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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程是科技教育的種子

未來世界共通語言
深圳點貓科技有限公司創始人李天馳指出：「鄧小平1984年南巡深圳時說過：

『電腦科技要從娃娃開始做起』，即電腦科技要從幼兒階段開始發展，所以我

八歲在廣州已學習編程。」就是這顆種子，讓他從小培養了對編程的興趣，也

為日後的發展定下方向。

在中國985高校山東大學畢業的他，後來到了巴黎

繼續進修，進行HCID（Human computer interaction 

and design）研究，並認識了另一位編程貓創辦人，開始研

究「人機交互」在生活上的實踐。並在2015年回中國發展

編程教學，李天馳說：「當時我們到了愛爾蘭考察，看到

很多歐美小朋友已開始學習編程，新加坡與越南也同樣開

始推行編程教育，我們覺得這編程將是未來的溝通語言，

是世界發展的需要，亞洲在這領域有很大的發展空間，所

以便回國創立自己的品牌。」

編寫程式是為了向電腦發出指令，以達到某些預期效果，

所以就是電腦世界裡的溝通語言。在這個日新月異，世界

逐步走向創新科技的今天，編程無疑就是一種國際共通語

言，讓不同國籍的人透過標準化語言溝通丶研發科技並發

展人工智慧，所以從小學習這種「語言」自有優勢。同樣

自小學習編程的李天馳，當然深諳箇中的難度與樂趣，因

而要求團隊製作符合兒童學習需要的教材，讓小朋友容易

掌握編程要訣，從而享受編程樂趣及培養邏輯思維方式。

「成立初期我們主要集中在小學階段的學習需要，現在則

逐步拓展至幼稚園與中學階段，為不同年齡層的學生製作

深圳點貓科技有限公司創辦人

孫悅 ( 左 ) 及李天馳 ( 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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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我們到了愛爾蘭考察，看到很多歐美小朋友已開始學習編程，新加

坡與越南也同樣開始推行編程教育，我們覺得這編程將是未來的溝通語

言，是世界發展的需要，亞洲在這領域有很大的發展空間，所以便回國

創立自己的品牌。　

合適的課程。」在推廣編程教學上，他們選擇了網上平台

作推廣基地，自2015年10月至今，吸引了全球11個國家

和地區的超過300萬使用者，平台作品數達350萬以上，

並與4000多所學校和教育機構達成課程合作，成為中國首

屈一指的少兒編程教育品牌。

在創新科技行先的今天，很多人認為編程是必須學好的一

環，李天馳指出「Not learn to code, but code to learn」，點

出學習編程不是終點，也不是單純為了編寫程式，而是透

過編程來學習丶培養邏輯思維，「不同學習人士有不同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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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如在幼稚園的課程上，我們會著重思維培訓，也會重

視趣味性，這樣有助於培養小孩的傳意溝通技巧，也正是

編程背後重要的思維。在大學方面，我們提供教材讓大學

培訓創新科技人材，目前以培訓老師為重點，始終有懂教

的老師，才能令學生學得好，所以師資培訓也是編程發展

的重要環節。」

與大學合作研發教材 為編程教學定下藍圖

李天馳認為全球在編程教育的發展上，也面對同樣的

難題，就是缺了兩個「T」，即工具（tools）與老師

（teachers）。所以編程貓較著重軟體的研究與改良，尋

求配合不同硬體應用；另一方面也針對老師在知識上與教

學上的需要而制定學習內容，讓老師能系統化地學習編程

之餘，也有適合的教材來輔助教學需要，大大減輕老師的

壓力。此外，編程貓正與中國不同大學合作設計課程，當

中涉及的大學生就有逾萬之數，在可見的三丶五年之後，

中國教育界將會有逾萬名擁有良好編程知識及教學基礎的

人材，為推動創新科技應用加快速度。透過網上平台與度

身訂造的教學軟體，為未來編程教與學定下清晰的藍圖。

人工智慧非可怕 善於應用造福社會

除了將編程運用到教育之上，編程貓同時也不斷研發人工

智慧結合編程應用在生活上的可能性。另一位創辦人孫悅

指出，當編程設計運用到教育方面的時候，更能為老師分

擔工作減輕壓力，因為知識性的教學工作可轉由系統化的

人工智慧負責，以釋出老師更多的時間，將教育重心重

當編程設計運用到教育方面的時候，更能為老師分擔工作減輕壓力，因

為知識性的教學工作可轉由系統化的人工智慧負責，以釋出老師更多的

時間，將教育重心重新投放在學生的德育丶情感發展方面，這無疑是實

踐提升教學質素的理想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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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程貓
編程貓是由深圳點貓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發的國內知名青

少年線上編程教育平台，一方面以寓教於樂的教學方式讓

青少年通過有趣的圖形化編程模組學習複雜的程式語言邏

輯，讓編程簡單得像搭積木；另一方面為教師丶學校丶教

育主管部門打造智慧化教學互動丶班級管理丶效果評估與

分析的「未來教室」。

「編程貓」在 2015 年成立，到現在發展成為全國性的編

程教學平台，編程貓創始人李天馳和孫悅是從歐洲留學回

來的年輕海歸。

中國內地官網：www.codemao.cn

港澳台及國際官網：www.code.game

新投放在學生的德育丶情感發展方面，這無疑是實踐提升

教學質素的理想模式，他重申，發展全面的人工智慧不會

導致人類的毀滅，適當的運用，減省社會成本，釋放更多

人力成本以應對社會人口老化。所以，孫悅寄語香港教育

界，在現階段首要做的，是將編程教育推前至幼兒階段進

行，及早讓小孩掌握基礎，為未來創新科技的教育與社會

作好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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禤文浩說：「香港小學常識科近年開始改革，將會

引入更多STEM元素，編程將會更受重視。編程教

育從宏觀看亦是國家政策，將來市場上將有更多的需求。

將編程貓的內容和技術引入香港，讓學界有優質的STEM課

程可以選擇，老師有更多時間放在教學上，發揮專業，學

生亦能學得其所。」

為學界引入專業編程認證

近年全球開始重視編程教育，香港很多中小學亦引入相關

學習內容，惟學界編程課程質素參差不齊。編程作為一個

專業，對將來社會和年輕人非常需要，但到底要如何教

導？如何認證？有鑑於此，Koding Kingdom (HK) Limited創

始人禤文浩將國際編程認證Microsoft Technology Associate 

Koding Kingdom (HK) Limited

引入編程貓
為香港編程教育創造優勢
Koding Kingdom (HK) Limited現時成為編程貓

香港代理，𧝁文浩希望藉此將編程貓在中國內

地的優勢帶來香港，同時利用Koding Kingdom 

(HK) Limited的國際業務優勢，將編程貓走向

國際，藉以互補優勢。他說：「香港很多學校

早以第三方工具教授編程，但都是有平台無課

程，老師教授編程亦五花八門。我們提議將現

有在中國的中小學使用的編程教材優化，為香

港學校提供教材配套。此外，編程貓能連結各

種硬件，不需使用指定平台，彈性很大，有競

爭力。中國在人工智能教育領先全球，編程貓

亦具備人工智能技術。基於這些優勢，我們遂

將編程貓引入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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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入編程貓
為香港編程教育創造優勢

