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函件編號：L18006 

 

誠邀出席「Deep Learning Centre 揭幕禮」暨「深度學習」先導課堂體驗活動 

敬啟者： 

教育改革與持續發展成為教育界近年關注的課題，為配合全球學與教的發展，本校邀得

國際知名加拿大學者 Professor Michael Fullan 到校主持 Deep Learning Centre 揭幕禮。學者

Professor Michael Fullan 提出的 Deep Learning(深度學習)，由傳統主力涵蓋學科知識，轉移至聚

焦學習過程，透過推動學生六大範疇的發展，包括 Creativity(創意)、Communication(溝通)、

Collaboration(協作)、Character(品格培養)、Citizenship(公民教育)以及Critical Thinking(明辨思維)，

期望培養學生在現實世界中活用知識的能力。為隆重其事，並能讓更多師生參與其中，本校

將舉辦一系列有關深度學習的學術活動，現專函誠邀  貴校師生參與活動。詳情臚列如下: 

 

        日期                     活動 

2018 年 11 月 1 日(四) 

(時間:10:30am-11:45am) 

Deep Learning Centre 揭幕禮暨「深度學習」先導課堂體驗 

全港小學「深度學習」創意填色比賽 2018 頒獎禮 

2018 年 11 月 1 日(四) 

(時間:10:00am-10:55am) 

 

「深度學習」先導課堂體驗 (只限元朗區小學參加) 

課堂體驗一：加拿大深度學習英語活動  

課堂體驗二：讀心小神探  

課堂體驗三：走進 VR 音樂奇妙旅程  

截止日期： 

2018 年 10 月 23 日(二) 

全港小學「深度學習」創意填色比賽 2018 (詳情見附件) 

隨函附上活動海報、「深度學習」先導課堂體驗(元朗區)報名表及「深度學習」創意填色

比賽的章則及資料，歡迎同學報名參加，體驗深度學習的樂趣。如欲查詢，請致電 2447 2322

黃海晴小姐或鄭佩貞助理校長聯絡。 

此致 

貴校校長 / 老師 

                                                  校長 雷志康           謹啟 

 

二零一八年十月十日 



 

賽馬會毅智書院 

Deep Learning Centre 揭幕禮暨「深度學習」先導課堂體驗活動 

報名表格 
 

學校名稱：                      

學校電話：         學校傳真：           

負責老師：         電  郵：          

負責老師聯絡電話﹕       

 

 
(請在合適的加，並於 10 月 23 日(星期二)前將回條傳真至 24473058 黃海晴小姐收) 

 

 

一、本校將會安排____________名老師出席「Deep Learning Centre 揭幕禮」 

 

 

二、本校將會安排____________名同學參加以下其中一項活動(只限元朗區小學) 

(為了讓更多學生能體驗「深度學習」，每所學校學生報名人數上限為 6 名學生，獲邀參與 

學校將另函通知。) 
 

  加拿大深度學習英語活動  

  讀心小神探 

  走進 VR 音樂奇妙旅程  

*除使用表格外，亦可以使用以下 QRcode 進行報名手續。 

 

 

負責老師姓名：                  

負責老師簽署：                  

日  期：             



 

萬 鈞 教 育 機 構             賽 馬 會 毅 智 書 院  

       Man Kwan Educational Organisation   The Jockey Club EduYoung College 

 

Deep Learning Centre 揭幕禮暨全港小學「深度學習」創意填色比賽2018 

(一) 目的： 

 

本校近年致力發展由著名學者 Professor Michael Fullan 提倡的Deep Learning (深度學習)。

由傳統主力涵蓋學科知識，轉移至聚焦學習過程，透過推動學生六大範疇的發展，包括

Creativity(創意)、Communication(溝通)、Collaboration(協作)、Character(品格培養)、Citizenship(公民

教育)以及Critical Thinking(明辨思維)，期望培養學生在現實世界中活用知識的能力。本校現舉辦 

Deep Learning 小學創意填色比賽，以推動深度學習。本校有幸邀請 Professor Michael Fullan 擔

任頒獎嘉賓，得獎同學將獲邀出席頒獎儀式及本校的Deep Learning Centre 揭幕典禮。 

 

(二) 組別 

1. 初級組 (小學一年級至小學三年級) 

2. 高級組 (小學四年級至小學六年級) 
 
(三) 評分準則：  

1. 顏色   30%     2. 線條的建構   30%         3. 創意   40% 
  
(四) 獎    項：每個組別設冠、亞、季軍各一名及優異獎五名。每位獲勝學生均可獲頒獎狀 

及書券。 

冠軍：書券500元  亞軍：書券300元  季軍：書券200元  優異：書券100元 

另設最積極參與學校獎三名，獲勝學校可獲頒獎盃。 
 
(五) 參加辦法： 

1. 填色圖案共有6款(代表6Cs)，各校可自行選擇款式影印參賽，款式不拘。所選款式不

影響評分。 

2. 每位參賽者只可提交一份作品，必須經由學校提交。 

3. 郵寄/親臨：新界天水圍天榮路5號 賽馬會毅智書院 (如郵寄請註明「Deep Learning 填色

比賽」) 

4. 報名日期：由即日起至2018年10月23日(若郵遞作品，則以郵戳為證。) 
 
(六) 頒獎典禮：2018年11月1日上午11時 (上午10時30分報到) 
 
(七) 查    詢：可瀏覽本校網頁 www.tjcec.edu.hk或致電2447 2322賽馬會毅智書院校務處黎明恩 

   或黃海晴小姐。 
 
(八) 結果公佈： 

比賽結果將於2018年10月26日或之前公佈，並上載於賽馬會毅智書院網站(www.tjcec.edu.hk)，

所有得獎者將獲個別通知領獎事宜。得獎作品將於2018年11月1日在本校展出。 

 

備   註： 
1. 得獎同學需於頒獎禮當天出示學生證或學校手冊以資證明。否則，大會保留所有結果之最終決定權， 參賽同學

不得異議。所有參賽的作品，均由大會處理，大會不會將作品交還參賽者。 

2. 參賽者的報名資料若發生遺失、誤寄、或逾期的情況，主辦單位概不負責。 

3. 主辦單位保留修訂比賽規則之權利，不作另行通知。 

4. 收集個人資料聲明：所收集得的個人資料，只會用於是項活動，絕對保密。除非獲得資料當事人同意或在法律

強制下，否則主辦單位不會向外界機構或團體披露當事人在作出要求或查詢時所提供的任何資料。

 



 

萬 鈞 教 育 機 構             賽 馬 會 毅 智 書 院  

       Man Kwan Educational Organisation   The Jockey Club EduYoung College 

 

Deep Learning Centre 揭幕禮暨全港小學「深度學習」創意填色比賽2018 

 

參賽表格 

 
請有意參賽學校填寫以下資料 

(請以「」號表示選項) 

 

參賽組別：  

 

□ 初級組            □ 高級組 

 

 

個人資料（請依照身份證明文件填寫） 

 

學生姓名：（中文）_________________（英文）________________     就讀年級：_________ 

 

 

學校資料 

學校名稱： （中文）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英文）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  傳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郵：_____________________                                        

 

□ 本人已仔細閲讀並同意遵守是次比賽的參賽資格及規則；證明所遞交作品為原創及從未以任

何方式或渠道公開發表，且填報的資料正確無誤。 

 

 

 

 

負責老師：_______________   負責老師簽署：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 

校印 

 

* 除使用表格外，亦可以使用以下 QR code 

進行報名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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