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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案比賽2017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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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OpenSchool主辦的「OpenSchool STEM教案比賽2017」的各組得獎學校已順利

誕生，大會期望老師在此能夠發揮他們的專業及所長，透過教案比賽與教育業

界分享教學成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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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此，我們將中學組及小學組的得獎教案刊登，藉著分享不同學校老師設計的

優秀STEM教案，以供全港老師參考和應用，推動香港STEM教育發展。

最後，我們希望在此鳴謝以下評審委員會及各協辦單位，讓是次比賽得以順利

完成。

評審委員會：

黃錦輝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工程學院副院長

陳鏡昌教授 香港理工大學工業及系統工程系系主任

陳偉康副校授 香港教育大學數學與資訊科技學系主任

李揚津副教授 香港教育大學科學與環境學系系主任

協辦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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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電腦教育學會   iSTEM教育協會

香港才能教育研究會

相關網上影片 : http://v1.openschool.hk/stem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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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冠軍：馬鞍山循道衛理小學

28 亞軍：馬鞍山循道衛理小學

30 季軍：東華三院冼次雲小學

32 優異獎 ： 鳳溪第一小學

33  路德會聖馬太學校（秀茂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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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案比賽2017STEM

博愛醫院陳楷紀念中學

簡介：
「力」對初中學生來說，是一個較抽象的概念。本教材套旨

透過實踐學習，幫助學生認識力對物體運動的影響，並以比

賽形式作為學習背景，以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和動機，激發

學生的創意和解難能力。本教材套引入STEM的六個教育元素

（PICKER），包括：

P : Problem solving（問題解難）

I  : Investigation（科學探究）

C : Collaboration（團隊協作）

K : Knowledge（知識應用）

E : Engineering（工程素養）

R : Refinement（修訂改良）

得獎

教師

鄭麗娟老師

極速飛馳橡皮筋車大賽

冠軍

禮堂座位安排

學生填寫工作紙和

製作橡皮筋車

完整教案在此下載

https://bit.ly/2l12H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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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目標：
本活動以橡皮筋的彈力、扭轉力、拉伸力等，轉成動力來設計及

製作環保車，而產生的動力推動車子在賽道上前進。藉由活動目

標的設定，引導同學綜合運用科學、科技、工程及數學領域的知

識技能，並訓練同學「整合所學，用於所需」的思考能力、解難

能力及實作能力。

教學流程：
教材套A : 適合用於班本活動，或老師首次參與STEM活動。

· 預習活動

· 活動（一）設計橡皮筋動力車。

· 活動（二）製作橡皮筋動力車。

· 活動（三）第一次橡皮筋車大賽。

· 活動（四）訂立探究題目及改裝橡皮筋動力車。

· 活動（五）第二次橡皮筋車大賽。

· 活動（六）整理實驗報告及反思。

· 活動（七）總結

教材套B : 適合用於全級活動。學校可安排全級集體活動時間及空

間，並預留足夠人手協助進行活動。

· 預習活動

· 活動（一）設計橡皮筋動力車。

· 活動（二）製作橡皮筋動力車。

· 活動（三）禮堂活動介紹。

· 活動（四）組裝橡皮筋車。

· 活動（五）第一次橡皮筋車大賽。

· 活動（六）訂立探究題目及改裝橡皮筋動力車。

· 活動（七）第二次橡皮筋車大賽。

· 活動（八）整理實驗報告及反思。

· 活動（九）總結。

學生協作製作橡皮筋車

橡皮筋車比賽

學生利用平板電腦以慢鏡拍攝橡皮

筋車行走的情況

提供給學生製作橡皮筋車的材料

學生認為影響橡皮筋車速率的四個重要

因素

中
學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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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案比賽2017STEM

福建中學

簡介：
此跨學科活動旨在透過一個情景去讓學生應用STEM

的知識和技能去解決難題。因STEM包括了多元的知

識，學生必需綜合所學，並能以文字表達，才能達到

有效溝通，因此這活動也加入了語文科寫作的元素。

以下是STEM各範疇在這活動的展現：

科學（S） 

· 學生學到一些新的科學知識，如密度、氦氣、作用力

與反用力、電磁波譜等，以瞭解飛魚是如何運作的。

科技（T）

· 搖控飛魚包含了不少的科技，如「氫氣球」的

運作原理、搖控器的運作原理、飛魚的飛行原

亞軍

得獎

教師

周國良老師	 王漢輝老師

飛魚大作戰─跨學科學習工作坊

學生進行飛魚試飛情況

完整教案在此下載

https://bit.ly/2JzjL1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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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等。學生也需要以「科技新產品—搖控飛魚」為題，寫一篇飛魚所

用到的科技說明文。另外，學生也需要應用文字處理軟件完成飛魚說 

明書。

工程（E）

· 工程其中一項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調節。因為理論和實踐有著差異，學

生需要透過這差異進行合理的估算，並作出適當的改良。在「飛魚大發

現」任務中，學生需自行調節飛魚重量令它懸浮空中，也要估算體積的差

異；在「飛魚障礙賽」部分，學生透過第一次記錄比賽過程，經討論和修

正後再比賽一次，從而改善比賽表現。

數學（M）

· 此活動需要學生應用於數學科所學到的技巧去解決問題：需要利用量度及

數學知識（一元一次方程），估算飛魚的體積；需要利用百分率去計算飛

魚體積的誤差。

教學目標：
透過工作坊，學習及應用以下的知識和技能：

· 科學及科技知識：氦氣及它的用途、密度、電磁波及紅

外線、飛行的原理、作用力與反作用力。

· 數學知識：一元一次方程、代入法、百分率。

·語文知識：撰寫說明文、抒情文。

· 電腦技能：文書處理技巧。

教學流程：
每班按時間回班房點名，然後按科學科實驗分組坐，並準

備iPad作紀錄。點名後，老師簡單介紹工作坊的內容，並派

發學生活動手冊。之後，播放「飛魚原理」短片，學生需

要完成工作紙的第一部分。觀看片段後，老師要指示學生

到飛魚測試場地。

任務一：飛魚大發現

每組會有一條未平衡的飛魚，學生首先需要利用膠泥完成

飛魚的平衡，並量度膠泥的質量，以完成工作紙的第二部分 

（數學計算）。之後，學生可嘗試控制飛魚的飛行，並完成

工作紙的第三部分（描述及解釋飛魚的飛行的方式）。

任務二：飛魚障礙賽

每組會有兩次機會進行障礙賽（不同組員控制），以最佳

時間計算。其他組員需要用iPad作拍攝。

任務三：飛魚科普寫作比賽

每組學生需要以「科技新產品—遙控飛魚」或「假如我是

小飛魚」為題，寫一篇字數300-400字的文章。

任務四：

完成作文後，請學生利用iPad拍攝文章，然後繳交。每組

學生需利用活動後所收集的內容，利用WORD設計及製作一

份「飛魚說明書」，並上載至E-CLASS。

中
學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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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案比賽2017STEM

聖公會基孝中學

簡介：
此教學研習的宗旨是為學生提供學習STEM適切的經歷，培養他

們的STEM素養及體會學習STEM的正確態度，最後讓他們有效

成為STEM的終身學習者及主動進行研習，可積極地融入這瞬息

萬變的知識型社會，為日後相關的領域中進一步學習升學或就

業做好準備。

季軍

得獎

教師

劉子健老師

STEM起來做STEM專家	─	

創意增潤課程

學生利用簡單的科學原理

製作色彩鹽沙瓶

學生專心學習如何把膠樽標籤製作書籤活動情況

完整教案在此下載

https://bit.ly/2JEQSw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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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目標：
· 認識STEM概念及相關的思考架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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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會及逐步

理解STEM 的本質及提升其素養；

· 培養對STEM的技能、思維、批判性思考能力和創造力，

以及獨立或合作解決有關STEM真實問題的能力；

· 培養對STEM的興趣、好奇心和求知欲，發展正面的價值

觀和積極的態度。

· 藉校內的創意增潤課程，增加學生對STEM學科上知識的

應用及興趣，培養團隊合作性及解難能力，並設計及製

作過程中發揮創意。

教學流程：
設計以下多個STEM活動，讓同學體驗STEM的樂趣。

活動1：自製回聲筒。

活動2：3D全息投影。

活動3：印出新天地。

活動4：＜魚菜共生＞迷你版。

活動5：果汁紙盒回力鏢。

活動6：膠樽標籤重生書籤。

活動7：<氣球賽車> 衝呀！

活動8：報紙寵物齊齊製作。

活動9：火柴引發器。

活動10：色彩鹽沙瓶。

鼓勵曾參與以上活動的同學可參加以下校外活動

及科研比賽以作進一步交流。

·中、小學學藝交流會。

·香港青少年創新科技大賽。

·全國青少年創新科技大賽。

·香港教育大學—中、小學交流會。

·微型震動機械人接力賽3.0。

學生使用簡單材料成功製作魚

菜共生裝置及掌握其科學原理

學生成功製作火柴引發器

及使用

中
學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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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案比賽2017STEM

