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件一】

第 4 屆世界教育前沿論壇___香港主題報告和論壇
2021 年 11 月 7 日 （星期日）(上午 9:00 – 12:00)
香港論壇： 情意學習---培養為未來做好準備的學習者的關鍵
分論壇 1.： 情意教育與照顧學生學習的多樣性
講題： 在疫情、逆境中的學生為本情意培養與學習 – 宇宙最強左腦、右腦
講者： 明愛粉嶺陳震夏中學 何應翰校長
本校為香港明愛於 1988 年創辦的一所天主教中學，我們深願學生能在天主的愛中
茁壯成長，每個學生均具備勤學、尊重、誠信、珍惜、堅毅、關愛的震夏人素質，具
備正面的價值觀，樂於學習，愉快成長！
當學生遇上挑戰和面對困難考驗時，動力和決心可能難以維持，為免失敗，他們
或許會放棄某些學習的機會。部分學生或未掌握自己的人生目標和個人興趣，欠缺學
習動力。因此，本校致力推動情意教育，透過在校園內實踐心靈教育，讓「靜默」融
入學習及活動，提升心靈素質，培養學生對生命的尊重，讓學生身心靈茁壯堅強。
人體右腦的功能是情意發展，左腦的功能是智能發展，我們用了宇宙中最強的左、
右腦來比喻情意促進智能發展，雖然有點誇張，但試想，當學生具備正面的價值觀及
明確的人生目標，有服侍社群的抱負時，所需要學習的知識又怎會難到他呢？
所以，我們的信念是『情意帶動智能發展，有效促進學生學習』。
情意教育能提高學生的自我意識、促進自我了解和提升抗逆能力，並勇於接受挑
戰，故此對提高學生的自我主導學習能力至為重要。青少年的情意發展可分為五個階
段：
1. 認識及了解自我
2. 控制及管理情緒
3. 建立人際關係
4. 定立人生目標 (生涯規劃)
5. 服侍社群 (不同階層的需要)
讓我們分享本校一個情意教育促進學生學習的示例：
本校著重全人教育，除重視學習外，更透過推動心靈教育，培育學生身心靈健康
以配合學生的成長需要，更鼓勵學生參與服務社區的活動，成立長者學苑，實踐長幼
共融。
長者面對的現況是活動空間和院舍培訓不足，對於在社區內，許多長者行動不便，
甚至由於活動的空間不足，導致日常的運動及活動不足，身體健康程度日漸下降；另
一問題是跨代溝通常存隔膜！
透過產品研發，製作出一個讓長者自創自建的訓練工具(訓練記憶力或體適能)，促
進長者之間的交流和聯繫，提升她們的社交能力，從而降低孤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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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配合長者的需要，設計及製作創科護老產品：
透過自創 Microbit 的程式，配合簡易的環保材料，設計出一蕊多用的訓練工具，
優化長者的生活技能訓練模式，預防長者患上阿爾茨海默病的機會，並加強數據
記錄系統的追踪性和效能度。
透過長青共創的技體訓練工具，加強長者信心和童心，檢視同輩的需要，促進長
者之間的交流和聯繫，提升社交能力發揮和創新精神，貢獻社區。
透過 3D 打印技術，呈現長者設計的訓練工具，有效修補長青的數碼隔膜，達到我
為人人，人人為我的活力社區。

產品設計以創科護老及綠色教育為核心，輔以培育人文素養及視藝美學元素的
STEAM 教育計劃，推動震夏人 STEAM 產品開發員計劃，培養樂齡科技領域的人才。
本校與香港大學合作推行 STEM 教育活動，並協作進行 STEM 公開課，主題為應
用 Micro:bit 研發加強長者活動能力的電動遊戲機 － 產品改進篇。大學的課程專家與
本校老師進行共同備課、設計教案、選定中三級作為授課班別，當天參加觀課的包括
香港大學的課程專家、教育局代表及友校老師，在評課會議中，反映出本校師生不論
在講解、測試產品，討論及反思方面，均有出色的表現，大獲好評和讚賞。我們所設
計的產品，更榮獲香港大學頒發的『STEM 自主企業家 卓越獎(中學組)』和北區青年
活動委員會之 2018 年優秀社區服務獎，而其中三款產品，更獲香港工業總會支援指導
學生優化設計及量產，產品於九龍倉｢學校起動計劃趁墟做老闆｣展銷會中推出。
上述研發創科護老產品的事例顯示，當學生具備正面的價值觀及明確的人生目標，
有服侍社群的抱負時，學習再也不是難事！所以我們深信『情意帶動智能發展，有效
促進學生學習』！
近年新冠疫情持續影響，學校面授課課時大幅減少，我們確信『情意教育有效促
進學生學習』，相關研究結果*亦發現：
1.
2.

