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立及發展
香港新一代文化協會是一間政府認可的公共性質慈善機構。協會前身是《學生時代》雜誌社，創立於
1974年，1986年因應社會的變化和時代的需求進行改組並易名為「香港新一代文化協會」，繼續出版
《新一代雙周刊》，並加強青年學生的發展性工作。
為對前線教師提供有力支援及培育更多優秀青年人才，1989年，本會停止出版《新一代雙周刊》，將
工作重心轉移到教師支援和青年培育工作。多年來，本會致力為前線教師及青年學生提供最適切的活
動和服務，工作範疇包括：科普創意、國民教育、通識教育、教師支援、領袖培訓、社會關懷等。
為更有效地推廣科學創意，向教育界提供更系統及有效的支援，本會於2006年3月成功向原教育統籌局
爭取將原西貢郊野學習館改建為「香港新一代文化協會科學創意中心」(下稱「科創中心」)。科創中心
負責主辦及承辦本港、全國及國際科學賽事，舉辦一系列以教師、學生、家長為對象的工作坊、講座
及科學創意親子活動，設立學界科學英雄榜及優秀作品展覽，舉辦「良師啟導計劃──未來科學家培
育計劃」、「特別資優學生培育支援計劃」，以及各類到校支援工作，旨在為全港中小學的師生、家
長提供全面而多元化的科學創意活動。

宗旨
本會以「視野、創新、博識、承擔」作為培育人才的目標，為青年朋友提供多元化的活動及服務，藉
此讓青年人有機會自我培育及發展，逐步建立積極的人生觀和關心社會人群的精神，成為有博識的、
植根於香港的新一代；倡導並創造條件讓青年學生認識、關心祖國，感悟、宏揚中華文化，藉此培養
青年人對國家民族的歸屬感和責任感；同時為教師提供各種支援服務，提升教師的專業素質。

香港新一代文化協會網址：http://www.newgen.org.hk
香港新一代文化協會科學創意中心網址：http://sic.newgen.org.hk

籌募經費
本會在過去三十六年來一直致力推動香港青少年發展性工作，為廣大青年學生提供多元化的活動及訓
練。服務範圍包括科技普及、創意教育、交流考察、領袖訓練、公民教育、調查研究、出版刊物和協
助聯校活動等。為應付龐大的營運經費及提供更優質的服務，令青少年得到更全面的發展，本會極需
社會各界熱心人士的鼎力支持。我們祈望 閣下/貴機構能慷慨解囊，大力捐輸，協助本會推動各項意
義深遠的教師支援及青少年發展工作。

捐款辦法：
請將劃線支票郵寄至香港銅鑼灣道19-23號建康大廈13字樓香港新一代文化協會收，支票抬頭請寫「香
港新一代文化協會有限公司」，並在信封面註明「捐款」；或直接將善款存入本會戶口：南洋商業銀
行043-474-1-077960-2，並把存款票據及個人資料寄回，以便發出正式收據。

捐款港幣壹佰圓或以上，可憑本會發出的正式收據向稅務局申請免稅。

事實上，全世界所有國家都在推行國民教育。無論是
西方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抑或是貧窮落後的
第三世界國家，推行國民教育都是一件理所當然、天
經地義的事，因為它是民族凝聚、國家發展的基礎。
對於每一個人來說，愛國就等於愛自己的母親，是一
種血濃於水的骨肉親情，亦是作為國民應盡的責任。
然而，在香港推行國民教育，卻被某些別有用心的人
描述為「洗腦工程」、「政治灌輸」，並刻意抹黑，
這不單是世界的奇事怪事，更是香港的悲哀。
記得沈祖堯教授早前與來自30間中學的400多位師生
真情對話時，曾這樣提醒在座各位：首先你們要認
同自己是100%的中國人，這是你們的國民身份；其
次，既然你是100%的中國人，你就必須熱愛自己的
國家，認同國家的發展成就，包容國家存在的不足；
再次，你必須擁抱國家、深入了解國情，親身參與國
家的現代化建設，幫助國家更好地發展，而不是旁觀
者，更不能只是批評而毫無建設。我認為，沈教授的
這一席話很值得青年人深思。
香港人也是中國人，和內地十三億同胞是一脈相連、
榮辱與共地存在於中國這個命運共同體，也應該和十
三億同胞一樣熱愛自己的祖國。作為國民的一分子，
這是天經地義的事，因此，國民教育不是「洗腦工
程」，亦不是「政治灌輸」，它是讓學生透過加深對
國家民族、歷史文化的認知，建立自己的國民身份認
同，從經歷殖民管治後的身份疑惑中走出來，並沒有
也不可能抹殺學生的獨立思考和判斷，尤其是在香港
這個資訊發達、言論自由的社會。再者，認識國家，
了解國情，亦能讓年輕一代更好地把握國家當前迅速
發展的絕佳機會，拓展自己的事業，可謂有百利而無
一害。
然而，推行國民教育必須講究方式方法，而不是流於
表面，重量不重質，否則只會是吃力不討好，浪費資
源。這就需要社會各界尤其教育界同仁，集思廣益，

探索出一套適合香港的國民教育方法，才能取得成
效。
本會創立36年來一直致力推動國民教育，舉辦了超過
150項兩地交流考察計劃，並建立了不少品牌活動，
如「我的祖國—京港澳學生交流營」、「清華大學明
日領袖國情培訓計劃」。近年來，為加強對老師的支
援，本會已舉辦了八期「清華大學（香港教師）國情
培訓計劃」以及一系列「全港教師國情研討會」，建
立了「國情教育網站」等。透過總結多年的經驗及體
會，本人認為國民教育的路徑，可以歸納為四部曲—
「知、情、意、行」。
「知」，就是對國家歷史文化以及當代國情的認知，
這是國民教育的基礎。如果對國家的歷史文化、發
展過程沒有清晰的認識，對國家的政策、發展方向沒
有足夠的了解，很可能會對國家的現狀以及一些處理
問題的手法感到不理解。「不理解」的結果，就容易
產生「不認同」。因此，國民教育應該提供更多資源
和途徑讓學生能更深入、更全面地認識祖國，例如讓
學生親身到內地交流考察，獲取第一手資料，從而形
成對國家更全面、更客觀的思考和判斷。「情」，就
是對祖國有情感上的認同，建立愛國之情。但是感情
這東西很容易消失，是一種表面的東西。例如，在中
國取得榮耀的時候，很多人會為自己身為中國人感到
自豪，但是盛會過後這種自豪感可能會隨之消失。為
了讓愛國之情不輕易流失，就要馬上將其昇華為價值
觀，建立一種愛國的價值信念和思想，這即是第三部
曲—「意」。有了這種愛國的價值信念之後，就要將
其帶進日常的學習、工作和生活中，進一步付諸行動
（ 即是「行」)，時刻關心國家大事，並通過各種途
徑為國家出一分力，這是國民教育最高層次的目標。
對於青年學生來說，從「知」到「行」，是一個漫長
而複雜的過程。教師作為學生的心靈導師，在推動
國民教育中的角色尤為重要，應該在「知」到「行」
的過程中給予學生適當的引導和鼓勵。我們期望廣大
前線教師能堅守國民教育的信念，積極面對一切困難
和挑戰，幫助學生建立「我是中國人」的國民身份認
同。本會將繼續為教師和青年學生舉辦一系列富有啟
發性的交流考察活動，與教育界同仁齊心協力，讓本
港的國民教育能開花結果！
總幹事 蘇祉祺
二零一零年十二月

國民教育四部曲: 「知、情、意、行」

行

政長官曾蔭權在 2010 / 2011 年施政報告中指
出，推動國民教育是特區政府的既定方針，
政府會進一步增加學生參加內地學習及交流活動的機
會。由此可見，政府已意識到目前香港國民教育仍有
所不足。然而，此建議一出，社會上就立即有人說這
是「洗腦工程」、「政治灌輸」，會令學生缺乏獨立
和批判的思考，對學生「禍害無窮」等。

總幹事的話

國民教育四部曲:
「知、情、意、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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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代組織架構圖
組織架構

顧問

董事會

Advisors

Board of Directors

科學創意中心管理委員會

總幹事

HKNGCASIC
Management Committee

屬會管理委員會
Sub-organizations
Management Committee

Executive Director

總監

副總幹事

Director

Vice Executive Director

屬下組織
Sub-organizations
香港新一代之友

高級項目主任

高級項目主任

行政主任

Senior Project
Officer

Senior Project
Officer

Administrative
Officer

HK New Generation Friends

香港大專學壇
HK Tertiary Student Forum

項目主任

項目主任

Project Officer

香港新動力

Project Officer

HK New Generation Pulse

香港科學創意學會
HK Science & Creativity Society

董事會
Board of Directors
主席 ： 黃志明先生

Chairman : Mr. Wong Chi-ming

董事 ： 陳序臻先生
廖滿珊女士		
鄭利明博士		
楊漢權先生		
麥燕薇女士
蕭開廷先生
林曉茹女士
林菁菁女士

Members : Mr. Chan Tsui-tsun
Ms. Liu Moon-shan
Dr. Cheng Lee-ming
Mr. Yeung Hon-kuen
Ms. Mak Yin-mei
Mr. Siu Hoi-ting
Ms. Lam Hiu-yu
Ms. Lam Jing-jing

香港科學英才會
HK Science Talent Society

香港明日領袖清華課程校友會
Tsinghua Alumni Association of
HK Future Leaders

香港通識教育協會
HK Liberal Studies Organization

香港新一代文化協會職員
Staff of The Hong Kong New Generation Cultural Association
總幹事

:

蘇祉祺博士, MH

Executive Director

:

Dr. So Chi-ki, Thomas, MH

副總幹事

:

蔡海璇小姐

Vice Executive Director

:

Ms. Choi Hoi-shuen, Jackie

高級項目主任

:

謝凱欣小姐

Senior Project Officer

:

Ms. Tse Hoi-yan, Teresa

行政主任

:

陳珍冰小姐

Administrative Officer

:

Ms. Chan Chun-ping, Betty

項目主任

:

李子政先生

Project Officers

:

Mr. Li Chi-ching, James

鄧燕茹小姐

Ms. Deng Yan-ru, Ritta

林淑嫻小姐

Ms. Lam Shuk-han, Kathy

盧紹榮先生

Mr. Lo Siu -wing, Ryan

香港新一代文化協會科學創意中心職員
Staff of The Hong Kong New Generation Cultural Association Science Innovation Cent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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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監

:

黃金耀博士

Centre Director

:

Dr. Wong Kam-yiu, Jimmy

項目主任

:

鄧志強先生

Project Officers

:

Mr. Tang Chi-keung, David

陳天虹先生

Mr. Chen Tian-hong, Ben

周敏儀小姐

Ms. Chau Man-yee, Cherry

陳展宏先生

Mr. Chen Chin-wang, Tim

本會顧問

下列排名依姓氏筆劃序

Listed according to number of strokes of surname

陳繁昌教授
Prof. Tony F. Chan

休斯頓大學物理系教授及德州超導中心創始主任
Professor of Physics and TLL Temple Chair of
Science, University of Houston

香港科技大學校長
President, The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沈祖堯教授, SBS
Prof. Joseph J.Y. Sung, SBS

崔國文教授
Prof. Cui Guo-wen

香港中文大學校長
Vice-Chancellor and President,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前清華大學對外學術文化交流中心主任
Former Director of the Center for Overseas Academic
and Cultural Exchanges, Tsinghua University

李樂詩博士, MH
Dr. Rebecca Lee Lok-sze, MH

張炳良教授, GBS, JP
Prof. Anthony Cheung Bing-leung,
GBS, JP

極地博物館基金有限公司創會人
Founder of Polar Museum Foundation Limited

組織架構

朱經武教授, JP
Prof. Paul Chu Ching-wu, JP

香港教育學院校長
President, The Hong Kong Institute of Education

易紅教授
Prof. Yi Hong

梁振英, GBS, JP
Mr. Leung Chun-ying, GBS, JP

東南大學校長
President, Southeast University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會議非官守議員召集人
Convenor of the Non-official Members of the
Executive Council

范徐麗泰, 大紫荊勳賢, GBS, JP
Mrs. Rita Fan, GBM, GBS, JP

梁智仁教授, SBS, JP
Prof. John CY Leong, SBS, JP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
Member,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standing
committee

香港公開大學校長
President, The Open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徐立之教授, JP
Prof. Tsui Lap-Chee, JP

黃玉山教授, BBS, JP
Prof. Wong Yuk-shan, BBS, JP

香港大學校長
Vice-Chancellor and President,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香港科技大學副校長
Vice-President, The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郭位教授, JP
Prof. Kuo Way, JP

葉國華先生
Mr. Paul Yip Kwok-wah

香港城市大學校長
President,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香港政策研究所主席
Chairman, Hong Kong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Limited

唐偉章教授, JP
Prof. Timothy W. Tong, JP

曾德成, GBS, JP
Mr. Tsang Tak-sing, GBS, JP

香港理工大學校長
President,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香港特區政府民政事務局局長
Secretary for Home Affairs,
HKSAR Government

