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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澳門科學館暑期活動(章程)-線上課程 

 

本年增設線上暑期活動, 參加者可選擇參加館內課程或在家參與由澳門科學館舉辦的線

上課程(Zoom 網上直播及 Youtube 限時非公開影片)。 

**部份線上課程可提供租借套件服務 

 

課程 

1. Tello Edu 無人機編程 -線上課程…………………………………………..………..….……P. 2 

2. LEGO®Education SPIKETMPrime -線上課程……………………………..………….……P. 3 

3. LEGO®Education WeDo 2.0 -線上課程 …………………………….………….………...P. 4 

4. Micro:bit - 線上課程………………………………………………………….…....… ………...P. 5 

5. 百變鏡面 - 線上課程………...………………………..…..…………..….….… ..………..…...P. 6 

 

報名 

⚫ 網上報名由即日起至 2020 年 7 月 21-27 日 15:00 

⚫ 上述所有課程不接受電話及電郵報名。 

⚫ 報名連結請至澳門科學館網頁 www.msc.org.mo 

 

錄取 

⚫ 單一課程租借/購買套件之人數超出上限, 將採以「抽籤」方式, 錄取及後補名單將

於 2020 年 7 月 28 日於澳門科學館網頁公告。 

⚫ 被錄取者(租借/購買套件)請於 2020 年 7 月 28 日-2020 年 8 月 1 日前往澳門科

學館大堂支付有關費用並領取材料包/套件，支付方式僅限現金。Zoom 網上教學

及 youtube 限時非公開教學之連結將以訊息傳送。 

⚫ 未有如期付費及領取材料包/套件者, 將視為放棄或無效, 名額由後補者補上。 

 

暑期活動 

2020 澳門科學館暑期活動畢業禮訂於 8 月 31 日, 歡迎學員及家長出席參與, 活動時間及

詳情另行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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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lo Edu 無人機編程 

授課語言：粵語 

 

簡介：無人機技術結合了遙

距控制、飛控算法、空氣動

力以及編程等多領域技術，

讓操作者能操控無人機在天

際翱翔。課程內容為初步認

識 Scratch 及透過指令和遙

控去控制無人機做出不同的

行動，透過完成不同任務了

解編程、數學及物理原理及無人機各項特性。此外，DJI 亦開始推出 Tello Edu 可編程無人

機的比賽項目，學員有機會參加相關比賽，提高學員的學習可持續性。 

 

日期/時間： 17-28/08 (逢星期一至五, 10:30-12:30) 

線上課程 ：Zoom 網上教學及 youtube 限時非公開教學 

課程時數：2 小時/堂 (總時數：20 小時) **Zoom 網上教學與館內課程同時進行 

對象：9 歲或以  

課程費用：MOP1,080.00 (金額已包含 Tello Edu 無人機 MOP 1,030.00; 上限 100 人) 

 

**完成課程考核後可獲 DJI 認可之 Tello EDU 證書。 

（澳門科學館是港澳唯一 DJI 授權發出認可證書之機構） 

**課程考核日期需視參加者人數而定, 詳情將另行公佈。 

**參加者須於 28/07/2020 – 01/08/2020 期間前往澳門科學館領取 Tello Edu 無人機並 

繳交費用(本課程僅收現金); 逾期未領取者視為放棄，名額由後補者遞補； 

**Tello Edu 無人機為非租借形式，使用後無須歸還;  

**zoom 網上教學與館內課程同步進行 

**開設課程專用 whatspp 群組，課程期間之相關教材及資訊將透過群組發佈 

 

 

 

 

 

線上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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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O®Education  

SPIKETMPrime   授課語言：粵語 

 

簡介：SPIKETMPrime 為 2019 年的

STEAM 教育新產品，定位為 WeDo2.0

到 EV3 的中間階段，適合 10 歲或以上

的學生。參加者可租借澳門科學館提供

的 SPIKETMPrime 在家線上學習。 

 

日期及時間：03-07/08 (星期一至五) 10:30-11:30 

線上課程：Zoom 網上教學及 youtube 限時非公開教學 

課程時數：1 小時/堂, 共 5 堂 (總課時:5 小時) **Zoom 網上教學與館內課程同時進行 

對象：10 歲或以上;   

課程費用：MOP50.00 (不包含 SPIKETMPrime 套件)  

