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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botic Education 機械人教育 

劍橋國際小學課程

Nurture our youths in the area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啟發潛能 培育科技新一代



服務範圍

香港機械人學院創立於2003年，為本地科技教育的先驅，致力培育富創意及科技素養的新一代
。歷年來專注發展機械人教育課程，帶領學生探索STEM教育的四大領域:科學、科技、工程及
數學，累積豐富的教學及培訓經驗，已替逾百間中小學提供相關的課程。

學院提供高質素的科技教育，既獲專業機構確認，亦得到政府肯定。學院榮獲香港通用公證行
頒發「ISO9001:2015質量管理認證」，確認學院所設計、開辦的機械人和STEM課程，以及所研發
的相關教育產品，均具有卓越的管理成效，並持續發展優質教育。同時，學院於2018年獲教育
局邀請，負責編輯合共四個單元的《初中「機械人」學習資源》，現已完成並推出供學界應用。

學院植根香港，放眼國際，與世界各地教育機構緊密聯繫，貼近科技教育趨勢。2011年開始，
學院獲認可為劍橋大學國際考試中心，並開辦ICT及數學課程，提供考試及評核服務。同時，
學院不遺餘力鼓勵青少年參加機械人比賽，包括舉辦本地賽及ROBOFEST機械人大賽香港區選拔賽
，學生有機會與本地及世界各地青少年交流切磋，增長識見。

近年本港學界積極推動STEM教育，機械人製作已成為學習項目的新趨勢。香港機械人學院累積
多年經驗，採用系統性的學習配套，協助學界在校內推行機械人教育，發展學生潛能，豐富整
體學習經歷，持續發展優質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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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botic Education機械人教育 

香港機械人學院 總監 邱嘉俊先生
香港大學教育應用資訊科技碩士

工商管理碩士

電子工程碩士

電子工程榮譽學士

學位教師教育文憑（小學）

培養學生解難、動手製作的能力，非常重要，也是廿一世紀學生應該具備的
能力。透過機械人製作，令數學、科學等知識變得實用，有助學生學習。
機械人在未來世界佔有重要位置，學習這方面的知識是邁向未來社會的基礎。

學院擁有優秀的導師團隊及完善的到校教學資源，專為
不同程度的中小學生，提供專業的到校課程服務。為學
校提供各類的STEM課程，內容涵蓋機械人製作及編程、
賽前預備課程、產品設計及劍橋國際小學課程等等。

課程集中講解隊伍參賽技巧，全面指導編寫程式、設計
及組製機械人方式，分析出賽策略及模擬測試等，不僅
訓練他們解難能力，更能促進團隊合作精神。學院歷年
來帶領多支優勝隊伍遠赴海外參加賽事，與各地參賽者
交流切磋，歷年來屢創佳績。

學院致力支援學校發展科技教育，不但可以安排經驗豐
富的導師到校進行協教，亦為教師提供專業培訓。學院
提供多種形式的教師培訓，如到校舉行教師發展日或安
排教師參與學院開設的教師培訓工作坊等。

學院擁有豐富的校本課程設計經驗，曾為教育局編輯
《初中「機械人」學習資源》，能夠為學校度身訂造適
合學生能力和需要的課程，並會配合多媒體教材，以全
方位學習方式施教，與校本專題活動作配合，務求善用
校本及校外的教學資源。

政府大力推動STEM教育，學院全力支援學校設計可持續
STEM發展計劃，善用政府資源，由設計到執行的每個階
段，從而協助學校制定最具效益的方案。曾籌劃活動包
括STEM嘉年華、全級學生機械人體驗工作坊等。

學院一向致力推廣香港科技教育，透過機械人製作激發
學生潛能。學院為《ROBOFEST機械人大賽》香港區選拔
賽主辦單位，擁有舉辦大型比賽活動經驗。同時亦為有
意在校內甚至聯校舉行比賽的學校籌辦各類比賽活動，
現時學院已是多間學校籌辦比賽的合辦夥伴。

經驗豐富　管理卓越
香港機械人學院 本地STEM教育先驅



小學到校課程 中學到校課程
香港機械人學院為榮頒SO9001:2015質量管理認證的教育機構，認證範圍涵蓋設計及提供機械
人製作及STEM課程，證明學院開發的課程是專業和質素兼備。

透過編寫電腦程式來控制機械人挑戰各類任務。

培養學生對科技發明的興趣。課程內容對應

Robofest機械人大賽。

# Robot   # Coding   # EV3   # NXT #Robofest 

機械人工程師課程（小三至小六） ROBOFEST機械人大賽由美國勞倫斯理工大學(Lawrence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主辦，為全球最大

型、內容最多樣性的賽事，學院歷年來帶領香港賽區的優勝隊伍赴美國出賽，勇奪多個獎

項，成績斐然。課程集中培訓學生出戰該賽事，全面講授編寫程式、設計及組製機械人知

識，並分析出賽策略、進行模擬比賽等。

# LTU   # Robofest   # EV3   # BottleSumo   # RoboParade   # UMC

ROBOFEST賽前預備證書課程 （中一或以上學生）

課程採用「最多人同時為機械人製作」創造健力

士世界紀錄活動指定器材bit:Rover，內容包括

Micro:bit編程及機械人製作。

# Micro:bit   # Scatch 3.0   # bit:Rover

Micro:bit創意編程課程
（小三至小六）

透過積木組合學習物理知識與機械原理，

從小開始體驗探索科技的樂趣。

# Wedo 2.0   # Coding   #  Simple Mechanics

STEM小先鋒課程 （小一至小二）

學生從機械人組裝、設計及編寫程式的過程中學習建構性思維，同時提昇他們對科技方面

的興趣。在課堂上學生更能掌握高階機械人的製作，同時在Arduino的基礎上，開發及設計多

元化的智能裝置。

# Arduino   # Maker   # 3Dprinting   # LaserCut

機械人精英培訓課程（中一或以上學生）

littleBits是美國科普教育最常使用的教材，是產品

設計者的快速產品開發平台。學生可以利用

littleBits創造出與生活相關的產品，而且過程中

毋須焊接或學習複雜電子學便可開始。

# LittleBits   # STEM   # Maker

LittleBits產品設計課程（小一至小六）

索取報價

所有課程可跟據學校需要進行調節，詳情可致電3580 1378向本學院職員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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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用書

