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啟發智能  創藝將來》
仁濟創意科技嘉年華 2023

仁濟醫院董事局  主辦

日期：2023年2月25日（星期六）

時間：10:00-16:00

地點：仁濟醫院靚次伯紀念中學（將軍澳毓雅里十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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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行政長官在《2022年施政報告中》表示，在中小學以普及化、趣味化、多元化的方

式，大力推動STEAM教育（科學、科技、工程、藝術和數學）。本院一直持續推展創科

教育、品德教育及國民教育等重要範疇，與教育局政策及措施互相配合。在創科教育方

面，本院於2019年，更首次舉辦「STEM Faire 2019」，以嘉年華形式展示學生在STEM

學習的成果，讓熱愛創新發明的青少年，透過實踐，啟發他們對 STEM 的興趣，亦為教

師提供聯校合作的平台。

    2022/23年度，仁濟董事局主辦「仁濟創意科技嘉年華2023」，並以《啟發智能 創

藝未來》為活動主題，從STEM進化為 STEAM，加入藝術元素，為活動更添動力，鼓勵及

發揮學生的創意，加入生活化的設計，更有利把創科知識融入生活中，增加解難能力，做

到活學活用。現場將展出與生活息息相關的人工智能(AI)、VR 遊戲、藝術創作、天文體

驗等，逾30多種智慧創意生活應用，讓參加者透過互動體驗從「玩中學」，感受科技帶

來的生活改變。這實在有賴全體23間院屬學校的參與及仁濟教學團隊多年來的努力、各

位專業老師的指導、特別感謝各界友好的贊助，以及同學的支持，本人謹代表仁濟董事局

向各位致以衷心謝意。

    在創科教育發展方面，目前共有10間院屬中小學校，獲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推

出的「中學IT創新實驗室」計劃及「奇趣 IT 識多啲」計劃批出資助申請，學校可靈活運

用該津貼，更大力推展全方位學習活動，加深同學體驗嶄新的資訊科技，例如人工智能、

雲端運算等，希望從小發展學生的邏輯思維、解難能力及創意思考等技能，為面對未來的

挑戰作好充足的準備。

    本人謹代表仁濟董事局再次多謝「仁濟創意科技嘉年華2023」籌備委員會、各位老

師及嘉賓。本人期望大家繼續同心協力，為香港學生提供更多發展創意潛能的機會，凝聚

創科氣氛，共同為香港培育更多傑出的創科人才而努力。為表謝意並簡述應屆STEAM教

育成果及一連串活動，故特編印本刊，以作紀念。

    最後，祝願「仁濟創意科技嘉年華」繼往開來，為香港教育未來發展繼續努力。多謝

大家支持仁濟教育的發展！

仁濟醫院董事局第55屆主席暨

「仁濟創意科技嘉年華2023」籌備委員會主席

葉恭正  謹啟



關於仁濟醫院
  仁濟醫院董事局成立於1962年，並於1973年創辦仁濟醫
院，一直秉承「仁者存心，濟世利眾」的宗旨，為市民謀求福

祉，發展至今已成為香港六大慈善機構之一，服務範疇廣及中西

醫療、教育、社會福利、援助基金及靈灰安置等，截至2023年1
月，服務單位102個，包括中醫、牙科、眼科及血液透析診所、
綜合醫療中心及地區康健中心共20間；中小學及幼稚園／幼兒中
心23間；社會服務單位57個，為嬰幼兒、長者、殘障人士提供照
顧服務，以及開辦特別項目。本院亦設有不同的援助基金，為嚴

重殘疾、癱瘓、更生人士及遇到天災意外的家庭提供經濟援助。

  仁濟醫院教育服務始於1970年代，現有6
間中學、5間小學及12間幼稚園／幼兒中心，
分布港九新界不同地區，並貫徹「尊仁濟世」

的辦學宗旨，提供優質全人教育，致力培育學

生的良好品格。除常規課程外，仁濟醫院亦致

力推動特色課程和計劃，如推行創科教育、創

新發明課程、創藝課程、天文課程、德育及公

民教育計劃等，以加強學生的多元發展，讓學

生按個人能力及興趣進行生涯規劃。

  為了加強屬校的競爭力，仁濟醫院每年也
會提供額外資源，讓院屬中小學推行優化學與

教的三年計劃，更舉辦多項教育活動，例如健

康校園計劃，文憑試技巧講座，以及正向價值

觀培育計劃等，協助他們建立優良品格。 

教育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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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卓越表現

