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京港大学联盟暑期 MOOC 翻转课堂 

招生简章 

 

一、 项目概况 

近年来，伴随 MOOC、Coursera、Udacity 等在线课程网络的蓬勃

发展，在线开放课程愈发被视为可能影响高等教育未来生态的战略方

向。2017、2018 年，北京大学与香港大学成功举办两期“暑期 MOOC

翻转课堂”，面向两校学生开设两门核心课程。通过线上与线下课程

模块的结合，项目学生可通过最新的技术手段完成课程学习，实现两

校优秀学生的交流互动，并促进香港大学生对内地高校教育现状的了

解与认识。 

基于既往成功经验，2019 年，两校进一步拓宽项目平台，启动

“京港大学联盟暑期 MOOC 翻转课堂”项目，面向京港大学联盟高校

（北京 12 所高校、香港 8 所高校）学子启动招生。今年项目开设两

门课程，分别为港大核心课程“Virtual Worlds, Real Bodies”（英文授

课）和北京大学“创新工程实践”（中文授课），由两校明星教师热

情指导。两门课程文理兼修，所有学科背景的学生均可报读。同学们

需分别在暑假先进行三周的线上学习，之后汇聚北大、港大校园，开

展线下面对面讨论教学、文化参访、企业实践。项目期待实现优质项

目的社会共享，并打造属于京港高校联盟的务实合作交流平台。 

 



二、 课程安排 

（一）“Virtual Worlds, Real Bodies” 

         （授课教师：Dr. Henry Y.K. Lau & Dr. K.K.L. Ng） 

1. 课程目的 

①了解虚拟现实的基本概念，并结合不同的学科，如计算机科学、

工程、博弈论、建筑学、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加深对概念的理解。 

②了解虚拟现实的各种应用及其在社会、人类体验中的历史、社

会和文化意义，以及它们对人们生活的影响。 

③批判性地审视计算机技术在社会和创造有意义的人类主观性

和经验方面的可能性和局限性。 

④将虚拟现实理论与他们在课程中学到的计算机图形创作技巧

相结合，并将其应用于最终的微型项目中，以创建一件实际的作品或

产品。 

2. 授课语言：英语 

3. 课程简介（详见 https://commoncore.hku.hk/cchu9056/） 

How have modern virtual reality technologies (VR) shaped and 

influenced the way we perceive reality, communicate and interact with 

each other, and with the world? In what ways do these cyber machines 

play a part in diminishing the physical barrier between the human body 

and the external world, and extending our living experiences across space 

and time, thereby transcending geographical, cultural and knowledge 

boundaries? And how do these experiences differ from the traditional 

https://commoncore.hku.hk/cchu9056/


communication mediums? By engaging students on an explorative 

journey of the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of VR in our modern societies, 

and giving them hands-on practice in creating their own virtual worlds, 

this course encourages students to reflect, evaluate and contemplate from 

multiple perspectives on how modern computer and digital technologies 

“inhabit” our bodies, and the world. Through realizing how our physical 

bodies have come to embody such technologies and making them an 

inseparable part of our everyday realities, we thereby expand the horizon 

of human experiences and meaning making. And ultimately, through 

grasping the notion of techno-embodiment, students are expected to 

raise and attempt to answer the philosophical and ethical questions of 

what technologies can and cannot do, and should and should not do in 

creating new human living experiences. 

（二）创新工程实践（实习）（授课教师：陈江） 

1. 课程目的 

了解创新活动中的各类作品可采取哪些形式，以及各种形式对应

的设计制作流程和优缺点； 

了解常用材料和辅料、构造结构、制作工艺的性能、费用、设计

工具、加工周期等； 

了解创新中经常涉及到的一些专业领域的基本技能，并通过少量

尝试，克服畏惧感； 

在给定可用资源（模板）的条件下，提出一定新意的创想目标； 



合理分解研制工序，拟定项目管理方案； 

在基础模板的条件下进行改造完善，实现少量的定制功能； 

体验完整的项目流程：创意凝练、项目管理、模型设计、电路制

作、程序编写、路演。 

2. 特殊设计 

学生自由组合成 4至 5人团队完成课程，所有的内容都提供完整

的模版。 

小项目（4周）︰板材切割小车+单片机开发板+无线串口+ 

PC程序 

小车：半成品设计图，原材料（轮，轴，电动机/舵机，螺丝等）；

学生自己切割，装配 

电路：半成品电路——开发板，芯片需烧写 

程序：半成品项目——模版源代码 

可以不做修改而直接使用，也可以进行简单的修改 

3. 授课语言：中文 

4. 具体内容：本课程是北大春季学期“创新工程实践”的 MOOC

形式，《创新工程实践》在互联网上有较大影响力，2018春季的全国

选修学生近 10 万人。本课程作为该课程的翻转课堂版，更加侧重实

践练习的部分。除了通过观看春季课程所拍摄的课程录像，并完成相

应的作业之外，暑期课堂的核心目标是以原型（Prototype）设计为导

向，在不到两个星期的时间里，完成创意凝练、项目管理、模型设计、

电路制作、程序编写、路演的完整套路。 



 

