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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課程 (4-5歲): 

• STEM Lego 數學智力邏輯推理班 

• Lego Play 玩轉 LEGO創意模型教室 

• 小小探索家 Little Explorer 

• 3D繪圖畫筆藝術家 

• 兒童電腦編程邏輯推理班 
 

 

 

兒童課程 (6歲或以上): 

• STEM Lego 數學智力邏輯推理班 

• 小小探索家 Little Explorer 

• 3D繪圖畫筆藝術家 

• STEM 機械教室 Little Engineer 

• 創意繪畫班 

• 兒童短片拍攝與剪接小小創作家 

• 兒童電腦編程邏輯推理班 

• 兒童倉頡中文輸入課程 

• Minecraft 遊戲程式設計 (Minecraft mod&Roblox) 

• mBot 編程機械人課程 

• Micro:bit編程課程 

• Lego EV3機械應用課程 (只適 9歲或以上) 

 

+STEAM KIDS LAB 時段之暫託 

*彈性上堂時段，有興趣請與本中心職員查詢。 

報名方法 : 

1. 線上報名 

2. 親臨本中心： 

 



 秋季課程 2018 

 

 3 

課程名稱: STEM Lego 數學智力邏輯推理班

 
課程內容:  

課程設計深入淺出，透過遊戲及創意教材 Lego，以輕鬆互動形

式學習生活常識和數學概念，如圖形拼湊、機會率等，培養估算

及運算能力、數字感和空間感，從而建立具邏輯性的思考方法、

進一步訓練專注力、策略運用等數學興趣和能力。透過趣味方法

引導兒童主動學習、分析、探究、思考數學，更能活學活用，有

效地解決日常生活的問題，培養對學習數學的興趣、概念和積極

性，發展數學潛能，為未來打好基礎。 備註: 已包材料費 

 對象 課堂時間/堂 堂數 費用 

Level 1 4-5 歲 1 小時 6 

12 

$1,320 

$2,400 

Level 2 6-10 歲 1 小時 6 

12 

$1,500 

$2,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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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Lego Play 玩轉 LEGO創意模型教室 

 

 

課程內容: 課程設計深入淺出，透過 LEGO 積木的組合及創作，能夠提升小朋友對幾何、形狀、平

衡及數字等物理結構與簡易機械概念的認識，學習組合、建立、閱讀圖像、掌握空間比例等技能。

而且利用遊戲發趣味 LEGO 鼓勵孩子操作，除可鍛練手眼協調能力、培養數學邏輯思維和思考能力

外，更可激發小朋友的無窮創造力和想像力，達致活學活用、主動探究及創新實踐，而且更可提升

專注力、耐性與小肌肉協調性。備註: 已包材料費 

 對象 課堂時間/堂 堂數 費用 

Level 1 4-6 歲 1 小時 6 

12 

$1,320 

$2,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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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小小探索家 Little Explorer 

課程內容: 孩子天生對這個世界具有強烈的好奇心，他們渴望去探

索和了解。有十萬個為什麼問題?? 本課程以“探索”為主题，融

入科學，科技，大自然等主題，為學童打造一個寓教於樂的迷你

小城市。现在就來找找問題的答案吧！ 

讓學童透過互動活動、實驗、重複嘗試、學習等去探索不同的主

題，包括﹕ 

• 宇宙航空 

 

• 植物自然 

 

• 奇趣動物 

 

• 生活常識 

 

• 奇妙人體 

 

• 物理科學 

 

 

 對象 課堂時間/堂 堂數 費用 

Level 1 4-5 歲 1 小時 6 

12 

$1,020 

$1,800 

Level 2 6-12 歲 1 小時 6 

12 

$1,080 

$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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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3D繪圖畫筆藝術家 

課程內容: 課程主要透過 3D 繪圖筆獨特的立體繪圖學習，打破「平

面」界限，建構立體感，嘗試運用全方位思維看待事物和思考問

題。由主題到草圖，再用 3D 繪圖筆製成不同零件，再組裝成 3D

立體之創作作品，訓練孩子耐性、專注、穩定、思考思維、創作、

美感，加強想像力。而且課程中，會製作 3D 匙扣及小擺設等，透

過立體創作同時學習數學概念，如面積和容量，鼓勵嘗試與實踐，

大大提昇學習趣味及效果。 備註: 已包材料費 

• 提供每人一支 3D 繪圖筆上課時使用  

• (可以會員價$299 於中心購買 3D 繪圖畫筆 1 盒包材料 5 包) 

• 製作需時及視乎學員進度，完成課堂後約有三至六件製成品 

 

 對象 課堂時間/堂 堂數 費用 

Level 1 4-5 歲 1 小時 6 

12 

$900 

$1,440 

Level 2 6-12 歲 1 小時 6 

12 

$990 

$1,560 

*彈性上堂時段，有興趣請與本中心職員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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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STEM 機械教室 Little Engineer 

 

 

