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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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方位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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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為學校提供一站式方案，涵蓋多個範疇，

助學校推廣STEM教育，締造智能校園。

一站式解決方案

特別室設計及裝修工程

STEM 課程

STEM 活動及比賽支援

STEM 設備供應

量身定製方案
我們會根據學校環境及教學需求等因素，為

學校提供合適的選項及配套，並因應校方需

求，制訂方案細節，務求為學校打造獨一無

二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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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諮詢服務
我們擁有申請多項計劃的經驗，明白計劃的

審核過程及要求，可以在學校申請撥款時提

供專業意見，助學校成功申請撥款。 

在撥款獲批後，我們更會提供諮詢服務，確
保學校將撥款用得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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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政府資助或撥款計劃
迪嘉創的全方位方案針對各項政府撥款，滿
足各項基金的要求。

姊妹學校計劃

學校IT創新實驗室計劃

優質教育基金

奇趣IT識多啲計劃

全方位學習津貼



方案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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姊妹學校計劃方案 
1

為學校提供線上姊妹學校交流所需的主機及設備

包含移動錄播及固定錄播選項

「奇趣IT識多啲」方案
2

為小學提供一站式服務

涵蓋STEM設備、課程及活動支援

「學校IT創新實驗室」方案
3

為中學提供一站式服務

涵蓋STEM設備、課程及活動支援

「優質教育基金」方案
4

為學校提供一站式服務，旨在提升教學質素

涵蓋STEM設備、課程、設計及裝修工程及活動支援

「全方位學習津貼」方案
5

為學校提供一站式服務，旨在推動全方位學習

涵蓋STEM設備及課程

姊妹學校計劃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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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姊妹學校計劃」 

在2015/16 學年，教育局推出「促進香港與內地姊妹學校交流試

辦計劃」，旨在推動中港兩地的學術交流，並為參與學校提供財

政及支援。教育局於2018年將「姊妹學校計劃」恆常化，為參

與學校提供15萬元的經常津貼及專業支援。 

在疫情下，兩地交流受阻。有見及此，迪嘉創推出姊妹學校交流

方案，為學校提供線上交流的設備，幫助學校以線上形式進行交

流。

姊妹學校計劃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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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A奧威亞公司 

本方案選用之主機及器材均由AVA奧威亞公司提供。 

AVA奧威亞公司是全國領先的網絡學習平台供應商，提供校園

電視台和移動錄播方案給全國的中小學校，包括固定錄播主機

及移動錄播主機。此外，AVA亦在全國各地設有服務及銷售熱

點，能為遠端使用者提供實時支援。 

我們的服務 

我們的合作夥伴奧威亞公司擁有龐大內地學校網絡，方便兩地

進行姊妹學校配對。另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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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亦曾支援香港
博愛醫院陳國威小

學學生與深圳市大
鵬中心小學學生進

行姊妹學校筆友交
流活動。

成功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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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應用

1. 網上教學/課程錄製

在疫情下，不少學校改為網上教學。本方案配備專業的輔助

功能及設備，輔助教師直播及錄製課堂。用家可利用內置虛

擬摳像功能，配合藍幕或綠幕功能，繼而作出背景合成，並

為錄像加入背景及標識。直播及已錄製的課程可上載至雲端

及串流平台，供學生觀賞。 

▼ 固定錄播系統介面精簡、操作簡單，教師可輕鬆進行課堂錄影及直播，並同時

上載至雲端及串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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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姊妹學校交流

受疫情影響，不少學校需要延緩姊妹學校交流計劃。因此，本

方案有助學校舉辦線上粵港澳姊妹學校交流計劃，取代實地互

訪計劃，促進兩地的學術交流。

學校能舉辦多種線上活動，

如兩地文化問答比賽、象棋

比賽及文化交流會等，有助

締結兩地學生的情誼。學生

亦能認識兩地文化，加深本

地學生對中華文化的了解。

3. 戶外節目錄製

教師可於室外場景選用移動錄播主機，將直播及錄影同步上載

至多個雲端及串流平台，如Youtube及Facebook等。身在外地

的學生及家⻑便可實時收看4K畫質、高音質的影片，更能與參

加者進行互動，彷如置身其中。 

老師可直播及錄影學生在學校活動中的情況，例如在升旗儀式

及學校運動會。方案更附送移動電源及網卡，支援高達8小時的

室外錄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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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別於傳統視訊軟件，AVA奧威亞的