套件租借：按金 MOP5,000.00（每人只限一套，上限 15 套, 如租借人數超出上限, 將採

以抽籤方式） 

 

**非租借套件者須於 01/08/2020 前支付 MOP50.00, 支付方式銀行轉賬（賬號會以短訊

寄予錄取名單之家長）。繳費後請於 2020 年８月１日 23:59 前把電子檔收據連同資料

（學員姓名、課程名稱及聯絡手機號碼）電郵至 activity@msc.org.mo 以作確認。  

**租借套件者須於 28/07/2020 – 01/08/2020 期間前往澳門科學館領取 SPIKETMPrime 套

件並繳交費用(僅收現金); 逾期未領取者視為放棄，名額由後補者遞補； 

**租借期由領取日起至 16/08/2020; 租借人須於歸還限期內攜同按金收據正本、租借協議

書正本及 LEGO® Education SPIKE™️Prime 套件到澳門科學館辦理歸還及按金退還手續。

有關套件租借, 請參考本章程 P.09 LEGO® Education SPIKE™️Prime 套件租借 

**開設課程專用 whatspp 群組，課程期間之相關教材及資訊將透過群組發佈 

**主辦方澳門科學館不提供 iPad 及軟體載具，使用者需自備 iPad 及自行下載教學軟體 

（https://education.lego.com/en-us/downloads/spike-prime/software） 

 

 

 

線上課程 

https://education.lego.com/en-us/downloads/spike-prime/softw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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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O®Education 

WeDo 2.0  授課語言：粵語 

 

簡介： WeDo 2.0 在國外常被作為

程式、科學與 STEM 教育的 Maker

工具，並在 2016 年得到了 Best of 

CES Awards。是樂高教育程式機器

人產品中， 屬於中間(Primary)等級(7＋)的 STEM 教育產品。參加者可租借澳門科學館提

供的 WeDo 2.0 在家線上學習。 

 

日期及時間：10-11 及 14/08(逢星期一、二、五) 10:30-11:30 

線上課程：Zoom 網上教學及 youtube 限時非公開教學 

課程時數：１小時/堂, 共 3 堂 (總課時:3 小時) **Zoom 網上教學與館內課程同時進行 

對象：7-9 歲,   

課程費用：MOP50.00 (不包含 WeDo 2.0 套件)  

套件租借：按金 MOP3,000.00（每人只限一套, 上限 15 套, 如租借人數超出上限, 將採

以抽籤方式） 

 

**非租借套件者須於 01/08/2020 前支付 MOP50.00, 支付方式銀行轉賬（賬號會以短訊

寄予錄取名單之家長）。繳費後請於 2020 年８月１日 23:59 前把電子檔收據連同資料

（學員姓名、課程名稱及聯絡手機號碼）電郵至 activity@msc.org.mo 以作確認。  

**租借套件者須於 28/07/2020 – 01/08/2020 期間前往澳門科學館領取 WeDo 2.0 套件並

繳交費用(本課程僅收現金); 逾期未領取者視為放棄，名額由後補者遞補； 

**套件租借期由領取日起至 16/08/2020; 租借人須於歸還限期內攜同按金收據正本、套件

租借協議書正本及 LEGO® Education WeDo 2.0 套件到澳門科學館辦理歸還及按金退還手

續。有關套件租借, 請參考本章程 P.10 LEGO® Education WeDo 2.0 套件租借 

**開設課程專用 whatspp 群組，課程期間之相關教材及資訊將透過群組發佈 

**主辦方澳門科學館不提供 iPad 及軟體載具，使用者需自備 iPad 及自行下載教學軟體

(https://education.lego.com/en-us/downloads/wedo-2/software）。 

 

 

 

 

線上課程 

https://education.lego.com/en-us/downloads/wedo-2/softw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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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ro:bit  授課語言：粵語 
 

簡介：micro:bit 是一套專屬給孩子學習程式

的工具，目前全世界已有超過一百萬學生正

在用 micro:bit 來學習編成與多元的 STEM

創作！學習 micro:bit 基礎, 尋跡小車, IoT

套件使用。 

(課程結束後 micro:bit 主板歸學員所有) 

 

日期及時間：03-12/08 (逢星期一、三) 10:30-12:30 (與館內課程 micro:bit A 班同步) 

17-26/08 (逢星期一、三) 10:30-12:30 (與館內課程 micro:bit B 班同步) 

