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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SG 學習支援計劃  

校本支援計劃 

新來港學童適應計劃 

SEN 特殊教育需要支援計劃 

資優教育支援計劃 

非華語學童支援教育服務 

有特殊教育需要非華語學生支援計劃  

區本‧校本‧關愛基金─清貧學生課後支援計劃 

成長的天空 

伙伴先導計劃 

優質教育基金 

STEM/STEAM 教育津貼計劃 

項目經理： Mr. Lawrence Lo 

聯絡電話：  2741 5339 

傳真號碼：  2439 5777 

電郵地址： enquiry@maestro.edu.hk 

互聯網址：  www.maestro.edu.hk  

聯絡地址：  9/F, 99 Plaza, 99 Tai Ho Rd, Tsuen Wan, N.T 

 卓師教育成立於 1999 年， 為教育局認可的註冊教育機構 〔註冊編號: 557099〕。

我們的團隊擁有專業的學術知識及教育經驗，致力協助學員解決學習上的疑難，並與合

作機構共同培育學員德行潛能的發展，在達成「教學新理念」的同時，亦為學員及家長

提供多元的「學習新體驗」。憑藉優質的服務質素及穩健的拓展策略，學員及課程種類

與日俱增，服務更拓展至幼稚園、小學、中學及社區中心。 

 

 我們所提供的「「「「一站式一站式一站式一站式」」」」輔導、教學支援及培訓服務日趨多元化，設立多個培訓

團隊，擁有不同的策略性專業合作夥伴，全面迎合個人、學校及商業機構的需要。20 年

來已為全港超過 300 間不同的機構和學校提供各類學術、培訓及興趣課程，讓超過

150,000 名學員、老師、家長及社會人士感受不一樣的學習經歷，成就卓越！創價未來！  

maestro.edu.hk 

 如閣下對我們所提供的課程有任何興趣，可聯絡本中心的項目經理， 

我們會根據閣下的要求製作一份詳細的課程建議書以供參考。 

歡迎各學校及機構

使用採購卡(P 卡) 

繳付服務款項 



卓越正向「思‧為」教學團隊 

以「人的思想行為受潛意識影響」(Virginia Satir ”Iceberg Theory”) 為理論基礎，研

發有效的教學方法，彌補現行主流教育的不足；由經驗豐富的專業導師團隊指導，培養

學員自理自學的能力，同時強化學員在二十一世紀多元學習環境下的適應變通力，以達

成「內外兼備、全人發展、終身學習」的目標。 

新來港學童/非華語學童教育支援 

根據新來港學員/非華語學童不同的文化背景及學習程度，集中資源協助學員循序漸進

地適應本地學習模式，由淺入深地踏上達標的學習軌道，讓學員與本地同學共享學習的

樂趣，建立未來回饋社會的能力。 

課外活動及其他學習經歷 

本著一貫的「全人教育」辦學理念，憑藉多年舉辦各類課外活動的經驗，依靠卓越正向

「思‧為」教學團隊的專業知識及技能，2020 年，我們將會因應人才發展的趨勢，針對

青少年行為心理發展的需要，以提升學員面對未來挑戰的能力為設計藍本，籌備各類課

程，兼辦相關課程的行政工作、質素檢測、回顧檢討、成果分享等活動，為學校、機構

或社區中心提供「一站式」策劃及推行服務。 

Why Maestro? 
我們的優勢 

SEN  特殊教育需要支援 

作為美國應用心理學會(American Institute of Applied Psychology)認可註冊培訓機

構，我們深明融合教育的重要，並全方位支援學校和機構，令其充分運用「三層支援模

式」融合教育政策的資源及津貼， 有效推行 SSSSEEEENNNN 相關課程及活動，服務包括: 課程設計、

恆常教學內容整合、到校實驗支援等， 強化學員語言 Language、社交 Social Skills、

科學 Science、科技 Technology、工程 Engineering 、藝術 Art 及數學 Mathematics

各學習領域的基本理解和應用能力，自然融合主流教育的形式，逐步建構二十一世紀所

需要的創造力、協作和解決問題的能力，使之成為相關範疇的多元人才。 



引言 

 OLE其他學習經歷系列提供內容廣泛而多元化的課程，以培養學員正面的價值觀、

正確的學習態度為目標， 讓學員在德、智、體、羣、美五個方面得到均衡的發展，成為具

備可持續發展的終身學習者。 

STEAM教育系列的設計目標指在強化學員在科學(Science)、科技(Technology)、工

程 (Engineering) 、藝術 (Art)及數學(Mathematics)各學習領域及跨學習領域的綜合和應用

知識與技能的能力，培養學員二十一世紀所需要的創造力、協作和解決問題的能力，使之成

為相關範疇的多元人才。 

 

理念 

 

“5F” Teaching Approach  「五行」教學法 



Facilitation成就新世紀所需的多元人才 

 OLE ○

&

 STEAM 系列讓學員認識與學習內容相關的職業，提升對相關職業的興趣，培

養企業家精神， 增強二十一世紀所需的解難能力、創造力及合作精神，為未來升學及就業奠

定良好基礎。 

 

 

Flow提供豐盛學習經歷 

 OLE ○

&

 STEAM 系列以體驗的教學方式，為學員提供第一身的學習經歷，透過多元探究活

動，強化學員手腦並用的能力，充分發揮他們在不同範疇的潛能，提升學習興趣，激發求知動力。  

 

 

Facts跨學習領域的選材與價值 

 OLE ○

&

 STEAM 系列以目標為本，跨學習領域的

課程選材涵蓋『STEAM 「科學(Science) 」、「科技

(Technology) 」、「工程 (Engineering) 」、「藝術(Art) 」、

「數學(Mathematics) 」 』、「德育及公民教育」、「社會

服務」、「工作有關的經驗」等。 

 

 

Fun以學習者為中心 

 OLE ○

&

 STEAM 系列的相關活動均以「Learner-Centered 學習者為中心」原則設計，

採用多元化的學與教及評估策略，在濃厚的學習氣氛中，學員將因應個人的興趣和能力，參與

活動中的相應的部份，以發揮科學合作的精神，並改善學習方法，提升自學能力。 



Four Cs強化綜合和應用能力  

 OLE ○

&

 STEAM 系列的課程均分為 Theory In Practice Modules 理論與實踐單元 

和 Real-Life Application Modules 實戰應用單元 ， Four Cs (Connect連接、Construct 

建構、Contemplate反思、Continue延續) 的教學策略，讓學員能綜合應用知識與技能；

透過解決實際的問題和動手操作所獲取的經驗，則有助學員發展「情商十二項能力」，建立

正面的價值觀和積極的態度，並促進學員的全人發展。 

 



SSSSTTTTEEEEAAAAMMMM    4大系列簡介   P.01 

SSSSTTTTEEEEAAAAM教育特工隊教育特工隊教育特工隊教育特工隊        P. 04 

幼兒篇    P. 06 

小學篇   P. 14 

中學篇   P. 24 

OOOOLLLLEEEE 其他學習經歷篇   P. 34 

- TPLS主題樂園通識系列   P. 35 

- NOAH挪亞方舟歷奇探索系列   P. 36 

- IPSC實戰射擊系列   P. 37 

- KART小型賽車系列   P. 38 

- DiD黑暗中對話系列   P. 39 

- Apple蘋果教育系列   P. 40 

MOBILE CAMPUSTV2.0 流動校園電視台  P. 41 

註：本概覽內的所有課程資料及圖片只供參考，實際內容有可能因應情況更改或調整，本機構保留一切最終決定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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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 

