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課堂上學員利用LEGO WeDo2.0套件積木及
電子零件，透過編寫控制程式，發揮無限創意，
製作多樣變化的機械模型。課程引入基礎科學概
念和數學應用，學員能從操作過程中，學習簡易
的機械原理，培養探索科學的精神。

工作坊內容：

1. 認識機械結構、齒輪組合及感應器

2. 製作機械模型

3. 學習編寫簡單控制程式

對象：小一至小二同學 
課程編號：Y19EWS01A / Y19EWS01B 

復活節假期工作坊復活節假期工作坊
現已接受報名現已接受報名

littleBits是美國科普教育最常使用的教材，HALL 
OF FAME KIT Arcade Game是一套包羅萬有的
套装，讓充滿創意的學員發揮，讓他們利用科技去重
新研發獨特的作品，而且過程中毋須焊接或學習複雜
電子學便可開始，易於啟發學員對科學科技的興趣。

工作坊內容：
1. 認識littleBits電子零件的組裝方法
2. 學習模型組合及設計功能
3. 透過簡單物料創作獨特小遊戲
    # 費用已包括一套學習套件，完成課程後，學員可取走套件
       繼續延伸學習。

對象：小一至小二同學
課程編號：Y19EWS02A / Y19EWS02B

香港機械人學院獲頒  
ISO9001:2015質量管理認證

#本工作坊採用LEGO WeDo2.0作為教材

# 本工作坊採用美國littleBits HALL OF 

    FAME KIT Arcade Game作為教材

對象：小三至小六同學
課程編號：Y19EWS03A / Y19EWS03B

LEGO BOOST機械人套件是可由平板電腦應用程式操作
機械模型的學習套件，讓學員能夠組裝拼砌之餘更能編程，
享受玩樂體驗的樂趣。

工作坊內容：
1）認識LEGO BOOST機械人
2）學習編寫控制程式
3）與組員互動操作履帶機械車

# 本工作坊採用LEGO BOOST作為教材

「遊樂場設計師」製作工作坊

小小Maker工作坊

LEGO BOOST機械人編程工作坊 



對象：小三至小六同學
課程編號：Y19EWS04A / Y19EWS04B

只要相信，每位孩子都是一位小小發明家！在工作坊上
學員利用簡單磁力結合的電子零件，透過構建過程，製
作有趣的電子玩具發明，如機械鉗或蝙蝠手臂等作品，
讓他們實踐創意，釋放他們的創造力。

課程內容：
1）認識各種電子零件的操作
2）學習模型組合及設計功能
3）製作機械鉗或蝙蝠手臂等作品
      # 費用已包括一套學習套件，完成課程後，學員可取走套件
         繼續延伸學習。

如因惡劣天氣課堂取消，
補課日期為 2019年4月27日（星期六）復活節假期工作坊時間表復活節假期工作坊時間表

對象：小一至小二同學

課程名稱 課程編號 上課日期 上課時間 費用

「遊樂場設計師」

製作工作坊

小小Maker工作坊

Y19EWS01A

Y19EWS01B

Y19EWS02A

Y19EWS02B

25/4/2019(星期四)

26/4/2019(星期五)

25/4/2019(星期四)

26/4/2019(星期五)

13:30-15:30

13:30-15:30

10:00-12:00

10:00-12:00

$500
(共一節)

$900 *
(共一節)

對象：小三至小六同學

課程名稱 課程編號 上課日期 上課時間 費用

LEGO BOOST

機械人編程工作坊

小小發明家工作坊

Y19EWS03A

Y19EWS03B

Y19EWS04A

Y19EWS04B

25/4/2019(星期四)

26/4/2019(星期五)

25/4/2019(星期四)

26/4/2019(星期五)

13:30-15:30

13:30-15:30

10:00-12:00

10:00-12:00

$500
(共一節)

$1,500 *

(共一節)

* 費用已包括美國littleBits HALL OF FAME KIT Arcade Game 一套學習套件 (價值HK$400)

 * 費用已包括美國littlebits Base Inventor Kit 一套學習套件 (價值HK$1,000)