展望

專業發展

  仁濟醫院於2005年成立仁濟學生卓越表現獎，目的為表揚屬校學生在學
術或非學術上的卓越表現，並鼓勵良性競爭，以達到互相激勵的作用。為鼓

勵成績優異的學生，遂於2009年增設仁濟學生優異表現獎，以獎學金嘉許其
勤奮及成就。2022/2023年度，屬校共有50名學生／隊伍獲頒卓越表現獎，
他們在國際或學界賽事中均有出色表現；而優異表現獎則有41名學生／隊伍
獲得。

  仁濟醫院重視教師的學習及培訓，屬校教師
不僅具備教育熱誠，還能不斷更新知識，提升學

養，引領學生有效學習。院屬學校師資優良，教

職員總人數約一千一百人，本院鼓勵及資助屬校

教師參加培訓課程，安排教師前往內地及海外作

學術交流，學習新的教育理論及教學模式，並定

期舉辦聯校教師研討會，2022年11月，更舉行理
論與實踐並重的主題式研討會，主題為「資訊素養教育」，攜手促進教育界資訊及媒體素養教育發展。

  在開拓資源方面，仁濟醫院積極與不同機構／單位協作，透過聯校活動、交流團及專題講座等，豐富院屬
學生的學習經歷，以及發展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促進學校可持續發展。另外，為表揚屬校教師的專業成就，董

事局設立中、小學優秀教師獎，以及幼稚園／幼兒中心優秀教師獎勵計劃，鼓勵教師持續追求卓越。

  仁濟醫院會一直秉承「尊仁濟世」的辦學精神，致
力提供優質全人教育服務。本院會積極與不同的專業機

構協作，為學生提供多元的學習經歷，發展個人成就及

累積經驗。同時，亦會繼續鼓勵學生關心社會，並提升

批判思維能力，培育學生成為守法守規的良好公民。本

院屬下幼稚園會繼續提供教學與照顧並重的優質學前教

育服務，並持續提升教師團隊的專業成長，依循教育局

課程指引發展以兒童為本的課程。此外，我們更會加強

學校的管理和領導能力，為屬校的管理人員籌辦不同的

專業培訓活動，為學校可持續發展做好準備。

仁濟醫院董事局每年為「仁濟教育服務基金」籌募經費，以支持仁濟推展教育服務計劃，以及協助各
屬校提供多元課程及優質教育。歡迎大家支持「仁濟教育服務基金」募捐行動。

捐款專線：187 2828

5



YCH STEAM FAIRE 2023
活動簡介

YCH STEAM FAIRE 2023 鳴謝名單

  仁濟STEAM FAIRE 2023旨在配合教育局推行科學、科技、工程、藝術和數學(STEAM)教育的發展趨
勢，鼓勵學生透過多元活動展示自行研製的創新科技產品。並希望透過嘉年華的形式，加強學校與社區聯

繫，讓來自不同學校師生、愛好創科的朋友，能在歡樂的氣氛下進行交流，促使學生建立正面的價值觀和積

極的生活態度。

  活動期望透過STEAM教學展覽、攤位遊戲、比賽及趣味工作坊，建立讓學生展示創意作品進行交流的平
台，讓學生「DIY」動手實現自己所想；讓學生認識自己的強弱項，以提升個人適應和面對挑戰的能力。

主題：

贊助

  活動以「啟發智能 創藝將來」為主題，參展的項目包括木偶創藝元素的「小小機械人木偶創藝坊」、
使用3D立體打印筆的「高塔的製作」、「動力雕塑」、「新年小花燈」、「木桶機械人」及「『仁』人動手
『濟』齊動腦」等創藝作品，發揮學生創意，把創作知識融入生活中，增加解難能力，做到活學活用。

目的︰

支持媒體

蔡高燕姬博士

劉建莊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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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陽能車工作坊