STEAM資訊科技與編程系列  

 STEAM 資訊科技與編程系列不僅讓學員加深對資訊科技的認識，提升對資

訊科技的應用能力，而且增強思考力、創造力及手腦協調性，從而緊隨時代的

步伐，適應學習方式的改變及社會生活的轉型。 

 

 Theory In Practice Modules 理論與實踐單元 利用開發板、電腦或機器人

等器材，讓學員學習資訊科技的基本原理及基礎概念，掌握運用科技產品的知

識和技巧，為實際操作並發揮創意打好基礎。 

 

 Real-Life Application Modules實戰應用單元 透過有趣的遊戲或分組活動

等形式，讓學員進行設計、編寫或拼砌，從而增強實際操作的能力，並發揮個

人智慧，提升團體合作精神。 

 STEAM海陸空 RC遙控模型系列課程包括船舶、賽車和四軸航拍飛行器等多

種元素。課程以體驗式學習法和實際操作為主導，配合用引導式教學法，為學員

提供發揮所長的最大空間！ 

 

 Theory In Practice Modules 理論與實踐單元 讓學員透過 Hands-on 

Activities「動手操作」活動，親手製造屬於自己的模型，從而獲得成就感和滿

足感。 

 

 Real-Life Application Modules 實戰應用單元 設有不同任務和比賽環節。

在小組比賽中，學員通過直接較量，瞭解自己和其他參賽者的長處和短處 ，同

時可以認識環保等生活常識；而在團體賽中， 組員需透過有效團隊分工、溝通

和合作以達成指定的任務，體驗 STEAM大無畏的合作精神。 

STEAM海陸空 RC遙控模型系列 



 P.2 

STEAM樂高 LEGO教育系列 

 STEAM樂高 LEGO教育系列是考驗解難能力、想像力、創造力、耐力和協

作力的學習活動，有助開發學員的大腦想像空間，建立慎密的邏輯思維，增強

手眼協調的靈活性，而這一切正是二十一世紀開拓豐盛人生所必需的智慧。 

 
 Theory In Practice Modules 理論與實踐單元 讓學員透過學習不同的機械

原理及程式，並親手創作獨一無二的 LEGO 樂高工程和機械人，從而獲得無限

的成就感和滿足感。 

 

 Real-Life Application Modules 實戰應用單元 設有各類場景難題和比賽

環節，讓學員運用不同的 LEGO 機械工程解決問題和完成挑戰；在小組比賽

中，學員通過直接較量， 瞭解自己和其他參賽者的長處和短處，同時可以認識

環保等生活常識；而在團體賽中，組員需透過有效團隊分工、溝通和合作以達

成指定的任務，體驗 STEAM大無畏的合作精神。 

STEAMaker科普知識創客系列 

 STEAMaker科普知識創客系列涵蓋了諸如物理、化學、生物等科學領域，不

僅和日常生活密切相關，更可能誘發新的創意與發明；推廣科普知識與創客精

神既能培養科技時代的「全人」，也能緊貼香港及全球教育發展的新趨勢。 

 

 Theory In Practice Modules 理論與實踐單元 利用不同的科學器材或科技

產品，讓學員認識不同領域的科普知識，並透過 Hands-on Activities「動手操

作」活動，親手把自己的「創想」 製造出來，從而引發其對科學的好奇心，增

強科學探究和動手製作的能力。 

 

 Real-Life Application Modules 實戰應用單元 透過視頻分享、 場景模擬或

動手製作等方法，讓學員加深對科普知識的瞭解，提升動手能力和創造力，為迎

接科技進一步的高速發展做好準備。 



P.3 

 STEAM是 科學 (Science)、科技 (Technology)、工程 (Engineering) 、 藝術 

(Art)及數學 (Mathematics) 各英文譯寫的首字母縮略詞。STEAM教育是全球教

育發展的新趨勢，近年香港政府《施政報告》中 多次提出要大 力推行

STEM／ STEAM 教育，以裝備學員應對社會及全球急速的經濟、科學及科技發

展所帶來的轉變和挑戰。 

 

 為此，卓師教育特別推出 STEAM教育系列， 鼓勵學員選修有關科學、科技、

工程和數學等學科，從而增強綜合應用知識的能力，充分發揮創意和潛能，贏

在掌握先機，迎接時代的考驗。 



 P.4 

跨學科課程單元@STEAAAAM體驗工作坊 



P.5 

花絮及成果分享  



 P.6 

幼兒篇 



P.7 

課程採用Mini-Q 1/58 迷你遙控車，配合模擬道路場景教學，讓幼兒掌握基本

駕駛技巧，學習道路安全知識，培養遵守紀律的習慣和公民責任，使他們成為

安全道路使用者。 

Mini-Q 
迷你遙控車模擬道路安全駕駛大考驗 

模擬道路 

車體結構 

道路安全 

海陸空 RC 遙控模型系列 – 專業推薦 



 P.8 

Cubetto Hands-On Coding  
小方頭機械人編程 

“Cubetto小方頭”是用堅固耐磨的木材打造而成的機械人，是混合蒙特梭利教

學方針和 Coding（程式編寫）的教具。小方頭可愛又好玩，只要把有方向指示

的積木放入控制板，就可以控制小方頭按照指令執行程式；小方頭還可以扮演

成故事的主角，讓孩子一邊閱讀故事，一邊編寫程式來讓小方頭行動。 

Cubetto 不需借助螢幕或者文字，就能把抽象的程式編

寫立體化，讓孩子體驗程式設計的樂趣，在遊戲中培養邏

輯思維及解難能力。是幼兒編程教育的最佳起點。 

了解更多: 

