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F

資訊科技體育基⾦
STEM SEED PROGRAM
社商校協作 K12 創科教育資源共享⽣態
平等機會的 STEM 創造⼒⽣命教育

40%⼯種將在⼗年內消失
無論我們計數多快⼂記憶⼒再好, AI ⼂ IoT ⼂機械⼈⼂無⼈ XX ⼂雲端 XX 等, 將
會在⼗年内取代 40% ⽬前的⼯種 。。。

IPF 2016 年創辦 <STEM SEED 種⼦計劃>, 致⼒社商校協作去建⽴⼀個 <K12 創科教育
資源共享⽣態>, 包括:
§

五個創科產業的領域, 包括: 新媒體藝術⼂體育⼂環保⼂智慧城市⼂初創

§

四類互相連貫地銜接真實產業的 STEM 創造⼒教育資源, 包括: STEM 課程⼂創新科
技⼂實踐活動⼂⻘少年創業基地; 當中, STEM 創造⼒課程將會逐步發展成無縫的
K12 中⼩學+⽣涯課程架構

§

三種創造⼒學習模式綜合地進⾏, 包括: 設計思維⼂團隊建設⼂實踐挑戰 (Design
thinking, Team building, Implementation challenges)

STEM SEED 不分宗教⼂種族⼂政治, 促進 <⻘少年更平等的機會> :
§

涉獵適當的科技去進⾏學習⼂思考⼂想像⼂創造⼂創新⼂創業 (Learning, Thinking,
Imagining, Creating, Innovating, Entrepreneuring)

§

實踐真實的任務去體驗肩負重任的使命感以克服恐懼, 培養互動溝通的能⼒和握要簡
報的技巧, 擴闊能洞悉社會和產業的演變⽽與時並進的視野, 以致勇於突破常規發展
AI 機械⼈無法取代⼈類的同理⼼和創造⼒ (Empathy & Creativity)

§

最 終 建 ⽴ ⼈ 格 ⼂ ⾃ 律 ⼂ 包 容 ⼂ 坐 ⾔ 起 ⾏ 的 ⽣ 活 習 慣 (Personality, Autonomy,
Inclusion, Walk the talk), 透過有為的 STEM 創造⼒實踐活動去達致⽣命教育的⽬的

IPF 資訊科技體育基⾦ (ICT-In-Physical Education Foundation Limited), 成⽴於
2014 年, 為根據⾹港稅務條例第 112 章第 88 條獲豁免繳稅的⾮政府慈善教育機構
(NGO #91/15045); 基⾦財政獨⽴, 主要收⼊來⾃服務收費⼂捐款⼂申請資助⼂商業贊助,
部份服務會提供補貼⼂獎學⾦或免費；基⾦謝絶直接導致戰爭⼂歧視或破壞⼤⾃然的機構
資助

IPF 主要 STEM 教育活動回顧
2014~2020年
順年度
簡歷
早於2014年, 基⾦已聯合喇沙⼩學率先在⾹港舉辦STEM公開賽活動, 拉開⾹港
STEM教育的序幕, 然後陸續創辦數碼港 Startup Complex 免費共享空間並突
破常規⽀援包括⼗⼋歲以下⼈才共享初創資源, 聯合數碼港和城市⼤學合作創
辦 <⾹港光雕節> 並成為 OGCIO International IT Fest官⽅活動, 官⽅⽀持數
碼港和 OGCIO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所舉辦的 IES互聯網經濟峰會⼂IDEF
數碼娛樂領袖論壇 (eSport)⼂⼈⼯智能的未來 卓越領袖論壇 – 學⽣分享講座等
等, ⽀持以⾊列駐港總領事和 Israel-Asia 的活動宣傳, 創辦中學 <以⾊列初創王
國之旅>, 成功推薦中四學⽣⼊選以⾊列諾⾙爾獎教授帶領的 <Haifa
TeenTech> 全球30⼈⾼中創科精英啓導計劃名單並全費資助前往以⾊列⼗天
特訓和Hackathon挑戰賽 (學⽣最終勇奪冠軍), 獲社會福利署攜⼿扶弱基⾦資助
⻑者服務STEM創意課程, 全港400名學⽣和300名⻑者免費受惠等等 ;
去年, 基⾦分別獲選 <Student of the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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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推薦
中五學⽣跳級升讀愛恩斯坦有份創辦的 <以⾊列理⼯學院> 並獲預批四年全費
獎學⾦, 成功推薦中五學⽣⼊選⽇本頂級品牌物聯網開發商實習團隊並受薪開
發真實的商品, 有中五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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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科論壇講者⼂獲選 <Student
of the Year> 全場總亞軍, ⼩五/六學⽣團隊擔任 <第⼀屆海洋公園STEAM教育
國際會議> 開幕⽇講者並與來⾃NASA太空總署和各國⼤學的講者同台發表
OCEAN STEM 研習成果等等 ;
今年, 基⾦創辦了 AVT AWARDS⻘少年抗疫創科設計獎; 官⽅⽀持 HK ICT
Awards – Student Innovation Award 並擔任評審委員 ; 以及官⽅⽀持2020⼤
灣區STEM卓越獎(⾹港區)