中華基督教會燕京書院

簡介：
教學內容包括：光的反射定律及SCAMPER法之R（Reverse, 

反轉法或Rearrange, 重組法）、凸透鏡折射應用及SCAMPER

法之A及M（Adapt, 調適改裝法及Magnify / Minify, 放大

縮小法）、SCAMPER法之C（Combine, 隨機組合法）、 

SCAMPER法之S &E（Substitute, 取代法及Eliminate, 消減

法）、SCAMPER法之P（其他用途法） 。

教學目標：
期望學生在完成課堂活動後能夠明白及運用SCAMPER法：

SCAMPER法之R（Reverse, 反轉法或Rearrange, 重組法）

就是針對不同的目的，對物件作出反轉或重新組合，而成

為一種新的發明品。

SCAMPER法之A（Adapt, 調適改裝法）

即針對不同的目的，對物件作出調適改裝，例如改變物件的顏

色或形狀或加上小配件加以改裝，而成為一種新的發明品。

SCAMPER法之M（Magnify / Minify, 放大縮小法）

就是針對不同的目的，對物件的體積作出改變，例如可以

變大、變小，並推廣為變長、變短、變多、變少而成為一

種新的發明品。

優異獎

得獎

教師

梁添老師

中三級物理科校本STEM課程

SCAMPER法之C（Combine, 隨機組合法）

即針對不同的目的，隨機將兩件不同性質的物件強逼結

合，從而成為一種新的發明品。

SCAMPER法之E（Eliminate, 消減法）

就是針對不同的目的，對一件日常用品其中一個構成部分

刪減，從而成為一種新的發明品。 

SCAMPER法之S（Substitute, 取代法）

就是針對不同的目的，將一件日常用品其中一個構成部分

抽出來，然後以其他物質代替，從而成為一種新的發明

品。

SCAMPER法之P（其他用途法）

針對不同的目的，改變物件的原本用途、功能，而轉為另

一用途、功能，從而成為一種新的發明品。

學生運用洋燭紙

杯自製走馬燈

學生動手製作簡單凸透鏡

相機以理解實像的性質

學生動手製作簡單

凸透鏡相機以理解

光線折射的原理及

其像的性質

完整教案在此下載

https://bit.ly/2LGHF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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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紡會中學

