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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辦機構

主辦機構



STEM+ 運動小領袖
項目源起

• 自 STEM 成為政府教育發展藍圖後，由於不同外圍因素，
令基層學生與非基層學生對STEM的理解及參與仍然存在
顯著差異。

• 隨著人工智能、物聯網和大數據處理等進入我們日常生活，
STEM 已成為年輕人未來競爭的「必備語言」

• 「 STEM+ 運動小領袖計劃」由社企苗主辦，社會企業研
究院協辦，目標是向八歲以下的基層學童推廣 STEM 教育，
配合香港作為「國際創新科技中心」的新目標，讓每一位
受惠的學童實踐他們的科研夢，開啟孩子探索科學之門。

• 2021年決定正式推出 「STEM+ 運動小領袖」計劃，撇開常
規化的 STEM 教學，以不同運動項目與STEM 知識連接，
激發學生對 STEM及運動的興趣及投入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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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M+ 運動小領袖」計劃目的

• 我們期望建立一個以 STEM 教育爲中心的平台，撇開常規化的 STEM 教學，以不同運動項目與STEM 知識連
接。我們透過包括科技應用、數學理論、人體結構、電腦程式編程、工程設計等不同 STEM 關鍵概念連結運
動項目，令基層學生發現運動世界與 STEM 的不同連結，同時接受更適切的 STEM教育，激發學生對 STEM
及運動的興趣及投入感。

• 「 STEM+ 運動小領袖」計劃透過學生們最喜愛的運動項目，更有效激發他們對於 STEM 的學習興趣，鼓勵孩
子探究及共同發掘他們於運動及科學上的潛能，培育他們的興趣和能力。



課程簡介

學習 體驗 實踐

課程重點

• 整個課程設計共有五大單元，透過不同運動項目涵蓋 STEM 不同科學概念

• 課程設計強調讓小朋友重溫 STEM 學習中的不同關鍵概念，並透過小實驗並

理解他們最喜愛的運動項目中的 STEM 知識

• 每個單元均包括理論重溫，實踐項目和生活應用等安排，令學童充分了解相

關課題

• 課程包括學期終比賽，讓小朋友實踐所學所長

• 課程設計者及導師均擁有多年課程設計及小朋友教育等經驗

成功完成課程後並獲得優異表現，可取得課程認可證書。

「STEM+ 運動小領袖」目標作為 STEM 核心課程的擴展，課程內容多元化，協助小朋友從實踐中強化在某一學
習領域的認知和技巧，使學生更清楚了解自己的喜好、強弱項和能力，讓每一位受惠的學童實踐他們的科研夢。



科學 - 身體構造、器官系統和酸鹼理論

◦ 了解人體結構、器官系統、呼吸及消化系
統

◦ 了解酸鹼理論及日常應用

◦ 測試酸鹼值 / 紙製機械手 / 左右腦傾向測
試 / 模擬肺部模型

科技 - 虛擬實境和擴增實境

◦ 虛擬實境及擴增實境的理論和應用

◦ 拍攝擴增實境相片及影片，體驗虛擬實境
眼鏡

科技 –電腦程式編寫

◦ 了解電腦程式編程概念

◦ 為學生們最喜愛的運動項目設計動態詞語及短

篇動畫

數學 - 2D和3D形狀

◦ 了解2D, 3D 及對稱形狀

◦ 利用相關理論設計及建造小朋友理想的體育館

工程 -槓桿理論

◦ 了解槓桿及橡皮筋的相關概念和日常應用

◦ 利用相關理論設計及製作彈射器

課程安排

 每單元將為時 3-4 星期，每星期1天，每堂一小時

上學期（10月至11月） 下學期（1月至4月）



科學 -身體構造、器官系統及酸鹼理論

課程簡介

◦ 了解人體結構、器官系統、呼吸及消化系統

◦ 了解人體酸鹼理論 (如汗水，唾液等)