(MTA) 帶入香港。禤文浩表示，希望為香港學生升學及就

業提供專業的認證。

禤文浩說：「我們目前在編程市場主要作三線發展。一是

培訓，當中分網上課程及面授課程；二是認證，每個家長

一定關心證書，就如學琴報考皇家音樂學院，編程都有國

際考試。三是比賽，給予學生展現學習成果的機會。現在

教育界對STEM如何具體執行仍有待討論，我們期望填補專

業認證的空白。」

禤文浩特別強調認證的重要，他說：「很多公司都有為學

校提供編程課程，但如何量度學生的學習能力，便需要透

過專業認證。國際編程考試近年非常流行，透過獲得專業

認證，家長和學生都能提高榮譽感，而且真正掌握編程知

識，將來升讀大學修讀STEM科目時亦多一個保障。我們公

司是獲Microsoft認證的考場，很多國際學校的學生都會選

擇到我們公司考試。我們也和香港大學緊密合作，提供編

程指導，很多國際著名軟硬件供應商亦和我們合作，例如

Cisco、編程貓和大疆都和我們合作推廣STEM教育。憑藉

這些優勢，我們希望為學界做好提供認證方面的工作。」

大部分老師沒有受過專業編程訓練，學校推動編程時需要

與商界合作，尋求共贏。禤文浩說：「我們有製作網上遊

戲的經驗，了解程式軟件和小朋友的關係。這亦令我們和

一般服務提供者有很大的分別，他們的負責人未必同時熟

悉電腦行業和教育市場，老師的專業並非是教授編程，而

我們清楚知道學校和學生的需要，從而協助老師各司其

職，讓公司在市場具備競爭優勢。」

禤文浩 (John Sir) 簡介

香港互動媒體專家，先後獲得香港大學工學學

士學位和牛津大學哲學 ( 管理學 ) 碩士學位，

在電信及遊戲行業擁有 10 多年的營運和管理經

驗。2008 及 2009 年分別獲選為中國遊戲十大

新銳 CEO 及中國信息產業年度經濟風雲人物。

2013 年創辦 Koding Kingdom(HK) 及香港創意程

式推廣協會 (Let's Code)，發掘本地學生科技潛

能，致力於本港推廣編程教育。



劉進圖會客室

科技園主席查毅超      談推動香港創科發展

結合產、學、研 

促進中下游發展

產、學、研有效結合，加上政府着力

推動，才能發展出良好的創新科技生

態圈，這在創科圈裏早有共識，但知

易行難，如何着手才能見效？查毅超

認為，還是要先從香港最有優勢、基

礎最好的四大領域著手，這樣會較快

做出成績，帶動整個社會追求科技創

新。四大領域是指：金融科技、生物

醫藥、機械人/人工智能技術，以及智

慧城市。

查毅超指出，在這四大領域裏，科研

生態圈相對完整，意思是產、學、研

都有頗多活躍的參與者，人才有機會

集聚、交流、協作，但也有「空塊」

（missing pieces），例如，雖然香港

的幾家大學科研相當厲害，好些領域

達到世界級水平，有好的教授，有好

的學生，但學生畢業後，對應本科的

工作不夠，讓唸生物醫藥的畢業學生

未能作相關科研工作，反而很多去了

藥廠作前線銷售，在培養人材的角度

來看是浪費了，學生應該有更廣更闊

的出路。

查毅超認為，在這四大領域裏，若細

心分析「官、產、學、研」這四個影

響供應鏈發展的板塊，政府投放資源

剛接任香港科技園公司董事會主

席的工業家查毅超，接受明報教

育出版STEM特刊專訪，談他推

動香港發展創新科技的構想，如

果用八個字來總結這構想，就是

「連繫板塊、填補空塊」，意思

是把研發供應鏈的上、中、下游

三大板塊，即從事基礎科研的大

學、探索科技應用的研發中心，

以及生產科技產品或服務的產

業，有機地結合起來，設法填補

供應鏈上的空隙，例如吸引更多

知名科技企業落戶香港，培訓更

多相關人才。

訪問：劉進圖   攝影：陳國威

連繫板塊 填補空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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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園主席查毅超      談推動香港創科發展

及制訂政策推動創科方面，今屆政府

超乎業界預期，力度前所未見，對社

會發展帶來很大的好處。有業界朋友

打趣說，上屆政府成立創科局用了三

年，今屆政府撥款數百億元推創科只

用了三個月，政府支持目前看是足夠

的，相比之下，產業明顯有較多「空

塊」，怎樣吸引好的企業來香港？這

些企業會問，有足夠的研究室和實驗

室人才給我聘請嗎？所以政府要推出

「千人計劃」（科技人才入境計劃）

來應對，科技園也會積極吸引這四個

領域的大公司和精英公司，大公司是

眾所周知的跨國公司，精英公司是有

獨特技術但規模較小的公司。

查毅超說，研發中心也有空塊，這和

產業有空塊是相連的，因為香港上一

代的工業北移，遷去土地和人力成本

較低的內地，整個生態圈隨之北移，

珠三角近十年推動產業升級轉型，土

地和人力成本都快速上升，工業家必

須着手構思新的項目，長遠來說始終

要自己研發產品，不能再像過去那樣

全靠外國研發自己只做生產，所以未

來的研發要由本地的產業承擔，「我

自己做工業出身，用別人研發圖則只

做生產，其實頗為沉悶，沒有挑戰

性，反而自己做研發，就算是應用的

研發，例如無線射頻怎樣在室內家

政府要推出「千人計劃」（輸

入境外科技專才）來應對，科

技園也會積極吸引這四個領域

的大公司和精英公司，大公司

是眾所周知的跨國公司，精英

公司是有獨特技術但規模較小

的公司。

11



劉進圖會客室

居應用，有許多可能性，滿足感大得

多，這樣做雖有風險，但如今香港的

生態圈跟15年前已大不相同，多了許

多支持，包括資金和人才，發展自家

產品條件還是比較好。」

他說，香港很難跟南韓和台灣比較，

人家推動成立研發中心比香港早30

年，大型的應用科技研發中心可以有

三千至六千人，香港五個主要的研發

中心加起來，大概只有稍多於一千

人，規模相對還是較小，可以說仍有

「空塊」，但在人工智能和機械工程

等方面，由於研發上游（即大學的基

礎科研）做得不錯，擁有許多優秀人

才，中游的應用科研也有可為，只要

下游的生產製造找到企業來投放資

源，應該可以填補空塊，把上中下游

連起來，達致「產學研」通力合作。

助園區企業配對

推動人才交流

上任科技園主席後，查毅超發了超過

700封信，邀請所有科技園區內的公

司見面，九月初見了第一批公司（29

家），談了一整個下午，十分充實，

他幾乎失了聲，園內企業代表們最肯

定的是園區內有人氣。有一個例子很

有趣，一家金融科技的公司，在園區

內認識了一家與自己業務完全無關的

公司，是用大數據分析內衣生意的，

但由於內衣公司創辦人擁有法律背

12



景，而金融科技的公司創辦人則擅長

撰寫商業計劃，他們互補長短，你替

我審視法律協議，我為你的商業計劃

提供建議，這例子說明，企業間的協

作並不局限於同類企業才有，在園區

內能實現公司共享經濟成果的模式。

查毅超說，去年科技園為園內各企業

與多個投資基金安排配對，園區公司

籌得12億港元，讓許多園區內的企業

得到發展所需資金，今年希望有同樣

甚至更好的成績。

除了籌集資金，進入市場對創科企業

也是關鍵，許多創業人士不清楚怎樣

令產品進入市場，尤其是海外市場，

查毅超說，科技園亦提供相關配套服

務，和初創公司一起去開拓市場，九

月初見的首批公司，亦有提到需要這

方面的幫助。協助創科企業進入市

場。

在推動創科人才交流方面，查毅超認

去年科技園為園內各企業與多個投資基金安排配對，園區公司籌

得12億港元，讓許多園區內的企業得到發展所需資金，今年希望

有同樣甚至更好的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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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進圖會客室