上課地點: 香港機械人學院教學中心

香港九龍彌敦道494-496號晉利商業大廈10樓全層(油麻地港鐵站C出口對面）

23968876 www.rihk.com

# 本工作坊採用美國littlebits Base Inventor Kit作為教材

小小發明家工作坊



邱嘉俊 著

讓你了解機械人的一本漫畫書
讓你了解機械人的一本漫畫書

2

《機械人家族》科普及科技漫畫一套

原價HK$210  優惠價$100

  2019復活節工作坊學員購物優惠 
（優惠期至2019年4月30日）

「遊樂場設計師」製作工作坊 LEGO WeDo2.0

課程名稱

$2,480 $1,880

教學套件 原價HK 優惠價HK

購物優惠購物優惠

香港機械人學院所提供的假期工作坊可以自選形式進行，只需要按照以下報名三步曲： 

1. 選定合適的課程主題         2. 選定日期及時間             3. 自定人數 (8-12人）

課程主題選擇多，課程內容請瀏覽www.rihk.com/myclass 
初步填寫自選課程表格，本學院職員會盡快與閣下聯絡了解詳情。

自選課程計劃自選課程計劃

自選課程



(此欄由辦事處填寫)  現金 / 支票____________(銀行)______________(支票號碼) / □銀行轉帳 / □ 網上付款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1. M □ / F □ / IN □ / W □ / E □    2. I □    

學員中文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性別：□ 男 / □ 女          

就讀學校中文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就讀年級：________

監護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手提電話：______________

電郵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閣下是從那些途徑得悉此課程資料﹖ □ 課程單張  □ 親友介紹  □ 學院網頁  □ facebook專頁

                                                                  □ 網頁搜尋  □ 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        

本學院會以電話短訊給予學員出席提示通知

閣下是否願意以電郵方式接收本學院最新消息及課程資訊﹖□願意  □不願意

報讀課程申請表 (AF01)
請以中文填寫本申請表 (請以□選擇)

www.rihk.com
查詢電話：21724202  
課程查詢時間：
星期二至五 09:00-12:00 及 13:00-17:30
星期六 09:00-12:00 及 13:00-18:30
網上填寫此表格 http://www.rihk.com/appform

本人已查閱及清楚明白報名須知

______________    ______   
     監護人簽署                日期

***所有以郵寄或傳真方式的報名，本學院在收到有關表格後將致電或電郵確認，敬請留意。***

報名方式
•填寫網上報讀課程申請表

•將填妥之報讀課程申請表郵寄至本學院總辦事處

•將填妥之報讀課程申請表傳真至3186 3703或電郵至rihkymt@robot.edu.hk

•親臨本學院辦事處辦理報名手續

      - 香港機械人學院辦事處：香港九龍彌敦道430-436號彌敦商務大廈11樓C

繳費方式
•現金

•劃線支票，抬頭「香港機械人學院」。支票背面請寫上學員姓名、課程編號及聯絡電話。

•電子支票，抬頭「香港機械人學院」，電郵至rihkymt@rihk.com

•銀行轉帳(匯豐銀行168-734994-001)，將轉帳收據傳真至31863703或電郵至rihkymt@rihk.com

•PayPal

報讀須知 (適用於工作坊)
•學員因事缺課，一律不獲補課、調堂或退款。

•如天文台懸掛3號風球、黃色暴雨警告時需照常上課，各家長可自行決定上課與否。唯缺席者將不獲補課或退款。

•如天文台懸掛8號風球、紅色或黑色暴雨警告時課堂將會暫停，

•並安排於2019年4月27日期間指定時間安排補課，唯缺席者將不獲補課或退款。

•本學院保留更改課程上課日期及時間的權利。

•課堂上學員所使用的器材均由本學院借出，部份如有需要，本學院可代為訂購器材。

•所有學員完成工作坊均可獲發証書。

•所有工作坊一經報名，除本學院取消外，均不設退款。

對象 工作坊名稱 課程編號 費用

P1-P2

P3-P6

「遊樂場設計師」製作工作坊

小小Maker工作坊

LEGO BOOST機械人編程工作坊

小小發明家工作坊

購物優惠 LEGO WeDo2.0 (優惠價 HK$1880)

Y19EWS03___

Y19EWS01___

Y19EWS02___

Y19EWS04___

$

$

$

$

$

$

合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