資訊科技與編程系列 - 最新推介 



P.9 

STEAM  Kids 
創科實驗室 

伽利略望遠鏡 

氣球動力車 

科普知識創客系列 - 精選推介 

課程涵蓋 STEAM的科學(Science)、科技(Technology)、工程 (Engineering) 、

藝術 (Art)及數學(Mathematics) 五大元素，透過有趣的實驗，將艱深的社會及

自然科學知識轉化為簡明易懂的道理，讓幼兒在日常熟悉的事物中，初步認識世

界，瞭解科技，開闊視野，積累常識，並提升自信、解難及表達能力。 

跳動的青蛙 



 P.10 

LEGO小小工程師 

課程利用 LEGO積木作為教具，配合生動有趣的故事，以圖解方式引導孩子進

入有趣的奇幻世界，讓孩子一邊發揮創意，拼砌積木，一邊學習如何解決故事

中的難題。 主要內容包括：海底世界、星空探索、神秘遺跡等。 

樂高 LEGO 教育系列 - 精選課程 



P.11 

Mini-Q迷你遙控 

賽艇大激鬥 

課程採用Mini-Q 迷你遙控賽艇，讓幼兒嘗試安全水上駕駛的樂

趣，並透過進行不同的競技賽，讓幼兒掌握到團隊合作和模仿學

習的精神，同時提升專注力和協調力，並讓他們享受乘風破浪的

趣味。 

Mini BUGGY 

特技遙控反斗車王 

課程採用迷你越野車進行教學， 該越野車的最高速度能達 22 

km / h ，讓幼兒能掌握簡單的拼砌技巧，並體驗駕駛遙控車「飛」

一般的快感。本課程更會教授幼兒轉彎、急停、跳躍等特別的駕

駛技巧，使幼兒能感受到駕駛的刺激和樂趣。 

Mini-C大腳車 

越野歷奇挑戰賽 

課程採用Mini-C大腳車系列，讓幼兒掌握駕駛及操作技巧，並透

過進行不同的障礙賽，學習團隊合作的精神和解決問題的方法，

全面提升解難能力，並讓他們感受到跨越障礙的快感。 

Mini-O遙控感應懸浮 

飛天迷你兵團 

課程採用安全耐摔之雙旋翼同軸遙控飛行器，配合內置感應工功

能及遙控器，讓幼兒感受單手操作的穩定飛行樂趣，體驗 360度

全方位的駕駛滿足感。本課程教授簡單的飛行原理、操控遙控飛

行器之安全守則、遙控技巧：如昇降、空中停留、花式飛行等特

別的駕駛技巧，全面提升幼兒的多感觀學習能力。 

海陸空 RC遙控模型系列 



 P.12 

科普知識創客系列 

National Geographic 
國家地理兒童頻道 

課程透過生動的教學模式，讓幼兒認識各國的地理概況、氣候變化

及語言等地理知識，從而開闊視野，增加生活常識。主要內容包括：

北極之旅、地心探險、恐龍世界等。 

Discovery Channel 
兒童探索頻道 

課程透過體驗式教學法，讓幼兒學習自然科學知識，探索新鮮事物，

從而激發求知欲和好奇心， 增強學習動機。主要內容包括：植物世

界、昆蟲王國、神秘海洋等。 

Nobel 
諾貝爾科學小種子 

課程以簡單有趣的科學實驗活動，簡介科學的基礎原理，引發幼兒

學習的好奇心， 培養其積極探知求真的學習態度。 主要內容包括：

神奇的泡泡、光與影的遊戲、水循環等。 

資訊科技與編程系列 

MBot機械人編程  

課程以生動有趣的機械人作為教學器材， 讓幼兒利用遊戲方式，透

過簡單的圖形拖拉來初步認識編程原理， 從而增強手腦協調性和

靈活性，並培養專注力和創造力。  主要內容包括: 機械人拼砌、編

程技巧、硬體設定等。 

Hour of Code 
一小時編程 

課程採用Code.org 所提供的一小時編程（Hour of Code），內含

上千個適合不同程度的遊戲式課程，簡明易懂，輔以中文介面，生

動有趣， 讓幼兒初步認識編程的概念， 引發好奇心和求知欲，並增

強專注力。主要內容: Minecraft、手機 app、 遊戲設計等。 

E-Blocks 電子編程積木 

拼裝體驗 

課程從認識簡單電路入手，利用電子編程積木瞭解程式編寫的基

本概念及原理，配上電池、開關、馬達、彩燈等組件，讓幼兒利用

5顆編程按鈕創作出各種有趣的聲光效果組合。主要內容包括：電

子元件簡介、編程編程邏輯入門、電路設計及搭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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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O學英語 

透過 LEGO積木拼製出不同故事場景，製造一個良好的語音學習

環境， 讓幼兒在充滿趣味的故事和積木世界中學習簡單生字，寓

學習於娛樂， 增加他們對英語學習的興趣。主要內容包括：地下

的密門、天上的城堡、海盜遊戲等。 

拼 LEGO‧講故事 

每一個 LEGO的小角色，背後都有一個神奇小故事！本課程透過

邊拼 LEGO，邊講故事，增強幼兒的說話及表達能力，並提升幼

兒的自信。主要內容包括：故事小技巧、聽與說的好朋友、美麗

的從前等。 

LEGO科學家 

課程運用 LEGO積木，與幼兒一起進入故事世界，教授簡單的科

學原理，運用積木進行實驗，讓幼兒通過拼砌積木，體驗簡易科

學。主要內容包括：滾輪與吊臂、螺旋機翼與直升機、浮力與輪

船等。 

LEGO工程車創作 

課程運用 LEGO積木，導師教授有趣的建築常識， 運用積木拼砌

出各種各樣的建築工程車， 帶領幼兒一起深入建築世界，令幼兒

從中學習一些建築的基本知識。 主要內容包括：水泥與水泥車、

鋼筋鐵骨的建築、神奇的吊臂機等。 

LEGO海陸空大激鬥 

課程透過 LEGO積木的拼砌及生動有趣的故事，讓幼兒進入海陸

空奇妙世界 ，激發其創意思維。 主要內容包括：飛行器的創作、

陸上交通工具、海上海底奇遇記等。 

樂高 LEGO教育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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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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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課程將會分階段由淺入深地教授 FPV遙控四軸航拍飛行器設定及操作的專業

知識，包括結構及運作原理、零件及組裝、基本設定及操控技巧、特技玩法、根

據實際情況及需要調整配置的方式、簡單維修保養及改裝方法等，並透過實習和

比賽訓練，提升學員的進階操控技巧，讓學員能感受航拍與飛行的刺激和樂趣。 

FPV 遙控四軸航拍穿越機 

組裝飛行訓練課程 

海陸空 RC 遙控模型系列 – 專業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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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ROBLOCKS 2.0是一款智能教育機器人，用寓教於樂的形式為我們開啟編程、

機械人控制及人工智能等相關知識的學習大門。課程從機械人拼砌入手，讓學員

逐步認識不同的部件結構及原理，並透過 2.4G 遙控操作、陀螺儀重力感應操作、

你畫我跑路徑操控、AI智能語音操控、圖形拖拉編程、獨特創意音樂編程等多元

學習模式，全面發揮學員創意潛能，成就未來科技達人！主要內容包括: 機械人

拼砌、結構及原理介绍、基本編程技巧、多元模式編程操控及應用等。 

資訊科技與編程系列 - 推介課程 

AI ROBLOCKS 2.0 

 智能積木機械人編程競技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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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從認識基本電路元件入手，利用電子積木瞭解電子電路的基本概念及工作

原理，配上電池、開關、馬達、感測器等組件，創作出各種有趣的電子組合。主

要內容包括：電子元件簡介、常見電路原理介紹、實用電路的設計及搭建等。 

E-Blocks 電子積木 

電路拼裝科學實驗之旅 

科普知識創客系列 - 最受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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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使用 LEGO We-Do機械人系列教具，導師將帶領學員親手組裝LEGO 機械，

讓學員逐步瞭解機械工程的原理；並透過程式的操作，增強學員的參與性和積

極性，增加對機械運動的認識。主要內容包括：程式編寫、機械人創作及組裝等。 

LEGO We-Do機械工程師 

樂高 LEGO 系列 - 精選課程 

編程玩樂 

趣味拼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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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陸空 RC遙控模型系列 