為，政府的「千人計劃」對吸引創科

人才會起正面作用，而在科技園興建

「創新斗室」，為園區企業聘請來自

海外的人才提供住宿單位及靈活的共

用工作空間。這些也會有幫助，但最

重要的還是繼續推動生態環境，產學

研合作成功，知名企業來落戶，聘請

大學研究生，讓科研學生明白創科前

景及工作，人才自然會被吸引過來，

矽谷就是非常成功的例子。

「五步曲」發展STEM教育 

至於如何讓年輕學生關心科學、投身

創科發展，查毅超認為，他認識不少

工業界朋友，經常鼓勵年輕人修讀理

科和工程，主要是為行業物色人才。

推動STEM教育是除了促進產業發展，

同時令學生更懂得思考，就算將來做

的工作與科學科技無關，但從中學懂

邏輯思維的訓練、解難能力，對於個

人成長非常重要，因此STEM教育就有

其必要性。

查毅超說，STEM教育需要鼓勵學生

動手，從設計開始、製造、測試、評

估，最後總結，走完這五步曲，才算

真正學了一個科學知識。現時坊間有

許多現成的「教材」，例如機器人，

買回來砌好便能講話能走動，讓學生

玩得很開心，但有機會未能了解箇中

科學原理，沒有學到思考的方法。

14



查毅超說，他跟教育團體初步談過，

認同需要投放資源做研究，開發適

合香港教學環境的STEM教學框架

(framework)，但不必把STEM變成獨立

學科，反而可以培訓一批專業的STEM

教育訓練者，為STEM教學設立專業培

訓和資歷認可，讓取得認證的學員到

學校或社區提供服務，有意投入STEM

教育的現職老師，也可以接受培訓考

取資歷，在培養人材的層面才能達至

廣而深。

STEM教育需要鼓勵學生動手，從設計開始、製造、測試、評估，最後總結，

走完這五步曲，才算真正學了一個科學知識。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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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養具人文精神的科創人才

老柏生解釋說，「我唸文科出身，重視人的素養，像文藝

復興時代所強調的人文精神，有些老師可能擔心被人工智

能取代，我告訴他們，教育工作永遠不會被機器取代，人

工智能可以很有用，例如日本社會用機器人來照顧長者，

但機器不能代替人的思想，不能像老師那樣以生命影響生

命，所以，教育工作要重視人文精神的重建。」

老柏生指出，澳門是中西文化交匯地方，舊城區保留了大

量東方和西方的文化遺產，有助培養學生的文化涵養，使

學生的思考能力和創造力提升，因為文化、體育和藝術是

創造力的土壤，有了體藝的積累，有了文化涵養的底子，

才能觸類旁通，才能創新——創新，不一定是科技創新，

可以是文化創新，例如更美麗的產品設計，更有意涵的服

務體驗，這些都是未來社會重視的能力。

老柏生認為，近年國際教育界非常重視培養學生的創造

力，包括創新、應變、解難的能力，就連老師的培訓的方

向也出現基本轉變，變得著重培訓提問技巧，著重教師的

擬題能力，要求老師有更高層次的思維，而非傳授記憶背

誦。因此，他就任教青局長前，已開始構思怎樣促進學生

的「文化軟實力」，包括人際溝通的技巧、藝術的涵養，

對多元文化的理解與包容、語言能力，還有抗逆力、意志

力等。他說，這主要是心靈和情感的教育，所以他選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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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教青局長老柏生專訪
體藝燃創意 提升軟實力

澳門教育暨青年局新任局長老柏生是「科班出身」，職業生涯從私校及官校前線教

師開始，後來當督學，逐步晉升至副局長、局長。出掌教青局後，老柏生為澳門

的教育工作訂出了幾個發展目標，包括推動學生認識傳統文化、加強軟實力如抗逆

力、意志力，以及提升學生的幸福感，這些目標和提升與公開試成績及國際評分排

名看來無關，但老柏生卻認為，建設文化軟實力，才能促進年輕一代的創造力和意

志力，迎接大灣區科技新時代的挑戰。

方法，是在基礎教育階段大力推動體育和藝術。

體藝兼備 培養學生軟實力

老柏生說，澳門是比較小的經濟體，教育的規模因此也較

小，合共只有8萬個學生，持牌照學校有77所，老師合共

七千多名。規模小本來是掣肘，例如市場規模小可能無法

支持所有學術科目的教科書和教材開發，有些學科需要政

府協助開發教材，但老柏生看到，對於推動體藝教育以提

升創造力和意志力，規模小非但不是缺點，反而是優點，

例如“學生普及藝術計劃”邀請本地及境外知名藝團來表

演，中學六個年級都涵蓋了，可以安排一整級的中學生分

批去觀賞，看表演前接受觀賞禮儀訓練，聽演出內容介

教育工作永遠不會被機器取代，人工智能可以很有用，

例如日本社會用機器人來照顧長者，但機器不能代替人

的思想，不能像老師那樣以生命影響生命，所以，教育

工作要重視人文精神的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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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決定借助資訊科技的力量，搭建

一個健康指導平台，實現體育變成必

修科的改革，以及大量課餘體能活動

和比賽，多管齊下打造學生的強健體

魄與意志，希望能夠從身心健康、體

能訓練着手，讓同學們能迎接人生中

大大小小不同的挑戰。

教育暨青年局老柏生局長在 " 青年有約 " 活動上與青年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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紹，看完表演可以上台參與互動，親身感受樂器和衣服道

具，與演出者交流，這些難得的經驗，並非少數精英學生

才享有，全體學生都可以得到，這就是規模小的好處，當

然，資源充足也是必要的前提。

有沒有面對壓力的能力？有沒有面對挑戰的勇氣？培養學

生的意志力和抗逆力，具體方法可以怎樣做？老柏生說，

澳門的社會福利堪稱亞洲前列，基礎教育全免費，大學教

育只收很少學費，但在這樣照顧周全的環境裏，學生的抗

逆力和意志力欠缺鍛煉，不願意走出安舒區去冒險，也不

單是澳門年青人獨有，而是全世界也面對同樣問題，所以

我們鼓勵他們去大灣區走走看看，好好裝備自己，將來能

在區內找到科技企業做實習，但同學們未必太願意嘗試適

應新環境，所以我們希望可以鍛鍊學生的意志力，我們決

定借助資訊科技的力量，搭建一個澳門中小學生健康教育

指導平台(簡稱“健教平台”)，實現體育變成必修科的改

革，以及多元化課餘體能活動和比賽，也有軍訓的磨練，

也有戶外教育營的歷奇探索，多管齊下打造學生的強健體

魄與意志，希望能夠從身心健康、體能訓練着手，讓同學

們能迎接人生中大大小小不同的挑戰。

老柏生解釋說，澳門政府注意到學生近年在視力和齲齒情

況有年齡下降的現象，教青局希望學生能減少打機時間，

避免損害視力，故此引入了兩項課程改革，改革中學課

程，規定在整個中學階段裏中，體育和藝術都是必修科，

上了高中也要修讀。以體育為例，每周規定是有150分鐘

的運動時間，除了體育課外，剩下的課時可用來作體育類

的餘暇活動、做課間操，務必要同學參與鍛練。

至於健教平台，政府找澳門大學幫手，替每個學生建立個

人的健康檔案，追蹤記錄各種變化，讓老師和家長看到學

生各種體能指標的變化，而學生和家長可上網查閱各項體

測結果，從中可看到學生的生活習慣（如打機時間、睡眠

等生活習慣）對學生的體質帶來好與壞的影響，為自己的

健康負責，目前已覆蓋了大約一半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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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普及教育 提升學生素養

