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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試後及暑期活動一覽 (中／小學適用) 
 

電競課程 

電競數據分析班（課程編號：C21） 

電競不單是火熱的遊戲項目，在 STEM熱潮下亦是提升學生分析能力及學習興
趣的好工具 

 

目的 傳統學習模式，令學生難以對複雜的統計學及編程產生興

趣。電競行業以遊戲作為切入點，由淺入深引領學生了解

數據科學，透過分析比賽數據，從而發掘對自己有利的優

勢，調整策略，提高勝算。 
內容 以 Excel為基礎，學習數據分析並應用於電競遊戲上 

導師 具豐富電競比賽作戰及活動策劃經驗的導師 

對象 初中／高中 

時數／節數／人

數 
＂從電競學習數據分析＂ 
- 共 4節，每節 1.5小時  
- 最少 1 人，最多 15人  

 
 

價目表（到校上課、1.5小時／節） 

從電競學習數據分析 4節 1-5人：每節計 

6-10人：每節計 

11-15人：每節計 

 
備註:  
1) 多於 15人，需分班 
2) 每節如改為 1.5至 2小時，上述收費需加 30%，超過 2小時需另外報價。 
3) 貴校需配備電腦，其設備最低要求會按課程而有所不同，詳情請與本教室聯
絡。學校須於開班前確認已具備相關電腦配置，如未能配合課程需要，教室

有權就確認後再取消之服務收取行政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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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競攻略班（課程編號：C21）：LOL／PUBG 

電競不單是火熱的遊戲項目，在 STEM熱潮下亦是提升學生分析能力及學習興
趣的好工具 

目的 透過分析比賽形勢，提升學生對統計學及編程的興趣，並藉遊戲對

戰建立團隊精神。 
內容 LOL英雄聯盟課程內容： 

個人：英雄運用，英雄特性對衝／補，戰況解讀，操作技巧，局內 
經濟理財，發育調控，抗壓，更新分析，基本META邏輯 

團隊：攻守意識，引流技巧，時機洞悉，主動／被動打法，順逆風 
對應，團戰對應，版圖爭奪，野區管治，經典戰術回顧， 

Close Game  
實戰；隊伍組成，陣容協調，Ban Pick，溝通技巧，心態協調 

 
PUBG課程內容： 
個人：道具使用，槍具使用，拾荒效率，埋伏選點，基本 FPS（第 

一人稱射擊遊戲）技巧 
團隊：地圖資源分析，順風策略，毒圈規則解讀，逆風策略，跳傘 

技巧／選點，入侵路線，建築物攻堅防守，空投策略，隊型 
補位，壓槍技巧，Close Game 

實戰：隊伍組成，陣容協調，崗位分配職能，溝通技巧，心態協調 

導師 具豐富電競比賽作戰及活動策劃經驗的導師 

對象 初中／高中 

時數／

節數／

人數 

- 5-10節，每節 1.5小時 
- 最少 1人，最多 10人；  

 
價目表（到校上課、1.5小時／節） 

電競攻略班  5-10節 1-5人：每節計 

6-10人：每節計 

 
備註: 
1).  多於 15人，需分班 
2). 每節如改為 1.5至 2小時，上述收費需加 30%，超過 2小時需另外報價。 
3).  貴校需配備電腦，其設備最低要求會按課程而有所不同，詳情請與本教室 
聯絡。學校須於開班前確認已具備相關電腦配置，如未能配合課程需要， 
教室有權就確認後再取消之服務收取行政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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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M課程 

MCB02-KIT micro:bit 基礎編程班（課程編號：C22） 

 
本課程配合 Kittenbot IO:bit擴展板教學，旨在為學生建立對 BBC micro:bit各項功
能的全面認知，適合有興趣深入瞭解 micro:bit或已有基本編程背景的學生。 
 

目的 本課程本課程配合 Kittenbot IO:bit擴展板教學，旨在為學生建立對
BBC micro:bit各項功能的全面認知。 

內容 簡介 BBC  micro:bit  及積⽊編程〔Block  Programming〕，基礎編程
〔On Start & Forever, Condition, Loop, Variable, Random, Event〕，
基礎硬件編程（按鈕、發光二極管、光度及溫度傳感器、加速度傳

