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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澳門科學館暑期活動獨立課程 
 
簡易四軸飛行器工作坊 
活動日期：2018 年 7 月 9、10、11、12 日 
時間：10:30~12:30 
活動總時數：8 小時 
對象：12 至 15 歲（初一至初三），10 人 
活動地點： 澳門科學館 機械工房 
活動內容： 
了解四軸飛行器的知識，並動手拼製迷你四軸飛行器套件。 
（課堂一）7 月 9 日，週一：講解四軸飛行器之原理及其操作方式；簡介四軸飛

行器在空中飛行的原理，並以小組討論的方式，讓學生了解四軸飛行器在現今社

會的應用。 
（課堂二）7 月 10 日，週二：開始製作四軸飛行器；在導師的指導下，每名學

生將會製作一隻四軸飛行器。在製作過程中，導師會教導學生使用不同的工具。 
（課堂三）7 月 11 日，週三：繼續製作飛行器；未完成製作的學生將會繼續製

作，已完成的學生將會在導師的指導下，開始測試飛行器。 
（課堂四）7 月 12 日，週四：班內比賽；舉辦小型比賽，讓學生使用自己製作

的飛行器，與同學進行競賽。 
課程費用：MOP 400 元（早鳥優惠備註八折：320 元） 
備註：凡於 2018 年 7 月 1 日或之前完成報名手續將可獲早鳥優惠。 

 
簡易二足機器人工作坊 
活動日期：2018 年 7 月 25、26、27、28 日 
時間：14:30~16:30 
活動總時數：8 小時 
對象：12 至 15 歲（初一至初三），10 人 
活動地點： 澳門科學館 機械工房 
活動內容： 
了解二足機器人的知識，並動手拼製二足機器人套件，並通過電腦輸入程式使其

運作。 
（課堂一）7 月 25 日，週三：講解二足機器人之機械結構及其原理；簡介二足

機器人的原理，了解機械人的構造、製作及電腦編程等相關技術的應用。 
（課堂二）7 月 26 日，週四：開始製作機器人；在導師的指導下，每名學生將

會製作一台二足機器人（二足及腰的部分）。在製作過程中，導師會教導學生使

用不同的工具。 
（課堂三）7 月 27 日，週五：繼續製作及編程；未完成製作的學生將會繼續製

作，已完成的學生將會在導師的指導下，開始使用電腦為機器人編程。 
（課堂四）7 月 28 日，週六：班內比賽；舉辦小型比賽，讓學生使用自己製作

的機器人，與同學進行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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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費用：MOP 400 元（早鳥優惠備註八折：320 元） 
備註：凡於 2018 年 7 月 1 日或之前完成報名手續將可獲早鳥優惠。 

 
螞蟻在城 - 暑期工作坊（七月小一至小三班）（七月小四至小六班） 
活動日期：2018 年 7 月 17、19、22、27、29 日 
時間： 
七月小一至小三班 10:30-12:00（7 月 17、19、27 日）； 
七月小四至小六班 15:00-16:30（7 月 17、19、27 日）； 
七月小一至小三班、七月小四至小六班 15:00-17:30（7 月 22、29 日，一起上課） 
活動總時數：9.5 小時  
對象：小一至小三或小四至小六學生，每班各 20 人 
活動地點： 澳門科學館 會議中心 及 松山 
活動內容： 
讓兒童能以有趣的戲劇及繪本作學習方式, 來認識生活中的昆蟲動物,以及其特