陳玉樹教授, BBS, JP
Prof. Chan Yuk-Shee, BBS, JP

葉劉淑儀, GBS, JP
Ms. Regina Ip Lau Suk-yee, GBS, JP

嶺南大學校長
President, Lingnan University

立法會議員
Legislative Councillor

陳新滋教授
Prof. Albert Chan Sun-chi

劉寶珺教授
Prof. Liu Bao-jun

香港浸會大學校長
President and Vice-Chancellor,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中國科學院院士
Academician,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陳龍安教授
Prof. Chen Lung-an
中華創造學會理事長
Director, China Creatives Studies Instit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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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創意中心榮譽科學顧問

Science Innovation Centre Honorary Science Advisors

組織架構

顧問姓名

職銜

Name

Position

沈祖堯教授, SBS
Prof. Joseph J.Y. Sung, SBS

香港中文大學校長
President,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唐偉章教授, JP
Prof. Timothy W. Tong, JP

香港理工大學校長
President,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孫明揚, GBS, JP
Mr. Michael Suen Ming-yeung, GBS, JP

香港特區政府教育局局長
Secretary for Education Bureau, Hong Kong SAR Government

徐立之教授, JP
Prof. Tsui Lap-chee , JP

香港大學校長
President,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張炳良教授, GBS, JP
Prof. Anthony Cheung Bing-leung, GBS, JP

香港教育學院校長
President, The Hong Kong Institute of Education

郭 位教授, JP
Prof. Kuo Way, JP

香港城市大學校長
President,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陳玉樹教授, BBS, JP
Prof. Chan Yuk-shee, BBS, JP

嶺南大學校長
President, Lingnan University

陳新滋教授
Prof. Albert Chan Sun-chi

香港浸會大學校長
President,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陳繁昌教授
Prof. Tong F. Chan

香港科技大學校長
President, The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劉吳惠蘭, JP
Mrs. Rita Lau Ng Wai-lan, JP

香港特區政府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
Secretary for Commerc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Bureau, Hong Kong SAR Government

科學創意中心科學顧問

Science Innovation Centre Science Advisors
顧問姓名

職銜

Name

下列排名依姓氏筆劃序
Listed according to number
of strokes of surname

Position

方永平教授
Prof. Fong Wing-ping

香港中文大學生物化學系教授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Biochemistr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王國彝教授
Prof. Michael K. Y. Wong

香港科技大學物理系教授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hysics, The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李樂詩博士, MH
Dr. Rebecca Lee Lok-sze, MH

極地博物館基金有限公司創會人
Founder of Polar Museum Foundation

林超英, SBS
Mr. Lam Chiu-ying, SBS

香港氣象學會主席
Chairman, Hong Kong Meteorological Society

侯經權先生
Mr. Hau King-kuen

香港特別行政區創新科技署高級電子工程師
Senior Electronics Engineer in the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Commission, Hong Kong SAR Government

容啟寧教授
Prof. Edward K. N. Yung

香港城市大學電子工程系教授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Electronic Engineering,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徐國榮教授
Prof. Tsui Kwok-wing

香港中文大學生物化學系教授
Professor, Dept. of Biochemistr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翁建霖教授
Prof. Yung, Ken Kin-lam

香港浸會大學生物系教授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Biology,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張仕中教授
Prof. A.S.C.Cheung

香港大學理學院副院長
Associate Dean of Faculty of Science,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張景豐先生, BBS
Mr. Cheung King-fung, BBS

香港發明協會主席
Chairman, Hong Kong Invention Association

莫紹祥先生
Mr. Mok Siu-cheung

香港發明協會理事
Committee Member, Hong Kong Invention Association

郭泰倫博士
Dr. Terence Kwok

久保前科技研究所
Kelpionics Research Co.

陳玉成博士
Dr. Chan Yuk-shing Gilbert

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生物及化學科技系副教授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Applied Biology and Chemical Technology,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陳炯林教授
Prof. Chan Kwing-lam

香港科技大學數學系教授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Mathematics, The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陳浩然教授
Prof. Chan Ho-yin, Edwin

香港中文大學生物化學系副教授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Biochemistr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陸勤教授
Prof. Lu-qin

香港理工大學電子計算學系教授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omputing,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勞永樂醫生, JP
Dr. Lo Wing-lok, JP

全民健康動力主席
Chairman, People's Health Actions

曾淑瑩教授
Prof. Tsang Suk-ying, Faye

香港中文大學生物化學系教授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Biochemistr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黃小玲博士
Dr. Alice, Wong Siu-ling

香港大學教育學院助理教授
Assistant Professor, Faculty of Education,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楊子儀博士
Dr. Rocky Yeung

香港發明協會理事
Committee Member, Hong Kong Invention Association

劉文建博士
Dr. Vincent Lau

九方科技集團創辦人及董事
Founder and Director, Q9 Technology Holdings Ltd.

劉定禮博士
Dr. Lau Ting-lai

香港大學工業及製造系統工程系副教授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Industrial and Manufacturing Systems Engineering,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鄭利明教授
Dr. Cheng Lee-ming

香港城市大學電子工程系副教授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Electronic Engineering,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盧冠廷先生
Mr. Lowell Lo

綠色生活專門店有機生活顧問
Advisor, Green Earth Society

盧煜明教授
Prof. Lo Yuk-ming, Dennis

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副院長（研究）
Associate Dean (Research) of the Faculty of Medicine,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蘇詠梅博士
Dr. So Wing-mui, Winnie

香港教育學院數社科技學系署理副系主任暨副教授
Acting Deputy Head of Department and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Mathematics, Social Scienc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Hong Kong Institute of Education

科學創意中心管理委員會名單

Science Innovation Centre Management Committee
主席
President

委員
Committ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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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排名依姓氏筆劃序
Listed according to number
of strokes of surname

黃玉山教授
Prof. Wong Yuk-shan

香港科技大學副校長
Vice-President, The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方永平教授
Prof. Fong Wing-ping

香港中文大學生物化學系教授
Professor, Dept. of Biochemistr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梁 添先生
Mr. Leung-tim

中華基督教會燕京書院教師
Teacher, CCC Yenching College

陳沛田先生
Mr. Chan Pui-tin

香港特區政府教育局總課程發展主任（資優教育）
Chief Curriculum Development Officer (Gifted Education) CDI, EDB, Hong Kong SAR Government

黃小玲博士
Dr. Alice, Wong Siu-ling

香港大學教育學院助理教授
Assistant Professor, Faculty of Education,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林曉茹小姐
Ms. Lam Hiu-yu

香港新一代文化協會主席
Chairman, Hong Kong New Generation Cultural Association

廖滿珊女士
Ms. Liu Moon-shan

香港新一代文化協會董事
Director, Hong Kong New Generation Cultural Association

蕭美玉女士
Ms. Siu Mei-yuk

聖保羅男女中學附屬小學教師
Teacher, St. Paul's Co-educational College Primary School

蘇祉祺博士, MH
Dr. So Chi-ki, MH

香港新一代文化協會總幹事
Executive Director, Hong Kong New Generation Cultural Association

下列排名依姓氏筆劃序
Listed according to number
of strokes of surname

重點活動記事簿
9月
l 「新一代公民大使培育及推廣計劃2010」成果分享暨
嘉許典禮
l 「香港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09-10」優秀作品展
（奧海城商場一期）
l 學生創意訓練工作坊（北角官立小學）
l 「第25屆全國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第十屆中國
青少年機器人競賽」及「第七屆宋慶齡少年兒童發明
獎」頒獎典禮
l 「香港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09-10」優秀作品展
（淘大商場）
l 「香港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10-11」簡介會
l 學生創意訓練工作坊（澳門嘉諾撒聖心英文中學）
l 學生創意訓練工作坊（宣道會陳朱素華紀念中學）
l 學生創意訓練工作坊（匯基書院）

10月
l
l
l
l
l

新一代屬會幹事營
學生創意訓練工作坊（匯基書院）
學生創意訓練工作坊（拔萃女小學）
學生創意訓練工作坊（宣道會陳朱素華紀念中學）
學生創意訓練工作坊（聖士提反書院）

l 學生創意訓練工作坊（彩虹邨邨天主教英文中學）
l 「第五屆未來發明家培育計劃」創意思維工作坊

l
學生創意訓練工作坊（棉紡會中學）
l 「香港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09-10」優秀作品展
（淘大商場）
l 2010香港青少年3D動畫創作大賽—上海世博冠軍考察團
l 學生創意訓練工作坊（天主教郭得勝中學）
l 「創意數碼科技」系列科普講座：「3D電影的製作與
趨勢」
l 「創新科技節」路演（太古城中心）
l 「通識教育大課堂2010—珠三角考察體驗團
（第四期）」出發前聚會
l 新一代屬會交職典禮
l 學生創意訓練工作坊（民生書院小學）
l 通識教育大課堂2010—珠三角考察體驗團（第四期）
（東莞、廣州、江門、中山，4天）
l 「第五屆良師啟導計劃－未來科學家培育計劃」迎新營

11月
l
l
l
l
l

學生創意訓練工作坊（拔萃女小學）
學生創意訓練工作坊（官塘官立中學）
學生創意訓練工作坊（香港赤柱聖士提反書院）
「創新科技節」攤位展覽及工作坊（香港科學園）
第五屆未來發明家培育計劃—參觀創新科技節
（香港科學園）
l 學生創意訓練工作坊（啟基小學）
l 學生創意訓練工作坊（宣道會陳朱素華紀念中學）
l 科普講座：「RFID技術的研發」
l 創新科技節講座：「學生創意發明的貢獻」
l 創新科技節講座：「航空—今天及未來」
l 科普講座：「3D動畫製作」
l 創新科技節講座：「中國航天科技發展的回顧與前瞻」
l 「香港青少年科幻小說創作大賽」工作坊
l 領袖培訓講座：唯物辯證法（一）
l 「第十屆明天小小科學家獎勵活動」終評（北京）
l 全港教師國情研討會：「天安門事件」
l 學生創意訓練工作坊（嘉諾撒聖方濟各書院）
l 「創意數碼科技」系列科普講座：「3D電影的製作與趨勢」
l 科普講座：「科學與科幻」
l 第五屆未來發明家培育計劃—「從科學實驗找靈感」工作坊
l 學生創意訓練工作坊（長沙灣天主教英文中學）
l 學生創意訓練工作坊（福建中學附屬學校）
l 學生創意訓練工作坊（保良局何壽南小學）
l 科普講座：「天才與白痴」
l 「創意數碼科技」系列科普講座：「3D電影的製作與趨勢」

重點活動記事簿

2010年9月至12月

12月
l 「寧港青年領袖交流考察團2010」：出發前聚會暨國情研討會
l 科普講座：「中國航天科技」
l 創意天文營
l 學生創意訓練工作坊（啟基學校）
l 學生創意訓練工作坊（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
l 學生創意訓練工作坊（拔萃女小學）
l 學生創意訓練工作坊（觀塘官立中學）
l 學生創意訓練工作坊（宣道會陳朱素華紀念中學）
l 領袖培訓講座：唯物辯證法（二）
l 第五屆未來發明家培育計劃 —「手動相撲機械人」
工作坊及「環保氫氣車製作」工作坊
l 「第五屆良師啟導計劃－未來科學家培育計劃」
l 新一代屬會聖誕派對
l 「聖誕國民教育活動」授旗儀式
l 全港教師國情研討會：「中華民族振興之路」
l 寧港青年領袖交流考察團2010（南京，5天）
l 「清華大學(香港教師)國情培訓計劃（第二期）」
（北京，7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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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問專訪—
突破源自好奇 失敗從未放棄

文: 林淑嫻

顧問專訪

香港大學校長徐立之教授：

香港大學校長徐立之教授

八

年前，香港大學希望找到一位世界級的
學者帶領港大躋身全球首二十五家大
學之列。八年後的今日，香港大學不但位列亞
洲大學之首，更躍升成為全球第二十一位的學
府。在遺傳學、人類基因研究取得卓越成就的
香港大學校長徐立之教授認為，這並不是他一
人努力的成果，而是港大這個大家庭共同努力
的成果。

童年創意 源自無限好奇心
徐教授生於上海，長於香港，從小對身邊的事
物充滿好奇。除了向老師提出很多疑問外，徐
教授還會主動發掘身邊有趣的事，尋找答案。
徐教授自言小時候經常「拆口野嘢嘢」，會把家中廢棄
的東西拆開進行研究。在沒有工具的情況下，
徐教授更會自製工具來解決「拆不開」的難
題，例如用一根鐵線拆開手錶，這實在令筆者
意想不到。在中秋節，富創造力的徐教授不但
用竹篾製造了各式各樣的燈籠，而且還利用月
餅盒製作了一條小村莊的建築模型。許多人都
說，童年是科學家的搖籃，徐教授的例子就很
好地證明了這句話。

失敗，徐教授卻從不氣餒。反之，懷著尋求真
理的執著，徐教授在失敗的時候已開始思考解
決辦法。只要想到新的方法，徐教授甚至會廢
寢忘餐、通宵達旦地研究，堅持找到真正的答
案，成為第一個發現的人。
在這種堅持下，徐教授於1989年成功斷定導致
囊狀纖維症的缺陷基因(英文簡稱CFTR)，取得
了人類遺傳學上的重要突破。徐教授至今已發
表超過360篇科學文獻及論文，其成就獲得全球
學術界的認同，得獎無數，甚至多次被提名到
諾貝爾獎金委員會，被稱為在未來10年內，最
有機會問鼎諾貝爾醫學獎的首位華人科學家之
一。徐教授的經歷，說明了面對失敗確實不需
要沮喪，只要堅持理念，朝著目標不斷努力，
最終定會取得成功！

