

辦學團體：九龍樂善堂

校訓：仁、愛、勤、誠

電話：2858�7002

電郵：office@lstkkc.edu.hk

網址：http://lstlkkc.edu.hk

比賽名稱 榮譽

第二屆機械人大決戰 中學組冠軍

STEM�Challenge�Cup�挑戰盃 金獎

PDP�Mini�4WD 週年盃 冠軍

全港 STEM機械車創意解難大賽 2016
中學組冠軍及最具 

活力獎

STEM 獎項及榮譽

老師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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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埔區：港九街坊婦女會孫方中書院
OpenSchool 教育特刊《十八區 STEM學校巡禮》

在港九街坊婦女會孫方中

書院的教育理念中，特別重視

要裝備學生有能力面對未來世界的

挑戰，這與STEM教育的目標一脈相

承。學校重點在初中課程上作跨科合

作，讓學生打穩根基，培養興趣，

然後在高中時持續發展，向理

想進發。

吳校長相信未來是電子化的世代，教

導學生學習創新科技已是刻不容緩。

跨科合作  無縫銜接

裝備學生迎接未來
世界的挑戰

吳少祺校長認為未來(FUTURE)有六大特徵，分別

是Fast	(變化快速)、Unique	(趨向獨一無二的發展)

、Threatening	(人為的危機增多)、Unbound	(全球一體

化)、Rambling	(無特定的發展方向)、Elec	tronic	(電子

化)，尤其是最後一項特徵，從目前很多產業與服務

已經進入自動化時代，可見教導學生學習創新科技

已經是刻不容緩。



41

學生在 2016 大埔區無人機障

礙賽中，榮獲全場總冠軍。

在 2017 高校科學營，全體師生參

與總結分享會，分享所得。

成立專責小組 循序漸進規劃課程

STEM	教育重點在於提升學生對科技的學習興趣，培育學

生能將數理知識融匯貫通和尋求科技技術應用的綜合能

力。因此，學校成立了專責小組，吳校長與老師們緊密合

作，透過定期會議、有計劃地引入教育局專業的支援、循

序漸進地透過跨科協作，在課程規劃、課堂學習和課後

延展三個層面上全力推動STEM教育，引起學生的學習興

趣，強化他們綜合和應用數理知識與科技的能力。

由於STEM教育是一個跨學科的概念，所以專責小組內的

成員皆來自不同科目，包括數學、電腦、科學、資訊科技

及設計與科技的老師，他們先由課程入手，微調學與教的

次序，進行跨科協作和學習。在中一和中二級，數學、科

學、資訊科技和設計與科技四科會進行協作，調整課程，

選定課題，在日常的課節中施教。

STEM元素融入各科  激發學習興趣

吳校長舉例說：「數學科、設計與科技科合作教導學生製

作筆筒，除了讓學生學會計算圓形面積和圓柱體的體積，

還讓他們親身做出所設計的實物；當電腦科製作動畫時，

在 STEM週會中，學校鼓勵學生分享 STEM學習經歷。

學生聚精會神聆聽老師教授 LED 燈的

製作，十分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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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會用上sine和cosine的概念來控制物體的移

動路徑；科學科教並聯及串聯電路，也使用

了電路麵包板三色LED燈及各種電子元件，

做出了可調整光色的小電路；而設計及科技

科也滲入科學科的電路知識來製作精美的

手電筒等。」跨科協作讓學生靈活運用各

科知識，並且親身製作設計品，從實踐中

應用所學，加深學生對各種知識及技能的

了解。

學校沒有大肆宣揚會在日常課程中引入

STEM元素，學生起初並不知情，但他們

逐漸發覺課堂情況好像與以前不大一樣，

因為他們在上課時能夠參與設計、計算和

實物製作，過程中感到更有成就感，學習興趣明顯增加。

在教學過程中不單只強調知識傳授，而是刻意細心的營造機會，讓學

生將知識融匯和應用。此外，透過以上的學習過程，學生更能真切的

明白各科的知識並不是分割的，而是互相扣連、環環相扣，他們從中

獲得不少學習的樂趣及成功感。

學生參加由理工大學主辦的

Maker	Faire	Hong	Kong，在巨

型機械人展品中留影。

學校邀請了內地的 STEM 專

家及老師，來到校進行講座

及分享會。

大埔區：港九街坊婦女會孫方中書院
OpenSchool 教育特刊《十八區 STEM學校巡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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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資料

學校名稱：港九街坊婦女會孫方中書院

地址：新界大埔大埔公路大埔滘段 4643 號

創校年份：2002 年

學校類別：資助男女

辦學團體：港九街坊婦女會有限公司

校訓：勤、廉、信、慎

電話：2656�7123

電郵：info@sunfc.edu.hk

網址：http://www.sunfc.edu.hk

初中打好根基  高中靈活運用

經過初中各科的學習，學生掌握了STEM

的基礎知識，培養了對創新科技的興

趣，升上高中後可繼續修讀設計與工藝

科，持續學習創科知識。「設計與科技

工藝科包含很多STEM元素，例如設計地

下城、人工島時，需要用上各科技與能

源知識，而且學生在學習過程中，經常

在日常生活中取材，培養到利用科技改

善生活的思維。」學生在初中課程打好

根基，到高年級時就懂得靈活運用。

所以，吳校長認為學生要從小培養基本

的數理能力，例如觀察、量度、運算、

分類、分析等，再經歷科學探究和研習

比賽名稱 得獎作品 榮譽

魅力維港耀全城 3D打印設計 金獎

Maker�Faire�HK�2017�x�造大

世界「我是車手」公開組

人車合一獎及設計演繹

獎第一名

STEM 獎項及榮譽

等過程，學習在日常生活中應用科學

和科技的知識，學生的創造力、協

作、應變和解難能力，才能夠應付多

元社會帶來的挑戰。

學生前往內地觀摩及比賽，

與當地學生互相切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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葵青區：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第一中學

