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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單機械模型製作課程   對象：幼稚園低班 (K2) 至高班 (K3) 同學

以初階簡單機械為課程重點，令學員以多元化的學習元素，製作有趣而簡單的模型，

如陀螺、機械小車等，從觀察和比較學習形式認識簡單機械，如齒輪、車輪、車軸、

槓桿和滑等機械組件。

科學小先鋒課程   對象：小一至小二同學

學生透過 LEGO 簡單機械套裝積木組合的過程，學習物理知識與機械原理，從小

開始體驗探索科技的樂趣，透過手腦並用的學習活動，培養學生對科學與科技的

好奇心和興趣，有助他們發展學習的技能。學生亦透過學習 EDbotic Blocks 套件，

學習電子學知識，製作出不同的電子裝置。此外，學生亦透過學習 MicroBit 套件，

學習編寫控制程式，控制不同的電子組件，製作出不同的智能裝置。

機械人工程師課程   對象：小三或以上同學

學員可以發揮無限創意，運用積木設計不同類型的機械人。透過編寫電腦程式，

學員可以控制自己砌出來的機械人。過程中，不但可以培養他們對科技發明的興趣，

更能提升他們的創造力、解難能力和邏輯推理能力。學員完成指定階段課程後，

可獲頒發證書並晉升至更高的級別和參與本港及海外不同類型比賽。

劍橋國際小學課程   對象：小三或以上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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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 ) 各類課程簡介

常規課程

學院會在學校假期舉辦多個不同學習主題課程或工作坊，種類多元化。

˙暑期課程 

˙聖誕節假期工作坊

˙復活節假期工作坊

學院所提供的暑期課程及工作坊均可以自選形式進行，上課日期及時段可自由選擇

及組合。

           1. 選定合適課程

           2. 選定日期及時間

           3. 自定人數 （8-12 人 )

如有興趣參加自選課程計劃，請與學院職員查詢。

對象：小一或以上同學假期課程及工作坊

對象：小一或以上同學自選課程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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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金：前往總辦事處或教學中心辦理報名手續並以現金繳付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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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銀行轉帳 ( 匯豐銀行 168-734994-001)，將轉帳收據直接上載至網上報名表格。

˙網上付款：PayPal 或信用卡支付費用

˙指定信用卡 * 可享免息分期：持卡人為學員報讀二個或以上階段常規課程，可享六

˙個月學費免息分期；若報讀全年合共四個階段常規課程，可享十二個月學費免息分

˙期，學費免息分期同時可獲豁免手續費。* 指定信用卡：只限匯豐銀行客戶

繳費方式

報名方式

報讀須知 ( 適用於暑期課程及暑期工作坊）

報讀須知 ( 適用於常規課程）

˙學員因事或因病缺課，一律不獲補課、調堂或退款。

˙如天文台懸掛八號風球、紅色或黑色暴雨警告時課堂將會暫停，並安排於 8 月最 

˙後一個星期指定時間補課，唯缺席者將不獲補課或退款。

˙學員出席率達 100% 可獲頒發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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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臨本學院總辦事處或教學中心辦理報名手續

˙課程費用按每階段繳付。

˙有關學員請假、休學、退學及惡劣天氣等安排，請查閱「家長須知」。

所有以網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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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二 ) 報名方式

˙所有課程一經報名及繳費，除本學院取消課程外，均不設退款。

˙如天文台懸掛三號風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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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堂上學員所使用的器材均由本學院借出。如有需要，本學院可代為訂購器材。

˙本學院保留更改課程上課日期及時間的權利。

˙本學院保留更改報讀須知內容，如有任何更新或修改，將不再另行通知。

報讀須知 ( 適用於所有課程及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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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費用 - 常規課程學費按每個階段收費；而其他課程或工作坊則按每個課程收