徐教授大部分時間都
在實驗室做研究。

失敗從不沮喪 成功源於堅持
徐教授笑言，實驗不成功是很平常的。「科
學，就是要第一個去發現(First to discover)，找出
事實的真理，而不是發明。」但是，即使面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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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機會
從人類基因研究專家到港大校長

顧問專訪
香港大學校長徐立之教授

徐教授於1972年及1974年在香港中文大學取得
生物學學士及碩士學位後，遠赴美國匹茲堡大
學深造，並於1979年獲授生物科學博士學位，
畢業後前往加拿大多倫多病童醫院工作。從DNA
著手，從事人類遺傳學研究，在當時來說是一
種大膽的嘗試，走在行業的前端。而徐教授卻
自信可行性高，認為研究這個課題將有很大的
發展前景以及應用意義。「這是一個偶然的機
會，而我看準了。」徐教授如是說。憑著自身
的信心和勇氣，以及在當時導師、醫院方面的
支持和鼓勵之下，徐教授堅持研究，迎難而
上，最終成為蜚聲國際的遺傳學家。
到後來，徐教授出任香港大學校長，他亦認為
是一個「偶然的機會」。2002年，徐教授在香
港大學校務委員會主席馮國經博士的邀請下，
接受遴選出任校長一職。徐教授當時經過多方
面的權衡，最後決定把握機會，從多倫多返
港，擔任港大掌舵人。
面對從「管理實驗室」到「管理大學行政工
作」的轉變，徐教授坦言後者比前者複雜且涉
及面更廣，面對的挑戰和考驗亦更多。但徐教
授憑著其做事認真的態度以及港大一眾同事通
力配合，亦很快適應了校長的工作。

港大的大家庭文化讓師生對學校充滿歸屬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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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教授與四位歷任校長
於港大百周年校園奠基
典禮上合照。

擁同一目標 港大家庭文化
香港大學擁有悠久的歷史，為亞洲優秀學府。
對於如何將港大追求卓越的傳統發揚光大，將
港大發展得更好，徐教授表示需集中力量，從
實現每一個小目標做起。「由散射的光變成鐳
射的光，力量就會大很多，雖然光的數量不
變，但同步和同方向卻最重要。」因此，港大
的發展原則是「彼此商量、互相統籌發展」。
徐教授相信，由下而上的表達模式、師生共同
討論，才能策劃可持續發展的計劃；不論在學
校擔當什麼角色，每個人都是學校的一分子，
一同為大學這大家庭而努力。筆者開始明白，
香港大學努力的成果不只是亞洲、世界排名的
躍進，更多的，是同心協力的合作力量，讓港
大成為彼此的另一個家。

徐校長在港大開放日
與學生打成一片，無
分彼此。

國民教育 時間與習慣

顧問專訪

對於國民教育，徐教授認為年青人都應該要有
國民意識，要有國家的觀念。但由於香港被英
國統治百多年，國民意識由習慣變成了不習
慣，而國民教育就是要把這種不習慣變成習
慣。故此，香港要接受一種新的國家文化，把
以前的傳統變成新的傳統，需要時間的薰陶，
與大學的傳統文化一樣。

業了就是學習的終站。另外，徐教授亦希望年
青人對自己的定位作好準備，做自己感興趣的
工作，而不是做社會上大多數人所著眼的工
作。因為社會需要多元化的人才，各行各業的
人才發揮所長，才能造就一個全方位發展的社
會。

寄語青年朋友

後記

面對中國內地急速發展的環境，徐教授期望香
港學生善用自己的優勢和長處，抓緊到內地發
展的黃金機會。「香港是中國的一個城市，但
是在一國兩制之下好像形成了一個隔膜，我鼓
勵年青人要打破這層隔膜，因為國家是很歡迎
我們的。」

在專訪前，徐教授步出校長室，親自迎接筆者，
讓人感覺到徐教授的親切和平易近人；訪問期
間，每當提及實驗研究的過程，徐教授總會不自
覺地掛著滿足的笑容，細說箇中的樂趣，讓筆者
也被徐教授對科學研究的熱誠所感染。專訪的時
間雖然不長，但徐教授的每一句說話都讓筆者感
覺上了寶貴的一課：每個人都會在人生中遇到許
多困難，要排除萬難、取得成功，就應該像徐教
授一樣，懷著比平常人更多的堅持和勇氣，把握
機會，迎難而上。

同時，徐教授相信年青人比上一代的發展會更
好。首先，時下年青人擁有良好的發展條件和
空間。所以他寄語年青人處事不要過於心急，
宜先打好根基，遇到困難亦不要輕易氣餒。其
次，社會和科技的發展急速，為青年人提供了
多元化的學習資源和途經。因此，徐教授勉勵
年青人要終身學習，不要以為今天學懂了、畢

徐教授向來訪的解放軍介紹港大的教學文化。

香港大學校長徐立之教授

對於推進國民教育，徐教授認為，學校應當提
供各種機會，讓年輕一代認識祖國。一方面，
港大在新學制的核心課程中加入有關中國文
化、政府與社會的內容；另一方面，港大亦提
供機會讓同學到內地交流考察，透過experiential
learning(經驗學習)加深對內地的認識，並協助國
內的災後重建以及在國內推行一些服務計劃。

本會同事致送紀念品予
徐教授，感謝徐教授對
本會的支持和百忙之中
抽空接受專訪。

家人的支持，讓徐教授可
專注於事業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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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創意
「星之子」、「星之女」嘉許典禮

「星之子」、「星之女」嘉許典禮
延續摘星傳奇

兩

文：鄧志強

名學生再度為港「摘星」！

來自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的李安琪同學與該
校畢業生、現就讀香港科技大學的林俊禧同
學，憑著對科研的熱誠與努力，於多項本地、
全國以至國際性的科學賽事中屢獲佳績。他們
刻苦努力的故事得到傳媒的廣泛報道，更感動
了香港天文學會會長楊光宇先生。在楊先生的
大力推薦下，二人獲國際天文學聯盟認可及批
准，將兩顆小行星命名為「李安琪星」及「
林俊禧星」，其中李安琪更是本港首位「星之
女」！楊先生還在11月14日於「明報」副刊撰
寫以「星的名字 錢不能買」為題的文章，讚揚
兩位同學在科研路上的刻苦努力和科研成果之
餘，更勉勵本港其他青少年學習二人鍥而不捨
的研究精神。

鼓舞，會在未來的日子再接再厲，爭取更大成
績。隨後，兩位同學更與在場人士分享其科學
研究的經驗與心得，鼓勵對科研有興趣的同學
努力不懈、迎難而上，一同為科學進步出一分
力。
目前，名字被國際天文學聯盟用以命名小行星
的六位香港青年學生，均在本會科創中心的帶
領下參加過多個大型科學比賽及活動，如本會
科創中心主辦的香港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獨
家承辦的全國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英特爾國
際科學與工程大獎賽、台灣國際科學展覽會以
及明天小小科學家獎勵活動等。他們是本會多
年來用心栽培科技人才的碩果，亦是香港的光
榮！我們期待香港有更多的「星之女」、「星
之子」誕生，繼續為港爭光！

李安琪同學成為本港
首位「星之女」！

11月10日，本會科學創意中心舉行了「星之
子」、「星之女」嘉許典禮，表揚李安琪同學
及林俊禧同學的傑出表現。創新科技署長王榮
珍太平紳士擔任了主禮嘉賓，頒發小行星命名
證書予二人。香港中文大學校長沈祖堯教授亦
有出席頒獎禮，勉勵兩位同學在科研路上再創
高峰。李同學與林同學接受嘉許後，表示深受
創新科技署長王榮珍太平
紳士（左二）為李安琪同
學（左一）、林俊禧同學
（右二）頒發小行星命名
證書。

「星之子」與「星之女」獲此殊
榮，全賴他們的不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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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光宇先生於「明報」副刊撰寫
以「星的名字 錢不能買」為題的
文章。

本會科學創意中心培育出多
位傑出的少年科學家。圖為
香港首位「星之子」陳易希
以及新鮮出爐的「星之女」
李安琪、「星之子」林俊禧
的合影。

科普創意

發揮創意 展示才能

文: 周敏儀

第

七屆宋慶齡少年兒童發明獎已於本年
7月26日至8日1日假山西省太原市圓
滿結束。比賽共吸引了來自全國29個省、
自治區、直轄市的上萬件作品參評，比賽分
為小學、初中及高中三個組別，經過地方
篩選、網上初評和專家終評，最終評選出
金獎、銀獎、銅獎、園丁獎、組織獎和創
意獎。是項比賽除評獎活動外，大會還利
用網絡平台開展網上評獎、作品展示、與
專家對話和交流等活動，為廣大少年兒童
和科技教師搭建展示才能和智慧的舞台。
宋慶齡少年兒童發明獎是獲國家科技部支持的
青少年兒童科技類獎項。該獎設立於2001年，
旨在進一步貫徹落實國家「科教興國、人才強
國」的戰略，培養少年兒童的創新精神、實踐
能力和科學素養。比賽積極提倡發明作品符合
少年兒童創造的特點，貼近少年兒童的生活和
實際，而且體現童真童趣和人文情懷。
本屆許多發明作品貼近社會熱點，其中包括節
能、節水、環保、健康、交通等諸多方面，不
僅展示了少年兒童的聰明和才智，也充分體現
了他們的責任和愛心。香港代表隊由8位在本
年度香港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中獲獎的同學組
成，他們在是次賽事中勇奪8項專項獎，成績令
人鼓舞！他們的作品均吸引了大批公眾前來觀
摩，為兩岸發明創造教育活動的進一步開展和
交流奠定了基礎，開拓了少年兒童的視野。

第七屆宋慶齡少年兒童發明獎

第七屆宋慶齡少年兒童發明獎

參賽同學為
公眾介紹其作品。

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的賴富偉同學與其參賽作品。

來自瑪利諾神父教會
學校的馮穎彥同學正
接受傳媒訪問。

參觀山西煤炭博物館。

在比賽之餘，同學們亦不忘與其他省市的參賽
者交流科學發明的心得和體會，建立起珍貴的
友誼。大會亦安排參賽學生和指導老師參觀山
西博物館及山西煤炭博物館，讓大家有機會了
解當地的風土人情和社會風貌，增廣見聞。

參觀山西煤炭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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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屆「明天小小科學家」獎勵活動
科普創意

港隊再獲佳績 女生勇奪一等獎

文：陳天虹

贊助：香港特區政府教育局

繼

第十屆「明天小小科學家」獎勵活動

早前李安琪同學成為香港首位「星之
女」後，本港再發掘一名在科研方面有
卓越成就的年輕女科學家！她就是勇奪第十屆
「明天小小科學家」獎勵活動一等獎的楊穎琪
同學！
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中國科學技術協
會、香港周凱旋基金會共同主辦的「明天小小
科學家」獎勵活動是全國最大型的青少年科學
與綜合素質測試活動，旨在培養青少年的創新
意識和實踐能力，選拔具有科學潛質的青少年
科技人才，鼓勵他們投身科學事業。活動今年
已經踏入第十屆，共收到全國近581份高中學生
的研究項目，數量為歷屆之冠。為保證評審工
作的科學、嚴謹、權威和公正，組委會先後邀
請了180名教授和研究員擔任評委，經過資格審
核、初評、複評等環節，最終甄選出100名學生
進入終評。香港區有4名同學擠身最後100強，
分別是來自聖保祿學校的楊穎琪同學、瑪利諾
神父教會學校的「星之子」劉德健同學、迦密
柏雨中學的陳凱誼同學以及協恩中學的連佩珩
同學。
終評活動於11月17至22日在北京舉行。由10位
中科院院士和近50位教授、研究員組成的評委
會根據入圍選手在研究項目問辯、綜合素質考
察和知識水準測試等環節中的表現，最終評選
出一等獎15名，二等獎35名，三等獎50名，並
將一等獎得獎者中最優秀的3名學生封為「明天
小小科學家」。
楊穎琪同學憑其研究項目—「鐵之吸收術師」
以及自身表現出的科學潛質，獲得評審一致好
評，於100名入圍終評者中脫穎而出，勇奪一等
獎，獲頒四萬元人民幣的獎學金！她是本港首
位獲此殊榮的女學生，再次證明了女生在科研
發展方面的實力。而劉德健同學、陳凱誼同學
以及連佩珩同學亦取得了三等獎的佳績，為港