VR避障遊戲

• 工作坊提供工具及物料，讓參與者能即場安裝太陽能車零件

• 學習科學原理

• 提升動手製作的能力

• 學生利用編程知識及遊戲製作軟件原創的虛擬實境遊戲

仁濟醫院林百欣中學

仁濟院屬中小幼學校STEAM成果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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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濟院屬中小幼學校STEAM成果展示

仁濟醫院第二中學

  為使香港學生能藉著藝術創作，加深對社會、甚至世界的認識。本校參加了由奧沙藝術基金主辦，香港
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捐助的擴增實境創作計劃，為學生提供融合藝術、文化、科技和歷史四大支柱的綜合學

習體驗。

  作品主題是五十年後的屯門，觀眾可使用應用程式掃描二維碼，與虛擬影像進行互動，更可寫下對五十
年後海鮮街、小店、學校的想像，投入未來信箱。

賽馬會藝術計劃「五十年後的屯門展」作品主題展

  本校師生參加了由香港城市大學及香港理工大學合
辦的「Underwater Robot Workshop in Maker Faire」
後，把製作水底機械人的經驗帶回學校。

  同學控制水陸兩用機械人於陸上衝進水中拯救在
海難中的乘客，從中學習有趣的科學知識及水底航行

的體驗。

海底拯救隊

AI 影像辨識智慧車編程

  本校參加「中文大學—工程學院」

的「智為未來計劃」(AI for the Future 
Project)，獲選為夥伴學校之一。本校將
優先在大學的專業支援下，開展人工智能

課程，工作坊吸取課程的精華部分，學生

可利用人工智能編程，教導智慧車的鏡頭

辨識複雜的路線，完成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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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濟院屬中小幼學校STEAM成果展示

仁濟醫院董之英紀念中學

火箭車成品展示
  參觀者可以觀看火箭車的製作過程，火箭車比賽的刺激
性，現場亦展示設計火箭車時的學習筆記、材料及學生從中

可學到的 STEAM 知識。

電路對對碰

  讓參加者體驗如何利用自製的六角形積木組
件，來組合成完整電路，令到燈泡可以發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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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濟院屬中小幼學校STEAM成果展示

仁濟醫院靚次伯紀念中學
  學生利用編程、機器學習、人工智能等元素，訓練無人駕駛模型車完成預
設賽道。過程中要不斷修正系統行走路線及照片的精準度，屬高階解難任務。

  利用預先切割好的回收木材邊角料
製作機械人木偶，讓參與者發揮創意組

合不同配件及加上塗鴉，創作出獨一無

二的作品。

  學生利用不同園林廢料回
收而成的再生木材製作不同產

品，過程中可學習電腦化設計

及製作的技術，亦可學習不同

的手作工藝。活動更能提升學

生的環保意識，並讓學生身體

力行實踐減排減廢。

  「Nerdy Derby」
是一個趣味科學活

動，能把科學、科

技、工程、藝術及數

學 ( S T E A M )概念結
合。大會提供了一個

固定的路軌，參加者

需製作一輛小車，以完成賽道。製作小車物料不

限，參加者需發揮創意去設計一架完美的小車。

詳情請參閱 https://nerdyderby.com

  工作坊提供工具及物料，讓參與者能即場設
計及製作屬於自己的轆轆車，透過不斷改良及修

改設計，達至最短時間行畢全程，每2小時選出最
快行畢全程之參賽者，設冠亞季獎項。

人工智能車示範

園林廢料升級再造產品展 Nerdy Derby 轆轆車

小小機械人木偶創藝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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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濟院屬中小幼學校STEAM成果展示

  參加者先接受基礎編程訓練，再為
小型無人機編程去完成指定任務。

無人機編程工作坊

• 展示無人機的不同應用

• 展示不同應用型無人機的概念模型

• 展示多款應用型無人機的部件設計過程

無人機應用介紹

仁濟醫院王華湘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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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濟院屬中小幼學校STEAM成果展示

編程四足機械人
  學習使用微控制器Arduino，編程控制四足機械人。程
式須協調它的四肢按照一定的節奏和順序擺動，方能讓機械

人順利按照你的意願走動。當成功前進之後，還可添加超聲

波避障功能及藍牙遙控，鬥快走過充滿障礙物的路徑。

夾公仔機 (Microbit 作品 )
作品展

仁濟醫院羅陳楚思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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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濟院屬中小幼學校STEAM成果展示