按現時理解，學生能否成功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其情意心態。
資優三環概念中，創造力和工作熱忱在決定資優學生能否成功方面，跟智力（用智
商來衡量）同樣重要。

願我們的校園時刻充滿上主的恩典、歡樂、欣賞、朝氣、夢想和愛……學生健康
成長，愉快學習。
*參考文章： 我們如何學習 — 淺談近代教育心理學研究結果，作者：資優教育學苑前
院長吳大琪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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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全港青年 STEAM 比賽 (由人工智能 AI 到社會智能 SI)
主辦：
明愛粉嶺陳震夏中學 (鳴謝：民政事務署資助)
支持機構： AISIA 人工智能社會智慧聯盟(民政事務署伙伴倡自強之社會企業項目)
明愛專上學院
比賽將以「社會智能」作為主題，所有參賽者必須按照「社會智能」的概念進行設計
與創作。歡迎中學及小學組隊參與。(全港共 20 多隊中、小學參賽，名額已滿！)
A. 比賽目的
1. 強化學生綜合和應用知識與技能的能力，培養學生的創新思維，鍛煉創造力、協
作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2. 以賽促學，激發學生的學習動機和興趣；
3. 以社會智能作核心，增強學生的人文關懷精神；
B. 比賽主題
是次比賽將以「社會智能」作為主題，所有參賽者必須按照「社會智能」的概念進行
設計與創作。為方便參賽者理解是次主題，參賽者可參考以下五個範疇去探索：
1. 智慧社會(健康、教育、照顧弱勢社群)
2. 智慧農業(生產及銷售)
3. 智慧環境(綠化與和諧社區)
4. 智慧交通(便利行人、單車或交通工具)
5. 智慧經濟(交易、管理)
(隊伍亦可自選範疇)
C. 比賽組別
中學組(中一至中五)

小學組(小三至小六)

D. 評審或/及頒獎嘉賓
1. AISIA 人工智能社會聯盟召集人凌浩雲先生
2. 明愛專上學院電子計算及信息科學院院長陳慶鴻教授
3. 明愛職業訓練及教育服務總主任 李劍華先生
4. 教育局課程及質素保證科課程發展處總課程發展主任(幼稚園及小學)李建寰先生
5. 教育局課程及質素保證科課程發展處高級課程發展主任(幼稚園及小學)冼麗馨女士
6. 教育局小學校本課程發展組總學校發展主任李陽博士
7. 香港大學教育學院教育應用資訊科技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羅陸慧英教授
8. 香港中文大學課程與教學系助理教授 趙建豐博士(教師發展和學校參與組主領)
9. 香港工業總會創新及科技發展委員會副主席 岑健偉先生
誠邀出席：
評審展覽： 12 月 10 日(星期五)、11 日(星期六)(9:00-17:00) (明愛粉嶺陳震夏中學)
頒獎展覽： 12 月 20 日(星期一)、21 日(星期二)(9:00-17:00) (科學園金蛋展覽區)
如有查詢，歡迎隨時聯絡本校陳立禮副校長、學校發展主任陳志強老師或學校行政
主任黃素惠女士(電話: 2669 9966)。

【附件三】

明愛粉嶺陳震夏中學
2021-2022 年度-升中資訊日 及樂遊震夏校園
回條

請負責老師透過以下的二維碼於網上報名或填妥下列表格，並傳真至本校(傳真號碼: 2677 6213)。
 截止日期為 2021 年 12 月 8 日(星期三)，名額有限，報名從速。
 如有查詢，歡迎隨時聯絡本校陳立禮副校長(6016 9630)、學校發展主任陳志強老師或學校行
政主任黃素惠女士(電話: 2669 9966)。
01) 升中資訊日
02) 校園導賞:樂遊震夏校園
升中導航網站
(歡迎學校/個人申請)
(歡迎學校/個人申請)

https://forms.office.com/r/uMV
LAswPsX

https://forms.office.com/r/Cdv
H4nyEFD

https://ctcampus.com/dev/cfs/tc

(本校傳真號碼: 2677 6213)
學校名稱

學校電話號碼

聯絡人姓名

聯絡人手提電話號碼

電郵地址

傳真號碼

01) 升中資訊日
活動 1: 升中資訊日

出席人數

1.