要教好學生，先要有好老

師，學校推行STEM教育要取得理

想成效，首先要老師積極配合，樂意花

心思規劃課程與活動，盡心盡力地培訓學

生。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第一中學的

STEM及電子教學小組，由最初成立時的

五位老師，發展至目前的二十多位老

師，足見全校老師齊心一致，全

力教好學生。

2016 國際電子教學獎—學校組別金獎

老師熱誠教導 學生愉快學習

STEM 教育令師生一起成長
萬事起頭難，文靜芬校長憶述學校在四年前開始推行創新科技教

育時，只能以摸著石頭過河的方式進行。「當時政府尚未大力推

行STEM教育，但我們有感資訊科技發展一日千里，是時候與時

並進，積極在這範疇作出嘗試。」文校長不是科技專才，她將這

重任交託給具備相關知識的老師，由他們全權規劃教學形式及方

向。

老師盡力任教 學生發掘專長

文校長對老師百份百信任，盡量提供所需資源配合，讓老師無後

顧之憂地試行，「給予老師充足的自由度去教導學生，是學校

一直以來的信念，不論過去，還是目前的STEM教育也是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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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R 技術為學習帶來新鮮感，

並促進教學效能。

學生走出課室，利用電子工具進行戶外考察。

我相信老師都是盡心盡力去做的。」老師是否投入地教，

文校長說不難感受得到：「老師其實可以跟足課程指引去

做，已經是做好了本份，但他們總是願意多走一步，不怕

艱辛，捱更抵夜製作教材、設計活動，作為校長，我深感

佩服，並會盡力提供資源協助。」

老師盡力教導的成果，從學生的表現可反映出來。「有學

生初入學時，學習態度並不積極，對任何事都提不起興

趣，但當他們從STEM學習中發掘到自己的專長，在老師

悉心栽培下找到了目標，就立即脫胎換骨過來，投入地學

習、積極參與各種活動，這正是我們一直以來的教育信

念，讓每個學生都能夠發光發熱。」文校長說。

各科老師參與 回饋本科教學

經過四年的發展，STEM及電子教學小組由最初的五位相關

學科老師組成，發展至目前有二十多位老師參與，當中包

括其他科目的老師如中文、英文、地理科等，大家都認為

創新科技學習不應只局限於科學、數學等數理科目，而是

其他科目都能應用到，好讓學生學得更有效。簡偉鴻副校

長表示有十八位不同科目的老師更願意自費參加Google舉

辦的認證課程，因為他們覺得所學有助於教導學生STEM及

本科知識，老師的教學熱誠實在值得讚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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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們在策劃STEM教學時，不辭勞苦地搜集相關資訊，既可讓學

生更全面掌握科研技能，同時老師亦因此增進了不少最新知識，真

正做到教學相長。文校長感激老師自發地進修，增進技能，再回饋

於教學上，她以廚師作比喻：「廚師會花心思設計菜色，讓客人品

嚐美味佳餚；我校老師也費盡心神設計教材及教學活動，使學生掌

握得更好，又學得愉快。」

提升溝通能力 培養領導人才

STEM教育同時提升學生的溝通技巧及領導才能，簡副校說：「我

們舉辦小學科研比賽，會讓本校學生積極參與策劃工作，例如比賽

項目與流程、獎品設計等，而比賽當日則要協助接待參賽的小學

生，過程中能夠學以致用之餘，亦訓練到學生待人接物的技巧，而

同學的進步也令我們感到欣喜。」

再者，學校也鼓勵學生將學習與父母分享，增進親子關係。文校長

笑說：「老師也會在家長群組留言，分享學生在課後及周六日時參

加STEM活動的情況，家長得悉子女在課後參加有益身心的活動，

都感到很放心，不會擔心子女在街上流連，浪費光陰。」

學生學習使用機

械人，全情投入，

樂在其中。

OpenSchool 教育特刊《十八區 STEM學校巡禮》

葵青區：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第一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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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資料

學校名稱：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第一中學

地址：新界葵涌和宜合道 42號

創校年份：1979 年

學校類別：資助男女

辦學團體：香港道教聯合會

校訓：明道立德

電話：2427�1641

電郵：hktayy1@yy1.edu.hk

網址：http://www.yy1.edu.hk

每間學校都有自己的一套STEM教學方法，各有優點，文校

長希望教育局能夠多了解校情，從而在資源調配上作更有效

的整合，讓學校能夠靈活編排課程與活動，同時鼓勵學校互

相借鏡，交流心得，讓學生學得更好。

簡偉鴻副校長

在STEM發展之初，校長帶領老師審視學校的強

弱項，制訂目標，一起拓闊視野，學習教育新

趨勢，並訂立STEM教育發展的長期目標。她

積極支持教師專業發展，與時並進，並投放資

源聘請額外人力，以及更新科技教學設備。教

師團隊在這數年間，發展出多套具校本特色的

課程，校長適時給予鼓勵，並充份肯定教師的

貢獻。此外，我亦體會到本校老師的團結和專

業精神，教師之間合作無間，各司其職。我們

利用學習主題貫穿不同領域的知識，主要目的

在於提昇教學效能，讓師生享受到教與學的樂

趣。在教學過程中，我察覺到學生創意無限，

透過綜合和應用不同的

知識與技能，設法找出

各種解決問題的方法。

他們積極投入學習，互

勵互勉，實令老師感到

十分鼓舞，再辛勞也是

值得的。

比賽名稱 榮譽

國際傑出電子教學獎

「STEM與編程」項目

銅獎及「流動戶外學習」項目優異獎�

(2016/17 年度 )

學 校 組 別 金 獎 及 個 人 組 別 優 異 獎

(2015/16 年度 )

電子學習應用獎勵計劃
金獎及最佳課程設計獎 (2014/15 年度 )

銀獎 (2013/14 年度 )

中學 IoT 科技設計比賽 2017 金獎及銀獎

全港中小學產品設計大賽 季軍 (2016/17 年度 )

校際 IT 精英挑戰賽 2015 中學組季軍

STEM 獎項及榮譽

老師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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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城區：保良局顏寶鈴書院
OpenSchool 教育特刊《十八區 STEM學校巡禮》