創意生活—學生發明作品展

機械人波波池

仁濟醫院何式南小學

  展示並示範學生親手製作的創意發明作品，學生在展覽中親身解釋作品的創作理念及原因，並分享在
製作時所學習到的科學原理和編程知識。

  學生在課堂製作機械人，並在機械人身上自行裝飾及設計控制裝置。運
用遙控器控制機械人移動方向及裝置，把指定範圍內的膠球夾進裝置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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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濟院屬中小幼學校STEAM成果展示

  比賽每次會由兩位參加者進行對
戰，比賽場地上會有不同由microbit製作
而成的據點。參加者需要操控線控六足

機械人佔有據點，每次佔有成功後，六

足機械人會自動計算分數。佔有據點最

多者為勝出者，可得小禮物一份。

  展示第八屆及第九屆國際創新發明大
賽的得獎作品。發明作品的主題包括以楚

思生態園、及社會，而作品元素包括物聯

網及人工智能等。

  工作人員會教導參加者動手製作具新年特色的小
花燈。我們還會提供iPad及教學影片，讓參加者能依
影片逐步完成小花燈。

「霸地盤」機械人

發明大賽作品展

新年小花燈

仁濟醫院羅陳楚思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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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濟院屬中小幼學校STEAM成果展示

  展示學生在專題研習中完成的優秀作品及
其他學生創作，亦會展示學生利用課堂學到的

技巧，並利用Scratch自行創作的動畫和遊戲。

• 攤位提供Dash 機械人、iPad、景點膠牌及中國地圖，參與者利用iPad Apps 控制Dash 機械人，透過移動
Dash 機械人，按次序遊走指定的景點完成任務

• 首次成功在1分鐘內完成任務，可得精美禮品一份

• 參加次數不限，參與者可重新排隊挑戰

【學生STEM作品展】

【Robot 遊走大中華】

仁濟醫院趙曾學韞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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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濟院屬中小幼學校STEAM成果展示

  電腦科及視藝科進行跨科合作，
融合了STEM元素的創作。同學利用
「矢量繪畫」軟件及鐳射切割技術設

計具有鏤空效果的光影燈罩。

  動力雕塑是電腦科及視藝科進行跨科合作，融合了
STEM元素的創作。同學利用「矢量繪畫」軟件及鐳射
切割技術，配合視藝版畫藝術的陽刻方式，製作重疊放

射性圖形，同學可以欣賞線條交錯的動態變化。

仁濟醫院蔡衍濤小學
光影燈座

動力雕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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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濟院屬中小幼學校STEAM成果展示

  校本特色課程，展示校內天文課程及體驗天文望遠鏡及製作太陽濾光鏡

  學習不同的力學原理，以3D筆造各種
建畫出一座又高又能盛重的高塔吧！

  展示校本STEM教育作品及歷年學校學生具代
表性的得獎作品

仁濟醫院陳耀星小學

天文體驗

高塔的製作 學生STEM作品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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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濟院屬中小幼學校STEAM成果展示

仁濟醫院友愛幼稚園幼兒中心
仁濟醫院林李婉冰幼稚園／幼兒中心

仁濟醫院明德幼稚園

• 課室內提供最多6個家庭同時製作機械人。

• 學校會提供每家庭一套材料包，包括：紙杯一隻，飲管2條、冰
棒棍一枝，木衣夾3隻、彩色紙條數條、橡筋一條、水筆一盒及
製作片段。

• 兒童及家長可參考程序片段設計一個獨一無二的動感機械人。

• 完成後，兒童可將機械人帶回家繼續測試橡筋的鬆緊症程度與
搖擺速度的關係。

自由建構遊戲—百變斜道

手工藝創作—「動感搖擺機械人」

1.個體建構
 提供工具及物料，讓參與者能即場設計及製作斜道，讓小球或雪橇可在過程中，透過親子不斷改良及修改斜
道設計，使球或雪橇順利由起點滑落至終點。

2.集體建構
 完成個體建構後，可安排參與的親子一起集體建構一條長長的斜道，然後再合作將小球或雪橇運送。

 物料：竹筒、積木、蛋托、廁紙筒、奶粉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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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濟院屬中小幼學校STEAM成果展示