◦ 測試酸鹼值 / 紙製機械手 / 左右腦傾向測試 / 模擬肺部模型



科技 -虛擬實境和擴增實境

課程簡介

◦ 虛擬實境及擴增實境的理論和應用

◦ 拍攝擴增實境相片及影片，體驗虛擬實境眼鏡



科技 – 電腦程式編寫

課程簡介

◦ 了解電腦程式編程概念

◦ 為學生們最喜愛的運動項目設計動態詞語及短篇動畫



數學 - 2D和3D形狀

課程簡介

◦ 了解2D, 3D 及對稱形狀

◦ 利用相關理論設計及建造小朋友理想的體育館



工程 -槓桿理論

課程簡介

◦ 了解槓桿及橡皮筋的相關概念和日常應用

◦ 利用相關理論設計及製作彈射器



「STEM+ 運動小領袖」
2021-2022 年度安排

2021年
8月

2021年
10月

2022年
1月

2022年
4月

 活動宣傳開始
 與學校聯繫並安

排相關報名手續

2021年
1月

2021年
5月

 活動籌備工作開
始並成立籌備委
員會

 下學期課程
開始

 2021-2022 年度啟動禮
 上學期課程開始

 擬定相關課程

 2021-2022 課程完結
 2021-2022 年度閉幕禮



「STEM+ 運動小領袖」
報名資格和程序

• 2021 學年在港就讀K2 至小三的學生（課程將就學生就讀年級調整）
• 獲學校推薦* 
• 承諾出席率至少達80%或以上

報名
資格

報名
程序

學生可掃瞄 QR code 或到以下 Google 表格填填妥報名表
或透過學校報名參加

確認參加資料，並於活動前獲得教材及課堂地點 / 網上連結
因應最新疫情，課堂或以 Zoom 形式舉行

上課前準備
個別課堂參加者或需預備指定基本器材以達到更佳學習效果，詳情請
留意課堂安排

1

2

3

每位學員成功完成課程後，可取得課程認可證書。
表現優異的小朋友更會獲邀參加學期終的「STEM+ 運動小領袖」創意大賽!



社會企業研究院(Social Enterprise Research Academy, SERA)於2014年成立，一向
本著「凝聚市場力量‧締造社會關愛」的宗旨，致力構建SERA Circle一個高價
值的國際平台，凝聚政、商、學、民的多方核心人才和精英專才，以促進可持
續發展的亞洲社會。時至今日，本院透過舉辦國際峰會及邀請世界級講者分享，
連結超過10,000位企業領袖和機構組織，影響力亦擴展到全球13個城市。

社會企業研究院亦透過發展及推廣「社會關愛約章框構」及6大原則，擴闊跨
界別企業領袖及專才的國際視野，回饋業界。

社會企業研究院頻繁着重社會關愛，支持社會活動，因此於2021年與社企苗成
為戰略伙伴，透過研究院平台資源，協助推動社企苗活動給研究院企業領袖和
機構組織。

社會企業研究院

https://seraasia.org/zh/about-sera#Framework


自2018年成立至今，社企苗通過不同活動已經協助多間社企品牌進行推廣及活動落地並行，發揮香
港本地資源優勢，
並鼓勵青年善用自身能力服務社區基層市民及兒童，推廣社區共融理念。

雙語共融手牽手
合作機構: 雙語樂

捐贈MB4 口罩
合作機構: 中小學，樂善居，協康會

同芯小領䄂培訓計劃
合作機構: 同芯慈善會

長幼關懷顯愛心
合作機構: 雅士圖國際幼稚園

社企苗



• 社企苗的初心希望通過商業和科技，將資金、人才、專業知識配置到社會企業領域，並鼓勵青年
善用自身能力服務社區基層市民及兒童，推廣社區共融理念將社企的產品和服務推廣到學校，教
育機構，商業機構和非牟利組織等。

• 我們始於2018－19年度，並已成功與中大校友慈善基金（ACF）、香港中文大學尤努斯社會事業
中心 (YSBC@CUHK) 、香港社會企業總會，以及國內的恩派公益組織發展中心 (NPI)建立合作夥
伴關係，該等機構均可給予社企苗戰略支持。

派發愛心飯盒
合作機構: 深水埗北河同行-明哥

探訪長者麵包工作坊
合作機構: 龍城麵包工坊

社企苗



社企苗的初心希望透通過商業和科技，將資金、人才、
專業知識配置到社會企業領域。

我們透過資源整合，協助社企拓展市場渠道及商業模式
優化，將社企的產品和服務推廣到學校，教育機構，商
業機構和非牟利組織等。

社企苗始於2018－19年度已成功與中大校友慈善基金
（ACF）、香港中文大學尤努斯社會事業中心
(YSBC@CUHK) 、香港社會企業總會，以及國內的恩派
公益組織發展中心 (NPI)建立合作夥伴關係，該等機構均
可給予社企苗戰略支持。

自成立至今，社企苗通過線上與線下活動結合，已經幫
助多間社企品牌推廣及活動落地並行，發揮香港本地資
源優勢，撬動大灣區資源槓桿，促進和推動社會各界關
注。

社企苗

2018年12月20日於香港中文大學舉行
中大校友慈善基金合作夥伴及開幕儀式



「STEM+ 運動小領袖」支持機構

2021/10/20

會員關係



「STEM+ 運動小領袖」

贊助聯絡方法

電話: 9406 9969 
電郵: communications@sera-intl.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