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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嘉創科技有限公司（Decatron Innovation Limited）
是領先的STEM教育解決方案專家。我們以「設計」、
「設備」、「課程」和「協助」的服務核心，為中小學
和高等教育機構提供全套量身定制的專業STEM教育方
案，從入門級至專業級。我們的使命是為學校營造一個
具創造性的學習環境，激發學生無限的創造力。 

服務範圍包括量身定制的校園設計方案、配合校方課程
的教學設備及相關培訓課程、比賽支援等。 

關於DECATR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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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學習STEM知識？

Decatron為中、小學老師以及同學提供STEM訓練課程，包括：
鐳射切割、模型、3D打印、編程和AI人工智能等多個課題，老
師可為學生選擇適合他們程度，同時符合學校發展方針的課程，
讓學生投入其中，享受學習STEM 的樂趣之餘，為學校增添各類
STEM設備。 

課堂將由資深導師教授各類型STEM的技術操作和示範，配合各
位教育工作者的空餘時間，並透過即場的應用教學和學習活動，
讓學員掌握STEM的教學技巧，以及學習推動在校STEM的策略
與實務技巧。

8

STEM  
培訓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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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atron x ⻘協] 

STEM教學實踐培訓課程 
本課程由專業導師設計和教授，旨在協助老師在校內開展STEM教
育課程。透過介紹不同範疇的技術，包括3D打印機及鐳射切割機使
用、編程技巧、VR/AR、AI人工智能、物聯網及智能家居等，並融
合設計思維 (Design Thinking) 及創意產品設計等元素。讓參加者
能夠整合和運用STEM知識，並培養創造力、協作及解難能力。 

本課程著重訓練學員的「動手」能力，並備有3D打印機、鐳射切割
機、CoSpaces VR/AR編程平台、Huskylens AI攝像頭、IoT擴展
板、Maqueen Plus Micro:bit機械工程車隊，以及配合IoT編程的一
系列智能家居基礎設施，讓學員在短時間內能掌握各種STEM熱門
課題的基本教學技巧和運用。

智能家居設備 

Google Nest Hub Google Nest Mini Smart Speaker

IKEA智能窗簾 Philips HUE智能燈膽10

課程內容
1.) 以創意設計思維為基礎的
STEM課程設計 
- 應用設計思維 (Design Thinking)
於STEM教學活動 

- 如何實現跨學科協作的STEM課程 

- 加強STEM活動與現有科目連接 

- 實現包含STEM元素的專題研習活
動 

- STEM設備、教學材料和教具的選
擇 

2.) 2D及3D模型設計 
- 認識3D打印機的基本操作、使用
材料和選擇 

- 3D模型繪圖設計和基本產品設計
概念 

- 認識鐳射切割機的基本操作，使
用材料和選擇 

- 基於鐳射切割機的使用，學習2D
模型繪圖設計 

- STEM設備、教學材料和教具的
選 

3.) 基礎編程技巧 
- 簡單遊戲程式編寫 (Scratch3.0) 
- 手 機 應 用 程 式 編 寫 

(AppInventor2) 

4.) VR編程加入跨學科學習元素 
- 利用CoSpaces Edu平台製作VR

作品 
- 實 作 練 習 ：加入語文科 學 習元
素 ，製作s成語動畫廊wVR應用

5.) AI人工智能學習與應用 
- 能夠描述常見的人工智能/機器學

習應用 

- AI攝像頭硬件及應用介紹，包括
容貌識別及物件識別等功能 

- 學習AI攝像頭相關的Micro:bit編
程技巧

6.) 機械工程車駕駛編程 
- 通過編程練習學習控制機械臂造

型，例如：鉗子工具 

- 同學分組進行機械車協作訓練 - 
使用Micro:bit編程完成簡單任務

7.) 物聯網及感應器應用 
- 通過IoT擴展板及Micro:bit，學習

物聯網編程技巧 

- 選擇合適的感應器，配合不同學
科的學習需要 

- 把搜集的環境數據加以分析和利
用

8.) 智能家居及物聯網編程 
- 分享常用的智能家居設備 

- 如何選擇合適的智能設備，以配
合教學需要 

- 實作練習，利用Micro:bit編程、
IoT套件及IFTTT物聯網應用平台
來控制智能家居設備

證書頒發 
學員成功修畢課程，出席率達75%或以上，可獲頒發香港青年協會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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鐳射切割技術體驗班 
Decatron提供到校或zoom課程，當中連Flux Beamo桌上鐳射
切割機一部，方便同工們認識鐳射切割機的基本操作，使用材料
和選擇，並且學習電腦2D模型繪圖設計，製作自己的鐳射切割作
品。