性。並進行實際的環境觀察,以及使用顯微鏡作觀看研究。 
（課堂一）7 月 17 日，週二：戲劇及繪本作學習方式, 來認識生活中的昆蟲的世

界，以及昆蟲與人類的關係。 
（課堂二）7 月 19 日，週四：戲劇及繪本作學習方式, 來認識生活中的昆蟲的世

界，以及昆蟲與人類的關係。 
（課堂三）7 月 22 日，週日：教授採集螞蟻的方法，以及辨認不同昆蟲的方式，

並及嘗試以捕蟻工具進行捕捉，最後進行戶外顯微鏡觀測。 
（課堂四）7 月 27 日，週五：戲劇及繪本作學習方式, 來認識生活中的昆蟲的世

界，以及昆蟲與人類的關係。 
（課堂五）7 月 29 日，週日：回顧澳門昆蟲背景，介紹日常生活的昆蟲，並觀

看昆蟲標本及使用顯微鏡進行觀測。 
課程費用： MOP 450 元（早鳥優惠備註八折：360 元） 
備註：凡於 2018 年 7 月 1 日或之前完成報名手續將可獲早鳥優惠。 

 
螞蟻在城 - 暑期工作坊（八月小一至小三班）（八月小四至小六班） 
活動日期：2018 年 8 月 2、3、4、5、12 日 
時間：  
八月小一至小三班 10:30-12:00（8 月 2、3、4 日）； 
八月小四至小六班 15:00-16:30（8 月 2、3、4 日）； 
八月小一至小三班、八月小四至小六班 15:00-17:30（8 月 5、12 日，一起上課） 
活動總時數： 9.5 小時 
對象：小一至小三或小四至小六學生，每班各 20 人 
活動地點： 澳門科學館 機械工房、會議中心 及 小潭山 
活動內容： 
讓兒童能以有趣的戲劇及繪本作學習方式, 來認識生活中的昆蟲動物,以及其特

性。並進行實際的環境觀察,以及使用顯微鏡作觀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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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一）8 月 2 日，週四：戲劇及繪本作學習方式, 來認識生活中的昆蟲的世

界，以及昆蟲與人類的關係。 
（課堂二）8 月 3 日，週五：戲劇及繪本作學習方式, 來認識生活中的昆蟲的世

界，以及昆蟲與人類的關係。 
（課堂三）8 月 4 日，週六：戲劇及繪本作學習方式, 來認識生活中的昆蟲的世

界，以及昆蟲與人類的關係。 
（課堂四）8 月 5 日，週日：教授採集螞蟻的方法，以及辨認不同昆蟲的方式，

並及嘗試以捕蟻工具進行捕捉，最後進行戶外顯微鏡觀測。 
（課堂五）8 月 12 日，週日：回顧澳門昆蟲背景，介紹日常生活的昆蟲，並觀

看昆蟲標本及使用顯微鏡進行觀測。 
課程費用：MOP 450 元（早鳥優惠備註八折：360 元） 
備註：凡於 2018 年 7 月 1 日或之前完成報名手續將可獲早鳥優惠。 

 
祺祺斑馬魚歷險記暑期工作坊（七月小一至小三班）（七月小四至小六班） 
活動日期：2018 年 7 月 10、11、17、18、24 日、8 月 1 日 
時間： 
七月小一至小三班 14:00-15:30（7 月 10、11、17、18、24 日）； 
七月小四至小六班 16:00-17:30（7 月 10、11、17、18、24 日）； 
七月小一至小三班、七月小四至小六班 15:00-17:30（8 月 1 日一起上課） 
活動總時數：10 小時  
對象：小一至小三或小四至小六學生，每班各 20 人 
活動地點： 澳門科學館 機械工房、會議中心 及 澳門大學 
活動內容： 
系列暑期工作坊以斑馬魚及趣味科普小實驗為主題，利用生動有趣的方式帶領小