2014
合作創辦 >

第⼀屆 喇沙⼩學迷你四驅⾞⼤賽
喇沙⼩學‒ STEM 解難公開賽

第⼀屆 IT Running Man
港澳信義會⼩學 ‒ STEM 體驗嘉年華活動

主辦 >

電⼦書教室系統SSP先導學校計劃
⻑沙灣天主教英⽂中學 / 喇沙⼩學 / 澳信義會⼩學 /
⻩埔宣道⼩學

EMADS + WiFi 100 商校交流會
⻑沙灣天主教英⽂中學 / 喇沙⼩學 / 澳信義會⼩學 /
⻩埔宣道⼩學

華為技術深圳總部之旅 2014
約 20 名校⻑⼂教師參訪 WiFi ⼂智慧城市⼂ 5G

學界輕量化 VDI 系統測試計劃
VM Ware / Citrix / Huawei ⽀援測試設備
喇沙⼩學 / 澳信義會⼩學 / 培正中學 / ⻘年會書院

未來教育1.0 ‒ 上游科技⽣態 座談/展覽會
⻑沙灣天主教英⽂中學 ⼤禮堂

参展 學與教博覽 2014
特邀夥伴學校參與展覽創新成果⼂分享講座, 以及⻘少年⼈
才創新產品路演

⽀援 <中⼩幼銜接 STEM 活動>
免費⽀援有限數量的中⼩學於校慶⼂資訊⽇舉辦 STEM 體
驗活動, 包括⼯作坊⼂攤位⼂嘉年華⼂光雕匯演

2015
重點⽀援 >

⽀援 OGCIO EITP 計劃中學
重點⽀援 ⻑沙灣天主教英⽂中學, 實踐 <OGCIO 資訊科技增
潤計劃> 突破常規的創科⼂創業資源, 中⼩銜接體驗活動, 社
商校協作舉辦外展實踐活動; ⾄ 2020 仍然持續不斷

訂製五個點的校園 RFID 晶⽚計時閘
⽀援 ⻑沙灣天主教英⽂中學 五個 check points 的校園 RFID
晶⽚計時閘,進⾏ 25 圈傳統⻑跑點圈計時, 及 280 ⽶ Interval
精英訓練; 同類設置有可能是全球中⼩學校園⾸創

特邀 奧運⾺拉松選⼿⽀持中⼩學⻑跑
姚潔貞⼩姐及陳家豪教練到校義務⽀援正⽣書院 250 公⾥⼽
壁沙漠⻑跑隊特訓, 以及喇沙⼩學 Fitness Day 領跑

其他 >

主辦 華為技術深圳總部之旅 2015
全港約 20 名校⻑⼂教師參訪 WiFi ⼂智慧城市

主辦 未來教育 1.0
WiFi900 之後… 座談/展覽會
余振強第⼆紀念中學

参展 Microsoft in HK Edu Forum 2015
⽀援澳信義會⼩學参展覽

参展 學與教博覽 2015
特邀夥伴學校參與展覽創新成果⼂分享講座, 以及⻘少年⼈
才創新產品路演

⽀援 <中⼩幼銜接 STEM 活動>
免費⽀援有限數量的中⼩學於校慶⼂資訊⽇舉辦 STEM 體
驗活動, 包括⼯作坊⼂攤位⼂嘉年華⼂光雕匯演

2016
主辦 / 創辦 >

創辦 STEM SEED 種⼦計劃
致⼒社商校協作 <K12 創科教育資源共享⽣態>, 不分宗教⼂種族⼂
政治促進 <⻘少年更平等的機會> 涉獵適當的科技去學習⼂思考⼂
想像⼂創造⼂創新⼂創業

