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目錄 

主席的話 P. 1 

STEM 教育小組及學生領袖 2020-2021 P. 2 

STEM TIPS P. 3 

新科技介紹 P. 4-5 

好書推介 P. 6-8 

STEM 活動及學生優秀作品 P. 9-11 

STEM 問答比賽 P. 12-13 

  

 

 

 

 



1 
 

主席的話  

大家好，我是 5D 班的黎柏希，今年能夠擔任 STEM 學生領袖小組主席

一職深感榮幸，STEM 是有關科學、科技、工程、數學等範疇的特別科目，

著重培訓同學的邏輯思維、解難、技能應用、協作及創意等能力，令同學

能應對未來經濟及科技發展所帶來的轉變和挑戰。 

 

本校 STEM 小組亦舉辦過不同的 STEM 活動，例如 STEM 機械人比賽；

化學科和生物科聯合舉辦的「魚菜共生工作坊」；電腦科的 I.T 科技班舉

辦的「機械人拳擊體驗」活動等，給予同學學習和運用跨學科的知識及發

揮所長的機會。 

 

最後，希望藉此讓更多同學認識 STEM，一同學習 STEM 的知識和技術，

享受 STEM 所帶來的有趣生活和課堂，讓學習變得更加有趣。参與 STEM

的活動，加入 STEM 的大家庭，STEM 是讓你發揮所長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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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小組 2020-2021 
主席 冼淑芳助理校長 生物科、綜合科學科 

副主席 陳家俊老師 生物科、綜合科學科 

科任老師 

謝從意老師 物理、綜合科學科 

梁詩諾老師 化學科 

楊詠琪老師 數學科 

魏志輝老師 創意及媒體科、電腦科 

謝秀珍老師 科技與生活科 

鄭杰賢老師 電腦科、資訊及通訊科技科 

彭浩敏老師 電腦科、綜合科學科、創意及媒體科 

李康宏先生 數理科教學助理 

 學生領袖 2020-2021 

 

 

 

 

 

主席 5D 黎柏希 

副主席 5D 徐蒨姸 

文書 4D 張斐惠 

刊物出版部 

編輯 5D 陳晴晴、5D 羅梓聰、4B 楊梓妃 

排版 3D 陳茵祈、3D 方心愉 

記者 4A 吳凱欣、4D 陳展橋、4D 梁奕謙 

電腦技術支援部 4D 方裕豪、4D 鄭子健、4D 鄭健熙、4B 蔡崇裕 

工程技術支援部 4D 李家輝、5C 黃振昌、3A 焦雋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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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M TIPS 
STEM 是甚麼？ 

STEM 是由科學(Science) 、科技(Technology) 、工程(Engineering) 、 

數學(Mathematics)四個範疇組合而成的。 

推動 STEM 教育是配合全球的教育趨勢，以裝備學生應對 21 世紀社

會及全球因急速的經濟、科學及科技發展所帶來的轉變和挑戰。 在香

港現行課程中，STEM 教育是透過科學、科技及數學教育學習領域推

動。 STEM 有別於傳統的科目，重於跨學科知識外、特別著重培訓學

生的邏輯思維、解難、創新技能的應用、協作及創意等能力。 

 

STEM 學習活動的意義？  

有意見認為學生把時間用於 STEM 學習活動，或會減少學習其他科目

的時間，因而影響學業成績。 其實，STEM 教育的重點，是提升學生

學習科學、科技和數學的興趣；培養他們綜合和應用知識與技能、創意、

協作和解決問題等的能力。我們相信 STEM 教育有助提高學習動機，

加深同學對學習內容的理解，強化學習效能。 事實上，有學校表示

STEM 學習活動有助提升學生的整體學習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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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科技介紹 

遙控無人機 (UAV- Unmanned Flying Vehicles) 

