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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良局黃永樹教育服務中心 

地址：將軍澳唐賢街 2號 （將軍澳地鐵站 B出口） 

查詢電話：2177 0025 (中心書記)  

編寫程式課程(第一期) 
家長可選擇提交本實體回條或掃描下方的 QR Code以填寫 Google Forms的形式提交(任選其一)。 

 

 

 

網上回條(Google Forms)網址：https://reurl.cc/x1YGNL 

 

 

 

 

 

 

 

 

 

 

 

 

課堂名稱 堂數 費用 服務對象 上課時間 

智慧城市

創作應用

課程 

共 6堂 $1,980 P.4-P.6  
逢星期四 下午 4:00 – 5:30 

(每堂 1.5小時) 

內容簡介 

課程內容：  

1.認識元宇宙的概念，學習 3D、VR 及 AR 及 MR 等技術的原理、應用及發展，建立第一個    

  虛擬實景，在場景中建立虛擬的自己，進行簡單的自我介紹。 

2.建立及設計虛擬家居，加入鏡頭、電腦角色(家人朋友)，設計家居內的不同房間，        

  學習編程加入動畫觸發效果。 

3.製作虛擬城市，設計列車軌道，及列車，設計環城的路線，編程使列車跟隨指定路線      

   移動。 

4.為城市製作虛擬展覽館，根據特定主題，收集照片和影片，設計展館的結構和導覽路線， 

  編程使參觀者能透過點擊到不同的展廳和與展品互動。 

 

[由日常教育服務有限公司提供合資格導師] 

逢星期四上課 

2023 年 9/3，16/3，23/3，30/3，20/4，27/4 (共 6堂) 

*Google Forms必須擁有 Google 帳戶才能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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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名稱 堂數 費用 服務對象 上課時間 

KittenBot 

AI 

KOI 

課程 

共 6堂 $2,220 P.4-P.6 
逢星期六 上午 10:00 - 11:30 

(每堂 1.5小時) 

內容簡介 

課程內容：  

1.初步介紹 KittenBot KOI 並重溫 micro:bit 的基本功能。 

2.視覺追蹤 - 讓學生透過人工智能鏡頭加上編程技巧編寫出追蹤線條和物件一功能。 

3.人臉追蹤與識別 - 可以透過人工智能鏡頭及編程技巧編寫出懂得辨認人面和識別身份   

  的工具。 

4.特徵分類器(圖像識別) - 訓練人工智能認識不同的物件和形狀繼而編寫出不同的分類   

  器和辨認工具。 

5.掃碼模式 - 學習如何透過讀取數碼或條碼的功能以應用在不同的數碼工具箱。 

6.語音相關 - 學習如何訓練人工智能聽取語音並把語音轉為指令或文字等等。 

7.Wi-Fi控制 - 透過 wi-fi接口來傳輸資料和控制其他相關器材。 

 

[由 931Maison Consultancy Limited 提供合資格導師] 

逢星期六上課 

2023 年 11/3，18/3，25/3，1/4，15/4，22/4 (共 6堂) 

課堂名稱 堂數 費用 服務對象 上課時間 

遊戲製作

Microsoft  

Makecode

－

micro:bit

課程 

共 6堂 $1,200 P.4-P.6  
逢星期六 上午 11:45–下午 1:15 

(每堂 1.5小時) 

內容簡介 

課程內容： 

1. Micro:bit 簡介，基礎學習: 心跳動畫製作。 

2.基礎學習: 包剪揼遊戲；感應器應用: 温度顯示器。 

3.編程邏輯學習: 如果…否則；感應器應用: 指南針。 

4.編程邏輯學習: 變數應用；感應器應用: 按鍵計算器。 

5.生活用品: 秒錶製作(簡單+進階)。 

6.生活用品: 計步器 + 骰子製作。 

 

[由圓心科技有限公司提供合資格導師] 

逢星期六上課 

2023 年 11/3，18/3，25/3，1/4，15/4，22/4 (共 6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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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辦法： 1. 