感器及指南針），中階編程 〔演算法、排列、動畫、遊戲〕，中階
硬件編程 〔音樂與聲音、摩打及機械人基礎、連線及引腳〕，創客
文化及創客運動、原型設計及反覆漸進式開發 

導師 創科教育機構資深 STEM導師 

對象 高小/初中/高中 

節數 基礎課程 5-10節   (另設進階課程)  

時數 每節課時 1小時(小學) / 1.5小時(中學) 

人數 最多 15人 

 
價目表（到校上課） 

高小 1小時/節 全期 (1-10人)：每節計 + 每 2人一套材料費  

全期 (11-15人)：每節計 + 每 2人一套材料費 

初中/
高中  

1.5小時/節 全期 (1-10人)：每節計 + 每 2人一套材料費  

全期 (11-15人)：每節計 + 每 2人一套材料費 

備註:  
1) 多於 15人，需分班 
2) 每節如改為 1.5至 2小時，上述收費需加 30%，超過 2小時需另外報價。 
3) 貴校需配備電腦，其設備最低要求會按課程而有所不同，詳情請與本教室聯
絡。學校須於開班前確認已具備相關電腦配置，如未能配合課程需要，教室

有權就確認後再取消之服務收取行政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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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B03-KIT BBC micro:bit 機械編程班（課程編號：C23） 

 
目的 課程配合 Kittenbot Robot:bit擴展板教學。適合對編程及硬件編程已

有一定認識的生，透過使用不同硬件完成專題習作以深入學習機械

編程及其原理。 

內容 基礎力學（齒輪與摩打），基礎電學（閉合電路，焊接，電阻），傳

感器應用（溫度與濕度，超聲波，紅外線），進階編程應用，機械

車主題專題。 

導師 創科教育機構資深 STEM導師 

對象 高小/初中/高中 

節數 基礎課程 5-10節 

時數 每節課時 1小時(小學) / 1.5小時(中學) 

人數 最多 15人 

 
價目表（到校上課） 

高小 1小時/節 全期 (1-10人)：每節計 + 每 4人一套材料費  

全期 (11-15人)：每節計 + 每 4人一套材料費 

初中/
高中  

1.5小時/節 全期 (1-10人)：每節計 + 每 4人一套材料費  

全期 (11-15人)：每節計 + 每 4人一套材料費 

 
備註:  
1) 多於 15人，需分班 
2) 每節如改為 1.5至 2小時，上述收費需加 30%，超過 2小時需另外報價。 
3) 貴校需配備電腦，其設備最低要求會按課程而有所不同，詳情請與本教室聯
絡。學校須於開班前確認已具備相關電腦配置，如未能配合課程需要，教室

有權就確認後再取消之服務收取行政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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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T01-KIT 物聯網與 micro:bit（課程編號：C24） 

 
目的 本課程配合 Kittenbot Powerbrick擴充套及 SCALE MakerCloud「創客雲」*

教學。適合對編程及硬件編程已有一定認識的學生，透過主題專案學習，

深入瞭解物聯網應用的開發流程。 

內容 基礎網絡，無線網絡技術〔無線電及藍芽〕，互聯網是甚麼，物聯

網概覽，網絡通訊協定，物聯網應用設計，數據視像化，智慧應用

主題專案〔以下一項〕： 
• 醫療保健  
• 能源管理  
• 運輸/城市動態  
• 庫存控制  
• 建築/家庭自動化  
• 環境監測及控制 

導師 創科教育機構資深 STEM導師 

對象 高小/初中/高中 

節數 基礎課程 5節、進階課程 5節 

時數 每節課時 1小時(小學) / 1.5小時(中學) 

人數 最多 15人 

*SCALE MakerCloud「創客雲」為教學機構自主研發的物聯網整合平台，支 
援智慧應用相關主題教學。 

 
價目表（到校上課） 

高小 1小時/節 全期 (1-10人)：每節計 + 每 2-4人一套材料費  

全期 (11-15人)：每節計 + 每 2-4人一套材料費 

初中/
高中  

1.5小時/節 全期 (1-10人)：每節計 + 每 2-4人一套材料費  

全期 (11-15人)：每節計 + 每 2-4人一套材料費 

備註:  
1) 多於 15人，需分班 
2) 每節如改為 1.5至 2小時，上述收費需加 30%，超過 2小時需另外報價。 
3) 貴校需配備電腦，其設備最低要求會按課程而有所不同，詳情請與本教室聯
絡。學校須於開班前確認已具備相關電腦配置，如未能配合課程需要，教室