簡介：
活動主要涉及「飛機升力的產生原因」的核心問題，教材內容與實際生活聯繫

密切，實例雖較為常見，但學生很難解釋其中的奧妙，教材抓住初中學生具有

強烈求知欲望的特點，利用實驗探究，激發學生思考，探究物理規律，學會應

用物理知識解決實際問題，體現了從生活走向物理，從物理走向社會的課程理

念。 

教學目標：
· 能說出氣體和液體的流速與壓強的關係：流速越大，壓強越小。 

· 能用一些物理關係解釋生活中跟流體的壓強與流速相關的現象。

· 瞭解飛機的升力是怎樣產生。

教學流程：
· 引入課題（透過職業導向，了解航空業的最新發展）。

· 進入課題（介紹空中無人機、懂得分辨無人機的類別）。

· 探究氣體壓強與流速的關係。

· 實驗與探究。

· 實物展示講解四旋翼無人機的工作原理。

· 趣味小遊戲。

優異獎

得獎

教師

施上海副校長	 劉銘恒老師	

鄭振壽老師	 徐隆堅老師	

黎志偉老師	 鄭明忠老師	

鄒志良老師

規劃人生、創意飛行

學生利用相機進行拍攝，並透過平

板電腦Protractor量度角度。

學 生 透 過 平 板 電 腦 的 模 擬 程 式

「Quadcopter FX Sim」操控無人機

中
學
組

完整教案在此下載

https://bit.ly/2t237Mf



12 13

教案比賽2017STEM

伯裘書院

簡介：
磁浮列車是全球鐵路運輸系統其中一個重要的發展項目。

磁浮列車是以磁浮力、磁吸力和排斥力來推動的列車。先

行運用一個簡單的模型，設計了簡化版磁浮列車創作活

動，期望透過透過設計及創造，讓學生動手參與及真實了

解磁浮列車的活動，以及了解科學、數學及科技知識如何

應用於學科活動內。

教學目標：
· 透過活動的形式，來讓更多的同學去認識及參與磁浮列

車制作。

· 了解磁浮列車的科學、數學及科技（STEM）知識，例如

磁力、電路。

·  強化學生於的綜合和應用知識與技能的能力、培養學生

所需要創造力、協作和解決問題能力。

· 認識全球鐵路運輸系統的發展。

教學流程：
活動開始時，學會幹事及教師先以集體鐵路運輸系統作引

優異獎

得獎

教師

張永泰老師　范家榮老師

創意磁浮列車大制作

子，讓學生了解全球化下交通及鐵路的特式，以及集體運

輸在速度上的比較。

教師先給參與同學制作指示，並且將指示拍成短片以供學

生觀看。學生需要根據磁浮列車的製作要求，包括磁石的

極性、列車路軌的闊度及電路基本裝置。活動中，參與同

學會給予不同的材料，例如卡紙、海棉、磁石，摩打、電

池等，以及制作工具供學生取用，學生可發揮自己的創

意，以小組形式設計不同的磁浮列車，動手設計和擬定具

體及有創意的實踐方案。

過程中，學生會於設計上遇到困難點，此時學生及教師則

可利用互相協助。學生由動手做列車底板，到整架磁浮列

車造出來，每架需時約二十多至三十多分鐘。學生完成磁

浮列車後，通常都會懷著興奮的心情進行測試。

透過Learners to Learners模

式，學生將STEM知識分享

給其他學校的學生。

學生透過小組協作，製作

屬於自己的磁浮列車。

同 學 們 製 作 磁

浮 列 車 後 ， 為

列 車 進 行 測 試

及比拼。

完整教案在此下載

https://bit.ly/2HGTgBb



12 13

曾璧山中學

簡介：
課程分為3部分，首先學生需要用卡紙、剪刀，設計一架

紙盒小車；然後學習連接麵包板和杜邦線，理解控制摩

打的原理和簡單電子線路概念；最後透過電腦編寫簡單的

C++程序，學習程式碼如何控制電子件，課程綜合視藝科

的創意設計、物理科的電子線路概念、資訊科技科的C++

程序語言編寫。 

教學目標：
運用簡單工具和材料，也可以進行跨學科學習。

教學流程：
·首先準備材料。

·打印圖樣（用卡紙把車身圖樣打印出來）。

·剪出外型（用剪刀把車身外型剪出來）。

·𠝹出輪子和插線位置。

·貼上雙面膠紙。

· 讓虛線屈曲（用間尺屈曲虛線位置，屈曲成一個盒子的

形狀）。

· 安裝摩打固定扣（用一根索帶把摩打固定扣到卡紙上）。

· 安裝摩打和輪子（把輪子安裝到摩打上，再把摩打放到摩

打固扣上，然後將索帶拉緊，讓摩打和輪子扣定起來）。

優異獎

· 完成兩邊輪子的組裝（同樣的方法把另一邊的輪子也安

裝起來，然後把索帶的多餘部分剪掉）。

· 車身黏貼成盒子狀（把雙面膠紙的保護面撕開，將車身

黏貼成盒子狀）。

· 放入Arduino Uno主板（拿出一少塊藍寶貼，貼在Arduino 

Uno主板的底部，再把它貼到車身內）。

· 連接摩打接線（把兩顆摩打的電極線連接到Arduino Uno

和麵包板上）。

·  連接遙控器（把遙控器的連接線插到Arduino Uno和麵包

板上）。

·  接駁電池

·  完成車身的製作（硬件的製作已經全部完成，現在只要

關上盒子，把USB線連接到Arduino Uno主板上）。

·  上傳程式碼（依照工作紙上的程式碼，輸入到Arduino 

IDE裡，然後按下「Upload」按鈕，把程式上載到Arduino 

Uno主板）。

·  完成遙控小車（遙控小車已經完成，現在可以按下按鈕

開啟小車，用十字制來控制小車行走）。

·  裝飾及設計（同學可以自行繪畫及設計小車外觀，亦可

以透過工作紙上的卡通表情來裝飾自己的作品）。

得獎

教師

歐世康老師

手作遙控小車

中
學
組

完整教案在此下載

https://bit.ly/2l2zIy7



14 15

教案比賽2017STEM

聖公會李福慶中學

簡介：
讓學生了解虛擬實境Virtual Reality（VR）技術的數理概念，自

行製作Google CardBoard，並體驗虛擬實境的震撼。

教學目標：
作為一個校本的STEM課程活動，能推動突破傳統教學模式，

透過VR模擬不同環境，讓學生進行經歷為本的學習模式，促

進互動，啟發創意潛能，提升專注力及課堂參與度。

活動內容：
為了達至教學目標，本校曾與不同的機構合辦「3D‧VR」虛

擬實境體驗工作坊，內容包括：

·使用VR產品的健康資訊。

·VR及Google Cardboard 的原理。

·DIY Google Cardboard。

·透過QR-Code 連繫360Cities進行實境體驗參觀。

·簡介全景360度相機。

·體驗Google Expeditions。

·推薦Educational VR Apps。

·運用Google官方認證VR檢視器。

優異獎

同學完成後，一起進行測試，體驗虛擬實境。

Google CardBoard

同 學 一 起 動 手 做

Google CardBoard

得獎

教師

陳俊銘老師

STEM with VR Google Cardboard

完整教案在此下載

https://bit.ly/2l8v1mB



14 15

東華三院甲寅年總理中學

簡介：
日常生活會產生大量的塑膠廢物，如膠袋中聚乙烯

（Polyethylene）及聚丙烯（Polypropylene)，發泡膠飯盒中

的聚苯乙烯（Polystyrene）。在堆填區中這些廢物需數以

年計的時間分解，如能設計一個屬於自己的小型的快速分

解塑膠裝置，便能將塑膠分解推前至社區，甚至家居個人

層面。

蟲續發展是一個以蠟蟲（Waxworm）作為分解媒介的

概念。蜂蠟是一種聚合物，其化學結構與膠袋中的聚乙

烯相似。故此，蠟蟲能進食塑膠，並透過體內的酵素

（Enzyme）消化塑膠。此概念取材於西班牙坎塔布里亞

生物醫學及生物科技研究所（Institute of Biomedicine and 

Biotechnology of Cantabria）研究人員貝爾托基尼（Federica 

Bertocchini）於學術期刊《Current Biology》的論文。

教學目標：
透過參考蠟蟲的生長環境，設計一個適合蠟蟲生長的容

器，並測試在怎樣的環境下，最能適合蠟蟲分解塑膠。在

優異獎

找到合適的分解環境後，再測試蠟蟲能否用於聚乙烯以外

的塑膠，如聚丙烯及聚苯乙烯。本習作最後需組裝一個內

置蠟蟲快速分解塑膠裝置。

學校希望透過這個計劃，讓學生學會以下三個範疇：

科學（S）

·生物： 生物成長條件（氧氣、溫度、環境）、生物酶、

生物演化。

·化學： 化學鍵、聚合物、催化劑、容器製作物料、容器

表面塗料。

·物理： 熱學（制作恆溫裝置）、熱平衡、比熱容量。

科技（Ｔ）

· 雷射切割容器外殼、3D打印容器部件及外形設計，選擇

表面塗料。

數學（M）

·  百 分 比 改 變 公 式 ， 計 算 塑 膠 重 量 （ 代 入 數 字 ， 換

項 ， 求 解 等 ） 。 另 外 也 涉 及 變 量 ， 以 熱 能 量 公 式

E=mc△T找出比熱容量c和溫度改變△T的關係。

雷射切割機

教案設計團隊（左起：楊偉樑老師、梁東榮校長、溫建國副校長）

得獎

教師

楊偉樑老師

蟲續發展

（Waxworm	Plastics	Digester）

中
學
組

完整教案在此下載

https://bit.ly/2JzWCM8



16 17

教案比賽2017STEM

風采中學（教育評議會主辦）優異獎

得獎

教師

趙志輝老師	 郁志明老師	

曾卓傑老師	 李俊浩老師	

曾憲中老師

Go！Walking beetle

簡介：
如教育局《推動STEM 教育發揮創意潛能》報告中所指

出，學生能通過STEM 相關學習活動，增強綜合和應用跨

學科的知識與技能的能力，以解決真實問題；他們的創

造力、協作和解難能力得以提升，讓學生在科學創新方

面的潛能亦得以全面發揮。

教學目標：
透過STEM的學習活動，讓學生能在以下各方面的能力得

以提升：

· 學習態度

· 綜合技能

· 創造力

· 協作能力

· 解難能力

此教案包含以下的STEM元素：

科學（S）

‧了解生物–本地兜蟲（甲虫）之結構，步行姿態。

‧了解不同物料特性。

‧摩打的原理。

‧能量轉換概念：電能  動能。

科技（T）

‧利用日常物料自行設計研發和製作步行蟲。

‧ 進階課程：加LED燈、另外更可延展至：令機械步行蟲上

落樓梯，或過障礙物等。

‧ 進階課程：配合中一及中二的編程技術，為機械步行蟲配

上智能反應，以完成指定任務。如：避開障礙物、尋找物

件等。

工程（E）

‧使用環保物料設計研發和製作機械步行蟲。

‧運用齒輪原理：增加力度、速度、改變方向等。

‧槓桿原理：造成方向和力度的傳遞和轉移。

‧電學原理：運用各種電線接駁技巧，組成具功能的閉合電路。

‧物料接駁技巧：運用不同接駁原料，協助組裝。

數學（M）

‧測速裝置：利用平板電腦App計算機械步行蟲移動速動。

‧計算齒輪比：運用於不同情況，以達致最好效果。

‧計算各種設計的效能。

教學流程：
為期七個月的教學內容包括：

·學習摩打與發電機原理

· 學習齒輪和摩打，製作簡單裝置電動裝置，例：齒輪摩打車

· 學習觀察昆蟲的移動方式，並利用槓桿原理製作步足。

· 配合摩打、齒輪等元件，設計及製作步行蟲。

· 校內公開比賽、製成品於科學週展出、優秀作品於科學週

會上匯報。 

得獎老師分別任教生物、化學、

物理及科學等學科

學生使用鐳射切割器去製作齒輪

由學生設計的步行蟲 

完整教案在此下載

https://bit.ly/2JGVMZF



16 17

將軍澳香島中學

簡介：
學生在各學科學到的知識十分零碎，未能在日常生活中

應用，而且各學科的知識未能整合在一起，來解決日常

生活遇到的問題或創造一些新發明品。有見及此，在中

二級電腦科教授電子琴製作，讓學生可以在不同學科上

學到的知識應用出來，並提高跨學科學習的成效，涉及

學科包括：

 音樂科

·音符（二分音符、四分音符、八分音符的特色）。

 綜合科學科

 · 產生聲音的必要條件、聲音的特性和頻率、電子零件

介紹（電阻、揚聲器等）、電路符號及電路圖。

電腦科

·Arduino UNO 微控制器運用、麵包板運用、程式編寫。

教學目標：
·讓學生能對音符的特性有基本認識。

·讓學生能對聲音的產生和其特性有基本認識。

· 讓學生能接駁簡單的電路。

優異獎

得獎

教師

黃東石老師　葉勤基老師

電子琴製作

· 讓學生能編寫簡單程式，控制Arduino微控制器。

·  讓學生能把各學科的知識整合在一起，來製作電子

琴，並在日常生活使用。

教學流程：
第一、二節

· 簡介課堂流程。

· 重溫科學科知識。

· 介紹電子零件的知識與程式編寫。

· 總結

第三、四節

· 簡介課堂流程。

· 電子零件的知識與程式編寫的實際應用。

· 總結。

學生編寫電腦程式控制

電子琴運作

學生測試電子琴

中
學
組

完整教案在此下載

https://bit.ly/2JtZXfv



18 19

教案比賽2017STEM

馬錦明慈善基金馬陳端喜紀念中學

簡介：
本教學設計活動是參照香港科技教育學會的建議策略─

「STEMaker Project」來規劃。STEMaker是揉合了STEM教

育和「創客運動」（Maker Movement） 的精神，是一個綜

合和應用跨學科知識與技能的平台讓學生就著日常生活問

題，設計和擬定具體及有創意解決方案。

此教案包含以下的STEM元素：

科學（S）

· 電路符號和電路圖。

·串聯與並聯電路。

·通電的必要條件。

·導電體與絕緣體。

科技（T）

· 物料和結構（物料特性、簡單接榫、結構與力學）。

· 營運和製造（製作程序、雷射切割、手工具使用、焊接

電路）。

· 系統和控制（系統概念、應用和整合、控制與自動化─ 

Makey Makey電路板應用）。

· 資訊和通訊科技（電腦輔助設計-CAD、資料搜集和分

析、Scratch編程）。

數學（M）

· 長度、面積應用。

優異獎

教學目標：
· 讓學生能夠於設計和製作上，綜合和應用有關的科學、

科技等知識及技能。

· 讓學生能以電腦輔助設計（CAD）軟件設計模型和配件。

· 學生能應用鐳射切割機來裁切亞加力膠片，並以半永久

接合方式簡單便接合。

· 利用Makey Makey或Arduino微處理器編寫程式（Scratch）

和接駁輸入 / 輸出模組，控制出響叫聲的遊戲畫面。

·了解基本電學概念

· 學生能協作形式分工合作，自訂崗位，共同設計、製作

和學習。

教學流程：
· 設計簡介、設計構想。

· 原型製作。

· 電腦繪圖設計。

· 雷射切割應用。

· Makey Makey微處理器、Scratch編寫程式。

· 接駁輸入 / 輸出模組，控制出響叫聲的遊戲畫面。

· 模型製作。

· 測試。

· 評估。

學生動手製作簡單凸透鏡相機以

理解實像的性質

學生運用洋燭紙杯自製走馬燈

得獎

教師

黃家倫老師

嘉年華攤位遊戲設計

完整教案在此下載

https://bit.ly/2JxxcOS



18 19

青年會書院

簡介：
本教案涉及不同科目，包括：設計與科技科、電腦科及

家政科，既可進行單一學科活動，也適合進行跨學科或

活動。中一、中二或中三級均適用。

此教案包含以下的STEM元素：

科學（S）

·   閉合電路（電腦科）。

·   能量轉換（家政科─延伸）、立體打印、食物打印及

能量衰減。

科技（T）

·   平面繪圖及立體繪圖（設計與科技科）、第一角投影

圖及第三角投影圖（設計與科技科）。

·   電腦立體繪圖（電腦科）。

·   食物製作、食物及環境衛生（家政科）。

工程（E）

·    立體打印機之製作（電腦科）。

·家電安全（電腦科）。

數學（M）

·   立體圖形（設計與科技科）。

·   估算及誤差（設計與科技科）。

·   計算卡路里（家政科）。

教學目標：
利用立體打印技術為學生的創作活動累積經驗，並把經

優異獎

得獎

教師

梅志文老師　呂振輝老師	

黃麗芬老師

從傳統手繪到立體電腦繪圖的	
跨學科協作教案

驗逐步轉化為STEM教學基礎，期望達致普及提升學生創意

和創造力，而且STEM是一個把各學習領域整合起來的理

念、強調綜合以及各科之間的關聯。因此，本教案並非於單一

學科教授的教案，而是三個學科的協作，既可保持原有科目的

本質，亦可利用主題式貫通不同科目，是STEM的完整學習。

教學內容：
1. 設計與科技科

· 平面繪圖引入立體圖像原理、平面圖與立體圖之比較、

立體繪圖及總結。

·  閱讀平面圖的方法、立體打印原理、3D筆的使用及成果

分享。

2. 電腦科

·  立體圖形在日常生活的用途、平面圖與立體圖的轉換、立體

圖形的格式、電腦繪圖練習及教授STL圖庫分享網站。

3. 家政科

·  重溫曲奇製作及卡路里計算、使用立體食物打印機、烘

焙曲奇、總結及討論。

4. 電腦科

·  立體打印機與生活關係、製作立體打印機、閉合電路及

家電安全、測試及總結。

5. 電腦科

·   重溫立體打印機之安全要點、電腦檔案之轉換、使用立

體打印機、展示及總結。

同學在課餘時間亦可利用立體繪

圖軟件及食物打印機製作食物 

中
學
組

完整教案在此下載

https://bit.ly/2MjFf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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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案比賽2017STEM

香港神託會培基書院

Introduction：
The project consists of three main components, including 

the kinetic energy, solar panel circuit, and gear ratio.

