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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DECATR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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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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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及裝修工程 

為學校量身設計符合教學需要及校

本情況的房間。由設計草圖、選擇

材料至監督工程都會一手包辦，絕

不假手於人，保證成品如出一徹、

無微不至，打造適合學生的學習環

境。

教學設備 

我們可根據校方需求，提供不同類

型的 STEM 設備和器材作教具，並

製作一系列適合學生程度而且配合

不同課題的教學材料和教案，讓老

師可以在舉辦STEM課程時有更多

選擇，提高STEM課程的彈性。 

專屬課程 

我們的教學經驗豐富，會因應校方

對STEM課程的不同需求，而量身

定制配合學校現有設備的STEM 課

程教案。 

另外，我們舉辦不同課堂及工作坊

以增進學員的 STEM 知識，親身教

授並讓各位老師瞭解 STEM 教育内

容和設備的使用方法。

比賽支援 

Decatron會協助同學在課堂及比

賽中認識並使用 STEM 設備。我們

會為同學提供專業意見，輔助他們

探索並創造出不同發明，務求能讓

同學從中發揮所⻑，對 STEM 設備

有更多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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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選擇DECATRON方案？

Decatron資歷深厚，提供課程及教材設計、培訓教師等

一條龍服務。從STEM課程編寫、添置器材到實驗室設計

及施工都一手包辦，可以精確地演繹校方要求的方案。

為學校提供不同類型的創意空間設計方案。

設計及裝修工程

STEM教學空間

學科特別室

行政工作空間 / 禮堂

IT創新實驗室

老師培訓及專屬課程
我們的專業導師能提供老師培訓課程，在短時

間内令老師掌握設備用法的重點，或協助教師

預備STEM課程教案，使老師可以輕鬆為教導 

STEM 班作好準備。 

專業導師更能為學校提供專屬的STEM到校課

程或在Decatron培訓中心舉辦的STEM工作

坊，直接教導學生有關的 STEM 知識，免卻老

師需要額外備課的煩惱。04

教學設備
配合學校的STEM課程需求而提供不同類型的

STEM教學設備。

流動校園電視台

鐳射切割機

編程機械人

3D打印機

AR擴增實境

BOSON電子電路設計

IoT物聯網

Micro:bit / Arduino 編程

AI人工智能 VR虛擬實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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撥款申請經驗
我們擁有各項計畫的申請經驗，了解政府批

核要求及過程，可以在學校申請撥款時提供

專業意見，助學校輕易地申請撥款。

奇趣IT識多啲計劃

姊妹學校計劃

學校IT創新實驗室計劃

優質教育基金

全方位學習津貼



工程流程概覽

實地考察 

製訂建議書及準備設計圖 

商議及確認設計和工程細節 

施工階段

驗收工程及清潔

我們接獲校方的查詢後，專業的工程團隊會到貴校作實地

測量及評估，進一步了解校方的實際需求，繼而準備量身

定制的方案。

我們會按校方需要，撰寫一份詳細的工程建議書及

3D設計圖讓校方回饋意見。

待校方過目後，我們專業的設計團隊會與校方作更

進一步商討，落實工程的最後方案及細節。雙方代

表簽妥協議書後，隨即開展工程。

我們的項目經理及專業工程人員會定期向校方匯報工

程進度。

完成工程後，我們會請校方一同進行驗收，並打掃清潔環

境，確保老師和同學能即時及安全使用。
06

案例參考 
STEM R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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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馬會體藝中學 

STEM Room

STEM Room以簡約自然的木系設計，營造舒適的學習

環境。房間配置多部鐳射切割機及3D打印機，配合我們

為學生設計的STEM課程及活動。量身定制的木製傢俬

增加收納空間，方便學生收藏在課程中的物資和成品。

「STEM Room」用上帶有科技感的銀色字體，呼應科創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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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製梯形桌 

   

靈活性高的梯形桌讓

學生可按需要，隨時

組合成不同形狀，方

便小組討論或配合其

他教學需要。 

滾輪白色椅 

   

白色活動椅方便學生

因應課堂活動，隨時

移動到合適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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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打印機 

   

按校方的需要設置多部3D打印機及3D掃描器，教導學生基本的

機械操作，亦配合學校不同年級的科學課程主題，例如以「水」

為題材，設計和打印一套過濾裝置，能夠淨化從不同地方收集得

來的水。 

智能窗簾 

   