多媒體教材

多媒體教材

 機械人
課程

學科知識
 - 數理
 - 資訊科技
 - 電腦程式
   編寫

 多元智能
 - 溝通及解難能力
 - 創造力
 - 團隊合作精神

 多元化教材 
 - 積木機械人
 - 人型機械人
 - DIY電子零件

本學院到校課程特色



課程介紹

劍橋考試介紹

劍橋國際小學數學課程主要針對8至11歲學生而設，致力培
養學生的數學能力。本課程內容豐富，有明確的學習目標。
課程涉及五個內容領域：算術、幾何、測量、數據處理和解
決問題。課程著重於學生能將掌握到的數學知識並學以致用
，培養對學科的全面理解力。

課程使用原裝英國劍橋大學出版社(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的教材，讓學生既學習數學，也熟習相關的中英語詞
匯，一舉兩得。透過桌遊、iPad Apps、Kahoot搶答遊戲等
方式，強調思考、體驗、遊戲互動，由淺入深、循序漸進，
動手又動腦、讓學生感受數學樂趣！

為暸解學生的學習進度，學院採用劍橋國際小學課程的考試
結構來評估學生的表現並向家長和學生報告進度。劍橋國際
小學課程考評採用國際標准考試，有兩種考評可供選擇：
劍橋國際小學課程進度考試及劍橋國際小學水平考試 。

鼓勵遊戲中學習，不作機械式操練

實體與線上教材互相配合，讓課堂更有

趣味性。

除一般數學技巧外，課程亦著重學生的

實際應用數學的能力。

資訊及通訊科技（ICT）現已成為全球教育的一部分，被視
為閱讀、寫作和計算能力以外的一種必須擁有能力。劍橋國
際小學ICT資訊科技課程 (Cambridge ICT Starters) 教授學
生不同的電腦知識和ICT科技應用，並讓他們了解科技對日
常生活的影響。學生將在一系列學習中發展關鍵的ICT技能
，包括電腦編程、文字處理、試算表應用、數據庫、電子郵
件、演示軟件、互聯網和網頁製作。

劍橋國際小學ICT資訊科技課程分成三個階段，每個階段由
兩個級別組成，成功通過每個級別後都可以獲得證書。

劍橋大學國際考評部（下稱 CIE）乃提供學生考試的專業機構，世界知名，香港機械人學院獲
CIE核准開辦課程，同時為其認可的考試場地。學院分別開辦「劍橋國際小學數學課程」及「劍
橋 國際小學ICT資訊科技課程」兩個課程，全面裝備學生參與相關評核試所需要的知識，協助
學生取得佳績，獲得國際認可的資歷。 本學院通過這一世界級劍橋國際小學課程培養學生的數
學和  資訊科技理解力。每個課程均有一個課程框架，以提供明確的教學結構。

劍橋國際小學課程進度考試是一項於完成特定階段後進行的考試，並會按概念重點來分析學
生之作答，掌握各階段學生對掌握不同主題及技巧之強弱。學生的表現將會分為金銀銅三級
，同時，也會與劍橋世界成績作比對，讓學生知道自己的｀世界水平’！。

劍橋國際小學水平考試專為劍橋國際小學數學課程最後一個階段而設，評估學生於整個劍橋
國際小學課程的學習成果。考試可通過提供學生各科目領域強弱項的全面反饋來幫助學生。
完成考試後每名學生均可收到來自劍橋大學國際考評部（CIE）的成績單和診斷性報告。

在這個數據化的時代，資訊科技當然是大勢所趨。劍橋ICT Starters評核試由劍橋大學國際
考評部(CIE)設立，具國際認可資格，有助學生建立資訊科技的知識及技能，增加對科技化
生活的認知。成績分優異(Merit)、合格(Pass)或不合格(Fail)三等，最終會由CIE發出成績通
知書及證書。

課程分成三個階段：1. 初階 (Initial steps)

                             2. 進階 (Next steps)

                             3. 高階 (On track)

劍橋國際小學課程進度考試

劍橋國際小學水平考試

劍橋ICT Starters評核試

課程特色：

劍橋國際小學課程 Cambridge Primary 

劍橋國際小學數學課程（小三至小六）

劍橋國際小學ICT資訊科技課程（小三至小六）

全港28所註冊為劍橋學校
部份名單：

哈羅香港國際學校
新加坡國際學校（香港）
保良局蔡繼有學校
聖道弘爵國際學校
沙田學院
香港機械人學院

（資料來源：https://www.cambridgeinternational.org/)

劍橋ICT Starters
評核試證書

更多課程資訊
www.rihkcps.org



RobotInstituteHK rihk2003

 3580 1378 www.rihk.com

香港九龍彌敦道430-436號彌敦商務大廈11樓C（敬請預約） 

info@rih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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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瀏覽更多課程資料

WhatsApp
課程查詢

9256 0182

香港機械人學院總辦事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