朋友進行實驗活動，培養他們對生物科技的興趣，建立基礎的科學素養。 
（課堂一）7 月 10 日，週二：顯微鏡下的斑馬魚寶寶；祺祺斑馬魚歷險記(故事

及動畫)介紹，小朋友可利用顯微鏡對斑馬魚寶寶進行觀察。 
（課堂二）7 月 11 日，週三：動動手製作微型生態系統；讓小朋友可發揮創意

親手製作小小生態系統。 
（課堂三）7 月 17 日，週二：尋找屬於你的 DNA；探索黃金斑馬魚與人類膚色

之謎、口腔細胞 DNA 提取。 
（課堂四）7 月 18 日，週三：神奇水馬騮(豐年蝦)；對神奇水馬騮進行觀察及不

同物質對其影響。 
（課堂五）7 月 24 日，週二：製作神秘的分子料理與會變色的藍莓試紙；以食

用的海藻酸鈉加入色素製作成不同的料理，以及提取天然的色素測試生活中飲品

的酸鹼值。 
（課堂六）8 月 1 日，週三：走進祺祺的實驗室；參觀澳門大學實驗室及校園生

態導遊活動。 
課程費用： MOP 500 元（早鳥優惠備註八折：400 元） 
備註：凡於 2018 年 7 月 1 日或之前完成報名手續將可獲早鳥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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祺祺斑馬魚歷險記暑期工作坊（八月小一至小三班）（八月小四至小六班） 
活動日期：2018 年 8 月 6、7、8、9、10 、11 日 
時間：  
八月小一至小三班 14:00-15:30（8 月 6、7、8、9、10 日）； 
八月小四至小六班 16:00-17:30（8 月 6、7、8、9、10 日）； 
八月小一至小三班、八月小四至小六班 15:00-17:30（8 月 11 日一起上課） 
活動總時數： 10 小時 
對象：小一至小三或小四至小六學生，每班各 20 人 
活動地點：澳門科學館 機械工房、會議中心 及 澳門大學 
活動內容： 
（課堂一）8 月 6 日，週一：顯微鏡下的斑馬魚寶寶；祺祺斑馬魚歷險記(故事及

動畫)介紹，小朋友可利用顯微鏡對斑馬魚寶寶進行觀察。 
（課堂二）8 月 7 日，週二：動動手製作微型生態系統；讓小朋友可發揮創意親

手製作小小生態系統。 
（課堂三）8 月 8 日，週三：尋找屬於你的 DNA；探索黃金斑馬魚與人類膚色之

謎、口腔細胞 DNA 提取。 
（課堂四）8 月 9 日，週四：神奇水馬騮(豐年蝦)；對神奇水馬騮進行觀察及不

同物質對其影響。 
（課堂五）8 月 10 日，週五：製作神秘的分子料理與會變色的藍莓試紙；以食

用的海藻酸鈉加入色素製作成不同的料理，以及提取天然的色素測試生活中飲品

的酸鹼值。 
（課堂六）8 月 11 日，週六：走進祺祺的實驗室；參觀澳門大學實驗室及校園

生態導遊活動。 
課程費用：MOP 500 元（早鳥優惠備註八折：400 元） 
備註：凡於 2018 年 7 月 1 日或之前完成報名手續將可獲早鳥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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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澳門科學館暑期活動 STEAM 課程（共八個課程） 
 

STEAM 課程對象：升小四至小六學生 
課程班級及人數：七月上午班、七月下午班、八月上午班及八月下午班各 20 人 
總課時：每班總課時為 33 小時 
每個課程費用： 1650 元（早鳥優惠備註八折：1320 元） 
證書發放及畢業典禮：2018 年 8 月 31 日下午 3 時（日期暫定） 
備註：凡於 2018 年 7 月 1 日或之前完成報名手續將可獲早鳥優惠。 

 
「Scratch + Makey Makey 班」（七月上午班）（七月下午班） 

日期時間： 
七月上午班 10:30-12:00（7 月 3、4、5、6 日）； 
七月下午班 14:30-16:00（7 月 3、4、5、6 日）； 
活動總時數：6 小時  
活動地點： 澳門科學館 機械工房 
活動內容： 
Scratch 部分: 
Scratch 是麻省理工大學媒體實驗室於 2006 年發佈的一套電腦程式開發平台，旨