Objectives：
In this project, students will apply the knowledge they have 

learnt about Kinetic Energy, solar panel, gear ratio and 

motor to make a solar car. This project is designed for S2 

students.

STEM Elements：
Kinetic Energy（KE（ [Science-Mathematics]: The concept 

of KE is introduced in the unit "Energy" in Junior Science. In 

this project, they are going to understand the Mathema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KE, mass and speed, so that they 

can optimize how heavy their car should be in order to 

maximize the KE, which is also a score in the project.

Solar panel circuit [Science-Engineering]: Solar power 

is also taught in the unit "Energy" in Junior Science, and 

優異獎

得獎

教師

Mr. Lau Chi Shing, Harry

Solar Model Car Competition

they learnt about circuit in the unit "Use of Electricity". In this 

project, they can have hand-on experience in connecting an 

electric circuit with solar panel. On the Engineering side, they 

also need to design how the solar panel should be placed in 

order to maximize the amount of energy obtained.

Gear ratio [Technology-Engineering-Mathematics]: 

Students have just learnt Ratio in Mathematics. Using 

simulations and trying them on the model car, they can 

understand how gear ratio would affect the speed and the 

force.

Lesson Plan：
·Project Objective, Guidelines and Rules .

·Distribute and recognize the parts .

· Introduction to Gear Ratio .

·Revision on Kinetic Energy .

·How to use the booklet .

·Hand-on experience .

·Conclusion and Reminders .

Preliminary test of runway

Medal of the competition

Cars with interesting design

完整教案在此下載

https://bit.ly/2y4DVL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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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理中學

簡介：
· 探究物料組成的結構和承托力的關係；

· 鞏固已學的重要科學概念 — 科學探究、公平測試和製

作活動中的各種變項。

教學目標：
知識方面

·注意身邊事物，並培養其好奇心

·探究物料組成的結構和承托力的關係

·鞏固之前所學的重要科學概念

· 以STEM教育的意念綜合應用並互相連繫各個學科知

識，如科學科、數學科、資訊及通訊科技科等，去進

行科學探究解難活動

· 藉以強化其共通能力，包括：協作能力、溝通能力、

創造力、批判性思考能力、解決問題能力及研習能力

等「六力」。

技能方面

· 學會利用有限資料去製作出高承托力的飲管橋；

· 懂得透過實質的製作，將創意、理念、想法具體落

實。

優異獎

態度方面

· 注意活動的安全措施

· 在飲管橋之外觀和場地清潔環節進行互評和自評評

分，培養他們的價值觀和態度，從而學習如何自我欣

賞和互相觀摩。

教學流程：
· 引起動機帶出課題：教師利用簡報，引入主題。學生

思考後，並利用Plickers cards科技選取答案。一瞬間

全班每位學生的答案和相關的百份比都顯示出來，這

樣就能全民參與，讓學生投入課堂。

· 重溫重要的科學概念：教師利用簡報，重申探究問題

和STEM探究圖，讓學生明白活動核心。先以影片多媒

體方式重溫科學探究，並要學生找出其中的五個關鍵

步驟。教師隨即用簡報重溫科學探究，公平測試和不

同種類的變數。

·  活動介紹和每組領取製作材料（學生探究活動）：教

師用簡報提醒活動玩法，和每組領取製作材料。

· 分組製作飲管橋和完成相關工作紙。

· 結果測試和評分，學生清理場地和完成相關工作紙。

· 總結課堂重點。

學生構思製作飲管橋

學生商討如何

裝置飲管橋

得獎

教師

黎文基老師

STEM探究活動	─	飲管橋製作

中
學
組

完整教案在此下載

https://bit.ly/2sQPbp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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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案比賽2017STEM

裘錦秋中學（屯門）

簡介：
本系列教案使用了發明工具箱Makey Makey電路板教授基

本的電路原理。Makey Makey電路板發明者希望透過電

路板能使人人都能發明和創新。Makey Makey電路板接駁

電腦再配以其他簡單而可讓小量電流通過的物料，例如

人、泥膠、錫紙和生果等，就能發揮學生的創意與想像

力。本系列教案主要以科學科（S）為主，但已融合了科

技（T）和電子工程（E），其中數學（M）更是不可或

缺，更可以配合視藝科和音樂科等科目。

教學目標：
知識

· 使用Makey Makey電路板代替電腦鍵盤，從而明白閉合

電路和斷路的原理。

·  指出閉合電路為完整的電路；斷路則電路之間有空

隙。

·辨別導電體和絕緣體。

· 指出能夠讓電通過的物料為導電體；不能夠讓電通過

為絕緣體。

技能

·簡單電路的接駁技巧。

·積極參與小組討論，並有效地與組員合作。

優異獎

得獎

教師

林茵蕾老師

Makey	Makey創意教學	─	
學習電路的原理

態度

·明白電與科技的關係。

·對科學研究產生興趣。

教學流程：
· 重溫概念（電路須要閉合和有電源才能通電）

· 將新知識和舊知識連結（Makey Makey電路板使用方法；

使用Makey Makey電路板代替電腦鍵盤，從而明白閉合電

路和斷路的原理；指出閉合電路為完整的電路；斷路則

電路之間有空隙；簡單電路的接駁技巧。）

· 應用MAKEY MAKEY 電路板（辨別導電體和絕緣體；明白

電與科技的關係；對科學研究產生興趣；積極參與小組

討論，並有效地與組員合作。）

· 總結（指出能夠讓電通過的物料為導電體；不能夠讓電

通過為絕緣體。）

學生上課情況

學生進行樂器製作的測試

學生的開關設計作品

完整教案在此下載

https://bit.ly/2LFbYe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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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青基信書院

Introduction：
Infrared Radiation(IR)is an electromagnetic radiation 

with longer wavelength than visible light, and is therefore 

invisible. Most of the thermal radiation emitted by objects 

at room temperature is IR. Although it is invisible, it is very 

useful. In Analytical Chemistry, we could identify different 

functional groups in organic compounds by studying IR 

spectroscopy.  

Nowadays, Infrared radiation is widely used in industrial, 

scientific, and medical applications. We have night-

vision devices using active near-infrared illumination 

allow people or animals to be observed without the 

observer being detected. We have Infrared thermal-

imaging cameras are used to detect heat loss in insulated 

systems, to observe changing blood flow in the skin, and 

to detect overheating of electrical apparatus.

Objectives：
•  To  arouse the students’ interest to do science investigation.

•  To ‘visualize’ IR.

優異獎

• To appreciate the use of IR in our daily lives.

• To show care of the community.

•  To connect Science, Technologies, Mathematics, 

Environment / Engineering（and even Art（together.

Activit ies and Tasks：
•   Task 1 to 4–We use iPad and iPhone this technologies 

to arouse the students’ interest in learning the properties 

of Infrared. We also ask students to do measurements 

such as the temperature change in this activity. 

•  Task 5–We allow students to take photos as they 

like. They can then use their creativities to use those 

photos for poster, story making, etc. It is an example 

to combine ‘STEM’ and ‘ART’ into ‘SMART’. They can 

even understand the other sides of the environment.

•  Task 6：–Students could wear their DIY IR goggles to 

learn for fun! It would be a valuable experience for them 

to feel IR!

•  Task 7–（Students could use this technology to show 

care of the community and appreciate the use of IR in 

our daily lives. 