創辦 以⾊列初創王國之旅
⻑沙灣天主教英⽂中學 ‒ OGCIO 資訊科技增潤計劃

⾸創 PE 堂 RFID 晶⽚計時全⺠九分鐘跑
⾹港培正中學逾千學⽣所有 PE 堂全⺠參與

創辦 TOILET SEED 課程
⻑沙灣天主教英⽂中學 OGCIO 資訊科技增潤計劃⼂⾼主教書院⼂東
華三院吳祥川紀念中學⼂天主教善導⼩學
Dyson 贊助⾵割式乾⼿機和環保科技教材, 參展 <學與教博覽>⼂<
理⼯⼤學 MAKER FAIRE>, 然後演變成為 OCEAN STEM 持續發展

實踐 / 成就 >

HK ICT Awards ‒ Student Innovation Award
中⼆學⽣獲全場總亞軍

⽀援 / 其他 >

舉辦 IBM 雲端創科學習⽀援
⻑沙灣天主教英⽂中學 ‒ OGCIO 資訊科技增潤計劃
Bluemix 傑出⼈才啓導活動, 以及 Connections 社交網絡先導計劃,
近四百師⽣參與校本實測, 為期⼀年

主辦 雲端STEM跨科學習講座
⻘年會書院

主辦 WiFi900之後
虛擬校園 BYOD STEM 學習⼯作坊
Citrix, eeLearner, Ingram Micro

主辦 STEM師⽣⼯作坊
⻑沙灣天主教英⽂中學 ⼤禮堂

参展 ⾹港電腦通訊節 2016
⻘少年⼈才創新產品路演

参與 學與教博覽 2016 活動
推薦中⼩學師⽣ InnoSTEMer 成果路演

⽀援 <中⼩幼銜接 STEM 活動>
免費⽀援有限數量的中⼩學於校慶⼂資訊⽇舉辦 STEM 體驗
活動, 包括⼯作坊⼂攤位⼂嘉年華⼂光雕匯演

2017
主辦 / 創辦 >

創辦 第⼀屆 ⾹港光雕節
於數碼港全天候廣場⼀連兩天舉辦, 亦成為當年 OGCIO International IT
Fest 官⽅活動
由2016年夏天⾸度引⼊光雕STEM課程, ⾄2017年創辦第⼀屆⾹港光雕節,
並獲得11所中⼩學由零開始學習並全數成功參與演出, 過程只有九個⽉
合辦: ⾹港數碼港⼂⾹港城市⼤學
協辦: ⻑沙灣天主教英⽂中學⼂聖愛德華天主教⼩學⼂佐敦⾕聖若瑟天主
教⼩學
⽀持: 城市⼤學 Apps Lab, 樂善堂梁銶琚學校, 天主教⽯鐘⼭紀念⼩學, 聖
公會呂明才紀念⼩學, 聖若翰天主教⼩學, ⼤⾓嘴天主教⼩學, 聖公會
⻘⾐主恩⼩學, 仁德天主教⼩學

台灣 TalenTech ⼈才發展科技⼤會之旅
⻑沙灣天主教英⽂中學 ‒ OGCIO 資訊科技增潤計劃
資策會數位教育研究所 TalenTech ⼈才發展科技⼤會⼯作坊,
Smart City Summit & Expo,

Startup Complex 免費共享空間
免費辦公場地特邀 STEM SEED 種⼦計劃學校內, 包括⼗⼋歲
以下的創科精英共享初創資源

⾮華語⼂特殊學校光雕 STEM 課程
⾸間⾮華語學校和智障兒童特殊學校成功參與 第⼆屆 ⾹港光雕節公演

實踐 / 成就 >

⼊選 以⾊列 TeenTech 科技精英名單
本機構成功推薦⼀名⾹港中四學⽣⼊選 <以⾊列 TeenTech> 全球
30 ⼈⻘少年科技精英名單, 接受由以⾊列諾⾙爾獎教授 Avram
Hershko 主持, 以及 Intel ⼂ IBM ⼂ Philips 和國際頂尖科學家⽀援
的全球科技精英特訓, 並參與跨國組隊的 Hackathon 挑戰賽
前往以⾊列 12 天的旅費亦獲得全數資助, 本機構主席亦⾃費前同⾏
以⾊列⽀援

勇奪 以⾊列 TeenTech Hackathon 冠軍
中四學⽣於⼗天以⾊列旅程中, 與臨場組織的跨國團隊創造了
Aqua Hero 機械⼈, 勇奪冠軍

獲選 WebSummit 500 世上最受重視開發商
中四學⽣獲選 WebSmmit 500 most respectable developers in
the world, 與 Amazon, Google, Microsoft 等科企⼈才⿑名和獲邀
要前往葡萄⽛列席 WebSummit 500 年度⼤會