在讓程式設計語言初學者不需先學習語言語法便能設計產品。開發者期望通過學

習 Scratch，啟發和激勵用戶在愉快的環境下經由操作（如設計互動故事）去學

習程式設計、數學和計算知識，同時獲得創造性的思考，邏輯編程，和協同工作

的體驗。 
Scratch 最終成品並非原始碼，而是所有角色的行為和結合。用戶可以將原始檔

案上傳至 Scratch 的遠端伺服器上以供分享。線上社群的成員可以自由下載該專

案的內容，來研究該專案的結構。除此之外，各成員可自由評論、標籤和「讚」

不同的專案以及發表和分享意見。 
Makey Makey 部分: 
Makey Makey 是由兩位 MIT 的博士生（現為 MIT 媒體實驗室 Lifelong 
Kindergarden 小組一員）所開發的小型電路板。它可以隨時隨地將任何東西變成

觸控板，並和網路連結，且不需要事先的設定和安裝。只要將它插進電腦的 USB 
孔，接著將另一端的夾子夾住可導電物品(如水果，金屬，泥膠等)，讓物品搖身

一變成為鍵盤或游標，就能夠藉由觸碰物品對電腦發送指令，控制程式活動。 
 
（課堂一）7 月 3 日，週二:  Scratch 2.0 基本使用方法與簡易程式製作。 
（課堂二）7 月 4 日，週三:  Scratch 2.0 簡易程式製作。 
（課堂三）7 月 5 日，週四:  Makey Makey 基本使用方法與簡易程式製作。 
（課堂四）7 月 6 日，週五:  Makey Makey 簡易程式製作。 

課程費用：已包含在澳門科學館 STEAM 課程 PASS 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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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ratch + Makey Makey 班」（八月上午班）（八月下午班） 
日期時間： 
八月上午班 10:30-12:00（8 月 13、14、15、16 日）； 
八月下午班 14:30-16:00（8 月 13、14、15、16 日）； 
活動總時數：6 小時  
活動地點： 澳門科學館 機械工房 
活動內容： 
Scratch 部分: 
Scratch 是麻省理工大學媒體實驗室於 2006 年發布的一套電腦程式開發平台，旨

在讓程式設計語言初學者不需先學習語言語法便能設計產品。開發者期望通過學

習 Scratch，啟發和激勵用戶在愉快的環境下經由操作（如設計互動故事）去學

習程式設計、數學和計算知識，同時獲得創造性的思考，邏輯編程，和協同工作

的體驗。 
Scratch 最終成品並非原始碼，而是所有角色的行為和結合。用戶可以將原始檔

案上傳至 Scratch 的遠端伺服器上以供分享。線上社群的成員可以自由下載該專

案的內容，來研究該專案的結構。除此之外，各成員可自由評論、標籤和「讚」

不同的專案以及發表和分享意見。 
 
Makey Makey 部分: 
Makey Makey 是由兩位 MIT 的博士生（現為 MIT 媒體實驗室 Lifelong 
Kindergarden 小組一員）所開發的小型電路板。它可以隨時隨地將任何東西變成

觸控板，並和網路連結，且不需要事先的設定和安裝。只要將它插進電腦的 USB 
孔，接著將另一端的夾子夾住可導電物品(如水果，金屬，泥膠等)，讓物品搖身

一變成為鍵盤或游標，就能夠藉由觸碰物品對電腦發送指令，控制程式活動。 
 
（課堂一）8 月 13 日，週一:  Scratch 2.0 基本使用方法與簡易程式製作。 
（課堂二）8 月 14 日，週二:  Scratch 2.0 簡易程式製作。 
（課堂三）8 月 15 日，週三:  Makey Makey 基本使用方法與簡易程式製作。 
（課堂四）8 月 16 日，週四:  Makey Makey 簡易程式製作。 

