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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告編號 /  學號  

通告第三十／二零一六—一七號 

敬啟者： 

 
為配合全球的教育趨勢及發展初中學生對 STEM 教育的認知，校方會推行一系列 STEM 教育課

程，讓學生在科學(Science)、科技 (Technology)、工程(Engineering)及數學(Mathematics)等各

範疇具備應有的知識、共通能力，以及價值觀和態度，以應對二十一世紀的挑戰和機遇。家長可協

助貴子弟於下列課程中選擇最多三項，若參加人數超出上限，會按校方機制作甄選。課程名稱如下，

詳細資料請見附件。 

A. 課程名稱 App Inventor 創意流動應用程式設計 

日期：3-3-2017 星期五放學 4:00-6:00 (2 小時)及 

4-3-2017 星期六全日 9:30-4:30 (6 小時)，共 8小時 

B. 課程名稱 3D Creative Maker–Built Your Own Product”(創意達人-3D打印) 

日期：24-3-2017 星期五放學 4:00-6:00 (2小時)及 

25-3-2017 星期六全日 9:30-4:30 (6 小時)，共 8小時 

C. 課程名稱 Forensic Science-Crime Scene Investigation (鑑証科學-罪案調查) 

日期：31-3-2017 星期五放學 4:00-6:00 (2小時)及 

01-4-2017 星期六全日 9:30-4:30 (6 小時) ，共 8小時 

D. 課程名稱 Arduino Bluetooth“Tank”(Arduino 藍牙無線坦克車) 

日期：21-4-2017 星期五放學 4:00-6:00 (2 小時)； 

22-4-2017 星期六全日 9:30-4:30 (6 小時)； 

28-4-2017 星期五放學 4:00-6:00 (2 小時)及  

29-4-2017 星期六全日 9:30-4:30 (6 小時) ，共 16 小時 

 

此致 

貴家長  

新界西貢坑口區鄭植之中學

校長 

                                                                  李瑞英  謹啟  

二零一七年二月七日 

--------------------------------------------------------------------------------  回      條  ------------------------------------------------------------------------------- 

 

 

敬啟者：本人詳閱通告第三十／二零一六—一七號，對其中內容業已知悉，並 

* 同意 / 不同意 敝子女        班,學生姓名                      參加「STEM教育課程」。 

* 擁有 / 沒有擁有平板電腦 

* 擁有 / 沒有擁有 Android 手機 

 

若同意參加，請在下列課程內選擇最多三項，並在方格內加“

□ A. 課程名稱：App Inventor (創意流動應用程式設計) 

□ B. 課程名稱：3D Creative Maker–“Built Your Own Product” (創意達人- 3D打印) 

□ C. 課程名稱：Forensic Scienc - Crime Scene Investigation (鑑証科學-罪案調查) 

□ D. 課程名稱：Arduino Bluetooth“Tank”(Arduino藍牙無線坦克車) 

 

此覆 

新界西貢坑口區鄭植之中學 

                                             家長簽署：                             

 

                                             聯絡電話：                             

 

 二零一七年          月          日 

* 請刪去不適用者 



附件 

STEM教育課程 

A. 課程名稱：App Inventor 創意流動應用程式設計 

課程目的 1. 透過有趣的拼圖方式，掌握基本編程概念、邏輯概念及程式應用，並結合

多媒體及動作設計，讓創意構思能實體表現及執行，為未來各種類的編程

學習打好根基。  

2. 透過實作練習，鍛鍊解難能力、發展邏輯及創意思維，培養對科技的興趣

及主動學習能力。 

課程內容 1. 淺嘗編程滋味–極速製 App 使用 MIT研發的免費軟件 App Inventor，只需

作簡單的元件拖拉就能於 5分鐘內編製出你的第一個 Mobile App，亦可即

時利用手機預覽器試玩。 

2. 發掘編程樂趣–動畫計分遊戲製作初學者也可輕易製作計分手機遊戲，如

捕捉圖案遊戲。製作遊戲的同時，也學習編程的隨機數字及變數的使用。

即時可見的遊戲效果，使編程變得更有趣味。  

3. 建立編程基礎技術–小測驗製作使用序列和迴圈等基礎編程技術，可製作

相片集、繪畫工具、小測驗等，為編程打好根基。課程透過 App Inventor

培訓基礎編程技術，包括製作相片集、繪畫工具、歌曲清單播放、圖文小

測驗、互動技巧，以及介紹利用進階編程語言，作出課程中所學習的遊戲。 

課程安排 學校為每位學生提供一台桌面電腦(Windows 7 或以上) 。 

每 2-3 位學生能額外自備一部 Android 手機更佳。 

課程人數 15-20 人，成功取錄同學將會另行通知。 

舉辦日期 3-3-2017星期五放學 4:00-6:00(2小時)及 4-3-2017 星期六全日 9:30-4:30 

(共 6小時)  