在推動藝術方面，老柏生說，澳門在1994年已做了一次課

程改革，當時的改革強調：認知、情意、技能，要三者並

重，老柏生說：「在這個基礎之上，我們再作深化。其一

是餘暇活動，學生可以選擇參與體育或藝術或其他活動。

其二是普及藝術教育，學生在六年中學生涯裏，每年都接

觸一種表演藝術，初一是皮影戲和木偶戲，初二至高三這

幾個年級，我們讓學生接觸話劇、中樂、西樂、舞蹈及傳

統戲曲，邀請專業藝團來作表演；以傳統戲曲為例，我

們安排學生欣賞京劇和崑曲；另外，有一次去欣賞南音表

演，全場最年輕的觀眾是我，為免這種藝術的觀眾後繼無

人，把粵劇也放進學校藝術課程內。藝術普及的教育還包

括觀看表演前的觀賞禮儀，對內容作扼要介紹，還有在表

演後上台嘗試參與，這項活動全體學生都要參與，學校用

半晝時間做安排就可以了。」

「亦因為推行了藝術普及教育，年輕人對各種藝術的認識

和興趣增加了，國際音樂節的門票變得非常搶手，兩天便

賣完，以前多數是外地觀眾來捧場，現在是本地觀眾多了

很多。近年我們開始把藝術普及教育向小學延伸，讓學生

「走進博物館」推廣視覺藝術，在澳門的藝術博物館每層

有不同主題，展品經常更換，讓學生走進博物館上藝術

課。」

澳門在1994年已做了一次課程改革，當時的改革強調：認知、情意、

技能，要三者並重，老柏生說：「在這個基礎之上，我們再作深化。

參訪團同學到北京探索古都名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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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暑假，我們和故宮博物院合辦了一個“探索古都

名城—北京藝術文化學習體驗計劃”，安排學生去北京故

宮，參觀一般遊客不能去的地方，如「文物醫院」、建福

宮花園等，看修復文物，又有工作坊，學生在七天行程裏

除了故宮，還參觀中國美術館，還有國家博物館，我親自

帶隊，學生每天看不同的博物館，讓學校裏的老師們非常

羨慕，期待能再有這樣的安排。」

落實STEM教育 為社會發展培養人才

教青局如何裝備學生迎接這些大趨勢帶來的挑戰？老柏生

總結說，大灣區城市聯合發展，科技主導經濟增長，因此

推行STEM(STEAM或STREAM)教育非常重要，這些都是配

合未來國家發展的大趨勢，因此教青局正做仔細的政策

研究，明年會訂定一個資訊科技教育發展的五年規劃，這

不單只是知識的傳播，要讓學生認識國情，了解灣區內每

個城市的特色，認識和使用資訊科技，同樣重要的是學生

具備的「軟實力」，文化薰陶、體藝鍛煉正是滋養學生 

「軟實力」的元素，在追求知識的同時，提升個人的綜合

能力，具備發現，尋找，解決問題的能力，教育才能配合

國家及社會需要和發展，為澳門社會培養新一代人才。

探索古都名城：老柏生局長 ( 左三 ) 與故宮婁瑋副院長 ( 右三 ) 及參訪團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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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放龐大資源編撰教材 帶動自主學習

黃博士說：「以往出版商開發教科書的時候，都是找老師協助編寫內容，

藉着老師前線的教學經驗，在編撰教材中更貼合課堂教學需要；但我們更

進一步，邀請了十多位博士一同研究課程框架、編撰內容、開發電子書，

內容更加專業嚴謹，讓同學能按自己的能力興趣，遇到問題，自己在電子

教書內找尋答案，遇到有興趣的題目，由頭學起都可以，回應學生需要升

讀大學或更進一步走進研究領域的需要。」

 

鑑於過去市場大部分電子教科書只是將實體書數碼化，加入一些影片元

素，興倫信息重視學生電子學習的體驗，近期開始在教材加入人工智能和

雲端技術，將現有的教材重新整理，採用新的內容和製作技術。黃博士

說：「以前老師只能從考試估計得知學生的學習進度，但現在透過電子學

興倫信息有限公司

開啟自主學習新模式

興倫信息有限公司(下稱「興倫信

息」)以香港和中國內地的教育機構

為對象，致力開發電子學習新模式，

並出版相配合的教學內容。興倫信息

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黃啟杰博士相

信，教育與學習的模式很大程度受制

於該時代的技術水平，例如印刷術的

出現，使印刷資料迅速傳播，隨着現

代資訊科技的廣泛使用，興倫信息意

識到這是推動學習模式的另一次革

命，把資訊科技應用在教育事業上。



2323

習可讓學習系統更加智能化，包括觀察學生的學習經歷。

」黃博士形容，這是一個嶄新的學習模式，學生透過智能

化學習系統，經大數據分析，不再需要考試來確定學生的

學習進度，無論是學習能力、解難能力，學生回答幾條專

家設定的問題，通過學生的學習歷程分析並得到總結，從

而讓學生改進不足之處，也能知道學生喜歡學習什麼作大

數據統計，掌握這些數據，有利學校甚至教育局制定教育

發展政策，長遠來說，將來求職不再是拿成績表，而是出

示相關自學分析報告。」黃博士打趣說。

高級課程開發主任安博士表示：「興倫信息逐步將教材智

能化，例如在設計多項選擇題的時候，題目不單對應內

容，更會針對學生的經驗進行內容調適，令到學生做選擇

題的時候，無論選擇的答案是否正確，都能作出分析評

估。題目是隨機抽樣形式提出，如果學生長期選擇同一類

型的錯誤答案，便知道他們在哪個環節理解出現問題，當

題目累積到一定份量，可以利用大數據分析，讓學生知道

自己掌握了什麼知識、哪方面需要特別關注，不用浪費時

間學習一些重複性的內容，提高學習效率。老師從旁亦可

以提供指導，不用重複教授不必要的內容，對症下藥，提

高教學效能。」

黃博士說：「我們希望教材能促進學生自主學習，所以看

待教材更為嚴謹，絕對不能錯，因為使用者需要自行閱讀

內容進行學習。製作教材的團隊雖然全部都是博士級學

者，做的內容非常落地，全皆依據學生的自主學習和使用

習慣去製作，希望同學能按自己的興趣能力，再加上這些

電子教學資源的支援下，朝着自己的目標而努力！」

興倫信息團隊參觀香港

教育大學，讓教材更為

貼近學生需要。

在黃啟杰博士 ( 右三 ) 的帶

領下，興倫信息團隊開發新

世代教材，迎合學生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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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樹學習模式 學生學得其所

黃博士指出，香港自上次大規模教改，至今已經過了十多

年，這段時間學術界有很大的改變。他說：「細胞理論、

生物科技等學術範疇，都是近十年才突飛猛進。而且現在

資訊科技發達，學生可以自己上網，學習上可按學生自己

的興趣、能力進行調適，讓他們學得更快更多。我們提倡

自主學習，就是希望補充傳統教育不足之處，學生可按

感到興趣內容學得更快、更多。為此，教育界需要更新課

程，從舊有知識層面上有所躍進。」

為緊貼社會需要，興倫信息這幾年間在教科書上做了很多

調適，由最初製作個別課程的教材，到現在發展出「知識

樹」理論，所有知識能串連起來，當學生接觸一個課題

時，可觀察周邊還有什麼相關連的學習內容，促進學生自

主學習。當中，他們更特別重視將微積分融入「知識樹」

內，幫助同學如何面對望而卻步的微積分。高級課程開發

主任黃博士說：「以往打開書本一章一節學習，知識比較

割裂，難以融會貫通，同學沒有同鳴，也不知道學來有什

麼用。其實，很多物理知識都能互通，「知識樹」正好將

所有知識點做一個聯繫，再加入微積分的觀念，讓學生容

易理解，感受到原來和現實生活是有關聯的，再學習就事

半功倍。」 

興倫信息有限公司簡介

興倫信息有限公司於 1998 年由黃啟

杰博士成立，以中國內地和香港的

教育機構為對象，開發電子學習的

新模式，並出版相配合的教學內容。

興倫信息以出版電子學習內容為首

要工作，並致力與一系列教育機構、

教材開發商和科技專家建立合作伙

伴的關係，以提供最佳服務質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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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樹」為傳統科目帶來學習新模式