課程費用：已包含在澳門科學館 STEAM 課程 PASS 內 
 
小小演示實驗+奇異物質講解員（七月上午班）（七月下午班） 
日期時間： 
七月上午班 10:30-12:00（7 月 8、10 日）；10:30-12:30（7 月 11 日）； 
七月下午班 14:30-16:00（7 月 8、10 日）；14:30-16:30（7 月 11 日）； 
活動總時數：5 小時  
活動地點： 澳門科學館 會議中心 及 展覽廳 
活動內容： 
本館針對正在展出的奇異物質展招募小小科普講解員，本次特別加入小小演示實



2018 澳門科學館暑期活動詳細課程內容簡介(共 12 頁) 

 頁 7/12 
 

驗，讓小朋友們除了學習展品之科普知識及講解技巧外，還可以親身嘗試在科學

館內動手做實驗。 
（課堂一）7 月 8 日，週日： 
會學習到奇異物質展內的數件展品的特性及科普知識，並會學習到有關的講解技

巧。此外，亦會學習一個科普演示實驗。 
（課堂二）7 月 10 日，週二： 
會學習到奇異物質展內的數件展品的特性及科普知識，並會學習到有關的講解技

巧。此外亦會學習另一個科普演示實驗。第三堂將會分組於展覽中心內進行現場

實踐！ 
（課堂三）7 月 11 日，週三： 
首半小時將會為組員們重溫之前課堂知識以及作有關的講解或演示的修正；後一

小時將會分開 4 組向參觀者進行現場的展品講解及演示實驗！ 
課程費用：已包含在澳門科學館 STEAM 課程 PASS 內 
 
小小演示實驗+奇異物質講解員（八月上午班）（八月下午班） 
日期時間： 
八月上午班 10:30-12:00（8 月 4、6 日）；10:30-12:30（8 月 8 日）； 
八月下午班 14:30-16:00（8 月 4、6 日）；14:30-16:30（8 月 8 日）； 
活動總時數：5 小時  
活動地點： 澳門科學館 會議中心 及 展覽廳 
活動內容： 
本館針對正在展出的奇異物質展招募小小科普講解員，本次特別加入小小演示實

驗，讓小朋友們除了學習展品之科普知識及講解技巧外，還可以親身嘗試在科學

館內動手做實驗。 
（課堂一）8 月 4 日，週六： 
會學習到奇異物質展內的數件展品的特性及科普知識，並會學習到有關的講解技

巧。此外，亦會學習一個科普演示實驗。 
（課堂二）8 月 6 日，週一： 
會學習到奇異物質展內的數件展品的特性及科普知識，並會學習到有關的講解技

巧。此外亦會學習另一個科普演示實驗。第三堂將會分組於展覽中心內進行現場

實踐！ 
（課堂三）8 月 8 日，週三： 
首半小時將會為組員們重溫之前課堂知識以及作有關的講解或演示的修正；後一

小時將會分開 4 組向參觀者進行現場的展品講解及演示實驗！ 
課程費用：已包含在澳門科學館 STEAM 課程 PASS 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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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pha 機械人班」（七月上午班）（七月下午班） 

日期時間： 

七月上午班 10:30-12:00（7 月 13、14 日）； 
七月下午班 14:30-16:00（7 月 13、14 日）； 
活動總時數：3 小時  
活動地點： 澳門科學館 機械工房 
活動內容： 
介紹 Alpha 機械人的軟硬件，學習控制和編程，為機械人編製動作。 
（課堂一）7 月 13 日，週五：介紹軟硬件，學習控制和編程（兩人一組）。 
（課堂二）7 月 14 日，週六：進行練習及比賽（兩人一組）。 
課程費用：已包含在澳門科學館 STEAM 課程 PASS 內 
 