得獎

教師

Ms Kwong Kar Wing

Investigation of the use of  
IR in our daily lives

Ms Kwong Kar Wing

中
學
組

完整教案在此下載

https://bit.ly/2Jz4Sv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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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案比賽2017STEM

可道中學（嗇色園主辦）

簡介：
本教案由數學科、普通電腦科及設計與科技科等三科跨科

合作教授mBot機械人，既可進行單一學科活動，也適合進

行跨學科活動，適用於中二級。

教學目標：
STEM課堂提高學生對數學科、設計與科技科及電腦科的

興趣。很多時候，學生不理解如何將數學科的知識應用在

日常生活中，又感受不到電腦科編程能解決生活難題的概

念，因而對科目的興趣減低。透過設計與科技科的3D打印

技術，學生能夠設計他們自己的立體模型。他們利用數學

科中立體圖形的概念，在設計與科技課堂上設計和製作真

實的立體模型，從而對立體圖形有更深入的了解和認識。

教學流程：
· 課程以中二級設技與科技科及電腦科的課程進行合作教

學，第一階段，設計與科技科先教授機械人的歷史及原

理以引發學生的興趣，如此同時電腦科則教授Scratch編

程，讓學生對程式編寫有基礎的認識。

· 第二階段，設技與科技科教授學生組裝mBot機械人，當

優異獎

得獎

教師

鄭國威老師　邱萬泉老師

STEM教育圈

完成組裝後，電腦科教授編寫控制mBot機械人的程式，

同時給予一些問題讓學生去解難。

· 第三階段，數學科教授有關立體圖形後，設技與科技科

教授學生3D打印技術，並教授學生為其mBot機械人製作

個人配件。

透過跨科目合作，互相配合，學生學習到的東西能夠應用

到他其科目上，令學生學習動力大大增加。學生得以應用

數學科上所學的概念在設計與科技科製作3D圖形，並能打

印出來為mBot機械人裝飾，使學生對學習mBot機械人興趣

大增。

學生透過3D打印技術製作配件

將學習成果帶給

區內小學

學生在「洪福邨嘉年華活動」中教授居民操控mBot機械人

中
學
組

完整教案在此下載

https://bit.ly/2MlJd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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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案比賽2017STEM

馬鞍山循道衛理小學

簡介：
學生通過了解速度與力對車子承載物的影響，探究減輕撞擊力

的方法，從而設計一個有效的汽車緩衝器。

教學目標：
·學生能認識汽車緩衝器的作用。

·學生能探究緩衝器設計的效能及進行簡單的測試。

·學生能製作簡單汽車緩衝器。

·學生能明白「設計過程」。

·學生能認識在發展意念和解決方案時，應考慮不同的因素。

得獎

教師

胡倩儀主任	 莫詠琪主任	

何潔貞老師	 曾敏瑤老師	

黃偉樑老師

汽車緩衝器設計

冠軍

學生展示及匯報設計概念、測試結果及改良方向。

學生設計並製作

汽車緩衝器

完整教案在此下載

https://bit.ly/2l8uGQ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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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流程：
教節一

引起動機（帶出汽車緩衝器的作用）

a. 播放交通意外的短片。

b. 分享一些交通意外的新聞。

c. 交通意外中汽車撞擊力有多嚴重？

活動一（探究：簡介設計緩衝的裝置）

a. 任務：如何設計一個裝置以減低汽車撞擊力。

b. 實驗：利用四驅車，讓車子高速撞擊牆。

教節二及三

探究活動二（探究動量由物體的質量與速度決定）

實驗：速率的變化

a. 觀察：車子的走勢，車子是否由靜止起步，越走越快？

b. 思考：

 ‧車子的速率是否無限量增加？

 ‧如何計算出每段車子的速率？

 ‧ 記錄車子每段的速率後，所製作出的速度折線圖應呈現

甚麼狀態呢？

c. 實驗

d. 分析

教節四及五

· 設定目標（透過自製汽車緩衝器，探討其設計原理。）

· 測試不同物料的緩衝效果：物體高速衝前，利用液體(水)

由衝撞震動而濺出，再依據殘餘量來比較證明其緩衝效果

的裝置。引導學生並由教師補充帶出課堂目標，透過自製

汽車緩衝器，探討其設計原理。

汽車緩衝器學生作品
活動三（探究：製作的汽車緩衝器一）

· 讓每個學生設計汽車緩衝器，並將設計草圖記錄在個

人工作紙上。各人設計緩衝器的圖樣和組裝資料。

活動四（測試一）

·進行測試：量度數據，觀察記錄。

活動五（分析）

·結論及應用：就所得數據，探究結果及生活應用。

活動六（輸入：教授「設計過程」及預習）

a. 教師利用簡報教授學生「設計過程」。

b.  教師預告學生將會於下堂設計第二個汽車緩衝器：學

生可在課前預習，就設計第一個汽車緩衝器的結果分

析，進一步了解汽車緩衝的原理。

教節六及七

活動七（探究：改良汽車緩衝器二）

a.  教師藉著學生利用第一個汽車緩衝器的設計學習經

驗，設計第二個汽車緩衝器。

b.  各組設計草圖並記錄在小組工作紙上，並分享設計的

原則及解難。

c.  動手製作：各組根據設計草圖，共同用教師所預備及

自備的物料製作第二個汽車緩衝器。

活動八（分析）

· 進行測試：量度數據，觀察記錄。

· 最後，由老師帶領學生進行總結並提出反思，完成此

計劃的學習。

小
學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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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案比賽2017STEM

馬鞍山循道衛理小學

簡介：
學生在日常生活中會接觸到不同種類和顏色的食物，透過此次的

教學，讓學生探討人對不同顏色的食物有什麼不同的感覺，並認

識人造色素對人體健康的影響。

STEM元素在此教案的應用：

科學（S）

·  食物所含的成份 / 科學化的調查（對各種顏色有什麼共同的感

覺）。

科技（T）

·  物料選擇、簡單觀察及記錄、簡單繪圖、利用平板電腦討論。

工程（E）

·  從觀察 / 實驗數據所得用自製天然食物色素烹調「創意湯丸」。

數學（M）

·  資料統計、整理與分析和色素製作成本。

亞軍

得獎

教師

馮佩詩主任	 趙美麗主任

伍頌研老師	 劉苡筠老師

黎凱欣老師	 黃偉樑老師

人造色香味

學生為湯圓加入創意，

設計成可愛的動物。

老師總結製作湯圓時，需考慮不同的因素，以最低

的成本製作最色香味俱全的湯圓。

完整教案在此下載

https://bit.ly/2t1QlO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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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目標：
·找出顏色和感覺之間的關係。

·了解生產商在食品中加入色素的原因。

·認識人造食物色素的害處。

·認識天然食物色素的好處。

· 運用不同食材製作天然蔬果製作食物色素，通過分析製作

成本、顏色和味道，能選擇合適的蔬果烹調創意湯丸。

教學流程：
教節一

引起動機

· 老師與學生重溫食物標簽中的營養資料，提問是否每種

食物所含的成份都是一樣。

探究活動一（探究各種食物所含的成份）

· 測試食物是否含有碳水化合物（澱粉）、脂肪、色素。

總結

· 每種食物所含的成份不一樣，當中有些成份是人體必需

的，例如澱粉；有些成份雖然是人體必需的，但進食過

多會影響健康，例如脂肪。

· 總結出大多數的食物都有其獨特的天然色素。

教節二

引起動機

· 用iPad Nearpod讓全班學生投票揀選喜愛的果汁糖顏色，

並讓學生說出選擇的原因。

探究活動二

· 統計結果，找出規律：了解人對不同顏色的食物有什麼

感覺。透過數學統計的過程，讓學生了解一個科學的發

現。

總結

· 歸納：人對選擇顏色是有偏好的及人對不同顏色的食物

有不同的感覺。

教節三

引起動機

· 導入一：人們會選擇色彩豐富的食物產品。

探究活動三

· 科技的學習層面：初步了解食物添加色素的選擇。

探究活動四

· 延伸思考：探討生產商在食品中加入色素的作用、認識

人造色素對人體健康的影響。

· 導入二：認識天然食物色素對人體健康的影響。

總結

· 不少生產商都選擇加入人造色素，令食物變得吸引，顏

色鮮艷且不易褪色，製作成本亦便宜，但是，大多數人

造色素，都是石油化產品，絕對影響人體健康。

教節四及五

引起動機

· 取出一個蕃茄切開，讓學生觀察流出的色素是什麼顏

色。

探究活動五

·  各種天然蔬果榨出汁液中的天然色素及製作成本。

· 用自製天然食物色素烹調「五彩湯丸」。

· 教師示範製作「五彩湯丸」(每人只製作兩至三粒) 及記

錄。

小組滙報

· 各組滙報所負責色素顏色的分析結果。

教節六

探究活動六

·  如何用自製天然食物色素烹調「創意湯丸」參加比賽。

教節七及八

製作健康和色澤吸引的「創意湯丸」。

·   分享構思：各組滙報「設計意念」，其他學生給予意見。

·  各組鋪好枱布獲分發材料後，開始製作「創意湯丸」。

結論及應用

·   就所得資料，討論探究結果及生活應用。

反思

·  如何運用這課題所學，發揮創意?

