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透過探索、創作、分享的三個學習階段，培養孩子的科學
數理思維與共通能力，建構創新意念。

機械組裝和編程對於現今的小孩已不陌生，全港中、小學致力
發展 STEAM 教育，推行電子機械工程和編程學習，讓學生可
以盡情發揮創意，創作各種各樣解決生活問題的發明，整個學
習歷程跳出了傳統學習的框框。

香港機械人學院由 2003 年創立至今，累積十多年的數理科技
工程（STEAM）教學經驗，已為 80 多間中小學提供各類型多
元化的課程。深明 STEAM 教育應是以跨學科及解決問題為導
向，除了給學生灌輸實用的知識外，還需要學生在過程中思考
如何達到要求、設計和組裝機械模型，從而培養他們熱衷學習、
挑戰自我的精神。

今個暑假，香港機械人學院將富有趣味的智能機械人及電腦程
式課程帶給學生，讓學生可透過動手實踐，激發潛能和創造力，
從小培育於數理科技工程上的發展，大膽創新。

Explore
探索

Create
創作

Share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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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課程

對象 課程名稱 課程編號 日期 星期 時間 學費 材料費
費用
總額

P1-P2

機械模型
設計師證書課程

Y18MD01A
18/7, 20/7
25/7, 27/7

逢星期三、五 12:45-13:45

$1,000 / $1,000Y18MD01B   1/8,  8/8 逢星期三 15:15-17:15

Y18MD01C 17/8, 24/8 逢星期五 13:00-15:00

littleBits 
創意發明家課程

Y18MD02A 20/7, 27/7 逢星期五 09:30-11:30

$1,000 / $1,000Y18MD02B
  1/8,  3/8
  8/8, 10/8

逢星期三、五 14:00-15:00

Y18MD02C 17/8, 24/8 逢星期五 09:30-11:30

小小動畫師 - 
實物動畫製作課程

Y18DT01A
18/7, 20/7
25/7, 27/7

逢星期三、五 14:00-15:00 $1,000 / $1,000

P3-P6

LEGO BOOST

機械人製作課程
Y18MD05A

18/7, 20/7   
25/7, 27/7

逢星期三、五 14:00-15:00 $1,000 $1,300 $2,300

EV3
機械人大作戰

Y18MD06A 20/7,27/7 逢星期五 09:30-11:30

$1,000 / $1,000
Y18MD06B

  1/8,  3/8 
  8/8, 10/8

逢星期三、五 14:00-15:00

Y18MD06C   1/8,  8/8 逢星期三 15:15-17:15

Y18MD06D 17/8, 24/8 逢星期五 13:00-15:00

Micro:Bit
創意編程課程

Y18DT02A 20/7, 27/7 星期五 15:15-17:15
$1,000 $150 $1,150

Y18DT02B
  1/8,  3/8
  8/8, 10/8

逢星期三、五 12:45-13:45

實物動畫
製作課程

Y18DT03A
18/7, 20/7 
25/7, 27/7

逢星期三、五 12:45-13:45 $1,000 / $1,000

P4-P6
劍橋

ICTStarters
評核試預備課程

Y18C01A
 25/7, 1/8 
     8/8

逢星期三 09:30-11:30 $1,200
考試費
請參閱
課程介紹

$1,200
不包括
考試費

S1-S3

人型足球
機械人研習課程

Y18MD08A 18/7, 25/7 逢星期三 15:15-17:15

$1,000 / $1,000

Y18MD08B
  1/8,  3/8
  8/8, 10/8

逢星期三、五 12:45-13:45

BigStuff DIY
機械人製作課程

Y18MD09A   1/8,  8/8 逢星期三 09:30-11:30 $1,000 $2,200 $3,200

對象 課程名稱 課程編號 日期 星期 時間 學費 材料費
費用
總額

P1-P2

littleBits 
星戰

機械人製作工作坊

Y18MD03A 18/7 星期三 09:30-11:30 $500 $1,000
$1,500

Y18MD03B 3/8 星期五 09:30-11:30 $500 $1,000

EDbotic Blocks 
智能裝置製作工作坊

Y18MD04A 25/7 星期三 10:00-11:30 $400 $300 $700

P3-P6
littleBits 

星戰
機械人製作工作坊

Y18MD07A 18/7 星期三 09:30-11:30 $500 $1,000
$1,500

Y18MD07B 3/8 星期五 09:30-11:30 $500 $1,000

對象 課程名稱 課程編號 日期 星期 時間 學費 材料費
費用
總額

P1-P2

機械模型
設計師證書課程

R18MD01A
26/7,2/8   
9/8,16/8

逢星期四 11:30-12:30 $1,000 / $1,000

littleBits 
星戰

機械人製作工作坊

R18MD03A 19/7 星期四 15:45-17:45 $500 $1,000 $1,500

EDbotic Blocks 
智能裝置製作工作坊

R18MD04A 9/8 星期四 15:45-17:45 $400 $300 $700

P3-P6

EV3
機械人大作戰

R18MD06A
26/7,2/8   
9/8,16/8

逢星期四 10:15-11:15

$1,000 / $1,000

R18MD06B
26/7,2/8   
9/8,16/8

逢星期四 14:30-15:30

llittleBits 
星戰

機械人製作工作坊

R18MD07A 26/7 星期四 15:45-17:45
$500 $1,000 $1,500

R18MD07B 2/8 星期四 15:45-17:45

暑期工作坊

暑期課程及工作坊

* 所有課程適合對象均以暑假前就讀年級計算

自選課程優惠 

每名學員學費可獲 8 折優惠；折扣優惠不適用於材料費或考試報名費。

同時報讀優惠
每名學員同時報讀 2 個暑期課程，可獲贈科普漫畫《機械人家族》一套 ( 價值：＄210）；同時報讀 3 個暑期課程，

可獲贈 EDbotic Blocks 一套 ( 價值：＄300）。禮品數量有限，送完即止。

早報優惠 

於 2018 年 6 月 30 日前報讀暑期課程或工作坊，可獲 9 折優惠。此優惠不可與自選課程優惠同時使用。

報讀優惠

     香港機械人學院教學中心
Y 香港九龍彌敦道 494-496 號晉利商業大廈 10 樓全層

上課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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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象 課程名稱 課程編號 日期 星期 時間 學費 材料費
費用
總額