「Alpha 機械人班」（八月上午班）（八月下午班） 
日期時間： 

八月上午班 10:30-12:00（8 月 17、18 日）； 
八月下午班 14:30-16:00（8 月 17、18 日）；  
活動總時數：3 小時  
活動地點： 澳門科學館 機械工房 
活動內容： 
介紹 Alpha 機械人的軟硬件，學習控制和編程，為機械人編製動作。 
（課堂一）8 月 17 日，週五：介紹軟硬件，學習控制和編程（兩人一組）。 
（課堂二）8 月 18 日，週六：進行練習及比賽（兩人一組）。 
課程費用：已包含在澳門科學館 STEAM 課程 PASS 內 
 
雷射切割體驗班（七月上午班）（七月下午班） 

日期時間： 

七月上午班 10:30-12:00（7 月 15、16 日）； 
七月下午班 14:30-16:00（7 月 15、16 日）；  
活動總時數：3 小時  
活動地點： 澳門科學館 機械工房 
活動內容： 
雷射切割聽起來很高科技，實際上它的製成品可以說無處不在，透過深入淺出的

原理解說、操作體驗，以及簡單的繪圖教學，參加者可以了解雷射切割的應用方

法，將他們的構想快速實踐，製作出獨一無二的創意精品。本課程除了向參加者

介紹雷射切割技術並提供示範，參加者亦可組裝以雷射切割製作的科普套件，從

富趣味性的手作學習科學知識。 

（課堂一）7 月 15 日，週日：介紹雷射切割技術及示範。 
（課堂二）7 月 16 日，週一：製作以雷射切割製作的科普套件。 

課程費用：已包含在澳門科學館 STEAM 課程 PASS 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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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射切割體驗班（八月上午班）（八月下午班） 

日期時間： 
八月上午班 10:30-12:00（8 月 27、28 日）； 
八月下午班 14:30-16:00（8 月 27、28 日）；  
活動總時數：3 小時  
活動地點： 澳門科學館 機械工房 
活動內容： 
雷射切割聽起來很高科技，實際上它的製成品可以說無處不在，透過深入淺出的

原理解說、操作體驗，以及簡單的繪圖教學，參加者可以了解雷射切割的應用方

法，將他們的構想快速實踐，製作出獨一無二的創意精品。本課程除了向參加者

介紹雷射切割技術並提供示範，參加者亦可組裝以雷射切割製作的科普套件，從

富趣味性的手作學習科學知識。 

（課堂一）8 月 27 日，週一：介紹雷射切割技術及示範。 
（課堂二）8 月 28 日，週二：製作以雷射切割製作的科普套件。 

課程費用：已包含在澳門科學館 STEAM 課程 PASS 內 
 
「LEGO Wedo 2.0 班」（七月上午班）（七月下午班） 

日期時間： 
七月上午班 10:30-12:00（7 月 17、18、19、20 日）； 
七月下午班 14:30-16:00（7 月 17、18、19、20 日）； 
活動總時數：6 小時  
活動地點：七月上午班（澳門科學館機械工房）；七月下午班 （會議中心）  
活動內容： 
本課程旨在透過搭建色彩繽紛的樂高積木，配以簡單易用的樂高電子配件（馬達、

感應器、圖像化編程軟件及電子教材等），讓學生把科學科技知識帶進實際生活

裏，是一種「動手做」的學習經驗。學生能真正體會科學知識與實際生活中的連

結和享受學習中的點滴樂趣。 
（課堂一）7 月 17 日，週二：簡介 LEGO Wedo 2.0，組裝科學漫遊器。 
（課堂二）7 月 18 日，週三：學習拉力實驗並進行拉力比賽。 
（課堂三）7 月 19 日，週四：學習速度實驗並進行速度比賽。 
（課堂四）7 月 20 日，週五：按學生之能力分組並進行開放性實驗。 
課程費用：已包含在澳門科學館 STEAM 課程 PASS 內 
 