中國科協常務副主席暨書記處第一書記鄧楠女士（左三）香港周凱旋基金會
創辦人周凱旋女士（左四）與港澳代表隊合照留念。

爭光。大會更頒發了「優秀組織獎」給本會科
創中心，以表揚本會為國家發掘及培育科學人
才所作出的貢獻與努力。
為表彰獲獎的同學，本會科創中心於12月3日假
教育局會薈萃館舉行了第10屆「明天小小科學
家」獎勵活動香港區頒獎典禮暨記者招待會，
並邀請了教育局課程發展處資優教育組總課程
發展主任陳沛田先生擔任頒獎嘉賓。活動當日
更吸引了接近10間傳媒機構前來採訪，向全港
報導香港學生在是次活動中的傑出表現。
12月16日，商務及發展局劉吳惠蘭局長邀請三
位獲獎同學—楊穎琪、連佩珩、陳凱誼及科創
中心大使陳易希在灣仔茶聚，了解獲獎同學在
「明天小小科學」獎勵活動的得獎作品，並勉
勵同學在科研上繼續努力，爭取更大成績。
我們期待香港有更多「明天小小科學家」的出
現！
在香港區頒獎典禮上， 教育局課程
發展處資優教育組總課程發展主任
陳沛田先生擔任頒獎嘉賓。

媒體在會場訪問楊穎琪同學的得獎感受。

楊穎琪同學與同獲一等獎的各省代表合照。

擔任頒獎嘉賓的中科院院士與楊穎琪同學握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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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務及發展局劉吳惠蘭局長（左二）
與三位獲獎同學茶聚。

科普創意

邁進未來發明家之路

文： 陳天虹

贊助：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

由

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贊助、本會
科創中心舉辦的「未來發明家培育計
劃2010-2011」已於本年10月9日全面展開，
為期8個月。是次計劃反應熱烈，吸引了大
批小學生報名，經面試甄選，大會最後取錄
了30名來自20間小學的小四至小六學生。
中心為學員安排了科學講座、工作坊以及參
觀考察活動，旨在讓學員接觸到最新的科學
資訊，提升對科學的興趣，培養科研精神。
講座方面，中心提供了一系列內容豐富的科學
講座，例如「科學與科幻」、「中國航天」等
講座，以擴闊學員的科研視野。學員們均表現
得非常積極，在每場科學講座中都專心致志，
並不時就教授講述的內容發問，盡顯他們對科
學的好奇心。許多學員均表示，科學講座增進
了他們在科學發明方面的知識，並激發了他們
的創意思維。
此外，中心亦為學員安排了多場題材新穎的工
作坊，包括由香港科學英才會主席禤彥勳主講

禤彥勳分享研究心得及啟
發同學從拆、裝鬧鐘的過
程中領悟研究的樂趣。

學員在首次迎新日中透過
遊戲相互認識對方。

香港科學創意學會副主席
劉世蒼主講「四足機器
人」工作坊。

未來發明家培育計劃 2010-2011

未來發明家培育計劃2010-2011

學員參觀中心的比賽作品
展覽廳。

在「創新科技嘉年華2010」
中，學員在攤位了解最新的
科研作品。

的「科學實驗找靈感」、香港科學創意學會副
主席劉世蒼主講的「四足機器人」等。在「科
學實驗找靈感」這一工作坊中，曾獲「明天小
小科學家」稱號的禤彥勳不但分享他在科研道
路上的心路歷程，而且以拆、裝鬧鐘的過程為
例子，啟發學員如何體驗研究的樂趣，讓學員
們獲益良多。
在參觀考察活動方面，學員們於11月份前往大
埔科學園，參加了「創新科技嘉年華2010」。
透過見識多間中學、大學及科研機構展示的最
新科研成果，學員們大開眼界之餘，亦獲得了
發明創作的靈感。
本會科學創意中心將會繼續努力，培育更多新
一代的發明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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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創意
第五屆「良師啟導計劃－未來科學家培育計劃」

第五屆「良師啟導計劃－
未來科學家培育計劃」
科研結合創意 激發無限潛能

文：陳展宏

贊助：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

「良

師啟導計劃—未來科學家培育計劃」至
今已經踏入第五屆。今屆計劃吸引了超
過100名來自不同學校的同學報名參與。經過嚴
格遴選後，本會科創中心最後選拔出35名優秀
學員，為他們提供由本年11月開始、為期一年
的培訓。
學員們在迎新營透過破冰
遊戲增進感情。

科學訓練迎新營
為增加同學對計劃的認識，提高他們對不同科
學範疇的認知，為來年的研究作更好準備，中
心在10月30及31日於西貢戶外康樂中心舉辦了
科學訓練迎新營。是次活動的內容十分豐富，
包括科普講座、集體遊戲、學習搜集資料及撰
寫學術論文的方法、燒烤聯誼活動。中心職員
更就每位學員的研究題目提供建議，讓學員們
在日後開展研究的時候能更為順利。

科普講座
為增進學員的科學知識，中心亦會安排學員們
參與每月兩場的科普講座。科普講座的題材廣
泛，包括應用在我們日常生活中的RFID技術、3D
動畫製作、科幻小說寫作、航天科技以及精神
健康。一系列的科普講座不但讓學員們加深了
對不同科學學科的認識，更提供了機會讓他們
開拓視野，鍛煉獨立思考能力和實踐能力。

蘇俊同學（右）與麥建華教授（左）
商討研究方向。

與導師會面
經過初步的題目審議後，我們協助學員尋找及
聯絡合適的專家學者作為導師。有計劃研究神
經系統範疇的學員拜訪了著名神經系統專家、
香港浸會大學生化系的翁建霖教授，在翁教授
的介紹下，學員了解到相關的科學研究方法以
及當代神經系統研究的最新方向。而打算研究
生物化學的學員則拜訪了香港中文大學的麥建
華教授及江紹佳教授，向兩位教授徵求建議和
指導，獲益良多。經過拜訪導師後，學員們都
確定了自己的題目，正式開展了研究。

分享意見，共同學習
學員們定期會見面交流，彼此分享研究的心
得，並相互提出建議，務求在共同學習中一起
成長為未來的科學家！

李小寶導師（右）對穆林同學（左）
的研究進行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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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位學員前往拜訪翁建霖教授(左一)。
學員們正在認真地討論問題。

科普講座
科普創意

齊來探索精彩的科學世界

文： 陳展宏

贊助：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

講座題目多元化，而且富有趣味。鄭利明副教
授主講「RFID技術的研發」，讓同學們了解到
無線射頻識別技術在日常生活中的各種應用、
限制以及前景；林允田先生則主講「3D動畫製
作」，向同學們闡述3D動畫的製作原理和發展
過程；李偉才博士（筆名李逆熵）以「科學與
科幻」為題，講述如何從理性的科學元素走進
感性的文字世界，讓同學們了解科學與科幻的
世界是互通互融的，亦提高了對創作科幻小說
的興趣；曾繁光醫生的「天才與白痴」講座，
講述了精神健康的重要性，同時亦分享了他
對現今香港「資優兒童」的看法以及對培育創
意人才的體會；而在「中國航天科技」的講座
中，陳炯林教授為大家介紹了中國航天科技的
最新發展，以及在發展過程中遇到的挑戰和困
難。

座無虛席的科普講座上，
大家都聽得十分認真。

五場科普講座共吸引了約600名中小學生參與，
並獲得他們的一致好評。同學們紛紛表示，講
座不但提高了他們對科學的興趣，更提升了他
們的觀察能力和思考能力，獲益良多。

科普講座

今

年下半年，本會科學創意中心為中小學
生提供了五場科普講座，以加深青少年
對科學世界的認知，同時啟發他們留意身邊的
事物，增強他們對問題的思考能力和解決能力。

在未來的日子，我們將繼續為大眾提供更多內
容豐富的科普講座，帶領大家一同探索精彩的
科學世界！

曾繁光醫生和大家探討
精神健康的重要性。

2010 年11 月11 日
RFID技術的研發

同學們都對航天知識很感興趣。

鄭利明副教授
(香港城市大學電子工程系)

2010 年11月13日
3D動畫製作
林允田先生
(聯強國際有限公司)

2010 年11月20日
科學與科幻
李偉才博士

參與的同學都踴躍發問。

(筆名李逆熵，香港科幻會)

鄭利明副教授為大家
介紹RFID的前景。

2010 年11月27日
天才與白痴
曾繁光醫生
(資深精神科醫生)

2010 年12月4日
中國航天科技
陳炯林教授
(香港科技大學數學系)

2011年上半年科普講座預告：
日期

講座題目

講者

3月12日
4月9日
4月30日
5月21日
6月25日

天.地.人
消失中的白色世界
我要做個太空人
有機食物
動物學/動物的智慧

林超英先生(香港氣象學會主席)
李樂詩博士(極地博物館基金創辦人)
雷健泉會長(香港航天學會)
黃煥忠教授(香港浸會大學)
翁建霖教授(香港浸會大學)
以上講座或有調整，請以本中心最新通知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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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創意工作坊
科普創意

創意從觀察開始

文：鄧志強

贊助：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

為

科學創意工作坊

推動本港的科學創意教育，啟發青少年
觀察身邊事物，本會科創中心於本年9至
12月舉辦了58場的「科學創意工作坊」。工作
坊的對象包括學生、老師及家長，參與人數達
二千多人次。

透過理論學習，提升
同學的創意思維。

學生創意工作坊
學生創意工作坊的對象為全港小學及初中學
生，內容包括參觀科創中心設施及提供學生訓
練工作坊。工作坊旨在喚起學生對身邊事物的
興趣，讓他們把握基本的發明方法，指導他們
更有方向和步驟地去開展發明。

親子工作坊
父母是子女人生中的第一位啟蒙老師，對子女
的成長有著深遠的影響。親子工作坊旨在透過
親子活動，拉近父母和子女的關係之餘，讓父
母與子女一起動腦動手，享受齊齊創作的樂
趣，更好地激發子女的創意潛能。

活動學習有助提升
同學的動手能力。

教師工作坊
教師工作坊邀請專人為教師度身訂造切合主題
的工作坊，如有關發明創造主題，透過互動講
座、動手做工作坊、參觀考察，教材交流分享
等，豐富教師的教學資源。
不同類別的工作坊透過活動學習，提升參加者
的動手能力；透過理論教授，提升參加者的創
意思維；透過參觀展覽廳，增加參加者對身邊
事物的了解及對新發明的認識。參加者均異口
同聲表示工作坊有助提升他們對科學的興趣以
及創意能力。
我們將繼續為不同的對象舉辦科學創意工作
坊，歡迎各中、小學學生及家長、教師參加。
父母與子女一起參加工作坊，樂趣無窮。

參加者均對展覽廳內的創作作品很感興趣。

同學們從不同的發明品中獲取
創作靈感。

9至12月參與工作坊的學校名單（按學校名字筆劃序排）
天主教郭得勝中學
啟基學校
民生書院小學
博愛醫院鄧佩瓊紀念中學
拔萃女小學
棉紡會中學
東華三院黃鳳翎中學
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
長沙灣天主教英文中學
匯基書院
保良局何壽南小學
聖士提反書院
嘉諾撒聖方濟各書院
保良局唐乃勤初中書院
宣道會陳朱素華紀念中學
福建中學附屬學校
馬鞍山循道衛理小學
觀塘官立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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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虹邨天主教英文中學

參加者與科創中心總監黃金耀博士合照留念。

創新科技嘉年華2010
文：周敏儀

一

今屆活動的規模為歷屆之冠，舉行時間亦由往
年的四日延長至九日。活動首次加入了長者元
素，展出多項與長者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創新
科技發明，以配合現時科技無分年齡的理念，
讓社會上不同階層的人士都能共同分享科技創
新成果。

模型滑翔機工作坊的參加者手持自己的製成品來個大合照！

除了一系列的講座及工作坊外，本會科學創意
中心亦聯同香港科學創意學會各位理事們所任
教的學校為大會提供了十個展覽攤位。攤位內
設有小遊戲，以輕鬆形式讓參與者認識創新科
技，並展出了「香港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及
「中國青少年機器人競賽」的優秀作品，讓參
觀者從中汲取他人的發明經驗，藉以培養他們
對科技發明的興趣，激發他們的創意潛能，進
而為香港培育出新一代的科學家及發明家。

「推廣科技、啟發創意」是「創新科技嘉年
華」的宣傳重點之一，亦是本會科學創意中心
一直以來肩負的使命，故此我們與屬會香港的
科學創意學會今年繼續積極參與是項盛會，合
共提供了五場講座，內容圍繞航空及航天科
技、三維動畫、RFID技術以及創意發明，以加深
參加者對科技方面的認知。此外，中心還舉辦
了五十場極具學習性和趣味性的工作坊，讓參
加者動手製作電路、機械人、滑翔機、水火箭
等小玩意，寓理論於實踐，體驗動手創作的樂
趣。

創新科技嘉年華2010

年一度的科技界盛事「創新科技嘉年華
2010」已於11月6至14日一連九日假香港
科學園圓滿舉行。是次活動為「創新科技月」
的重點項目，是一個大型的多元化科技推廣活
動，對象為廣大市民及創新科技業界人士，活
動內容包括路演、創新科技工作坊、展覽、導
賞團、講座、大型會議以及業界研討會等，旨
在向市民大眾宣傳及推廣創新科技，並為業界
進一步開拓創新科技交流的平台。

科普創意

匯聚創新科技發明成果的盛會

「中國青少年機器人競賽」的代表
老師正在教參觀者彈奏機械結他。

同學們對攤位內的展品極感興趣。

中心職員向來賓介紹「香港青少年
科技創新大賽」的優秀作品。

嘉年華會場內人頭湧湧。

大小朋友都喜歡挑戰本中心
的「過電網」遊戲。

香港科學創意學會理事劉世蒼老師在研討
會上與在場人士分享發明經驗與心得。

同學們正學習用紙製作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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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香港青少年3D動畫創作大賽
科普創意