學與教博覽 2017 光雕⽰範公演
第⼀屆光雕節代表隊, 聖公會呂明才⼩學應邀在學與教博覽⽰範

⽀持 / 官⽅⽀持 >

A.I.對弈千⼈匯 及 學⽣分享講
OGCIO & Cyberport 主辦

FuturED Alliance ⼩校聯盟
加⼊聯盟透過網絡和 AI 科技, ⽀援環球徧遠地區學童平等學習
機會 ‒ 上學 。再遠也要跟你⼀起
⼩校聯盟同年獲選芬蘭 Global 100

以⾊列 TeenTech ⾹港區選拔
協辦⾹港區 <以⾊列 TeenTech 全球科技精英啓導計劃> 選拔
⾹港⻘少年科技精英前往以⾊列參與由以⾊列諾⾙爾獎教授
Professor Avram Hershko 主持, 以及 Intel ⼂ IBM ⼂ Philips
及國際頂尖科學家⽀援的全球科技精英啓導計劃, 接受 10 天特
訓和 Hackathon 挑戰賽

⽀援 / 其他 >

Microsoft Hololens 開發商版
率先由以⾊列引⼊當時尚未上市的⾄ ⻑沙灣天主教英⽂中學 ‒
OGCIO 資訊科技增潤計劃

主辦 創造⼒ STEM ⼯作坊/研討會
可藝中學 ⼤禮堂 / ⻑沙灣天主教英⽂中學 ⼤禮堂

主辦 2017/18 STEM 課程及計劃講座/交流會
⻑沙灣天主教英⽂中學 ⼤禮堂

参與 學與教博覽 2017 活動
推薦中⼩學師⽣ InnoSTEMer 成果路演

⽀援 <中⼩幼銜接 STEM 活動>
免費⽀援有限數量的中⼩學於校慶⼂資訊⽇舉辦 STEM 體驗活
動, 包括⼯作坊⼂攤位⼂嘉年華⼂光雕匯演

⽀援 科技學習器材免費暫借計劃
免費借⽤ Mac Pro 電影剪接系統⼂ MacBook Pro ⼩型光雕表演
系統⼂ VR 學習套⼂ Win ⼿提電腦

2018
主辦 / 創辦 >

第⼆屆 ⾹港光雕節
協辦: ⾹港數碼港⼂⾹港城市⼤學⼂
⻑沙灣天主教英⽂中學 ‒ OGCIO 資訊科技增潤計劃
成功⽀援 ⾸間智障兒童特殊學校和⾮華語學校, 平等
機會參與公演

台灣環保智慧城市 - ⻘少年創業⼈才之旅
⻑沙灣天主教英⽂中學 ‒ OGCIO 資訊科技增潤計劃
資策會數位教育研究所的 Arduino ⾯容識別⼂腦電波識別裝置⼯
作坊, 師範⼤學⾃造⼤師⼯作坊, Panasonic IoT R&D 研討會,
Smart City Summit & Expo, 花蓮市原住⺠義⼯服務體驗

第⼀屆 PE STEM 研討會
⾹港培正中學 協辦
特邀國際晶⽚計時運動科企探討運動產業普及化 & PE STEM 產
業化議題

實踐 / 成就 >

台北智慧教育展 2018
STEM 教育 論壇講者
本機構創辦主席 (Mr. Joe Chen 陳岡毅先⽣) 受邀發表

國際⻘年⾼峰會 2018
優質 STEM 教育 講座講者
⾹港中⽂⼤學 Lesson in the Street
本機構創辦主席 (Mr. Joe Chen 陳岡毅先⽣) 受邀發表