仁濟醫院董伯英幼稚園／幼兒中心
仁濟醫院裘錦秋幼稚園／幼兒中心

仁濟醫院九龍崇德社幼稚園／幼兒中心

1. 運用油性畫筆在透明塑膠袋上繪畫不同
種類海洋生物。然後，將黑畫紙放進透

明塑膠袋內。

2. 最後，將手電筒紙模塗上顏色，並沿邊
剪出來。把手電筒紙模放進透明塑膠袋

內，尋找水族館裏的海洋生物。

光影世界：神奇水族館

童玩創意DIY—跳跳魔術杯- 工作坊提供工具及物料，讓參與者能即場設計及製作
會跳的紙杯公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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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濟院屬中小幼學校STEAM成果展示

- 工作坊提供工具及物料，讓參與者即場設計及製作屬於自己的木桶機械人。

- 用具：木桶機械人物料包、水彩、塑膠彩水筆、電池

-  活動內容：

 1. 提供木桶機械人物料包，家長與幼兒合作即場拼砌。

 2. 完成後利用顏料為機械人設計出獨一無二的圖案。

 3. 場地會提供跑道讓幼兒測試機械人推動向前行駛。 

木桶機械人

仁濟醫院山景幼稚園／幼兒中心
仁濟醫院蔡百泰幼稚園／幼兒中心

仁濟醫院嚴徐玉珊幼稚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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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濟院屬中小幼學校STEAM成果展示

- 工作坊提供工具及設計物料，讓參與者能即場拼
砌及發揮創意設計獨一無二的回力車。

- 參與者在完成拼砌及設計後，可將自己的回力車
參加「回力車賽道大測試」，並於賽道上測試不

同物料製成的路面與回力車輪子產生的摩擦力的

相互影響，從而探索阻力與衝力的關係。

動感回力車大測試

仁濟醫院永隆幼稚園／幼兒中心
仁濟醫院郭子樑幼稚園／幼兒中心
仁濟醫院方江輝幼稚園／幼兒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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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鼓勵學校推行科普教育及培養本地的科技人才鋪路，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推行「中學IT創新實驗室」
計劃，在 2020／21 至 2022／23 這3個學年，向公帑資助的中學每所提供最高 100 萬元的資助，以提升校內資
訊科技設備和設施，以及舉辦與資訊科技相關的課外活動。

「中學 IT 創新實驗室」計劃

  本校在2021-2022年度舉辦了四項「中學IT創新實
驗室」活動，包括〈人工智能（初級）證書課程〉、

〈人工智能（高級）證書課程〉、〈擴增實境（初級）

證書課程〉及〈擴增實境（高級）證書課程〉。

  人工智能初級課程是為所有中二同學而設，課程內容包括AI基礎知識、基礎數據分析、面部、物件及形狀辨識等。
每位同學需要在5、6月的星期六早上完成10小時的課程，最終有103位同學完成課程並獲頒證書。

  人工智能高級課程是為在初級課程中較優異的同學而設，課程內容包括利用App Inventor 製作人工智能的Apps、運
用Google Tensor Flow 進行機器學習等等。每位同學需要在7月的試後活動期間完成10小時的課程，最終有20位同學完

成課程並獲頒證書。

  擴增實境初級課程是為所有中一同學而設，課程內容
包括3D模型基礎建構、Unity建立製件、基礎AR互動等。
每位同學需要在7月的試後活動期間完成10小時的課程，
最終有112位同學完成課程並獲頒證書。

  擴增實境高級課程是為在初級課程中較優異的同學而設，課程內容包括建立AR應用程序、制作AR元件、2D轉3D基
礎等等。每位同學需要在8月的試後活動期間完成10小時的課程，最終有20位同學完成課程並獲頒證書。