有權就確認後再取消之服務收取行政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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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導向課程 

咖啡拉花班（課程編號：C16） 

了解咖啡拉花藝術的變化和創意，享受沖調的樂趣 

 

目的 使學生獲一技之長，課程完成後，更可安排參與實習，進一

步了解及體驗行內工作實際情況 

內容 學習咖啡與飲品知識、認識拉花的用具、基本咖啡沖調、基

本咖啡拉花技巧、2D 卡通畫花技巧、3D 咖啡拉花技巧及學
習咖啡機操作（特濃咖啡製作及打奶泡技巧）等 

導師 資深咖啡拉花導師，已考獲 City & Guilds International Awards 
in Barista Skills，並具豐富教學經驗 

場地要求 提供電力、水源（自來水）以供清洗用具及為咖啡機供水 

對象 初中／高中 

時數 每節 1.5 小時 

節數 1 節或以上 

人數  10 人或以下 ／ 11 - 15 人 ／ 16 - 20 人 

 
價目表（1.5小時／節） 

 1 節 4 - 7節 8 - 12 節 

10人或以下 工作室上課 每節計 每節計 每節計 

學校上課 每節計 每節計 每節計 

11 - 15 人 工作室上課 每節計 每節計 每節計 

學校上課 每節計 每節計 每節計 

16 - 20 人 工作室上課 每節計 每節計 - 
學校上課 每節計 每節計 - 

 
備註:  
1) 多於 20人，需分班 
2) 每節如改為 1.5至 2小時，上述收費需加 30%，超過 2小時需另外報價。 
3) 已包材料費、咖啡機及相關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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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及儀容工作坊（課程編號：C27） 

面部清潔、護理、化妝、造形設計，統統由自己一手包辦 

 

目的 以行業為主導，讓學生尋索夢想，增強自信 

內容 基本儀容管理、不同皮膚的處理方法、韓式化妝技巧、舞台 
 化妝、面試儀容技巧、體驗美容師工作 

導師 國際知名化妝及美容品牌專業化妝及美容培訓導師 

對象 初中／高中 

時數 每節 1-1.5 小時，可加時 

人數 9人或以下／10 - 14 人／15 - 20 人 

 
價目表（已包材料費、1-1.5小時／節） 

 1 -2節 3-5節 6節或以上 

10人或以下 學費每節計 + 
材料費每人每節計 

學費每節計 + 
材料費每人每節計 

請查詢 

11-15 人 學費每節計 + 
材料費每人每節計 

學費每節計 + 
材料費每人每節計 

 
備註:  
1) 多於 15人，需加助教費用，上限 20人 
2) 每節如改為 2小時或以下，上述收費加 30% (材料費除外)  
3) 材料費包括化妝用品及清潔用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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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甲工作坊（課程編號：C28） 

一雙手可以因為美而變得色彩斑斕；美甲是年輕人熱捧的潮流新興行業 

 

目的 以行業為主導，讓學生尋索夢想，增強自信 

內容 指甲的結構與護理，油甲，畫花，貼藝，體驗美甲師的工作 

導師 從事美甲彩繪的資深培訓導師 

對象 初中／高中 

時數 每節 1-1.5小時，可加時 

人數 6人或以下 ／ 7 - 12人 ／ 13 - 18人 

 
價目表（1-1.5小時／節） 

 1 -2節 3-5節 6節或以上 

10人或以下 學費每節計 + 
材料費每人每節計 

學費每節計 + 
材料費每人每節計 

請查詢 

11-15 人 學費每節計 + 
材料費每人每節計 

學費每節計 + 
材料費每人每節計 

 
備註:  
1) 多於 15人，需加助教費用，上限 20人 
2) 每節如改為 1.5至 2小時，上述收費需加 30%，超過 2小時需另外報價。 
3) 材料費包括各美甲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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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趣課程 

禪繞畫（Zentangle）（課程編號：C25） 

藉繪畫禪繞畫達致內心平靜，紓緩日常壓力 

 