2021 年 12 月 10 日 (周五) 10:00-12:00

2.

2021 年 12 月 10 日(周五) 14:00-16:00 (另設升中選校講座)

3.

2021 年 12 月 11 日(周六) 10:00-12:00 (另設升中選校講座)

4.

2021 年 12 月 11 日(周六) 13:00-15:00

體驗活動
活動 4: 實體學習體驗活動 (可選擇 1 個或以上項目)
4a. 雞蛋科學及雞蛋的第二生命
4b. 走進 STEAM 達人 (電流急急棒)
4c. 走進 STEAM 達人 (咖啡渣肥皂)
4d. 走進 STEAM 達人 (Microbit 多功能智能拐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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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人數

活 動 程 序及簡 介
活動 1:

升中選校策略 及 學校簡介：情意教育有效促進學生學習

活動 2: English Matters
- 透過英語閣的攤位，以英文細說故事，配合 STEM 的現代議題，以遊戲方式帶出英語的趣味性。
- 利用 Read Aloud 及人工智能的默書電子應用學習程式，利用科技促進學習
活動 3: 地理百科小知識挑戰
- 參加者需回答一系列地理小知識挑戰來贏取小禮物。
- 問題中的地理小知識包括有世界上的自然及人文地理，還有部份是中學的地理學知識。
活動 4: 實體學習體驗活動 (可選擇 1 個或以上項目)
a) 雞蛋科學及雞蛋的第二生命:
透過醋蛋實驗[化學小實驗]，了解有關蛋殼的組成是碳酸鈣(CaCO3)，加入醋酸(CH3COOH)
會形成醋酸鈣( (CH3COO)2Ca )、水(H2O)及二氧化碳(CO2)。另外帶領學生從蛋看到生命的美
態，引導學生接受生命中的不完美，同時欣賞生命中美麗的風景。
b) 走進 STEAM 達人(電流急急棒):
這是一個有趣好玩的科學小遊戲，可以學到基本的電學知識，還可以訓練自己的穩定度，是
很多 MAKER 常做的一個簡易遊戲。
c) 走進 STEAM 達人(咖啡渣肥皂):
探索咖啡渣的成分，透過產品測試方法，探索咖啡渣能否替代個人護理產品中的微塑膠功能，
並提供消除去角質的效果產品。另外，引入『µHandy 行動顯微鏡』的「立體採樣貼紙」與
「凹槽前蓋」，學生可結合手機或平板電腦進入微觀世界探險，藉此比較微膠和咖啡渣的大
小，進行跨領域學習。
d) 走進 STEAM 達人(Microbit 多功能智能拐杖):
以改善長者日常生活為目標，學生需製作出具有電子互動元素的拐杖，課程中學生需學習編
程和 MIRCO:BIT 的使用方法，更需要利用工程設計思維改善產品。

02) 校園導賞:樂遊震夏校園@2021-2022 :
由本校校長、副校長及教學團隊親自介紹本校教學理念、收生要求、自主學習的課堂模式、全人
成長的關顧，並設有校園導賞及個別咨詢時段。
小組人數
1.

2021 年 12 月 17 日(周五) 14:30-16:00 (線上簡介會)

2.

2021 年 12 月 18 日(周六) 10:00-11:30

3.

2021 年 12 月 18 日(周六) 14:00-15:30

4.

2022 年 1 月 7 日(周五) 14:00-15:30 (線上簡介會)

5

2022 年 1 月 8 日(周六) 10:00-11:30 (線上簡介會)

6

2022 年 1 月 8 日(周六) 14:00-15:30

7

2022 年 1 月 14 日(周五) 14:00-15:30 (線上簡介會)

8

2022 年 1 月 15 日(周六) 10:00-11:30

9

2022 年 1 月 15 日(周六) 14:00-1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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