線上課程：Zoom 網上教學及 youtube 限時非公開教學 

課程時數：２小時/堂, 共 4 堂 (總課時:8 小時) **Zoom 網上教學與館內課程同時進行 

對象：9-12 歲, 上限 20 人 

課程費用：MOP50.00  (不包含 micro:bit 主板及套件) 

套件租借：按金 MOP1,850.00/組（每人只限一組(一組含 4 副套件), 上限 20 組） 

如租借人數超出上限, 將採以抽籤方式;  Micro:bit 主板須另外購買(MOP150.00)。 

 

**非租借套件者須於 01/08/2020 前支付 MOP50.00, 支付方式銀行轉賬（賬號會以短訊

寄予錄取名單之家長）。繳費後請於 2020 年８月１日 23:59 前把電子檔收據連同資料

（學員姓名、課程名稱及聯絡手機號碼）電郵至 activity@msc.org.mo 以作確認。  

**租買套件者須於 28/07/2020 – 01/08/2020 期間前往澳門科學館領取 micro:bit 主板

micro:bit 套件並繳交費用(本課程僅收現金); 逾期未領取者視為放棄，名額由後補者遞補； 

**套件租借期由領取日起至 30/08/2020; 租借人須於歸還限期內攜同按金收據正本、套件

租借協議書正本及 micro:bit 套件到澳門科學館辦理歸還及按金退還手續。有關套件租借, 

請參考本章程 P.11 Micro:bit 套件租借; 

**開設課程專用 whatspp 群組，課程期間之相關教材及資訊將透過群組發佈; 

**主辦方澳門科學館不提供 iPad 及軟體載具，使用者需自備 iPad 及自

行下載教學軟體（https://makecode.microbit.org/）。 

 

 

線上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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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變鏡面 授課語言：粵語 
 

簡介：童話世界中常說“魔鏡魔鏡”，

鏡子真的藏有魔法嗎？鏡子在我們日

常生活中應用廣泛，讓我們透過認識光

與鏡子的關係：利用藍曬、百變萬花筒、

窺探潛望鏡、遙遠旳望遠鏡等工作坊，

對鏡子進行科學探索。 

 

 

日期及時間：10、12、14、16/08 (星期一、三、五、日) 10:30-11:30 

線上課程：Zoom 網上教學及 youtube 限時非公開教學 

課程時數：1 小時/堂, 共 4 堂 (總課時:4 小時) **Zoom 網上教學與館內課程同時進行 

對象：8-12 歲, 上限 50 人 

課程費用：MOP130.00 (金額已包含材料費 MOP80.00) 

 

**百變鏡面線上課程不包含「藍曬」課堂內容; 

**如報名人數超出上限, 將採以抽籤方式; 

**參加者須於 28/07/2020 – 01/08/2020 期間前往澳門科學館領取百變鏡面材料包並 

繳交費用(本課程僅收現金); 逾期未領取者視為放棄，名額由後補者遞補； 

**材料包為非租借形式，使用後無須歸還; 

**開設課程專用 whatspp 群組，課程期間之相關教材及資訊將透過群組發佈 

 

 

 

 

 

 

 

線上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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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課 

學員因下列情況遲到或缺席，不視作缺勤。上課期間如天氣情況轉壞，將會隨時終止

活動，以策安全。 

雷暴警告信號 

• 館內及線上活動照常上課，唯家長可自行決定子女是否上課。 

• 當信號在生效，戶外陸上活動暫停；信號除下，且在安全的情況下，活動可恢復

進行，唯家長可自行決定子女是否上課。 
 

暴雨警告信號 

• 館內及線上活動照常上課，唯家長可自行決定子女是否上課。 

• 戶外陸上活動停課，學員不需前往上課地點。 
 

熱帶氣旋信號 1 號或 3 號風球 

• 館內活動：當 1 號或 3 號風球在懸掛時，照常上課；唯家長可自行決定子女是

否上課。 

• 線上活動：照常上課。 
 

熱帶氣旋信號 8 號風球或以上 

• 當在上午 6:30 或以後懸掛，所有館內活動全日停課。 

• 8 號風球懸掛前 2 小時，所有館內活動中止，學員不需前往上課地點。 

• 線上活動：Youtube 限時非公開課程如常, zoom 網上直播視情況而定。 
 

特別酷熱天氣 

• 氣象局在下午 5:30 預計翌日出現最高氣溫達攝氏 38 度或以上，翌日戶外活動

停止。館內及線上活動家長可自行決定子女翌日是否前往上課。 

• 氣象局在下午 5:30 預計翌日將出現最高氣溫達攝氏 40 度或以上，所有活動翌

日全部停止 
 

活動須知 

• 所有選報的班別一經成功繳費，不作退班及調班申請; 