「LEGO Wedo 2.0 班」（八月上午班）（八月下午班） 
日期時間： 
八月上午班 10:30-12:00（8 月 20、21、22、23 日）； 
八月下午班 14:30-16:00（8 月 20、21、22、23 日）； 
活動總時數：6 小時  
活動地點： 澳門科學館 機械工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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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內容： 
此課在全球各地已開發為科學教育之應用程式課程，只要接上平板電腦，透過圖

形化的界面來探索有趣的科學實驗。另外，本課程旨在透過搭建色彩繽紛的樂高

積木，配以簡單易用的樂高電子配件（馬達、感應器、圖像化編程軟件及電子教

材等），讓學生把科學科技知識帶進實際生活裏，是一種「動手做」的學習經驗。

學生能真正體會科學知識與實際生活中的連結和享受學習中的點滴樂趣。 
（課堂一）8 月 20 日，週一：簡介 LEGO Wedo 2.0，組裝科學漫遊器。 
（課堂二）8 月 21 日，週二：學習拉力實驗並進行拉力比賽。 
（課堂三）8 月 22 日，週三：學習速度實驗並進行速度比賽。 
（課堂四）8 月 23 日，週四：按學生之能力分組並進行開放性實驗。 
課程費用：已包含在澳門科學館 STEAM 課程 PASS 內 
 
「3D 打印體驗班」（七月上午班）（七月下午班） 

日期時間： 
七月上午班 10:30-12:00（7 月 23、24 日）； 
七月下午班 14:30-16:00（7 月 23、24 日）； 
活動總時數：3 小時  
活動地點： 澳門科學館 機械工房  
活動內容： 
簡述 3D 打印技術之應用及其背後運作，親身體驗有關技術在設計零件上的應用

(如車輪、定風翼等)，並學會組裝屬於自己的 3D 玩具。 
（課堂一）7 月 23 日，週一：簡述 3D 打印技術之應用及其背後運作，設計屬

於自己的 3D 玩具。 
（課堂二）7 月 24 日，週二：繼續設計屬於自己的 3D 玩具，並測試實際效果。 
課程費用：已包含在澳門科學館 STEAM 課程 PASS 內 
 
「3D 打印體驗班」（八月上午班）（八月下午班） 
日期時間： 
八月上午班 10:30-12:00（8 月 24、25 日）； 
八月下午班 14:30-16:00（8 月 24、25 日）； 
活動總時數：3 小時  
活動地點： 澳門科學館 機械工房 
活動內容： 
簡述 3D 打印技術之應用及其背後運作，親身體驗有關技術在設計零件上的應用

(如車輪、定風翼等)，並會組裝屬於自己 3D 玩具。 
（課堂一）8 月 24 日，週五：簡述 3D 打印技術之應用及其背後運作，設計屬

於自己的 3D 玩具。 
（課堂二）8 月 25 日，週六：繼續設計屬於自己的 3D 玩具，並測試實際效果。 
課程費用：已包含在澳門科學館 STEAM 課程 PASS 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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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象工作坊（七月上午班）（七月下午班） 

日期時間： 
七月上午班 10:30-12:00（7 月 25、26 日）； 
七月下午班 14:30-16:00（7 月 25、26 日）； 
活動總時數：3 小時  
活動地點： 澳門科學館 會議中心  
活動內容： 
天氣瓶含不同化學成分，請參加者自行衡量個人體質，如對某種化學物品過敏，

有可能會引致生命危險；本活動材料含樟腦成分，有機會令葡萄糖－六－磷酸鹽

脫氫酵素缺乏症(G6PD,又稱蠶豆症)患者出現急性溶血反應，不建議患者參與。 
活動內容：介紹簡單的氣象知識，了解天氣變化的成因及大氣濕度的變化。 
實驗部份： 
天氣瓶：三種化學物質組成的透明溶液。外界溫度改變時，化學物質的結晶析出、