學生修讀傳統生物科，需要背誦很多名詞，現時網上容易

搜集資料，再不需要過去的背誦形式。為此，興倫信息亦

將學習資料雲端化，傳統所有需要背誦的內容，都在雲

端上貯存，透過「知識樹」選取合適的學習內容。以生物

科為例，包含健康、環保等主題，亦有分子生物學、細胞

學、生理學、生態學等範疇，範圍非常廣闊，過去學生學

的時候非常零碎，知識未能連繫，「知識樹」的出現正好

將相關學習內容串連整合，讓學生能夠專注學習，按自己

的興趣能力，尋找創意解難的方法，達到真正自主學習的

目標。

課程開發主任楊博士補充說：「知識需要與時並進，有些

內容會過時，但解難能力就不一樣，我們會將基礎知識放

在雲端上，製作一個龐大的知識庫，學生可按自己的需要

選取合適的內容學習。最重要是培養學生掌握基礎知識和

學習態度，這才讓他們終身受用。」

興倫信息特別重視微積分教學，「我們明白微積分的重

要，但目前中學所教授的微積分內容，和大學使用到的

有很大的鴻溝，現在提倡的STEM教育，都是講求實際知

識，能用於生活當中，微積分正好可以解釋生活上的各種

難題，所以我們將微積分學習引入中學課程，以簡單和生

活化的方法演繹，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我們不要求所有

學生都成為數學家，只希望學生都能明白什麼是微積分，

不要先入為主而抗拒學習，我們以深入淺出的方法掌解釋

涉及的範疇，不讓同學望而生畏，應是為找到學習竅門而

樂在其中！」高級課程開發主任陳博士笑說。

「麻記附中」網址 「麻記附中」介紹影片

「麻記附中」是興倫信息提供的一個雲端資訊平台。

黃啟杰簡介

黃博士於 1959 年畢業於香港大學，並於 1963

年在麻省理工大學取得博士學位。在 1963 至

1979 年期間，黃博士在美國積極投身於科學研

究和教學活動中。1979 年黃博士返港，受聘於

香港理工大學，並擔任土木工程系系主任，任

職其間，他積極提倡中港兩地在各方面的緊密

合作。1987 年，他從學術界轉移往商界發展，

成為一位地產發展商和服務式住宅的經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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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M教育被視為香港近年教育

發展的重點政策之一。香港教

師只要多參考國家及國際間推

行的經驗以作規劃，必有助本

地STEM教育的發展。香港才能

教育研究會舉辦了不同的交流

團，理事們亦積極參與學界的

國際交流活動，以下是當中的

得著和啟示。

中港澳三地交流  加強互補優勢

香港才能教育研究會本年度分別舉辦了澳門、深圳和北京交流

活動。中港澳三地在STEM教育的發展方向不同：國家科技發

展條件優越，我們在深圳參觀的科技公司和在北京世界機器人

大會所看見的機械人、仿生科技產品都是尖端的，令人眼前一

亮。香港則老師著重科技和課程中的連繫，重視「科技教育」

而非「教育科技」。而澳門學校的優點是他們的包容性高，只

要有的好教材和套件，他們就會引入、讓學生得益。

青年會書院助理校長梅志文說：「中港教育交流頻繁，突顯兩

地相互促進的必要性。透過兩地學生的認識與瞭解，對中港融

合、共同發展，十分重要。至於在STEM教育上，兩地發展優勢

不同，如能善用優勢、互補不足，能定發展出本地具特色的數

理科工教案。」

美國矽谷之旅  見證最新VR技術

AR和VR在香港教育的應用尚在起步階段。透過參觀美國矽谷

頂尖的創科企業和學校，香港教師們體會到無論在軟件還是硬

件，我們還可以為學生做得更多、更好。同工們見證了美國教

師利用航拍產品協助學生學習地理科知識，然後透過AR和VR技

術讓學生深入學習。這樣高科技而有系統的教學策略，在國內

外皆屬罕見。

STEM 教育交流
增國際視野 利師生成長

香港才能教育研究會

通過學校、協會及商界協作 , 助學生才

能教育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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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灣聖若翰天主教小學電腦科主任馮健剛說：「美國交流之

旅讓我反思何謂與時並進的STEM課程。除了編程元素外，我們

還應加入VR、AR等元素，以應付未來生活所需。有見及此，回

港後我便將以往於VR、AR的教學經驗，配以Google的學習工具

整合。期望學生從小開始，便能成為VR、AR內容的創建者，而

非單純是資訊科技使用者。」

日本創客節及教育部探訪 了解如何將STEM

融入生活

在東京舉行的日本創客節，同工見證了日本師生利用條碼掃描

器製成電子樂器、運用微電路板與觀眾進行實時互動；而廢紙

皮更可以化為救人性命的防災小屋。除此以外，本會理事亦探

訪了文部科學省和當地學校，與教育官員及老師交流STEM教育

心得。

惠僑英文中學STEM統籌潘尚賢說：「日本人的創意令我大開眼

界。他們善於留意生活上的細節，將STEM的知識和技術靈活

運用。交流中我體會到STEM的意義在於改善生活，科技和工程

其實是最人性化的專業。以上亦將成為了我回到工作崗位實踐

STEM教育時一項重要的理念。」

27

新加坡Google Conference 

增進師生STEM經驗

新加坡教育分流清晰， 無論是精英培訓的學術型中學、職業

導向的綜合型學校都值得參觀。至於新加坡科學館更是當地

STEM教育的培訓基地，館方派專業教學團隊到學校授課，課程

內容以STEM的生活應用主導，趣味性十足。除了教育政策推動

STEM發展，當地企業亦有具體的贊助，設立如STEM傑出教師

獎，贊助舉辦科技比賽或STEM論壇等。政、商、校互相協作，

配套完善。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正覺中學資訊科技發展主任譚慧芬說：「比

較起香港周邊其他城市或地區，例如新加坡、深圳、台灣、韓

國等地區，他們的STEM教育發展相對較快，累積一定教育的成

果，無論在課程規劃、設備配套、師資培訓上有一定的經驗，

因此，香港要在STEM教育加速發展，到外地交流汲取經驗，把

合適的課程嘗試在香港實行，取長補短，深信對老師及同學都

有所裨益。」

香港才能教育研究會

香港才能教育研究會 (HKCERI) 由一群重視才能教育及發展

的教師、運動員及專業人士成立，並利用各自的專業知識、

長處及經驗共同推廣全港才能發展。本會向積極舉辦跨校及

跨界別合作的才能發展研究及活動，旨在提供平台讓學生及

對才能教育及發展有興趣者分享經驗和成果。

網址：http://www.hkceri.org

學會簡介

日本人創意無限 , 亦會將科技融入

生活細節中

Dublin Elementary 小 學 團 隊 介 紹 該 校

STEM 教育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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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香港學生了解國家STEM發展
掌握未來事業先機