Mini-R迷你遙控 

救援模型船組裝工程  

遙控像真救援模型船的製作要求較高，過程中學員不但能綜合和應

用有關的原理和知識，還能體驗真實製船的樂趣，並可自行設計及改

裝升級。主要內容包括：部件認識與組裝、塗裝與防水處理、動力與

水冷系統、電變和接收機的認識及設定等。 

Mini-Q 

迷你遙控快艇競技賽 

課程採用Mini-Q迷你遙控快艇，讓學員嘗試安全水上駕駛的樂趣，並透

過進行不同的競技賽，讓學員模仿學習技巧，發揮團隊合作精神，同時提

升專注力和協調力，並讓他們享受乘風破浪的樂趣。 

Mini-Q迷你遙控車 

模擬道路安全駕駛大考驗 

課程採用Mini-Q 迷你遙控車，配合模擬道路場景，讓學員能掌握駕

駛技巧，並考驗學員的道路安全知識，培養遵守纪律的習慣，加強責

任感，成為安全的道路使用者。 

4WD全比例四驅 

遙控模型賽車組裝工程 

課程讓學員通過「動手操作」和「動腦思考」，應用有關車輛的基本

原理和知識，全面認識動力、懸掛、轉向以及無線電系統等工程知識。

通過小組研究和討論來學習改良自己的賽車，並親身感受組裝、測試、

調校及操控電動遙控賽車的樂趣。 

4WD全比例四驅 

遙控模型賽車訓練課程 

課程由淺入深地教授遙控賽車的專業知識，包括遙控賽車原理、零件

及組裝、基本駕駛訓練、不同傳動結構的介紹、特技玩法、簡單維修

保養及改裝技巧等。並透過不同的實習和障礙賽，提升學員的進階操

控技巧，讓他們能感受極速賽車的刺激和樂趣。 

Flying Car 
四軸遙控飛行車 

陸空大激鬥 

Flying Car是一輛會飛的遙控車，它既能在空中飛馳，亦能在陸上行

走。本課程教授飛行車的駕駛技巧， 學員會參與障礙賽，靈活運用

Flying Car 能飛天走地的特色，進而提升學員的應變能力、專注力和

多角度思維。 

Autopilot 
遙控四軸飛行器 

編程競技賽 

課程從遙控四軸飛行器的結構原理到編輯飛行程式，全面教授現代

無人飛行器的相關知識，讓學員探索飛行原理的奧妙，控制無人飛行

器自動飛行以完成不同任務，並利用不同材料發揮創意，設計自己的

停機坪和飛行關卡道具，成為飛行科技達人！ 

Mini BUGGY 
特技遙控反斗車王 

課程利用最高速度達 22 km/h迷你越野車進行教學，讓學員掌握簡

單的拼和駕駛技巧，並學習轉彎、急停、跳躍、特技旋轉等高難度的

駕駛技巧，體驗駕駛遙控車時「飛」一般的快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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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科技與編程系列  

Hour of Code 

一小時編程 

本課程採用Code.org 所提供的一小時編程（Hour of Code），內含

上千個適合不同程度的遊戲教材，讓學生在活動中認識Coding知識，

既建立編程的概念，又能掌握的編程方法，並運用於日常生活之中，

從中增強邏輯思維的廣度。 主要內容包括: Minecraft、手機 app、 遊

戲設計等。 

Micro:bit 

 開發板創意編程 

Micro:bit開發板以 ARM Cortex M0處理器為基礎， 擁有由 25顆紅

色 LED構成的可編程陣列、兩顆可編程按鈕， 內建加速度計與磁力

計，該開發板專為初學者而設， 學員在活動中掌握編程技巧，並輕鬆

將想法引入 DIY 數字遊戲、互動項目和機器人的領域，創作出獨一無

二的程式，從中提升思維及創造力。 

Cloud@Google AIY 

人工智能雲學習 

近年專家均指電腦資訊時代已進入 AI 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

gence)為主流的「第四代工業革命」，學習人工智能技術讓我們更快

與未來接軌。本課程透過製作 Google AIY Voice Kit，並配合 Google 

Assistant SDK與 Cloud Speech API，讓學員認識 Python 程式語言

和 Raspberry Pi樹莓派 Linux的單晶片電腦，同時掌握AI人工智能

在雲端技術、語音識別、自然語言處理方面的功能和原理，適應世界

潮流發展的大趨勢。 

MBot機械人編程  

課程以生動有趣的機械人作為教學器材， 利用遊戲、活動或比賽方式，

令學生在未掌握各種程式語言之前， 就能透過圖形拖拉、機械人拼砌

等方法瞭解編程原理及技巧， 從而增強動手操作的能力，培養創新和

合作精神。主要內容包括: 機械人拼砌、編程技巧、硬體設定等。 

Project I.T. 話咁易 

課程專門針對專題研究而設，教授網上搜尋資料的技巧，講解高效資

料整理法及亮眼簡報製作秘訣，讓學員提高完成專題研習的效率及質

量。主要內容包括: 搜尋引擎指令應用、簡報製作、短片拍攝及匯入等。 

中華打手 

課程教授多種中文電腦輸入法，讓學員掌握打字竅門，提高打字速度，

從而增加日常網上交流的效率，提升處理各種文書工作的能力。主要

內容包括：倉頡、速成、九方等。 

DIY 個人網頁製作 

課程將以簡明扼要的方式，教授學員編寫網頁的電腦語言，令學員能

在短時間內掌握製 作 網頁的竅門，擁 有 一 個具個 人風格的

Dream.com。主要內容包括：網頁元素的選擇、網站的架設、簡易網

頁製作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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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Y潮爆電玩機械人 

課程結合理論與實踐，讓學員認識機械人的原理，動手製作不同款式的

機械人，從而訓練耐性及自信心。主要內容包括：機械人創作、旋轉與

上升的原理、機械關節的運作等。 

太陽能工程師 

課程教授太陽能的原理，介紹太陽能在日常生活中的應用，指導學員製

作一系列太陽能電動模型，提升他們的科技創新能力，培養科學探究精

神。主要內容包括：光熱轉換、光電轉換及太陽能風車製作等。 

小小太空人之旅 

我們的征途，是星辰大海！課程將帶領學員緊隨人類探索宇宙的腳步，

學習有趣的太空知識，親手砌火箭、做實驗，從中探索宇宙的奧秘，引

發對科學的興趣。主要內容包括：宇宙速度、火箭的結構、太空中的生

活等。 

小小物理學家 

課程以實驗為主要學習模式，通過一些與日常生活聯系密切的有趣物

理小實驗，讓學員瞭解當中的原理，並能學以致用，拆解日常生活的物

理現象，從而提高學習物理的興趣及科學探究的精神。主要內容包括：

光的色彩及光的特效、奇妙的磁力、浮與沉、神奇不倒翁等。 

家庭電器小博士 

課程教授各種家電的基本原理，並讓學員運用所學理論自行設計及製

造獨一無二的家電，從而啟發科學天份，增加創造能力。主要內容包括：

電的特性、拆解電器、家電原理等。 

3D Holographic  

Projection 

立體全像投影工作坊 

Holographic Projection 全像投影技術是利用干涉和衍射原理再現物

體真實的三維圖像的技術。本課程指在發揮學員創意思維，培養 3D視

覺藝術興趣，並親手製作出令人震撼的 3D 全像投影演視效果。主要內

容包括：全像投影器製作、認識全像投影原理、3D立體動畫製作、剪

輯與測試等。 

科普知識創客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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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ttle Bits  