你知道現今科技在航空領域上有甚麼可以應用到日常生活上？ 載人

飛機？ 遙控無人機？ 那你知道較新的自動避障的拍攝無人機嗎？ 

如 DJI Phantom 4 或 Skydio 等運用感知鏡頭追蹤使

用者和感應周遭環境，然後再計劃更有效率的方法

前往目的地等技術。 

當中技術可以歸納於自動駕駛載具技術一類，都是用周遭環境的資料

去計算最安全路線，但自動飛行比自動駕駛困難，無人機講求機身堅實

和輕盈，因為最小的計算出錯都可導致意外。 試想未來可以把這種科

技用於甚麼領域上，可以是維持治安的「巡邏機」；可以是第一時間趕

到災害現場去檢查情況的產品，又或者是有更廣泛的運用層面。 

 

參考影片 1:           參考影片 2: 

High-Speed Fixed-Wing Flight (高速固定翼飛行) Autonomous Drones (自主無人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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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uralink 

四平方公釐大小的 N1 晶片植入腦袋裏，有許多比頭髮還要細的絲線

負責與腦細胞聯絡，它們被置於腦中重要神經元附近，能夠偵測它們之

間傳遞的訊息，記錄每一次神經脈衝並發出訊號來刺激神經。 

這項科技不僅能幫助失能患者，馬斯克(Elon Musk)希望它有朝一日可

以成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並相信人工智慧是幫助人類存活下去的必

要科技。                      

                  

                    

超迴路列車 (Hyperloop)       Neuralink 發佈會影片 

超迴路列車(Hyperloop)的概念始於電動車特斯拉創辦人馬斯克(Elon 

Musk)提出的概念，已經開發多年，但批評者認為過於天馬行空。可以

把 Hyperloop 超級高鐵想象成世界最快的磁懸浮列車，然後把它放進真

空的管道中高速運行。世界最快的磁懸浮列車是日本的磁懸浮列車，

2015 年在磁懸浮實驗鐵路上創下每小時 600 公里的速度。 

        

    

    

      超迴路列車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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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書推介 

生物科 

<壁虎腳底的高科技:  
仿生學向大自然取經，設計未來> 
 
出版社︰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國際書號 (ISBN) : 9789573271529 

作者： 佛布茲 (Peter Forbes) 

內容簡介： 

大自然蘊藏了所有科技的奧秘與答案，在數十億年的演化過程中，發

展出最經濟、最有效率、最環保的各種解決方案。二十世紀末，人類科

學家與工程師終於領悟這一點，開始學習大自然的奧祕，致力發展「仿

生學」，希望能找到更好的科技發展方向。例如：模仿超級強韌的蜘蛛

絲，織出防彈背心、高強度繩索與醫用縫線等。 

推介原因：  

仿生科技將能提供新的機制與突破，為現今產品開創新契機，仿生科

技的發展也可帶來新的能源開發與應用概念，並可加速低污染、高效能

能源的開發，以減少資源的消耗及環境污染。 希望同學閱讀此書後，

能學會欣賞奇妙的大自然外，更能認識仿生科技，在廣闊的知識層面

上，好好裝備自己，在 STEM 新世代更具競爭力。 



7 
 

化學科 

<100 個 10 元科學大實驗> 

出版社︰匯識教育有限公司 

國際書號 (ISBN) : 9789889992156 

作者： 大山光晴 

 

內容簡介： 

10 元可以買到甚麼東西？ 相信只有數個衣夾、幾盒鉛芯筆芯或一至

兩個杯麵而已，但有沒有想過這些日常所見的東西居然可以用來做實

驗？ 沒錯，只要花費數十元，就能夠發明各種新奇有趣的東西，得到

各種意想不到的發現。 本書收錄了 100 個既便宜、又簡單有趣的實驗，

讓大家一起當個優秀的 10 元科學家！ 

 

推介原因： 

書中介紹的 100 個小實驗所用到的材料都是在日常生活中隨處可見的

物品，所以要動手在家做也是非常容易的，而且當中牽涉的科學原理也

是簡單易明。 書內以圖畫顯示製作過程，並加以解釋其原理，令讀者

明白利用日常生活的普通物品都可做到簡單的實驗，獲得有趣的科學

知識，所以一起動手做個優秀的 10 元科學家吧！ 

 

javascript:;