P1-P2

機械模型
設計師證書課程

Y18MD01A
18/7, 20/7
25/7, 27/7

逢星期三、五 12:45-13:45

$1,000 / $1,000Y18MD01B   1/8,  8/8 逢星期三 15:15-17:15

Y18MD01C 17/8, 24/8 逢星期五 13:00-15:00

littleBits 
創意發明家課程

Y18MD02A 20/7, 27/7 逢星期五 09:30-11:30

$1,000 / $1,000Y18MD02B
  1/8,  3/8
  8/8, 10/8

逢星期三、五 14:00-15:00

Y18MD02C 17/8, 24/8 逢星期五 09:30-11:30

小小動畫師 - 
實物動畫製作課程

Y18DT01A
18/7, 20/7
25/7, 27/7

逢星期三、五 14:00-15:00 $1,000 / $1,000

P3-P6

LEGO BOOST

機械人製作課程
Y18MD05A

18/7, 20/7   
25/7, 27/7

逢星期三、五 14:00-15:00 $1,000 $1,300 $2,300

EV3
機械人大作戰

Y18MD06A 20/7,27/7 逢星期五 09:30-11:30

$1,000 / $1,000
Y18MD06B

  1/8,  3/8 
  8/8, 10/8

逢星期三、五 14:00-15:00

Y18MD06C   1/8,  8/8 逢星期三 15:15-17:15

Y18MD06D 17/8, 24/8 逢星期五 13:00-15:00

Micro:Bit
創意編程課程

Y18DT02A 20/7, 27/7 星期五 15:15-17:15
$1,000 $150 $1,150

Y18DT02B
  1/8,  3/8
  8/8, 10/8

逢星期三、五 12:45-13:45

實物動畫
製作課程

Y18DT03A
18/7, 20/7 
25/7, 27/7

逢星期三、五 12:45-13:45 $1,000 / $1,000

P4-P6
劍橋

ICTStarters
評核試預備課程

Y18C01A
 25/7, 1/8 
     8/8

逢星期三 09:30-11:30 $1,200
考試費
請參閱
課程介紹

$1,200
不包括
考試費

S1-S3

人型足球
機械人研習課程

Y18MD08A 18/7, 25/7 逢星期三 15:15-17:15

$1,000 / $1,000

Y18MD08B
  1/8,  3/8
  8/8, 10/8

逢星期三、五 12:45-13:45

BigStuff DIY
機械人製作課程

Y18MD09A   1/8,  8/8 逢星期三 09:30-11:30 $1,000 $2,200 $3,200

對象 課程名稱 課程編號 日期 星期 時間 學費 材料費
費用
總額

P1-P2

littleBits 
星戰

機械人製作工作坊

Y18MD03A 18/7 星期三 09:30-11:30 $500 $1,000
$1,500

Y18MD03B 3/8 星期五 09:30-11:30 $500 $1,000

EDbotic Blocks 
智能裝置製作工作坊

Y18MD04A 25/7 星期三 10:00-11:30 $400 $300 $700

P3-P6
littleBits 

星戰
機械人製作工作坊

Y18MD07A 18/7 星期三 09:30-11:30 $500 $1,000
$1,500

Y18MD07B 3/8 星期五 09:30-11:30 $500 $1,000

對象 課程名稱 課程編號 日期 星期 時間 學費 材料費
費用
總額

P1-P2

機械模型
設計師證書課程

R18MD01A
26/7,2/8   
9/8,16/8

逢星期四 11:30-12:30 $1,000 / $1,000

littleBits 
星戰

機械人製作工作坊

R18MD03A 19/7 星期四 15:45-17:45 $500 $1,000 $1,500

EDbotic Blocks 
智能裝置製作工作坊

R18MD04A 9/8 星期四 15:45-17:45 $400 $300 $700

P3-P6

EV3
機械人大作戰

R18MD06A
26/7,2/8   
9/8,16/8

逢星期四 10:15-11:15

$1,000 / $1,000

R18MD06B
26/7,2/8   
9/8,16/8

