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拉維夫 ‧ 耶路撒冷 ‧ 海法 ‧ 以⾊列理⼯學院 ‧ 死海 ‧ ⾺薩達斷崖

以⾊列初創王國之旅
探索初創王國的奇蹟

四個核芯學習領域 : 國度 ‧ 體驗 ‧ 科技與教育 ‧ 宗教

團費 : HK$29,980

歡迎全港中⼩學⼂機構報名 . 20⼈包團
以⼆⾄四⼈⼀房計

出發⽇期 : 2019年12⽉
名額有限 ; 9⽉30⽇截⽌報名

ICTINPE 資訊科技體育基⾦

查詢

STEM SEED 種⼦計劃
創造⼒教育中⼼

電話: 2515 0048
電郵: info@ictinpe.org

NGO教育機構：91/15045

www.ictinpe.org
All rights reserved | 2019

ICTINPE FOUNDATION | Tel: 2515 0048 | info@ictinpe.org

探索初創王國的⽣命奇蹟 . 四個核芯學習領域

國度 ‧ 體驗 ‧ 科技與教育 ‧ 宗教
徒步斷懸崖⽇出 . 摸黑晚餐 . 死海暢泳 .
志願考古 . 尋找沙漠中⽔源 . 五餅⼆⿂ .
聖彼德⿂午餐 . 傳統安息⽇晚餐 . 跟隨
耶穌⼆千年前的腳步前往耶路撒冷舊城
. 與當地⻘年交流 . 沙漠科技種植⼯作
坊 . 愛因斯坦有份創辦的TECHNION ‒
以⾊列⼯業學院⼯作坊 . 與飽經⾵浪的
發明家交流 . Mobileye . Intel ...... (最
終⾏程有待決定)

配套120⾴
專業教材課本(英⽂)

* ⾏程及活動對像會因應當地情況作出適當調動，如有更改 ，恕不另⾏通告

ICTINPE FOUNDATION

資訊科技體育基⾦

STEM SEED 種⼦計劃
創造⼒教育中⼼

第⼀屆以⾊列之旅始於2016
⼗⼆名中⼀⾄中五學⽣於2016年歷史性⾸航, 前
往以⾊列 ⽣命之旅 ⼗三天，探索這⽚具有⾼度
創意與企業家精神的「初創王國」，並與國會部
⻑交流, 更於旅途中⽤雙腳橫越了⼗⼆公⾥沙漠,
完成不可思議的⽇出晨跑

以⾊列敎育理念

關於我們在以⾊列
信報專訪
以⾊列⼟壤移植⾹港
2017年 於數碼港設⽴
STARTUP COMPLEX
突破常規⽀援包抬⼗⼋歲
以下的⻘少年創科⼈才,
坐⾔起⾏實踐創新⼂創業
⼂⽣涯夢想實驗以及回饋
社會的公益的⾏動, 延伸
海外交流⼂品牌合作⼂實
習和初創

明報專訪
2017年 以⾊列諾⾙爾獎教授
TEENTECH⼈才啓導計劃
成功推薦中四學⽣⼊選⾸屆全球
三⼗⼈精英名單
全費資助學⽣前往以⾊列12天挑
戰之旅
年獲愛恩斯坦有份創辦的
TECHNION 以⾊列理⼯學院破例
於中五取錄⼤學學位課程, 連四年
全費獎學⾦
學⽣相繼受邀以⾊列主流報章專
訪⼂出席⻘年企業家論壇