溶解速度有差異而造成的交互作用。而溫度的變化速與結晶的成長大小與結構有

關；這些因素造成瓶內現出不同型態的結晶，預報天氣的變化。 
天氣雞：濕度指示劑溶入顏料塗於物品上，濕度指示劑根據天氣濕度變化而吸收

大氣中的水份，發生顏色轉變，從而監察空氣濕度情況。 
（課堂一）7 月 25 日，週三：學習氣象知識及操作實驗－天氣瓶 
（課堂二）7 月 26 日，週四：學習氣象知識及操作實驗－天氣雞 
課程費用：已包含在澳門科學館 STEAM 課程 PASS 內 
 
氣象工作坊（八月上午班）（八月下午班） 

日期時間： 
八月上午班 10:30-12:00（8 月 10、11 日）； 
八月下午班 14:30-16:00（8 月 10、11 日）； 
活動總時數：3 小時  
活動地點： 澳門科學館 會議中心  
活動內容： 
天氣瓶含不同化學成分，請參加者自行衡量個人體質，如對某種化學物品過敏，

有可能會引致生命危險；本活動材料含樟腦成分，有機會令葡萄糖－六－磷酸鹽

脫氫酵素缺乏症(G6PD,又稱蠶豆症)患者出現急性溶血反應，不建議患者參與。 
活動內容：介紹簡單的氣象知識，了解天氣變化的成因及大氣濕度的變化。 
實驗部份： 
天氣瓶：三種化學物質組成的透明溶液。外界溫度改變時，化學物質的結晶析出、

溶解速度有差異而造成的交互作用。而溫度的變化速與結晶的成長大小與結構有

關；這些因素造成瓶內現出不同型態的結晶，預報天氣的變化。 
天氣雞：濕度指示劑溶入顏料塗於物品上，濕度指示劑根據天氣濕度變化而吸收

大氣中的水份，發生顏色轉變，從而監察空氣濕度情況。 
（課堂一）8 月 10 日，週五：學習氣象知識及操作實驗－天氣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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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二）8 月 11 日，週六：學習氣象知識及操作實驗－天氣雞 
課程費用：已包含在澳門科學館 STEAM 課程 PASS 內 
 
「VR/AR 體驗班」（七月上午班）（七月下午班） 

日期時間： 
七月上午班 10:30-12:30（7 月 30、31 日）； 
七月下午班 14:30-16:30（7 月 30、31 日）； 
活動總時數：4 小時  
活動地點： 澳門科學館 會議中心  
活動內容： 
簡述 VR 及 AR 技術之應用及其背後運作，親身體驗有關技術在學習及遊戲上之

應用，並學會組裝屬於自己的 Cardboard VR 眼罩。建議參加者需自備智能手機一

部並預先安裝 Google Cardboard 及 Google Expeditions 程式。 
（課堂一）7 月 30 日，週一：介紹 VR、 AR 技術，體驗 VR 世界及 AR 拼圖。 
（課堂二）7 月 31 日，週二：組裝 Cardboard VR 眼罩並進行虛擬教室。 
課程費用：已包含在澳門科學館 STEAM 課程 PASS 內 
 
「VR/AR 體驗班」（八月上午班）（八月下午班） 
日期時間： 
八月上午班 10:30-12:30（8 月 1、2 日）； 
八月下午班 14:30-16:30（8 月 1、2 日）； 
活動總時數：4 小時  
活動地點： 澳門科學館 會議中心  
活動內容： 
簡述 VR 及 AR 技術之應用及其背後運作，親身體驗有關技術在學習及遊戲上之

應用，並學會組裝屬於自己的 Cardboard VR 眼罩。建議參加者需自備智能手機一

部並預先安裝 Google Cardboard 及 Google Expeditions 程式。 
（課堂一）8 月 1 日，週三：介紹 VR、 AR 技術，體驗 VR 世界及 AR 拼圖。 
（課堂二）8 月 2 日，週四：組裝 Cardboard VR 眼罩並進行虛擬教室。 
課程費用：已包含在澳門科學館 STEAM 課程 PASS 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