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特區政府教育局
課程發展處資優教育組

資優學生校外教育服務計劃2019-2022
第五期公眾工作報告

(2020年8月1日至2020年10月31日)



香港教育局委託香港新一代文化協會透過善用西貢戶外康
樂中心範圍內的政府場地，配合其獨特地理位置及周邊設
施，為資優學生提供校外培訓課程與服務，以幫助發揮資
優學生在領導、科學創意、科技以及環境科學方面的才華，
以至在國際間一展所長。

計劃的內容廣泛，包括
1. 供學生參與的科學創意工作坊、植物及樹木保育工作坊及親親大自然/野外考察；
2. 供教師參與的專業培訓講座及工作坊；
3. 供全港中、小學師生參與的全港科技創新比賽「香港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

「英才盃-STEM教育挑戰賽」；
4. 全國科技創新比賽「全國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全國青少年創意編程與智能

設計大賽」；
5. 國際科技比賽「再生元國際科學與工程大獎賽」、「日內瓦國際發明展」；
6. 公眾展覽等。

引言



1.科學創意工作坊

2.植物及樹木保育工作坊

A) 學生培育活動



本會於2020年8月1日至2020年10月31日期間舉辦了1場線上
科學創意工作坊。參與學校為：

香港真光中學(小學部)

A1.科學創意工作坊

導師分享創意思維方法。



本會於2020年8月1日至2020年10月31日期間共舉辦了2場線
上植物及樹木保育工作坊。參與學校包括：

1.宣道會陳朱素華紀念中學

A2.植物及樹木保育工作坊

2.聖公會李炳中學

導師教授關於植物及生態的知識。



 受「2019冠狀病毒病」影響，第22屆香港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活動
日程經過調整並分階段進行。初評、總評及大獎及專項獎評審已於
2020年5月順行完成。

 專項獎獎項於分開於不同的地點頒發，以避免人群聚集，符合政府
的限聚令措施。

 頒獎典禮於2020年9月26日假座本會會址進行。本會邀得中聯辦教
育科技部副部長劉建豐博士親臨主禮嘉賓，致辭並頒獎予得獎學生。
為避免人群聚集，頒獎典禮採取線上及線下的形式相結合。線下頒
獎典禮現場只頒發四個特別大獎，包括：小學組、初中組、高中組
的優秀創新項目大獎以及「少年科學家獎」。

B.第22屆香港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頒獎禮



主禮嘉賓中聯辦教育科技部副部長劉建豐博士勉勵同學積
極參與不同類型的STEM學習活動，不斷裝備自己，將來投
身科創行列，貢獻國家、造福社會。

九龍婦女福利會李炳紀念學校的鄺麗妍、梁思婷、馮諾言
以作品「濾芯提示小助手&水質監測小助手」獲得優秀創新
項目大獎(小學組)。

B.第22屆香港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專項獎頒獎花絮



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中學的蔡浩文、蔣尚琦、楊家誠以作品
「天然脂肪酶抑制劑的篩選」獲得優秀創新項目大獎(初中組)。

英皇佐治五世學校的孫浩翔以作品「可降解微型游動機器
人」獲得「少年科學家獎」及優秀創新項目大獎(高中組)。

B.第22屆香港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專項獎頒獎花絮



譚仔三哥米線贊助獎學金予優秀創新項目大獎小學、初中及高中組得
獎組別。

優秀創新項目大獎(小學組) 優秀創新項目大獎(初中組)

優秀創新項目大獎(高中)

B.第22屆香港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專項獎頒獎花絮



聖保祿學校的陳樂晴、陳皓欣、陳凱晴以作品
「ADHDreamer」獲得華輝無綫電行有限公司專項獎
(高中組) 。

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中學的蔡浩文、蔣尚琦、楊家誠
以作品「天然脂肪酶抑制劑的篩選」獲得華輝無綫電
行有限公司專項獎(初中組)。