仁濟醫院林百欣中學

  隨著科技的進步，本校期望加強學生運用資訊科技學習
的自學能力，配合現時STEAM教育的新趨勢。因而進一步
革新課程，透過整合創新科技科、資訊科技科以及視覺藝術

科，讓學生可以透過不同學科的學習過程掌握運用資訊科技

學習效能。

  本校成功申請「中學IT創新實驗室」津貼，於校內添置
1部大型鐳射切割機及16部高效能流動電腦。

計劃目標︰仁濟醫院第二中學

計劃實踐︰

• 擴闊學生資訊科技學習課程

• 配合STEAM發展，於視覺藝術科課程加入更多
資料科技運用元素

• 有系統地培養學生協作學習的能力

• 培養學生運用資訊科技「學會學習」的能力

• 讓學生於資訊科技科、創新科技科及視覺藝術

科均實踐運用科技發展而建立的創新學習體驗

  視覺藝術科及資訊科技科將以發展學生STEAM為主題
教學，期望學生可以掌握最新科技的知識，以「由做中學」

（learning by doing）的教學模式，讓學生透過不同單元中的設
計過程，學習主動探索及解難。讓他們主導自己的學習，透過

親身嘗試與經歷，經過反思後內化為學習成果。

  本校已將物聯網(IOT)納入初中資訊科技課程多年，以訓練
學生的編程和邏輯推理能力，課程包括Arduino和Microbit單元。
過往學生只可以完成經組裝和編程部份。在添置鐳射切割機

後，學生更可以為利用電腦繪圖及鐳射切割包裝自己的作品。

  現時不論藝術創作或設計應用，皆見多媒體元素，本校視
藝科將藝術創作透過電腦繪圖及鐳射切割呈現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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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一個電腦室，也是一個多用途活動室。配備可移動長枱，觸式屏幕，iPad，MacBook。

仁濟醫院董之英紀念中學

設計：

Before

簡約，於黑白灰以外加入橙色特色牆，給人一種充滿活力的感覺。

室內劃分三個區域：

1. 主區域—用作上課，可隨時改變佈置方式配合不同教學活動；

2. 小組討論區域—可分為四至五個組別，每個組別能獨立使用一部觸式屏幕，討論後可用作分享，畫面能夠

互動同步顯示；

3. 休息區—當房間用作自修室時，學生有需要可預約行區搜索休息，養足精神後繼續作戰，提升工作效率。

同時也是一個閱讀區。

After

  仁濟醫院靚次伯紀念中學學生參加HKYRS 2023 CREATE 
U.S. OPEN錦標賽（無人機組）—香港區資格賽，獲得團體賽

亞軍和個人賽亞軍，並獲得大會邀請代表香港出席於2023年3月
至4月於美國艾奧瓦舉行的CREATE U.S. OPEN Tournament。
更獲得「IT 創新實驗室計
劃」撥款支持，讓學生能

有機會參與世界級賽事；

另外，透過有關比賽的特

訓班以進一步提升學生的

無人機操控技術，期望在

比賽有更出色的表現。

仁濟醫院靚次伯紀念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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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次活動設計學生透過結合理論及「動手做」的課程，並以
I0T學習套件輔助，學生可學習以App Inventor 2 編寫手機程式，

控制一系列智能產品，

如開關電燈、調節燈泡

的亮度和顏色及語音控

制智能產品。學習過程

中學生可學習編寫程式

的概念和程式除錯，加

強編程能力，並訓練解

難能力。

  現今社會已進入人工智能為主導的時代，AI人工智能編程課程可以提升學生對人工智能、大數據及雲計算基
礎概念，激發學生觀察日常生活上的科技應用，結合所學知識，讓同學發揮自己的創意和編程能力。

  本校STEM發展以校本機械人課程作主導，希望透過學習AI編程課程，讓學生提高對AI編程的知識及興趣，
並配合原有校本機械人課程，聘請專業導師教授學生，創建AI機械人學習活動，令校本機械人課程更多元化，並
配合社會發展，讓學生與時並進。

2. AI 人工智能創客班 + AI 900 認證課程

仁濟醫院羅陳楚思中學
1. IoT 手機程式編寫課程（智能校園）

  讓學生介紹認識人工智能(Artificlal Intelligence)及其應用用，包括認識 
Microsoft Azure 提供的不同人工智能服務機器學習、視覺AI、自然語言處
理、對話式AD，並考取專業證書。