中國近年各方面的發展都非常迅速，國內生產總值(GDP)、

人口、地理、軍事實力等方面均位於世界前列，為國際社

會重要的一員。與此同時，中國有著悠久的歷史、深厚的

文化和人文底蘊、豐富多姿的自然景觀和古蹟文明，是人

們從不同角度去認識中國的途徑。中國作為一個人口基數

龐大的國家，其教育體制、學生的學習模式等，亦值得我

們去探究和觀摩。香港作為中國的一部分，擁有良好的地

理位置和完善的經濟體系，如能加強兩地合作，實在是互

以 STEM 為題  促進兩地交流
聯校資訊科技學會

聯校資訊科技學會（下稱「本會」）這幾年已協助多間中、小學進行STEM教育兩地交流活動，除

了學習如何把STEM中的「科技」部分應用於日常生活中外，我們亦舉辦了與「數學」、「工程」

部分相關的基礎課程；更與教育機構合作，推出「科學」探索相關的產品學習課程，提供教師培

訓，從而激發出教師想更多點子，幫助提升學生對學習STEM的興趣及動機。

惠互利。隨著兩地的關係越來越密切，在教育方面亦有一

定的影響，作為教育工作者，該如何與學生一起面對改變

中的中國呢？

隨著各中、小學積極推動內地姊妹學校交流，教育局於

2015/16學年起推行一項為期三年的「促進香港與內地姊

妹學校交流試辦計劃」(試辦計劃)，為與內地學校締結為

姊妹學校的公營及直資學校提供財政津貼及專業支援。同

時，教育局由2018/19學年起，將試辦計劃恆常化，繼續

為已與內地學校締結為姊妹學校的本地公營及直資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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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特殊學校）提供經常津貼(每年$150,000)及專業支

援，讓學校可以按校本發展計劃，自行運用津貼，與內地

姊妹學校安排交流活動，藉以讓學生擴闊視野，加深對內

地/香港的認識及了解。

姊妹學校計劃  拓闊學生STEM視野

近年各國都十分關注及積極推動計算思維、成長思維及

STEM 教育等。內地在多年前已經把科技及編程納入中、

小學課程，更於2017年中發表《中國STEM教育白皮書》

，銳意發展科技教育。同時，香港學界亦表現積極，教育

局亦於2016年發表《推動STEM教育—發揮創意潛能》報

告，並撥款予中、小學推動STEM教育，亦於中、小學課

程中強化計算思維及編程教育，學校為了趕上STEM的步

伐，紛紛起動。當參與姊妹學校計劃的學校在懊惱如何開

展兩地交流活動時，可以考慮以STEM教育為切入點；學

生能通過參觀內地不同的科技公司及製造機構，認識內地

科技科學方面的發展，藉以提升他們對科研的興趣；兩地

學生亦可通過一起上課、舉辦跨地比賽等，促進兩地的學

術交流，互補長短，提升彼此的學習能力。教師則可通過

觀摩彼此的課堂，互相交流、學習，互相借鏡、加強教學

效能；同時，在互聯網快速發展及電子商貿漸已成熟的年

代，教師亦可透過網上購物平台購買所需的教材，對推行

STEM教育提供極大的方便。

善用政府資源  為香港培養全球化人才

本會於2018年7月，舉辦兩地STEM交流活動及比賽，吸引

了超過200名內地中、小學生來港參加。比賽中，學生需

要因應任務要求，運用智能積木即時設計一件工具，以解

決任務中的難題，並在需要時即時作出修正。經過兩日的

比賽，接受不同類型題目的挑戰，所有參與的學生及教師

都獲益良多，更表示非常期待本會於2018/19學年舉辦的

交流及比賽活動。

藉著教育局發放津貼支持學校進行兩地交流，中港兩地交

流頻密，為學界帶來正面的幫助，學校也可善用撥款，津

貼一般家庭的學生作交流活動。除了與內地交流外，亦有

部分學校會選擇面向世界，向世界進發。但無論是中港交

流或是國際性的交流，作為教育工作者的我們，要能善用

各種資源，通過與不同地域人士學習觀摩，提升學與教的

效能。

聯校資訊科技學會
??

聯 校 資 訊 科 技 學 會 (Joint School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ssociation–JSIT)（以下簡稱本會）成立於 2002 年，至

今已超過 15 年。一直推動香港學校與來自上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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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實

地的交流活動，配合學界發展 STEM 教育，讓學生打破地

域界限，與不同地區的學生一同學習及應用 STEM 技巧。

網址：https://www.facebook.com/

聯 校 資 訊 科 技 學 會 -Joint-School-Information-Technology-

Association-299381000223704/

學會簡介

提升他們對科研的興趣

兩地學生把 STEM 結合

結合常識科的力學

數學科嘅精準計算

科技既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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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筆者的中學生涯中，有很多難忘的學習經

歷。其中一個經驗，就是第一次接觸物理學中

的牛頓運動定律（Newton's laws of motion）。

此定律能夠描述任何物體與力之間的關係，就

是這個定律的發現令人類文明打開新的一頁。

於1687年7月5日，牛頓在《自然哲學的數學原

理》這本學術鉅著中發表其理論，及後學者也

就這個理論進行無數的實驗和測試，確定此定

律的一般性及廣泛性，也給眾多的物理現象提

供一致的解釋，對應用數學、科技及工程學有

莫大的貢獻。

推動 STEM 教育政策的三大迷思

牛頓的定律主要有三條：

第一定律：除非物體受到外來的施加作用力，否則它的速

度會保持不變。 

第二定律：施加於物體的外作用力（Force）等於此物體的

質量（mass）與加速度（acceleration）的積，即 Force (F) = 

mass (m) x acceleration (a)。

第三定律：作用力（Action Force）與反作用力（Reaction 

Force）是大小數值相等而方向相反。 

對於某些讀者而言，明顯地牛頓運動定律能展現出「

科學 Science、科技 Techn ology、工程 Engineering、數

黃家偉博士

香港大學教育學院助理教授

電機電子工程師學會 

（香港教育分會）會長

香港STEM Academy 聯合創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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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Mathemat i c s（STEM）」四大學科的綜合學科性