電子組合課程 

課程使用LittleBits的STEAM Student Set，特別為STEAM學習設計。

課程除了介紹電子元件的基本原理，更以直觀的方式把複雜的電路原

理呈現於學生眼前。鼓勵創意之餘，亦可學習基礎更件編程知識，啟

迪思維。配合 STEAM 教育的方針，LittleBits 可以涉獵多個學術範疇，

以豐富學習經驗。 

VR虛擬實境體驗 

VR (Virtual Reality) 虛擬實境技術，是利用電腦模擬或特別拍攝裝置產生

一個三維空間的世界，讓使用者感覺仿佛身歷其境，可以及時、沒有限制

地觀察三維空間內的事物。課程讓學員透過拍攝 VR 影片及製作 VR 眼鏡

等活動，初步了解 VR 的技術與應用，同時親身體驗 VR虛擬實境效果的

震撼。 內容包括： VR 影片的拍攝設備及技巧、認識 VR虛擬實境原理、

VR 眼鏡製作、影片剪輯與效果等。 

3D Printing 
立體打印創意發明 

隨著 3D打印技術的普及，大如建築工程，小至日常生活產品均常見其

蹤影，而相關軟硬件的操作和使用也變得簡易有趣。本課程透過小組

互動、作品欣賞及分享，讓學員鍛煉解難、協作、溝通能力，提升表

達概念的技巧，發展創作及邏輯思維。內容包括： 3D Printer 基本操

作技巧、3D物件合成及編輯、材質設定、3D 模型列印前的準備及修

飾、3D Printing創意小發明製作、作品賞析等。 

達文西機械創作 

課程引領學員感受達文西的創意，透過製作一些達文西的機械模型，讓學

員在過程中學習一些簡單機械原理和工程知識，並領略其中巧的妙構思

和創意。內容包括: 簡單機械、不同的組合結構技巧、機械組件的平衡與

穩定、機械創作。 

STEAM教育特工隊 

常識科與數學科 

跨學科課程單元 

課程設計為常規學習內容的補充及延伸，選材廣泛，緊靠 STEAM 教

育目標和日常學習，同時結合理論與實踐，配合多媒體視頻、小實驗、

小製作等，透過動腦、動手以及科學探究活動，強化學員手腦並用的

能力，充分發揮他們在 STEAM範疇的潛能。主要內容包括：「能量

與物質」、「水和空氣」、「運動和機械」、「電與磁」、「生命科

學」 、「資訊科技」等等。 

注: STEAM教育支援特工隊可因應各學校和機構的需要，提供一次性的 STEAM實驗「到會

服務」，請即聯絡我們以了解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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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O 奇幻之旅 

課程利用 LEGO積木作為教具，配合生動有趣的故事，以圖解方

式引導學員進入有趣的奇幻世界，讓孩子一邊發揮創意，拼砌積

木，一邊學習如何解決故事中的難題。主要內容包括：海底世界、

星空探索、神秘遺跡等。 

LEGO 趣味拼砌樂 

課程通過樂高積木作為教材，以小組形式學習，培養學生的創意

思維和團隊精神，體驗樂高拼砌和自由創作的樂趣。主要內容包

括：奇妙直升機、小小守門員、海上的工具等。 

LEGO 機械原理 

課程使用 LEGO MINDSTORM 機械人系列教具， 教導機械原理，

並讓學生動手組裝如齒輪組、滾輪、差速器等機械元件，增強動

手能力；此外讓學生以電腦程式驅動機械元件， 藉此增加對機

械原理的直觀瞭解，提升觀察力。 主要內容包括：認識 LEGO機

械組件、馬達與動力、齒輪組的應用等。  

LEGO機械人創作 

LEGO MINDSTORM系列是 LEGO公司專門研發予兒童學習機

械工程知識的產品，其組件模擬度極高。本課程使用 LEGO 

MINDSTORM 機械人系列教具，介紹各種機械零件的作用， 讓

學員逐步設計屬於自己的 LEGO機械人，並以此完成各種挑戰任

務。主要內容包括：零件介紹、機械臂的製作、手足的協調等。 

LEGO 變形系列 

課程使用 LEGO MINDSTORM 機械人系列教具，教導學生製作

各種有趣的機械模型，運用 LEGO系列的多變性，作品可以達到

變形的效果。主要內容包括：運動機械、多輪變形、轉向設計等。 

LEGO 環保機械人 

學員在這課程中，寓遊戲於學習，建造環保大都會，並運用環保

能源推動機械人運作，以培養學員的環保觸覺，成為環保先鋒。

主要內容包括：可再生能源、模擬實景、環保設計等。 

樂高 LEGO教育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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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篇 



P.25 

AR Drones   
擴增實境航拍遙控四軸飛行器訓練 

海陸空 RC遙控模型系列 - 星中之星 

課程使用以 AR 擴增實境 （Augmented Reality） 技術所開發的航空拍攝 

（Aerial Photography）遙控四軸飛行器，學員在穿越虛擬與現實的同時，亦能

從中享受航空拍攝的操控樂趣， 並提升肢體協調和多角度思維的能力。內容包

括：飛行前準備及檢查、基本操控技巧、穿越飛行練習、競賽飛行訓練、拍攝角

度和手法等。  

Real-life Application 

Collaboration Award 

Theory In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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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科技與編程系列 - 最新推介 

電腦化思維 

硬件認識 

編程介面 

Micro:bit  
開發板創意編程 

Micro:bit開發板以ARM Cortex M0處理器為基礎， 擁有由25顆紅色LED構成的陣

列、兩顆可編程按鈕， 內建加速度計與磁力計，該開發板適合青少年用於學習編程， 

學員透過遊戲及活動，輕鬆掌握編程技巧並進行創作，從而提升思維及創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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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 3D打印技術的普及，大如建築工程，小至日常生活產品均常見其蹤影，而

相關軟硬件的操作和使用也變得簡易有趣。本課程透過小組互動、作品欣賞及分

享，讓學員鍛煉解難、協作、溝通能力，提升表達概念的技巧，發展創作及邏輯

思維。內容包括： 3D Printer基本操作技巧、3D物件合成及編輯、材質設定、

3D 模型列印前的準備及修飾、3D Printing創意小發明製作、作品賞析等。 

3D Printing 立體打印創意發明 

逐步創作 

雲端打印 

得獎作品 

科普知識創客系列 - 得獎課程 

精美成品 

專業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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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專為對 LEGO NXT/ EV3已有一定認識的學員而設，旨在讓他們更深入認識

NXT /EV3機械人編程的方法，讓機械人能做出更多高難度的動作，同時讓學員

認識各項編程技巧。主要內容包括：感應器的深入應用、與手機程式的聯動、簡

易編碼等。 

趣味拼砌 

樂高 LEGO教育系列 - 星級推介 

LEGO 機械工程師 

編程玩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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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陸空 RC遙控模型系列 