逢星期四 14:30-15:30

llittleBits 
星戰

機械人製作工作坊

R18MD07A 26/7 星期四 15:45-17:45
$500 $1,000 $1,500

R18MD07B 2/8 星期四 15:45-17:45

暑期工作坊

暑期課程及工作坊

所有課程完成後可獲頒發證書

自選課程優惠 

每名學員學費可獲 8 折優惠；折扣優惠不適用於材料費或考試報名費。

同時報讀優惠
每名學員同時報讀 2 個暑期課程，可獲贈科普漫畫《機械人家族》一套 ( 價值：＄210）；同時報讀 3 個暑期課程，

可獲贈 EDbotic Blocks 一套 ( 價值：＄300）。禮品數量有限，送完即止。

早報優惠 

於 2018 年 6 月 30 日前報讀暑期課程或工作坊，可獲 9 折優惠。此優惠不可與自選課程優惠同時使用。

報讀優惠

     香港機械人學院教學中心

     香港科學園Robotic Garage

Y

R

香港九龍彌敦道 494-496 號晉利商業大廈 10 樓全層

香港沙田科學園科技大道西十號俊湖樓地下 S043

上課地點：

上課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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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模型設計師證書課程機械模型設計師證書課程

對象：小一至小二同學
課程編號：Y18MD01A/B/C
               R18MD0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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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模擬飛行及線道追蹤等機械模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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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內容：
   認識機械結構、齒輪組合及感應器
   製作機械模型
   學習編寫簡單控制程式
# 本課程採用 LEGO WeDo2.0 作為教材

littleBits 創意發明家課程littleBits 創意發明家課程

對象：小一至小二同學
課程編號：Y18MD02A/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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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學生、老師或工程師，都能利用不斷進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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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
於啟發學員對科學科技的興趣。

課程內容：
   認識利用 " 磁力 " 結合的各種電子零件
   學習模型組合及設計功能
   發揮創意，設計及製作 littleBits 作品

# 本課程採用美國 littleBits Rule Your Room Kit 作為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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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動畫師 - 實物動畫製作課程

                     對象：小一至小二同學
                     課程編號：Y18DT01A

實物動畫是一種有趣的動畫拍攝方式，學員要把主角公仔和場景以模型模
擬出來逐格移動拍攝，過程中，學員可以掌握不同的數碼媒體製作技術，
如場景拍攝、道具製作及影片剪接等。