· 日後在選擇食物時，要注意些什麼？

學生將製作前、中、後的資料張貼

在黑板，方便比較。

小
學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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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案比賽2017STEM

東華三院冼次雲小學

簡介：
期望學生能透過既簡單易理解，且富趣味、刺激性的學習環

境下接觸具STEM元素的「動手做」課堂。因此，以生活中的 

「風」為題，設計了共三節的小三「風帆車王大賽」教案。

當中STEM元素包括：

科學（S）

·  學生明白空氣快速流動會形成風，當這些快速流動的空氣

垂直撞向車身時，它的能量會轉換成推動車向前走的動

力。

科技（T）

·學生運用一致風力的小風扇作為風帆車前進的動力。

工程（E）

· 材料包提供大小相同的車輪、統一的車身重量和結構，確保

得獎

教師

雷慧芬老師

生活中的科學	─	風帆車王大賽

風帆車初賽

風帆車測試

季軍

完整教案在此下載

https://bit.ly/2t2IeR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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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項只有風帆的形狀、大小和數量以維持測試的公平性；

· 利用教師提供的材料，學生自行設計車帆，並以風能作為風帆車前進

的動能。

數學（M）

·學生利用米尺和軟尺量度風帆車前進的距離。

· 學生透過設計、測試及改良其設計的車帆，培養他們從做中學，創造

思考，解決問題的科學精神及態度。同時，學生藉著討論和聆聽同學

的意見，學會欣賞他人的優點，並反思個人的不足。此外，課堂亦加

入「風」在日常生活中的應用，藉以擴闊學生的眼界。

教學目標：
· 明白風能轉換成推動車向前的動能。（空氣快速流動會形成風，當這

些快速流動的空氣垂直撞向車身時，它的能量會轉換成推動車向前走

的動力。）

· 利用提供的材料，自行設計車帆，並以風能作為風帆車前進的動能；

·  透過設計、測試及改良其設計的車帆，培養他們創造思考，解決問題

的科學精神及態度；

·  認識風在日常生活中的應用。

教學流程：
·  引起動機。

·  製作風帆車─車身、測試一（沒有帆的風帆車）。

·   設計及製作風帆車─帆、測試二及三（風帆車）。

·  風帆車大賽。

·總結及延伸。

風帆車製成品

製作風帆車材料

 風帆車王大賽

小
學
組



32 33

教案比賽2017STEM

鳳溪第一小學

簡介：
以生活及問題為本，讓學生應用跨學科的知識來解決問

題。最佳隔音箱此課題需學生運用聲音傳播的知識，

選出適當的隔音物料來進行教學活動，是高小的常識

課題。此STEM活動除了常識科的課題外，同時亦運用

不少數學和視藝課題，達到STEM教學應用跨學科知識

的宗旨。

教學目標：
知識層面

·  學生能探究隔音設備的原理及變因。

· 選取適合的日常物料，依設計圖製作隔音箱。

· 擬訂測試製成品的方法。

技能

· 運用STEM的探究技能找出隔音箱設計的最佳方案。

· 運用數學的統計概念作出紀錄和分析。

態度

· 培養學生的興趣和好奇心去追求解決問題和創造解

難方法。

優異獎

得獎

教師

冼文標老師

最佳隔音箱

教學流程：
· 引起動機：重溫聲音傳播的原理和不同物料的性質，並提

出情境問題，引發學生思考。

· 提出引導性問題：以小組形式討論教師提出的問題，讓學

生能辨別隔音箱設計的要求及限制。

· 重溫腦圖技巧：搜集資料，並以小組形式進行討論，運用

腦圖技能，設計多款隔音箱設計圖。

· 完成最終設計圖：根據初步研究結果，找出組內各個設計

圖的利弊並商議訂立最終的隔音箱設計圖。

· 製作隔音箱：學生可透過不斷的討論和嘗試解決製作隔音

箱的工程問題。

· 進行測試：同學需以小組討論及設計出公平測試及實驗，

並把相關的數據記錄下來。

· 分析及檢討成效：根據測試結果，分析及檢討隔音箱的隔

音效果。

· 優化方案：根據分析及檢討，為隔音箱進行優化。

完整教案在此下載

https://bit.ly/2LEvHu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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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德會聖馬太學校（秀茂坪）

簡介：
為了配合《學會學習–課程發展路向》的教改目標

和STEM教育，使學生能熟習和善用資訊及通訊科技

（ICT）進行學習，以提高學生之學習興趣、動機及科創

能力。以機械人課程作為切入點，讓學生反思生活上的

難題，再引導學生如何利用編程解決生活困難，希望加

強學生的科創能力。

教學目標：
藉著學生反思生活上的難題，再引導學生如何利用編程

解決生活困難，希望加強學生的科創能力。

教學流程：
· 老師課前利用Google Classroom展示有關mBot基本操作

與感應器的短片，讓學生對mBot有初步認識。

· 利用新聞，與學生討論新聞中的內容，探討時、地、

人和事，藉此引起學生動機。

·  老師先介紹基本科學知識，然後與學生深入討論偵察

機械人的功能，由學生提出不同可能性，再由老師回

優異獎

得獎

教師

洪偉林老師

mBot資優課程	─	救災機械人

饋技術的可能性。接著老師與學生一起設計機械人，並

進行搭建。最後，老師指導學生編寫程式。

· 分組設計程式：同學根據每個功能，編寫不同程式，包

括利用人體紅外線傳感器探測現場環境溫度、生命；

利用舵機調較升降機，運送傷者離開現場及利用「如

果……就」程式，控制風扇開關以降溫。

· 總結：師生決定利用偵察機功能，協助消防員滅火，讓

消防員進入火場前了解火場環境，以減低消防員入火場

受傷的機會。

小
學
組

完整教案在此下載

https://bit.ly/2JBwA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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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案比賽2017STEM

東華三院高可寧紀念小學

簡介：
已對模型製作有基本認識的學生，嘗試利用平板電腦及

電子尺軟件去製作氣球車。

教學目標：
知識

·牛頓第三運動定律：作用力與反作力的關係。

· 認識人類可藉發展其他方法，如太陽能、風能等再生

能源，減少對環境的污染或損害。

技能

·能活用科學知識，環保及簡單的物料，製作氣球車。

· 學生能運用簡單的數據（氣球的直徑），估算氣球車

的行走距離，探討影響氣球車效能的不同因素。

態度

·學生能合作完成任務。

·學生能尊重各人所持的不同意見。

· 學生能從〈設計循環的概念〉過程中不斷的觀察、嘗

試及審視結果，解決問題。

·理解到一個問題有多種解決方法。

優異獎

得獎

教師

邵英傑老師

製作氣球車

教學流程：
·引起動機：播放氣球車行走片段、教師提問及學生分組討論。

· 發展活動一（初試）：學生分組以相同基本氣球車的製作

材料（氣球大小可自由選擇）組裝一輛簡單的氣球車。學

生於組內測試氣球車的行走距離，並以短片形式紀錄測試

結果。

· 發展活動二（改良）：學生為每次測試紀錄電子數據（氣

球的直徑、行走的距離）。學生能運用數據紀錄，去估算

氣球車能行走的距離，並探討影響氣球車效能的不同因

素，改良氣球車的設計。

· 發展活動三（比賽）：學生測試成功後，為氣球車加上裝

飾、車徽，然後進行隊際比賽，以行走距離最長者勝。

· 總結：學生於電子學習平台完成工作紙及把個人心得紀錄

於電子學習平台，製作個人的Learning Portfolio。

完整教案在此下載

https://bit.ly/2JtKPy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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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培正小學

簡介：
是項校本STEM學習活動為一套小二至小五的全校課程。

每位小二至小六學生在常識及資訊科技科課堂中，會利

用LEGO WEDO 2.0或mBot作教材，發揮創意，解決不同問

題。學生首先要清楚將要進行的任務，然後動手以積木組

裝小機械人。學生隨後要在平板電腦上設計一段程式，再

把程式以藍芽傳達機械人，着令機械人執行任務。

教學目標：
小二：控制小車以不同速度走完限定距離。

小三：探究不同輪帶組與車速關係。

小四：測試自己創作的不塌房屋。

小五：以不同方式設計及控制水閘。

課程特色：
·校本自創課程，調適至配合常識科小二至小六課程。

· 以實體機械人立體地完成任務，而非只是在螢幕上平面

地進行。

· 在編程以外，學生需要綜合思考以不同工具，協助解

難。

優異獎

·讓學生按學習能力，以不同方法挑戰不同任務。

· 學生可按既有指示組裝LEGO，也留有很大空間讓學生自

由地，按個人意願創意組裝。

· 在組裝時應用包括輪軸、輪帶組推動比例、曲軸連桿、

以齒輪轉換活動平面等機械原理，一般小學常識科課程

不會觸及。

· 容易掌握，可普及至小二學生的編程及機械人課程，而

非高年級的專利。

· 把機械人及編程課程劃入普及全校的常識科常規課程，

系統式劃入小二至小六課程，由淺入深。40班參與學生

共1350位，絕非只供少數學生的課外活動、拔尖課程或

單一科技日活動。

· 課程與常識科課程緊扣及牽涉生活化應用，而非割裂零

碎的獨立活動。

· 全校以10盒LEGO及8盒mBot輪流共同使用，低成本而高

效益。

·  很多小朋友都有接觸LEGO，具普及性，不用由零開始。

· 操作容易使用，老師只需接受簡單培訓，及於共同備課

會中商議細則便可，一般非主修電腦科老師也能教授，

課程普及全港小學，可行性高。

老師投入地研發課程

讓機械人按程式

指示起舞吧

得獎

教師

在常識科以機械人課程提升
學生創意及解難能力
李永威老師

小
學
組

完整教案在此下載

https://bit.ly/2JLUa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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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案比賽2017STEM