˙費。

˙材料費  - 部份課程會因應課程需要收取材料費用。

˙參賽註冊及報名費用 - 根據學員參加不同類型比賽項目而遞交參賽申請和費用。

˙考試費 - 部份課程如需參與考試或評核，學員需要支付考試費用。

˙所有已報讀之課程，除非有關課程取消，已繳付之學費不得轉讓或退還。

˙學員凡因任何私人理由缺席上課或缺席補課（包括學校活動、考試或生病等），

˙本、學院不會作出退款或任何形式的賠償。

˙凡因天氣惡劣而取消之課堂，本學院將不會安排退款、補課、或任何形式的賠償。

˙凡因嚴重疾病而必須終止已報讀之課堂，學員必須連同有效之證明文件以書面形

˙式提出申請。若經批核，所有未經使用之學費餘額，可安排退款。

˙如已繳費之課程額滿，本學院將以劃線支票方式退還已繳交費用。

費用

( 三 ) 課程行政安排

調堂

補堂

本學院明白學員可能因事未能出席課堂，因此提供調堂及請假後補堂的安排，家長

可按實際情況並依指引申請。

與原有課程內容相同。為確保課堂質素，本學院訂出每班人數上限。因此本學院會

按當日課堂名額空缺情況決定能否調堂。如未有空缺名額，可請假後選擇補堂。

於每年4月/7月/8月/12月指定日期進行。補堂將會有其他對應級別的學習內容。

因此，為了學習進度更好地銜接，本學院希望所有學員可以按原訂日期出席課堂。

有關每階段調堂及補堂安排如下：

˙調堂只適用於常規課程。調堂申請須於課堂前三天 ( 即該星期三 ) 於學院網頁填

˙寫網上申請表格，本學院會按當日課堂名額空缺情況決定能否調堂，申請結果將

˙於翌日星期四中午前以電郵回覆。遲交申請將不獲處理。

˙補堂只適用於常規課程。補堂申請須於該星期課堂前於學院網頁填寫網上申請表

˙格，未交或遲交申請將視為缺席，缺席將不獲補堂。

˙每個階段每位學員可補堂及調堂合共最多三次，並於同一學年階段內進行。如學

˙員調堂及補堂合共超過三次，超過的調堂及補堂將不獲處理，該堂學費將不會順

˙延或退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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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機械人學院非常重視學院學員的私隱權，因此制訂有關保護政策，為學員提供

周全的保障。本學院須遵守香港法例第 486 章《個人資料（私隱）條例》，並會

對所取得的個人資料盡力加以保護及保密。

退學

學員在修讀課程期間，如因學校活動或個人理由等情況需要退學，應填寫網上退學

通知，以便本學院作記錄之用。

如學員在課堂上有不當行為，違反課堂上秩序。本學院會先採取口頭或書面警告，

並通知家長前來了解情況，如若情況未有改善，本學院有權終止學員修讀該課程。

學生課堂紀律

私隱政策聲明

網上申請表格 - 退學
www.rihk.com/withdrawal

www.rihk.com/privacy-policy

申請期限 課程內容 上課日子 申請方法

調堂 課堂前三天 與原有課程內容相同 與原有課堂同一日上課

網上申請表格 - 調堂
www.rihk.com/

reschedule

請假
及

補堂

課堂當日
或之前

會有其他對應級別的
學習內容

於每年 4 月 /7 月 /8 月 /12 月
指定日期上課

指定日期請留意學院網頁
及通告

網上申請表格 - 請假
及補堂

www.rihk.com/make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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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確保學員資料完整，家長可透過網上表格更新學員個人資料，以確保資料正確無誤。