課程內容：
   學習拍攝技巧
   場景及道具製作
   動畫剪接技巧 

# 本課程採用 iPad 版 Stop Motion Studio 作為教材

LEGO BOOST 機械人製作課程LEGO BOOST 機械人製作課程

對象：小三至小六同學
課程編號：Y18MD05A

全新的 LEGO BOOST 機械人套件，讓學員
可以製作富創意的模型，加入控制程式，創
作出獨一無二的作品，享受更多玩樂的體驗。

課程內容：
   認識 LEGO BOOST 機械人
   學習編寫控制程式
   製作 LEGO BOOST 機械人

# 本課程採用 LEGO BOOST 作為教材
* 費用總額已包括一套 LEGO BOOST，完成課程後，學員可取走學習套件，在家中自己繼續學習。

LEGO®, LEGO WeDo®, LEGO Mindstorms® 為樂高集團註冊商標 

小小動畫師 - 實物動畫製作課程



P . 5 P . 6P . 5 P . 6

EV3 機械人大作戰EV3 機械人大作戰

Micro:Bit 創意編程課程Micro:Bit 創意編程課程

對象：小三至小六同學
課程編號：Y18DT02A/B

Micro:Bit 是英國政府與 BBC、ARM 等公司共同研發的微型電腦，旨在提
供一個讓小孩可以輕易學習編程和電子技術，及培養邏輯思維的平台。學
員可以透過圖像化編程軟件，輕易編寫程式，控制 Micro:Bit 上的燈泡及讀
取如按鈕和加速度等感應器，設計出不同的程式和模型。

課程內容：
   認識 Micro:bit 編輯器介面及使用方式
   利用 Micro:bit 設計及製作多樣化模型
   學習以 JavaScript Blocks Editor 編寫控制程式並進行測試

# 本課程採用 Micro:bit 作為教材
* 費用總額已包括一套 Micro:bit，完成課程後，學員可取走學習套件，在家中自己繼續學習。

對象：小三至小六同學
課程編號：Y18MD06A/B/C/D 
               R18MD06A/B

本課程讓學員透過 LEGO 
Mindstorms EV3 積木組合、編寫
控制程式及任務測試，體驗搭建智慧型機械人，結合科學及科技原理的各
項元素，透過富挑戰性的競技比賽活動，培養學員的創造力及思考能力。

課程內容：
   認識 EV3 機械人
   學習編寫控制程式
   分組進行機械人任務比賽
*LEGO®,LEGO BOOST®, LEGO WeDo®, LEGO Mindstorms®為樂高集團註冊商



P . 5 P . 6P . 5 P . 6

實物動畫製作課程實物動畫製作課程

對象：小三至小六同學
課程編號：Y18DT03A

實物動畫是一種有趣的動畫拍攝方式，
學員要把主角公仔和場景以模型模
擬出來逐格移動拍攝，過程中，學員
可以掌握不同的數碼媒體製作技術，
如場景拍攝、影片剪接、電腦特技等。

課程內容：
   以小組形式創作劇本
   場景製作及拍攝
   動畫後期製作及電腦特技等技巧
# 本課程採用 iPad 版 Stop Motion Studio 作為教材

