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暑假將至，若你正期待過一個真正開心好玩的暑假，就不

容錯過香港機械人學院舉辦的 2016 暑期課程！學院的各

個暑期課程、工作坊及比賽訓練課程現正招生，課程適合

就讀小一至初中的學生參加。香港機械人學院自 2003 年

開始率先帶領組裝機械人的潮流，推出的課程貫徹教育局

現正積極推行的 STEM 教育策略，即同時讓學生學習科學 

(Science)、科技 (Technology)、工程 (Engineering) 及

數學 (Mathematics) 的知識。課程中，學生能透過研習學

到編寫程式的技巧，並嘗試動手製作，從而提昇解難的能

力。今年的暑期活動還包括參觀香港科學園、香港生產力

促進局 HKPC 智能機器人中心和 HKPC 3D 打印體驗廊，節目

精彩豐富，應有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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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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1-P2

機械模型設計師課程

(星際飛行 )

Y16MD01A
 15/7, 22/7,  

29/7, 5/8
逢星期五 14:30-15:40

$880

Y16MD01B  19/7, 26/7 逢星期二 14:30-17:10

Y16MD01C
 1/8, 3/8,

 8/8, 10/8
星期一、三 14:30-15:40

機械模型設計師課程

(火星任務 )

Y16MD02A
18/7, 20/7, 

25/7, 27/7
星期一、三 14:30-15:40

Y16MD02B 2/8, 9/8 逢星期二 14:30-17:10

Y16MD02C
21/7, 28/7, 

4/8, 11/8
逢星期四 14:30-15:40

P3-P6 EV3 創意機械人大作戰

Y16MD03A
15/7, 22/7, 

29/7, 5/8
逢星期五 14:30-15:40

Y16MD03B
16/7, 23/7, 

30/7, 6/8
逢星期六 10:40-11:50

Y16MD03C
18/7, 20/7, 

25/7, 27/7
星期一、三 14:30-15:40

Y16MD03D 19/7, 26/7 逢星期二 14:30-17:10

P4-S2

人型足球機械人
研習課程

Y16MD04A
21/7, 28/7, 
4/8, 11/8

逢星期四 14:30-15:40

Y16MD04B 2/8, 9/8 逢星期二 14:30-17:10

慧魚生活科技
製作課程

Y16MD05A
1/8, 3/8, 
8/8, 10/8

星期一、三 14:30-15:40

創意 3D 打印

設計課程
Y16DT01A

15/7, 22/7, 
29/7, 5/8

逢星期五 16:00-17:10

所有課程適合對象均以暑假前就讀年級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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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工作坊及暑期活動

比賽訓練課程

自選課程計劃

對象 課程名稱 課程編號 日期 星期 時間 學費

P1-P2

科學動手探究工作坊 Y16SC01A 15/7 星期五 16:00-17:30

$400^
科技黏土製作工作坊 Y16SC02A 22/7 星期五 16:00-17:30

「魔法科學實驗室」工作坊 Y16SC03A 21/7 星期四 16:00-17:30

P3-P6

「魔法科學實驗室」工作坊 Y16SC03B 21/7 星期四 16:00-17:30

常規課程試堂體驗日 Y16RGP01A 13/8 星期六 10:40-11:50 $200

親子機械人工作坊 Y16FWS01A 20/8 星期六 10:40-11:50 $400

P5+
暑期活動

參觀香港科學園和 HKPC
智能機器人中心

Y16SCEV01A 19/8 星期五 09:30-16:30 $400

對象 課程名稱 課程編號 日期 星期 時間 學費

P3-P6

「WCRC 世界創

意機械人大賽」

比賽訓練課程

Y16WCRC01A
16/7, 23/7, 30/7, 6/8, 13/8

20/8, 27/8, 3/9, 10/9, 17/9

逢

星期六
09:20-10:30 $2400

上課地點：
香港機械人學院 - 香港九龍油麻地彌敦道 494-496 號晉利商業大廈 10 樓
                 ( 油麻地港鐵站 C出口對面 )
電話：21724202         傳真：31863703       
網址：www.rihk.com     電郵：info@rihk.com
報 名 時 間 ：星期六及日 13:00 - 18:00
課程查詢時間：星期二至五 09:00 - 12:00
              星期六及日 13:00 - 18:00

^ 工作坊費用已包括材料費

香港機械人學院所提供的暑期課程及工作坊可以自選形式進行，上課日期及時段可自由選
擇及組合 (詳情可參閱 P.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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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模型設計師課程機械模型設計師課程