Decatron提供鐳射切割人造皮革和鐳射雕刻玻璃杯體驗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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鐳射切割人造皮革錢包體驗班

使用SketchUp軟件畫出2D模型
繪圖、刻畫外型

發揮想像力， 
加上文字或圖形

將檔案匯入Beam Studio， 
並開始切割/雕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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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GO模型學習與應用 

Decatron提供到校或zoom課程，當中連智高模型牆。同工們可
以藉此部署益智創意學習工具，並利用智高積木創作不同題材的
作品，以鍛鍊和提升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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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GO模型特點： 

1. 獨步全球的「一凸五凹」專
利 研發科技 

2. 完美地將「玩具教材化、教
材 玩具化」教育理念融入遊
戲中 

3. 屢獲全球各大獎項肯定，如
IF 設計獎、Parentás 
Choice等國際大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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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打印技術體驗班

Decatron提供到校或zoom課程，當中連兩部AutoTech 
Sparrow 3D打印機。同工們可藉此體驗班認識3D打印機的基本
操作、 使用材料和選擇，並認識3D模型繪圖設計和基本產品設
計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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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驗班大概流程 

使用3D打印機的掃瞄器掃
瞄物件，將3D模型匯入至
3D設計軟件

發揮想像力，進行加
工(crossover)和創作

開始進行3D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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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科學物聯網編程體驗班
Decatron提供到校或zoom課程，當中連micro:bit自然與環境擴
展板 (MBT0034)BBC micro:bit V2及智能澆水種植系統。同工們
通過IoT擴展板及Micro:bit，能學習物聯網編程的技巧；學會選
擇合適的感應器，以配合不同學科的學習需要；並把搜集的環境
數據，加以分析和利用。

micro:bit自然與環境擴展板連BBC micro:bit V2

1. 遠距離控制灑水系統 
2. 探測氣壓、紫外線和揮

發性有機化合物等 
3. 收集光線及溫度數據 
4. 可支援IFTTT、

Thingspeak及EasyIoT
等物聯網應用平台 

智能澆水種植系統

1. 解決積水問題 
2. 監測現場環境的CO2和TVOC數據 
3. 通過物聯網平台儲存，作為日後大數據分
析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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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種植系統」體驗班大概流程

1

2

3

4

運用Makecode的方塊和
Micro:bit的感應器進行編

應用Micro:bit編程，感
應器量度泥土的濕度

認識和運用Micro :b it 
環境檢測感應器擴展板

配合主題，進行專題研習：
Micro:bit編程及利用3D繪
圖軟件設計並製作3D作品
(如計步器手帶/繫帶)、設計
及創作智能灌溉機的導管等

大數據分析資料 

1. 收集數據並查看結果

2. 以試算表形式下載數據

3. 並作資料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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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人工智能學習與應用
Decatron提供到校或zoom課程，當中連HUSKYLENS (SEN0305S)

和micro: Maqueen Plus 編程機器⼈ (MBT0021-EN)BBC micro:bit 

V2*。透過此體驗班，同⼯們可認識常⾒的⼈⼯智能應⽤例⼦和機器學
習；學習AI 攝像頭應⽤，包括:⼈⾯識別、物件識別、⼆維碼識別等；
學習AI 攝像頭相關的 micro:bit編程技巧；並通過編程練習學習控制機
械臂造型，例如:鉗⼦⼯具、推⼟⾞⼯具等；同⼯們更會分組進⾏機械⾞
協作訓練，使⽤Micro:bit編程完成簡單任務。

*micro: Maqueen Plus Mechanic *可以優惠價加購

AI人工智能 
學習與應用

AI攝像頭 
編程班

Micro:bit  
機械小車

人工智能 
認主人

聲控攝像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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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攝像頭編程體驗班：人工智能認主人

同學們可以用自己的臉做實驗，當HuskyLens認出主人（或其他學習過的人
臉），則micro:bit的點陣屏顯示笑臉，否則顯示哭臉並發出警報。 

AI攝像頭編程體驗班：聲控攝像頭

AI攝像頭編程體驗班：人工智能認主人

同學們可學習運用AI攝像頭編程聲控攝影，通過micro:bit V2主控板上的麥克
風檢測音量大小。當檢測到說話聲量>100時，HuskyLens就會執行攝像頭程
序，亮起micro:bit 上的紅色小麥克風，微震動模塊會震動。

1. 學習控制機械小車動作的編程，例如讓小車轉彎 
2. 利用舵機編程和完成各種學習任務 
3. 應用AI模塊; 在Micro:bit編程範本和AI攝像頭各功能的基礎上作靈活修訂
或加入創意編程 

4. 利用AI攝像頭整合Micro:bit機械小車 
5. 學習AI人工智能自動駕駛的編程，例如運用Makecode的方塊編程和感應
器控制機械小車進行巡黑線練習、控制小車上的舵機和機械臂 21



