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港小學及中學校長、STEM 負責教師： 

 

誠邀參加「新地齊讀好書」 X 「未來工程師大賽」 

 

 香港科技創新教育聯盟 (簡稱聯盟) 旨在聯繫關心支持 STEM 教育的社會各界

人士，推動 STEM 教育發展。聯盟 2017 年成立以來，舉辦「香港 STEM 教育論壇」、

「未來工程師大賽」、「科創大講堂」等教師培訓和青少年競賽活動，廣受師生歡迎。 

 本年度的未來工程師大賽，已成功申請成為慶祝香港特區成立二十五周年的認

可活動。聯盟與新鴻基地產新閱會攜手合作，通過結合書展、閱讀分享會、STEM

講座等連串活動，加強科創教育推廣，裝備下一代應對未來的轉變和挑戰。新鴻基

地產一直投放資源推廣青少年閱讀，十多年來推出不同的閱讀推廣計劃，並於 2013

年成立「新閱會」，整合資源，進一步深入社區，透過多元化活動及網上閱讀平台

《點讀》，為廣大香港青少年帶來豐富愉快閱讀體驗。 

是次賽事將以「改善生活的科創點子」為題，鼓勵學生發揮創意，令日常生活

更精彩豐盛。 

現特專函誠邀 貴校組織學生參與，賽事分小學、初中及高中三個組別，各組

別設冠亞季軍及優秀獎，冠亞季軍隊伍可獲得獎座、獎狀及書券/一田現金券，參

賽隊伍均可獲香港貿發局贊助書展入場證。 

如有垂詢，歡迎賜電 3707 1146 與蔡小姐或 3707 1147 與江先生聯絡。 

順祝 

鈞安！ 

  

 

 

 香港科技創新教育聯盟    新鴻基地產 

       主席  張澤松   公司傳訊總監  廖國偉

       

2022 年 6 月 15 日 

附件：賽規、報名方法及交件安排 

  



 

 

 

附件：賽規、報名方法及交件安排 

 

聯合主辦機構：香港科技創新教育聯盟、新鴻基地產新閱會 

合辦機構： 香港工程師學會、電機暨電子工程師學會(香港分會)、 

 工程及科技學會(香港分會)、香港中文大學工程學院、 

 香港城市大學應用程式實驗室、嶺南大學 STEAM 教育及研究中心、 

 互聯網專業協會、香港貿易發展局、聖雅各福群會、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 

支持機構： 教育局、中央駐港聯絡辦公室教育科技部、香港教育大學、 

 香港城市大學工學院、香港城市大學理學院、香港浸信會聯會、 

 香港佛教聯合會、香港直接資助學校議會、香港電腦教育學會、 

 香港數理教育學會、資訊科技教育領袖協會、香港資優教育教師協會、 

 九龍地域校長聯會、香港島校長聯會、智慧城市聯盟、新界青年聯會、 

 大埔青年協會 

 

比賽主題 

改善生活的科創點子 

 

比賽目的 

1. 培養學生的創新思維，鍛煉創造力、協作和解决問題能力，重點培養學生工程

師思維； 

2. 以賽促學，激發學生的學習動機和興趣； 

3. 於現有基礎上加強與各界的深度合作，推廣科創發展。 

 

參賽資格 

歡迎全港中、小學校報名參與 

(參與學校將自動成為香港科技創新教育聯盟的學校會員和新閱會會員) 

 

比賽組別 

小學組、初中組、高中組 

  



 

 

參賽規則 

1. 每支參賽隊伍 1-4 人為一組； 

2. 以「改善生活的科創點子」為題，參賽者可以時下流行的科創技術去改善生活，

解決遇見的問題； 

3. 作品經初步甄選，入圍隊伍於現場簡報，評審即場評分； 

4. 所有作品必須包含與 STEM 相關的元素； 

5. 為推廣科普及增進交流，主辦機構擁有參賽作品的使用權，包括但不限於用作

複製、紀錄、出版、展覽、宣傳、推廣、申報境外比賽等用途； 

6. 參賽學生必須遵守上述各項參賽規則； 

7. 主辦機構保留對本章程的修改和解釋權。 

 