主題：星際飛行  課程編號：Y16MD01

主題：火星任務  課程編號：Y16MD02

在課堂上學員利用 LEGO WeDo 套件積木及電子零件，與組員共同設計創新

而獨特的任務主題模型，並透過編寫控制程式，發揮無限創意，製作模擬

星際飛行和火星任務的機械模型。

星際飛行主題模型包括 X翼戰機、太空穿梭機和人造衛星

火星任務主題模型包括探測儀、發射台和登陸車

課程內容：

 認識機械結構、齒輪組合及感應器

 機械模型製作

 編寫簡單控制程式

   # 本課程採用 LEGO WeDo 作為教材

EV3 創意機械人大作戰EV3 創意機械人大作戰

課程編號：Y16MD03 

本課程讓學員透過積木組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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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械人設計和超聲波感應器

 EV3 機械人製作和控制程式編寫

 機械人競賽任務
    # 本課程採用 LEGO Mindstorms EV3 作為教材

對象：P1 - P2

對象：P3 - P6

LEGO®, LEGO WeDo®, LEGO Mindstorms® 為樂高集團註冊商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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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型足球機械人研習課程人型足球機械人研習課程

課程編號：Y16MD04 

BIOLO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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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員可利用 RoboPlus 軟件編寫控

制程式，製作靈活自如的機械人。

課程內容：

 人型機械人入門

 人型足球機械人製作

 機械人足球比賽

   # 本課程採用韓國公司 ROBOTIS 出產的 BIOLOID 作為教材

慧魚生活科技製作課程慧魚生活科技製作課程

課程編號：Y16MD05A

本課程讓學員透過動手操作，將日常生活上常見的機械裝置，利用德國慧魚

積木組裝起來，進而專題探討其中應用的科學原理，建構學員對機械工程、

物理等相關的知識與技能。

課程內容：

 認識德國慧魚積木的搭建技巧

 解說機械模型操作方法

 模型製作主題包括升降機、

 警報系統、交通燈及車房門閘

   # 本課程採用德國慧魚積木為教材

對象：P4 - S2

對象：P4 - S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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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動手探究工作坊科學動手探究工作坊

課程編號：Y16SC01A

主題：指紋鑑定

每個人手指頭上的紋路分佈形式都不同，而且

一生不變，學員透過工作坊能夠培養推斷能力，

探索個人獨有構造「指紋」，並學習利用指紋用來做身份鑑定。

工作坊內容：

 個人身份識別「指紋」的簡單認識

 透過指紋的採集方式，引發學員認識指紋的興趣

 培養學員以實際操作來解決問題的能力

主題：顯微鏡

顯微鏡是科學實驗中的重要儀器，它可用以觀

察肉眼看不到的小東西。本工作坊目的在瞭

解顯微鏡的構造，並且學習如何使用顯微鏡。

工作坊內容：

 認識顯微鏡的構造和原理

 如何使用顯微鏡產生清晰的影像

 讓學員在顯微鏡下觀察不同種類的標本
   # 完成課程後，學員可將作品帶回家

課程編號：Y16DT01A

學員透過課堂可以認識 3D 打印機及 3D 掃瞄器的構造及操作原理，學習使

用 3D 繪圖軟件，親自設計及打印別出心裁的作品。過程中不但可以培養學

員對科技創意的興趣，更能提升其創造能力。

課程內容：

 認識 3D 打印技術

 學習使用 TinkerCAD 3D 繪圖軟件

 親自設計及打印 3D 作品
   # 完成課程後，學員可將作品帶回家

對象：P1 - P2

對象：P4 - S2創意 3D 打印設計課程創意 3D 打印設計課程

課程費用已包括顯微鏡及指摸套件各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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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法科學實驗室」工作坊

課程編號：Y16SC03A

課程編號：Y16SC03B

魔術背後蘊含著大量科學奧秘 ! 學員從工作坊中了解和驗證科學原

理的知識，一方面啟發學員的創作力及空間感，另一方面，讓學員

享受魔術表演的過程，學習表演的形態，從而增強自信。

工作坊內容：

 認識魔術背後的科學原理

 學習一些有趣的魔術技巧

 進行多個小實驗，如消失的小球、

 魔法指環等

   # 學員完成工作坊後可取走共 4款魔法科學道具

對象：P1 - P2

對象：P3 - P6

「魔法科學實驗室」工作坊

科技黏土製作工作坊科技黏土製作工作坊

課程編號：Y16SC02A 

學員可親手用輕黏土及機械配件製作科技作品，認識時鐘結構，

進而探討當中應用的科學原理。

工作坊內容：

 配合機械配件製作科技作品

 親手用輕黏土製作出各種精緻可愛的造型

 讓學員創作屬於自己的輕黏土時鐘作品

    # 完成工作坊後，學員可將作品帶回家。

對象：P1 - 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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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機械人工作坊親子機械人工作坊

