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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讀須知

報讀流程

StudyOne
網上學習平台登記

選購教材

選擇課程

付款
(PayPal、銀行轉
賬、轉數快)

等候確認
(學院職員會發出
電郵，確認成功報
讀)

如有教材

未有教材



1.請到 Study-One 的註冊頁面登記

網址：https://study-one.org/my-course

如何註冊帳戶

https://study-one.org/my-course/


2.根據指示填寫資料

注意：註冊資料將作為學生就讀資

料(包括申請證書)，請確保所有資料

正確無誤。

如何註冊帳戶



報讀課程 
1.按入【課程一覽】選擇合適的課程



選擇課程 (新生)

年級 報讀課程

小一至小三 STEM 小先鋒

小四至小六 AI 機械人工程師證書課程 (第一級)

新生報讀



選擇課程 (舊生)

2019/2020報讀課程 2020/2021報讀課程

科學小先鋒 / STEM Starter AI 機械人工程師證書課程 (第一級)

STEM Talent AI 機械人工程師證書課程 (第二級)

STEM Elite / STEM Master AI 機械人工程師證書課程 (第三級)

舊生選報課程 



報讀課程 
2.選擇上課模式及報讀階段



模式一：全線上學習                                       每階段費用：$2500/10 堂 

於 網上學習，學員亦可於課堂後收看重溫片段。

模式二：彈性上課模式                                   每階段費用：$3500/10 堂 

同時提供兩種授課模式：網上課堂 及 面授課堂  

同學可彈性地以面授課堂 / 網上課堂 / 重溫片段方式

完成課程。

報讀課程 



報讀課程

3. 在課程頁面選擇「立刻報讀」，進行付款。

        可選擇 1. PayPal/ 信用卡

                    2. 銀行轉賬

                    3. 轉數快

❖ 選擇PayPal / 信用卡付款，將會直接轉入PayPal 付款頁面。

❖ 選擇銀行轉賬 / 轉數快，需要上傳付款證明。



 報讀課程： PayPal / 信用卡付款 提示

PayPal / 信用卡付款

已登記 PayPal 用戶  

沒有 PayPal 亦可

以信用卡付款 



報讀課程：PayPal / 信用卡付款 提示

PayPal / 信用卡付款

完成付款後，必須按「付

款確認」才完成此報讀

程序 



報讀課程：銀行轉賬 / 轉數快付款 提示

銀行轉賬 / 轉數快付款

注意：完成銀行付款後，到連

結填寫訂單編號及上傳付款

證明，待職員確認後會有電

郵通知閣下己確認付款及確

認網上課程。

➢ 確認需時，請等候一至兩個

工作天。



報讀課程：銀行轉賬 / 轉數快付款 提示

銀行轉賬 / 轉數快付款資料

銀行轉帳

匯豐銀行： 168-734994-001

櫃員機顯示賬戶名稱：RIOHKL T/A RIOHK

網上銀行轉帳

匯豐銀行： 168-734994-001

賬戶名稱： Robot Institute of Hong Kong Limited

轉數快

識別碼 : 7784655

賬戶名稱： Robot Institute of Hong Kong Limited



購買教材

1.選擇需要購買的教材後，按入「加入購物車」



購買教材

2. 確認購買的教材，選擇「前往結帳」



購買教材

3. 填寫送貨資料及選擇教材領取方式。

● 如選擇順豐到付，請填寫送貨地址 / 順豐點碼。

（留意：所有教材價錢不包括運費）

● 如選擇親自領取，可於辦公時間到本學院領取。



購買教材

3. 在結帳頁面選擇「下單購買」，進行付款。

        可選擇 1. PayPal
                    2. 銀行轉賬

                    3. 轉數快

❖ 選擇PayPal 付款，將會直接轉入

PayPal 付款頁面。

❖ 選擇銀行轉賬 / 轉數快，需要上傳

付款證明。



購買教材：銀行轉賬 / 轉數快付款 提示

銀行轉賬 / 轉數快付款

注意：完成銀行付款後，到連

結填寫訂單編號及上傳付款

證明，待職員確認後會有電

郵通知閣下己確認付款及派

發網上課程。

➢ 確認需時，請等候一至兩個

工作天。



購買教材：銀行轉賬 / 轉數快付款 提示

銀行轉賬 / 轉數快付款資料

銀行轉帳

匯豐銀行： 168-734994-001

櫃員機顯示賬戶名稱：RIOHKL T/A RIOHK

網上銀行轉帳

匯豐銀行： 168-734994-001

賬戶名稱： Robot Institute of Hong Kong Limited

轉數快

識別碼 : 7784655

賬戶名稱： Robot Institute of Hong Kong Limited



 購買教材： PayPal / 信用卡付款 提示

PayPal / 信用卡付款

已登記 PayPal 用戶  

沒有 PayPal 亦可

以信用卡付款 



 購買教材： PayPal / 信用卡付款 提示

PayPal / 信用卡付款

完成訂單後，頁面會有

確認資料。  



如有其他查詢，歡迎與我們聯絡  

香港機械人學院 
 
辦公時間：

星期二至五   9:00 - 12:00 及 13:00 - 17:30
星期一、六、日及公眾假期休息

地址：香港九龍彌敦道 430-436號彌敦商務大廈2樓A

電話 Tel ：(852) 2172 4202 傳真 Fax ：(852) 3186 3703
電郵 Email：info@rihk.com 網站 Website: www.rihk.com

WhatsApp 查詢

92560182
（可按以下直接查詢）

mailto:info@rihk.com
http://www.rihk.com
https://api.whatsapp.com/send?phone=852925601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