智能城市展創意

文：周敏儀

贊助：歐特克遠東有限公司
雲峰科技(香港)有限公司

2010香港青少年3D動畫創作大賽

由

本會科學創意中心、創新科技署及香港
數碼港管理有限公司攜手合辦的「2010
香港青少年3D動畫創作大賽」已經圓滿結束。
是項比賽旨在培育青少年在創新、科技及設計
方面的能力，為他們提供展現才華的機會，並
提高社會大眾對創意教育及創意產業的關注。
為配合2010年上海世博會「城市最佳實踐區」
中香港展覽館「智能卡、智能城市、智能生
活」的主題，今屆比賽以「智能城市」為題，
鼓勵參賽者透過3D動畫去宣傳香港這個「智能
城市」。是次大賽分為小學組、中學組II (一分
鐘短片)及中學組I (三分鐘短片)三個組別，除
冠、亞、季、殿軍及優異獎外，今年大會於短
片項目新增了五個特別獎項，包括最佳造型設
計、最佳剪接、最佳音響效果、最佳視覺效果
及最具創意大獎，並設立了積極參與獎以鼓勵
積極推動是次比賽的學校。比賽吸引逾100間中
小學校合共超過200份作品參賽，反應非常熱
烈，而且作品質量皆較上屆有顯著的提升。

今年的得獎作品意念新穎，充分表現出參賽者
對推廣香港這個「智能城市」的無限想像力和
創造力。小學組冠軍作品名為「夢想成真」，
創作該作品的盧筠沂同學以八達通、機械人、
磁浮列車等科技產品構畫成人的大腦，暗喻智
能城市是靠人的大腦去創作而成的。中學組II (
一分鐘短片)冠軍作品「未來」則表現出智能城
市與環保的關係，作者認為未來城市除應有高
智能的設施外，更應存在環保的元素。而中學
組I (三分鐘短片)冠軍則由作品「智能溶合」奪
得，作者把一個高科技城市和一個資源豐富的
城市連在一起，冀望兩者合作，以推動智能科
技的發展。

冠軍得獎同學獲邀在「香港智能城市論壇」
中與在場人士分享創作心得與感受。

主禮嘉賓與一眾冠軍得主合照。

比賽頒獎典禮已於11月7日假香港科學園舉辦的
「創新科技嘉年華2010」活動中隆重舉行，而
部份冠軍得主亦已於本年12月28至30日到本港
著名動畫製作公司一T-films進行為期三天的實習
培訓，親身體驗本港創意媒體公司之運作。
若有興趣一睹得獎同學的創意作品，請即登入
網址：www.youtube.com/hkngsic。
2010香港青少年3D動畫創作大賽
得獎名單及獲獎作品
獎項

姓名

獲獎作品

小學組
冠軍
亞軍
季軍

冠軍

盧筠沂

（拔萃女小學）

何叡軒

（拔萃男書院附屬小學）

胡安泰

（元朗公立中學校友會英業小學）

中學組II (一分鐘短片)
張嘉勇 葉澤峰
林靖超 麥正風
（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

亞軍

楊純嘉 姚芳怡
郭偉業 張憲臻
（樂善堂余近卿中學）

季軍

李銘亮 謝泳倫
石凌豐 曾淇源
（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

冠軍

中學組I (三分鐘短片)
陳永豪 陳嘉榮
鍾家榮 陳立信
（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

亞軍

鄧嘉翹 黎曦明
莫嘉朗 蘇振軒

季軍

江懿軒 溫文浩
葉傲然 黃家盛

（喇沙書院）

（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

特別獎
最佳剪接
最佳音響效果
最佳視覺效果
最佳造型設計

鄧嘉翹 黎曦明
莫嘉朗 蘇振軒
（喇沙書院）

楊純嘉 姚芳怡
郭偉業 張憲臻
（樂善堂余近卿中學）

最具創意大獎

江懿軒 溫文浩
葉傲然 黃家盛

積極參與獎

中華基督教會扶輪中學

（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

四位同學到T-films進行為期三天的實習培訓。

冠軍得獎者到上海參觀世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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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組冠軍得主盧筠沂
同學正接受傳媒訪問。

國民教育

寧港青年領袖交流考察團2010
走進南京 從歷史文化悟祖國

文: 林淑嫻

贊助：青年事務委員會

朱

自清先生曾於《南京》中說道，「逛南
京像逛古董鋪子，到處都有些時代侵蝕
的遺痕。你可以摩挲，可以憑吊，可以悠然遐
想」。南京是我國六朝古都、四大古城之一，
融合了古老文化與現代文明；更重要的是，它
與中國近代的發展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在青
年事務委員會的贊助和國家教育部的支持下，
本會於12月23至27日舉辦了「寧港青年領袖交
流考察團2010」，帶領三十名香港青年領袖前
往南京，透過參觀歷史文化遺跡、與南京學生
相互交流以及精彩的國情講座，深化參加者對
祖國近代史的了解，加深其對古今文化及社會
發展的認識。活動由東南大學港澳台辦負責接
待。
歷史方面，參加者參觀了多個歷史古蹟。
在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
參加者藉倖存者的自白，深入認識南京大
屠殺的沉痛歷史。大家均對此感到痛心，
但回首過去、展望未來，參加者以館內的
「Forgivable, But Unforgettable」(可以寬恕，但不
可以忘記)作結，提醒自己要從歷史中學習，
珍惜現有和平的同時，更要努力維持世界和
平。在雨花臺烈士陵園，參加者認識新中國成
立前共產黨員被迫害的歷史，透過多位年青烈
士為國犧牲的事跡，反思個人對香港、國家的
承擔，以及可作的貢獻。在靜海寺、《南京條
約》史料陳列館，參加者感受到當年英軍侵犯
南京時，清政府議約的無奈和不得已，明白國
家現時的崛起是來之不易。考察團亦安排參加

者參觀總統府，藉考察孫中山先生及蔣介石先
生等人的辦公室，加深對國民政府及太平天國
時期的近代歷史的認識。此外，參加者參觀了
中山陵，步上392級石階到達墓室，以表達對孫
中山先生的哀思。而在參觀夫子廟和江南貢院
時，各參加者不但對科舉體制有更深一層的認
識，更有感古代考試競爭的激烈，以此反思教
育在考試制度下的意義。

寧港青年領袖交流考察團2010

傳情家國系列活動:

在文化方面，參加者參觀了南京雲錦博物館。
雲錦是古代絲織物中最傑出的織物，每天只可
生產約六厘米，十分珍貴。去年，雲錦更列入
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參加者不但對雲錦的織
造特色和過程有深入的了解，更感悟到雲錦的
文化藝術，大開眼界。

參加者於雨花臺烈士陵園和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
進行默哀及獻花圈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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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教育

除了歷史文化外，大會亦安排了其它參觀和交
流活動。在南京城市建設展覽館，參加者不但
了解到南京的過去和現在，更可一睹南京市的
全景，對其城市發展及地理位置有了全面的認
識。在國電南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參加者認
識了國家在供電技術和變電站監控技術方面的

在江南貢院，了解古代的
考試制度。

在總統府，認識國民政府及
太平天國時期的近代史。

寧港青年領袖交流考察團2010

在中山陵感受孫中山先生
三民主義的思想。

中山陵的設計獨具
匠心，氣勢宏大。

在夫子廟前合影留念。
東南大學經濟管理學院胡漢輝教授
的國情講座，讓團員獲益良多。

在南京城市建設展覽館
一睹南京市的全景。

技術創新，為國家在環保能源方面的發展之快
感到驚嘆。另外，大會還舉辦了以「長三角經
濟發展現況」為主題的國情講座，主講嘉賓—
東南大學經濟管理學院胡漢輝教授帶領參加者
一同了解祖國經濟的高速發展。參加者從講座
深入瞭解到長三角涵蓋的範圍和經濟快速增長
的原由，紛紛表示獲益良多。此外，大會舉行
了一個以「中華民族的復興和青年的使命」為
題的座談會，讓兩地學生相互交流和學習。交
流過後，香港青年領袖均對南京學生的豐富知
識和廣闊視野表示讚賞！
行程圓滿結束後，參加者不但擴闊了視野，認
識了南京的過去、現在與未來，更重要的是得
到了一份全新的啟發，學會從多角度思考祖國
的問題，建立對國家民族的責任感，做一個「
家在香港、心繫祖國」的青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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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長蘇祉祺博士與東南大學浦躍樸
副校長（左）交換紀念品。

參觀國電南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認識國家在電力方面的發展。

王璐雯 建康組

團員代表於歡迎晚宴上致詞。

香港教育學院

東南大學的同學，是一群社會上的精英，從他們待人處事和學習的態度，我明白中國未來除了經
濟建設等硬實力外，還有這群優秀的社會人才。與祖國的同學交流，讓我更清楚地發現，彼此都
是同根生，不但說同樣的語言、吃同樣的飯菜，更重要的是我們都有著同樣的目標，在未來的人
生道路上，我願意與他們共同創建國家，做社會上有用的人。

梁漪琪 建康組

寧港青年領袖交流考察團2010

感想文章（節錄）

國民教育

參加東南大學外國語學院
的聖誕聯歡活動。

香港科技大學

了解祖國的歷史並不是因為興趣，而是作為國家的一份子必須知道的，更是為了未來的發展作
好準備。從今開始，我會抓緊每個機會去認識國家的歷史。除了行程的感受外，當我看到現時
香港有這麼一群年青人關心自己的國家，而且這麼有自己的思想和一顆愛國的心，我真的覺得
非常感動。當我看到這麼多年青人能放下一直以來的成見，以一個全新的角度去了解自己的國
家，我實在很開心。我希望將來能有更多年青人能跟我們一樣，認識自己的祖國，並建立愛國
的情懷。雖然大家現在未必能做到百分百愛國，但我相信必定有這麼的一天。

洪苑慈 建康組

香港理工大學

透過這次的機會，我可以多了解國家，看到國家沉重的歷史，感到同悲，也感到我們需要強
大起來；看到祖國發展迅速，感到同喜，也感到國家需要我們。我開始反思我的角色和身
份，我想我應先承認自己是中國人，然後嘗試了解她、為她提出意見，可讚美亦可批評，因
為愛國不等於死忠，也為她作出努力。不過我認為提出意見和為國家作出努力前，必先裝備
自己，不然所有都是空談。所以參加這次交流活動只是開始，之後要繼續了解國情，並嘗試
將所見所聞告訴家人朋友，將所學的知識化及實體化，令更多人明白祖國。

張敏盈 金陵組

香港中文大學

看到南京有長遠的發展計劃，已經未雨綢繆去平衡綠化和發展，真的令我感到欣慰；看到
以前中國被列強侵略，心中又不禁沉重起來；這些感覺都令我深深感受到自己是一個中國
人，讓我跟自己的「母親」更加緊緊連繫在一起。整個團裡面令我反思得最多的莫過於五
個字—「青年的使命」。在雨花臺烈士陵園給了我一種震撼，看見當時為國家犧牲的烈
士只是和我年齡相若的小伙子，讓我深思自己在現今社會的定位和責任。我知道，要毫無
疑問為國犧牲、為國捐軀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做到，但至少我們應該從今天起憑著自己的力
量，去為其他市民謀福祉，發揮自己的一己之長，令這個社會更美好。

冼政喬 金陵組

香港大學

身在今日的南京，看見各方面現代化的發展，看見城市將來完備的規劃，看見學生們慶祝佳
節的活躍，看見市民日常生活中自然的笑容，只有一個滿有希望、機遇、發展潛力，擁有將
來的城市，才會有這樣的面貌。這一切不只是領導層合適的決策，最主要更是依賴中華民族
各人民的艱苦奮鬥。忍耐、堅持，帶來的成果，是值得肯定，值得學習的。我為此而感到無
限的光榮，更希望盡自己的努力，延續這份光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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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教育
通識教育大課堂2010─珠三角考察體驗團

通識教育大課堂2010─珠三角考察體驗團
不一樣的珠三角 多角度認識祖國
贊助：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

於

2009年1月，國家公布了「珠江三角洲
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目標是把
珠江三角洲地區打造成國際大都會，規劃範圍
以廣州、深圳、珠海、佛山、江門、東莞、中
山、惠州和肇慶為主體。為了讓參加者了解國
家經濟的高速發展和對新高中通識教育課程中
的「現代中國」有更深入的認識，本會與國民
教育服務中心在今年十月底合辦第四期的「通
識教育大課堂2010─珠三角考察體驗團」，帶
領120位師生踏足東莞、廣州、江門和中山四個
城市，從經濟、歷史、文化、環保和教育等方
面了解珠三角，感受祖國社會生活的巨大變遷。
大會安排了參加者走訪建造先進大型半潛式運
輸船的廣州廣船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將自主
品牌—「珠江愷撒堡」鋼琴遠銷全球的廣州珠
江鋼琴廠及製造2008年北京奧運會「祥雲」火
炬的中山華帝燃具股份有限公司，讓參加者透
過了解企業的生產過程和業務發展，認識中國
企業建立自主品牌並走上國際舞台的歷程及成
就。其中，在華帝燃具股份有限公司，參加者
除有幸參觀首個由企業擁有、收藏火炬最齊全
的歷屆火炬典藏館外，更可親手拿著北京奧運
「祥雲」火炬、廣州亞運會「潮流」火炬，一
嚐當火炬手的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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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林淑嫻