遙控像真頂推救援 

模型船組裝工程  

遙控像真頂推救援模型船的製作要求較高，過程中學員不但能綜合

和應用有關的原理和知識，還能體驗真實製船過程的樂趣，並可自

行設計及改裝升級。主要內容包括：部件認識與組裝、塗裝與防水

處理、動力與水冷系統安裝、電變和接收機的認識及設定等。 

高速遙控模型 

快艇大激鬥 

課程利用 25km/h高速遙控賽艇，教授賽艇的駕駛技巧，考驗學員

的專注力和協調力，讓學員嘗試水上飛馳的駕駛樂趣，感受享受乘

風破浪的刺激和快感。 

Big Foot大腳攀岩遙控 

模型車越野歷奇挑戰賽 

Big Foot 大腳攀岩車是一種適合進行各種障礙賽的遙控車，課程

教授各種攀爬技巧，安排拼砌的環節，讓學員以攀岩車突破重重的

障礙，感受跨越自我的成功感。 

4WD全比例遙控 

模型賽車訓練課程 

課程分階段由淺入深地教授遙控賽車的專業知識，包括遙控賽車原

理、零件及組裝教學、基本駕駛訓練、不同傳動結構的介紹、特技

玩法、簡單維修保養及改裝技巧等。並透過不同的實習和障礙賽，

提升學員的進階操控技巧，讓他們能感受極速賽車的刺激和樂趣。 

Autopilot 
遙控四軸飛行器 

編程競技賽 

課程從遙控四軸飛行器的結構原理到編輯飛行程式，全面教授現代

無人飛行器的相關知識，讓學員探索飛行原理的奧妙，控制無人飛

行器自動飛行以完成不同任務，並利用不同材料發揮創意，設計自

己的停機坪和飛行關卡道具，成為飛行科技達人！ 

FPV 
遙控四軸航拍穿越機 

組裝飛行訓練課程 

FPV (First Person View) 第一人稱視角的真實飛行體驗刺激有趣，

操控過程不但能培養學員良好的飛行態度和專注集中力，還能提升

肢體協調和多角度思維的能力。內容包括：結構及運作原理、零件

及組裝、基本設定及操控技巧、飛行守則及安全注意事項、飛行前

準備及檢查、 穿越飛行練習、競賽飛行訓練等。  

遙控模型直昇機 

駕駛訓練課程 

遙控直昇機除了考驗玩家的反應外，還要懂得平衡機身和安全操控

知識，避免墜機意外。本課程分階段由淺入深地教授遙控直昇機的

駕駛和簡單維修技巧，讓學員能安全地駕駛自己的遙控直昇機在天

空翱翔，同時提升學員的肢體協調、壓力管理及隨機應變能力，使

他們能處變不驚地感受衝上雲霄的滋味。 

Flying Tank四軸遙控 

飛行坦克歷奇大挑戰  

Flying Tank四軸遙控飛行坦克是把飛機、裝甲坦克車、攝影機合而為

一的高科技產品，具有飛行、攝影 、變形、變速等技術。課程介紹駕

駛、飛行、拍攝、偵察等技巧，策略制定及多角度思考的方法，同

時提升學員的目標感和自信心；此外，在比賽過程中，FPV第一身

視覺讓學員 360度全方位身歷其境近距離感受比賽的刺激和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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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oud@Google AIY 

人工智能雲學習 

電腦資訊時代已進入 AI 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為主流的

「第四代工業革命」，學習人工智能技術讓我們更快與未來接軌。本

課程透過製作 Google AIY Voice Kit 與 Google AIY Vision Kit，並配

合 Google Assistant SDK 與 Cloud Speech API，讓學員認識

Python 程式語言和 Raspberry Pi樹莓派 Linux的單晶片電腦，同時

掌握 AI人工智能在雲端技術、語音識別、自然語言處理、影像識別等

的功能和原理，適應世界潮流發展的大趨勢。 

Hour of Code 

一小時編程 

本課程採用Code.org 所提供的一小時編程（Hour of Code），內含

上千個適合不同程度的遊戲教材，讓學生在遊戲中認識 Coding 知識

及編程技巧，並透過自行製作遊戲發揮個人創意，從中提升思維能力，

培養創造力。 主要內容包括: Minecraft、 遊戲設計等。 

Micro:bit 

 開發板創意編程 

Micro:bit開發板以 ARM Cortex M0處理器為基礎， 擁有由 25顆紅

色 LED構成的可編程陣列、兩顆可編程按鈕， 內建加速度計與磁力

計，該開發板專為初學者而設， 學員在活動中掌握編程技巧，並輕鬆

將想法引入 DIY 數字遊戲、互動項目和機器人的領域，創作出獨一無

二的程式，從中提升思維及創造力。 

App Inventor 

手機編程達人 

課程使用MIT研發的免費軟件 App Inventor 作為教具， 讓學員掌快

速握手機編程技巧：只需作簡單的元件拖拉，就能於 5分鐘內編製一

個 Mobile App ；學員可即時利用手機預覽器試玩! 掌握編程基礎技

術，可輕鬆製作相片集、繪畫工具等。 

Arduino 

 微控電子組合編程 

Arduino 微型控制器能接駁多種電子感應器(例如光度、音量、壓力

等)本課程介紹簡單編程方法，並教授使用 Arduino微型控制器來操

控電子器材以及各項電子驅動裝置(例如馬達、變色燈、數字顯示屏

等)的技巧令學員擴大思維及創意空間，增強動手操作能力。主要內容

包括: 作業系統介紹、基礎編程學習、電子裝置應用、創意設計解難。 

MBot機械人編程  

本課程以生動有趣的機械人作為教學器材， 利用遊戲、活動或比賽方

式，令學生在未掌握各種程式語言之前， 就能透過圖形拖拉、機械人

拼砌等方法瞭解編程原理及技巧， 從而增強動手操作的能力，培養創

新和合作精神。主要內容包括: 機械人拼砌、編程技巧、硬體設定等。 

DIY 網頁製作 

本課程由淺入深， 教授學員編寫網頁的電腦語言，加插動畫及播放音

樂等技法， 務求學員能在短時間內掌握製作網頁的竅門，擁有一個具

個人風格的 Dream.com。主要內容包括：網頁製作的工具、神奇修

圖工具、免費網上空間等。                    

 

 

資訊科技與編程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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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日科學家 

課程透過不同有趣的科學實驗，加深學員對科學的認知，訓練觀察

力，提升學習動機，增加科學探究精神。主要內容包括：水的表面

張力、密度、摩擦力等。 

天文宇宙學會 

課程將帶領學員緊隨人類探索宇宙的腳步，學習有趣的太空知識，

砌火箭、做實驗，從中探索宇宙奧秘，引發對科學的興趣。主要內

容包括：宇宙速度、火箭的結構、太空中的生活等。 

物理學達人 

本課程以學生實驗為課堂學習主要模式，通過一些與日常生活聯系

密切，簡單有趣的物理小實驗，讓學員瞭解這些小實驗遵從的物理

原理及規律，解釋日常生活的一些物理現象，從而提高學員學習物

理的興趣以及科學探究的精神。主要課程內容包括：光的色彩及光

的特效、發電機、磁力火車、歐姆定律等。 

太陽能工程師 

課程教授太陽能的原理，介紹太陽能在日常生活中的應用，指導學

員製作一系列太陽能電動模型，提升他們的科技創新能力，培養科

學探究精神。內容包括：光熱轉換、光電轉換及太陽能風車製作等。 

E-Blocks 電子積木 

電路拼裝科學實驗之旅 

課程從認識基本電路元件入手，利用電子積木瞭解電子電路的基本

概念及工作原理，配上電池、開關、馬達、感測器等組件，創作出

各種有趣的電子組合。內容包括：電子元件簡介、常見電路原理介

紹、實用電路的設計及搭建等。 

3D Holographic  
Projection 

立體全像投影工作坊 

全像投影技術是利用干涉和衍射原理記錄並再現物體真實的三維

圖像的技術。本課程指在發揮學員創意思維，培養 3D視覺藝術興

趣，並親手製作出震撼的 3D 全像投影演視效果。內容包括：全像

投影器製作、認識全像投影原理、3D立體動畫製作、剪輯與測試等。 

科普知識創客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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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ser Cutter 