劍橋 ICTStarters 評核試預備課程劍橋 ICTStarters 評核試預備課程 

對象：小四至小六同學
課程編號：Y18C01A

劍橋 ICT Starters 評核試是由劍橋大學國際考試中心

設立，此考試具有國際認可的資格。學員通過修讀課

程，能夠全面掌握「劍橋 ICT Starters 評核試」初階

第 1 級的考試要求，內容包括文字處理、圖像處理及

圖表處理。

完成預備課程後，學員可應考將於 8 月下旬舉行的評

核試，並於 2018 年 12 月取得劍橋大學頒發的國際認

可証書。

＃劍橋 ICT Starters 評核試考試及課程詳情可瀏覽本學院網頁

達到評核試要求之考生可獲由

劍橋大學
頒發的國際認可證書



人型足球機械人研習課程人型足球機械人研習課程

對象：中一至中三同學
課程編號：Y18MD08A/B
 
Robonova 為一套高階全功能的人型機械人。機
械人由主控制器、伺服馬達及各類感應器組合而
成。學員可透過編寫控制程式，製作靈活自如的
機械人。

課程內容：
   人型機械人入門
   學習編寫控制程式
   分組進行機械人足球比賽

# 本課程採用韓國 Mini Robot 出產的 Robonova 作為教材

BigStuff DIY 機械人製作課程BigStuff DIY 機械人製作課程

對象：中一至中三同學
課程編號： Y18MD09A

在課堂上學員會自行組裝 EDbotic BigStuff 機械人，
過程中，學員可以學到科學、科技、工程、數學及藝術的整合與應用。此外，
配合簡單操作界面的編程平台，輕鬆體驗和學習編程技巧。

課程內容：
   EDbotic BigStuff 機械人製作
   學習利用圖像化軟件編寫控制程式
   分組進行機械人任務比賽 

# 本課程採用 EDbotic BigStuff 作為教材
* 費用已包括一套 EDbotic BigStuff 機械人，完成課程後，學員可取走套件繼續延伸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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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botic Blocks 智能裝置製作工作坊EDbotic Blocks 智能裝置製作工作坊

工作坊內容：
   認識簡單電子零件
   EDbotic Blocks 組裝方法
   利用不同的電子零件及材料製作電子裝置

# 本工作坊採用 EDbotic Blocks 學習套件

* 費用已包括一套 Edbotic Blocks 學習套件，完成工作坊後，學員可取走套件繼續延伸學習。

littleBits 星戰機械人製作工作坊littleBits 星戰機械人製作工作坊 

對象： 小一 / 小二同學                     對象：小三至小六同學

課程編號：Y18MD03A/B                課程編號：Y18MD07A/B
           R18MD03A                                    R18MD07A/B

Droid Inventor Kit 包含了製作一部 R2-D2 機械人所需的馬達、感應器、
揚聲器和身體部件，最終的成品不僅能發聲，而且可以四處移動。學員
更可以把機械人改造成自己喜歡的樣子，發揮無限的創意。

工作坊內容：
   認識 littleBits 電子零件的組裝方法
   製作 R2-D2 機械人
   分組進行機械人比賽

# 本工作坊採用美國 littleBits Droid Inventor Kit 作為教材
* 費用總額已包括一套 littleBits Droid InventorKit 學習套件，完成工作坊學員可取走套件繼續延伸學習。

P . 8

                             EDbotic Blocks 是一套讓學生由淺入深學習基本電
                           學的套件。由於電是肉眼看不見的東西，一般人會認
                     為很難理解。透過製作有趣的電子裝置，讓每位學生能夠
                  學習電學知識！

對象：小一至小二同學
課程編號：Y18MD04A 
               R18MD0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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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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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botInstituteHK rihk2003

    香港機械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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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名三步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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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授課語言：粵語
     如有興趣參加自選課程計劃，請登入 www.rihk.com/sc 選定合適課程、日期及時間，

     本學院職員將與家長聯絡以確認報名。

自選課程計劃

       購物優惠 香港機械人學院學員可獲以下優惠

適合年齡 課程名稱 教學套件 原價 HK$ 優惠價 HK$

5+ 機械模型設計師
證書課程

WeDo 2.0 套裝 (#45300) $2,480 $1,880

7+ Mindstorms EV3 套裝 Mindstorms EV3 套裝 (#45544) $4,680 $3,380



報讀課程申請表 (AF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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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學院將於電郵方式寄送費用收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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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郵訊息       其他 ( 請說明 )：____________

自選課程優惠 ：每名學員學費可獲 8 折優惠；折扣優惠不適用於材料費或考試報名費。

同時報讀優惠 ：每名學員同時報讀 2 個暑期課程，可獲贈科普漫畫《機械人家族》一套 ( 價值：＄210）；

                        同時報讀 3 個暑期課程，可獲贈 EDbotic Blocks 一套 ( 價值：＄300）。禮品數量有限，送完即止。

早報優惠 ：於 2018 年 6 月 30 日前報讀暑期課程或工作坊，可獲 9 折優惠。此優惠不可與自選課程優惠同時使用。

上課地點：    H 香港機械人學院教學中心      R 香港科學園 Robotic Garage

( 本學院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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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名方式
•填寫網上報讀課程申請表 (www.rihk.com/appform） 
•將填妥之報讀課程申請表郵寄至本學院總辦事處 （詳情可參考背頁郵寄報名程序）
•將填妥之報讀課程申請表傳真至 31863703 或電郵至 rihkymt@rihk.com
•親臨本學院辦事處或教學中心辦理報名手續 
   － 教學中心：香港九龍彌敦道 494-496 號晉利商業大廈 10 樓全層
                      ( 開放時間：星期六 9:00 - 12:00 及 13:00 - 18:30 / 電話：23968876)