華輝無綫電行有限公司專項獎

B.第22屆香港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專項獎頒獎花絮



Bull B. Tech 電腦與資訊科技專項獎

順德聯誼總會胡兆熾中學的何浩榮以作品「關節博士」獲
得Bull B. Tech 電腦與資訊科技專項獎(初中組)。

拔萃女書院的蔡青琳以作品「Corona-

Net」獲得Bull B. Tech 電腦與資訊科技
專項獎(高中組)。

B.第22屆香港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專項獎頒獎花絮



B.第22屆香港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專項獎頒獎花絮

香港檢測和認證局傑出檢測特別獎

伯裘書院的陳俊明、劉耀文、施宗良以作品
「綠氯生機」獲得香港檢測和認證局傑出檢測
特別獎一等獎。

迦密柏雨中學的李忠誠、梁浩然、李永康以作
品「生化蟹膠布」獲得香港檢測和認證局傑出
檢測特別獎二等獎。

中華基金中學的周敬慧、何俊希、王軍
皓以作品「Atlantic salmon – Rainbow 

trout Identifier」獲得香港檢測和認證
局傑出檢測特別獎三等獎。



職業安全健康局特別獎

潮州會館中學的劉俊彥、麥皓鈞、徐偉倫以作品
「新型可升降扶行椅」獲得職業安全健康局特別
獎一等獎。

鳳溪第一中學的房正以作品「Mega Baby 遙控智
能坦克機械人（天面鑽孔作業用）」獲得職業安
全健康局特別獎二等獎。

順德聯誼總會胡兆熾中學的何子健、劉鎧安以作品
「護體頭盔」獲得職業安全健康局特別獎三等獎。

順德聯誼總會胡兆熾中學的何浩榮以作品「關節
博士」獲得職業安全健康局特別獎三等獎。

B.第22屆香港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專項獎頒獎花絮



B.第22屆香港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專項獎頒獎情況

極地研究或氣候變化專項獎

中華基金中學的黃嘉禧、董樂瑤、林懷明以作品「45億年地球故
事之「植物演化」」獲得極地研究或氣候變化專項獎。



B.第22屆香港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專項獎頒獎花絮

艾默生電機及電子工程專項獎

聖公會李炳中學的吳宛樺、吳敏慧以作品「公物守
護者」獲得艾默生電機及電子工程專項獎(初中組)。
同學因事未能出席，當天由學校老師代領。

英皇佐治五世學校的孫浩翔以作品「A Biodegradable Multi-

Segment Microswimmer」獲得艾默生電機及電子工程專項獎
(高中組)。



B.第22屆香港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專項獎頒獎花絮

艾默生環境科學專項獎

聖保祿學校的張思雅、周曉珩、余芷淇以作品「天
幕」獲得艾默生環境科學專項獎(初中組)。

英皇書院的劉明鑫、關釗銘、顏嘉培以作品「A Practical 

Alginate-based Synthetic Differentially Permeable Membrane 

for Metal ions Separation」獲得艾默生環境科學專項獎(高中組)。



B.第22屆香港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專項獎頒獎花絮

艾默生材料科學專項獎

伯裘書院的陳俊明、劉耀文、施宗良以作品「綠氯生機」
獲得艾默生材料科學專項獎(初中組)。

聖保祿學校的鄧卓敏、孫麗晴、張濼琋以作品
「NanoShield」獲得艾默生材料科學專項獎(高中組)。



B.第22屆香港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科學幻想畫頒獎禮

科學幻想畫頒獎禮於10月8日假座C‘ Gallery展覽廳舉行。

為避免人群聚集，頒獎典禮採取線上及線下的形式相結合。線下頒
獎典禮現場只頒發幼兒組、小學組及初中組一、二及三等獎。



B.第22屆香港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科學幻想畫頒獎禮

學校 參賽者姓名 作品名稱 獎項

聖公會幼稚園 譚琋曈 Smart Badge 一等獎

新界神召會懷恩幼稚園 伍子晴 樹木保衛隊 二等獎

香港真光幼稚園(堅道) 陳美昀 天馬與飛人 二等獎

新界神召會懷恩幼稚園 陳卓鏗 變形私家車 三等獎

民生書院幼稚園 張宇晴 課後活動巴士 三等獎

新界神召會懷恩幼稚園 程凱豁 無人駕駛消防車戰隊 三等獎

科學幻想畫(幼兒組) 一、二及三等獎得獎名單

科學幻想畫(幼兒組)  一等獎得獎者。

科學幻想畫(幼兒組)  三等獎得獎者。科學幻想畫(幼兒組)  二等獎得獎者。



B.第22屆香港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科學幻想畫頒獎禮

學校 參賽者姓名 作品名稱 獎項

聖保羅男女中學附屬小學 吳天雅 反颱風炸彈 一等獎

九龍靈光小學 鄭一心 伽瑪射線口罩消毒機 二等獎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 黃靖桐 太陽能地球溫度調節器 二等獎