比賽獎勵 

小學、初中及高中組別，每組別設以下獎項： 

1. 一等獎：各組別一隊，精美獎座，$5,000 書券/一田現金券；指導老師獲「傑出

科創教育導師」稱號； 

2. 二等獎：各組別一隊，精美獎座，$3,000 書券/一田現金券；指導老師獲「傑出

科創教育導師」稱號； 

3. 三等獎：各組別一隊，精美獎座，$2,000 書券/一田現金券；指導老師獲「傑出

科創教育導師」稱號； 

4. 優秀獎：各組別五隊，每位參加者可獲獎狀；指導老師獲「優秀科創教育導師」

稱號； 

5. 每名參賽者可獲獎狀一張，以資鼓勵； 

6. 參賽隊伍可獲香港貿發局贊助書展入場證。 

 

決賽及頒獎典禮地點 

決賽：香港城市大學 (初擬) 頒獎典禮：天際 100 香港觀景台 (初擬) 

 

時間表 

1. 2022 年 7 月 15 日(五)前報名：參賽隊伍可獲書展入場證； 

2. 2022 年 8 月 5 日(五)：學校報名及作品提交截止； 

3. 8 月上旬初選：評審團初步甄選入圍隊伍； 

4. 2022 年 8 月 27 日(六)(初擬)：決賽； 

5. 2022 年 8 月 30 日(二)(初擬)：頒獎典禮； 

6. 2022 年 9 月後：優勝作品有機會於新地旗下商場舉辦的 STEM 作品展中展出 

(另行通知)。 

 



 

 

智能創客作品製作要求 

1. 創客精神：參賽隊伍應通過參賽作品，體現創客運動的精神，包括創新探索的

態度、動手實踐的文化、開放共享的理念、以及對技術的極致鑽研和對美好生

活的不懈追求。 

2. 作品主題：參賽作品應針對日常生活所遇到的難題提出解决方案。 

3. 具備智能：作品應能通過傳感器感知環境的變化，自動判斷並作出適當的反應；

這些反應，往往須要通過編程去實現。比賽對作品所用的傳感器、智能部件、

編程平台及語言等均不作任何限制，但作品須能體現參賽團隊的技術及動手能

力，不鼓勵使用現成套件進行簡單的裝嵌，不接受只是對裝置進行有綫或無綫

人手操控而缺乏自主智能反應的作品，作品必須爲原創。 

4. 運行環境：參賽隊伍須携同作品於指定時間及地點展示與說明，以供評分。每

一參賽隊伍可獲安排一張不小於 0.8 米×1.5 米的展覽桌，以供擺放及示範其作

品，並在評審主持人的指引下，依次到面積為 20ft(W)×10ft(D)的中央舞台上進

行不超過 5 分鐘的作品解說和演示。所演示的作品應能自主運作，所有控制及

運行的部件應全部呈現在展覽桌上供評判檢視，不允許附加隱藏的裝置或依靠

展覽桌外的任何裝置收發信號；作品運行時不排除有部份功能以人手操作，但

其中體現智能反應的部份，應該不須依靠人手干預，而能自動運作。 

 

智能創客作品資料遞交參賽 

所有參賽隊伍須向主辦機構遞交以下資料，供評審評分： 

1. 作品說明：參賽隊伍需要事前自備一張不小於 A2 大小的海報，以介紹其作品

的設計理念、用途等，評分時張貼在評審展示桌上，或自備適當的裝置以展示

於評審展示桌旁。 

2. 硬件清單（PPT、Word 或 PDF 格式，檔案大小不超過 3MB）：以圖片及文字列

出所使用的全部硬件及材料。作品運行時如需與任何器材（如電腦或手機）連

接，請參賽隊伍自行帶備全部所需器材、接綫及相關工具。評審場地可能提供

WiFi 上網（稍後公布），但不會提供上網接綫及上網插口。請盡可能使用乾電

池、移動電源或可充電電源，評審展示場地沒法保證爲每個展覽桌提供電源，

爲安全考慮，也不一定能容納每隊的自備拖板。 

3. 軟件設計（PPT、Word 或 PDF 格式，檔案大小不超過 3MB）：以流程圖或其他

適當方式，顯示作品中編程部份的運行邏輯，若有程序源代碼，或圖形化編程

模塊的畫面，也請在文檔內列出（不用另行遞交源代碼資料/文件）。 

  