午膳時間：12:30-1:30 

(自備午膳或預先在小食部訂購粉、麵或三文治；學生需留校午膳。) 

舉辦地點 學校新翼多媒體電腦室 (MMLC) 

費用 全免 

學生必須完成所有課程並通過考核才可獲取證書，無故缺席將受處分。 

舉辦機構 培正專業學院 

 

B. 課程名稱：3D Creative Maker–“Built Your Own Product”(創意達人- 3D打印) 

課程目的 培訓學生創意思考的方法，例如怎樣大量匯聚意念，從而找出新創意，再運用

電腦軟件(123D Design)創造立體作品，最後以立體影印機(3D Printer)打印

出來。 

課程內容 1.學生會認識不同創意思考的方法和不同類型的立體影印機(3D Printer)的

運作原理。 

2.在課堂中他們會由淺入深地學習如何操作電腦軟件。 

3.每個學生會創作自己的立體作品。 

課程安排 課程提供所有 3D打印的物料和儀器，每位學生都有一份課程筆記。 

課程人數 15-20 人，成功取錄同學將會另行通知。 

舉辦日期 24-3-2017星期五放學 4:00-6:00 (2小時)及 25-3-2017星期六全日 9:30-4:30 

(共 6小時) 

午膳時間：12:30-1:30 

(自備午膳或預先在小食部訂購粉、麵或三文治；學生需留校午膳。) 

舉辦地點 學校新翼多媒體電腦室 (MMLC) 

費用 全免 

學生必須完成所有課程並通過考核才可獲取證書，無故缺席將受處分。 

機構 Edvenue® Limited 



附件 

STEM教育課程 

 

C. 課程名稱：Forensic Science - Crime Scene Investigation (鑑証科學 - 罪

案調查) 

課程目的 讓學生對鑑證科學有基本認知及體驗鑑證人員如何在案發現場搜證。 

課程內容 鑑證科學是一門很廣的學科，學生會接觸幾個主題，在課堂中他們會嘗試套取

指模、辨認骨塊、提取 DNA、辨認毛髮、計算血濺和套取鞋印。 

課程安排 課程提供所有鑑證科學主題所需的物料和配件。每位同學都有一份課程筆記。 

課程人數 15-20 人，成功取錄同學將會另行通知。 

舉辦日期 31-3-2017 星期五放學 4:00-6:00 (2小時)及 1-4-2017 星期六全日 9:30-4:30  

(共 6小時) 

午膳時間：12:30-1:30 

(自備午膳或預先在小食部訂購粉、麵或三文治；學生需留校午膳。) 

舉辦地點 化學實驗室(4樓) 

費用 全免 

學生必須完成所有課程並通過考核才可獲取證書，無故缺席將受處分。 

機構 Edvenue® Limited 

 

 

D. 課程名稱：Arduino Bluetooth “Tank”(Arduino藍牙無線坦克車) 

課程目的 透過組裝坦克車，讓學生掌握編寫程式的基礎概念，從而提升解難能力。 

課程內容 學生將學習利用摩打、履帶和電池等元件自行組裝坦克車，並學習編寫程式的

基礎，最後以 Arduino電路版和藍牙無線傳輸技術操作坦克車。 

課程安排 課程提供所有硬件配套，包括電子版、藍牙組件、坦克車零件等等。 

此外，每位同學會有一份課程手冊。 

課程人數 15-20 人，成功取錄同學將會另行通知。 

舉辦日期 21-4-2017 星期五放學及 4:00-6:00 (2 小時)22-4-2017 星期六全日

9:30-4:30(6 小時) 28-4-2017 星期五放學及 4:00-6:00 (2小時)29-4-2017

星期六全日 9:30-4:30(6小時) 

(共 16小時) 

午膳時間：12:30-1:30  

(自備午膳或預先在小食部訂購粉、麵或三文治；學生需留校午膳。) 

舉辦地點 學校新翼多媒體電腦室 (MMLC) 

費用 全免 

學生必須完成所有課程並通過考核才可獲取證書，無故缺席將受處分。 

機構 Edbit® Limit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