高主教書院小學部 謝朗峰 超耐熱保護衣 三等獎

高主教書院小學部 謝朗希 體內機械人醫療部隊 三等獎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 黃芊晴 智慧雨雲 三等獎

科學幻想畫(小學組)一、二及三等獎得獎名單

科學幻想畫(小學組) 一等獎得獎者。

科學幻想畫(小學組) 三等獎得獎者。
科學幻想畫(小學組) 二等獎得獎者。



B.第22屆香港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科學幻想畫頒獎禮

科學幻想畫(初中組)一、二及三等獎得獎名單

學校 參賽者姓名 作品名稱 獎項

德望學校 練采兒 永冇甩拖腰帶 一等獎

聖保祿學校 鄭穎遙 Irreplaceable Human Beings 二等獎

中華基金中學 陳伏之 生命之樹 二等獎

伊利沙伯中學 陳雪慧 腦電波儲存帽 三等獎

港大同學會書院 李燕揚 Human which live on the ocean 三等獎

聖保祿學校 范皓晴 Mindshift 三等獎

科學幻想畫(初中組)一等獎得獎者。

科學幻想畫(初中組) 二等獎得獎者。 科學幻想畫(初中組) 三等獎得獎者。



C.創科專才特別資優培育課程(初階)

課程自2019年11月開始，由2019年11月至2020年7月共舉行了8
場工作坊；由2020年8月至10月，本會舉辦了4場活動：包括環保及
再生能源工作坊、創知名片爬行四驅車工作坊、參觀香港數碼港。

黃金耀博士以網上直播形式帶領學員參觀數碼港，並
即使給予問題考驗同學，增加同學的親臨感。

導師透過ZOOM教授學員以簡單材料製作爬行四驅車。



C.創科專才特別資優培育課程(初階) 

成果分享會亦於2020年9月19日順行完成。參加學員表示初階課程令他們學到很多不同的科
學知識，增廣見聞，亦十分喜歡動手活動。他們滿意以網上課程，亦期望待疫情穩定後可
以進行實體課堂，與導師們見面。



進階課程原訂7月29日至31日進行面授課堂，然而受「2019
冠狀病毒病」再次爆發而未能舉行，部分課程以網上視像形式
授課。

由2020年8月至10月，本會舉辦了2場的活動：包括：天文
工作坊及無人航拍機工作坊。

D.創科專才特別資優培育課程(進階) 



導師透過ZOOM教授學員以簡單材料製作望遠鏡
及無人航拍機的知識。

D.創科專才特別資優培育課程(進階) 



 本會招收22位學員以11個研究題目配對9名導師。雖然受
「2019冠狀病毒病」影響，學員未能親身拜會導師，但他
們轉為利用ZOOM等視像面見的模式與導師面談，並完成
20小時的面談活動。

 良師啟導計劃的成果分享會已於2020年8月17日完成。

E.良師啟導計劃



E.良師啟導計劃成果分享會

本會更邀得何建宗教授向學員分享做科學家的心路歷程。

參與學員均表示與導師交流有助提升研究技巧，
令研究層次再進一步。



 本會於2020年8月1日至2020年10月31日期間共舉辦了2場線上STEM教
師創意工作坊。內容為網上進行STEM動手教育活動與預備學生參加創
科比賽及從科幻到科創。

F.STEM教師創意工作坊

黃金耀博士向老師分享如何透過網上教室教授STEM動
手活動包括如製作分子雪糕及指導學生參加創科比賽。



 本會於2020年8月1日至2020年10月31日期間共舉辦了2場線上STEM教
師創意工作坊。內容為網上進行STEM動手教育活動與預備學生參加創
科比賽及從科幻到科創。

F.STEM教師創意工作坊

本會邀得中央美術學院韋政教授及香港科學創意學會
理事梁添博士向教師分享如何透過科幻概念鼓勵學生
進行科學創作。



感謝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