今日全球經濟局勢皆追求創新能力
•

全球有⼀半頂尖科企在以⾊列設⽴研發中⼼, 或收購當我初創公司

•

在納斯達克(NASDAQ)上市的以⾊列新興企業總數，超過全歐洲的
新興企業總和，以及⽇本、韓國、中國、印度四國的總和

•

Google總裁表⽰，以⾊列是世界企業家在美國之外⾸選的地點

•

巴菲特於2006年打破不投資外國公司的紀錄，以45億美元收購了⼀
家以⾊列公司

•

以⾊列⺠間R＆D⽀出占GDP的百分⽐，是印度的5倍，中國的3倍，
英國和加拿⼤的2倍半，法國、德國、美國和新加坡的2倍，⽇本的
1倍半

•

經濟成⻑率在60年之內達到50倍

以⾊列初創王國之旅

The Life Tour to ISRAEL

以⾊列⽣命之旅將帶領同學親⾝體驗這個有數
千年歷史的神聖國度，在這⽚擁有⾼度創意與
企業家精神的⼟壤擴闊視野，發掘⽣命的意義，
沉澱、靜思、探索真正的⾃我價值，更有遠⾒
地規劃⾃⼰的⼈⽣。

The Life Tour to ISRAEL explores this
holy country of thousands of years
of history, and its creativity and
entrepreneurial spirit. To think and
explore the meaning of life, and
Map your own Future.

以⾊列⼟地⾯積2萬2千平⽅公⾥，⼈⼝710萬，
周圍強敵環伺，戰雲密佈，沒有天然資源，更
無法取得區域資⾦，但在納斯達克(NASDAQ)
上市的以⾊列新興企業總數，卻超過全歐洲的
新興企業總和，以及⽇本、韓國、中國、印度
四國的總和，新加坡、杜拜、南韓也專程向
「以⾊列效應」取經。
數千年來，以⾊列被視為宗教聖地，曾經歷巴
⽐倫、波斯、希臘、羅⾺等帝國的統治，⽽猶
太⼈在這些朝代中不斷被分散並遭驅逐⾄世界
各地，造成今⽇動盪的局⾯。猶太⼈雖然流離
失所近⼆千年，遭受各種迫害和歧視，直⾄
1948年才重新建⽴以⾊列國，但他們的語⾔、
宗教、⽂化、和⺠族特性完全保持不變，以⾊
列的⾃然⾵采以及宗教、歷史遺蹟今天依然得
以保存。這個⺠族雖然歷盡艱難，但他們依然
秉持⾃⼰的夢想，開始了回家的路，成⽴⾃⼰
的國家，最終完成建國的⼤業，今天更成為世
界⾼科技新興企業最興盛的國家。

資訊科技體育基⾦
創造⼒教育中⼼

How can Israel - with only 22,000 km2 of land and
7.1 million people, no natural resources, enemies
on every border, in constant state of war, not
obtaining any regional capital - have more
companies on NASDAQ than Japan, Korea,
China, India and all of Europe combined.
Singapore, Dubai and South Korea have made a
special pilgrimage to this "Israel Effect".
Although this nation has to suffered a variety of
difficult conditions, they have still uphold their
own dreams by setting up their own country. It
has become one of the world's most prosperous
country of high-tech and emerging enterprises.
For thousands of years, Israel has been regarded
as a religious shrine, had experienced ruling
under Babylon, Persia, Greece and Rome
Empires. Jews were constantly being dispersed
and deported to the rest of the world during
these dynasties. While the Jews had been
displaced for nearly two thousand years, suffered
all kinds of persecutions and discrimination, They
re-established the State of Israel in 1948. Their
language, religion, culture, and national identity
remain almost completely unchanged. Israel's
natural, religious and historical remains still
preserved.

