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時發佈

新聞稿

香港教育城與 Microsoft 首度合辦「創意共融編程大賽」
結合編程及共融訊息 以科技回饋社會
【2016 年 5 月 27 日，香港】STEM（科學、科技、工程及數學）教育在香港愈來愈受關注，近
月先後有多名本港學生在國際科技賽上榮獲獎項，充份顯示本港學生實力。而在發明的過程中，
編程是很重要的元素。
編程教育作為 STEM 的其中一項，除了可訓練學生的邏輯思維、創意、解難等能力，更重要是讓
學生在日常生活中實踐所學，並以相關知識回饋社會。香港教育城（教城）與 Microsoft 今年首
度合辦「創意共融編程大賽」
，讓學生發揮創意，運用編程工具，就共融議題設計遊戲或學習工具，
幫助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親身體驗共融。
「創意共融編程大賽」將透過一連串活動，助師生掌握編程技巧並了解如何透過編程宣揚共融訊
息，歡迎學校為小一至中六的學生組隊參加。大賽起動禮及首個活動講座已於 5 月 21 日圓滿結
束，當日活動座無虛席，除了介紹大賽詳情，亦邀得專家講解各類特殊學習需要及編程平台的特
點，豐富師生相關知識，為大賽做好準備。
香港教育城行政總監鄭弼亮先生表示：
「單是過去兩個月，教城舉辦、協辦及支持的 STEM 相關
活動已有十多場，STEM 氣氛熱烈，而現時科學發明均具編程元素，例如設計、分析數據等，因
此很值得在學校推廣編程。除了學界，編程亦得到商界和社會機構的重視和支持，很高興今年與
Microsoft 攜手舉辦首屆『創意共融編程大賽』
，讓編程變成更有意義的事，回饋社會。教城將繼
續積極推動 STEM，今年 12 月舉辦的『學與教博覽』亦將新增 STEM 展區，期間更會舉辦擂台
戰，讓師生一展所長。」
Microsoft 香港有限公司公共事業部總監陳育明先生表示：
「自己本身是工程師出身，當年求學時
所用的編程工具沉悶，亦未必能真正應用於工作。時至今天，編程工具已變得有趣，像今年比賽
要求使用的 Minecraft，本身亦很受學生歡迎。而 Visual Studio 更可真正應用於商業層面。
Microsoft 著重回饋社會，首要是幫助年輕人，包括投放資源於 STEM 教育上，第二是數碼共融，
以科技協助非牟利機構。今年『創意共融編程大賽』可滿足我們三個願望，既可讓學生熟習編程
並樂在其中，亦可製作有意義的工具幫助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
起動禮當日順利舉行四場活動講座，為師生提供編程基礎知識及背景資訊。香港傷健協會傷健學
院經理關卓倫先生指出，全港殘疾人士的總數超過五十八萬，學界要達致傷健共融，首先要認識
共融的核心價值，以及學習反常態思考，從而培養正確的意識及態度，方可真正實踐共融，其中
教師的以身作則及輔導尤其重要。

而香港教育大學特殊學習需要與融合教育中心助理項目經理林鎮威先生則就特殊學習需要學生的
特徵及相應的支援策略作出詳盡的講解，以及如何以不同形式的遊戲切合個別學生的需要，例如
面對注意力不足過動症（ADHD）的學生時，由於他們的專注力較低，設計遊戲時就要儘量加快
過關所需的速度，以及適時加入不同的刺激元素；而面對閱讀障礙的學生時，由於他們對文字的
敏感度較低，可以為他們設計語文相關的遊戲，輔助學習。
講座上亦由專家示範編程平台的運用，Coding101 聯合創辦人許嘉豪先生認為，編程教育有助學
生提升創意及解難能力，今次大賽中所採用的 Minecraft，可讓教師透過編程遊戲，簡易提升學
生們對特殊學習需要的認知。當日，Coding101 團隊更示範如何以 Minecraft 製作帶出共融訊息
的互動遊戲。Microsoft 香港有限公司業務發展及開發者體驗部技術平台顧問李錫信先生則示範
了利用 Visual Studio 進行編程製作，為中學生的參賽作品作了一次示範，並解說如何製作以共
融為本的編程作品。
「創意共融編程大賽」分為小學組（小一至小六）
、初中組（中一至中三）及高中組（中四至中六）
，
分別利用 Minecraft 及 Visual Studio 表達共融訊息及設計學習工具，幫助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
生。大賽將於 6 月至 8 月期間，為教師及學生舉行工作坊及夏令營，並於 9 至 10 月接受學校遞
交參賽作品，比賽結果將於 11 月下旬公佈，並於 12 月舉行頒獎禮暨擂台戰。詳情請參閱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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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香港教育城
香港教育城（www.hkedcity.net）的一站式專業教育網站，結合資訊、資源、互動社群與網上軟
件工具於一身。教城承諾與時並進，以成為業界倡導者為己任，全力推動學界透過資訊科技提升
學與教效能，與教育界同業並肩迎接這新機遇。
有關Microsoft
Microsoft（Nasdaq“MSFT”@ microsoft）是「流動為先、雲端為先」的世界中，具市場領先
地位的平台及生產力企業，其使命是幫助全球每個人和每個機構成就更多、實現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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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Microsoft x 教城：創意共融編程大賽」起動禮暨「編出共融夢」講座花絮