今年8月，香港出

現「月偏食」天文現象，天

文台與太空館、可觀自然教育中心

暨天文館、香港聖公會太陽館‧度假營

及保良局顏寶鈴書院作聯合網上直播。學

校在科研發展早已享負盛名，除了設置價值

過百萬的天文儀器作宇宙探索，也成立了

多個科研團隊，在各項科研比賽中屢獲殊

榮。在充足資源下，學校更是全港首間

中學開設中藥研究中心，可見學校

在科探領域具有豐富經驗。

學校設置了全港學界最大型的天文

反射望遠鏡，是學生探索宇宙奧秘

的理想天地。

天文望遠鏡  中藥研究室

充足資源打造大學模式 STEM 教學

早於教育局大力推行STEM教育前，學校已在高中生

物、化學、物理科等領域成立研究團隊，更分別為各

研究小組添置先進的儀器與設備，鼓勵及指導學生開

展研究工作。「學生進行研究時，參照了大學的專業

科研方法，得到各大院校所認同及讚賞。我們曾夥拍

大學一起做研究，大學教授也樂於擔任我們的顧問。

」郭劍輝校長說。

首設中藥研究中心  學生屢獲科研殊榮

2014年，學校成為全港首間中學開設中藥研究中心，

設備媲美各大專院校。郭校長認為學生透過大學模式

的研究體驗，能夠擴闊視野，增強科研興趣。上學

年，三名中五學生梁鎛謙、陳景倫及程宇軒，利用椰

子水、檸檬汁及砂糖的特性，成功研發了既環保又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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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強吸油力的「吸油海綿寶寶」，在香港青少年科技創新

大賽高中組成功獲得最優秀項目大獎，並代表香港參加第

68屆英特爾國際科學與工程大獎賽，奪得「地球與環境科

學組別」三等獎，成就非凡。

學校的科研小組曾獲邀請參與國際科學研討會，以及在國

際科學期刊發表研究成果。透過分享研究成果，學生不但

增加自信，而且確立志向，在選科擇業時作出最適合自己

的決定。郭校長說：「學生通常都以自己研究的學科為升

學的選擇。各大專院校均樂意取錄愛好研究的學生，因為

他們曾接受大學模式的研究訓練。」

學生經常代表

香港參加國際性

比賽，並屢獲殊

榮。

郭校長希望學生能夠懂得利用各種科技工

具，解決生活難題，造福人類。

2014 年開設的

中藥研究中心，設

備媲美各大專院校，

讓學生嘗試大學模

式的研究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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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科研知識與技巧  解決生活難題

除了數理科目的研究獲得理想成績外，學校還在天文教育方面投放

大量資源，引起學生的興趣。學校的天文氣象科學中心及觀星角在

2009年落成，添置全港學界最大型之天文反射望遠鏡「9吋玉複消

色差折射鏡」及9吋太陽濾鏡，是學生探索宇宙奧

秘的理想天地。難怪學校的天文中心能夠與天文

台作聯合觀天直播。

郭校長認為，科研探索除了增強知識及技能之

外，還培養學生自主學習精神。「興趣是學習最

大的動力，學生投入學習，並主動追求知識，繼

而達到自主學習的目標。」

學校在初中課程已加入科探元素，包括小組研

究、資料搜集及匯報分析等，提升學生對學科

的興趣，同時訓練創意、解難及溝通能力。郭

校長認為無論學生將來在哪方面發展，這些能力都是

不可或缺的。「推展STEM教育，不單要為香港培育科研人才，更

透過科學研究

及參加各種比賽，

培養到學生的創科精

神，為未來的挑戰

作好準備。

學生參加水底機器人比賽，寓學習於娛樂。

九龍城區：保良局顏寶鈴書院
OpenSchool 教育特刊《十八區 STEM學校巡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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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資料

學校名稱：保良局顏寶鈴書院

地址：九龍土瓜灣崇安街 26號

創校年份：2003 年

學校類別：直資男女

辦學團體：保良局

校訓：敬愛勤誠

電話：2462�3932

電郵：npl-mail@hkedcity.net

網址：http://www.npl.edu.hk

重要是培養學生的解難思維，日後懂得利用各種工

具及科技來解決難題，改善生活。」

開辦IB課程  提供更多選擇

自教改後，學生對STEM相關科目的興趣有下降跡

象，學校一直努力在科研路線發展，希望學生透過

科研尋找志向，擴闊出路。在2014年，學校開辦

IBDP	國際預科文憑課程，在香港中學文憑試課程

以外，為學生提多一個選擇。「IB課程旨在培養學

生探究精神、批判思維、自我導向及獨立學習能

力，激發他們主動學習，拓闊國際視野，為升讀本

地及海外大學作充份的準備。」郭校長說。

比賽名稱 得獎作品 榮譽

Intel� International�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Fair� 2017�

(Los�Angeles,�California)

Synthesis � of � High�

Oi l - a f f i n i ty � Es te r�

Macromolecule�with�

Renewable�Resources�

3rd�Place�Award� in� the�

Category� of� Earth� and�

Environmental�Sciences

Hong� Kong� Youth�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Competition�2016-2017

Synthesis�of�High�

Oil-affinity�Ester�

Macromolecule�with�

Renewable�Resources

Overall�Champion

G lob a l � Na t u r a l � H i s t o r y�

Day� Global� Finals� 2017�

(Chongqing)

The�Effect�of�Different�

Temperatures� on� the�

Level� of�Antioxidant�

in�Tea�and�Lemon�Tea

1st�Class�Honour� (Gold�

Medal)

G l ob a l � N a t u r a l � H i s t o r y�

Day� Global� Finals� 2016�

(Shanghai)

Synthesis � of � High�

Oi l - a f f i n i ty � Es te r�

Macromolecule�with�

Renewable�Resources

1st�Class�Honour�(Gold�

Medal)

G l ob a l � N a t u r a l � H i s t o r y�

Day� Global� Finals� 2015�

(Shandong)