關於以色列

科技 (Technology)
以⾊列對於科學和科技的發展貢獻相當重⼤。由
於⾃建國以來，以⾊列⼀直致⼒於科學和⼯程學
的技術研發，以⾊列的科學家在遺傳學、電腦科
學、光學、⼯程學、以及其他技術產業上的貢獻
都相當傑出。以⾊列的研發產業中最知名的是其
軍事科技產業，在農業、物理學和醫學上的研發
也相當知名。
⾼科技產業在以⾊列經濟中舉⾜輕重，尤其是在
過去⼗年中。以⾊列有限的⾃然資源以及對於教
育的強烈重視使得⾼科技產業扮演的⾓⾊越來越
⼤，以⾊列在軟件開發、通信、和⽣命科學上都
是世界頂尖的國家之⼀，以⾊列還經常被稱為是
第⼆個矽⾕。
直到2004年，以⾊列獲得的⾵險資本投資總額⾼
過了任何歐洲的國家，並且有着世界最⾼的VC
（投資資本）/GDP⽐率。除了美國與加拿⼤以
外，以⾊列有着全世界最多的納斯達克上市公司。
以⾊列出產的學術論⽂數量就⼈⼝來算也是全世
界最⾼的，平均10,000⼈裏有109篇。以⾊列的
專利權申請檔案數量也是世界上最⾼的國家之⼀。
在研究和開發（R&D）花費指數上，以⾊列是第
三⾼的國家，在科技準備（產業界在R&D上的花
費、科研社群的創造⼒、個⼈電腦和網絡覆蓋率）
上則是第⼋，在科技創新上是第⼗⼀，⾼科技出
⼝總額上是第⼗六。

農業 (Agriculture)
以色列是當今世界少數實現科學灌溉的國家。其
特有的滴灌技術，充分利用水資源，並將大片沙
漠變成綠洲。這使得農業人口不足總人口5%的
以色列不僅解決了自身糧食問題，同時還向其他
國家大量出口優質水果、蔬菜、花卉和棉花等。

旅遊 (Tourism)
以色列另外一個重要的產業是觀光業，其優勢在
於以色列國內大量而又珍貴的歷史和宗教遺跡。
另外以色列的溫暖氣候和豐富的水利資源也是優
勢之一。以色列的觀光業包括了圍繞於聖地的各
種歷史和宗教景點，也包括了現代的度假海灘，
以及各種考古學觀光、古蹟觀光、以及生態旅遊。

⾏程

DAY

1

⾹港 > 特拉維夫 > 軍營特訓 > 特拉維夫海灘 > 雅法古城
直航前往特拉維夫Tel Aviv本古⾥安 Ben-Gurion 國際機場 T3
航班 : 國泰航空, 11⼩時 50分航程
以⾊列軍營戶外特訓 > 迷⼈的特拉維夫海灘 > 國家獨⽴⼤廳 > 雅法古城 Jaffa1 > 摸
黑晚餐2
1. 世界上最古⽼的港⼝城市之⼀
2. 在失明服務員引領下於完全黑暗中享受豐富的晚餐，觸發你另⼀番的感官世界
住宿 : Tel Aviv Ruth Daniel Hotel, or same level alternatives

DAY

2

特拉維夫 > 加利利海 Sea of Galilee > 海法市
聖⺟領報堂 Church of the Annunciation > 聖⼭Mount of Beatitudes1 > 塔布加
Tabgha2 > 約旦河⽔洗禮聖地 Yardenit Baptismal Site > 與當地⻘少年交流
1. 聖經記載耶穌在⼭上作了佈道。
2. 傳統認為五餅⼆⿂的神跡和耶穌復活後四次顯現均發⽣於此
住宿 : Degania Bet Guest House or same level alternatives

DAY

3

以⾊列⼯業學院 > 凱撒利亞 > ⾺薩達
海法市 Haifa City > 以⾊列理⼯學院 Technion1 工作坊 > 聖彼得
⿂午餐 > 凱撒利亞Caesarea2 > ⾺薩達營址
1. 與⿇省理⼯學院(MIT)有多⽅⾯協作, 愛因斯坦有份創辦。
2. 曾經是世界上技術最先進的港⼝，探索古羅⾺競技場和天然
凱撒浴埸。
住宿 : ⾺薩達營址 or same level alternatives

* ⾏程及活動對像會因應當地情況作出適當調動，
如有更改 ，恕不另⾏通告

⾏程

DAY

4

⾺薩達 > 死海 > 耶路撒冷 > 哭牆
攀登⾺薩達 Masada1 斷崖等待⽇出 > 綠州 Ein Gedi Desert Oasis2 > 在世上地勢最低
的死海 Dead Sea 暢泳 > 耶路撒冷
1. 猶太⼈和羅⾺軍團之間⾾爭的古⽼故事，即使按今天的標準也是⼀個⽔利⼯程的奇蹟。
2. 徒步探索沙漠中天然的綠洲和瀑佈，⼀位年輕的⼤衛王於3000前也曾徒步⾄此。