鐳射切割模型製作 

課程教援學員鐳射切割模型、讓學員深入淺出地掌握鐳射切割及模

型製作流程。並透過小組互動、作品欣賞的方式，鍛煉學員解難、

協作和溝通能力，提升表達概念的技巧，發展創作及邏輯思維。主

要內容包括: SVG檔案格式，RLD鐳射檔案架構、RDWorks鐳射切

割軟件操作。 

3D Printing 

立體打印模型設計師 

課程教授不同的 3D 塑模物件繪製功能， 讓學員深入淺出地掌握

3D 立體打印及模型製作的流程；並透過小組互動、作品欣賞及分

享的方式，鍛煉學員的解難、協作和溝通能力，提升表達概念的技

巧，發展創作及邏輯思維。 主要內容包括： 3D Scanning掃描軟硬

件操作、3D Modeling模型建造應用程式操作、3D Printing打印

軟硬件操作示範、生物及雕塑模型製作、作品賞析和經驗交流等。 

STEAM教育特工隊 

科學科與數學科 

跨學科課程單元 

課程設計為常規學習內容的補充及延伸，選材廣泛，緊靠 STEAM教

育目標和日常學習，同時結合理論與實踐，配合多媒體視頻、小實

驗、小製作等，透過動腦、動手以及科學探究活動，強化學員手腦

並用的能力，充分發揮他們在 STEAM範疇的潛能。主要內容包括：

「能量與物質」、「水和空氣」、「運動和機械」、「電與磁」、

「酸鹼度的認識」、「動植物細胞」、「溫室效應」 等等。 

注: STEAM 教育支援特工隊可因應各學校和機構的需要，提供一次性的 STEAM 實

驗「到會服務」，請即聯絡我們以了解詳情。 

VR 虛擬實境體驗 

虛擬實境技術，是利用電腦或特別的拍攝裝置模擬一個三維空間的

世界，讓使用者如同親歷其境，並透過各種感官，與三維空間內的

事物互動。 課程讓學員透過拍攝 VR 影片及製作 VR 眼鏡等活動，

初步瞭解 VR技術與應用，同時親身體驗 VR虛擬實境效果的震撼。

內容包括： VR 影片的拍攝設備及技巧介紹、認識 VR虛擬實境原

理、VR 眼鏡製作、影片剪輯與效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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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O機械原理 

課程使用 LEGO MINDSTORM 機械人系列教具， 教導機械原理，

並讓學生動手組裝如齒輪組、滾輪、差速器等機械元件，增強動

手能力；此外讓學生以電腦程式驅動機械元件， 藉此增加對機械

原理的直觀瞭解，提升觀察力。 主要內容包括：認識 LEGO機械

組件、馬達與動力、齒輪組的應用等。  

LEGO機械工程師 

課程使用 LEGO MINDSTORM 機械人系列教具，導師將帶領學

員親手組裝 LEGO機械，讓學員逐步瞭解機械工程的原理；並透

過程式的操作，增強學員的參與性和積極性，增加對機械運動的

認識。主要內容包括：程式編寫、機械人創作及組裝等。 

LEGO機械人認識 

LEGO MINDSTORM系列是 LEGO公司專門研發予學員學習機

械工程知識的產品，其組件模擬度極高。本課程使用 LEGO 

MINDSTORM 機械人系列教具，介紹各種機械零件的作用， 讓

學員逐步設計屬於自己的 LEGO機械人，並以此完成各種挑戰任

務。主要內容包括：零件介紹、機械臂的製作、手足的協調等。 

LEGO變形系列 

課程使用 LEGO MINDSTORM 機械人系列教具，教導學生製作

各種有趣的機械模型，運用 LEGO系列的多變性，作品可以達到

變形的效果。主要內容包括：運動機械、多輪變形、轉向設計等。 

LEGO環保機械人 

學員在這課程中，寓遊戲於學習，建造巨大的環保大都會，並運

用環保能源推動機械人運作，以培養學員的環保觸覺，成為環保

先鋒。主要內容包括：可再生能源、模擬實景、環保設計等。 

樂高 LEGO教育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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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PLS 主題樂園通識系列 

 學習新體驗，由主題樂園系列開始！ 

 一個愉快的學習經歷可激發學習動機，引發學習潛能。有見及此，我們開發

了主題樂園系列，讓學員走出教室，進入不同的主題樂園，學會思考，增強創意，

豐富想像力。 

 本系列的課程共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為理論篇，學員會在教室學習一些

基本的技巧和理論；第二部分為實戰篇，學員會到不同的主題樂園親身體驗理

論篇所學知識，並運用所學知識完成指定的學習任務；第三部分為總結篇，學員

會回到教室，透過多元化學習活動總結所學，分享心得。 

 主題樂園系列提供了多重學習體驗，讓學生透過多感官學習，掌握並運用知

識，成為知識的主人。 

童話‧夢‧飛行 

對幼兒來說，當飛機師可能是遙不可及的夢想。但只要報讀這

個課程，「飛行夢」即可實現！童夢城通識樂園設有 1:33 的

Dream Airways模擬飛機艙，讓幼兒在虛擬實景中享受駕駛

飛機的樂趣。 

繽紛動畫樂園 

動畫是如何製成的？課程分為三部分：首先透過有趣活動激

發學員學習興趣， 並讓學員動手設計奇妙動畫；其次學員進

入主題樂園，學習製作動畫的方法，利用影像殘留原理自製動

畫；最後為總結環節，學員交流經驗，分享所學，擬寫報告。 

夢幻通識教室 

讓我們一起跳出教室，以多感官學習法體驗身邊的事物！夢

幻通識教室正是這樣的一個課程。本課程亦分為三部分：首

先在理論篇教授通識的一些理論；在實踐篇學員將會進入主

題樂園，認識現今世介面對的挑戰和機遇；在總結課中則整

理前兩階段所學知識，進行討論、分享心得。 



 P.36 

NOAH挪亞方舟歷奇探索系列 

 挪亞方舟歷奇探索系列課程 — 生態、歷奇、娛樂、探索，給學員不一樣的

體驗！ 

 

 「挪亞方舟」是一個理想的生態教育場所，介紹多種生物，宣揚環保訊息。

我們和「挪亞方舟」合作，開辦多個課程，涵蓋了以上四大內容，讓學員能透過

探索、歷奇獲得更多不同的知識，從娛樂中體會各種歷練。 

 

 我們期望，挪亞方舟系列課程能讓學員認識不同的生物，認同環保的重要性，

並加強自信心及同理心。 

繩網攀爬訓練 

透過繩網攀爬，可使學員在強壯身體之餘，能夠克服恐懼，勇敢

地面對挑戰，為建立有更美好的人生做好準備。 

天文日與夜 

透過 2 日 1夜的太陽館宿營計劃的觀星賞日活動， 讓小朋友探索

宇宙的奧秘，培養對天文科學的興趣。 

吾生‧悟死體驗 

與學生一起探索生命意義， 感受生命終結前一刻的震撼。 透過正

面的討論及分享，讓他們學會欣賞及珍惜所有，確立正面積極的

人生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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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SC 實戰射擊系列 

 氣槍 IPSC實戰射擊運動是一種講求安全、 紀律和公平的射擊運動，它有別

於對戰形式的野戰遊戲(Wargame)，氣槍 IPSC進行時不會向人和動物射擊，只

會射擊紙靶和金屬靶，具有高度的安全性。在香港，氣槍 IPSC運動現已廣泛被

學校和社區中心應用，作為年向青人灌輸正面的射擊態度、培養自律性的運動之

一。 

  我們與香港氣槍實用射擊總會合作，開辦了多個課程。課程由來自香港氣槍

實用射擊總會的教練教授射擊技巧，而我們亦會派出導師教導學員戰鬥的策略

和知識及比賽時應有的態度，訓練學員的自覺自律和專注力。並將其延伸應用至

學員的日常生活中，藉此培養正確的處事態度。 

疾風神槍體驗班 

氣槍射擊，緊張又刺激！透過體驗氣槍射擊，讓學員認識氣槍運

用、比賽規則等，從而提升學員對氣槍射擊的興趣，並舒展身心。 

氣槍射擊冠軍盃 

課程主要讓學員認識氣槍射擊比賽的規則，並且透過實戰射擊

比賽，明白守規的重要性，從而使學員學會守規，習慣守規，成

為良好的世界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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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RT 小型賽車系列 

 賽車是一種能促進身心健康的運動，在學習賽車時，可以訓練個人意志力及

專注力，提升心理素質，並能增強抗壓力。 

 

 雖然賽車的好處很多，但礙於香港的場地限制，能讓幼兒和青少年接觸賽車

的機會少之又少。今年，我們跟香港賽車學校合作，提供一系列以小朋友和青少

年作為對象的賽車課程，讓學員能夠享受賽車的樂趣。 

 