固定及移動錄播主機均支援多角度

拍攝。教師可使用方案所附送的4K

攝像機進行錄影。攝像機可進行4K

拍攝，適用於教學影片拍攝和遠程

教學互動的特寫拍攝，以高畫質呈
現課堂實況。 

透過操控主機，用家可隨意切換鏡
頭，以不同角度進行拍攝。

4. 校園電視台計劃

在21世紀，促進學生的多元智能學習尤為重要。本方案能啟發

學生的創意。方案包括專業的設備、完整的配套，讓學生能探

索多媒體製作的樂趣。校園電視台所使用的移動錄播主機操作

簡單，小學生也能輕易上手。學生可學習如何籌備及製作節

目，並利用主機自行進行後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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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選項

1. 移動錄播方案

姊妹學校交流方案包括移動錄播及固定錄播方案，學校可

因應需求選取適合方案。

移動錄播方案主要支援室外直播及錄播功能，此方案適用

於室外場景，如運動會及升旗儀式。用家可以便攜式錄播

主機 (AE-V6/V6K)，配合高清攝像機 (AX-C22P) 和數字無線

音頻套裝進行多角度錄播，為觀眾呈現高畫質、高音質的

錄像。同時，用家能將錄像實時發佈至串流平台，如You-
tube及Facebook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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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X-C12PU2



移動錄播主機 （AE-V6/V6K）

數字無線音頻套裝(AWM-U8) 

便攜式移動錄播設備安全箱 

用於攜帶及儲存主機和設備。

用家可將本方案附送的無線網
卡及電源放置於安全箱內。

⽅案設備包括：

AX-C22PU 高清攝像機 

AX-C22P 操作簡單，可進行
170度 高清拍攝，亦可達至

1080P超高清畫質的 圖像採
集，能清晰還原教學過程的每
一處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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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機輕巧便攜、操作簡單，

亦可輕鬆連接至串流平台。

支援音頻輸出，附有接收器

及各種麥克風，更具有出色
的瞬態響應性能，適用於各

種室外場景。

2. 固定錄播方案

方案適用於室內場景，如固定錄播、虛擬演播室、交互錄

播及直播等。固定錄播主機亦有虛擬摳像功能，用家可利

用藍幕及綠幕，輕易進行後期工作，如背景及圖標加工

等。 

此外，本方案支援遠程互動教學，供教師與身在異地的學

生進行互動。用家亦可將錄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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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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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X-C12PU

AE-U6 Pro

4K



AE-U6 Pro為校園電視台的

核心主機，集導播、編輯、

直播於一身。主機具備4K圖

像採集、音頻控制、影像錄
製及儲存等功能。

AX-S2 + 流媒體互動主機 

AX-S2 + 集錄影、互動及直播
等功能於一身。主機支援遠
程互動教學，可與其他AVA主
機作無縫對接。

AX-F100+ 視頻管理平台 

AX-F100+內置視頻管理平
台。主機具備錄像點播、數據

分析、大型直播轉播等功能，

並支援多個轉發直播點。透過
視頻管理平台，教師能推動線

上互動教學，統一發放教學錄

像供學生觀賞。

⽅案設備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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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U6 Pro 虛擬演播室主機

KP-8P3A 錄製⾯板

KP-8P3A 支援一鍵式電源開
關、遠端靜音功能及啟動與停
止全自動錄製 。面板操作簡
單，在互動模式下，用家可使

用面板按鍵快速切換本地與遠
端的互動信號源。

AX-C12PU 4K攝像機 

AX-C12PU 操作簡單，可進

行4K拍攝，亦可達至超清畫
質圖像採集，可以遠距離拍
攝教學互動的特寫，清晰還
原教學過程的每一處細節。

AM800 免提擴音麥克風

免提擴音麥克風可連接至

AVA錄播主機，一鍵開啟便
可進行全向智能收音。即時

老師在課室內大範圍自由走
動，聲音都能夠被清楚收
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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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方位學習津貼」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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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選擇「全方位學習津貼」方案？

在2018年《施政報告》中，政府推出「全方位學習津貼」，以

撥款形式資助各種學習體驗活動，推動學生全方位發展。為

此，迪嘉創推出「全方位學習津貼」方案，幫助學校善用津

貼，豐富學生的STEM學習經驗。 

涵蓋兩大範疇 

全方位學習津貼涵蓋STEM

設備及STEM課程，學校可

按課程需要購置設備，讓

學⽣體驗STEM的樂趣。

針對整體的學習需要 

在全方位學習津貼下，學校需

顧及整體學⽣的學習需要。本

⽅案提供多元化的STEM設備

及學習套件，確保不同年級的

學⽣均能使⽤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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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我們亦供應各種STEM軟
件及程式。校方可在校內設備安
裝軟件，進行日常教學，例如將
簡易編程納入課程，並利用軟件
進行教學。

