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TEM Innovation 證書課程 



 

報名方法 

 

留位流程 

• 把填妥之表格圖像以 Whatsapp 訊息發送至 5729 0817 

• 13/6/2020 或之前繳交 $1000 留位費; 

付款方式:現金/EPS/轉數快 FPS /支票(抬頭:The Key Element Education Limited) 或 

入數至恒生銀行戶口 255-763492-001 ，入數後，請將學生姓名及有效之銀行收據完整 

圖像以 Whatsapp 訊息發送至 5729 0817; 

 

註: 報名成功及課程一經確認後，留位費會用作扣除學費之用，恕不退回，唯以下情況除

外: 

• 入學申請不被接納(本校會個別通知) 

• 課程取消 

請於接獲通知後一個月內憑收據到本校辦理退還留位費手續，逾期恕不受理。 

*成功報讀之學生，須於報名時繳付$50 之註冊費。* 

 

注意： 

1. 現正報讀本校課程之學生，報名將獲優先處理。 

2. 一經報名，除非有關課程取消，已繳學費不能轉讓或退還。 

  



 

 

 

 

 

 

 

STEM Innovation 證書課程 



 

 

 

  



 

 

 

革新的學習體驗 - STEM Innovation 課程 

 

TKE為同學創造革新性的學習體驗，提供一個引人入勝、親身動手實踐的學習環境，

使同學能夠開發所需的知識和技能。 

 

 著重原創 

我們在計算機科學和工程學方面讓同學參與手作活動、設計項目和解決問題；使他們

能夠解決現實世界的挑戰；激發他們思維，重新思考自己的潛能和價值。 

 

 這一代的新技能 - 編碼 

我們的日常工作通常涉及科技和應用程式。問題是，我們如何確保同學們於這個數碼

時代充分利用最新科技知識。我們想讓同學們在年輕時便掌握技術創造能力，使他們

能夠建立邏輯性·和創造性思維——這是當今世界需求最大的兩項重要技能。 

 

 奠定成功的基礎 

全球和本地挑戰正圍繞著我們。為了應對這些挑戰並向前邁進，我們需要有解決問題

的策略、富批判性及創造性的思維，與他人進行交流和協作，並對理想持之以恆。我

們深信若同學們能掌握這些技能，對他們將來從事的職業或角色很有幫助。課程同時

強調同學們親身學習實踐。 

 

 

 

 

 

 



 

 



 

課程編號 適合 課程 上課時間 

W-STEM-JP 升小二至小四 

LEGO WEDO 機械編程初班 

本課程最適合初乎學機械編程的小朋友, 採用 LEGO WeDo 的套件，運用摩打與齒輪的

配搭來製作機械模型，並設計心目中的動作，以最簡單的編程圖塊去學習怎麼編寫程

式，既簡易又能啟發小朋友對機械的興趣和探索。完成此課程後，學員更容易掌握 

LEGO Mindstorms 機械人。 

 

 

學生可自攜或借用本校之電腦/平板上課。 

所有器材會由本校借出 ，學生也可透過本校訂購。 

 

 

7 月 27 日至 8 月 23 日 

逢星期一、二 

14:00-15:30 

共 8 堂 12 小時 

$ 3240 



 

MB-STEM-SP 升小四至中一 

Micro:bit 微型電腦編程初階 
 
micro:bit 的大小如半張信用卡 (5cm x4cm)， 是一個可寫入程式的微型電腦。把 
micro:bit 接駁到電腦，輸入程式，然後接到其他感應器如光感、聲感、動感及溫度等，
可以成為一個簡單的控制裝置，同時也是一個簡單易用的編程工具。 
 
 
 
自 2016 年 3 月至今，micro:bit 已在英國等地推行了一年多。倫敦國王學院的學者對英
國 15 所學校的在校師生進行面對面訪談後，發佈了一篇專業研究報告《酷炫地創造: 小
學生們對 BBC micro:bit 的使用體驗》。 
90%的學生認同“任何人都可以用 micro:bit 進行編程”；86% 的學生和 85% 的老師
認為 micro:bit 讓信息科學課程變得更加有趣 
 
micro:bit 可用於編寫電子遊戲，聲光互動，機器人控製，科學實驗，可穿戴裝置開發等 
本課程由淺入深教授各同學 micro:bit 編程的重點及技巧，透過不同練習，讓學生發揮
創意，製作出各式各樣的生活發明，實踐 STEM 教育理念。 
 

 

 

學生可自攜或借用本校之電腦/平板上課。 

所有器材會由本校借出 ，學生也可透過本校訂購。 

 

 

 

 

 

 

 

7 月 27 日至 8 月 23 日 

逢星期一、二 

11:30-13:00 

共 8 堂 12 小時 

$ 3240 



 

