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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港小學、中學及特殊學校校長：

誠邀加入「香港科技創新教育聯盟」
「香港科技創新教育聯盟」旨在廣泛聯繫關心支持科技創新教育的社會
各界人士，推動和引領香港科技創新教育發展。聯盟顧問及專家委員會成員
均為科學科技領域的專家，理事會成員都是積極推動香港科技創新教育的大
學教授、辦學團體代表、民間教育團體負責人及中小學校長。
我們已籌辦了多項促進科技創新教育發展的大型研討會、學生交流、學
界比賽，包括第一屆香港科技創新教育論壇、第一屆青少年STEM知識競賽、
內地與港澳青少年STEAM創客挑戰賽，參加第二屆中國STEM教育發展大會、
2018年全國科技周北京交流團、以及粵港澳大灣區STEM教育高峰論壇。
為了讓學界持續關注科技創新教育，推動科技創新教育發展，獲取科技
創新最新資訊，現誠邀 貴校加入香港科技創新教育聯盟，成為聯盟附屬會
員 - 學校會員，委派一位學校科技創新教育聯絡員與我們保持密切聯繫，取
得教學支援，一起推動科技創新教育，讓香港科技創新教育得到長足發展。
請填妥「同意書回執」，電郵、傳真或寄回聯盟秘書處。如有查詢，請致電
聯盟秘書處麥先生（電話：2963 5150）。
如 對 聯 盟 過 往 活 動 感 興 趣 ， 可 瀏 覽 聯 盟 網 頁 （ http://stemalliance.org.hk）獲取相關資訊。

順祝
鈞安！
會長

徐立之教授 謹啟
2020年1月10日
附件︰附屬會員 – 學校會員申請表

(填妥後請傳真至 (852) 2152 9984或電郵至admin@stem-alliance.org.hk示覆)

附屬會員 - 「學校會員」申請表格
Affiliated Membership (School Member) Application Form
本學校願加入香港科技創新教育聯盟成為附屬會員，並委派一位「學校科技創新教育聯絡員」。有關本學校詳情
如下：
Our school would like to apply as an Affiliated Member of HONG KONG STEM EDUCATION ALLIANCE and assign a School
STEM Liaison. our particulars are as follows:
Particulars of School Applicant 學校申請資料【以下欄目均需填寫】
學校名稱 Name of the School
代表姓名 Name of the Authorised Person
代表職銜 Post title of the Authorised Person
學校地址 School Address
學校電話 School Telephone no.
學校傳真 School Fax no.
學校科技創新教育聯絡員姓名 Name of the School STEM Liaison
學校科技創新教育聯絡員職銜 Post Title of the School STEM Liaison
學校科技創新教育聯絡員手機號碼 Mobile no. of the School STEM Liaison
學校科技創新教育聯絡員電郵 E-mail Address of the School STEM Liaison
學校網站(如有) Website (if any)
如學校被接受為附屬會員，本人願意遵守香港科技創新教育聯盟有關的條規。
If our school is accepted as an affiliated member, I will agree to abide by the rules and regulations of HONG KONG STEM
EDUCAITON ALLIANCE.
作為附屬會員，學校希望收到香港科技創新教育聯盟的活動資料。
As an affiliated member, our school would like to receive all HONG KONG STEM EDUCATION ALLIANCE publications and
news.

申請學校代表簽署及蓋章

日期

Signature of Authorised Person and Chop

Date

附屬會員：凡對於推動科技創新教育有興趣的學校，贊同本團體宗旨
者均可申請成為本團體附屬會員。附屬會員中的學校會員及會費詳

只供聯盟專用 For Office Use Only
接收日期 Received Date:

情如下：
學校會員† 適合以幼稚園、小學、中學及大學為單位的會員申請

收件人 Received By:

† 學校教職員宜先了解任職學校是否已申請會籍，假如已有便毋須

批核人 Approved By:

再申請，可循「學校科技創新教育聯絡員」中取得資訊，

審批結果 Result: □接納 Accept □拒絕 Reject

亦可享有聯盟提供的會員福利。

入會日期 Date of Commencement of Membership:

† 學校會員免收會費。

會員號碼 Membership no.:

† 學校須委派一位教職員擔任「學校科技創新教育聯絡員」，
以便聯盟推動會務。
附屬會員可在各工作小組應邀成為增選委員，參與工作及討論，惟不具有投票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