圖一：一眾嘉賓為「Microsoft x 教城：創意共融編程大賽」主持起動禮，象徵以編程融入日常
生活當中。左起：香港傷健協會總幹事高潔梅女士、香港教育城行政總監鄭弼亮先生、Microsoft
香港有限公司公共事業部總監陳育明先生、香港教育大學特殊學習需要與融合教育中心總監冼權
鋒教授、效率促進組首席管理參議主任吳治強先生、香港科技園公司首席市務總監林淑芬女士及
資訊科技教育領袖協會主席黃健威先生

圖二：一眾主辦及協辦機構、策略伙伴、支持機構及培訓顧問代表合照。

圖三：「創意共融編程大賽」起動禮及講座吸引不少師生前來取經。

圖四：香港傷健協會傷健學院經理關卓倫先生詳細解說香港殘疾人士的概要，以及達致傷健共融
的原則及要訣。

圖五：香港教育大學特殊學習需要與融合教育中心助理項目經理林鎮威先生就特殊學習需要學生
的特徵及相應的支援策略進行講解，以及如何以不同形式的遊戲切合個別特殊學習需要。

圖六：Coding101 聯合創辦人許嘉豪先生介紹小學組及初中組採用的 Minecraft 軟件，以及示範
如何以 Minecraft 製作帶出共融訊息的互動遊戲。

圖七：Microsoft 香港有限公司業務發展及開發者體驗部技術平台顧問李錫信先生示範利用 Visual
Studio 進行編程製作，並解說如何製作以共融為本的編程作品。

附件二. 「Microsoft x 教城：創意共融編程大賽」計劃簡介及工作坊詳情

主辦

Microsoft、香港教育城
1. 向教師及中、小學生推廣編程教育
2. 鼓勵學生發揮創意，利用 Minecraft、Visual Studio、Internet of Things 及 Cloud

目的

Services 平台，設計遊戲或學習工具
3. 透過設計遊戲或工具予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使用，讓學生成為共融校園的一份子
4. 得獎作品將與公眾分享，宣揚共融訊息
1. 小學組（小一至小六）

組別

2. 初中組（中一至中三）
3. 高中組（中四至中六）
* 以 2016/17 學年計
1. 比賽以隊制形式進行，每隊由 2 至 4 名學生組成。
2. 每一組別，每間學校最多可派 2 隊參加。
3. 每隊參賽隊伍須拍攝一段約 2 分鐘短片，並附上 200 字簡介，介紹其作品及製作意念，
與參賽作品一併遞交。
4. 每隊只能遞交一份作品。
5. 每組別設冠亞季軍各 1 名及優異奬各 5 名，獎品包括證書、Minecraft 學生帳號、Xbox One

詳情

主機套裝等。
6. 作品要求：
組別

使用平台

作品要求

小學

Minecraft

帶出共融訊息

初中

Minecraft

帶出共融訊息

高中

Visual Studio

設計學習工具，幫助有 (1)特殊學習困難、
(2)自閉症 或 (3)過度活躍／注意力不足的學生

 5 月 21 日：「創意共融編程大賽」起動禮暨「編出共融夢」講座

* 有關錄像重溫將上載至計劃網頁
 6 月及 7 月：教師工作坊
重要日程

 7 月至 8 月：學生夏令營
 9 月 1 日至 10 月 31 日：遞交參賽作品
 11 月：評審及結果公佈
 12 月：頒獎禮

詳情及報名請瀏覽 https://www.hkedcity.net/coding/



教師工作坊

對象：Minecraft - 小學及中學教師；Visual Studio - 中學教師
地點：教育局九龍塘教育服務中心
日期
6 月 22 日（星期三）
6 月 25 日（星期六）
7 月 2 日（星期六）
7 月 6 日（星期三）



時間

教授編程工具

10:00 - 12:00

Visual Studio

15:00 - 17:00

Minecraft

10:00 - 12:00

Minecraft

15:00 - 17:00

Visual Studio

10:00 - 12:00

Minecraft

15:00 - 17:00

Visual Studio

10:00 - 12:00

Visual Studio

15:00 - 17:00

Minecraft

學生編程夏令營

對象：學生（Minecraft：小學組及初中組；Visual Studio：高中組）
報名資格：必須為已報名參加「創意共融編程大賽」之學校學生，每校最多派兩名學生參與
地點：香港科學園
內容：學習使用編程工具、科學園導賞
日期
7 月 20 日（星期三）
8 月 2 日（星期二）
8 月 4 日（星期四）

時間

教授編程工具

09:30 - 12:30

Minecraft

14:00 - 17:00

Visual Studio

09:30 - 12:30

Minecraft

14:00 - 17:00

Visual Studio

09:30 - 12:30

Minecraft

14:00 - 17:00

Visual Studi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