⽀持 / 官⽅⽀持 >

IES互聯網經濟峰會 2018
OGCIO & Cyberport 主辦
本機構⽀援學界免費通⾏⼂學⽣科技體驗活動

IDEF 2018 ⼈⼯智能的未來 卓越領袖論壇
OGCIO & Cyberport 主辦
本機構⽀援 學⽣分享講座

⽀援 / 其他 >

參展 教育⼤學 STEM 教育會議暨成果分享⽇
國際 PE STEM 科技⽰範展覽

合辦 Apple 店 OMB ⼀機製⽚拍攝學習活動
油⿇地天主教⼩學⼂天主教⽯鐘⼭紀念⼩學
光雕 STEM 團隊建設課程

主辦 STEM 到校課程/活動 講座及⼯作坊
⻑沙灣天主教英⽂中學 ⼤禮堂

参與 學與教博覽 2018 活動
推薦中⼩學師⽣ InnoSTEMer 成果路演

⽀援 <中⼩幼銜接 STEM 活動>
免費⽀援有限數量的中⼩學於校慶⼂資訊⽇舉辦 STEM 體驗活
動, 包括⼯作坊⼂攤位⼂嘉年華⼂光雕匯演

不分宗教⼂種族⼂政治促進 <⻘少年更平等的機會> 涉獵適當的科技去學習⼂思考⼂想像⼂創造⼂創新⼂創業

2019
主辦 / 創辦 >

第三屆⾹港光雕節
HONG KONG 3D MAPPING FESTIVAL 3

MY OCEAN|我的海洋
2019 年 7 ⽉ 5 ⽇ • 觀塘麗港城 1 期商場 • 圓型中庭

隨著數碼港光雕節原址改建成電競場
第三屆開始轉往更親近社區的地點舉辦
主辦 : IPF 資訊科技體育基⾦ | STEM SEED 種⼦計劃
贊助 : Resolume Arena, Huawei, eeLearner, Fortune Metropoils
⽀持 : IRP3, Healthy Runner, Startup Complex, 3D Arena, V 嘩⻑幼攜⼿舞動⼯作坊
RS Cup ⾹港機械⼈⾜總盃, ACASTEMIC MOVEMENT 三年四步曲⾏動
協辦 : ⻑沙灣天主教英⽂中學 OGCIO 資訊科技增潤計劃
仁德天主教⼩學 • 中華基督教會基法⼩學 • 天主教善導⼩學 • 郭怡雅神⽗紀念學校
秀茂坪天主教⼩學 • 聖公會呂明才紀念⼩學 • 未來學校聯盟 • 可道中學(嗇⾊園主辦)

第⼀屆 V 嘩 2019
⻑幼攜⼿舞動⼯作坊
社會福利署 攜⼿扶弱基⾦資助
全港 400 名中⼩學⽣⼂ 300 名⻑者免費受惠
醫學界有寵物醫⽣為病⼈帶來神奇的療效
<V 嘩 ⻑幼攜⼿舞動⼯作坊> STEM 全⽅位學習 ‒ ⻑者健康
舞社區服務計劃，透過⻘少年天賦的活⼒和有趣的 VR 移動
新科技，讓 20 所學校共 400 名學⽣涉獵共 4 節有趣的 <VR
另⼀個我> STEM 課程，學習由 VR 觀眾變成創作⼈；
並學以致⽤帶領 20 所⻑者中⼼共 300 名⻑者參與部分製作
的過程，⼀起 DIY 擁有⻑者⾯孔的 VR 健康舞動畫，⻑幼攜
⼿競逐虛擬「V 嘩舞王⼂舞后」遊戲寶座，為⻑者帶來初賞
VR 科技的驚喜，提升⻑者與時並進的⽣活質素和認知能⼒，
並透過⿑跳健康舞 3D 動畫培養多⼀種恆常運動的誘因；
主辦 : IPF 資訊科技體育基⾦ | STEM SEED 種⼦計劃
資助 : 社會福利署 攜⼿扶弱基⾦資助
贊助 : IRP3 ⼂ EELEARNER
協辦 : ⻑沙灣天主教英⽂中學 ‒ OGCIO 資訊科技增潤計劃
天主教善導⼩學⼂秀茂坪天主教⼩學⼂仁德天主教⼩學
⽀持 : ⽯籬聖若望天主教⼩學⼂博愛醫院歷屆總理聯誼會鄭任安夫⼈學校⼂觀塘官⽴中學⼂九⿓真光
中學⼂樂善堂梁銶琚學校⼂觀塘官⽴⼩學(秀明道)⼂沙⽥圍胡素貞博⼠紀念學校⼂郭怡雅神⽗紀
念學校⼂曉光護⽼中⼼⼂明愛李嘉誠護⽼安⽼院⼂東華三院⿈祖棠⻑者地區中⼼⼂⾹港基督教
⼥⻘年會屯⾨綜合社會服務處⼂博愛醫院戴均護理安⽼院⼂⽅肇彝⻑者鄰舍中⼼⼂明愛鄭承峰
⻑者社區中⼼ (深⽔埗) ⼂嗇⾊園可泰耆英鄰舍中⼼

第⼀屆 跨界别
STEM 設計思維研討會 (延期)
原定 2019 年 11 ⽉於⾹港理⼯⼤學舉⾏, 順延⽇期待定
中⼩學 AI 機械⼈設計思維教育模式
§ Professor David William
§ 張⽟⼭教授⼂
游政諺⽼師⼂王⾄恩⽼師
STEM 社區服務課程發展
§ 陳振興先⽣, MH (榮譽勳章)
§ 胡偉全先⽣