Removal�of�Fluorescence�

Dye� and�Phenol� from�

Disposed�Glow�Stick�

Solution�by�Activated�

Carbon� and� Titanium�

Dioxide�Catalyse

1st�Class�Honour�(Gold�

Medal)

STEM 獎項及榮譽

更多STEM獎項： https://goo.gl/NDnRj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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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尖旺區：循道中學
OpenSchool 教育特刊《十八區 STEM學校巡禮》

( 左起 ) 劉麗雯老師、黃珮儀校長、

蕭秉倫老師與程溢智老師通力合

作，做好跨科協作學習。

一人計短，二人

計長，STEM教育要取得成

效，群策群力總比單打獨鬥來得更

有效果。循道中學的黃珮儀校長深明

此理，在推動STEM教育時，積極與各科

老師商討，集思廣益，並以跨學科小組

形式讓學生學習，發揮創意潛能之

餘，同時學會合作精神。

早於三年前，黃校長已開始構思推展STEM教育，但當時政

府尚未積極推動，在沒有明確指引下，只好自行摸索方向。

學校首先增撥資源，聘請專才，在科學科引入相關活動如科

學周，並鼓勵對科學感興趣的學生參與科學比賽，繼而再推

廣至設計與工藝科及電腦科，舉辦跨學科活動，漸漸建立了

良好的學習氛圍。

從實踐中培養團體精神及解難能力

科學科的劉麗雯老師認為，以循序漸進的方式讓學生慢慢接

觸及嘗試科研，有助增加學生的自信心及投入感。本學年，

學校更成立跨學科小組，有系統地組織各類型科研活動

讓學生參與。劉老師說：「我們會鼓勵學生參與各種比

賽，將知識及理論實踐出來，既可獲得滿足感，又可對

所學知識加深理解。在合作過程中，更能培養學生團體

精神及解難能力，可算是一舉幾得。」

來年，三科將加強合作，安排課時讓學生學習不同範疇

的科技知識，例如在科學科學習數據收集及分析，在電

腦堂學習編寫程式，設計與工藝科則教導學生製作機械

人等。設計與工藝科的蕭秉倫老師是香港機械奧運會創

跨科學習引發興趣
 藉 STEM 教育提升解難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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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人之一，曾經舉辦過多次不同主題的機械人大賽，例如

爬樓梯、足球及格鬥等，他認為學生可透過參與這些比

賽，從中發掘興趣：「學生需要多方面嘗試，才清楚知道

自己的潛能。我們會因材施教，亦會栽培一些有潛質學

生，讓他們在科研上有所發揮。」

學習編程回饋其他學科

編程是STEM教育重要一環，學校已經將基礎編程納入正

規課程中，學生由中一起開始學習。電腦科的程溢智老師

認為，初中學生學習編程，有助啟發他們對創新科技的興

趣：「不同學生有不同的才華，及早讓他們發掘到自己的

興趣，有助他們投入學習。而且，他們為了學習更深入的

科技知識，就會努力學好英文、科學等其他科目，對其整

體學業表現也有正面影響。」

學校目前集中在初中推行STEM教育，希望讓學生打好根

基。黃校長不諱言高中學生需要應付文憑試，未必能夠兼

顧到其他方面的學習，她希望教育局能夠檢視現行學制，

讓學生有更大的發展空間：「文憑試始終著重學生在核心

四科的表現，以致目前的社會風氣也只看重學生的成績。

如果要培養學生成為創新科技專才，我希望當局能夠改革

目前的教育體系，作出更多相應的配合，才有望達到效

果。」

學校資料

學校名稱：循道中學

地址：九龍加士居道 50號

創校年份：1958 年

學校類別：資助男女

辦學團體：香港基督教循道衛理聯合教會

校訓：信以致知

電話：2384�3543

電郵：admin@mckln.edu.hk

網址：http://www.mckln.edu.hk

比賽名稱 得獎作品 榮譽

慳電熄一熄青年獎 白金獎

2017�學界遙控模型車賽組

裝賽
冠軍

香港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 發電地板 三等獎

香港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 由聲而發 優異獎

STEM 獎項及榮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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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仔區：玫瑰崗中學
OpenSchool 教育特刊《十八區 STEM學校巡禮》

1959年創校的玫瑰崗中學，

培育了多位專業名人及演藝紅星，

例如行政會議成員陳智思、花旗銀行主

席梁伯韜、歌星陳慧琳、舞台劇演員林奕

華及梁祖堯等，學校多年來人才輩出，與

其傳統著重英文及藝術培養有密切關係。

本學年，學校將兩大強項與STEM教育融

合，期望達到相輔相成的效果。

英語與藝術 融合 STEM 教學

優良傳統發揮最大協同效應
由本學年起，學校將展開各項STEM教育工作，黃碧瑜校長

強調，各科將會攜手合作，以跨學科協作模式進行，幫助學

生掌握科技知識及培養創新思維。「我們已成立STEM工作

小組，各科老師緊密合作，互相配合，並以英語為教學語

言，達致最佳教學成果。」

每年舉辦體驗學習周 全校學生都有機會參與

STEM包含科學、科技、工程及數學四大領域，各有學習重

點又彼此關連，黃校長認為每科先各自定下學習方向，學生

掌握了每科的重點，更容易將之與其他科目融會貫通，「科

學科培養學生探究精神；數學科訓練學生數理分析及思

維；科技及工程科則要求學生動手製作及實踐概念，每

個科目都有學習目標，老師互通教學進度，學生學習時

更為得心應手。」

學習STEM必須要學生親身體驗，做實驗、製作模型等是

不可或缺的部份，學校已計劃在每個學年舉辦體驗學習

周，學生毋須跟從時間表上課，不同年級的學生各有主

題活動，透過老師的教導、外出觀摩、資訊搜集等，再

以小組形式完成指定項目，最後在慶祝日作匯報。學習

黃校長指學校已成立STEM工作小組，

各科老師緊密合作，讓學生學得更好。

灣仔區：玫瑰崗中學
OpenSchool 教育特刊《十八區 STEM學校巡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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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不僅提供機會給對數理有興趣的學生參加，就連原本不