上課時可遙距調

校窗簾的升降，

控制房間的採光

度，達致最佳的

上課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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鐳射切割機 

   

配合學校的數學及設計與科技科課程，教

導同學使用2D及3D設計軟件，設計一個

學生理想的家居模型，並繼而將其設計，

利用鐳射切割機進行製作。 

特製收納櫃 

   

高靈活性收納櫃配有多個活動層板，增加

儲物空間，並充分利用課室的每個角落，

方便學生收納各式各樣的鐳射切割成品或

3D打印模型。 

強化玻璃塗鴉牆 

   

房間加設具有磁性

的強化玻璃塗鴉

牆，讓學生能自由

地貼上其設計圖或

寫上設計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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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M Room利用簡單俐落的線條設計及藍綠冷色調，營造強

烈的科技感。課室裏劃分成教學區、儲存區、工作區及展示

區，讓同學能全方位學習、實踐及展示STEM知識。

嗇色園主辦可風中學

STEM R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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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獨立房 

   

我們在房間後方加設獨立玻璃房，清晰劃分教學區及工作區，能

有提升學生學習效能。

玻璃白板及電子互動屏幕 

玻璃白板相比傳統白板耐用，使用久了也能擦拭乾淨。配合電子

互動屏幕所內置為教室量身定制的書寫軟體，提高學生參與度，

塑造有趣的學習環境。 

STEM 工具洞洞板連掛鈎 

   

在玻璃房中，加上了洞洞板作貯物收納，方便學生能清晰地將

STEM課堂用到的工具作分類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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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天花及LED燈盤 

教室選用了綠色搭配白色的鋁製條狀假天花，配合⻑方

形LED燈盤，為房間帶來充足的燈光照明。 

摺疊式學生桌和可堆疊的學生椅 

可摺疊的學生桌和可堆疊的學生椅方便學生進行需要大
範圍空間的課堂活動。搭配搬運小車可以方便擺放和運
走，增加靈活性。 

玻璃展示櫃 

玻璃展示櫃利用柱身多餘的空間，打造兼具實用性及設

計風格的展示空間，讓學生可以清晰展示STEM作品。 

   

房間內的桌子及椅子面板，均採用防花板及已作防甲醛處理，保障師生健康。 
14

配備多部電子創意裁切機，學生可輕鬆簡易地製作不同的創意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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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真光中學 

STEAM Room

用上對比鮮明的綠橙色打造充滿活力的STEAM Room，設計師利

用簡單的線條及多種幾何圖形互相配合，為整個STEM空間注入科

技感。房間內劃分教學區及實踐區，提高教學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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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椅子 

   

我們在房間外添置「MAKER SPACE」及「TRUE LIGHT」

的特色黃色及藍色椅子，以呼應房間的STEM主題。設計

師特意選用此兩字句，用以鼓勵學生動手創作，提高他們

對課堂的投入感，並為空間增添學校特色。

強化玻璃塗鴉牆 

   

呼應「MAKER SPACE」的設計理念，我們在上方增置具

有磁性的強化玻璃塗鴉牆，讓學生能自由地分享設計方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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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D吊燈 

   

我們採用空心及實心的六角形和圓形LED吊燈，為房

間帶來柔和的光線，以高度不一的擺放營造層次感及

科技感。

拉趟式搪瓷白板 

   

選用耐磨及書寫流利的搪瓷白板，板面可隨意拉趟，

方便老師使用，使教學過程更流暢。 

木製梯形桌 

   

靈活性高的梯形桌讓學生可按需要，隨時組合成不同

形狀，方便小組討論或配合其他教學需要。 

摺疊式間隔牆 

   

在教學區和實踐區之間，架設具備隔音功能的摺疊式
間隔牆，能有效使用空間和提升同學的學習效率。 

18

流動儲物車及工作櫃 

   

我們選用可鎖定萬向輪的儲物車及工作櫃，讓學

生可隨意擺放櫃以方便在房間內部走動工作，下
層可存放各種工具物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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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伯多祿中學 

STEM Laboratory

STEM Laboratory以綠白色為主調，利用簡單的線條營造科學感。

課室用上智能彩色燈盤寫道「SPSS STEM」，點綴了整個空間，讓

同學能感受到明亮及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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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三角燈板 

   