8 
 

物理科 

《核電知多少》Understanding Nuclear Power 

出版社︰香港核電投資有限公司 

內容簡介：核電的運作原理、大亞灣核電站的安全

設計、核電與日常生活的關係及世界的核電發展等，對

推廣環保議題不遺餘力。 

推介原因：閱讀這本書是認識甚麼是核能及核電的好開始，書中以

清晰及有趣的插圖，深入淺出地解釋抽象的科學知識，適合一般中學

生，同學快掃描右方的 QR code，閱讀電子版書籍吧！ 

 

科技與生活科 

<烹飪的科學> 

出版社︰楓葉社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國際書號（ISBN）: C22129 427 5077 

作者：斯圖亞特.法裡蒙 

內容簡介：這本書以科學的角度，仔量解釋了不同食物及烹調過程

中的科學知識，包括燻烤和慢燉肉類的過程、真空低温烹調、壓力鍋烹

調及各種食物的烹調或生吃的肉質分別等等。 

推介原因：我們烹調食物時，其實是一場科學的探索旅程，如果你

對烹調都有著不同的問題，會問「為什麼？」， 這本書可以為你一一解

答。 



9 
 

ＳＴＥＭ活動 

STEM 學生領袖迎新會 

 

 

 

 

 

為歡迎新一屆 STEM 學生領袖加入 STEM 小組的大家庭， 

我們於 30/10/2020 舉辦了第二屆 STEM 學生領袖迎新會， 

讓學生領袖和老師齊聚 STEM room，透過不同的遊戲和活動

互相加深認識，更有豐富的獎品和表演，鼓勵各位學生領袖

更投入 STEM 小組活動。 

 

 

 

 

 

掃描 QR code，瀏覽更多聖公會聖西門呂明才中學的最新 STEM 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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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科 DNA 模型作品分享 

STEM 學會 3D 立體模型製作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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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優秀作品 

化學科結構模型製作 

  
 

5D 徐蒨妍 

石墨 

巨型共價結構 

   5C 黃振昌 

   氧化碳 (乾冰) 

   簡單分子結構 

5D 張芯怡 

金剛石 (鑽石) 

巨型共價結構 

科技與生活科與創意及媒體科 

3D 打印曲奇模及曲奇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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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M問答考考你 
 

掃描 QR code，參加網上問答遊戲，測試自己對 STEM 有多了解， 

並即時知道答案及有機會獲得精美小禮物一份! 

 

1.  STEM 的各個英文字母分别代表甚麼？ 

A.  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Mathematics 

B.  System, Technique, Ergonomics, Method 

C.  Science, Technique, Ergonomics, Mathematics 

D. Science, Technology, Economics, Matrix 

 

 

2. 以下哪項不是常見的 3D 打印的材料？ 

A. 聚乳酸塑膠 (PLA) 

B. ABS 樹脂 

C. 聚對苯二甲酸乙二酯 (PETG) 

D. 軟木材 

 

 

3. 哪個國家的工程師開發了可探測新冠病毒的機械護士？ 

A. 埃及 

B. 意大利 

C. 德國 

D. 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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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以下哪項是新型冠狀病毒疫苗技術？ 

A. 信使核糖核酸(mRNA)技術 

B. 滅活技術 

C. 腺病毒載體技術 

D. 以上皆是 

 

5. 以下哪一項不是 NASA 火星探測器「毅力號」的主要任務？ 

A. 收集火星岩石樣本 

B. 分析火星的地理與環境特徵 

C. 鑽探火星岩心 

D. 環繞火星飛行 

 

6. 以下哪項是製作人工關節的常見物料？ 

A. 金屬及高份子聚乙烯 

B. 金屬及氧化碳 

C. 鈣及金剛石 

D. 鈣及石墨 

 

7. 人工關節的使用限期為多少年？ 

A.  5 年 

B.  10 年 

C.  25 年 

D. 無使用限期 

 

8. 為甚麼冷氣機通常會安裝在牆壁偏上的位置呢？ 

A. 節省空間 

B. 有助氣體對流 

C. 有助氣體交換 

D. 牆壁偏上的位置較穩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