課程內容: 課程主要透過小朋友親手組裝及 DIY 不同非程式機械人，從而認識不同機械、電學、力學

等原理，明白齒輪、槓桿、物體平衡、受力、支撐點等等相互關係，建構各種應用之機械科技之原

理和概念，培養探究精神，啟發思考和創新能力，在「玩」之餘更可學習，藉以激發學生對科普的

興趣。 每堂會完成 1 件製成品帶回家。備註: 已包材料費。 

 

對象 課堂時間/堂 堂數 費用 

6-10 歲 1 小時 6 

12 

$1,080 

$1,800 

*彈性上堂時段，有興趣請與本中心職員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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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創意繪畫班 

  

課程內容: 會透過使用日常用品來繪畫，激發學童創意，提昇繪畫的樂趣。除此之外，亦會教授基礎

繪畫技巧和理論，例如構圖、起稿、顏色運用等。亦會運用 IPAD 來繪畫和編輯數碼圖畫，在朋友

圈分享。 

*主理導師為設計學系博士 

對象 課堂時間/堂 堂數 費用 

6 歲以上 1 .5 小時 6 

12 

$1,080 

$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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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兒童短片拍攝與剪接小小創作家 

 
本課程教授如何利用最新的 Apps 應用程式，配用於 iPhone 及 Android 手機平台。透過了解拍攝

技巧、鏡頭分佈組合等，令你可以輕鬆製作出屬於自己獨一無二的影片。如剪接的是宣傳影片，可

透過發佈影片到網上不同平台作免費宣傳，功效極大；如剪接的是日常短片，更可透過電話傳給親

朋好友分享，十分方便。透過使用 Apps，6 至 12 歲的小朋友亦可製作專業的電影預告片。課堂會

提供各類型不同片段，供學童拼接剪輯，製作成自己的電影預告片！ 

 

對象 課堂時間/堂 堂數 費用 

6 歲以上 1 小時 12 $2,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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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兒童電腦編程邏輯推理班 

 
課程內容: Scratch 是由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所開發的多媒體程式。本課程由博士級課程總監編製，以

「Scratch 積木」功能介紹為引，延伸應用例子，學生將會在 2 星期內學懂利用 Scratch，配合

LEGO Wedo 2.0 上的感應器和控制裝置，編寫程式，及創作互動遊戲和電動裝置。 

課程目標： 

1. 依據 Scratch 特性分類七大主題：音樂動畫、機率、遊戲、互動故事、運動闖關、機械人、

以及 Scratch 與真實世界的應用，詳細介紹 Scratch 與各學習領域結合的範例。 

2. 主題範例程式設計，從動畫情境腳本規劃、自己的創意規劃、流程設計、動手堆疊積木到延

伸學習，引導學習者觸類旁通、舉一反三，將自己的創意想法轉換成 Scratch 程式執行結果。 

3. 輕鬆激發學習者的多元智慧、創造力與想像力，培養問題解決能力與邏輯思考能力。 

 對象 課堂時間/堂 堂數 費用 

Level 1 4-5 歲 1 小時 6 

12 

$1,320 

$2,160 

Level 2 6-12 歲 1 小時 6 

12 

$1,380 

$2,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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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兒童倉頡中文輸入課程 

 
本課程主要教授倉頡輸入法之正確使用技巧，課程為六節完課程，學員可在每節 課後回家再自行練

習，務求令學員可以在充裕的時間下掌握倉頡輸入法之竅門。 

    認識倉頡／速成輸入法的原理、認識倉頡碼字根類型、認識倉頡輸入法之輔助字型、認識中文字

分拆字根先後、取碼原則、倉頡字母定義及分類、連體字及分體字之取碼、特徵及省略碼原則、複

合字及難字等。 

 對象 課堂時間/堂 堂數 費用 

Level 1 6-10 歲 1 小時 8 $800 

Level 2 11-15 歲 1 小時 8 $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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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Minecraft 遊戲程式設計 (Minecraft mod&Roblox) 

 

課程內容: Minecraft 是孩子最喜歡的遊戲之一，讓每一個玩家在三維空間中創造和破壞不同種類的

方塊，打造精妙絕倫的建築物，創造物和藝術品，Minecraft 提供一個三維平台，讓玩家可以將他們

找到的素材，匯入遊戲中，而透過程式編寫，讓學員創作出他們想得到的任何角色和物件，成為 3D

遊戲的創造者。 

從孩子的興趣出發，透過電玩遊戲的角色建造，來指導孩子編程和科技的慨念。學員從 2D 和 3D 的

角色設計和創建出發，接著為自己的角色和物件編程，讓角色和物件可以在自己的 Minecraft 世界

裡探險並呈現學員的設計想法。透過角色創建，學員設計出屬於自己的角色、能力和物件，從遊戲

玩家晉身成遊戲設計家，建造出屬於自己的世界。創造自己的麥塊角色。 

• 概覽遊戲角色創建的概念 

• 了解 3D 遊戲的基礎創建和編程邏輯 

• 認識 Minecraft 裡的多樣組件 

• 使用 Pixlr 設計並建造屬於自己的角色、物件 

• 自己設計和創建的 3D 物件 

**首 20 名報讀學生可免費獲贈: Minecraft 遊戲編程 Login account 1 個，讓他們在家中都可以設計

和創建自己的遊戲。 

Minecraft 遊戲程式設計 (Minecraft mod&Roblox) 