  於另一課程同學可分組，利用
所學共同構思及研發AI 系統以解決
日常問題。同學從中不但可學以致

用動手創作，更可提升合作能力、

解難能力及表達能力。

「小學奇趣 IT 識多啲」計劃
  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把「中學IT創新實驗室」計劃推展至所有公帑資助小學，推行「奇趣IT識多啲」計
劃。在2021/22至2023/24三個學年內，向每間公帑資助的小學提供最多40萬元的資助，支援學校舉辦與資訊科
技相關的課外活動，及購置有關活動所需的資訊科技設備或專業服務。

仁濟醫院何式南小學AI 編程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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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劃以蝴蝶為主題，讓學生透過5G、IoT 及 AI
自行設計及建設蝴蝶園，並育養蝴蝶，以及親身進行

各式各樣實驗與探究。過程中，透過觀察、記錄、分

析、實驗、改良和修正，強化學生綜合和應用知識的

能力，並培養學生協作、創造和解難能力。

  在探究的活動裡，會讓學生用手設計及製作實驗
工具，過程中既會熟悉蝴蝶生態及生命周期，由幼蟲

至成蟲蝴蝶，學生能深入認識蝴蝶及香港本地動物，了解

牠們的成長過程及所需，培養同理心及對待大自然的正確

態度。學生進行研究時也需操作各類型儀器，有多次充份

運用及結合數學、科技及科學的應用過程。

  在計劃優化學校環境的活動裡，老師與學生於校園裡
共同建造生態友善花園，過程中學習科學性思考及生態調

查的技巧，了解人與自然共存的概念。

  學校期望藉著與學生共同建立融合了新科技的楚思蝴
蝶園，讓學生能學會應用新科技外，也能學會生命的價值

及保育的重要性。

  是次計劃以沉浸式的環境讓學生獲得編程的知識、培養創新能力、思維
技巧等；能夠讓學生在學習過後自行嘗試製作編程內容或遊戲，作為學習成

果的同時亦能回饋低年級的學生，讓他們在不同學科之中使用。

  計劃讓高年級學生會在掌握VR（虛擬實境）及虛擬導覽（Virtual Tour）
知識後以問題導向學習的形式，藉討論問題的過程增強溝通、表達、解難等

能力，而低年級學生會以體驗形式進行沉浸式的學習，培養他們對資訊科技

及歷史文化的認識及興趣。

  計劃將會以VR和Virtual Tour套用在常識科當中，幫助學生認識到今日香
港及歷史，再加上不同地方的地貌，以及祖國相關的文化及歷史遺產，加深

學生對國家的了解，從而增強他們對國民身份的認同以及歸屬感。除常識科

外亦能應用到其他學科上，

如中文科能夠使用Virtual 
Tour展示場景，教導學生步
移法等知識，以親歷其景的

形式加深學生對知識的理解

和印象。

  當學生習得知識後，亦能與姊妹學校進行兩地文化上的交流，以視像形
式分享活動成效、學生成果等，與其他學校一起交流並共享知識，有利於培

養學生的資訊科技能力，創新思維等。

仁濟醫院羅陳楚思小學
楚思蝴蝶園

仁濟醫院趙曾學韞小學
沉浸式學習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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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意科技教育向來是本校發展重點，課程旨在透過豐
富活動，增加學生的實踐經驗，助其掌握各主題學習單元

中的知識，並發展溝通、協作、解難等共通能力。本校早

前成功申請「奇趣IT識多啲計劃」，推廣AI人工智能編程。
計劃為本校四至五年級同學進行互動編程活動日，讓同學

親身體驗學習人工智能及機器學習的概念，於互動工作坊

中選出合適參與精英培訓課程—AI培訓班（啟蒙）及AI培
訓班（創客）。精英課程讓同學運用AI人工智能配合編程，
製作實物作品，感受AI人工智能在現實生活中的應用。

  計劃包括兩個項目，分別為三年機械人梯隊計劃及無人機課程。三年機械
人梯隊計劃是分低、中、高三個階梯，分別採用機械人學習套件VEX-123、
VEX-GO及VEX-IQ，配對各年級合適程度實施教學，讓全校同學以螺旋式的
學習方法，有序地以機械人課程作媒介學習編程。至於無人機課程，是通過理