常規課程試堂體驗日常規課程試堂體驗日

課程編號：Y16RGP01A

對象：2016 年 9 月份就讀小三至小六學生

日期 : 8 月 13 日 ( 星期六 )  

時間：10:40-11:50

費用：每位 HK$200 

      * 二人同時報名每位 HK$150

課程編號：Y16FWS01A

對象：適合新生參加，歡迎有興趣報讀「機械人工程師課程」

      小三至小六同學參加

日期 : 8 月 20 日 ( 星期六 )  

時間：10:40-11:50

費用：每個家庭 HK$400

 * 每個家庭最多 3人家庭成員參加，

當中 1位必須是 2016 年 9 月份

就讀小三至小六學生

名額有限‧額滿即止

親子活動親子活動

  學科知識

 - 數理

 - 資訊科技

 - 電腦程式

   編寫

常規

課程

  多元智能

 - 溝通及解難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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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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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CRC 世界創意機械人大賽」比賽訓練課程「WCRC 世界創意機械人大賽」比賽訓練課程

課程編號：Y16WCRC01A

對象：現正報讀本學院「機械人工程師課程」小三至小六學員

「WCRC 世界創意機械人大賽」World Creative Robot Contest 由韓國

Robot Education Contents Association 主辦。多年來本學院曾派出各級

組別同學參加本港及海外不同類型比賽項目，期望為學員提供一個瞭解國

際最新機械人技術和開拓視野的機會。完成課程學員可參加於 2016 年 10

月 2 日舉行的香港區選拔賽，出線及優秀隊伍可於 10 月 28 日參加在韓國

舉辦「WCRC 世界創意機械人大賽」國際賽。

課程內容：

 比賽策略分析   

 比賽機械人製作及測試   

 模擬比賽練習

國際比賽須知：

 隊伍可代表香港參加 2016 年 10 月 28 日於韓國舉行的國際賽，比賽教

 練會根據學生在課堂學習表現以及當時比賽地點的安全情況決定會否

 出國比賽；

 參與國際賽之所有費用 (比賽註冊費、住宿、機票交通、保險等費用 )

 均由參賽學員負責支付。

 參加國際賽或會額外安排時間上課及繳交學習費用，預計安排在

 星期六早上時段，確實上課日期及費用容後公佈。

比賽官方網頁 http://world-robofes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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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香港科學園和 HKPC 智能機器人中心參觀香港科學園和 HKPC 智能機器人中心

香港機械人學院一直致力推動機械人教育，期望讓本港學生有機會接觸對於機

械人及科學科技主題的資訊及展覽，有見及此，本學院將於暑假邀請學員一同

參觀香港生產力促進局 HKPC 智能機器人中心和 HKPC 3D 打印體驗廊，透過展

館人員介紹現今機械人及 3D 科技的發展，同時安排下午到香港科學園參與科

學探索行活動，參觀綠里程、綠環館及高錕教授展覽廳，讓學員認識本地現時

嶄新的科技資訊。

活動日期：2016 年 8 月 19 日 ( 星期五 )

參觀地點及時間：香港生產力促進局（10:30-11:45）；

                香港科學園 （13:30-15:00）

年齡：10 歲或以上 ( 小五或以上 )

名額：28 人 ( 名額有限，額滿即止 )

對象：現修讀機械人工程師課程及 2016 年暑期課程學員優先

費用：每位 HK$400 ( 包括活動 T恤、午膳、車費及活動保險 )  

集合時間：09:30

解散時間：16:00

集合及解散地點：香港機械人學院 ( 油麻地彌敦道 494-496 號晉利商業大廈 10 樓 )

請登入 www.rihk.com 下載暑期活動報名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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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選課程計劃 

香港機械人學院所提供的暑期課程及工作坊可以自選形式進行，上課

日期及時段可自由選擇及組合。

報名三步曲 :

 

名額：每班最少 6位學員，最多可容納 12 位

授課語言：粵語

課程優惠：同一課程第 7位或以上學員參與，可享學費半價優惠。

         （此優惠不適用於比賽訓練課程及親子機械人工作坊）

購物優惠

香港機械人學院學員可獲以下優惠

 優惠一

 優惠二

選定合適課程

(根據對象及學習主題 )
確認日期及時間 自定人數

例子：10 位學員報讀「EV3 創意機械人大作戰」，首 6位學員

      每位學費 HK$880，合共 HK$5,280；第 7至 10 位學員

      每位學費可享半價優惠 (每位 HK$440)，

      合共 HK$1,760，總計 HK$7,040，即全數享有 8折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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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學費費用包括導師費、課堂學習費、借用學習器材套件或電腦費用。課程