住宿 : Lev Yerushalayim hotel, Jerusalem or same level alternatives

DAY

5

耶穌聖墓 > 橄欖⼭ > 苦路 > 耶路撒冷古城 > 猶太安息⽇晚餐
耶穌聖墓 Holy Sepulchre > 古城考古志願服務 Emek Tzurim > 橄欖⼭Mount of
Olives1 > 耶穌受難苦路 Via Dolorosa> 耶路撒冷古城 > 露天市場 Machaneh
Yehudah2 > 在猶太家庭體驗傳統的安息⽇晚餐
1. 從橄欖⼭頂俯覽耶路撒冷，跟隨耶穌⼆千年前的路徑步⾏往耶路撒冷古城。
2. 猶太⼈瘋狂地為安息⽇準備晚餐的耶路撒冷⽔果和蔬菜露天市場。
住宿 : Kfar HaNokdim Tank, Judean Desert, or same level alternatives

DAY

6

國會⼤樓 > 博物館 > 希伯來⼤學 > 志願服務
以⾊列國會⼤樓 Knesset >⼆次⼤戰博物館 World Wall II Museum > 希伯來⼤學
Herbew University1 > 國家博物館 National Museum > 採摘⽔果志願服務體驗以⾊
列社會⽂化 > 與以⾊列⻘少年交流
住宿 : Kfar HaNokdim Tank, Judean Desert, or same level alternatives
1. 愛因斯坦有份創辦的⼤學，現在同時擁有兩位諾⾙爾獎在職教授。

* ⾏程及活動對像會因應當地情況作出適當調動，
如有更改 ，恕不另⾏通告

⾏程

DAY

7

DAY

8

科技園 > 探訪創新科技 > 總結 > 前往機埸
探訪創新科技及飽經⾵浪起跌的發明家 (最終創新科技對象將於出發前決定，並可能因
對象−業務繁忙⽽臨時更改)，總結成果，準備回家!

⾹港
到達⾹港國際機場，T1閘⼝

旅程規格
• ⾏程及活動對像會因應當地情況作出適當調
動，如有更改 ，恕不另⾏通告
• 當地導遊以全英語進⾏
• 完成旅程的學員 ，將免費獲發證書
• 免費旅遊⾞上WiFi
• 團費已包括機票、機場離境稅、燃油附加費
、機場建設費、住宿、膳⾷、交通、導遊、
司機⼩費、旅遊⾏保險
* 不包括個⼈消費

ICTINPE 資訊科技體育基⾦
NGO教育機構：91/15045

STEM SEED 種⼦計劃
創造⼒教育中⼼

www.ictinpe.org

查詢
電話: 2515 0048
電郵: info@ictinpe.org

Facebook:

https://www.facebook.com/ictinpe/

登記表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以⾊列初創王國
8天之旅

團費 : HK$29,980

名額有限 ; 9⽉30⽇截⽌報名

出發⽇期 : 2019年12⽉

歡迎全港中⼩學⼂機構報名 . 20⼈包團
以⼆⾄四⼈⼀房計

本表格並⾮正式合約, 我們收到登記表格後會聯絡 閣下
協商細節, 最終會以雙⽅簽署正式 <服務協議> 作實
• 填妥以下表格，傳真⾄：2515 1006；或
• 填妥以下表格，⼿機拍照或掃描，電郵⾄：reg@ictinpe.org

學校名稱

聯絡⼈姓名

聯絡電郵

聯絡⼈職稱

聯絡電話

參與⼈數

參與年級

實施過的
STEM
活動

特殊需要或
策略性期望

⽇期

簽署

填妥表格後傳真⾄: 2515 1006
或 email: reg@ictinpe.org

瀏覽網站:
https://www.ictinpe.org

ICTINPE 資訊科技體育基⾦ · STEM SEED 種⼦計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