⾹港理⼯⼤學 設計學院 / Globis University (Tokyo)
國⽴台灣師範⼤學 科技應⽤與⼈⼒資源發展學系
vMaker ⾃造⼤師空間
⾹港⺠安隊助理處⻑ / ⺠安隊少年團 總指揮
⾹港⻘年協會 洪⽔橋⻘年空間 單位主任

突破常規創新的校⻑⼂學⽣⼂⻘少年創業者
§ 葉春燕校⻑
秀茂坪天主教⼩學
§ ⾦偉明校⻑

⾹港聖公會何明華會督中學
⾹港電腦教育學會 (HKACE) 主席

§ 鄧瑋韜 Hadrian
⿈燿烽 Godwin

⻑沙灣天主教英⽂中學 創新科技學會

§ 潘建成 Ken

可道中學 (嗇⾊園主辦)

§ 陳彦彤 Cynthia
陳正浩 Oscar
陳樂桃 Christy

IPF Startup Complex

第⼀屆
⾹港機械⼈⾜總盃發怖會
原定後續計劃 無限期延期
⻑沙灣天主教英⽂中學 ⼤禮堂
全港約 60 名中⼩學學⽣免費 3 ⼩時⾜球機械⼈課程,
並即時參加機械⼈⾜總盃友誼賽, ⼤顯⾝⼿

⾹港懲教署壁屋懲教所
在囚光雕 STEM 課程
10 名在囚⻘少年學員於壁屋懲教所內完成 30 ⼩時光雕
STEM 團隊建設課程後, 於年度證書頒發典禮中演出 45
分鐘光雕表演及舞台背景效果, 與時並進將更⽣技能的
培訓注⼊ STEM

實踐 / 成就 >

Student of the Year 2018/19 獲獎
中五⽣獲選 Grand Award Silver
本機構創辦主席 (Mr. Joe Chen 陳岡毅先⽣)
獲選 Special Award for Mentorship

⽇本頂級品牌 Panasonic 委任
中五學⽣及其團隊獲 Panasonic 委任, 受薪開發 IoT BMS 真實
商品的 cloud based native app

教育⼤學 STEM 國際論壇 ‒ 論壇講者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dvances in STEM Education
2018/19 國際論壇
中四光雕 STEM 學⽣分享由重讀中⼀到演變成為領袖⽣的
STEM 創造⼒教育歷程

中五跳級 頂尖科技⼤學
預批四年獎學⾦
愛恩斯坦有份創辦的以⾊列理⼯學院
中 五 學 ⽣ 2017 年 就 讀 中 四 , 獲 IPF 推 薦 諾 ⾙ 爾 獎 教 授
Professor Avram Hershko 主持的 TeenTech ⼈才啓導計劃,
⼊選全球三⼗⼈精英名單, 並獲全額資助前往以⾊列 12 天挑戰
之旅, 與各國精英臨場組隊參賽 Hackathon, 於⼗天旅程中創
造了 Aqua Hero 機械⼈, 勇奪⼤獎
2019 年獲特邀跳級⼊讀 <Technion 以⾊列理⼯學院>, 預批
四年全額獎學⾦, 中五於⻑沙灣天主教英⽂中學結業後踏上以
⾊列初創王國之旅

第⼀屆 海洋公園 STEAM 教育國際會議
論壇講者
中⼩學協作 OCEAN STEM 第四年, ⽀援 OCEAN STEM
協作⼩學團隊代表, 擔任開幕⽇論壇講者, 與來⾃NASA太
空總署和多國的環保團體和⼤學講者同台發表
OCEAN STEM 為 TOILET STEM 所 演 變 出 來 的 環 保
STEM 中⼩學協作聯校學習活動, 已連續四年進⾏

以⾊列駐港總領事

Alibaba JumpStarter
Conference 2019
論壇講者
中五學⽣擔任創科論壇講者

⾹港貿易發展局 創業⽇ 2019
論壇講者
中五學⽣擔任開幕主題論壇講者

教育⼤學 STEM 國際論壇 ‒ 論壇講者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dvances in STEM
Education 2018/19 國際論壇
中四光雕 STEM 學⽣分享由重讀中⼀到演變成為領袖
⽣的 STEM 創造⼒教育歷程

⽀持 / 官⽅⽀持 >

第32屆 ⾹港特別⾏政區
⼗⼤傑出學⽣選舉 2018/19
元朗⻘年商會主辦
IPF 創辦主席擔任複賽評審委員
Mr. Joe Chen (陳岡毅)