在老師桌的牆裝飾上，我們使用了智能三角燈板拼成

一條魚的形狀。學生可在物聯網課程中學習編程而控

制智能燈板的燈光，讓學生寓學習於校園設備中。 

智能燈泡連燈罩 

   

我們運用了智能

燈泡連簡約的白

色燈罩作照明。

智能燈泡可連接 

IFTTT 讓同學進

行 micro:bit 編
程，更可透過智
能裝置控制亮
度、色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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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參考 
IT 創新實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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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保祿中學 

IT創新實驗室

為呼應學校期昐學生「勇於踏出創新」的想法，設計師將IT創新實
驗室命名 Quantum Lab，並訂定大門前的口號 The Future is Now
（未來始於現在）激發學生學習興趣。在設計上利用了灰色和銀色

為主色，讓學生置身於充滿科幻感的環境之中，以提升同學的學習

動機。 

23



智能監測鏡頭 

在學校加設了總共
1 0個智能 監測鏡
頭，透過物聯網監

測和收集學校附近
的天氣和交通情況

數據，學生可以透
在課堂上進行大數
據分析，從而構思
並建議如何能改善
附近的環境。 

「The Future is Now」 

在大門的左側題上IT創新實驗室的

設計理念 The Future is Now（未
來始於現在），用以激發學生學習

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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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D 燈箱 

   

為了讓學生能實實在在地學習 STEAM/IT，設計

師將燈箱設計成可透過流動應用程式Google As-
sistant控制正門開關、色調、光亮度，可以有超
過千萬種顏色組合，不但美觀，而且是實用的教

材，讓學生學習如何編程控制燈箱。就連燈箱上
的膠片，都可以讓學生使用鐳射切割機自行設

計、切割和安裝，發揮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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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比烏斯吊燈

梅比烏斯帶是一個只有一條邊緣，沒有正
反面之分，正是數學『無限』符號 的形 

狀，喻意著同學的無窮創意及可能性。

Tesseract (超正方體）吊燈

超正方體是 一 個存在 在 4 D 的 方體，

Tesseract 是數學家想像它的投影，而量

子正正要在11維度計算。代表著進行創科

的時候，同學不可以被現在的事物限制著
想像力，希望同學可以具有超越一整個維
度的創意。

Quantum Lab 展示着
中國⻑征火箭及祝融
火星車的模型，培育

年青一代創 意 和夢
想，放眼星辰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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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六角燈板 

實驗室的天花用上六角形智能燈板，拼成大熊座北斗和天蠍座的

星宿。學生可進行編程去操控燈具亮度和色彩，緊扣學校 IoT 主

題的教學活動。 

大型屏幕 

在實驗室安裝了十部大型屏幕，同學可以利用屏幕展示各種在

「大數據」課程中收集的圖表，亦可在屏幕上顯示在「人工智

能」課程中收集的數據進行AI分析氣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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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植物牆 

   

智能植物牆美觀與實用並重，透過 micro:bit 自然與環境

擴展板編程，學生可以在物聯網遠端監察植物生⻑過程，

將同步收集的資料進行大數據分析，了解植物生⻑過程與

環境的關係。數據更會即時顯示在牆上的電子屏幕，供同

學參閱。

智能植物牆更

可點綴走廊，

為學生提供極
佳的地方提升

社交智慧。  28

案例參考 
學科特別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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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道中學 

D&T及創新科技室

創新科技室以奪目橙色及藍色為主調，增設木系工作台，

打造工業科技感，鼓勵學生發揮創意。房間內更設置存物

室及不同展示收納櫃，激勵學生不斷創作。

玻璃獎盃櫃 

   

我們特意增設透明玻璃獎盃
櫃在房間的當眼位置，讓學

生 能將榮耀分享給其他 同

學，同時作為動力鼓勵學生

創新。

流動工具車 

   

工具車備有流動工具板及多

層上鎖式抽屜，方便同學在

房間內隨意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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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台 

   

我們在房間添置不同類型工作桌，例如具工業風的合

金鋼架工作台及可升降工作台，既耐用而防衝擊，適

合各類型設計與科技科的教學活動。工作台的高度可

作調節，方便學生工作。

書櫃及展示架 

   

利用不同的方格收納，讓

校方可選擇收納相關書籍
或作展示學生作品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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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腰式存物櫃 

   