D-STEM-SP-12 升小四至中一 

無人機編程初階  

使用航拍無人機，透過遊戲和主題活動讓學生親自體驗駕馭無人機的飛凡樂趣，結合程

式語言，引導學生學習如何撰寫程式操控無人機。課程中不僅帶領學生了解無人機用途

及航拍應用，更令學生明白相關資訊、法規與使用安全及認識航拍機拍攝的技巧。同學

需要按老師要求通穿過障礙場， 用編程控制無人機通關，並按任務拍攝指定畫面。令同

學了解如何將學到的編程技巧結合，並拍攝出一條完整的短片。 

 

 

學生可自攜或借用本校之電腦/平板上課。 

所有器材會由本校借出 ，學生也可透過本校訂購。 

 

 

7 月 27 日至 8 月 23 日 

逢星期一、二 

15:45-17:15 

共 8 堂 12 小時 

$ 3240 



The Key Element Education  STEM 暑期班 報名表 

第一位學生資料 
學生英文姓名：Mr./ Miss  

學生中文姓名：  

出生日期：(日／月／年)    香港身份証號碼：  

就讀學校名稱  
(升讀級別) 

  （         ） 
 

聯絡電話：（如有）  

報讀課程編號 (1) 
£ 

 
 

第二位學生資料 

學生英文姓名：Mr./ Miss  

學生中文姓名：  

出生日期：(日／月／年)    香港身份証號碼：  

就讀學校名稱 
(升讀級別) 

  （         ） 

聯絡電話：（如有）  

報讀課程編號 (1)  
 
 

 
第三位學生資料 

學生英文姓名：Mr./ Miss  

學生中文姓名：  

出生日期：(日／月／年)    香港身份証號碼：  

就讀學校名稱  
(升讀級別) 

  （         ） 

聯絡電話：（如有）  

報讀課程編號 (1)  
 
 

 
 
 
 
 
 
 
 
 
 
 
 
 



 

家長／監護人資料：（包括在緊急時作聯絡之用） 

家長／監護人 英文姓名： Mr./Ms.  中文姓名：  

關係：  聯絡電話：  

 

付款方式 ：☐ 銀行入數 

☐ 轉數快 FPS （TEL 57290817）  

    

           ☐ 支票號碼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枱頭：The Key Element Education Limited ）  

☐ 留位費 ： ＄＿＿＿＿＿＿＿＿＿  

留位費每個課程為$1000,  餘額須於

6/7/2020 前繳付 

☐  全數付款： ＄＿＿＿＿＿＿＿＿＿  

*13/6/2020 後報名需付全數。 

 

 

      
 

聲明 

本人聲明本申請表之所載資料，依本人所知，均屬完整及正確。 

本人已詳細閱讀、明白並同意「報讀須知」及「常見問題」之全部內容。 

本人同意如本人獲取入學，本人當遵守貴校的一切上課指引及規則。 

報名表所提交的個人資料，只供貴校用作處理報名及學生事務等相關事宜。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申

請人有權查詢及更改其個人資料。 

個人資料使用守則： 

The Key Element Education 遵守及執行《個人資料（私隱）條例》中所列載的規定，確保儲存的個人私隱及個人資料處理得到充份保護，

準確無誤，及有妥善的儲存方法。 收集資料目的及使用準則 1. The Key Element Education Ltd. 將依照在收集資料時所說明之目的使

用該等資料。 2. 向本校提供個人資料純屬自願，如閣下未能提供足夠個人資料，本校可能無法有效處理您的申請或提供有關服務。 3. 本

校可能使用閣下的個人資料 (包括你的姓名、電話、傳真、電郵、郵寄地址、學校)，以便本校日後與閣下通訊及向閣下提供服務、發出收

據，及其他課堂服務事宜有關之用途。 

 

報讀須知 

1. 任何個人資料如有更改，應立即通知本校，如因資料錯誤或過時而導致本校未能通知課程之最新安排，本校將不

會負上任何責任，敬請留意。 

2. 同學於報名後，請妥善保管所有單據。同學請按正式收據上之上課日期及時間上課。 

3. 如遇天文台發出颱風、暴雨或山泥傾瀉警報，本校將以教育局指示為參考，再按實際環境情況而決定是否照常上

課，一切以本校決定為準，屆時敬請同學留意網上的最新公布（網址為 http://www.tke-education.com）。如

教育局宣布停課，本校不會安排補課。 

4. 報讀課程後，本校如發現該學生程度、態度不適合本校課程或會影響課堂整體氣氛，本校職員或講師有權著令該

生退學，任何人不得異議。 

5. 學生於報讀課程前，應仔細考慮報讀班別的上課時間。報讀課程及繳交學費後，本校將不接受任何轉班、轉讓他

人或退款。 

本人已詳細閱讀、明白並同意「報讀須知」之全部內容。 

 

家長簽署：＿＿＿＿＿＿＿＿＿＿＿                                    日期： ___________ 



 


	報名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