IDEF 2019 數碼娛樂領袖論壇
OGCIO & Cyberport 主辦
本機構⽀援 學⽣科技體驗活動

IES互聯網經濟峰會 2019
OGCIO & Cyberport 主辦
本機構⽀援 學界免費通⾏⼂學⽣科技體驗活動

⽀援 / 其他 >

⽀援 ⾹港⻘年協會 STEM 社區服務課程
•

<光雕> STEM 團隊建設課程
11 名中學⽣完成 9 ⼩時課程後實習對 8 名區內⼩
學⽣提供體驗⼯作坊

•

<VR 另⼀個我> STEM 製作課程
11 名中學⽣完成 3 ⼩時課程後實習對 8 名區內⼩
學⽣提供體驗⼯作坊

•

<VR 另⼀個我> STEM 體驗⼯街站
12 名區內幼⼂⼩學⽣親⼦體驗 3 ⼩時 STEM ⼯
作坊

⽀援 以⾊列駐港總領事⼂Israel-Asia
學習活動宣傳
ISRAEL-ASIA CENTRE
‒ Innovative Leadership for 21st Century
2019-20 Israel-Asia ‒ Leaders Fellowship
Israel-HK ‒ Women-to-Women Bridge

主辦 華為技術深圳總部之旅 2019
全港約 20 名校⻑⼂教師參訪 WiFi ⼂智慧城市⼂ 5G

主辦 全⽅位 STEM 創造⼒教育交流會 2019/22
⻑沙灣天主教英⽂中學 ⼤禮堂

⽀援 <中⼩幼銜接 STEM 活動>
免費⽀援有限數量的中⼩學於校慶⼂資訊⽇舉辦 STEM 體驗活動, 包
括⼯作坊⼂攤位⼂嘉年華⼂光雕匯演

不分宗教⼂種族⼂政治促進 <⻘
少年更平等的機會> 涉獵適當的
科技去學習⼂思考⼂想像⼂創造
⼂創新⼂創業

2020
暫停營業半年 。。。

。。。系統升級

主辦 / 創辦 >

創辦 Hybrid STEM
STEM SEED 20/21 課程⽀援 <先遙距⼂後實體> 的 HYBRID STEM 混
合課程模式, 可隨疫情的起伏⽽調節遙距和到校實體部份的⽐重, 由100%
實體⾄遙距和實體各佔約50%, 課時會因應遙距部份的上升⽽增加

第四屆 ⾹港光雕節 (延期)
⻑沙灣天主教英⽂中學 ‒ OGCIO 資訊科技增潤計劃 協辦
更改⾄2021年4⽉16⽇舉辦

AVT AWARDS ⻘少年抗疫創科設計獎
就疫情下的⽣活體驗 提出抗疫裝置的創新設計
因應疫情持續停課⽽優化設計的創科⽐賽, 促進⻘少年維持在家⾃主
發展的狀態, 提交及評審全部網上進⾏, 全港中⼩學學⽣免費參賽
透過設計思維, 以⼈為本體驗社區因疫情⽽受到的影響和需要, 定義
疫症和問題的特徵, 創造貼地的對應裝置, 握要地簡報成果;
贊助 : eeLearner⼂Catch Media Inc⼂Teenosonic⼂Winning
Strategy⼂信興科技有限公司 K12學校⼯程部
協辦 : ⻑沙灣天主教英⽂中學 ‒ OGCIO資訊科技增潤計劃
國⽴臺灣師範⼤學 ‒ 科技應⽤與⼈⼒資源發展學系
⾹港⻘年協會 ‒ 洪⽔橋⻘年空間
秀茂坪天主教⼩學⼂可道中學 (嗇⾊園主辦)⼂觀塘官⽴⼩學
(秀明道)⼂創知中學
⽀持 : ⾹港零售科技商會, 射頻識別總商會 會⻑
頒獎 : ⾹港⻘年協會 洪⽔橋⻘年空間 (籌辦) | 2020年10⽉3⽇
網⾴ : www.ictinpe.org/avta
短⽚ : https://youtu.be/M_oMb4E3GYA (頒獎典禮)