所用套件不可取走，如有需要可課後購置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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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

#9580S LEGO Education 
WeDo Construction Set with 

Software v.1.2 and 
ActivityPack

3,380 3,280

7+ EV3 創意機械人

大作戰

#31313 LEGO Mindstorms EV3 3,810 3,600

《機械人家族》漫畫一套兩冊
  原價 HK$210  

  優惠價 HK$80  數量有限，售完即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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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象：P3 - P6

課程目標

課程內容

晉升階梯

機械人比賽 表現優異的學員，將被挑選參加各項機械人比賽。

WCRC 世界創意機械人大賽 ROBOFEST 機械人大賽

聯校機械人競技大賽 香港資訊及通訊科技獎

CTEA 創協盃 WRO 世界奧林匹克機械人競賽

學員可以發揮無限創意，運用積木設計不同類型的機械人。透過控制電腦程

式，學員可以控制自己製作出來的機械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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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實踐解難的科技學習活動，讓學員從製作中學習，發展他們的共通能力。

從構思到創新，每一個項目的完成，都讓學員累積挑戰未來的能力。

   機械人設計理論

   機械人製作

   機械人控制程式編寫

課程內容由淺入深，共分為八級課程，學員完成指定階段課程及評核後，可

獲頒發證書並晉升至更高的級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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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組裝機械人，編寫控制程式指揮機械人執行指令，讓學員掌握科學 

   (Science)、科技 (Technology)、工程 (Engineering) 及數學 

   (Mathematics) 等不同範疇的知識。

   學習以小組形式進行，促進學員溝通能力，加強團隊精神。

   強調實踐學習，藉著思考、測試等方式，把抽象概念轉化為實質解決方案，

   訓練解難能力。

• 表現優異的學員，將被挑選參加各項機械人比賽。

# 適合新生或曾參加暑期課程學員報讀

+ 只適合舊生報讀

全年分為四個階段，每個階段按不同單元主題上課，歡迎按不同學習主題及階段修讀課程 !

上課地點：香港機械人學院

上課時間：逢星期六

開課日期：2016 年 9 月 3 日 

每期學費：HK$940（全年共 12 期•按月收費）

學員手冊：每本 HK$60（每階段需購買 1本學員手冊於課堂上使用）

課程特色

課程名稱 課程編號 時間

機械人製作入門課程 #

Y17R01A 11:00 - 12:15

Y17R01B 13:15 - 14:30

Y17R01C 16:05 - 17:20

機械人製作進階課程 + 
Y17R02A 11:00 - 12:15

Y17R02B 14:40 - 15:55

智能機械人設計課程 + 
Y17R03A 14:40 - 15:55

Y17R03B 16:05 - 17:20

應用機械人設計課程 + Y17R04A 17:30 - 18:45

機械人精英培訓課程 +
Y17R05A 13:15 - 14:30

Y17R05B 17:30 - 18:45

階段 2016-2017 年上課日期  學院假期 (無須上課） 

第一階段   3/9, 10/9, 17/9, 24/9, 8/10, 15/10, 
  22/10, 29/10, 5/11, 12/11, 19/11, 26/11

  1/10 國慶日

第二階段   3/12, 10/12, 17/12, 31/12, 7/1, 
  14/1, 21/1, 4/2, 11/2, 18/2, 25/2

  24/12 聖誕節假期
  28/1 農曆新年

第三階段   4/3, 11/3, 18/3, 25/3 ,1/4, 8/4, 
  22/4,29/4, 6/5, 13/5, 20/5, 27/5

  15/4 復活節假期

第四階段   3/6, 10/6, 17/6, 8/7, 15/7,
  22/7, 29/7, 5/8, 12/8, 19/8, 26/8

  24/6 聯校機械人競技大賽
  1/7 香港特區成立日



使用細則
1. 本券不可兌換現金，不設找贖。
2. 本券只適用於報讀中心開辦之 2016 年暑期工作坊， 
 暑期課程、常規及比賽訓練除外。
3. 每個課程只可使用一張課程現金券，並不可與其  
 他優惠同時使用。
4. 請於報名時出示或郵寄本券正本，影印本無效。
5. 本券不適用於網上報讀課程。
6. 本券如遭塗改、模糊不清或損毀，將告無效。
7. 如有任何爭議，香港機械人學院保留最終決定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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