日期時間: 共 12 堂，每堂 2 小時 

費  用: $4,200 

對  象: 6-12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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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mBot 編程機械人課程 

 

課程內容: 課程以 mBot 編程機械人為入門，由淺入深，涵蓋電子知識、機械設計和機械人程式編

程，緞練解難技巧，為參加不同機械人及科學發明比賽做好準備。透過了解 mBot 機械人的設計,推

動學生對創意科技產業的了解及探索, 並讓學生透過組裝機械人及編寫程式, 發揮無盡的創意, 以及訓

練他們的溝通,協作,解難及邏輯思維能力. 

**首 20 名報讀學生可免費獲贈 mBot 機械人 1 套。 

 

mBot 編程機械人課程 

日期時間: 共 10 堂，每堂 1.5 小時 

費  用: $3,000 

對  象: 6-12 歲 

 

  



暑假課程 2018  

 

                         14 

課程名稱: Micro:bit編程課程 

課程內容: micro:bit 是一款由英國廣播公司BBC設計的編程工具，

現時每位英國的中小學生均獲發一套 micro: bit 套件，用來學習

STEM 知識。學生將學習如何編程 Micro：這是一個袖珍型，運用

micro:bit 再配合不同的部件及編程指令，學生可以製造出各式各

樣的發明，從機器人以至智能產品，創造性豐富。如板上加速計，

指南針傳感器，藍牙，USB 連接，LED 顯示屏和可編程按鈕。 學

生完成課程後，學生亦可繼續修讀進階課程及報名參加各類型本

地或海外的公開比賽，豐富學習經歷，增廣見聞，放眼世界。 

**首 20 名報讀學生可免費獲贈 Micro：bit Kit Set 1 套。 

Micro:bit 編程課程 (Level 1) 

課程內容：micro:bit 初體驗 

• 配 LED 顯示屏製作 Magic logo, 笑臉圖形 

• 製作 Happy Birthday 生日快樂歌等… 

日期時間: 16/07/2018 - 05/08/2018，逢星期一及三 15:15-16:45  

(共 6 堂，每堂 1.5 小時) 

費  用: $2,100 

對  象: 6-12 歲 

 

Micro:bit 編程課程 (Level 2) 

課程內容：學習用狀況控制做簡單遊戲 

• 隨音調而產生不同亮度 

• 學習用搖動感測器去做控制 

• 利用狀況控制去做一個剪刀、石頭、布的遊戲等… 

日期時間: 06/08/2018 - 31/08/2018，逢星期一及三 15:15-16:45   

(共 6 堂，每堂 1.5 小時) 

費  用: $2,100 

對  象: 6-12 歲 必須完成 Micro:bit 編程課程 Leve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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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Lego EV3機械應用課程 

課程內容: 本課程透過認識及製作機械人，建立學童對科技發展的認識，Lego EV3 系統化的課程讓

學生不斷地，用眼看、用手做、動腦想，發揮學生創作及探索精神，並提升學生的解難能力﹑玩出

屬於孩子自己的自信心和創造力！課程中所設計的生活問題，引導學生找尋解答的的過程所培養的

能力和自信心，正是孩子長大後在各專業領域所需要且應能運用自如的能力！ 

• 採用 Lego EV3 機械人組件； 

• 以製作不同任務之機械人，學習應用伺服摩打及各類型感應器； 

• 運用圖形介面，學習編寫機械人控制程式 ； 

• 編寫程式時，同時亦學習程式語法，包括條件控制 (conditional)、 循環 (looping)、感應控制 

(feedback control) 

 

Lego EV3 機械應用課程 

課       堂: 共 12 堂，每堂 1 小時 

費  用: $3,360 

對  象: 9-14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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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STEAM KIDS LAB 時段之暫託 

課程內容: STEM 代表科學 (Science) 、科技 (Technology) 、工程 

(Engineering)、藝術(Arts)及數學(Mathematics)，推動 STEM 教

育是配合全球的教育趨勢，以學習者為中心，在科學、科技及數

學範疇讓學生建立穩固的知識基礎，並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於

STEAM KIDS LAB 時段之暫託會特設不同主題，學童有機會嘗試

用本中心教學設施，牽涉學習元素包括：機械工程、數字邏輯、

科學實驗、Scratch 編程、3D 立體創作、Dash & Dot 機械人製作、Osmo 學習遊戲、Lego 

Education、電子元件應用等等，藉此激發學生內在學習動機，培養主動探究及創新實踐的精神，增

強對數理科學之興趣。備註：每日均設不同主題 

日期時間: 星期一至五課堂後加託最遲至 19:00 離開 

費  用: 每小時$40 (不足 1 小時亦作 1 小時計算)  

對  象: 報讀本中心 2018 秋季課程之學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