太喜愛數理及科學的學生，也有機會嘗試，黃校長希望藉

此發掘學生的興趣，「學生對科探缺乏興趣，或許因為他

們之前沒有機會接觸，學習周正好讓他們嘗試，或會有新

體會。」

從學習STEM知識培訓 英語運用及藝術觸覺

玫瑰崗中學以英語為教學語言，學校長久以來都十分著重

英語培訓，黃校長認為可以與STEM學習融合，發揮強大的

協同效應。「學生在學習周與同學合作時，需要用英語溝

通，培養到團體精神之外，同時練習到英語運用。此外，

學生在慶祝日也會用英語作匯報，介紹作品，分享感受，

從中獲得成功感及滿足感。」科技知識日新月異，最新資

訊通常以英語刊載，英語能力強有助學生掌握最新科學資

訊，同時又可藉著多閱讀來鞏固英文根基，相輔相成。

學校另一強項是藝術培養，黃校長已計劃日後將STEM演變

成STEAM，讓學生在製作科研模型及作品時，能夠注入藝

術元素（Art），既可美化及優化製成品，又可培養藝術觸

覺。「STEM教育需要各科老師互相協作教學，學生親身參

與及感受，再配合英語運用及滲入藝術色彩，就能夠讓學

生發揮創科精神之餘，同時培訓到其他能力與技巧，並享

受到成功感，建立到自信心。」黃校長總結說。

學校資料

學校名稱：玫瑰崗中學

地址：香港司徒拔道 41號 B

創校年份：1959 年

學校類別：資助男女

辦學團體：道明會

校訓：信守真理

電話：2835�5127

電郵：info@rhs.edu.hk

網址：http://www.rhs.edu.hk

學校鼓勵學生參加展覽及工作

坊，吸收經驗。

學生在學習過程中以英語交流，

培養團隊精神又增進英語能力。

學生合作製作

模型，親身體驗

STEM學習。



56

離島區：靈糧堂怡文中學
OpenSchool 教育特刊《十八區 STEM學校巡禮》

羅校長善用一條龍學校優勢，

與小學合力推展創新科技學習，

從小開始培養學生科研興趣。

位於東涌的靈糧堂怡文中

學，與毗鄰的靈糧堂秀德小學為一

條龍學校，兩所學校的教學理念與位置

一樣相近，都認同STEM教育應該從小開

始做起，兩校老師於是組成跨校合作小

組，互相交流教學心得及分享資源，

從小學起幫助學生開啟創新科技大

門。

普遍中學都會在初中開始推行STEM教育，但礙於升上高中

需要應付文憑試，中學生實難有足夠時間與空間去培養科研

興趣。縱然政府也在小學大力推動STEM教育，但每間學校

的理念及策略有異，學生升上中學後，未必能夠持續發展。

靈糧堂怡文中學的羅偉文校長，善用一條龍學校的優勢，與

接龍的小學合力推展創新科技學習，期望從小開始培養學生

對科研的興趣。

中小學緊密合作  增加學習彈性

由於學生升上高中後，需要全副精神準備文憑試，因此由小

學六年加上初中的三年，有充足時間讓他們培養科探精

神，而且透過中、小學緊密合作，教學更有系統及連貫

性，兩校資源又可以共享，增加學習彈性。此外，小學

的考試壓力相對輕微，有更多空間開展STEM教育，讓學

生盡早接觸與嘗試，有助培養科研興趣，為未來訂立清

晰的路向。

兩校獲得充足資源及自由度發展創科教育，全因辦學團

體香港靈糧堂及創辦人王怡文家族都認同社會需要多元

發展，所以十分樂意投放資源讓學生發掘興趣，為社會

比賽名稱 得獎作品

全港創意思維比賽

2014 年：即興題冠軍

2013 年：最佳創意大獎

2012 年：創意思維大賽亞軍、最

佳創意大獎、即興題冠軍

中小學經驗與資源共享

一條龍 STEM 教育展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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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訓人才。羅校長舉例說：「感激辦學團體的贊助，學校

添置了魚菜共生系統作教學用途，不但可藉此教導學生科

學知識，還有人類與大自然的融和，以至道德倫理等人文

教育，甚至如何管理這套系統，也應用到商業管理技巧，

可見STEM教育並不單純是科學探究，而需要學生全方位的

知識融合與應用。」

普及STEM教育  培養解難能力

很多學校都著力培養學生對科學的興趣，繼而提供機會讓

他們發揮才華，為未來發展作準備。羅校長認為這樣只達

到STEM教育的其中一個目標，「培養學生的科探精神，

固然是我們的其中一項教學目標，但我們更渴望做到的是

把科研普及化，因為接受創科學習只是一道橋樑，最重要

是提升學生的解難能力、創新思維及培養探究精神，然後

再綜合所學到的知識與技能，從而迎接未來每個挑戰。」

學校坐擁一條龍優勢，能夠完善地規劃普及化教學策略，

學生有充足的時間學習，與此同時，學校也善用地理優

勢，正在籌備在東涌地區進行環境探察。「我們目前正積

極與大學商討，在東涌長長的海岸線作科學探究，例如水

質測試、地質探索等，除了增進科學知識，也可從中做生

命教育。」羅校長解說。

學生都是各具潛能，不一定要培養每個學生都在科技領

域發展，但學生透過科

研學習學到的思維與能

力，則是終生受用，這

正是羅校長希望將STEM

普及化的最大目標。

學校資料

學校名稱：靈糧堂怡文中學

地址：東涌文東路 37號

創校年份：2002 年

學校類別：資助男女

辦學團體：�基督教靈糧世界佈道會香港靈糧堂堂務委

員會

校訓：信、望、愛

��������「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

電話：2109�4000

電郵：ewun@llcew.edu.hk

網址：http://www.llcew.edu.hk

比賽名稱 得獎作品

全港創意思維比賽

2014 年：即興題冠軍

2013 年：最佳創意大獎

2012 年：創意思維大賽亞軍、最

佳創意大獎、即興題冠軍

STEM 獎項及榮譽

學生積極參與

各項比賽，將所學

知識與技能展示出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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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大仙區：樂善堂余近卿中學
OpenSchool 教育特刊《十八區 STEM學校巡禮》