（interdisciplinarity）及跨學科性（transdisciplinarity）。

在發現此定律的過程，牛頓及其後的學者必須運用這四大

學科的知識範疇，來演繹此定律的一般性模型及應用層

面。但是筆者希望借用牛頓這三大定律作為框架，來探討

香港在推動創新科技下衍生出的STEM教育政策現象。在眾

目睽睽及面對同儕比較壓力之下，香港本地的學校又如何

以校本課程作基礎，為STEM方向發展而定位，來實現政府

在STEM教育政策的初心，真正能做到「推動 STEM 教育是

配合全球的教育趨勢，以裝備學生應對社會及全球因急速

的經濟、科學及科技發展所帶來的轉變和挑戰」？讓我們

一起探討一下這些迷思。

「第一定律」： 

裏應外合，以學與教研究成為外作用力

在2015年的施政報告中政府提出，教育局將會更新及強化

科學、科技及數學課程，並強調會加強師資培訓。其後的

兩年，政府透過學界收集意見及發表報告指出已啟動一系

列的活動，包括教師論壇、博覽會、教師培訓等活動，以

及向中小學提供一筆過的額外資源來支援學校發展。在政

府的大力支持下，初步開始看到學校的一些成果，例如在

STEM相關的比賽和活動上見到學生的參與程度及跨學科知

識層面的提升。但是，這些資源都只能協助學校達成短期

的目標，對香港長遠的教育發展只是踏出第一步。按牛頓

的第一定律作比喻，要使發展的速度改變，我們必須給予

學校足夠的外作用力來向前推動。否則，學校不能改變靜

止的狀態。

給予學校的外作用力有很多方式，而其中一項便是透

過嚴謹的教育研究來支持，並以證據本位的教育政策

（Evidence-based policy making）來發展出一套完整的課程

設計框架。以新加坡為例，他們政府一直重視建立教育研

究的文化，並支持大專院校及學校成為長期的合作夥伴，

來發展出富理論與實務基礎的學與教模式。要長遠推動

STEM教育政策，中小學可以積極與大學合作以學術研究為

基礎來發展。

研究主要可分為三大範疇：教師專業培訓、課程發展和教

學模式。由於中小學尚未有官方的STEM課程，所以本地大

學暫未有提供全面STEM的本科課程來訓練職前教師。但

是，大學也開始相繼推出一些以STEM為主修的教育碩士

課程或專業發展課程，培養教師在跨學科的教學和研究能

力，使他們能夠以前瞻性的理論來實踐完整的校本STEM

課程。透過在職教師的參與，大學可以持續優化課程以配

合實際的需要。此外，學校可以讓部分教師團隊與學者們

共同設計並研發校本課程來實踐STEM教學，協同合作找

出創新的教學方法。學校未必需要把所有的課題內容跨學

習化，可以要按照學生的興趣、教學資源和教學目標來微

調。

「第二定律」： 

加速推動便能產生更大的作用力

要加速推動STEM教育，必須認清教育本質的真諦。STEM

跨學科學習模式可以發揮學生的創意，訓練他們設計思維

（Design Thinking）。我們沒有興趣教懂學生使用特定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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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坊間盛傳的所謂「STEM」學習工具，而事實上學生只

會按已經預先編定的程序拼砌，並沒有從分析問題開始思

考解決方案。由於科技發展一日千里，懂得思考比起只能

操控某幾種電子產品更能加促學生「STEM素養」的長遠發

展。

香港學生一直在科學、科技和數學的範疇表現十分出色，

在《國際學生能力評量計劃》（PISA）的數據便能找到一

些啟示和證據。但目前為止，課程文件之中一直未有就

如何在中小學課程內容引入工程學（Engineering）提出建

議，令STEM教育在實踐時只有「STM」而欠缺了「E」。

事實上，近年在國際的研究報告及期刊內顯示，中小學生

也有一定程度的能力，透過運用他們已有的「STM」知識

來解決工程學上的難題。

在一般的工程學上，「工程設計過程」（Engineering 

Design Process，EDP）給工程師一個基本的解難過程。EDP

主要包括「提問（Ask）、想像（Imagine）、計劃（Plan）

、創造（Create）、改良（Improve）」，學生可以按照這

種設計思維方式，動手動腦去設計解決方案。例如學生要

設計一個智能家居水力發電系統，就必須在科學知識層了

解水和電的特性。而設計時也要注意實際使用要求，例如

資金、物料和技術的限制。在實踐設計方案時，便會使用

相關的科技工具及數學原理。完成製成的模型後，也要作

不同的測試以確保達到目標的要求。

以工程學為本的中小學STEM教育發展的有效性，要依靠更

多不同研究數據收集，才能掌握如何設計和實施，可預見

的一些挑戰包括教師在工程學的專業發展、與工程有關的

課程內容選取、深度與廣度，以及綜合工程學的範疇（例

如土木工程、電子工程、物料工程等）。無論學校採取甚

麼方向的校本STEM課程發展，建立一個教育研究文化的基

礎（如新加坡、澳洲、英國等），與教育研究學者及STEM

學科專家緊密合作，便能夠找到明確的出路。

筆者在過去一年以幾間本地小學作試點，進行為期三年的

STEM教育縱向研究，追蹤一批小四學生，直至他們升至小

六。目標為探討如何協助教師推行以工程學為基礎的STEM

常識科學習活動，並嘗試融入常規課堂內，而非課外活

動。項目內容包括教師與STEM學者共同備課、設計教學活

動、同儕觀課、教師訪談、運用前後測評估學生學習成果

等。有別於以往的研究，學者和前線同工以平等同儕的角

色共同參與，運用EDP為基礎進行教學設計。我們首先從

現有的四年級常識科課程內容中，找出可以用於EDP的課

題然後作教學重組和設計。每一個教節的學習目標，就是

要運用設計思維來解決工程學相關的問題。學者專家可以

提供學科知識的諮詢，而前線教師可以就著對學生的了解

把學習知識轉化成「貼地」的教學事件。

由於教學目標以設計思維為本，團隊沒有刻意運用太多坊

間的教學商品來作為學習工具，反而我們只是採用一般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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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或工具（例如：膠水樽、紙皮、摩托等）來給予學生製

造模型。此教學模式已初見成效，過去一年筆者就在國際

學術會議和期刊分享了分析結果，並獲得肯定。要得到更

高效度與信度的成果以及其一般性的應用，就有待進一步

研究。

「第三定律」： 

加強STEM發展的作用力同時也有反對的阻力

學校要推動這樣大型的教育方式改革，以設計思維和問題導

向學習為本，推翻「由上而下」及「學習已知的事實」的直

述式教學，總會遇到同等的反作用力。校內同工可能認為

STEM是由某科推行，或是因推動費時而改為由外判機構來組

織課外活動，並只著重購買硬件軟件而非考慮長遠發展「人

件」和「心件」的策略。又或者積極要求學生老師參與STEM

比賽，最終導致「學生台上一分鐘，老師台下十個鐘」的局

面，使老師對STEM産生負面的想法。筆者認為STEM的精髓

在於設計思維和以工程學作主導，讓學生運用科學和數學的

知識，並適當地運用合適的教學科技工具來學習，協助學生

以「三解」來達成任務 —解釋、解難、解決。

首先要以最佳的方法，教懂學生STEM相關知識，使學生能

解釋箇中原理。其後透過設計一些解難活動，活動不求大

家拼砌特定的製成品，而是教導學生以EDP訓練設計思維

找到方案。解難活動要給予學生擴闊國際視野的機會，但

同時要富有香港特色的點子，有潛力解決人類面臨的全球

問題，例如能源、氣候變化等。另一方面，我們可以把跨

領域整合成「STEM+」的概念，加入其他學科知識元素支

援STEM學習，例如視覺藝術、語文、德育及公民、法律

等，加強其跨領域整合性。

教育是人類及社會進步的過程，改革需要時間及空間，而

實踐模式可以多元化。筆者建議學校應參考成功例子，但

切勿把STEM教育偶像化和凌駕所有其他學科的重要性。應

協助學生體驗STEM的趣味，並讓他們規劃自己的發展，並

了解學校和前線同工的專業領域優勢，選取合適的發展方

向。筆者深信，這才是STEM教育的真正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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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塊鏈的發展與應用

提起區塊鏈，大家可能只會聯想到虛擬貨幣。事實

上，區塊鏈的應用相當廣泛，因此它的發展潛力

亦變得愈來愈大。無論在金融領域、物聯網，或是雲端運

算都可以看到它的縱影。區塊鏈，不但是一種不可篡改的

數據公證技術，還是數據資產流通的分散式賬本技術，更

能實現數據隱私保護和加密應用。簡單來說，區塊鏈就像

實體資產的防偽技術，例如浮水印或是雷射標籤。但是，

數位資產的防偽卻遲遲沒有有效的方案，區塊鏈就填補了

這個空缺。

區塊鏈有兩大特色：第一，去中心化和資料無法被竄改；

第二，以共享經濟與價值鏈接為主，相信會產生大量跨機

構新型創新合作的場景，構建起以區塊鏈技術為虛擬中心

的新產業生態系統，將對經濟社會治理、產業變革與創新

造成顛覆式影響。區塊鏈的應用非常廣泛，能從不同的方

向改善人類生活。其應用現已滲透至金融服務、物聯網、

供應鏈管理、數字資產交易、醫療健康、電子商務等多個

領域。以供應鏈管理方面作個例子,透過利用區塊鏈技術構

建「數字化供應鏈」，可以應用數據來優化供應鏈流程和

物流，更有助供應鏈創新和改進供應鏈協同，尤其是涉及

全球跨境的供應鏈管理。分式紀錄讓商品在全鏈路過程，

從匯集生產、運輸、通關、報檢、到第三方檢驗等信息，

全部得到加密確證。這不僅確保數據不可被更改，還能清

晰追蹤及監控每個流程。所以說， 區塊鏈或許就是最有可

能顛覆全球供應鏈的新興技術。 現在很多跨國大型企業如

星巴克、LINE、 騰訊及Facebook 也著力研究區塊鏈應用的

可行性。

除了供應鏈管理，銀行業是區塊鏈能提供技術協助的另一

大領域，人民銀行推動的大灣貿易金融區塊鏈平台已經試

行。一向以來，銀行執行傳統貿易融資業務的主要困難之

一，就是審核貿易背景的真實性。而灣區貿易金融區塊鏈

平台，則可以有效提升審核的真實性，更可防止發生重複

融資。一般銀行採用線下的方式，靠人、貨、倉單來驗證

何道森博士

恒生管理學院

供應鏈及資訊管理學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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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的真實性和準確性，於任何一個環節出現問題，都容