( 五 ) 惡劣天氣下的上課安排

( 四 ) 衛生指引
為使學員能夠在一個整潔而舒適的環境學習，將執行以下各項措施，懇請家長及學

員配合。

˙本學院定期進行清潔及消毒。

˙如有需要，本學院會提供口罩，或會由本學院職員為其測量體溫並作紀錄。

˙學員如出現發燒、喉嚨痛、咳嗽等身體不適的徵狀，家長應安排學員留在家中

˙休息，並不應到學院上課。

˙所有學員進入課室前，必須用梘液洗手及脫掉鞋子並放置在鞋架上。

˙上課前及下課時，學員必須以消毒手液清潔雙手。

當遇到天文台發出熱帶氣旋或暴雨警告信號時，學院會根據以下情況作出安排。

˙所有因暴雨及熱帶氣旋影響而取消的課堂，均不設補堂及退款。

˙如改掛三號或以下信號發出黃色暴雨警告信號，而學員因交通情況而無法到學

˙院上課，家長需致電通知學院為學員告假，均不設補堂及退款。

˙如上課前改發紅色或黑色暴雨警告信號，因考慮部份學員已在前往本學院途中，

˙本學院會繼續開放，家長應盡快到本學院接回學員。

˙如若天氣不穩定期間，請留意學院網頁上公佈的最新消息。

學員個人資料更新

警告信號 天氣情況 上課安排

熱帶氣旋

1 號熱帶氣旋警告信號 照常上課

3 號熱帶氣旋警告信號 照常上課

8 號或以上熱帶氣旋警告信號

本學院會依據上課前一個半小時發出警告

信號而決定上課安排。有關消息將第一時

間於本學院網頁刊登，敬請留意。

暴雨

黃色暴雨信號 照常上課

紅色或黑色暴雨信號
本學院會依據上課前一個半小時發出警告

信號而決定上課安排。

www.rihk.com/student-
information-up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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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 學院資訊

訂閱電子報：歡迎透過學院網頁

「聯絡我們」登記聯絡資料

www.rihk.com/contactus

學院網頁：透過學院網頁獲得本學院

最新消息及相關資訊

www.rihk.com

FACEBOOK 瀏覽最新課程和活動消息

www.facebook.com/RobotInstituteHK

Youtube 課程介紹和學員作品示範影片

www.youtube.com/rihk2003

ClassDojo Apps on Google Play

Quizlet Apps on Google Play

Classdojo Apps on  iOS  app store 

Classdojo 瀏覽課堂作品相片和積點獎勵

Quizlet 網上學習系統

Quizlet Apps on  iOS  app st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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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採用多款優質機械人套件，讓學員掌握全面的機械人技術。

( 七 ) 課堂器材訂購

LEGO®   WeDoLEGO®   MINDSTORMS EV3 LEGO®   Simple Machines Set

littleBits 電子積木 Arduino 智能裝置套件 EDbotic E1

EDbotic Blocks bit:Rover bit:Controller

bit:Arm

Bioloid 人型機械人 Robonova 人型機械人 Fischertechnik 德國慧魚積木



訂購器材

機械人工程師課程第一至第三階段上課器材均由本學院提供，我們建議學員在完成

第一階段課程後，跟據學習情況而考慮是否需要購買作延伸學習。在第四階段時我

們需要學員購買器材作課堂上採用，而該階段課程完結後學員可取走此器材。

學員參加課堂需要購買機械人積木套裝嗎﹖

大部份套件均有現貨供應。若出現缺貨情況，一般亦只需一至兩個星期便可取貨。

除了機械人積木套裝外，如需要購買編程軟件或其他電子組件，均可向本學院查詢

及選購。

如何訂購 ? 需要預訂嗎﹖

學院會定時推出學習套件購物優惠，敬請留意。

如果學員欲購買課程學習套件會有折扣優惠嗎 ?

大部份機械人積木套裝並沒有保養維修，由於組件數目繁多，以防損毀及遺失，請

小心使用。

器材有保養期嗎？

聯絡資料
香港機械人學院總辦事處

地址：香港九龍彌敦道 430-436 號彌敦商務大廈 11 樓 C

電話：35801378  傳真：31863703

網址：www.rihk.com  電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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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定上課地點
香港機械人學院教學中心

地址：香港九龍彌敦道 494-496 號晉利商業大廈 10 樓全層

電話：23968876                  

電郵：rihkymt@rihk.com 

開放時間：星期六 9:00-12:00 及 13:00-18:30 

課程查詢：WhatsApp : 9256 0182 

  

本學院有權更改報讀須知，如有任何更新或修改，將不再另行通知。

RobotInstituteHK rihk2003

更新日期：2019 年 9 月

網上版 課堂時間表 , 假期表 , 行事曆 

www.rihk.com/rcschedule 

本學院保留更改課程上課日期及時間的權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