樂善堂余近卿中學有多年魚

菜共生系統運作的經驗，近年已經

發展至珊瑚培育及馬蹄蟹養殖，不但將

STEM教育與海洋研習完美結合，同時也帶

出環保訊息，讓學生感受大自然的奧妙。學

校目前正積極開發智能家居產品，讓學生

利用科技知識及技能改善生活。

不同學校對STEM教學可有不同的教學重點，因此STEM教育

在不同學校可有不同的「演譯」方式。學校早於STEM尚未

在教育界推廣，已經發展魚菜共生系統，讓學生將課堂學到

的知識加以應用，從實踐中鞏固所學。

海洋研習應用跨學科知識

學校近年更開設海洋研習中心，透過養殖珊瑚及馬蹄蟹，將

STEM教育結合各個學科知識，劉振鴻校長說：「要順利養

殖這些海洋生物，學生需要豐富的生化知識，例如要熟識適

合牠們生長的環境，水的含氧量、酸鹼度、溫度等，學生更

會主動尋找資料，培養自主學習精神，並回饋至其他科目的

學習。」水質量度、監察系統、成本效益計算、能量轉換等

數學、物理及化學知識，通通都應用得到在海洋研習項

目，這正是STEM緊扣不同學科的最佳示範。

透過各種的海洋研習，學生除了學到科學知識及保育意

義之外，同時也發掘到自己的興趣，為將來升學擇業早

作準備。劉校長指，曾經有個中二學生，立志要做生物

學家，姑勿論他最終能否達成夢想，但至少從學習及實

驗過程中，已經掌握了知識與技能，對將來從事相關工

作十分有用。

多元化STEM學習照顧學生喜好

去年，學校在初中級別開設STEM產品設計課程，讓學生將

多元 STEM 激發創意思維
海洋研習與智能家居

學校與多間大專院校及

志願團體結為合作夥伴，

劉校長 ( 右一 ) 認為他們

的專業知識有助學校推

行各項 STEM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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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化為實踐，發揮創意創造產品，解決日常生活遇到的困

難。上個學年的主題是智能家居產品設計，學生會到老人院

觀察，看看長者在生活上遇到甚麼困難，由此激發創作靈

感。劉校長說：「有學生看到長者彎腰有困難，就設計出自

動拾取器；見到晾衫架難以有效晾乾衣服，便想到加裝感應

吹風機。由此可見，學生都懂得將知識融會貫通，配合創新

思維，製作改善生活的智能家居用品。」

學校發展STEM教育的成效顯著，劉校長認為跨領域合作是

其中一個成功之處。因為老師對課程內容熟悉，但對不同

科技的發展未必完全掌握，所以學校會邀請社福機構、大

專院校或志願團體作為合作夥伴，他們提供的專業知識、

寶貴經驗及豐富資源，能夠讓每項計劃都更有效地推行。

學校目前與中文大學、理工大學及城市大學合作，在校園

內開設三個實驗室，支援學生在三個科研範疇的學習。

與大學合作開設STEM實驗室

STEM教育路不應獨行，學校也樂於將成功經驗與友校分

享，過去已經有多達100間中小學到來參觀海洋研習中

心，學生會充當小導師，向參觀者講解系統運作及養殖心

得，從中又培訓到領導才能及提升溝通技巧。為了更有效

讓蒞臨的嘉賓認識各種設備，學生花心思製作介紹短片，

以QR	Code形式讓嘉賓們作自主導讀，再次引證學生充滿創

意的想法。

多充足的支援，都必須要有熱誠的老師執起教鞭，不辭勞

苦地教導學生。劉校長說：「老師都各擅勝場及熱心教

學，他們將自己的擅長加以發揮及配合，以最小的資源來

教導學生STEM知識，他們帶領的創科團隊都各有成就，在

不同的領域中發揮所長。」校長與老師目標一致，讓學校

在STEM教育的路道走出一片天。

學校資料

學校名稱：樂善堂余近卿中學

地址：九龍橫頭磡富裕街三號

創校年份：1969 年

學校類別：資助男女

辦學團體：九龍樂善堂

校訓：仁愛勤誠

電話：2336�2657

電郵：info@ykh.edu.hk

網址：http://www.ykh.edu.hk

比賽名稱 得獎作品 榮譽

香港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 2016
智能煮食警報

系統

電腦及資訊科技 ( 高中組 )�

一等獎� 及�Intel�Excellence�

in�Computer�Science�Award

2016 應用可再生能源設計暨競

技大賽

太陽能模型車 太陽能模型車大賽 ( 負重級 )

太陽能模型車
手搖發電機超級電容模型車�

二等獎

STEM 獎項及榮譽

學校的魚菜共生系統發

展成熟，近年更開設海

洋研習中心，養殖珊瑚

及馬蹄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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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區：保良局馬錦明中學
OpenSchool 教育特刊《十八區 STEM學校巡禮》