Scratch 及 AI2 編程體驗班
Decatron提供到校或zoom課程，此編程體驗班採用Scratch3.0版本及
App Inventor 2，同學們可以藉此學習基本編程技巧，並製作手機應用程
式，令課堂更有趣，提高同學投入度。

Scratch ⻝鬼遊戲編程體驗班

1. 通過Scratch3.0的方塊編程，學習基本編
程技巧 

2. 採用遊戲製作主題，提升學習趣味 

3. 編程內容滲入數學元素，包括方向、角度
和或然率的計算，實現跨科STEM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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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 Inventor 2 手機應用程式編程製作班

1. 通過App Inventor 2編程平台，學習和製作手機
應用程式 

2. 利用手機各種功能，創作便利生活的實用APP 

3. 加入人工智能和機器學習元素，製作圖像識別應
用程式 

App Inventor 2  
開 
始 
畫 
面

作品例子： 
加入人工智能 
和機器學習元
素，完成圖像
識別的過程，
辨識動物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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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VR編程教學課程
Decatron提供AR和VR全面教學支援，當中包括為學校提供軟件帳號、到
校課程、AR/VR教學材料、比賽機會及活動展示的支援，令AR和VR投入
至學校的STEAM教育。AR/VR編程教學課程提供CoSpaces Edu及網龍
AR/VR的教學， 讓同學學會設計 AR及VR的互動作品，從而提高課堂趣味
性，令同學更投入於課堂當中。

CoSpaces Edu教學課程

CoSpaces 能讓學生根據學習內容建構3D環境和模型，創建互動作品或
影片，更可使用VR觀看模式探索3D世界，從中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增
強投入度，並實踐他們的想像力。

1. 創建虛擬場景 
- 同 學 可 用已有 的
或自己創 作虛擬
人 物 、 場景， 創
建獨有的場景

2. 內附編碼 
- CoSpaces Edu平
台內有Blocky、
TypeScript等，
令毫無 編 程經驗
的 學 生也能輕易
創建屬於自己的

3. 結合VR和AR元素 
- 可用VR眼鏡和AR

科 技探索自己設
計的3D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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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龍AR/VR教學

101AR全面教學支援
101AR是一個一站式的AR編輯器, 包含線上編輯平台和瀏覽AR的手機應用程
式。老師能透過程式解除科技融入教學的障礙，提高學生課堂參與度。無論老
師或學生都能在短時間內創建AR的教學內容。無需編程基礎，亦能透過 
AR101 設計 AR 互動作品，培養設計思維、三維構想、3D設計，和跨媒體表達
能力。

1. 低硬件需求- 在任何連接互聯網的裝置上均可編輯 
2. 融合2D素材、3D模型、文字、網頁、音頻及影片，創意不設限 
3. 簡易用戶介面- 3步即可創作AR作品 
4. 應用豐富- 可作STEM AR教學、跨學科教具使用及製作AR互動海報設計等等

VR創想+ 

VR 創想+ 將教學與沉浸虛擬實境技術 (VR) 互相融合，應用 VR 創想+ 內的場景
及 3D 模型，設計VR 互動故事片及游戲。 無需編程基礎或美工繪圖技巧，亦
能透過VR 創想+ 培養邏輯、設計、計算思維、協作解難、三維構想、劇本及
游戲設計能力。

1. 操作簡單- 無須編程技巧 
2. 逾30,000個免費VR場景及3D資源 
3. 支援360影片及相片大量官方片段可供使用 
4. 適合各科老師及學生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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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功能機械車體驗班
Decatron提供到校或zoom課程，將各STEM設備的功能集於一身，例如
Huskylens的人臉辨識、物件追蹤，鐳射切割，Mircro :b it編程，
Mindplus編程，令參加者學會多個編程技能，輕鬆控制各種設備。

1. 介紹Micro:bit和驅動擴展板的功能與運作，學習有關編程技巧

LED矩陣 溫度

計步器 指南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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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介紹Huskylens Pro (AI攝像頭)的功能與運作

學習Huskylens的功能 組合Huskylens和驅動擴展板

3. 學習Huskylens的編程技巧

人臉辨識 物件識別

4. 組合TT馬達和驅動擴展板

/ 
編程練習： 
控制速度、 
顯示速度

5. 組合伺服器和驅動擴展板

6. 鐳射切割和相關繪圖技巧 7. 組裝AI機械車

8. 學習 AI自動駕駛的編程技巧 

/編程練習：控制AI機械車的方向與速度 27



香港九龍觀塘開源道64號源成中心19樓1903室

(852) 39559690

(852) 35962990

www.decatron.hk

info@decatron.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