師⽣攜⼿愛⼼⼝罩 社區共享⾏動
向以⾊列的猶太居⺠募捐五千個進⼝⼿術⼝罩, 免費分發到元朗⼂深⽔埗
⼂秀茂坪⼂⻘⾐等四個⽀援機構, 及各區逾⼗所學校, 師⽣義⼯分區策劃
⾏動細節, 讓有限的物資能送達有急切需要的基層⼈⼠⼿上
捐助: Catch Media Inc., Mark Segall, Avi Lieberman, Natan Ben-David,
Joe Goldberger, Esther Ben-Yaacov, Yaacov & Elaine BenYaacov, Boaz and Reese Ben-Yaacov, Michael and Rachel
Strumberger, Yehuda Ben-Yaacov, Avraham Ben-Yaacov,
Racheli and Nitai Ben-Yaacov
協辦 : ⾹港⻘年協會 洪⽔橋⻘年空間
合辦 : ⻑沙灣天主教英⽂中學, 秀茂坪天主教⼩學, 郭怡雅神⽗紀念學校
⽀持 : 創知中學, 獻主會溥仁⼩學, 寶⾎會嘉靈學校, 東華三院邱⼦⽥紀念
中學, 興德學校, 新會商會中學, 加拿⼤神召會嘉智中學, 聖公會基榮
⼩學, ⾦巴崙⻑⽼會耀道中學, 深⽔埔街坊福利會⼩學, 九⿓塘天主
教華德⼩學

KEY session – STEP

A session about the skills to enter the STEP program of
HKSTP (⾹港科技園), a HK$100,000 financial grant for
youth talents, as well as its accompanying entrepreneur
coaching, facilities and services

流⽔創業 ⻘少年更⽣計劃
⽀援曾參與⾹港懲教署壁屋懲教所在囚光雕 STEM 更⽣課
程的釋囚, ⾛出融⼊社會的第⼀步, 安排於 STEM 課程中實
習助教義⼯⼂升學以及申請創業相關的資助

實踐 / 成就 >

Teenosonic Youth Startup
A STEM SEED mentored youth startup entity
AIoT Smart Living R&D, includes: AI Retail, IoT Kitchen,
AIoT BMS, Bigdata marketing
IoT

PTW

BMS
AIoT
BUILDING

O’LABEL

Management

Student Of The Year 19/20
推薦 中四光雕 STEM 學⽣⼊選決賽

HOSGI

IoT SMART FOOD

AI SMART RETAIL
Building

Restaura
nt

Office

Apartmen
t

..
..

..
.

..

Store
..
.. Hostel
..
.
..
..
.. Campus

Smart Living

Green food supply chain

T’AD

BIG DATA

Targeted marketing

HK ICT Awards
Student Innovation Award
⾹港資訊及通訊科技獎 ‒ 學⽣創新獎
OGCIO 主辦, HKACE 籌辦
本機構主席擔任評審委員

2020⼤灣區 STEM 卓越獎(⾹港區)
HKNetEA ⾹港新興科技教育協會

SHOP

Hotel
Kitchen

AIoT BMS building management system

⽀持 / 官⽅⽀持 >

AI

AI Mini Store
Unmanned

Smart logistic

⽀援 / 其他 >

⻘協 智慧城市 <AI 無⼈商店> STEM 社區課程
30 名中學⽣, 19.5 ⼩時 AI 無⼈商店 (⾃助結算系統) STEM 課程, 為
⾹港⻘年協會 洪⽔橋⻘年空間 <⽂具⼩店> 設計能有助改善居⺠⽣
活的 AI 迷你商店⾃助結算系統, 建造能真實經營的先導實驗模型
社商校協作客席講師包括 ⾹港零售科技商會主席, 射頻識別總商會會
⻑及副會⻑; 延續⽇後發展成為 <智慧城市 AI 零售> 中學校外開發
設計中⼼

⻘協 智慧城市 <IoT 智慧廚房> STEM 社區課程
15 名中學⽣, 18 ⼩時 IoT 智慧廚房 STEM 課程, 為⾹港⻘年協會 洪
⽔橋⻘年空間 <社區廚房> 設計能有助改善居⺠⽣活的智慧廚房⽅
案, 建造建造能真實運作的先導實驗模型; 並舉辦 IoT 智慧廚房開發
計劃網上投票⽐賽, 以及親⼦創意⾷譜⽐賽, 與 AVT Awards 合併進
⾏頒獎典禮
社商校協作客席講師包括 ⾹港零售科技商會主席, 射頻識別總商會會
⻑及副會⻑; 延續⽇後發展成為 <智慧城市 IoT 智慧廚房> 中學校外
開發設計中⼼

創辦主席專訪 ‒ 教育IT産業
Joe Chen – since 2014

創辦者專訪 ‒ 國際產業
Joe Chen – since 2000

\

MAP THE FUTURE

Dead Sea, Israel

MAKE FUTURE A DIFFERENCE

IPF

資訊科技體育基⾦

ICTINPE FOUNDATION
HK NGO #91/15045

Email > info@ictinpe.org
Website > www.ictinpe.org
Facebook > www.facebook.com/ictinp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