• 參加者退出或不出席全部或部份活動，有關費用均不獲退還; 

• 凡館內活動，參加者必須出示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衛生局的＂澳門健康碼＂（或

澳門註冊醫生簽署的健康證明），及現場測量體溫，以確認參加者的個人健康狀

況適宜參加有關活動; 

• 館內活動期間，參加者必須全程配帶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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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辦機構有權禁止未能出示健康碼(或健康證明)之參加者、或其個人健康狀況不

佳(如發燒)之參加者進入館內。 

主辦機構之權利 

• 因不可抗力原因或報名人數不足，所取消的班別，有關費用可獲退還；所有退還

費用將以現金交付。取消班別通知發出後，若於規定期限內未有辦理相關手

續，有關費用不予退還; 

• 因不可抗力原因而取消的館內課堂，主辦機構將視乎情況於 2020 年 8 月 31 日

前安排課堂補課，如未能安排補課之課堂，有關費用可獲退還。取消課堂通知

發出後，若於規定期限內未有辦理相關手續，有關費用不予退還; 

• 主辦機構保留最終解釋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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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O® Education SPIKE™️Prime 套件租借 

（參加暑期活動 SPIKE™️Prime 線上課程者適用） 

 

1. 參加澳門科學館暑期活動樂高教育 SPIKE™️Prime 線上課程，須租用 

LEGO® Education SPIKE™️Prime 教具乙套，以於線上授課時使用。 

 

 2. 領取套件時，參加者及主辦方須檢查及確認： 

⚫ LEGO® Education SPIKE™️Prime 套件之零件數量完整； 

⚫ LEGO® Education SPIKE™️Prime 套件之微電腦、摩打、傳感器皆運作正常； 

 

  3. 租借期為領取起至 2020 年 8 月 16 日；並須繳付按金澳門元 5,000.00 元正。 

 

4. 主辦方澳門科學館不提供 iPad 及軟體載具，使用者需自備 iPad 及自行下載教學軟 

體（SPIKE™️LEGO® Education）。下載教學軟體請掃瞄二維碼： 

 

 

 

 

5. 套件歸還須知： 

租借人須於歸還限期內攜同按金收據正本、套件租借協議書正本及 LEGO® Education  

SPIKE™️Prime 套件到澳門科學館辦理歸還及按金退還手續。 

⚫ 如期歸還且套件之零件數量完整及運作正常者，所繳付之按金將全額退還。 

⚫ 逾期歸還者，逾期 1 天歸還將扣除按金 20%；逾期 2 天歸還將扣除按金 50%；

逾期 3 天歸還將扣除按金 80%；逾期 4 天或以上，按金將不獲發還。 

⚫ 若套件有缺失或有嚴重損毀之部分，將按下表扣除款項，費用如下： 

微電腦 Large Hub 每   件 MOP4,100.00 

大摩打 Large Angular Motor 每   件 MOP680.00 

中摩打 Medium Angular Motor   每   件 MOP620.00 

距離傳感器 Distance Sensor   每   件 MOP660.00 

色彩傳感器 Color Sensor   每   件 MOP480.00 

力學傳感器 Force Sensor 每   件 MOP430.00 

其他零件 Small Pieces 每 10 件 MOP50.00 (少於 10 件亦作 10 件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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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機構澳門科學館保留最終解釋權。 

 

LEGO® Education WeDo 2.0 套件租借 

（參加暑期活動樂高教育 WeDo 2.0 上課程者適用） 

 

1. 參加澳門科學館暑期活動樂高教育 WeDo 2.0 線上課程，須租用 

LEGO®Education WeDo 2.0 教具乙套，以便於線上授課時使用。 

 

 2. 領取套件時，參加者及主辦方須檢查及確認： 

⚫ LEGO® Education WeDo 2.0 套件之零件數量完整； 

⚫ LEGO® Education WeDo 2.0 套件之微電腦、摩打、傳感器皆運作正常； 

 