參觀廣船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大家認真地了解造船的過程。

同學在廣州珠江鋼琴廠試彈
價值不菲的鋼琴。

團長蘇祉祺博士與帶隊老師
在華帝燃具股份有限公司的
合影。

手持火炬一嚐當火炬手的
滋味！

同學們仔細研究華帝燃具的
產品特色。

同學們在東深供水工程的指揮間聚精會神地聽工作人員解說。

通識教育

此外，參加者亦考察了東深供水工程公司，了
解內地食水從東江輸到香港的過程，以及內地
為解決香港缺水問題作出的努力。同學們均感
受到祖國與香港的血脈相連，學會了「飲水思
源」，表示以後會更加珍惜這些來之不易的水。

另外，參加者還拜訪了坐落於東莞台商子弟學
校，明白祖國對「情」的重視。該校為國內第
一家採用台式教育模式、台灣教師和教材的學
校，學歷受兩岸認可。各師生透過與該校學生
互動交流，了解其設備完善的教學設施，分享
兩地學習模式的差距，體會兩岸攜手為教育而
作出的努力。
第四期的考察團已經圓滿結束。參加者紛紛表
示獲益良多，因為他們不但用自己的眼睛多角
度認識了祖國，見證了它在各方面的迅速發
展，而且進一步提升了對國家的歸屬感。

在宋元崖門海戰
文化區內宏偉的
仿宋古戰船前。

來到梁啟超故居，
了解梁啟超先生的
生平。

通識教育大課堂2010─珠三角考察體驗團

為使參加者對中國近代的發展歷史有更深入的
認識，大會帶領參加者參觀了宋元崖門海戰文
化區、梁啟超故居和紅色軍事文化博物館，使
其從不同時代、不同方面認識中國的近代歷
史，深化書本上的知識。其中，在宋元崖門海
戰文化區，參加者更有機會一探當年宋亡時數
以萬計士兵百姓投江殉國的史實，感受古人的
愛國情操，同時亦反思戰爭帶來的影響。

在東莞台商子弟學校的禮堂，兩地
師生透過「破冰遊戲」相互認識。

在紅色軍事博物館了解
中國的近代史。

大家興奮地走進難得一見的退役戰機。

大家在臨別前相互交換小禮物，以作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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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東深供水工程公司「生命之泉」
的石像前。

通識教育

感想文章（節錄）
李淑華

嘉諾撒聖瑪利書院

通識教育大課堂2010─珠三角考察體驗團

這次行程增加了我對祖國的認識及歸屬感。很多時，當我們埋怨中國的弊病時，我們總把自己抽
離出來，彷彿在說與自己無關的事。引用甘迺迪的一句話：「不要問國家為你們做些什麼；要問
你們能為國家做些什麼。」是的，在這四天的行程前，我也同樣的只懂不滿。現在，在看到了這
麼多的進步，當然，還有不完善之處後，我意識到身為一個中國人，我們有責任、有義務去建設
她。未來的中國是屬於我們的。前人的改革開放促進了全國的經濟發展，作為新一代的我們，又
有甚麼可以貢獻？

殷曉玲

保良局馬錦明夫人章馥仙中學

在數天的學堂中最令我感受深刻的是參觀東深供水工程公司，令我了解到原來我們平常一開便
有的水的背後是有一段感人的故事，而這段故事卻是香港人一直遺忘的……當聽見「樓下閂水
喉 !」「樓下關水喉 !」不知道會否想起於1963年，淡水資源匱乏的香港遭遇歷史上罕見特大旱
災。中國為解決香港同胞飲用水問題，撥出四千多萬興建廣東省東江—深圳供水工程，然而不
可不提的便是當時中國的人民生活亦苦不堪言，但中國仍然伸出援手。可見，中國與香港的關
係猶如「生命之泉」的石像中母親餵哺嬰兒般，是血濃於水，是不可分離的。這個工程，亦為
兩地經濟社會持續發展提供了強大動力，令香港得以順利發展，成為國際大都會。

黃乙峰

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

廣船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以及珠江鋼琴廠，令我深深感受到我國同胞的拚勁和努力不懈的美德。兩間企業均是國內
同胞長年累月以無比的意志、刻苦的幹勁，一步一步的建立起來的，亦是祖國「從無到有」的最好例證。往日的
中國處處均依賴西方先進國家的科技和生產技術，誰又能想到，不到數十年，中國已能研製出自家的品牌呢？廣
船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已能建造世界上最先進的大型半潛式運輸船；珠江鋼琴廠，已推出了不讓外國品牌專美的
「珠江 ‧ 愷 薩堡」鋼琴。考察的過程中，吸引我的，除了是兩間企業取得的驕人成就，還有其背後激盪著每一個中
華兒女之心的辛酸史。

羅文詩

宣道會鄭榮之中學

中國改革開放已經三十年，在參加香港新一代文化協會所舉辦的珠三角考察體驗團
之後，我才真真正正發現我記憶中的那個中國，已經改變了。四日三夜的行程裡，
我不但見識到中國內地經濟上的發展，而且感受到中國為邁向現代化所付出的努
力。面對著中國的變遷，中國的發展，我為中國而感到驕傲。在這之後，每當外國
人問我是從那裡來的時候，我必定會理直氣壯的告訴他︰「我是中國人！」

鄧海柔

嘉諾撒書院

參觀過一些企業後，更能讓我感受到祖國有多大進步。這些企業都告訴了我們一個事實：中
國要開始起飛了！原來祖國的科技已經十分發達，高樓大廈隨處可見，街道上的店鋪和建設
亦有高度現代化的氣息，比歐洲很多所謂先進國家有過之而無不及。也許有些人會說：祖國
是有些地方富起來了，但是還有很多地方依然十分窮困啊！可是我們總得先讓一部份人富起
來呀，難道叫全國上下一起窮嗎？我相信以中國的潛力，要全國富起來絕非難事，今日中國
已然如此，十年後的中國，一定比香港還要繁榮得多！

戴嘉儀

和東莞台商子弟的學生結下
了難忘的友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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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第一中學

今次的實地考察，不但令我體會到「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的道理，對祖國加深了認
識，亦令我明白到作為一個中國人並不可恥，而是我的驕傲。儘管現在祖國還有不足的地
方，但是我們不能抹殺了讓她改變的機會。我現在會為自己是中國人感到光榮及驕傲。

了解食水從東江輸到香港的過程。

教師支援
全港教師國情研討會

全港教師國情研討會
心繫家國 過去、現在與未來

文：林淑嫻

贊助：香港各界慶祝回歸委員會慈善信託基金

香

港回歸已經十三年，但不少港人對國情
的了解仍然非常不足。教師擔負著培育
人才的重任，必須對祖國各方面的國情有所認
知，掌握最新的國情資訊，才能更好地為香港
培育愛國愛港的下一代。有見及此，本會特別
邀請了對中國國情有深入研究的廣東省社會科
學院研究員葉和東教授，擔任11月和12月舉辦
的「全港教師國情研討會」之主講嘉賓，為廣
大前線教師就祖國的歷史和發展作一系列講解。
「天安門事件」在每年的六月都會引起廣大香
港市民的關注和討論。為使各位教師對「天安
門事件」進行更多角度的思考，11月20日的全
港教師國情研討會以「天安門事件」為主題。
葉教授以一個全新的角度分析「天安門事件」
，讓參加者從另一角度認識「天安門事件」的
始末。

葉教授和參與者相互交流。

參加者認真地聽講者的
分析，並記下重點。

葉和東教授的講解
深入淺出，讓參加
者獲益良多。

12月19日，葉教授為大家主講「中華民族振
興之路」，帶領參加者一同探索中國的過去、
現在、以及未來的發展之路。除了加深參加者
對中國的歷史認識之外，葉教授還針對祖國現
時的政治體制、民生、科技、文化、體育等多
個範疇進行深入淺出的講解，使參加者對國家
的各方面國情有更客觀和全面的了解。為增加
參加者對國家的政策和發展方向的認識，葉教
授亦指出現時中國存在的主要問題以及解決方
法，並和參加者就國家的發展問題進行討論。
參加者皆表示國情研討會的內容豐富，更稱葉
和東教授為國情專家。透過講座，他們不但對
祖國的歷史以及最新發展有了更深入的認識和
多角度的了解，而且蒐集了更多國情教育的素
材，獲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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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華大學(香港教師)國情培訓計劃(第二期)
贊助：香港各界慶祝回歸委員會慈善信託基金

文：盧紹榮

12

月26日早上，120位來自70多所中、小
學及幼稚園的校長和教師一起懷著關懷
祖國的心飛往北京，參加由本會主辦、「香港
各界慶祝回歸委員會慈善信託基金」贊助的「
清華大學(香港教師)國情培訓計劃(第二期)」
。這項培訓計劃於2010年12月26日至2011年1
月1日舉行，為期七天。計劃內容非常豐富，
除了由清華大學著名教授親身授課外，團員更
有機會與國務院港澳辦王光亞主任、全國人大
常委會喬曉陽副秘書長以及民主黨派人士座
談，拜訪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第二十四師，
參觀人民大會堂、抗日戰爭紀念館、盧溝橋及
鳥巢、水立方和國家大劇院等地方，加深對我
國政治、歷史、經濟、軍事及文化各方面的認
識，並在天安門廣場旗杆下觀看元旦升國旗儀
式。團員們都期望透過是次旅程，進一步了解
國家的最新發展，有助日後於學校中更有效地
向學生傳授國情知識，培養學生的國民身份認
同感。

劉美珣教授
清華大學經濟研究所

第一講：中國的改革與發展
－成就、經驗、問題、前景
林泰教授
清華大學人文學院

第二講：當代中國政治體制及其改革

朱育和教授
清華大學人文學院

第三講：民族復興與中國共產黨
－解讀中國模式
史靜寰教授
清華大學教育研究院常務副院長

第四講：《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發展規
劃綱要》與大陸地區基礎教
育改革
楚樹龍教授

接受國情培訓

清華大學國際戰略研究所所長

是次培訓計劃的重點是六節由六位清華大學著
名教授親身教授的課程，內容分別環繞中國的
經濟、政治、歷史、基本法與一國兩制、外交
及教育發展情況。課堂上各位老師、校長都彷
彿再次回到學生時代，踴躍向教授發問，務求
透過相互交流，增加對國家的了解。透過各位
教授客觀而深入的分析，團員們不但能更全面
認識國家在各個範疇的發展，更了解到國家高
等教育的水平，擴闊了視野。

第五講：國際形勢與中國外交

張榮順主任
全國人大常委會香港基本法委員會研究室
主任

第六講：一國兩制與香港基本法

團員們和教授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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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次計劃得到了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12月29
日上午，我們有幸前往釣魚台國賓館獲國務院
港澳辦王光亞主任親切接見並舉行座談會，以
互動的形式分享了彼此對香港推行國民教育的
經驗及體會。席間，王光亞主任不但表揚各位
教師在教育事業上的貢獻，更談起自己對香港
國民教育的看法，令教師們獲益良多。當日下
午，我們到人民大會堂拜訪全國人大常委會，
並很榮幸在香港廳得到全國人大常委會喬曉陽
副秘書長、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李
飛副主任以及全國人大常委范徐麗泰大紫荊勳
賢接見座談。席間，喬曉陽副秘書長以深入淺
出的形式為教師們介紹了香港政制的發展歷程
及基本法在香港政制發展中扮演的角色，使團
員們深受啟發。團員們更有機會與各位領導合
影，為人生留下一次美好的回憶。座談後我們
又到人民大會堂各個會議廳參觀，了解整個大
會堂的建築特色，令整個拜訪活動錦上添花。

除了課堂及拜訪座談外，旅程中亦安排了一系
列的參觀活動，讓團員親身感受國家的進步。
其中最令團員感到興奮的就是遠赴天津參觀中
國人民解放軍空軍第二十四師。透過介紹及參
觀環節，團員都深深感受到祖國日益強大的軍
事力量。團員們更有幸與官兵們共進午膳，歡
度快樂的交流時光。
團員都對解放軍的生活深感興趣，

王光亞主任（右）及范太（左）
細心聆聽各位團員的意見。

教師們踴躍發表意見。

積極發問。

本次計劃受到空軍
第二十四師的高度
重視。

團員與部隊官兵共進
午膳，互相交流，親
身感受軍旅生活。

此外，團員還參觀了盧溝橋及抗日戰爭紀念
館。團員們走過盧溝橋那段崎嶇不平的道路，
紛紛感受到中國抗日戰爭的血淚歷史和不屈鬥
志。而在抗日戰爭紀念館，團員一同懷著沉重
的心情，在團長蘇祉祺博士的帶領下向抗日戰
爭中的死難英雄默哀及獻花圈。「前事不忘，
後事之師」，團員們在參觀後都感受到中國為
維護世界和平所作出的巨大貢獻，並學會珍惜
現今和平、安穩的生活。

清華大學(香港教師)國情培訓計劃(第二期)