聖愛德華天主教小學

簡介：
桌遊學編程 － 循環（Loop / Iteration）的教學內容主要是教

授學生電腦編程概念中的「循環（Loop / Iteration）」，使

學生了解這一概念的原理、作用及優點。教學以桌上遊戲

「Bits & Bytes」及Scratch（電腦程式開發平台）作工具，

讓學生透過遊戲及任務學會「循環」這概念。而在教學內

容中，主要包含了STEM元素中的科技（Technology）及數

學（Mathematics）。

教學目標：
·學生能識別循環表達式的程式模件。

·學生能知道循環表達式重複執行程式模件的原理。

·學生能夠使用一至兩個迴圈程式模件來編寫循環程式。

教學流程：
1.   引入– Bits & Bytes桌上遊戲

  透過「小熱身－Bits & Bytes 桌上遊戲」讓學生重溫已學

的基本電腦編程概念－順序操作（Sequence）。

2.   學習內容：把生活情境引入新課，從而引出循環的概念。

優異獎

桌遊學編程	－		

循環（Loop	/	Iteration）

得獎

教師

鄭婉婷老師

  週期（Iteration）或迴圈（Looping）是一個重要的編程

概念，由於很多程式也不會只運行一次，因此我們很多

時候也需要使用週期與迴圈來令程式重覆運行，以縮小

積木，節省資源。

3.  介紹程式模件：演示如何將程式模件拖放到編程區域

中，如何實現循環表達式功能。

  內容：以「令小貓走到對面的房子」的例子解說週期

(Iteration) 或迴圈 (Looping）的重要及優點：「縮短製作

時間」、「方便、快捷」、「節省資源」。

4. 任務：運用循環的概念設計故事

  內容：聖誕節到了，小貓要到企鵝的家參加聖誕派對如

何運用Scratch 內的「循環程式模件 」完成。

5.  小考驗－ Bits & Bytes桌上遊戲根據Perl及Byte的位置，如

何運用「循環程式模件 」最快到達星球？

6. 總結及延伸

 ‧學生理解循環的概念。

 ‧學生能識別及運用循環表達式的程式模件。

 ‧ 學生了解編程時，運用「循環」程式模件的重要及優

點，並與同學分享。

學生透過3D打印技術製作配件

甘肅教育交流

公開課

完整教案在此下載

https://bit.ly/2LEwtIg



36 37

佛教榮茵學校

簡介：
透過應用太陽能這項再生能源於模型車製作，幫助同學

在學習STEM之餘，亦學會愛護環境，珍惜地球資源。

教學目標：
·認識太陽能在日常生活中的使用。

·認識太陽能運作的原理。

·認識閉合電路運作原理。

·認識齒輪運作及齒輪組合的互動關係。

教學流程：
· 引起動機：觀看影片（綠色家居智慧：認識再生能源

在日常生活應用），認識再生能源在日常生活應用的

例子。

· 透過Edpuzzle平台觀看「太陽能運作的原理」的影片：

認識太陽能運作的原理。

優異獎

得獎

教師

許定國老師

太陽能車Go！Go！Go！

· 透過Edpuzzle平台觀看「閉合電路」的影片：認識

閉合電路運作原理、齒輪運作及齒輪組合的互動關

係。

· 透過Edpuzzle平台觀看「齒輪」的影片：認識齒輪運

作及齒輪組合的互動關係。

· 學生於一小時內動手製作太陽能車，並有三次的比賽

機會。

· 學生完成反思報告。

小
學
組

完整教案在此下載

https://bit.ly/2HGqEHS



38 39

教案比賽2017STEM

東華三院冼次雲小學

簡介：
讓學生認識科學原理，並通過推測及實驗，了解磁鐵跟

日常生活息息相關。同時有機會在實驗中嘗試創作及改

良，並向同學分享成果及邀請同儕試玩。

教學目標：
· 學生藉着動手做實驗，推測和驗證磁鐵能吸攝的東

西，並認識磁鐵隔着東西也能吸攝鐵造的物件。

· 透過觀看影片，讓學生認識磁鐵的運用藏在每天生活

裏。

· 學生透過利用磁鐵特性設計的各種遊戲中，認識磁鐵

的特性。

教學流程：
第一節：磁鐵探索

·  各學生尋找生活周圍的事物，分辨可被磁鐵吸攝或不

可吸攝的物品。

第二節：磁鐵探索

·  實驗一：學生推測教師手中的「泥膠小動物」為甚麼

可以被小方塊吸攝？

· 實驗二：各組有兩套磁鐵套裝（包括：長條磁鐵、U形

磁鐵、圓形磁鐵），讓學生認識磁鐵的種類。

優異獎

第三至五節：磁鐵遊戲創作

·  觀看影片並與學生分組討論創作磁鐵遊戲的步驟。

第六節：「磁鐵遊戲創作」班際分享

·  分享磁鐵遊戲的名稱、科學原理（同極相斥 / 異極相吸 / 吸

攝鐵製品）和磁鐵遊戲的方式及規則，並邀請同學發問。

第七節：「磁鐵遊戲創作」級際分享

·  分享磁鐵遊戲的名稱、科學原理（同極相斥 / 異極相吸 / 

吸攝鐵製品）和磁鐵遊戲的方式及規則，邀請同學試玩

並分享感受。

製作磁鐵遊戲

的工作紙

創作磁鐵遊戲專題

研習感想

得獎

教師

周寶雲主任	 余玉屏主任	 張小冰老師	

巫燕冰老師	 楊子瑩老師	 林婉君老師	

譚震儀老師	 林寶蘭老師	 陳少芬老師

《擋不住的吸引力》、	
《生活中的科學～磁鐵的特性》、	

《磁鐵遊戲創作》

完整教案在此下載

https://bit.ly/2JPra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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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小學分校

簡介：
最近六年級學生在常識科學習太空及太陽系的知識，因

而對太陽系有初步的概念。今次老師希望同學能藉此活

動對太陽系有進一步的認知。

教學目標：
· 學生能繪畫太陽系圖像（依比例顯示行星與太陽之間

的距離） [利用「除法」及「近似值」等數學概念，

計算「繪畫距離」，而教案中最後部分附有「預期學

生的完成品」讓評審作為參考]。

· 學生能說出八大行星之間的距離不是近乎等距的。（學生

能說出 水星、金星、地球、火星之間的距離較接近。）

·提升學生對科普圖像中的展示比例的敏感度。

STEM在此教案的應用：

科學（S）

· 太陽系中八大行星的排列次序以及「與太陽的距離」。

數學（M）

· 利用「正比例」、「除法」、「小數」及「近似值」

等數學概念，計算「繪畫距離」。

優異獎

得獎

教師

繪畫太陽系圖像	

（依比例顯示行星與太陽之間的距離）

黎家明老師

工程（E）

· 學生利用預習中所得的「八大行星與太陽的距離」， 

再利用上述的數學概念，繪製出依比例(距離)的太陽系 

圖像。

科技（T）

· 延伸應用：本課題亦可在電腦課中使用（Excel: 輸入和修

改公式、快速複製公式等技巧）[未有在本教案中詳細顯

示]。

教學流程：
·小溫習：與學生溫習八大行星的名稱及排列次序。

·引起動機：展示數張太陽系的圖像。

·展示課堂目標：繪畫太陽系圖像。

·教師教學：讓學生想出製作太陽系圖像所需的資料。

·  教師教學 + 學生活動： 

 1.   引導學生處理「距離」（將「實際距離」化為「繪畫距

離」）。

 2. 修訂「繪畫距離」。

 3.  將「繪畫距離」取近似值，以便繪圖。

 4. 繪畫太陽系圖像（標示距離）。

·總結。

小
學
組

完整教案在此下載

https://bit.ly/2t2mVP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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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案比賽2017STEM

彩雲聖若瑟小學

簡介：
運用環保物料製作一輛車，以注滿空氣的氣球作燃料，推

動汽車前進。活動分為速度賽和負重賽。

教學目標：
透過製作用氣球推動的噴射車及比賽讓學生親身應用科學

（S）、科技（T）、工程（E）及數學（M）四個範疇於生

活上。

比賽內容：
規則

·參與的組別需挑選一輛噴射車，在指定賽道前進。

·每次只限使用一個氣球作燃料，氣球不能貼在車子上。

· 參賽者需手拿著氣球，可在起點一次放出所有空氣或是

按在噴射車前進時分開數次放出空氣。

· 當燃料耗盡，而噴射車未到達終點，則代表未能完成賽

事。

優異獎

得獎

教師

朱碧怡主任　陳皓雯老師

非一般的噴射車

· 噴射車前進期間，噴射車不能反轉，一旦反轉，則不能

繼續前進。

· 而在負重賽方面，參賽隊伍可在開始前調整負重重量。

· 每次完成一次賽道，可返回起點調整負重重量，再向前

進，直至燃料耗盡。

評分方法：
速度賽

· 以最短時間完成整條賽道為勝。

負重賽

· 在有限的燃料內，以負重重量最多的車為勝，而噴射車

必須完成整條賽道。

在有限的物料下同學用

鉛筆作支撐車輛的支架

同學正在試驗噴射

車能載多少克糖果

完整教案在此下載

https://bit.ly/2sMakR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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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中學附屬學校

簡介：
小朋友動手製作E Go-Kart，他們透過此學習活動學會不

同的科學原理及結構工程的知識，並運用出來，更重要

的是透過使用不同的回收物料提高他們對環境保護的意

識。

教學目標：
· 讓學生學會掌握如何緊扣各學科的學習內容，融合創

新科技，達致理想效果。

· STEM活動對SEN學生有正面的影響，期望SEN學生藉活

動訓練他們創新及與人合作的能力。

教學重點：
常識科

·  簡單機械結構、齒輪比例、電池結構、簡單電路及不

同的結構性材料（鋁材）。

數學科

·  速率的認識及速率的計算。

優異獎

得獎

教師

程志祥老師

小朋友DIY製作電能車

電腦科

·   認識micro：bit及編程教學（運用micro：bit計算物件的速

率）。

教學流程：
·汽車原理。

·E Go-Kart簡介。

·E Go-Kart製作工作坊（一）。

·E Go-Kart製作工作坊（二）。

·測試及改良。

·評估及總結。

學生專心聆聽老師教導製作過程

學生操作電能車

小
學
組

完整教案在此下載

https://bit.ly/2JH0Eh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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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案比賽2017STEM