 

 

 

評審安排 

1. 評審進行時，指導老師應離開，由參賽隊員以不超過 5 分鐘時間，向評判團及

在場參加評選的各校師生介紹： 

⚫ 作品可以解决生活上甚麽問題？爲何會有這樣的設計想法？ 

⚫ 如何體現參賽團隊的創意？如何體現參賽團隊的技術水平？ 

⚫ 這作品有何推廣價值？ 

⚫ 這作品有何不足之處？有甚麽改善方案？ 

2. 參賽隊伍介紹時，可以海報作爲輔助，也可以另行以 PPT 輔助，請自備器材播

放 PPT。 

3. 評判團在聽取介紹後，會向參賽隊伍提出問題並要求回答(不超過 3 分鐘)，以

驗證參賽隊伍對其作品的認識及對相關的背景資料及原理的瞭解程度；同時在

場的參賽師生也可就演示的作品進行提問(不超過 2 分鐘)，兩部分提問的作答

情況均影響評分。 

4. 智能創客作品評分標準： 

評審維度 權重 

創新性：能有創意地解决所面對的問題，這問題目前市面

上未有妥善的解决方案，或對目前市面上已有的解决方

案，有顯著的提高和創新。 

20% 

實用性：方案嚴謹合理，技術上可行，符合成本效益，製

作方法流程高效靈活，所實現的功能符合所選主題的需

求。 

20% 

技術水平：對難題的理解及方案的提出，須具有較高的與

課題相關的知識水平，或方案實現過程中，具備較高的軟

硬件知識水平，或包含改進了已有的工藝或技術，實現技

術創新。 

20% 

美觀：作品的外形和色彩運用，有適當的審美考慮，材料

及設計符合安全要求，用戶易於控制及使用。 
20% 

演示及回應：所介紹的資料充足，簡潔準確，語言流暢，

組員間配合得宜；回答問題時，對問題理解準確、思路清

晰、反應迅捷、邏輯嚴密。 

20% 

 

若比賽出現任何爭議，主辦機構有最終决定權；在整個評選活動過程中，如有任

何問題發生而本章程未能顧及者，主辦機構有權作補充與解釋。 

  



 

 

 

報名方法 

網上報名，請於 2022 年 8 月 5 日(五)前報名及提交作品。報名

連結：https://forms.gle/XTy8wN2TgfdtbcWv6 或掃描 QR Code。 

 

交件安排 

1. 參賽隊伍須提交一件智能作品，當中須包括： 

⚫ 一份硬件清單； 

⚫ 一份軟件設計圖；  

⚫ 一份程序源碼；及 

⚫ 利用文字/圖片回答指定問題 (文件可在”報名連結”內下載)。 

 

請參賽團隊將上述文件上傳至 Google Drive，文件格式可提交 PPT、Word 或 PDF，

再發送至秘書處 (admin@stem-alliance.org.hk)。 

 

2. 智能作品可以不同形式展示，包括(但不限於)文字報告、電腦演示、錄像（以

MPEG-4 為格式）、製成品、樣板或電腦軟件。除決賽當天外，參賽隊伍不用提

交製成品或樣板。 

 

3. 請確保提交的文件可在安裝了微軟視窗軟件系統、微軟 Office 軟件、微軟 

Media Player 及 Adobe Acrobat 的電腦中閱讀，而無需安裝其他電腦軟件。 

 

4. 請確保所有作品在 2022 年 8 月 5 日(五)下午 5 時正前上傳至 Google Drive 並

發送至秘書處，遲交作品將不會受理。 

 

5. 如有查詢，請致電 3707 1146 與蔡小姐或 3707 1147 與江先生聯絡。 

https://forms.gle/XTy8wN2TgfdtbcWv6
mailto:admin@stem-alliance.org.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