 

請填妥參加表格，連同學費（只接受劃線支票或銀行入數紙正本），交予本中心一樓 
校務處；或 

2. 請填妥 Google Form 後，於 3天內把學費（只接受劃線支票或銀行入數紙正本），交予

本中心一樓校務處。(本中心不接受現金繳付) 

 【支票抬頭：保良局黃永樹教育服務中心】 

【支票背面：學生姓名、報讀科目、開班日期及聯絡電話】 

 如以銀行入數繳付，請按下列方法繳交： 

請將報名學費直接存入以下銀行戶口 

銀行：香港上海匯豐銀行有限公司 

戶口名稱：保良局黃永樹教育服務中心 

戶口號碼：502-155-690-001 

 

** 家長須知：如報讀多過一個科目，請將款項分開存入以上戶口，並於「存款收

據」正面寫上【學生姓名】、【報讀科目】及【聯絡電話】，連同「報名表格」一併  
交回一樓校務處辦理。 

 截止報名日期：  2023年 2 月 22日(星期三)  

報名及查詢時間為星期一至五：上午 9:15~下午 5:00 

星期六：上午 9:15~下午 1:00 

如有查詢，請於辦工時間內致電本中心(電話：2177 0025)與書記聯絡 

備註： 1. 如報讀人數太多，本中心將會以先報名先得為原則。 

 2. 本中心將於開班前三天通知家長有關上課事宜，如未能開班，本中心將會退回學費。 

 3. 若學生人數不足或其他特殊原因，本中心有權取消該項課程，受影響之同學將獲全數

退款。 

 4. 繳費後，如有退學或中途退學者，恕不退回全部或部份學費。 

 5. 學生如因違規獲兩次書面警告通知，本中心將取消該生於本中心的上課資格，上課  

資格一經取消，恕不退回全部或部份學費。 

 6. 有關特殊天氣情況安排： 

A. 如當天因天氣惡劣，天文台在上午五時三十分已發出「紅色/黑色暴雨警告信號」、

「八號或以上颱風信號」或教育局宣佈學校(小學)停課，是日在上午八時正至下午一

時正以前舉行的興趣班將會取消。至於補堂日期將會稍後通知。 

B. 如天文台在上午十一時正仍發出「紅色/黑色暴雨警告信號」、「八號或以上颱風信

號」或教育局宣佈學校停課，是日下午一時或以後舉行的興趣班將會繼續取消。至於

補堂日期將會稍後通知。 

C. 倘若天文台在上午十一時正或前改發出「黃色暴雨警告信號」、「三號或以下颱風

信號」，是日下午的興趣班將會照常上課。 

D. 如教育局宣佈停課，本中心會安排補堂或退款 

保良局黃永樹教育服務中心校長 陳瑞良    謹啟 

二零二三年二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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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慧城市創作應用課程 (學費$1,980，共 6堂) 

級別 日期 上課時間 

P.4-P.6 9/3/2023 – 27/4/2023 (逢星期四) 下午 4:00 – 5:30 

 

 

 

□ Kittenbot AI KOI 課程 (學費$2,220，共 6堂) 

級別 日期 上課時間 

P.4-P.6 11/3/2023 – 22/4/2023 (逢星期六) 上午 10:00 - 11:30 

 

 

 

□ 遊戲製作 Microsoft Makecode－micro:bit課程 (學費$1,200，共 6堂) 

級別 日期 上課時間 

P.4-P.6 11/3/2023 – 22/4/2023 (逢星期六) 上午 11:45–下午 1:15 

 

 

 

 

學生姓名：(中文)                    (英文)                     班級：         學號:         

性別： 男   女     年齡：          

學校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非本校學生填寫) 

聯絡電話(請寫多個)：(1)                        (2)                        

家長姓名：                                   家長簽署：                               

日期：                     放學安排： 自行  家長 (必須填寫)       ○新參加者 ○非本校生 

                                                                                                               

保良局黃永樹教育服務中心紀錄 (內部用) 

支票號碼：                          銀行：                          備  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