 為了提高課程的專業性和安全性，並為學員帶來深刻的學習體驗，所有課程

均由專業的導師和賽車教練親自任教。 學員可以從嶄新的體驗中，學習賽車的應

用知識，掌握駕駛賽車的技能，並從駕駛中培養正確的生活態度。 有了良好的心

理素質和生活態度，學業自然會有出色的表現。 

小型賽車體驗班 

課程讓學員初步認識小型賽車，嘗試對小型賽車進行簡

單的操控，讓學員能對小型賽車有基本的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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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電視節目時是白天，正在做『東張西望 』時是晚上…...」對於一般人

來說，對失明的印象，也許只有這個廣告的片段。但是，對於視障人士來說，失

明又怎會只有這些呢！ 

 

有人說：「失去並不可怕，不懂珍惜才是最可怕。」 

因為，不懂珍惜往往可能會令人失去更多。 

 

 為了讓學員懂得珍惜，學會感恩，增加同理心，我們與「黑暗中對話」合作

開辦一系列課程。在這一系列的課程中，學員將會進入一個絕對黑暗的環境裡完

成不同的任務。而這些任務除了可以讓學員了解視障人士的生活外，也可以從中

學會克服恐懼、克服困難、勇往直前。 

 

 

讓我們一起體會視障人士的生活，學習他們的毅力！ 

黑暗中的體驗 

透過在黑暗體驗館的探索，體驗視障人士的生活，從而瞭解視

障人士在日常生活中的苦處和難處，進而培養尊重和體諒他

人的同理心。 

黑暗夜宴 

透過在黑暗中吃一頓晚餐的特殊體驗，讓學員認識視障人士

在生活中的困難，引發自我反思，學會珍惜幸福，從而以積極

樂觀的態度克服生活和學習的困難。 

DiD黑暗中對話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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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e 蘋果教育系列 

 想走進世界一流的企業進行交流嗎？ 

 

 今年，我們和蘋果公司合作，讓學員進入蘋果公司，與蘋果公司的職員進行

深入的交流活動。蘋果公司著重創意、創新和創造，而我們開辦的活動亦以這些

理念為主題。學員可以透過製作短片、創作音樂和剪輯相片等，發揮創意，而蘋

果職員的專業講解，亦有助學員認識蘋果公司的成功要素。 

 

 「千里之行，始於足下。」成功，由蘋果之旅開始！ 

蘋果企業文化之旅 

帶領學員到 Apple Retail Store 參加企業文化之旅，親身領略

難忘的學習體驗。學員可在這次旅程了解蘋果公司的企業文

化，認識簡約和創意等企業理念。 

蘋果動畫設計之旅 

到Apple Retail Store 學習動畫設計，認識iMovie的使用方法

和設計動畫時所需要的基本知識。學員可在這次旅程中自行設

計不同的動畫，並與其他學員一起分享努力的成果。 

蘋果 Lion OS X  
體驗之旅 

Lion OS X 是一個出色的電腦OS，操作簡便，易學易用。在這

個旅程，學員將在 Apple Retail Store 導師的帶領下，認識 

Lion OS X 的特性和使用方式， 讓學員對這作業系統有更深入

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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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著科技及流動設備的進步，8K 數碼像素、AI人

工智能後製、360 全景相機、航拍機、水底潛拍機及

雲台拍攝穩定器等的神速發展，已經令影像拍攝和處

理成為我們生活一部分。 

 

 配合不同的社交平台，新一代多媒體技術徹底改

變人們的溝通模式，例如 KOL(Key Opinion Leader)

只需一部電腦或手機，便能夠在社交媒體開闢自己的

天地，發揮創意小宇宙，跨國界地域影響世人！ 

流動校園電視台 

 2020 年卓師教育融合科技潮流，正式推出「MOBILE CAMPUSTV2.0流動校園

電視台」，除整合過往「校園電視台系列」的相關課程和服務配套外，還全面引入新

一代的流動智能拍攝裝置採購服務，為「校園電視台」重新定義，打破過往高成本的

建立和運作的傳統，摒棄沉重而巨大的拍攝器材，以機動性極強的流動智能拍攝裝

置，全方位打造新一代「流動校園電視台」，突破傳統界限，專注成就學生潛能的發

揮，令每個創想都得以實現！ Let’s Think Bigger！ Share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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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供本港全日制中、小學並受有關條款約束及限制， 

  卓師教育有限公司保留有關服務的一切最終決定權。  

為慶祝卓師教育成立 20 週年，並推動

「MOBILE CAMPUSTV2.0 流動校園電視台」 

的 Think Bigger! Share More!的創意分享精神！ 

 現特別推出免費到校航拍服務*！ 

我們的「STEAM 特攻隊亅聯同「流動校園電視台 2.0 拍攝團隊亅將到 

貴校進行免費講解及拍攝服務！免費製作一條屬於貴校的航拍影片！ 

名額有限! 

請即登記！� 



「一站式」校譽推廣、輔導、教學支援及培訓服務配套 

為加強對機構和學校籌辦活動方面的支援，幫助學校資源得到更好的調

配，我們提供各類課程管理、教學支援及培訓服務： 

三. 協助管理和籌辦各類活動及培訓 

深明學校除以作育人才為重外，亦需要公關及傳訊活動來聯繫校內及校

外人士，時刻與教育界保持聯繫，與時並進。按學校的需要，我們會與相

關的專才聯手，提供具效益的整合推廣方案，當中的服務範圍包括：籌辦

大型活動、開放日、宣傳推廣、設計、製作及印刷等。 

一. 提供度身整合推廣方案  

人的思想、行為及心理教育貫穿教育的起點及終點。潛意識的醒覺在學習

的過程中扮演至關重要的角色。以重建學員內在「思 ‧ 為」質素，營造正

向積極的學習態度為重點的課程，能促進教學相長，令教師與學員一同發

展正向的「思 ‧ 為」能力，輕鬆面對人生挑戰。 

二. 提倡「思 ‧ 為」及心理發展的重要性  

別客氣，這是我們為您提供的專業支援。        

                  第一步：與學校進行磋商，度身訂造各類課程的籌備計劃  

第四步：按計劃提供相關服務及課程，同時監測質素 

第二步：提交標書、計劃書，申請資助等  

                   第五步：提交相關服務檢討報告，為來年籌辦的服務及課程作準備 

                   第三步：安排講座、簡介會、試玩日，處理收生安排，進行預備工作，配合財政預算 



貴 機構如對我們的課程有任何興趣，歡迎經以下任何一種途徑聯絡我們以查詢詳情： 

1.致電 2741 5339 聯絡項目經理 Mr. Lawrence Lo 

2.填妥下面的表格，傳真至 2439 5777 

3.電郵： enquiry@maestro.edu.hk 

4.郵寄：新界荃灣大河道 99 號 99廣場 9樓 

5.SCAN QR code，填寫並遞交表格。 

機構名稱：  機構地址： 
 

聯 絡 人 ：  聯絡電話： 
 

電郵地址：  傳真號碼： 
 

課程名稱 對象 舉辦日期 舉辦時間 總時數 財務預算 

      

      

      

      

      

      

      

      

      

      

      

備註:   

立即索取報價 



�: 2439 6999  
�: 2439 5777 

 
�: info@maestro.edu.hk 

 

9/F, 99 Plaza, 99 Tai Ho Road, Tsuen Wan, N.T. 

荃灣大河道 99號 99廣場 9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