夏校長 ( 中 ) 與老師團隊認為

將 STEM 學習要融合生活，才

能引發學生思考。

STEM教育不是人做我做，

跟風趕潮流，而需要配合學校的

教育理念，經過心思熟慮構思課程

與活動，才會達到理想效果。保良局

馬錦明中學將STEM教學緊扣學校的全

人成長藍圖，提倡情境教學，豐富學

生的學習經歷。

STEM教育是近年的熱門課題，各間中小學陸續推出各種教

學方法，以配合教育局培訓科研人才。保良局馬錦明中學的

夏文亮校長，也認同廿一世紀人才必須要具備創新科技知識

技能，因此，他參考了大量研究及文獻，經過深思熟慮才制

訂出完善的STEM培育架構。「STEM教育要普及與精英化並

行，先在常規課程增加電腦科課時及老師，讓每個學生都對

科技及科學有基礎認知，感興趣的學生繼而在課餘時間參加

各種活動與比賽，作持續發展及探索。」單向的講課式教學

已不合時宜，為了引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學校採用了情境教

學模式來教導學生，讓他們模擬實境中動手參與。

從日常生活激發科研靈感

校本課程一直緊扣真實情景，重視生活應用，而講求從

實踐中學習的STEM學科，就更加適合以情境教學模式來

學習。夏校長說：「我們利用周遭環境所發生的事，引

領學生的注意及思考，以解決日常生活遇到的難題。例

如獨居長者在家不慎跌倒而失救的事件屢見不鮮，因此

引發師生積極研發可穿戴的感應器，一但長者跌到，就

會傳訊息到平安鐘服務作呼援。」情境學習讓學生更加

留意社會的發展及周遭環境所發生的事，培養到學生關

心社群，強化其觀察力。

緊扣社會現實  重視生活應用

藉情境教學　引領 STEM 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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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以「優秀少年」（B.E.S.T.	TEEN）為學生全人成長培

育藍圖，當中的「T」代表「有目標」，學校深信每個學

生都擁有獨特的天賦，盡力提供多元發展空間讓學生認識

自我，探索自己的熱情所在。所以，本年度學校更成立

YOUNG	INVENTORS’CLUB、YOUNG	SCIENTISTS’CLUB及

MAKERS’CLUB，鼓勵學生參加多元化STEM活動及比賽，

如製作可載人的太陽能車、水底機械人等。「相比獎項，

我們更重視學生參與活動及比賽的學習歷程，如能在初

中階段培養學生對科研的熱情及技能，將有利於高中的學

習，甚至將來在科學領域工作。」

多元探索讓學生發展興趣

夏校長認為初中是讓學生探索的最佳時機，故此，學校十

分重視初中的探索學習，特別於舉辦暑期保馬學院提供多

元化課程，課程不只限於STEM教育，在文學、體藝層面同

樣提供充足機會讓學生嘗試。「如果學生本已對科研充滿

興趣，我們更鼓勵他們嘗試其他範疇的學習，這樣才能做

到全人發展的目標。」

經過初中的各種體驗學習，高中階段雖然要為文憑試努

力，但適當地參加活動也有利學生自由發展，不少中四、

中五學生都繼續參加STEM活動與比賽，並樂於擔任師兄

師姐角色，引領初中學生作科研練習。「STEM教育需要

各方配合才能做得好，老師、家長、學生及校友需要一起

努力，同時學校要盡量尋找商界及社區合作夥伴，集思廣

益，方能為香港培訓更多科研人才。」夏校長總結說。

學校資料

學校名稱：保良局馬錦明中學

地址：香港新界粉嶺華明路 38號

創校年份：1995 年

學校類別：資助男女

辦學團體：保良局

校訓：愛敬勤誠

電話：2679�4545

電郵：mkm@mail.plkmkmc.edu.hk

網址：http://www.plkmkmc.edu.hk

比賽名稱 得獎作品

香港工程師學會“起紙”咁簡單 2017 結構堅固獎、美觀及創意獎

香港工程學會

青少年發明家比賽�2017－《海底奇「乒」》
季軍

香港科技大學水底機械人校際比賽 銀章級

香港工程學會

青少年發明家比賽�2016－《太陽救「乒》
最佳效能設計大獎

STEM 獎項及榮譽

學生參與由 IVE 工程學科舉辦

的中學可載人太陽能車設計比

賽	2017，獲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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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貢區：將軍澳香島中學
OpenSchool 教育特刊《十八區 STEM學校巡禮》

鄧校長鼓勵各學科都善用電

子教學，既可培養學生對

STEM	的興趣，	又可讓提升

學習效能。

STEM教育在學界

遍地開花，學校都希望將

之普及化，讓每個學生也有機會

接觸科研領域，從而培養興趣、發

掘潛能。將軍澳香島中學將STEM教

育與電子教學結合，讓師生感受科

技協助學習的好處，從而引發

學生的學習興趣。

STEM是跨學科知識，需要相關科目的老師合力調整現行的學習

框架，齊心協調教學方法，才能收到良好效果。但突然要各科老

師大幅度修改教學模式，一時間他們或會感到無所適從。故此，

有些學校採取課外活動形式來推行STEM教育，減少對現行課程

的影響，但這個做法難以達到普及化的目標。

善用電子教學  營造科研氣氛

校長鄧飛認為要讓全校學生都有機會接觸創科領域，必須要

在課堂引入學習，而最佳方法就是由電子教學入手。教育局

在大力推動STEM教育之前，已提倡資訊科技教育，資助學

校提升無線網絡基礎設施，以配合師生課堂中使用電子

教科書和電子學習資源。

隨著科技的不斷發展，現時每個學科都能善用電子教學

優點。鄧校長說：「不限於STEM相關科目，就連文科、

商科等也可以因應需要，使用平板電腦、手機應用程式

等協助教學。」透過電子工具輔助，學生較容易掌握抽

象的知識與概念，教學效能因而獲得提升，老師也樂意

花心思設計新的STEM學習教材。而引入新科技教具協助

教學，亦帶起了校園的科學探究氛圍。

善用新科技工具  提升學習效能
電子教學推動 STEM 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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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科技工具 解決學習難處

