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EXT&PHOTO 三十三 I EDIT Latte 丨 ART Tsun

mmmsmssmmmm
eSCHOOL

同學活用Al編程

Think 丨 _
運算思維教

全港小學生運算思維比賽202

隹比賽總
tion Gran 丨

重算思維比l
Com Gran

最初三十多間先導學校參與開始的「賽馬會運算思維敎育（CoolThink@JC)計劃」，現時已有逾百間小學參 
^ 與，該計劃目標更直指二百間。而配合計劃而推廣的「全港小學生運算思維比賽2021」幾年來，也引發參與

_______ |的同學們湧現不少創意無窮，活用運算思維的作品。

人工智能（AI)近年盛行，剛於8月尾順利完成的一屆比賽中，便有不少參賽同學活用AI編程。其中，App Inventor 
組別冠軍的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第二校的「安心出門」，同學們編程時便用上智能辨識技術；Scratch組冠軍的保良局志 

豪小學「Brain Fit」，則更是一個智能學習遊戲。

張仁良敎授認為AI 
概念不算複雜，只 

給予小朋友機會及 

資源，他們已可用 

來解決問題。

(1=愈早掌握AI愈有利=0

事實上，除了兩組冠軍，其餘還有不少作品都應用了 AI相關 

技術。對此，最終評審委員會主席香港敎育大學校長張仁良敎授 

表示得相當開心。張敎授指，這不單顯示參賽的高小學生極具創 

意，也證明只要給予同學們機會及資源|可以有很好的發揮。

至於AI學習是否過早或對同學過於於艱深，張敎授則不以為 

然，指出目標反正不是要讓小學生都成為AI編程師，只是讓同學 

們有個概念，明白AI可以解決什麼問題便足夠。因此愈早分階段 

讓小朋友學習及掌握當中基礎，對他們愈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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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紹勇指，現時影 

視娛樂都會提到 

A卜小朋好自然在 
解決問題時會想到 

應用AI科技。

旁選擇最有效科技方法令

另一位最終評審，阿里巴巴創業者基金營運總監呂紹勇表示，參 

賽同學作品不少融入AI元素，可能由於市場正推動AI發展，不少機 

構也意識到，最基本便是由小學敎育開始，因此不斷有相關概念融入 

到課程之中，再加上近年影視娛樂都會提到AI應用，小學生在耳濡 

目染下1自然在構思作品時也想到加入AI的可能性。

不過，呂紹勇也清晰指出，與其説同學在是使用AI，其實只是使 

用大數據處理，但最重要是同學們的作品都是以生活出發，並非由科 

技出發，而恰巧AI是最Powerful的方法而已，這種「應用科技方法 

解決生活問題」的意識，才是最可取。

今屆決賽重新以實 

體形式進行，惟因 

防疫考量，只接受 

評審在場，公眾仍 

只可在網上觀看直 

播。

,職2〇21
佘疫下再度舉行實體決賽卺

_如以往^比賽按作品使用的編程工具，分作App Inventor組 

別及Scratch組別。今屆共有200隊來自多間小學的隊伍參加，大會 

先從同學遞交的作品中選出40隊出線網上直播預賽•並再各组選出 

4隊出席於香港敎育大學舉行的實體決賽•向評審介紹作品及接受提 

問。

而撇開融入AI元素這個特色，今屆不少作品亦受疫情環境所啟 

發，跟公共衛生或防疫相關，可見同學都如呂紹勇所指，思考問題已 

有意識地以生活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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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CHOOL
娜_/>\77丨

______ STUt

葉家寳、梁焯彥及林永洛同學的「安心出門」 

術，提高實用性及效能。

加入辨識技 伍泳熹、潘朗及黃麒軒都是小四學生.. 

師弟編程學習遊戲。

卻想到給小一至小二的 陳孟麟、賴厚光及劉港發曾以向其他同學查詢便便習慣， 

是感到尷尬，慢慢便放開了。

得獎作品分享
STEAM活動

徐梓恒、陳曉樂及許宥淳研發的「升降機腳踏式按鈕裝 梁裕晴、周廷蹶及廖崇一還特別製作了 QR code，示範 袁泓澄、林珀穎及鄭珈楠自己都笑言「抗疫手帶」太重太

置」，可以避免手指接觸按鍵，疫情下的確夠衛生。 「分塑易」的操作。 大，之後會向輕量化繼續研究。

[ App Inventor 組冠軍 ][ Scratch組冠軍/
最佳功能及介面設計獎

][ App Inventor 組亞軍 ][ Scratch組亞軍 H App Inventor 組季軍 / 1 f Scratch 組季軍 /
最佳功能及介面設計獎 j L 最佳學科應用獎