學校亦可使用部份津貼購置STEM大型設備。本公司亦會提

供安裝及技術支援服務，有助師生掌握基本的設備操作。

STEM設備可用於大型活動日。

▼ 以STEM級際體驗活動為例，同一級別的學生可使用3D打印機製作迷你模型。  

▲  AR及VR平台 CoSpa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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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TEM 學習套件及設備

在學習套件方面，我們供應適合不同年齡層的學習配件，學校

可因應不同學生級別及能力，訂購不同題材的學習套件。我們

供應的學習套件結合跨學科元素，學校可在不同場景利用套件

進行教學，如常識科、電腦科及STEM體驗日等，有助提升學

生的學科知識。學生可透過製作及編程，體驗STEM的樂趣。

BOSON電子積木教學套件 BOSON物聯網擴展板系列 

micro:bit物聯網擴展板 micro:bit自然與環境擴展板

micro:Macqueen Plus AI 編程系列 MindPlus Arduino編程系列 

20



2. STEM 課程

本公司提供多元化的STEM課程，涵蓋不同的熱門範疇。老師

亦可選擇以到校或網上形式授課。此外，我們的專業導師團隊
有多年的STEM教學經驗，除了親自編寫課程內容外，亦曾到
多所學校授課，有助學生由淺入深地了解STEM設備的背後原
理與應用。我們可為學校提供相應的課程教案，免卻老師需要

額外備課的煩惱。 

多功能機械車體驗班

自然科學物聯網編程體驗班 AI人工智能學習與應用

Scratch及 App Inventor 
編程體驗班

AR/VR編程教學課程GIGO模型學習與應用

智能產品設計編程體驗班 太空探索車製作班

21

 「奇趣IT識多啲」 及 

「學校IT創新實驗室」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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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IT創新實驗室」方案

在2019-2020年度財政預算案，政府在未來三個學年向
每所中學撥款最多100萬元，旨在推動「學校IT創新實驗

室計劃」，以提升校內的資訊科技設備及舉辦科技相關

的活動，啟發中學生對資訊科技的興趣、認識及應用。

為此，本公司推出「學校IT創新實驗室」方案，針對計

劃要求為中學提供一站式服務。

「學校IT創新實驗室」計劃

涵蓋三大範疇 

「中學IT創新實驗室」及「奇
趣IT識多啲」方案涵蓋STEM

設備、STEM課程及活動支援

三大範疇，旨在協助學校舉辦

資訊科技相關的課程及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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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趣IT識多啲」方案

由於「中學IT創新實驗室計劃」反應熱烈，政府資訊科

技總監辦公室（資科辦）於2021-22學年開展為期3年
的「奇趣IT識多啲」計劃。每所公帑資助小學每學年最
多可獲得40萬資助，用於舉辦資訊科技相關的活動、

購置設備和專業服務。因此，我們推出「奇趣IT識多

啲」方案，針對計劃為小學提供一條龍服務。 

「奇趣IT識多啲」計劃 

彈性選擇 

學校可因應需要選擇適合的STEM

設備及STEM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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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TEM 設備
我們為學校提供一系列的STEM設備。學校可配合學校環境及

課程需要訂購各種軟件、硬件設備及學習套件。學校可購置
STEM課外課程所需的設備，以提升學生對STEM領域的認知。

此外，本公司亦會提供安裝及技術支援服務，有助師生掌握基
本的設備操作。 

micro:bit物聯網擴展版

micro:bit物聯網擴展版操作簡單。

透過連接物聯網及編程平台，師生

可發揮不同功能，如遠距離控制灑
水系統、收集光線及溫度環境數
據。學生能在使用物聯網擴展版中

認識物聯網及編程等理論。

HuskyLens是一個AI視訊感測器，具

有多種功能，如人臉識別、物件識

別及物聯網識別等。HuskyLens附
有內置鏡頭，供用家閱讀調適過程

及 識別結果。HuskyL e ns操作簡
單，師生可從學習中體驗AI的樂趣。 

HUSKYLENS

micro:Macqueen Plus 
機械編程車

micro:Macqueen Plus機械編程車
可用於課堂教學及機器人比賽等，

有助增進學生對編程的認知。mi-
cro:Macqueen Plus可配合Husky-
Lens AI相機使用，更無需複雜組
裝，幾分鐘即可上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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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UX鐳射切割機可切割及雕刻各