嘉諾撒聖瑪利學校

簡介：
學生學習運算思維概念，並透過編寫程式將概念演示出來。

教學目標：
四年級學生於科學科已學習了光和聲音的原理和應用的概

念，因此教師希望藉舉辦mBot課程以鞏固她們的知識。

教學流程：
1.     預習：利用「翻轉課室」，老師先上載一段有關mBot構

造的影片，讓學生先了解mBot的構造。然後再到Google 

Form完成一個有關mBot影片簡單的練習。

2.  引入動機

3.  教師引入情景：

  · 為mBot設計舞動動作（包括歌聲及燈光），用作才能

表演用。

4.     教師着學生在開始編程時，為mBot 進行身體檢查，以確

保mBot上各部件正常。

5.   教師介紹以下的編程概念：

  ‧ Events（一件事件包括一套有系統的程序，去完成一個

目標）

優異獎

得獎

教師

姚寶芬老師

舞動mBot

    ‧Sequence（有系統地思考步驟執行的程序）

    ‧Parallel execution（同時執行兩個events）

6.   教師介紹如何使用mBlock app編寫程式控制mBot。

7.   教 師 着 學 生 留 意 發 光 和 發 聲 的 程 式 碼 都 是 屬 於

「SHOW」類型的指令。

8.    教師着學生跟隨筆記上的提示為mBot編寫程式，令

mBot可唱歌和發出閃爍的光芒。

9.  最後，學生讓她們的mBot表演舞蹈和唱歌。

10.   表演後，學生需填示個人自評表，讓教師了解她們在

機械和編程方面的能力和信心。

同學們為mBot機械

人先作身體檢查

同學在程式中調教音調 

同學編寫程式

完整教案在此下載

https://bit.ly/2HH78e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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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恩學校

簡介：
學校希望培育學生有自主學習及解題的能力，所以在設計

學習活動時，盡量讓學生自學及有選擇。學校亦希望通過

編程學習，培養學生有運算思維和設計思維的能力。學校

希望學生可透過完成不同程度的任務，學習及鞏固學生編

程的知識技能。

教學目標：
· 學生能運用方塊程式（Blocky Program / Scratch）編寫簡

單程式。

·學生懂得使用編程控制Dash and Dot。

· 學生懂得運用Dash and Dot不同的功能，配合編程及學校

自製16格地圖完成不同任務。

· 學生能正確計算Dash所需要行走的距離及轉向角度以完

成任務。

·學生能運用最少的程式碼以完成任務。

教學流程：
第一部份（半小時）

·學習Dash and Dot的結構、開關方法及基本使用方法。

· 介紹及示範App Blocky的使用方法及不同Code的使用方法，

優異獎

如「Start」、「Drive」、「Look」、「Light」及「Sound」。

·介紹當日學生的「任務」。

第二部份（半小時）

· 學生以二人一機，利用iPad的Apps Blocky編程，配合Dash 

and Dot完作任務。

·老師巡視學生的進展，適時提出指正。

第三部份（20分鐘）

· 介紹及示範App Blocky的使用方法及不同Code的使用 

方法。如「Drive」、「Look」、「Light」及「Control」。

·介紹當日學生的「任務」。

第四部份（40分鐘）

· 學生以二人一機，利用iPad的Apps Blocky編程，配合Dash 

and Dot完作任務。

·老師巡視學生的進展，適時提出指正。

學生在完成每個任務後須完成「任務表」。另學生可按自己

能力決定是否完成挑戰題。學生亦可以截圖方式把編程記錄

下來交給老師或與同學分享。

得獎

教師

馮耀章副校長

以Dash	&	Dot學習編程

課程有空間讓學生

進行探究及自學

學生合作按筆記指示

進行不同解難任務

小
學
組

完整教案在此下載

https://bit.ly/2JAXQ5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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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案比賽2017STEM

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第二校

簡介：
有一天，小日和小月各自用了不同的齒輪組合設計了一台

機械車，分別使用大齒輪推動細齒輪和細齒輪推動大齒

輪，他們都認為自己的機械車最快和產生的力量最大。同

學又認為誰設計的機械車較快，力量較大呢？同學們一起

探索，並進行一場相撲比賽吧！

藉此教案同學們學習到的STEM元素：

科學（S）

·齒輪組合、簡單機械

科技（T）

·編程

工程（E）

·設計機械人

數學（M）

·計算速率

優異獎

得獎

教師

林育鋒老師

相撲機械人

教學目標：
透透過相撲機械人比賽，探討齒輪在日常生活中的應用和

不同齒輪組合所產生的力量和速度的關係。

教學內容：
常識

· 認識齒輪、認識齒輪組、齒輪組的應用及利用樂高機械

人EV3（教育版），設計兩組齒輪組合，分別是大齒輪推

動細齒輪和細齒輪推動大齒輪，裝配在相撲機械人的馬

連和車輪。

電腦

· 利用樂高機械人EV3（教育版），設計相撲機械人，並把

齒輪組組裝在機械人馬連和車輪。此外，利用平板電腦

（iPad）應用程式EV3 Programming編寫程式。

數學

· 計算不同齒輪組合所產生的速度（速率）、計算不同齒

輪組合所產生的力量（重量）及進行相撲機械人比賽。

測試後，學生

進行相撲機械

人比賽。

完整教案在此下載

https://bit.ly/2JEOM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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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雲聖若瑟小學

簡介：
本教案強調透過探索和體驗科學定律，從而啟發學生探

究精神和訓練邏輯思維，提升其學習興趣。而且亦希望

透過課堂，讓學生初步接觸電子學習，令教師能即時了

解學生的學習進度，令課堂節奏更顯順暢。

教學目標：
希望透過此活動讓同學學習到STEM知識：

科學（S）

·當電流能夠順利通過，閉合電路上的小燈泡便會亮起。

科技（T）

· 探究圓形物件可平穩地滾動，因此會把車輪設計成

圓形。

工程（E）

·透過拼砌積木，了解當斜面越斜，車子便會行得越快。

數學（M）

·從觀察和臨摹，初步了解圓形的特性。

優異獎

得獎

教師

李嘉雯老師　李俊業老師

智叻小天才（圓的定律）

試 試 哪 一 塊 斜

板 能 令 車 子 走

得最快。

透過拼砌，加深對

圓形的認識。

教學流程：
1.  引起動機。

2. 製作圓形。

3. 動手砌模型車。

4. 完成模型車後，以不同的斜面作測試。

5. 總結。

兩位老師為令課堂更添趣味，經常設計不

同的活動，部份更在學界比賽中添殊榮。

當砌出圓形時，燈便會

亮起來了。

自己製作積木車，再放

上斜板作測試。

小
學
組

完整教案在此下載

https://bit.ly/2l14bM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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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案比賽2017STEM

中華基督教會協和小學

簡介：
學習程式可協助解決生活上各種難題，活動是希望透過

利用程式及簡單電子應用讓學生自行學習設計防盜系

統，在過程中因著目標學習編程及邏輯思維以外，更會

讓學生運用科學原理，自製壓感開關作防盜器之用。此

活動亦會加入微電腦應用（Arduino）及不同導電工具 

（導電貼紙、錫紙等）來製作實物產品。

教學目標：
·學習SCRATCH基本應用。

·掌握S4A（Scratch for Arduino）如何控制電子元件。

·學習針對問題提供決方案及提出改進建議。

·了解導電物質特性及認識開關設計。

·培養學生STEM及MAKER素養。

教學流程：
第一教節

·情景引入（電影短片情節）。

·任務一：確立製作目標及情景 。

優異獎

得獎

教師

曾詠珊老師　溫曉燕老師

Scratch教學活動設計	─	
防盜系統設計及延伸應用RoboCOP

· 任務二：未認識S4A、ARDUINO前，先重溫學生的已有

知識。

·任務三：防盜板 / 公平墊 / 自律墊製作。

·任務四：認識ARDUINO微電腦及S4A。

第二教節

·任務一：製作基礎防盜系統。

·任務二：動手接駁線路PIN13及PIN10。

·任務三：學習SCRATCH基本應用。

·任務四：編寫程式。

·任務五：加強防盜系統設計。

小組教授

分工合作

全廢物利用製作

製成品

明報教育出版結合了《明報》的新聞資訊、人物專訪、升學資訊、職業資料、進修途徑，再由教育

出版編輯編製整合，增加行業介紹、資歷架構、進修途徑、薪酬指標等簡而精的內容，配合校本

網及書籍，以減輕老師工作負擔之餘，亦可透過手機 App，讓家長同步得悉生涯規劃的資訊，家校合作

達至雙贏。

此外，畢業生追蹤系統能讓學校掌握畢業同學升學的就業數據，對學校規劃未來發展非常重要。明報教

育致力支援香港教育界，期望透過發展不同的教育產品，更貼合學界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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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學面試影片

 校本生涯規劃網站

            + 校本手機 App

 校本生涯規劃書本

 畢業生追蹤系統

產品包括 :

資歷架構

行業介紹
升學資料

MyRole-ADV-2017-215x270mm-single.indd   2 3/10/2017   16:30:24

小
學
組

完整教案在此下載

https://bit.ly/2HGVfp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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