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E STEM 
雙頻 RFID 晶⽚計時閘 
校園全⺠跑 IoT 數據應⽤ 
 
 
 
 
 
 
 
 
 
 
 
 
 

 
在疫情下, 缺少運動會帶來抵抗⼒下降的
危機, 在校園跑步徑設置<RFID晶⽚計時
閘>, 只須⼀⼈操作就能為數百⼈⾃動計時
⼂計圈⼂⾃動紀錄, 促進師⽣⼂家⻑在校
内更安全⼂⽅便地恆常進⾏健康緩跑或步
⾏運動  

當<校園全⺠跑>的氛圍形成, 它每天都會
帶來活躍的 真實數據, 以致累積<校本⼤
數據>, 能進⼀步給予學⽣機會去涉獵⼀些
真實的IoT⼂⼤數據和⼿機APP等技術, 以
致貼地的企業家創科學習活動 

 
  IPF 資訊科技體育基⾦ 

STEM SEED 種⼦計劃 



 

 
 
 

RFID PE IoT 
DT LAB 設計思維實驗室 
校本訂製三年持續發展⽅案: STEM 課程 · 科技設施 · 實踐活動 · 企業家⼈才特訓  

預算<$100K 預算< $200K 預算< $400K 預算< $600K 

校園全⺠跑 
RFID 晶⽚計時 
Excel 數據編程 
(基本設置)                                            

全⺠跑數據庫 
RFID 晶⽚計時個⼈⾥程 
⼿機 APP 編程     
(可逐年升級數據庫)                   

社區跑數據庫 
5G 多點 RFID 晶⽚計時 
⼿機 APP 編程  
(可逐年升級 5G 雲端數據庫)                   

社區跑⼤數據 
以⾊列 AI ⼤數據分析平台 
⼿機 APP 實務編程(英語)    
(可逐年升級 AI ⼤數據平台)                   

* 以上部份計劃可向右延續, 嵌⼊下⼀個計劃内, 並扣除上⼀個計劃的部份開⽀預算 

 
校園全⺠跑 
晶⽚計時閘只須⼀⼈操作, 就能同時為數以百計的跑⼿⾃動計時⼂計圈⼂實時顯⽰, ⾃動紀錄及下載 
Excel 表作儲存, 可促進⼀些過去難以實踐的活動, 包括 :  

• 所有晴天體育課全班進⾏9分鐘跑 
• 演變評估制度, 將平⽇體育課的⾥程納⼊總分計算的⼀部份, 不但減輕考試壓⼒, 也提升學⽣平⽇

更盡⼒去練習的動機, 反映學⽣更全⾯的表現 
• 提升課外活動⼂精英訓練⼂戶外越野賽⼂年度千⼈競賽等的舉辦 
• 舉辦恆常健康跑獎勵計劃, 按⾥程數據定期獎勵⾸50名學⽣, 促進全⺠⾃主提升的動機和樂趣 
• 舉辦親⼦緩跑或步⾏活動, 在校内更安全⼂⽅便地恆常進⾏, 提升家校合作的氛圍 

 
跨學科 <RFID PE IoT> STEM 學習活動 
當<校園全⺠跑>氛圍形成, 由於晶⽚計時閘會儲存每名跑⼿每次跑步的記錄, 並每天不斷累積新的數據, 
逐漸形成<校本⼤數據>, 就能給予學⽣機會去涉獵⼀些真實的 IoT ⼂⼤數據和⼿機 APP 技術, 以致貼地
的企業家創科學習活動, 包括: 

• Excel 數據表 VBA Marco 編程, 半⾃動化整合活動所累積的 Excel 紀錄成為可分析的數據表 
• 融合數學科的概念, 研習分析⼂評估⼂獎勵計劃等的計算模型 
• 融合體育⼂物理和⽣物科的概念, 研習如何對不同的群組⼂規模⼂時間和特質表現等進⾏有科學
意義的分析, 以致對特定對象的個⼈發展進⾏預測的計算模型, 包括: 速度和耐⼒, 以及個⼈運動
量與體適能發展關係的分析模型 

• 透過 STEM的技能, 學⽣可根據以上的科學結論去設計雲端數據庫和應⽤程式, 師⽣⼂家⻑可從
App Store下載⼿機 APP, 分享個⼈⾥程數據, 以致獲取 AI分析的訓練建議, 因應個⼈不同的體質
和⽬標⽽提升表現 ; 開發者每天都有可能直接收集⽤戶意⾒並不斷提升, 實習企業家學習模式 

• 對藝術和產品設計有興趣的同學, 可以為晶⽚設計圖案, 以及為跑⼿設計穿戴式裝置, 以⽅便攜帶
晶⽚, 或在跑步期間更⽅便地使⽤⼿機 APP 所提供的各項功能  

• 部份產品設計可3D打印及製作原型, 透過跑⼿進⾏真實的測試, 收集意⾒, 實習企業家學習模式 
• 以上學習活動及升級配置, 可校本⾃主開發, 或由資訊科技體育基⾦ <STEM SEED 種⼦計劃> 提
供(可能涉及額外費⽤⽀出) 

  



 

 
 