學生嘗過利用科技工具學習的樂趣，既可培養科研素養，

同時亦打穩了科學基礎，學校就可提供更多元化的高階

STEM學習，讓感興趣的學生發揮所長。因此，鄧校長十分

鼓勵學生參與科技、科研比賽，「透過參加比賽，才能激

發學生的創新意念，增加其成功感及自信心，並確立興趣

所在，為將來訂立清晰目標。」

政府積極發展STEM教育，旨在為香港培養科研人才，以配

合全球的經濟發展趨勢，鄧校長具備更高瞻遠矚的目光，

認為學生透過學習使用各種新科技工具，不但學到STEM知

識，更有助其他學科的學習。鄧校長舉例說：「以VR（虛

擬現實）為例，儀器設計及操作具備新科技元素，帶來新

的學習內容。與此同時，地理科可以藉此展示3D的地貌景

觀變化，數學科以此來形象化空間及解析幾何，學生更容

易理解不同學科的要點。」

透過STEM教育 培訓學生多元才能

學生熟練各種新科技工具，既可學習STEM知識與技能、培

養科研興趣與思維，同時讓學生更有效率地理解一些傳統

知識的難點，學習其他科目時更具成效，鄧校長認為這是

STEM普及化的最大好處。「每個學生都各有才華，毋須刻

意培養所有學生都成為科技專才，但學生可藉著學習及利

用科技工具，回饋至其他學科之上，讓學習更有成效，這

才是我們積極推行STEM教育的目標。」 學校資料

學校名稱：將軍澳香島中學

地址：新界將軍澳調景嶺勤學里 4號

創校年份：2003 年

學校類別：直資男女

辦學團體：香島教育機構有限公司

電話：2623�3039

電郵：schoolmail@htss.edu.hk

網址：http://www.tko.heungto.net

比賽名稱 得獎作品 榮譽

2017年香港青少年科技

創新大賽
智能魚缸 數理及工程高中組三等獎

2016年創協盃創意科技

機械人大賽

機器人對抗比賽高級組賽

事冠軍及殿軍

2016 全港中小學 STEM

創客智庫盃比賽
智能葯箱 優異獎

STEM 獎項及榮譽

更多STEM獎項： https://goo.gl/9JBp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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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朗區 : 元朗公立中學
OpenSchool 教育特刊《十八區 STEM學校巡禮》

創校超過70年的

元朗公立中學，是新界區歷

史最悠久之官立中學，學校在傳

承傳統教育理念之餘，亦十分重視創

新、奮進，為配合教育局大力推動STEM

教育，學校也即將成立STEM教育中

心，致力培養學生創科精神，為社

會培訓科研人才。

培養解難能力及邏輯思維
全面掌握 3D 打印技術

數理科出身的余國健校長，認為創新科技是社會發展的基

石，必須要全力推動：「各行各業都需要引入新科技來協助

提升產能，這是全球發展的大趨勢，因此香港要維持競爭

力，科技發展絕不能落後於人，培訓科研人才是刻不容緩的

教育方向。」學校在2015/16	年獲得教育局資助，加強了無

線網絡基建，大力推行電子學習，為STEM教育作好準備。

發展STEM教育需要在課程與活動互相配合，學校先在常規

課程中安排特定課時教授STEM內容，例如在初中電腦科加

插編程、3D製作、手機應用程式等，然後在課餘時舉辦各種

相關活動，讓有興趣的學生參與，加強培訓。

老師學生動手裝嵌3D打印機

3D製作是學校的主力發展項目，電腦科的岑德華認為要

學好3D技術，並不是添置一部3D打印機來印製各種產品

就能夠做到。「我們會教導學生3D繪畫、應用3D軟件

等，自己設計3D作品，才能掌握箇中知識與技能。」學

校的3D打印機，也是由老師們合力裝嵌，將3D創作技術

由最基本體驗出來。

( 左起 ) 岑德華主任、余國

健校長與黃小英副校長感激

校董會大力投放資源，強化

科研設施，讓學生有更多創

新科技的學習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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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在老師悉心指導下，對3D技術也有長足進步，製作了

很多3D作品，余校長特別提及孔明鎖，讓學生學會多種

STEM知識。「它糅合了物理、工程、數學知識，同時可培

養學生解難、分析、邏輯思維。」孔明鎖是中國傳統民間

的益智玩具，考驗玩者以多根積木砌出穩固結構的組合，

玩法與七巧板相似。

建立STEM遊樂場

學校的3D打印技術成熟，余校長希望將來能夠集合學生的

各種小發明，開設一個3D電動遊樂場，展示學生的作品。

「遊樂場的內容十分豐富及多元化，例如摩天輪、旋轉木

馬、過山車等，每種設施都包含很多難題，希望學生從中

培訓到解難能力，掌握到各種STEM知識，有助日後在科研

領域發展。」

學校的STEM教學中心即將啟用，余校長感激校董會大力投

放資源，強化科研設施，讓學生有更多創新科技的學習機

會。「創新科技是未來社會的發展支柱，學生需要培養創

新思維，掌握科研技術，好好裝備自己，才有能力迎接未

來的挑戰。學校將會繼續投放資源培訓學生，讓他們在科

研世界發揮所長。」

學校資料

學校名稱：元朗公立中學

地址：元朗水牛嶺公園南路 22號

創校年份：1946 年

學校類別：官立男女

校訓：致知力行

電話：2476�2357

電郵：ylpss@edb.gov.hk

網址：http://www.ylpss.edu.hk
比賽名稱 榮譽

港台中學生機械人大賽

2016

避障競速比賽�(A 組賽 )�銀獎

輪式機械人循跡比賽 (A 組賽 ) 銅獎

第三屆國際數學建模挑戰賽

國際賽
一等獎

STEM 獎項及榮譽

學生積極學習 3D打印，設計孔明鎖。

學校的 3D 技術

發展成熟，學生製

作了很多作品，充份

展示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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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息可彈性發送到個人、小組、

全班、全級以至全校

自選發送對象

SCHOOL

可自由選擇即時或預設時間

發送訊息

彈性發送時間

 一站式管理

 一次輸入即自動同步更新，3個版本
同步顯示，大大節省管理人手和時間

 一站式技術

 採用雲端伺服器技術，為學校解決網
站維護及技術支援問題

 一站式平台

 全面支援PC/MAC、Andriod/IOS智能
手機及平板電腦

http://www.mpep.com.hk
如欲查詢詳情，請致電2515 5600 或電郵至marketing@mpep.com.hk。

WhatsApp 查詢：

9230 5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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