①视频内容包括如下内容： 

创意启发（张海霞）、创新设计思维（鲁百年）、头脑风暴（朱

明明）、项目管理（费宇鹏）、游戏化创新设计（尚俊杰）、软件创

新实践（叶蔚）、电子创新实践（陈江）、商业模式创新（李忠利）、

3D打印和工业设计（陈江）、用户体验创新（黄文彬）、前沿领域创

新（谢广明等）、企业创新（企业家）、知识产权保护（邢建平）、

市场营销（陈根）、演讲与表达（李戈）、结课展示（全体） 

 

②线下内容包括如下内容： 

节次 课时 内容 

1 3.5小时  课程简介 

 在有限资源条件下的创意引导 

 头脑风暴和创意种子的产生 

 创新项目中的原型研制理念 

2 3.5小时  建模实习： 

 传统加工和现代增性制造的概念 

 基于板材的快速建模技术 

 CAD软件的教学辅导 

 自定义模型的设计 

 团队项目的完成与提升 



3 3.5小时  电路实习： 

 电路的基本概念 

 电路开发板的介绍 

 电路的试炼和改造（含单片机程序的小改造） 

 团队项目的完成与提升 

4 3.5小时  编程实习： 

 应用程序的基本概念 

 模板的介绍 

 程序的编写和下载 

 团队项目的完成与提升 

5 3.5小时  应用项目管理 

 工程实践准备 

 团队项目创意的再次研讨 

6 3.5小时  项目报告的原则和技巧 

 路演报告的试制和点评 

 项目路演的策划 

 项目优化与提升的研讨 

7 3.5小时  项目路演 

 点评讨论 

 

 

 



三、 日程安排 

日期 内容 地点 

6月下旬至 7月 14日 线上学习  

7月 14日 见面会 北京大学 

7月 15-26日 课程 1：Virtual Worlds, Real Bodies – (Part 

1) 

课程 2：创新工程实践 

（两门课上课时间不冲突，可同时修

读） 

文化参访、企业实践（7月 20-21日） 

北京大学 

7月 27日 赴香港大学 北京—香港 

7月 28日 香港文化参访 香港 

7月 29日 – 8月 2日 
Virtual Worlds, Real Bodies – (Part 2) 

香港大学 

8月 3日 项目结束，学生离校 香港大学 

 

四、 报读条件及学分转换 

（一）报读条件： 

京港大学联盟高校（北京 12 所高校、香港 8 所高校）本科全日

制学生均可报名，不接受毕业年级；学员需同时选修北大、港大的两

门课程，课程均为文理兼修，不限学科背景。 

每所联盟校推荐不超过 2名学员参与项目，不接受自荐。香港联

盟校招生中，香港本地学生拥有优先报名资格。 



（二）学分认可： 

“创新工程实践”成绩单由北京大学出具，“Virtual Worlds, Real 

Bodies”成绩单由香港大学出具，课程均为 3学分（港大课程为香港学

制 6学分，相当于内地学制 3学分）。 

北大、港大两校学分互认，可互凭成绩单在本校转为正式学分。

项目为其他京港联盟高校学员提供北大、港大官方成绩单，修课学员

学分转换根据所在学校规定执行，一般情况下均可转为正式学分。 

 

五、 费用 

所有学员均免除项目课程学费；免除在北京大学 2 周的校内住

宿、餐饮、文化参访、企业参访费用； 

所有学员于香港、北京两地往返交通费用自理； 

北京高校学员在香港期间项目费用（2800港币，含住宿、交通、

参访等，港大统一收取）、签注费（990港币，本项目学生不可自行

申请签注，需通过港大统一收取并申办）和个人消费自理； 

香港高校学员在香港期间的住宿、餐饮、交通、个人消费自理； 

注：建议京港大学联盟成员校为项目学生提供一定的经费资助。 

 

六、 推荐方式 

项目参与学员由京港大学联盟高校自行选拔。 

录取成功后，项目工作组将通知学员本人，将录取名单反馈给各

高校；除影响学业疾病等不可抗因素外，原则上不允许退出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