易產生風險。因此，銀行不僅要審核交易的真實性，還要

審核公司的資質，整個操作流程很繁瑣，操作成本也變得

特別高。面對這困局，區塊鏈技術確實能提供許些好處。

它不但可以減低審核的時間，並能保證信息的準確性和完

整性，提高審核效率。可是，如果大灣區要全面推行應用

區塊鏈，可能還需要一段時間。畢竟粵港澳的法律制度存

有差異，跨境溝通的機制亦未能完全對接，需要時間磨合

磋商。假如大灣區內可以讓人才和資金自由流動，定能加

速發展和推進區塊鏈的技術 。

隨著港珠澳大灣區陸續發展，相信各行業對金融科技人才

的需求定必上升。如果能掌握瞬息萬變的商業環境帶來的

機遇，並應用嶄新的資訊科技和科學決策方法來解決實際

的業務問題，必定能締造更多工作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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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型魚菜共生教學模組

魚菜共生（Aquaponics），是一種結合養魚與蔬菜種植，形成共生共榮的

有機生產模式，更重要的是，蔬菜種植不再需要大量施肥，水產養殖不需

常換水，是一種節省資源的生產模式。魚的排泄物及飼料殘渣是蔬菜生長

的最好養料，而蔬菜的根系與生菌又是水質處理淨化的最佳生物濾材，所

以魚菜共生就是由蔬菜、生菌、魚三者所建立的生態平衡關係。

作者：台灣高雄市立瑞祥高級中學柯尚彬老師

線上課程網址：https://goo.gl/uYDnQr

Maker Faire Tokyo 2018 參展網頁：

https://sites.google.com/site/rsshdat/home/maker_faire_tokyo_2018

近年來受到各界關注的魚菜共生概念，除了強

調環保，還涵蓋生物及物理等科學知識，為

了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台灣高雄市瑞祥高中研發出

經濟型魚菜共生教學模組，潮汐型桌上魚菜共生教學

模組及保特瓶魚菜共生教學模組，讓學生用整理箱、

寶特瓶製作小型的魚菜共生系統，讓孩子體驗創客樂

趣，透過建立魚菜共生體系的概念融入日常生活中。

透過動手設計與製作小型魚菜共生系統，讓學生從實

際動手作，了解科技、生物、物理及環保生態的原

理，一個魚菜共生系統，從建構過程涵蓋多元的學

科，這種引導式的教學讓學生觸類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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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保特瓶魚菜共生系統

(一) 材料:

保特瓶、粒石、砂石、培菌石、水

草、養魚水、小魚、玩具針筒、軟體

管、醫療用3通閥、種菜杯、水苔、

蚯蚓土、菜苗。

(二) 製作方法:

1.  先找到適合大小的保特瓶，用美工

刀或剪刀開孔，孔徑大小要配合種

菜杯。

2.  將粒石、砂石、培菌石放入保特瓶中，再放入水草、養魚

水及小魚，水位高至少要讓種菜杯浸泡在水中。水草主要

目的是在水中進行光合作用提供氧氣，數量不用適當即

可，要讓小魚有游動的空間。

3.  在種菜杯中先放入水苔、再放入蚯蚓土、最後再將菜苗種

在蚯蚓土中。水苔主要功能是吸收水份，蚯蚓土會提供充

足的養份及礦物質給菜苗根部吸收。

4.  再使用玩具針筒、軟管及醫療用3通閥製作打氣及換水裝

置。

(三) 注意事項:

1. 菜苗需要陽光照射，小魚不可直接照射陽光。

2. 餵養適當的飼料給小魚，不可過量，易造成水質變壞。

3.  定期手動向水中打氣，並補充瓶中水使種菜杯底部要浸泡

在水中。

4. 請注意水溫，不同的魚種有適合生存的水溫。

藉由魚菜共生的教學，讓學生親自體驗和傳統農耕不同的作

物栽種模式，除了能夠節約水資源，更能夠杜絕大多數的病

蟲害，減少農藥的使用，而且魚菜共生系統可發展成都市農

耕，兼具有休閒與綠化環境的功能，經過設計與美化，休閒

農耕甚至可以在住家陽台發展。此課程教學讓師生體驗魚菜

共生農法，以輕鬆環保的方式來種菜，進而可以感受食用無

毒的蔬菜的安心與快樂，更能珍視與尊重生物之生命。

一、潮汐型桌上型魚菜共生教學模組

(一) 材料 :

整理箱x2、沉水馬達、定時器、PVC水管及水管固定裝

置、大PVC水管、火山岩、粒石、砂石、培菌石、水草、

養魚水、小魚、種菜杯、蚯蚓土、菜苗。

(二) 製作方法 :

1. 先找到適合大小的整理箱，上層是植床，下層是魚池。

2.  將上層整理箱對角鑽2孔，孔徑要配PVC水管管徑，其中

1孔要讓植床的水流回魚池，1孔要讓沉水馬達將水抽至

植床。再將流回魚池的PVC水管鑽孔，再使用水管固定裝

置(可使用馬通水箱接頭)將2根水管固定在植床。

3.  將粒石、砂石、培菌石放入下層魚池中，再放入水草、

養魚水及小魚，水位高至少要讓種沉水馬達浸泡在水

中，並在魚池中放入些大PVC水管，讓魚有藏避的空

間。水草主要目的是在水中進行光合作用提供氧氣，數

量不用適當即可，要讓小魚有游動的空間。

4.  將火山岩鋪放在植床中，在種菜杯中放入蚯蚓土、最後

再將菜苗種在蚯蚓土中，然後再放置在植床火山岩中。

沉水馬達主要功能是將下層魚池水抽至上層植床，蚯蚓

土會提供充足的養份及礦物質給菜苗根部吸收。

5.  最後將沉水馬達插在定時器上，定期供電及斷電，斷電

時植床的水會流回魚池中，讓植床中的植物根有呼吸的

空間。

(三) 注意事項 :

1. 菜苗需要陽光照射，小魚不可直接照射陽光。

2. 餵養適當的飼料給小魚，不可過量，易造成水質變壞。

3 請注意水溫，不同的魚種有適合生存的水溫。

英語介紹影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6A7_32InMkA

桌上型魚菜共生系統：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bL8B4S4h18

英語說明影片：https://youtu.be/FmCBSTXNTLI

簡易版魚菜共生 小空間創造大效能： 

http://news.pts.org.tw/article/348297

魚菜共生系統 桌上型銅板價：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AMNO4fT5JY

玩具針筒打氣及換水裝置操作說明影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ZLUkOGMeu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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