參觀及考察

教師支援

座談及拜訪

團員列隊默哀，向抗戰中的死難英雄致敬。

喬曉陽副秘書長（中）
向團員介紹香港的政制
發展。
團長蘇祉祺博士致送紀念品予
喬曉陽副秘書長（右二）。

參觀宏偉的國家大劇院。

團中，我們亦有機會與中國民主黨派代表見面
並舉行座談會。在交流中，我們了解到中國的
民主黨派不是反對黨，也不是在野黨，而是參
政黨，更在中國政治協商制度下扮演不可替代
的角色。他們同樣懷著熾熱的愛國心，渴望為
國家發展出一分力。是次座談令團員更全面地
認識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及政治協商
制度，了解中國政府的運作模式。

民主黨派代表與團員交流，分享
各自對國家發展的看法。

參觀抗日戰爭紀念館，
了解中國在二次世界大
戰中為維護世界和平所
作出的貢獻。

舉行分享會
為增加教師們的溝通交流，大會舉行了一次小
組分享會，讓各位教師分享各自對國情教育推
行的所思所想、心得和體會，以達至相互啟
發、資源共享的效果，共同推動香港國民教育。
時光飛逝，為期7天的培訓計劃於元旦日結束。
當日凌晨我們更在天安門廣場的旗杆下近距離
觀看升旗儀式。看著整齊的國旗護衛隊及緩緩
升起的國旗，大家都對自己中國人的身份感到
無比光榮和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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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想文章（節錄）
郭奕老師

一國兩制組

樂善堂幼稚園

香港的老師們說起很多香港人對祖國的歸屬感時說到：當祖國發生一些正面、光榮的事情時，例如奧
運、世博和亞運等，他們對祖國認同和歸屬感就會增強；但當國家發生一些負面的事情時，他們對祖國
的認同感和歸屬感就會減弱。為什麼會這樣呢？今個聖誕新年假，我很榮幸有機會參加了由新一代文化
協會主辦的「清華大學（香港教師）國情培訓計劃」，和一班同道中人到北京清華大學上了幾天課。我
停留在祖國的心臟地帶，聆聽祖國最頂尖教授們細說祖國的情況，用心學習教授們的觀點和視野，心中
常常情不自禁的冒出一句話：「聽君一席言，勝讀十年書」。這也令我心中的某些疑惑茅塞頓開。

陳靜芩老師

四個堅持組

德雅小學

身處我國政治、經濟的核心—北京，坐在全國最高學府—北京清華大學的教室裡，聆聽一眾高級教
授的精彩課堂，我對國家的民族復興、政治制度、經濟改革、外交政策、教育現況等方面有了基本
的認識與瞭解，我對祖國的歸屬感及對國民身份的認同也有了更深的體會。這次北京之行，令我無
論在知識層面，還是感情層面，都對祖國有了更深的認識及體會，也消除了以往的一些誤解和疑
慮。在今後的日子裡，我會以更客觀的角度向學生介紹祖國的情況，並激發他們的愛國情操 。

戴美婷老師

自主創新組

中華基督教會基順學校

「起來！起來！起來！我們萬眾一心，冒著敵人的砲火，前進！前進！前進！進！」我很喜歡這首
義勇軍進行曲的歌詞，尤以這一段為甚，因為它代表著中國人的奮勇，中國人的驕傲。「中國好、
香港好；香港好，中國好」，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我們跟祖國是連在一起的，我們應對祖國給予
支持，而不是凡事反對；應給予意見，而不是凡事抨擊。難道我們是這樣對待我們的媽媽嗎？

林伯強老師

依法治國組

順德聯誼總會鄭裕彤中學

我從小在港澳地區接受教育，在殖民地政權底下生活，所聽所聞，全是殖民地政府的意識
形態；就算在1997香港回歸之後，傳媒對國家事務的報導都存在既有的觀點，使我未能
全面認識現代的中國。但是，當我抱著開放的態度，藉著親身的考察，接觸到國家領導
人、中國民主黨派人士、清華大學的教授、清華大學學生等，透過與他們的對談與交流，
我增加了對中國國情的認識。現在，當我再看國家的事情時，我能夠以一個較全面的角度
去分析事情，進行批判性思考，而不是由別人牽著鼻子走，做一個沒有思考的從眾。

譚薇老師

五年規劃組 銅鑼灣維多利亞幼稚園

看著結業證書，我覺得沉甸甸的，感到自己的擔子更重了。教師是以人影響人的工作，老師的所作所為
所思所想，對學生的影響是非常大的！怎樣培養新一代的愛國情懷，我覺得老師必須要端正自己的態
度，多深入了解中國歷史悠久、博大精深的文化，從國家過去的歷史和近年舉辦的各種國際盛會，讓學
生有一些感性的認識，增強學生對國家的自豪感。國民身份的認同和國情教育是一項任重道遠的事業，
正需要每位老師薪火相傳，辛勤耕耘，把愛國的種子播在學生的心靈，生根、發芽、開花、結果。
團員代表於結業禮上分享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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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會資訊
文：李子政

自

1994 年本會成立第一個屬會—「香港
新一代之友」，至今已十六載。多年來各
屬會相繼成立，現時本會屬下共有七個非牟利
註冊社團，除「香港新一代之友」外，還有：
「香港大專學壇」、「香港新動力」、「香港
科學創意學會」、「香港科學英才會」、「香
港明日領袖清華課程校友會」及「香港通識教
育協會」。各屬會分別為不同年齡層的朋友提
供相應的服務和活動，為培育多元化的優秀人
才而努力。
藉新舊屬會交職之際，本會於10月23日假銅鑼
灣社區會堂舉行了「新一代屬會交職典禮2010
」暨「與教育局陳維安副局長真情對話」，香
港特別行政區教育局副局長陳維安太平紳士擔
任了交職典禮的主禮嘉賓以及真情對話環節的
分享嘉賓。各屬會的往屆及來屆幹事以及嘉
賓、好友歡聚一堂，場面非常熱鬧。
在「陳維安副局長與新一代屬會領袖真情對
話」中，陳維安副局長與各屬會幹事分享個人
成長的故事、從政經歷以及培育人才的心得，
並就教育的相關議題深入交流。各屬會幹事均
表示獲益良多，深受啟發。分享環節過後，陳

各屬會幹事踴躍發問，從中學習陳副
局長的人生態度及對教育的熱誠。
陳維安副局長與新一代屬會幹事真情
對話，分享他培育人才的心得。

副局長為即將卸任的各屬會幹事頒發「嘉許證
書」，以表揚他們在過去一年為培育人才、服
務社會所作出的貢獻，其後亦為新一屆的各屬
會幹事頒發「委任狀」，勉勵他們秉承新一代
及屬會的宗旨，為社會培養更多具「視野、創
新、博識、承擔」的人才。嘉許儀式及委任儀
式之後，本會總幹事蘇祉祺博士向大家介紹各
屬會的發展方向和使命，表達了對各屬會幹事
的期望和鼓勵。各個屬會亦一一簡述往屆工作
及來屆方向，表示會齊心協力，讓會務再創高
峰。
我們寄望新一代屬會這個優越的平台不斷壯
大，讓不同層面的教育工作者、學生及在職青
年凝聚在一起，相互學習，相互交流，共同進
步，為香港的未來貢獻出自己的力量！

陳副局長頒發「嘉許證書」予第五屆
「香港科學創意學會」的各位理事。

總幹事蘇祉祺博士贈送紀念品予
陳副局長。

「新一代屬會交職典禮2010」暨「與教育局陳維安副局長真情對話」

「新一代屬會交職典禮2010」
暨
「與教育局陳維安副局長真情對話」

大家齊聲高唱新一代會歌：「家在
香港，心繫祖國⋯⋯」

第十七屆「新一代之友」主席呂志凌
講述來年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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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代屬會幹事營

新一代屬會幹事營

文：劉珮慈

十

六之友及十五學壇的各位幹事於過去一
年的工作中，透過舉辦各項活動獲得
了不少寶貴的經驗，當中亦面對過不少的困難
和挫折，但在新一代的支持及大家的同心協力
下，都能克服挑戰，因此更加明白到充足的準
備及互相幫助的重要性。隨著屬會交職的日子
漸近，我們在10月2至3日假曹公潭戶外康樂中
心舉行了兩日一夜的新一代屬會幹事營。
舉辦是次屬會幹事營的目的主要有三：其一是
讓來屆幹事了解新一代的宗旨；其二是通過現
屆幹事的分享，讓來屆幹事學習如何在活動中
更好地體現新一代的理念、如何解決一些可能
面對的問題以及計劃下一年的活動；其三是加
深幹事之間的相互了解，使現屆及來屆幹事、
屬會與屬會之間相處的更加融合，讓大家緊緊
維繫在新一代大家庭中。
是次活動由十六之友及十五學壇負責，同時更
得到新一代及屬會管理委員會的大力支持。在
10月2日早上的出發前聚會中，總幹事蘇祉祺博
士及屬會管理委員會主席林曉茹小姐，分別向
各位幹事致辭並給予勉勵，使大家深受鼓舞。

大家都全情投入在集體遊戲中。

出發前聚會中，總幹事
蘇祉祺博士勉勵大家。

我們要出發啦！

在營中，現屆幹事介紹了他們在過去一年的計
劃、各項活動的成果以及透過舉辦活動獲得的
寶貴經驗，並和來屆幹事討論如何更好地籌備
活動以及應對在活動中遇到的問題。此外，來
屆幹事參與了多個集體遊戲，透過遊戲，大家
很快就打成一片，而且加強了團隊精神和溝通
技巧。在每項遊戲結束後，幹事們都會召開一
個檢討會，反思遊戲為他們帶來的啟示。
兩日一夜的屬會幹事營時間雖短，但活動安排
緊密而富挑戰性，讓來屆幹事對未來一年的工
作作更好的準備。然而，是次活動只是一個學
習的起點。期望他們能保持熱情，積極投入於
未來一年的工作，努力裝備自己及培育青年人
才，成為「視野、創新、博識、承擔」的新一
代。
齊心協力完成任務。

來屆莊員對未來一年的工作充滿信心。

看，每個人都很專注呢！

30

屬會資訊

文：莫穎霜

今

年的聖誕節前夕，天氣非常寒冷，但我
們卻感到無比溫暖，因為我們一點也
不孤單。12月19日，香港新一代之友和香港大
專學壇合辦新一代屬會聖誕派對，希望藉著這
個聯誼活動，令莊員之間有更深入的認識和了
解，一同維繫在新一代的大家庭中。新一代總
幹事蘇祉祺博士、新一代的同事以及香港新一
代之友、香港大專學壇、香港科學英才會的一
眾莊員共聚一堂，既溫馨又熱鬧。
在聖誕派對上，之友、學壇的莊員準備了小遊
戲，分別是「打電話」和「捉尾巴」。在玩遊
戲的過程中，大家在每分每秒都全情投入，積
極參與，使出渾身解數，希望取得勝利，令新
一代充滿著歡樂的氣氛。在享用聖誕大餐時，
各屬會的幹事互相交流，分享莊務上的趣事，
笑聲不絕。

新一代屬會聖誕派對

新一代屬會聖誕派對

新一代永遠是我們溫暖的家。

大家均盛裝出席派對。

最後，當然少不了合唱新一代會歌的環節。大
家齊聲唱起旋律優美、積極向上的新一代會
歌，表達對新一代大家庭的愛和祝福。快樂的
時光總是過得很快，拍過大合照後，聖誕派對
就正式結束了。但是大家都感到意猶未盡，因
為大家都留戀在新一代的一點一滴。讓我們一
同在新一代這個大家庭中成長！

聖誕派對最為緊張及興奮的時刻當然是聖誕大
抽獎。今年我們準備的禮物都非常實用，並且
人人有獎，永不落空！各位抽獎嘉賓不直接讀
出得獎者的名字，而是致電得獎者，這令大家
都非常緊張，不斷等待電話的鈴聲。每一份聖
誕禮物都代表著一份祝福，每個人收到禮物後
都非常滿足。

之友、學壇及英才會
的莊員分別和總幹事
蘇祉祺博士合影。

在遊戲環節，每個人都
全情投入，笑聲不斷。

莊員之間早已結下了深厚的友誼。

是次聖誕派對如此
成功，全賴莊員們
的精心籌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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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新一代之友

香港新一代之友

過

往十六年，香港新一代之友一直配合母
會的發展，為培育青年人才不斷努力。
今年十七之友亦不例外，將繼續肩負母會「視
野、博識、創新、承擔」的宗旨，關心社會、
關心祖國，推動香港的國民教育，凝聚青年人
才。這是新上任的十七之友對來年的一份信
念、一份承諾及一份盼望。
年青人，不但要努力裝備自己，更重要的是肩
負起對社會的責任，為社會作出貢獻。因此，
為增加學生對祖國的認識以及國民身份認同，
啟發他們關心祖國的發展，建立對國家、民族
以及社會的責任感和使命感，本年度之友將繼
續與母會合辦「我的祖國—京港澳學生交流
營」，讓香港學生親身了解祖國發展的方方面
面，體驗祖國壯麗的河山及悠久的歷史文化，
同時亦與北京、內蒙古及澳門的學生互相交流
及學習，建立起同胞間的真摯友誼，一同立志
為社會、國家發展作出貢獻。除此之外，之友
更會舉辦一系列公民教育的活動，讓學生透過
社區實踐了解社區工作的意義，啟發他們認識
社會、關心社會，成為新一代的優秀公民。
另外，之友亦會舉行一系列國情研討會，讓各
莊員能在相互交流和學習中加深對祖國各方面
國情的認識，並藉此對自身的發展作更好的定
位，貢獻祖國。另外，之友還會舉辦多項培訓
計劃，以進一步提升各莊員的組織能力，為往
後成功舉辦活動作更好准備。