        － 總辦事處：香港九龍彌敦道 430-436 號彌敦商務大廈 11 樓 C

                           ( 開放時間：星期二至五  9:00 - 12:00 及 13:00 - 17:30 / 電話：35801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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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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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科學園 Robotic Garage         地址：香港沙田科學園科技大道西十號俊湖樓地下 S0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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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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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___________ 

請以中文填寫本申請表 ( 請以      選擇 )

 查詢電話：3580 1378 
 課程查詢時間：星期二至五 09:00-12:00 
                           13:00-17:30
 網上填寫此表格 www.rihk.com/appform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
             監護人簽署               日期

本人已查閱及清楚明白報讀須知

（以暑假前就讀年級計算）

對象 課程名稱 課程編號 費用總額
學費＋材料費

早報優惠
＊ 6 月 30 日前

費用

暑期課程

P1-P2

 機械模型設計師證書課程  ____18MD01____    $1,000    $900   $

 littleBits 創意發明家課程      Y18MD02____    $1,000    $900   $

 小小動畫師 - 實物動畫製作課程      Y18DT01A    $1,000    $900   $

P3-P6

 LEGO BOOST 機械人製作課程      Y18MD05A    $2,300    $2,070   $
 EV3 機械人大作戰  ____18MD06____    $1,000    $900   $
 Micro:Bit 創意編程課程      Y18DT02____    $1,150    $1,035   $

 實物動畫製作課程      Y18DT03A    $1,000    $900   $

P4-P6  劍橋 ICTStarters 評核試預備課程      Y18C01A    $1,200    $1,080   $

S1-S3
 人型足球機械人研習課程      Y18MD08____    $1,000    $900   $
 BigStuff DIY 機械人製作課程      Y18MD09A    $3,200    $2,880   $

 同時報讀優惠
     同時報讀 2 個暑期課程，可獲贈科普漫畫《機械人家族》一套 ( 價值：＄210）  

     同時報讀 3 個暑期課程，可獲贈 EDbotic Blocks 一套 ( 價值：＄300）
 不適用

工作坊
P1-P2

 littleBits 星戰機械人製作工作坊  ____18MD03____    $1,500    $1,350   $
 EDbotic Blocks 智能裝置製作工作坊  ____18MD04A    $700    $640   $

P3-P6  littleBits 星戰機械人製作工作坊  ____18MD07____    $1,500    $1,350   $

常規課程 P3 或以上  機械人工程師課程   Y19L0____ ____ 不適用   $

購物優惠
5+  WeDo 2.0 套裝 (#45300)                                         （優惠價：$1,880）   $
7+  Mindstorms EV3 套裝 (#45544)                                （優惠價：$3,380）   $

合共：   $

Y

Y

R

R

環保•省時•方便

網上報讀



報讀須知(適用於所有課程及工作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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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於暑期課程及暑期工作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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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讀須知(適用於常規課程）

 • 全年分為4個階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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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驟一：將報讀課程申請表沿著虛
線剪下，連同付款支票用書釘一併釘

裝。支票抬頭請寫「香港機械人學院」

(切勿郵寄現金)

步驟三：貼上郵票，並將報讀課程申請表
投入郵箱，本學院收到有關表格後將致電或

電郵家長確認。

步驟二：將報讀課程申請表沿實線向內對摺，郵寄地址向
外，並用膠紙封口。(切勿用膠水封口)

香港九龍油麻地彌敦道430-432號
彌敦商務大廈11樓C

香港機械人學院總辦事處收

報讀課程申請表

寄：香港九龍油麻地彌敦道430-432號

彌敦商務大廈11樓C
香港機械人學院收

報讀課程申請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