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致 全港中⼂⼩學 
 

2020/21 STEM 創造⼒課程簡介 
2020 年 5 ⽉ 13 ⽇ 

尊敬的 校⻑⼂⽼師  道鑒：  

復課在即, IPF 資訊科技體育基⾦ 今年也在逆境中成功創辦了
<AI無⼈店> 及 <IoT智慧廚房> 創科商品課程, 學⽣在遠程學
習單元中⾃主創作的產品原型, 部份設計有機會獲機構注資, 於
六⽉實習單元中嘗試升級商品化發展;  

STEM SEED 種⼦計劃涵蓋五個產業的領域, 分為三個級別; 
20/21 STEM 創造⼒課程特别優化 AIoT 商品 和 光雕⽅案 

智慧城市 
AIoT 商品 
先驅課程 

創業級 
適合 
中⼆⾄中五 

運⽤授權的產業資源學習, 實踐能銜接真實產業的創新設計; 學⽣的作品
有機會在學校内真實營運, 甚⾄有可能推出市場⼂創業, 包括: 

• Te Lab  
實驗性 AIoT 創新挑戰 (有⼀定難度) 

AI無⼈連鎖店   ·   AI ⻑跑計時閘   ·   IoT 物聯網⽜扒 

• Pi Lab  
產業級 Smart City 創科商品 

AI迷你無⼈店   ·   AI點名體溫閘   ·   IoT 智慧廚房 

STEM 
創造⼒課程 

實踐任務級 
適合 
⼩三⾄中五 

透過實踐⼀項任務去完成 學習⼂思考⼂想像⼂創造等四個 <設計思維> 
⾃主學習階段, 部份單元會透過 <團隊建設> 學習互動協作, 完成任務 

• 光雕團隊建設   ·   光雕校慶   ·   光雕專題地標 
• 戲劇STEM  ·  PE STEM  ·  BIG DUCK ⼤鴨  ·  機械臂影樓 
• 訂制課程 : SEN  ·  NCS  ·  更⽣  ·  精英  ·  創業 

常規 
STEM課程 

基本技能級 
適合 
⼩⼆⾄⼩四 

暫時只限 IT及VA科, 透過實踐⼀項新媒體藝術科技的應⽤, 去涉獵 學習
⼂思考⼂想像等三個 <設計思維> ⾃主學習階段 

• 光雕 IT及VA科 
• OMB ⼀機影樓 VA科 

 
更多課程⼂校園科技⼂商品⽅案⼂外展活動, 未能盡錄           
請參考簡介 > www.ictinpe.org/seed 
 
索取詳情及報價 > www.ictinpe.org/2020  
電郵垂詢 > reg@ictinpe.org  
 
 



 
 
IPF 為⾹港註冊 NGO 
2016年創辦 STEM SEED 種⼦計劃, 致⼒社商校協作突破常規
⼂⽽⼜互相連貫的 STEM 創造⼒課程⼂外展活動⼂校園科技⼂
以及 STARTUP COMPLEX ⻘少年初創資源共享中⼼ 

STEM SEED 種⼦計劃2020年主題為: FINGER 

• 參考 Finland Autonomy 和 Germany Industrialized 創造⼒教育理念 
• 綜合 Design Thinking (設計思維) 和 Team Building (團隊建設) 學習模式 
• 特别優化三個級別間的銜接⼂ AIoT 商品⼂光雕⽅案 

更有效實踐: 學習⼂思考⼂想像⼂創造⼂創新⼂創業等 六個創造⼒發展階段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早於2014年, IPF 已聯合喇沙⼩學舉辦 STEM 公開賽, 然後陸續創辦數碼港 Startup Complex 以⽀援包
抬⼗⼋歲以下的⼈才共享初創資源 ; 聯合數碼港和城市⼤學合作創辦  ⾹港光雕節 , 成為2017年
International IT Fest 官⽅活動; 創辦社署攜⼿扶弱基⾦ V嘩⼯作坊, 恵及全港700名學⽣和⻑者免費參與
VR 學習和實踐活動; 創辦 以⾊列初創王國之旅; 推薦中四⽣⼊選諾⾙爾獎教授主辦的⻘少年科技⼈才啓
導計劃 全球三⼗⼈精英名單, 並全費資助前往以⾊列⼗⼆天特訓和參賽, 學⽣最終更勇奪冠軍; 官⽅⽀持 
IES 互聯網經濟峰會⼂IDEF 數碼娛樂領袖論壇⼂IDEF ⼈⼯智能卓越領袖論壇⼂以⾊列的創科活動;  

此外 , 亦有中五⽣擔任⾹港貿易發展局創業⽇開幕主題論壇講者⼂擔任  Alibaba JumpStarter 
Conference 初創論壇講者⼂獲選 Student of the Year 18/19 – Grand Award Silver; ⽽⼩五/六學⽣團隊
則擔任第⼀屆海洋公園STEAM教育國際會議開幕⽇講者 , 與來⾃NASA太空總署的講者同台發表
OCEAN STEM 環保研習的成果等等; 

去年, IPF主席分別獲選 Student of the Year 18/19 ‒ Special Award for Mentorship, 擔任⾹港特別
⾏政區⼗⼤傑出學⽣選舉複賽評審, 推薦中五⽣跳級錄取愛因斯坦有份創辦的以⾊列理⼯學院, 並獲預批
四年全費獎學⾦; 以及推薦中五⽣獲⽇本頂級品牌委任, 組織年齡總和只有82歲的四⼈團隊, 受薪開發智
慧辦公室IoT軟件商品等等; 

今年, 因應疫情的困擾, IPF主辦的⾹港光雕節⼂⼤鴨挑戰賽, 官⽅⽀持的 ICT Awards 以及擔任其評審委
員⼂⼤灣區STEM卓越獎等, 都必須延期; 然⽽, IPF仍在逆境中坐⾔起⾏, 創辦了 AVT Awards⻘少年抗
疫創科設計獎以促進⻘少年維持在家⾃主發展的狀態; 以及與⾹港⻘年協會 – 洪⽔橋⻘年空間 社商校協
作創辦了 <AI無⼈店> 及 <IoT智慧廚房> 創科商品課程; 並銜接去年壁屋懲教所更⽣STEM課程, 延續
⻘少年釋囚的新⽣輔導⼯作 

歡迎預約討論 20/21 STEM 校本課程/活動設計 > www.ictinpe.org/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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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F資訊科技體育基⾦ 
STEM SEED  種⼦計劃 
email: reg@ictinp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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