學校：英皇書院同學畲小學第二校 

作品：安心出門
_般大門監控鏡頭只會對外，防止陌生人 

進行。英二同學的「安心出門」則在向內方向 

再加裝一個監控鏡頭，如發現家中有認知障礙 

長者單獨外出•便可及時通知家人。大門更加 

入智能辨識技術|可運用視覺及聲音辦識功能 

進行開鎖。

呂紹勇在賽後更指|此作品無論是設計、想 

法、使用場景已經十分透轍，雖然離成熟還很遙 

遠，但已迫近坊間初創公司的發明品，同學若果 

能夠獲得足夠資源|作品發展潛力巨大。

學校：保良局志豪小學 

作品：Brain Fit
志豪小學同學們專為小一及小二師弟編寫 

用來學習乘數的遊戲。只需在數學題出現後， 

控制角色移動、跑跳到相應答案，便算勝出。 

曰後，同學還希望在遊戲加入「平行板」設 

施，增加趣味。

張仁良敎授對作品頗有極高評價，因為敎 

大_直也有進行關於將學習變得有趣的項目■ 

而「Brain Fit」遊戲正正將有趣的打機原素放到 

學習之中，令到同學可以有趣地學習，毋須死 

板沉悶。

學校：元朗公立中學校友會鄧英業小學 

作品：需要便
鄧英業的同學從新聞得知，大便中存有健 

康細菌，於是意識到大便重要性，便編寫「需 

要便」app。其中，「我的大便」功能，可以透 

過手機拍攝大便形狀並顯示健康資計。同學笑 

言，為怕用家感覺污糟，所以設有圖片比對。

另外，「飲食資訊」則包括各種對排便 

有幫助的食品，供用家參考。賽後，呂紹勇對 

作品極為欣賞，指出同學們作品所思考問題很 

生活化，也能在不知不覺中應用到影像辨識技 

術，解決問題的意識值得鼓勵。

單看「安心出 

門」模型已見同 

學的構思很成 

熟0

「Brain Fit」的 
操控裝置是塊乒 

乓波板|左右前 

後轉動就可以控 

制角色移動。

「需要便」的功 

能中|評審都覺 

得可擴大飲食提 

示的資訊。

學校：勵志會梁李秀娛紀念小學 

作品：升降機腳踏式按鈕裝置
疫情下搭升降機，撳掣都怕染疫。這個 

裝置無需用手，靠的是踏板的傾斜感應，也就 

是只需踏板傾前，即可向前數數，到達想到樓 

層，讓踏板回復水平即可，反之亦然。也就是 

説，單是用腳踏即可控制升降機到達所需樓 

層，衛生方便。

學校：英華小學 

作品：分塑易
英華同學認為現時回收膠樽不夠仔細，於 

是自製QR Code貼在膠樽上，只須一掃便可清 

楚膠樽包含的部件，例如：樽蓋、樽身、招紙 

等等。之後，便可按部件的號碼放到相應的回 

收箱，方便回收。

學校：瑪利曼小學 

作品：抗疫手帶
一米的社交距離很難掌握，瑪利曼的同學 

便研製手帶，彼此配帶上後，只要距離少於一 

米，手帶便會發聲及震動通知。此外，手帶還 

加入洗手時間通知，以雙手搓洗次數來確保每 

次滿足20秒需求。

李善同、陳卓毅及黃逸 

進的「Cheers」，只要 

對着app喝水便可培養 
寵物，逢味滿Fun。

李曉暄、葉雅姿及趙日同在「愛耆易」加入的功能，都以 

關懷長者為主，很有愛。

龔梓浩、賴卓言及陸恩澤的「消鼠 

神器」很有創意，就連模型也有隻 

可愛老鼠。

Scratch組優異獎 App Inventor組優異獎
Scratch 組 

最具創意及創新獎

學校：港大同學會小學 

作品：Cheers
「Cheers」以育成遊戲鼓勵定時飲水。只 

須在飲水時舉杯對着app，便會記錄下來，預 

先選擇的恐龍蛋、花種子等便會成長。但飲得 

太密或太耐沒飲，app都會作出通知。

學校：瑀利曼小學 

作品：愛耆易
瑪利曼的同學為長者做了次問卷調查，以 

便為「愛耆易」設計符合長者需求的4個功能 

:慰問、娛樂、支援、提示。慰問功能更可錄 

音唱歌，為長者解悶。

學校：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第二校 

作品：消鼠神器
可自動添加鼠餌吸引老鼠，更加入「鼠臉 

辨識」AI |分析走入籠的是否老鼠。此外，還 

會根據捕鼠數據1用AI分析老鼠出沒地點及頻 

率，增加捕鼠效能。

黃偉林、馬紫淇及甄熙林的「人工 

智能天竺鼠車車」|相信是今屆最 

可愛產品。

[App Inventor 組
最具創意及創新獎 J

學校：佐敦谷聖若瑟天主敎小學 

作品：人工智能天竺鼠車車
以大熱的《天竺鼠車車》為造型的智能小 

車，可透過辨識人們的面部表情和聲音，分析 

其心情，並利用可愛的造型，為用家緩解負面 

情緒。

運算思維比賽總決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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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博皓、王心怡及盧子 

飛的「尿袋容量監測 

器」為特定長者解決問 

題，很有心思。

[Scratch組最佳團隊協作獎J

學校：滬江小學 

作品：尿袋容量監測器
當需要用尿袋的長者，其尿袋已滿，便會 

發出提示，讓照顧者可以即時清理，亦可省減 

照顧者需要經常檢查尿袋的時間。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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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獎名單一覽

App Inventor 組獎項

冠軍
英皇書院 

同學會小學第二校
安心出門

葉家寶、梁焯彥、 

林永洛

亞軍
元朗公立中學

需要便
陳孟麟、劉港發、

校友會鄭英業小學 賴厚光

季軍 英華小學 分塑易
廖崇一、梁裕晴、 

周廷澱

Scratch組獎項

冠軍 保良局志豪小學 Brain Fit

亞軍
勵志會梁李秀娛紀 升降機腳踏式

念小學 按鈕裝置

季軍 瑪利曼小學 抗疫手帶

黃麒軒、潘朗' 

伍泳熹

陳曉樂、許宥淳、 

徐梓恒

鄭珈楠、袁泓澄、 

林珀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