種物料，如木材及亞加力等。我

們供應四種不同型號的鐳射切割
機，學校可按空間及教學需求選

購。 師 生 可 配 合Be a m o OS / 
Beamo Studio程式繪製及預覽圖

形，製作獨一無二的手工藝品。 
FLUX 鐳射切割機

Creality CR-3040 Pro

Creality CR-3040 Pro 3D 打印機使

用FDM (Fused Deposition Molding) 
熔絲成型的3D打印技術。具有自動
調平探針技術(BLTouch)，用家不用

費時人手調平探針。此外，主機採用

全面密蓋設計，可確保機內溫度保持
穩定，作品不會輕易因環境溫度改變
而變形。 

BOSON電子積木教學套件適合不

同年齡層的學生，我們不同題材

的 教 學 套 件 ， 如 物 聯 網 、

micro:bit及人工智能系列等。學

校可因應教學需要購置，讓學生

認識不同STEM課題。 BOSON 電子積木教學套件

IME3D X-MAKER 3D 打印機助小朋
友輕鬆打印專屬的3D打印編程車及

3D打印作品。它配備簡單易用的

App，內有海量原創3D模型。配合

X-KIT 編程車，學生能學習編程控
制搖控車，同時學習3D設計及3D打

印技術，打印個人專屬的3D打印編
程車。 IME3D X-MA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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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為學生提供跨學科的STEM課程，結合數學科、常識科及電
腦科等學科知識。學校可因應現有或新增的STEM設備選擇相應

課程。 

老師可選擇以到校或網上形式授課，亦可按學生的程度選擇入

門或進階課程。我們可按學校需要為學校編寫課程教案，免卻
老師需要額外備課的煩惱。我們的專業導師團隊有多年的STEM

教學經驗，曾到多所學校授課，有助學生由淺入深地了解STEM

設備的背後原理與應用。此外，我們亦可為校內教師舉辦工作

坊，並為老師提供課程教案，以增加老師對STEM設備的認知。 

2. STEM 課程

智能產品設計編程體驗班 

- 通過設計思維步驟製作智能產品 

- 提高同學對物聯網的認知和興趣 

- 配合X-KIT學習電腦編程，控制個

人設計的智能產品 

- 利用IME3D X-MAKER 3D打印機和

鐳射切割機製作產品原型 

太空探索車製作班 

- 參考NASA Open Source Mars 
Rover設計 

- 帶領同學製作月球登陸車設計 

- 學習機械結構和相關編程 

- 通過安裝各種車身配件學習機械
人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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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GO模型學習與應用 

- 利用智高積木創作不同題材的作

品，啟迪學生創意 

- GIGO 模型：具「一凸五凹」專

利研發科技，並獲得各項國際殊
榮， 如 IF設 計獎、Pa r e n t ( s 
Choice等國際大獎 

Scratch及 App Inventor 2 編程

體驗班 

- 使用Scratch及App Inventor 2

進行基本編程：製作手機應用程

式及遊戲 

- 結合跨學科元素，如數學及電腦
科等 

AI人工智能學習與應用 

- 認識AI攝像頭的應用：人臉識別、

物件識別、物件追蹤、顏色識別、

黑線追蹤、二維碼識別 

- 學習AI攝像頭相關的micro:bit編程

技巧 

- 附送HuskyLens(SEN0305S)和mi-
cro: Maqueen Plus編程機器人 

(MBT0021-EN)BBC micro:bit V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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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VR編程教學課程 

- 利用AR軟件設計AR/VR互動作品，如

AR互動海報及VR 互動遊戲 

- 教授簡單編程：培養邏輯及計算思維 

- 附送軟件帳號、AR/VR教學材料、比

賽機會及活動支援 

自然科學物聯網編程體驗班 

- 學習物聯網編程的技巧，並進行編程 

- 認識和運用micro:bit環境檢測感應

器擴展板 

- 收集環境數據並進行分析 

- 附送micro:bit自然與環境擴展板及

智能澆水種植系統 

多功能機械車體驗班 

- 結合Huskylens、鐳射切割及

mircro:bit編程等設備 

- 學習Huskylens及mircro:bit

編程技巧 

- 學習鐳射切割技巧，並組裝機

械車 

- 進行編程練習：控制AI機械車
的方向與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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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質教育基金」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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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選擇「優質教育基金」方案？

優質教育基金 

優質教育基金於1997年推出，旨在提升教學質素。近年，基

金撥款30億，推出「公帑資助學校專項撥款計劃」，讓公帑
資助學校及幼稚園申請撥款，推行學生支援措施、進行物資
購置及校舍改善工程。當中，STEM教育和資訊科技教育更

被列入「優先考慮主題」。為此，本公司推出優質教育基金

方案，助學校推動STEM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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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蓋四大範疇 

