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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ower every person and
every organization on the
planet to achieve more.

幫助在地球上每個人和每個組
織成就更多。

Microsoft’s 使命





标题文本预设
此部分内容作为文字排版
占位显示（建议使用主题

字体）。

職場的數碼轉型

未來6年，有多少工作將被機械取代?

Source: World Economic Forum, The Future of Job Report 2018

29% (2018) 50%+ (2025)

2022年， ??? 傳統職位將會消失，

但同時將出現 ??? 新的工種。

7千5百萬

1億3千萬



香港數碼技能人才短缺



這是挑戰 也是機會



Microsoft Philanthropies 計劃大鋼

與各非牟利團體合作，
每年為有特殊

學習需要青少年提供
數碼技能培訓及

生涯規劃

每年鼓勵15,000
K12學生參與1小時的
Minecraft 編程挑戰，

開拓同學們的
創新思維

每年招募逾30間中學
的女學生，透過為期

6個月的STEM培訓及挑
戰，啟發3,000+ 女生

對STEM的興趣

透過講座、工作坊、
捐贈計劃等提升

非牟利團體同工的數
碼技能及推進

社福機構的前線服務

#FutureReady Hour of Code Tech for GoodGirlSpark 

Digital Skills –
讓每個人Be #FutureReady，將來成就更多

Tech for Good –
讓所有機構實現更多

Build Capacity Generate Demand Build Societal Impact



計劃目標:
• 了解現今的職場數碼革命，明白科

技對弱勢青少年未來就業發展的重
要性

• 認識數碼技能如何協助弱勢青少年
籌劃未來

• 親身體驗最新數碼技能

• 掌握Microsoft各項免費教學資源，
幫助延伸學習

目標人士:
• 非牟利團體導師 / SEN學校教師

#FutureReady 計劃



導師延伸自學

教授特殊學習需要學生

充分利用Microsoft免費網上學習
平台作延伸學習，掌握相關技能

教授數碼技能
予特殊學習需要學生

01

02

了解職場
數碼轉型需要

導師/同工體驗
相關數碼技能

01

02

03

最積極參與學校

豐富獎品

最積極參與非牟利團體

第二階段
#FutureReady | Empower 

第一階段
#FutureReady | Inspire

第三階段
#FutureReady | Achieve

體驗 學習 教授 成就

目標: 每年推廣予150+NGO Educators, 
從而令600+受眾得以體驗數碼技能

#FutureReady | Inspire (Train-the-Trainers)



Microsoft Imagine Academy

Microsoft 數碼技能教學資源

MS Learn 
MS免費技術課程，適合在職人士進修

MS Educator Community
一站式MS教學工具使用範例和教程，適合K12老師

Microsoft Digital Skills Resources
免費數碼課程，適合青少年為未來做足準備士

Microsoft Imagine Academy
Microsoft Imagine Academy

https://www.microsoft.com/en-sg/education/imagine-academy

Microsoft Imagine Academy
為老師及學生提供數碼技能教材及示範

https://www.microsoft.com/en-sg/education/imagine-academy


Microsoft
無障礙科技示範

微軟香港有限公司
公益事務經理
Ms Minna Mui 



Accessibility Tools



通過在填充詞和語速等方面提供反饋改
善了發布演講技巧，通過AI讓演示變得
更出色

了解更多:
https://support.office.com/en-us/article/rehearse-your-slide-
show-with-presenter-coach-cd7fc941-5c3b-498c-a225-
83ef3f64f07b

https://support.office.com/en-us/article/rehearse-your-slide-show-with-presenter-coach-cd7fc941-5c3b-498c-a225-83ef3f64f07b


了解更多:
https://support.office.com/en-us/article/create-professional-
slide-layouts-with-powerpoint-designer-53c77d7b-dc40-45c2-
b684-81415eac0617

https://support.office.com/en-us/article/create-professional-slide-layouts-with-powerpoint-designer-53c77d7b-dc40-45c2-b684-81415eac0617