文：呂志凌
第十七屆香港新一代之友
呂志凌
香港中文大學
楊斯竣
香港中文大學
副主席
徐 玲
香港大學
財政
葉加晴
嶺南大學
文書
陳柳余
香港教育學院
李卉妍
香港理工大學
活動
香港教育學院
陳景儀
黎洁婷
香港中文大學
社會事務 林嘉浩
香港教育學院
鄭慧琦
嶺南大學
市場拓展 莫穎霜
香港理工大學專上學院
聯絡
王璐雯
香港教育學院
主席

十六之友主席許凱迪將之友
信物—火柴交給十七之友主
席呂志凌，寓意薪火相傳。

在10月23日交職典禮的大
日子，新上任的十七之友
全體莊員意氣風發。

之友莊員與總幹事
蘇博士的合照。

莊員之間結下了珍貴的友情。

在未來的一年，之友希望藉著體驗式的學習，
以培育青年人的公民意識及推動國民教育為己
任，讓學生能全面認識祖國，提昇對國家的歸
屬感。之友全體莊員將會為這個目標攜手努
力，和新一代的青年人共同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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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聖誕派對上，莊員們度過了
歡樂而難忘的一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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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專學壇

香港大專學壇
十六學壇 樂育縵縵

文：冼政喬

不

知不覺間，香港大專學壇已經來到第
十六個年頭。交職典禮上，我們正式
上任，被冠以「第十六屆香港大專學壇」的名
銜。這個名銜，是一份光榮，更是一種責任。
光榮，是因為我們都能夠發揮所長，服務大專
學生，盡己力貢獻社會；責任，是因為我們都
需要堅定方向，再接再厲，發展大專學壇，誓
令其再創高峰。
世界時刻在變，所以我們絕不能墨守成規，要
把握社會的最新發展動向，培育出更多新一代
的青年人才。在新的一年，我們將會繼續秉承
新一代「視野、創新、博識、承擔」的宗旨，
保持學壇的優良傳統，並力求不斷進步。
在培育大專學生方面，我們會繼續與母會合辦
「清華大學明日領袖國情培訓計劃」，並舉辦
「國情達人SUPER」，使香港青年能深入、全面
地認識祖國，增加國民身份認同，培養他們對
祖國的歸屬感及自豪感。另外，我們亦會定期
舉辦國情講座，邀請講者講授國情知識，令香
港青年能掌握最新的國情資訊。

主席
副主席
財政
文書
社會事務
活動
聯絡

第十六屆香港大專學壇
陳雅欣
香港教育學院
蔡德勵
香港大學
翟嘉衡
香港中文大學
冼政喬
香港大學
謝宗良
香港科技大學
李立德
香港城市大學
陳寶瑩
香港大學
黃仕俊
香港理工大學
趙榮耀
香港中文大學
香港中文大學
劉俊佑
徐道鴻
香港科技大學
梁漪琪
香港科技大學

大家在熱烈討論來年大計。

莊員之間建立了真摯的友誼。

而在培訓莊員方面，我們將新設「讀書會」，
讓各位莊員在閱讀國情書籍後一同就特定的
主題進行討論，以增進大家的國情知識，為
日後舉辦活動作好準備。另外，我們亦增設「
領袖技巧培訓」，學習如何成為一個優秀的領
導者，了解組織活動時應有的心態和處理技巧
等。除此之外，我們將加強與新一代其它屬會
的合作，期望能透過緊密協作舉辦更多富有意
義的活動，為香港及祖國培養更多優秀人才。
我們期望，十六學壇能在未來的日子裡凝聚更
多領袖人才，建立起對社會、國家的承擔意
識，共同為祖國未來的發展貢獻力量。
每一次相聚的美好時光都
讓人難忘。

十六學壇，再創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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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新動力
動力火箭 一飛沖天

文：劉應東

經

過10月23日新一代屬會交職典禮，第七
屆香港新動力正式上任。上任後，各位
理事都積極投入會務工作，為來年大計出謀獻
策。
11月20日，我們舉行了「動力路向營」，規
劃明年的各項具體計劃。理事們紛紛提出各自
的想法，務求設計出更多富有意義的活動，為
香港社會發掘及培育人才。在商討來年大計之
餘，我們亦不忘聯誼，藉此加深彼此間的了
解，增進友誼。
除此以外，我們已經啟動「香港青年兩岸三地
政治制度研習及體驗計劃2011」的策劃工作，
即將於明年下半年舉辦一系列的學習、考察和

主席的話

實踐活動。計劃將提供機會讓參加者深入認識
兩岸三地政治制度的異同、實地考察台灣的選
舉制度、親身體驗香港社區工作，以提升參加
者的多元思考能力、團隊合作精神以及人際關
係技巧，並啟發其關心政治，增強他們對國
家、社會的責任感。
在未來一年，我們將繼續以「參政、議政、論
政」的宗旨凝聚青年力量，讓更多年輕政治人
才參與社會工作，建設香港，貢獻祖國。我們
亦將全力加強與母會及其它屬會之間的合作，
共創多元平台，開拓更多社會資源，一同為香
港社會培育具「視野、創新、博識、承擔」的
年青人！

(劉應東)

父母常教導我要好好讀書，將來貢獻社會。這番話我時刻牢記在心。牛津碩士畢業
回港，我覓得一份在投資銀行的工作。對很多人來說，二十多歲正值發展事業的時
候。然而，我深信為社區提供服務、對祖國作出貢獻與發展自己的專業同樣重要！
我非常慶幸能得到香港新動力的各位顧問和理事支持，出任本屆主席一職。本屆理
事來自各行各業，各有專長，相信在未來的兩年，香港新動力的會務一定會再創高
峰，培育出更多對祖國、對社會有承擔的青年人！
大家在「動力路向營」中商討來
年大計，期間亦增進了彼此之間
的友情。
新動力與新一代的董事及
總幹事蘇祉祺博士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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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屆新動力主席雷紹麟將「動力火箭」
交給第七屆動力主席劉應東。

第七屆香港新動力
主席
劉應東
姚子逸
副主席
李碧儀
黃健興
財政
洪龍荃
秘書
戴碧彥
李健恆
吳仲鈞
吳偉民
理事
崔穎欣
張曼莉
林錦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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攜手推廣科普創意教育

文：鄧志強

第

黃坤耀老師把水火箭應用於
遊戲，讓同學透過遊戲學習
水火箭的原理。

五屆香港科學創意學會正式於本年10月
14日組成，並於10月23日的新一代交職
典禮正式上任。為了更有效於學界推廣科普創
意教育，我們於本年重整架構，確立會章，並
且加入了香港教師中心，成為團體會員。
本年9至12月期間，本會各成員不遺餘力地推廣
科普創意，舉辦了一系列豐富多彩的活動。
9月，本會理事梁添老師獲邀到澳門嘉諾撒聖心
英文中學，向學生教授創意思維。該校的同學
均表示獲益良多，深受啟發。
11月是本會科普活動匯集的月份，當中除了參
與一年一度的創新科技嘉年華以及香港科技教
育推廣計劃外，還舉辦了香港科幻小說創作大
賽之科幻工作坊。
創新科技嘉年華已於11月6至14日圓滿舉行。本
會理事於工作坊、講座擔任嘉賓講者，向公眾
講解不同的科普知識，例如「空氣砲」原理、
從製作不同電動「玩具」中學習科學理論等，
以深入淺出的方式讓廣公眾認識科學。
今年，本會繼續協辦一年一度的香港科技教育
推廣計劃。計劃於11月21日在嶺南鍾榮光博士
紀念學校舉行，吸引了過千名參加者。計劃透
過「水晶機械人」的製作，讓學生了解科技教
育對社會發展的重要性。是次計劃成功創出兩
項世界紀錄，分別為「Most Robots Dancing Simultaneously」以及「Smallest Running Robot」，實在
是可喜可賀。

香港科學創意學會

香港科學創意學會

劉世蒼老師於工作坊協助
同學完成作品。

本會更與新一代科學創意中心合辦香港科幻小
說創作大賽，為青少年提供發揮創造力和想像
力的平台。為增加各界對科幻小說寫作的認
識，我們於11月17及24日舉辦了兩節科幻寫作
工作坊，並邀得李逆熵博士擔任嘉賓講者，讓
參加者學會如何於科幻小說中發揮創意思維。
科普創意的順利推廣，有賴廣大教育工作者的
齊心協力。我們誠意邀請作為老師的您加入我
們的行列，一起為香港科普創意教育出一分力！
2010年9月至12月活動
9月25日
科學創意工作坊（澳門嘉諾撒聖心英文中學）
10月14日
架構重整，建立會章
10月
加入香港教師中心
10月23日
第五屆香港科技創意學會理事會正式上任
11月6—14日 創新科技嘉年華
11月17日
太空科學與航天工程講座系列
香港科技教育推廣計劃，創兩項世界紀錄
11月21日
11月24日
香港科幻小說創作大賽—科幻工作坊
科幻小說創作工作坊邀得李逆熵博士
為大家講解何為科幻。

蔡玉寧老師(右四)於「創新科技嘉年華2010」的
科普講座中擔任嘉賓講者。

梁添老師獲邀到澳門嘉諾撒聖心英文中學
向學生教授創意思維。

劉世蒼老師於「創新科技嘉年華2010」的
科普講座中擔任嘉賓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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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科學英才會

文：陳天虹

屬會資訊

香

香港科學英才會

港科學英才會由一群曾經在本港、全國
及國際性科學賽事得獎的同學組成，其
宗旨是：凝聚對科學有興趣的優秀同學，普及
科學知識；提升香港青少年對科學的興趣，促
進他們與國內外科學英才的交流，擴闊他們的
科學視野。
在10月23日的新一代屬會交職典禮上，英才會
主席禤彥勳向其他屬會匯報英才會在過去一年
的工作情況，並承諾將繼續致力於推動科普教
育，與各屬會一同配合母會的發展，為培育人
才、貢獻國家而努力。
本年8月下旬，在新一代科創中心舉辦的中學生
資優營中，主席禤彥勳以及理事茹志安、文國
昇、盧智樂、李浩朗擔當了活動導師，主持多
個遊戲及活動，並做好凝聚小組同學的工作。
10月下旬，禤彥勳、丁嘉怡、文國昇在第五屆
良師啟導計劃迎新營中擔任分享會的嘉賓，就
課題的可行性、研究方法、實際應用等方面指
導學員，並向學員傳授研究和比賽的經驗，同
時鼓勵有志參加科學比賽的學員。

在屬會交職典禮上，主席禤彥勳介紹英才會在過去一年的工作情況。

禤彥勳在資優營中
指導小組的同學參
加活動。

11月中旬，主席禤彥勳在「未來發明家培育計
劃2010-2011」擔任「科學實驗找靈感」工作坊
的講者，向學員分享如何從「拆東西」的過程
中尋找科學創意靈感。禤同學選擇用學員熟悉
和喜愛的動畫「鋼之煉術師」為例子，讓同學
享受將事物「分解」、「重新合成」等過程的
樂趣，並指導同學拆裝鬧鐘的方法。
11月13日，英才會總務、新任「星之子」林俊
禧及第九屆明天小小科學家冠軍朱凱鳴出席了
第十屆「明天小小科學家」獎勵活動終評的賽
前簡介會，和各位參賽同學分享比賽心得。兩
位同學根據他們當年的比賽經驗，細緻地講述
比賽的注意事項，更勉勵同學以平常心面對各
項挑戰。
在未來的一年，英才會所有成員將會繼續積極
參與科創中心的各項活動，將自己的參賽經驗
與更多人分享，勉勵更多同學在科研道路上勇
往向前，刻苦努力，力爭成為明日的科學英才！

新任星之子林俊禧（左二）與第九屆明天小小科學家冠軍
朱凱鳴（左一）與進入明小終評的同學分享比賽心得。
本屆英才會理事黃泳楓（左）、張偉炫（中）、
主席禤彥勳（右）等出席本年度屬會交職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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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國昇（左）、丁嘉怡（中）、禤彥勳（右）
出席第五屆良師啟導計劃迎新營。

良師導計劃的學員向
英才會丁嘉怡理事介
紹其研究題目。

香港新一代文化協會
2011年活動預告
3、4、5、11 月
4月

通識教育大課堂2011—珠三角考察體驗團（共四期）

香港青年教師珠三角考察團

6月
7月
8月
12月

中山大學兩岸三地政治制度研習班
清華大學明日領袖國情培訓計劃2011
「我的祖國」—京港澳學生交流營2011
香港教師高鐵湖南考察團
香港教師山東考察團
台灣政治制度考察團
清華大學(香港教師)國情培訓計劃(第三期)
以上活動日期或有調整，請以本會最新通知為準。

詳情請瀏覽本會網頁：http://www.newgen.org.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