論課堂、編程、實操訓練、圖像數據採集、維護與保養、飛行安全訓練、群飛

課程等部分的學習，讓學員能夠從零開始認識無人機，進而能夠全面掌握無人

機的使用與應用方向知識，邁出成為專業無人機飛手的第一步。

  在得到基金的資助下，同學可參與不同規模的公開賽事，展示學習成果，
從而擴闊視野，提升自信。

仁濟醫院蔡衍濤小學
AI 人工智能編程

仁濟醫院陳耀星小學
機械人梯隊計劃及無人機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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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CH STEAM FAIRE 2023 大會網頁

YCH STEAM FAIRE 2023 活動平面圖

YCH STEAM FAIRE 
2023 大會網頁

YCH STEAM FAIRE 2023 工作坊時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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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CH STEAM FAIRE 2023 籌備委員會成員
主席 董事局主席 葉恭正博士

副主席 董事局教育委員會主席 朱德榮先生

顧問

仁濟醫院林百欣中學校監 劉坤銘先生BH
仁濟醫院第二中學校監 陳周薇薇女士

仁濟醫院董之英紀念中學校監 黃偉健先生

仁濟醫院靚次伯紀念中學校監 馮卓能先生MH
仁濟醫院王華湘中學校監 王忠秣MH太平紳士
仁濟醫院羅陳楚思中學校監 羅嘉穗榮譽博士（社會科學）MH

秘書長 仁濟醫院靚次伯紀念中學 曾國勇校長

委員

仁濟醫院林百欣中學 曹達明校長

仁濟醫院第二中學 鍾偉成校長

仁濟醫院董之英紀念中學 黃攸杰校長

仁濟醫院王華湘中學 邱少雄校長MH
仁濟醫院羅陳楚思中學 楊佩珊校長

秘書 仁濟醫院董事局教育部

YCH STEAM FAIRE 2023 執行委員會成員名單
主席 仁濟醫院靚次伯紀念中學 曾國勇校長

副主席

仁濟醫院林百欣中學 曹達明校長

仁濟醫院第二中學 鍾偉成校長

仁濟醫院董之英紀念中學 黃攸杰校長

仁濟醫院王華湘中學 邱少雄校長MH

仁濟醫院羅陳楚思中學 楊佩珊校長

委員

仁濟醫院林百欣中學 王文翔副校長

仁濟醫院林百欣中學 黎柏燊老師

仁濟醫院林百欣中學 謝建中老師

仁濟醫院第二中學 楊子曦副校長

仁濟醫院第二中學 趙智威老師

仁濟醫院第二中學 陳穎珩老師

仁濟醫院董之英紀念中學 潘偉強助理校長

仁濟醫院董之英紀念中學 蔡婉盈老師

仁濟醫院靚次伯紀念中學 郭志文副校長

仁濟醫院靚次伯紀念中學 陳瑋麟主任

仁濟醫院王華湘中學 劉文山副校長

仁濟醫院王華湘中學 鄭天暉老師

仁濟醫院羅陳楚思中學 譚在能副校長

仁濟醫院羅陳楚思中學 區奕如主任

仁濟醫院羅陳楚思中學 陳曉梅老師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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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

仁濟醫院林百欣中學

仁濟醫院第二中學

仁濟醫院董之英紀念中學

仁濟醫院靚次伯紀念中學

仁濟醫院王華湘中學

仁濟醫院羅陳楚思中學

小學

仁濟醫院何式南小學

仁濟醫院羅陳楚思小學

仁濟醫院趙曾學韞小學

仁濟醫院蔡衍濤小學

仁濟醫院陳耀星小學

幼稚園／幼兒中心

仁濟醫院嚴徐玉珊幼稚園

仁濟醫院明德幼稚園

仁濟醫院董伯英幼稚園／幼兒中心

仁濟醫院裘錦秋幼稚園／幼兒中心

仁濟醫院友愛幼稚園／幼兒中心

仁濟醫院山景幼稚園／幼兒中心

仁濟醫院永隆幼稚園／幼兒中心

仁濟醫院九龍崇德社幼稚園／幼兒中心

仁濟醫院林李婉冰幼稚園／幼兒中心

仁濟醫院郭子樑幼稚園／幼兒中心

仁濟醫院蔡百泰幼稚園／幼兒中心

仁濟醫院方江輝幼稚園／幼兒中心

仁濟醫院院屬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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