優質教育基金涵蓋STEM設備、STEM特別
室設計及裝修工程、STEM課程及活動支

援。學校可按需要選擇適合範疇。

跨學科用途 

優質教育基金的「公帑資助學校專項撥款計

劃」設有不同主題。除了STEM教育及資訊

科技教育，學校可將基⾦⽤於跨學科⽤途，

如設立智能錄播間及智能課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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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特別室設計及裝修工程

A. STEM 特別室

本公司在實驗室設計方面極具經驗。至今為止，我們已為數
十間中小學設計極具特色的STEM特別室。專業設計師會按
照校方需求及實地環境，將美觀及實用性結合，為學校免費
繪製3D室內設計圖。 

同時，我們會考慮到特別室的用途，為學校規劃放置STEM

設備的空間。此外，我們的裝修工程團隊亦能配合學校的實
際情況，靈活調配施工時間。  

以下爲部份特別室案例，詳情請參閱學校設計方案小冊子。 

D&T創新實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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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M R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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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務處特色牆藝術及科技創意中心

自動澆水種植牆IT創新實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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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質教育基金方案亦可用於裝修

多媒體學習室。課室可加入具有

特殊燈光效果的裝置。多媒體學

習室適 用 於 不 同 學 科 及 課 外活

動，如視覺藝術科或話劇演出。 

學校亦可添置移動及固定錄播系

統， 以 進行活動直播及後期製

作，有助學生認識多媒體製作的

過程。

▲ 燈光控制模組：師⽣可按課
堂需要調節燈光顏⾊及亮
度。

B. 多媒體學習室

老師亦可將物聯網元素融入學習室。我們選用的室內設備助學

校締造「智能課室」。透過物聯網，師生可連接外置操控裝置
及軟件，如Micro:bit Coding/Google Assistant等，遙距控制室
內設備。 

老師更可將設備與課堂結合，學生可以平板電腦應用程式或編
程軟件，以編碼形式控制設備的開關、亮度及溫度等。除了便
利日常使用外，亦可將環境與學習結合，一舉兩得。

▼ 學校多媒體學習

室內設置智能窗

簾，便於操控之
餘，亦可將教學空
間靈活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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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台燈光及LED Wall

校園創科及多媒體製作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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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STEM 設備

我們為學校提供一系列的STEM設備。學校可購置STEM課外課程

所需的設備，以提升學生對STEM領域的認知。此外，本公司亦
會提供安裝及技術支援服務，有助師生掌握基本的設備操作。 

micro:bit物聯網擴展版 HUSKYLENSmicro:Macqueen Plus 

機械編程車

FLUX 鐳射切割機Creality CR-3040 Pro

BOSON 電子積木教學套件IME3D X-MA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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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STEM 課程

本公司提供多元化的STEM課程，老師可選擇以到校或網上

形式授課。我們的專業導師團隊有多年的STEM教學經驗，

除了親自編寫課程內容外，亦曾到多所學校授課，有助學生

由淺入深地了解STEM設備的背後原理與應用。我們可為學

校提供相應的課程教案，免卻老師需要額外備課的煩惱。 

多功能機械車體驗班

自然科學物聯網編程體驗班 AI人工智能學習與應用

Scratch及 App Inventor 
編程體驗班

AR/VR編程教學課程GIGO模型學習與應用

鐳射切割技術體驗班 3D打印技術體驗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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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EM活動日  

STEM設備可用於各種活動日
及比賽，有助進一步提升學生

對資訊科技的興趣。本公司提

供STEM活動日支援，如針對

不同級別的同學，提供STEM

一日體驗課程，令他們可在短

時間內製作成品，體驗編程的

樂趣。 

本公司的專業導師團隊亦為學生提供STEM比賽支援服務，我們

會支援參賽隊伍，教授同學STEM方面的知識，並提供專業意

見，更可輔助同學製作參賽作品，有助減輕老師的壓力，助同學

於比賽取得佳績。 

▼ 在早前的聯校比賽，我們爲學校提供技術支援，並為參賽同學提供協助。 

4. STEM 活動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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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學校名單（節錄）

潮陽百欣小學 

聖公會基福小學 

仁濟醫院蔡衍濤小學 

博愛醫院陳國威小學 

東華三院周演森小學 

嘉諾撒聖方濟各學校 

浸信宣道會呂明才小學    

聖保祿中學 

聖伯多祿中學 

新界喇沙中學 

賽馬會體藝中學 

保良局胡忠中學     

保良局馬錦明中學    

中華基督教會基智中學   

香港資優教育學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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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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