了解更多:
https://support.microsoft.com/en-
us/help/4042244/windows-10-use-dictation

支援聲控語音輸入，
讓使用者可以利用語音輸入的方式打Word

https://support.microsoft.com/en-us/help/4042244/windows-10-use-dictation


了解更多:
https://support.office.com/en-us/article/create-professional-
slide-layouts-with-powerpoint-designer-53c77d7b-dc40-45c2-
b684-81415eac0617

學習工具的設計目的是支援閱讀障礙
和 dysgraphia 的學生更有效地學習

https://support.office.com/en-us/article/create-professional-slide-layouts-with-powerpoint-designer-53c77d7b-dc40-45c2-b684-81415eac0617


了解更多:
https://support.microsoft.com/zh-hk/hub/4339839/windows-
accessibility-help?os=windows-10

https://support.microsoft.com/zh-hk/hub/4339839/windows-accessibility-help?os=windows-10


SEN學校老師分享

Ms Pensy Lee
道慈佛社楊日霖紀念學校








玩 ‧創
Minecraft @ 

YYL
12 - 12 - 2019



李佩茜 Pensy Lee ● 資訊科技統籌主任

● 任教

● 數學

● 電腦、資訊及通訊科技

● 視覺藝術

● 科學

道慈佛社楊日霖
紀念學校





通過遊戲，參賽者能提驗
過程中的挑戰，而挑戰往
往能促進學習，比賽及分
享就更是實在的遊戲與挑
戰。學生能寓遊戲中學
習，維持學習動機，與此
同時，學生能把成果在社
交媒體中分享，得到更多
支持與鼓勵。





科目 課題 例子 備註

視覺藝術 建築物面面觀 寫生/創作 延伸：3D Print及
AR

科學 認識金屬 金屬展覽館 延伸：影片處理

德育 環保生活 不環保日常 延伸：VR

其他-Project/比賽 遊戲設計、AR/VR
展示、3DPrint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TcEwoEYXVk24a0pgkW9SrycjPxyAQSNY/view?usp=sharing


融通創客嘉年華
2019

















智能貨櫃船

http://www.youtube.com/watch?v=xLR2zZPPOpM




跳傘式升降機（船頭）

跳傘式升降機（船尾）

船邊燈

傳送裝置 -方便船員









巡邏密碼鎖







YYL Minecrafters Minecraft server 教學
https://sites.google.com/seltas.edu.hk/minecraftserver/%E9%A6%96%E9%A0%81

https://sites.google.com/seltas.edu.hk/minecraftserver/%E9%A6%96%E9%A0%81


2016 - 2017

● Microsoft X 教城：創意共融編程大賽
初中組 - 季軍

● 2016全港中小學STEM創客[智庫盃]
中學組 - 優異獎

● 「學習如此多紛 2017」- 電子學習套件
製作比賽
初中組（專題研習）-季軍

● 「綠色空間 由我創造」綠色建築全港
學生比賽
初中組優異獎

2017 - 2018

● Master Code 編程大賽 2017 -
創建智慧城市
高中組 - 冠軍

● Master Code 編程大賽 2017 -
創建智慧城市
Minecraft擂台戰（小學/特殊學校組）-
冠軍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_oxaAyvi_0a5eEf_p5dMxM4HVGBS20ik/view?usp=sharing


2018 - 2019

● Master Code 編程大賽 2018 -
創建智慧城市
高中組 - 優異獎

● Master Code 編程大賽 2018 -
創建智慧城市
初中組 - 優異獎

● Master Code 編程大賽 2018 -
創建智慧城市
Minecraft擂台戰（中學組）-Archiver

2019 - 2020

● 「學習如此多紛 2018」- 電子學習套件
製作比賽
高中組（iCode）- 冠軍

● 綠火焰VR遊戲設計比賽
高中組 - 優異獎



2015 - 2019

● 學與教博覽:InnoSTEMer (2017及2018) 
● Microsoft 教育論壇(2015 － 2019) 
● 北區Maker Faire



pslee@yyl.edu.hk

mailto:pslee@yyl.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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