目的 「禪繞畫」是近年外國引入的新興玩意，透過繪畫一些重複

的圖案，可以很專注地把精神集中在紙跟筆上，忘卻周遭一

切煩心的事物，達至內心平靜，對紓壓大有幫助。 
內容 由導師教授繪畫技巧，在紙上創作出豐富的線條和圖案 

導師 具豐富經驗的禪繞畫認證導師 

對象 初小/高小/初中/高中 

時數 1 - 1.5 小時／節，可加時 

人數  10 人或以下 ／ 11 - 15 人  

 
價目表（1-1.5小時／節） 

 1 -2節 3-5節 6節或以上 

10人或以下 學費每節計 + 
材料費每人每節計 

學費每節計 + 
材料費每人每節計 

請查詢 

11-15 人 學費每節計 + 
材料費每人每節計 

學費每節計 + 
材料費每人每節計 

 
備註:  
1) 多於 15人，需加助教費用，上限 20人 
2) 每節如改為 1.5至 2小時，上述收費需加 30%，超過 2小時需另外報價。 
3) 材料費包括各工具、紙磚、禪繞畫專用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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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製皮革課程 （課程編號：C26） 

教授學生如何 DIY 皮革小物，做出別出心裁的皮革製品 

 

目的 提昇學員的專注力、手眼協調、創作力等 

內容 讓學生學會縫製皮革的基本技術，並可帶走完成品 

導師 皮革手工導師，具 SEN 培訓經驗 

對象 初中／高中 

時數 每節 1-1.5小時 ，可加時 

人數 10 人或以下 ／ 11- 15 人 ／ 16 - 20 人 

 
價目表（已包材料費、1-1.5小時／節） 

 1 -2節 3-5節 6節或以上 

10人或以下 每節計 每節計 請查詢 

11-15 人 每節計 每節計 

16-20 人 每節計 每節計 

 
備註:  
1. 多於 20人，需分班 
2. 每節如改為 1.5至 2小時，上述收費需加 30%，超過 2小時需另外報價。 
3. 材料費已包括原皮、針線、膠水等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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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語興趣小組（課程編號：C29） 

由資深韓語導師親自介紹韓國文化，並教授基本生活用語 

 

目的 讓學員了解韓國文化，提升學員的韓語水平等 

內容 透過劇集、電影、歌曲、KPop等，讓學生輕易掌握日常韓語
應用 

導師 韓籍老師或資深韓語導師 

對象 初中／高中 

時數 每節 1 - 1.5 小時 

人數 10人或以下／ 11 - 15 人 

 
價目表（1-1.5小時／節） 

 1 -2節 3-5節 6節或以上 

10人或以下 每節計 每節計 請查詢 

11-15 人 每節計 每節計 

 
備註:  
1) 多於 15人，需加助教費用，上限 20人 
2) 每節如改為 1.5至 2小時，上述收費需加 30%，超過 2小時需另外報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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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語興趣小組（課程編號：C30） 

由資深日語導師親自介紹日本文化，並教授基本生活用語 

 

目的 讓學員了解日本文化，提升學員的日語水平等 

內容 透過劇集、電影、歌曲等，讓學生輕易掌握日常日語應用 

導師 日籍老師或資深日語導師 

對象 初中／高中 

時數 每節 1 - 1.5 小時 

人數 10人或以下／ 11 - 15 人 

 
價目表（1-1.5小時／節） 

 1 -2節 3-5節 6節或以上 

10人或以下 每節計 每節計 請查詢 

11-15 人 每節計 每節計 

備註:  
1) 多於 15人，需加助教費用，上限 20人 
2) 每節如改為 1.5至 2小時，上述收費需加 30%，超過 2小時需另外報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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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者體驗之旅（Eldpathy）（課程編號：C31） 

穿著由台灣引入的「長者服」，模擬長者的活動模式，真實體驗長者生活，做到

長幼共融 

 
目的 讓學生體驗長者的感受，發展同理心、提高溝通技巧等 

內容 透過限制肢體活動，模擬殘疾人士／長者的日常生活（可進

行戶外體驗） 

導師 相關專業導師 

對象 高小／初中／高中 

時數 每節 2 – 3小時，可加時 

人數 10 - 20人／21 – 30人／31 – 40人 

 
價目表 

 室內工作坊 1 節
（2小時） 

跑出校園戶外活動 
1節（3小時） 

其他組合 

10 – 20人  
每人計 

 

 
每人計 

 
請查詢 21 – 30人 

31 – 40人 

備註： 
 如多於 40人，需分組 
 如多於上述時數，費用另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