存物房內增設半腰式存物櫃，在櫃檯上可放置不同設計與

科技科所需的設備，讓學生能安全使用儀器，同時亦能巧
妙地增加收納空間。

掛牆式工具架 

   

掛牆式工具架配備不同的掛鉤及配件，如背掛式零件盒、

鑽頭架、雙直掛鉤等，方便收納不同類型的工具配備。

零件櫃 

   

零件櫃上層使用鋼層架及透明工具膠兜，方便學生找尋所

需配件。下層使用可調整內部空間的木收納櫃，學校能重

組以適應不同大小的存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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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愛醫院陳國威小學 

校園創科及多媒體製作中心

房間外部設有特色鋁板牆配合鮮艷的紅綠色簿櫃，創科及多媒體
元素與實用性完美結合，將房間命名為「Creativity and Multi-
media Technology Centre 」，讓同學能輕鬆掌握創科及多媒體
製作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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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幕及綠幕虛擬背景功能 

   

AVA移動及固定移動錄播系統內置藍幕及綠幕虛擬背景功能，學生

們可化身小主播，主持及報導校園活動及資訊。 

AE-V6K移動錄播系統 

   

AE-V6K嵌入式設計方便攜帶，能

輕鬆快速地進行實時導播、直播、

錄製等。適用於直播運動會、升旗
儀式或其他戶外活動。

34

AVA（奧威亞）校園電視方案 

   

AVA（奧威亞）擁有龐大内地學校網絡，

方便兩地進行姊妹學校配對。為確保線上

教學過程順暢，兩地均設有駐地技術人

員，可即時現場支援學校進行遙距教學。 

我們支援學校申請「姊妹學校計劃」，為

學校分別增添AVA的AE-K6 pro固定錄播及

AE-V6K移動錄播兩套系統，可協助學校與

内地姊妹學校作線上交流。 

學校也可將錄像內容上傳至資源管理平台
主機，以主機作統一資源發佈及後台數據

管理，再將香港學校的網上課堂內容直播
到YouTube、Facebook平台。 

AE-K6 pro固定錄播系統 

   

學生可在多媒體製作中心學習如何使用鏡
頭、燈光、音響、字幕機等，擔當小導演
直播校園活動，例如進行校内比賽或早會

分享，增加學生公開演説及報導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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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創科室 

   

學生在多媒體製作中心能同步學習STEM的知識，

包括機械車製作、3D打印、AI人工智能、物聯網
（IoT）、Micro:bit 程式編碼（Coding）等。房間

內的創科設備一應俱全，符合學校所需。

組合櫃 

   

我們在房間內部增設量身訂造的組合櫃，以黑白為

主色，打造簡潔有條理空間，讓學生擺放創科所需

用品。

趟簾分隔 

   

設計師在房間中部加設趟簾分隔兩邊用途室，讓整
體設計更靈活。不但為學生提供更大自由度及空

間，教師們亦能夠更有彈性地設計課堂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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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go Wall 
   

房間後方走廊位置加

設Gigo Wall，除了增

強STEM學習和研究氛
圍外，也能用於訓練
同學們的創意思維，

自行創作不同主題的

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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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第一中學

藝術及科技創意中心

藝術及科技創意中心沿襲了歐陸風格的元素，設計師利用灰色、木

色創造和而不同、高貴典雅的氣氛。藝術中心和作品展示區以單一

的幾何圖形及邊條突出線條，營造「唯美」感，與科技中心的科技

感設計截然不同，打造層次感的藝術及科技氣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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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創意中心 

   

我們為同學的創

作空間設計成簡

約的自然簡約

風，以灰色、啡
色及木色為主要

色調，營造舒適

及充滿人文感的

空間。

作品展示區 

我們在磚牆上加
設兩塊展示版，

以黑色配灰色的

拼色營造「電視
感」，讓人們更

投入地欣賞學生

貼堂作品。 

「Share your heart with your Art」 

展示牆與藝術創意中心以磚牆作強烈的分隔，在牆上加上「Share 

your heart with your Art」字句，提高學生繪畫的興趣同時亦可當
作「打卡位」，鼓勵他們繼續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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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創意中心 

   

設計師希望在科技創意中心凝造一個「創客」(Maker) 的氛
圍。在設計上運用了大量木系元素，凝造一個「動手創作」

的原始氛圍。

工作台 

   