VISION 

40%⼯種將在⼗年內消失。。。 
壞消息? 好消息?             由⾃⼰的態度決定  
 

有體溫的⽣涯規劃 
有異於傳統的分科模式或<IT 藍領>培訓,             STEM SEED 種⼦計劃於 2016 年創辦, 通過跨科專題研習培養
AI 機械⼈無法取代我們的同理⼼和創造⼒, 運⽤ STEM 本能持續⾃主學習⼂思考⼂想像⼂創造, 透過設計思維+團
隊建設+外展活動等學習模式, 坐⾔起⾏⾛出課室解決⼀個與真實⽣活相關的問題, 肩負重任佂服⼀項挑戰, 累積親
⾝實踐的體驗培養洞悉未來趨勢的眼界, 與時並進發展有體溫的⽣涯規劃 
 

MISSION 
IPF 2016年創辦 STEM SEED 種⼦計劃 
社商校協作五個產業突破常規的STEM教育鏈 :  

STEM課程 > 科技設施 > 外展活動 > U18初創  
>> 有體溫的⻘少年企業家共享⽣態 

 

ACTION 
將過往的⽀離破碎變為互相銜接的 :  

STEM課程 > 課外 · 常規 · 企業家Lab · ⼯作坊 
科技設施  > Art Tech · 5G Sport · IoT 節能 · AI 零售 
外展活動  > ⾹港光雕節 · MoCap另⼀個我動漫嘉年華 · 初創之旅 - 以⾊列/台灣 · Ocean Walk · · · 
U18初創  > UrbanLab 社區實驗室2022 · CreatiLand 共享⾏銷2022 · Teenothon 年輕企業家創科賽2023 

 

GOAL : 社商校協作有體溫的U18 企業家⽣涯規劃學習態度  
 

 
 

STEM SEED 2021/24 : 四個主題⽅案 

Art Tech 
Art Tech 藝術科技外展計劃 
STEM : 光雕 / MoCap 動漫 / VR 另⼀個我 / 科技舞台 
IT Lab : 光雕實驗室 / MoCap LIVE 劇場 / LED 舞台 
精選活動 : ⾹港光雕節 / MoCap DIY 動漫嘉年華 

IoT BMS 
IoT 節能課室創科計劃 
STEM : AIoT APP Maker 
IT Lab : IoT 節能課室 APP GUI 設計 
精選活動 : IoT 節能 APP 創科賽 / Ocean Walk 

5G Sport 
5G SPORT 智能運動創科計劃 
STEM : 晶⽚計時數據應⽤ (5G RFID)  
IT Lab : 5G 晶⽚計時 APP GUI 設計 
精選活動 : 5G 計時 APP 創科賽 / ⻑跑⾥程獎勵計劃 

AI Retail 
AI 社區零售創科計劃 
STEM : 模擬 AI ⾃助⼩賣部  
IT Lab :  AI 無⼈⼩賣部 / AI 摩登⼠多 
精選活動 : AI 社區零售創科賽 

 
 
  

STEM ⽬錄 >https://www.ictinpe.org/stem   
回顧成果 2014~21 > https://www.ictinpe.org/ms    



 

 
 
 
 
 
 
 
 
 
 
 
 
 
 
 
 
 
 
 
 
 
 
 
 

 
 

推薦服務營運商  
STEM SEED 課程⼂活動⼂科技裝置⼂ IT Lab 等教育⽅案可⼀站式由授權 <服務營運商> 提供 

 
  

    聯絡方法 > www.ictinpe.org/sh  
 
 
 
信興科技有限公司 
Panasonic ⾹港及澳⾨獨家代理, 並提供 STEM SEED 教育⽅案, 獲認可專業的科技⼯程能⼒⼂保修服務⽔準⼂格價以及對⽀援教
育的態度, 保障課程所涉獵的軟硬件供應能無縫銜接課程的需要, 幫助學校持續發展, 以有限的資源去照顧最可能多的學⽣ 

STEM 教育科技裝置包括 : 專業光雕投影系統⼂室內外 LED幕牆⼂舞台系統⼂校園電視台⼂ BMS智能控制系統⼂ IoT裝置⼂零售
裝置 (冰箱⼂汽⽔櫃⼂凍⾁櫃⼂壽司櫃 etc)⼂智能網店電商平台⼂商業廚房裝置⼂電能⾞充電系統⼂防疫及空氣淨化系統⼂微霧冷
卻系統⼂訂製軟硬件⽅案⼂雲端⽂件管理系統⼂⼀般 IT裝置⼂佈線及商業裝修⼯程…. 

Panasonic  歷史超過 100年, 總部設於⽇本⼤阪, 擁有多項有深遠影響的發明, 包括電飯煲J ; 相信是世上出產最多電器種類的公
司, 是未來 IoT物聯網應⽤最具影響⼒的公司之⼀ ; 創辦⼈ 松下幸之助先⽣有 <管理之神> 的美譽, 並有多本著作  
 
 
 
 

IPF 資訊科技體育基⾦ 
STEM SEED 種⼦計劃 
(HK section 88 NGO #91/15045) 
 
 
    

網站 > https://www.ictinpe.org  
回顧成果 > www.ictinpe.org/ms  
電郵 > enquiry@ictinpe.org   

網上查詢  
> https://tinyurl.com/fyx6bkj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