  3. 租借期為領取起至 2020 年 8 月 16 日；並已繳付按金澳門元 3,000.00 元正。 

 

4. 主辦方澳門科學館不提供 iPad 及軟體載具，使用者需自備 iPad 及自行下載教學軟 

體（WeDo 2.0）。下載教學軟體請掃瞄二維碼：  

 

 

5. 套件歸還須知： 

租借人須於歸還限期內攜同按金收據正本、套件租借協議書正本及 LEGO® Education  

WeDo 2.0 套件到澳門科學館辦理歸還及按金退還手續。 

⚫ 如期歸還且套件之零件數量完整及運作正常者，所繳付之按金將全額退還。 

⚫ 逾期歸還者，逾期 1 天歸還將扣除按金 20%；逾期 2 天歸還將扣除按金 50%；

逾期 3 天歸還將扣除按金 80%；逾期 4 天或以上，按金將不獲發還。 

⚫ 若套件有缺失或有嚴重損毀之部分，將按下表扣除款項，費用如下： 

微電腦 (俗稱:電池盒) Smarthub 2 i/o  每   件 MOP1,300.00 

摩打 Medium Motor    每   件 MOP580.00 

傳感器  

Motion Sensor / Tilt Sensor 

每   件 MOP580.00 

其他零件 Small Pieces 每 10 件 MOP50.00 (少於 10 件亦作 10 件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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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機構澳門科學館保留最終解釋權。 

 

 

Micro:bit 套件租借 

（參加暑期活動 Micro:bit 線上課程者適用） 

 

1. 參加澳門科學館暑期活動 Micro:bit 線上課程，須租用 Micro:bit 套件乙套，以便

於線上授課時使用。 

 

 2. 領取套件時，參加者及主辦方須檢查及確認： 

⚫ Ring:bit Car v2 for micro:bit； 

⚫ Ring:bit Car Accessories； 

⚫ Micro:bit Smart Home kit 

⚫ Micro:bit Smart science IoT kit 

 

  3. 租借期為領取起至 2020 年 8 月 30 日；並已繳付按金澳門元 1,850.00 元正。 

 

4. 主辦方澳門科學館不提供 iPad 及軟體載具，使用者需自備電腦及自行下載教學軟 

體（https://makecode.microbit.org/）。 

 

 

5. 套件歸還須知： 

租借人須於歸還限期內攜同按金收據正本、套件租借協議書正本及 Micro:bit 套件到 

澳門科學館辦理歸還及按金退還手續。 

⚫ 如期歸還且套件之零件數量完整及運作正常者，所繳付之按金將全額退還。 

⚫ 逾期歸還者，逾期 1 天歸還將扣除按金 20%；逾期 2 天歸還將扣除按金 50%；

逾期 3 天歸還將扣除按金 80%；逾期 4 天或以上，按金將不獲發還。 

⚫ 若套件有缺失或有嚴重損毀之部分，將按下表扣除款項，費用如下： 

內容 價格(澳門幣) 

Ring:bit car v2 for micro:bit 

Ring:bit 擴展板 每  件 MOP75.00 

360 度數字舵機 每  件 MOP55.00 

專用零件(亞克力件、方向輪、電路板) 每  件 MOP55.00 

Ring:bit Car Accesso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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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線寬壓超聲波（EF04089） 每  件 MOP60.00 

巡線模塊; LED 模塊 每  件 MOP70.00 

Micro:bit Smart Home Kit 

3V 感測器擴展板 每  件 MOP100.00 

專用電子積木 (包括碰撞電子積木；TMP36 溫度感測器；

彩虹 LED；類比噪音感測器；光強感測器；土壤濕度感測

器；繼電器；馬達) 

每  件 MOP50.00 

水泵 每  件 MOP50.00 

電池盒 每  件 MOP20.00 

Micro:bit smart science IoT kit 

IoT:bit 每  件 MOP240.00 

BME280 溫濕度模組 每  件 MOP90.00 

PIR 人體紅外感測器 每  件 MOP55.00 

光線感測器 每  件 MOP70.00 

雜訊感測器; 水位感測器; 土壤濕度感測器; 超聲波模組 每  件 MOP50.00 

灰塵感測器 每  件 MOP100.00 

其他 

OLED 螢幕 每  件 MOP95.00 

180 度舵機 每  件 MOP55.00 

主辦機構澳門科學館保留最終解釋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