房間內備有不同類型的工作台，例如具工業風的合金鋼架工

作台及可兩用的工作收納櫃台，適合各類型設計與科技科的

教學活動。

天花 

天花採用了淺木色拼白色的條狀天花，線性設計為房間帶來

科技感。

40

智能三角燈板 

   

在牆上用智能三角燈板點綴空間、拼成「無限♾ 」及

學校名稱縮寫，寓意學生的創作有無限可能性。學生

亦可進行編程去操控燈具亮度和色彩。

工具洞洞板 

   

房間其中一面加設工具洞洞板，能有系統地將整理不

同工具如鋸刀、護目鏡、工業用鉗，方便學生在需要

時取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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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工作室 

   

在房間加設玻璃房分隔教學區及工作區，房內配

備鐳射切割機及3D打印機，配合學校的STEM課

程。另外亦將藝術創意中心所配備的電窯一同置

放，保護學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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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工作室內亦沿
用木系設計，凝造

一個「動手創作」

的原始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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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屯門官立中學 

VR Technology & InnoCentre

VR Technology & InnoCentre 以「未來」、「創新」為主題，我

們將其命名為「Future Classroom」，以特色鋁板牆打造強烈科技

感，與內部設計呼應，創造理想創科學習環境。

44

充電櫃 

   

我們為房間加設專屬充電櫃，方便學生為上課所需

的iPad充電及作收納。

鋁板特色牆 

   

以「Future Classroom」為題，打造具科技感的鋁
板特色牆，吸引同學眼球，同時鼓勵創作。

滾輪學生椅 

   

房間內用上顏色鮮艷的滾輪學生椅，符合人體曲線
及備有軟墊，為學生提供健康的上課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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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參考 
禮堂

46

中華基督教會基智中學 

舞台燈光及LED Wall

配合我們支援學校所申請優質教育基金的「公帑資助學校專項撥

款計劃」，我們在學校禮堂增添大型特色LED Wall，方便學校展

示電子素材。配合多台專業級燈光及攝錄器材，學生能進行網上
實時辯論比賽、廣東話即時教學、話劇等不同交流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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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D 舞台燈光 

   

我們在禮堂增設多達50組
COB、PAR、RGB的LED

燈光及射燈，以增添舞台
的色彩氣氛。

專業級舞台燈光控制系統 

   

為學校配置不同舞台設計

及燈光控制模組，讓學生

能在不同活動進行專業的

舞台效果操作。

AVA流動校園電視台 

   

配合特色LED Wall，設置

AVA流動校園電視台在禮
堂能方便學校與姐妹學校

進行大規模的交流活動。 

流動電視台配備多部直播
鏡頭，方便學校進行實時

導播。學生更可化成小導

演，嘗試為活動記錄整個

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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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正利用特色LED Wall進行直播廣東話交流活動。 

禮堂更新後的燈光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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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參考 
行政工作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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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屯門官立中學 

自動澆水種植牆

配合電腦與資訊科技科課程，以「植物科學探究」為題，我們加設

自動澆水種植牆並為學校設計一套自動化澆水種植系統，能定時為

種植牆上的植物澆水。同學可在物聯網課程內學習探測現場環境數

據，例如水量、CO2含量、紫外光度數，作為日後大數據分析。

51



樂善堂梁植偉紀念中學 

校務處特色牆

我們為學校設計校務處外牆，用上水泥板營造樸素簡單的設計感。

在板上加上寶綠色的「Every student is able to LEARN, 
PROGRESS, EXCEL」字句，配合旁邊的學校名人堂牌匾，為整個

校園和學生帶來活力及盼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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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泥板呈現簡單卻強烈的摩登
時尚感，營造校園的溫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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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學校名單

賽馬會體藝中學    STEM Room 

嗇色園主辦可風中學    STEM Room 

香港真光中學     STEAM Room 

聖伯多祿中學     STEM Laboratory 
樂道中學     D&T及創新科技室 

聖保祿中學     IT創新實驗室 

南屯門官立中學    VR Technology & InnoCentre 

博愛醫院陳國威小學    校園創科及多媒體製作中心 

中華基督教會基智中學   舞台燈光及LED Wall 
樂善堂梁植偉紀念中學   校務處特色牆 

南屯門官立中學    自動澆水種植牆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第一中學  藝術及科技創意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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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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