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VE 工程科技全接觸 – 可持續建築環境

SIV01

活 動 編 號及 名 稱

舉辦日期

主 題 及 內容

(活動時間)

實地認識香港綠色建築*

參觀擁有香港綠建環評 BEAM Plus 標準「鉑金級」的
希慎廣場以了解實地建築如何融入社區環境。
#綠色建築 #測量學

SIV02

01/11/2020 –
31/08/2021
(2.5 小時)

市區 · 更 · 新

參觀市區重建局的市區更新探知館，以加深學生對香

01/11/2020 –

港市區重建及社區融合的認識，更可在中環鬧市中體

31/08/2021

驗舊區住宅區環境及問題。

(3 小時)

#市區重建 #樓宇更新 #測量學

SIV03

體驗零碳生活

參觀建造業零碳天地，向學生展示及推廣低碳/零碳建
築設計及技術、智慧城市科技及低碳生活。
#業界參觀 #低碳生活 #屋宇裝備工程學

01/11/2020 –
31/08/2021
(1 小時)

活動地點

學生級別
(每班名額)

IVE 摩理臣山
及

S4 - S6

銅鑼灣

(20)

希慎廣場
IVE 摩理臣山
及

S4 - S6

中環市區更新

(20)

探知館

九龍灣

S4 - S6

零碳天地

(20)

STR04 萬丈高樓從地起
介紹房屋的建造方法及所需器材（例如：測量儀器）

01/11/2020 –

及利用簡單積 木製作樓宇 模型 ，認識樓 宇建造的 挑

31/08/2021

戰。

IVE 屯門

(2 小時)

S4 - S6
(20)

#建造技術 #建造管理學

STR05 社區樓宇 3D 設計*
繪製精美的 3D 立體設計圖，幫助學生了解當今建築業
界如何設計現代建築物，激活學生設計靈感。
#樓宇設計 #建築技術 #3D 設計 #建造管理學

26/10/2020 –
31/08/2021

IVE 屯門

(1 小時)

S5 - S6
(20)

STR06 樓宇齊檢測
認識樓宇檢測 的重要性， 介紹檢測期間 所使用的 儀

01/11/2020 –

器，例如紅外線熱像儀、電子濕度計及超聲波測漏槍

31/08/2021

等，從而親身體驗測量師的工作。

(2 小時)

IVE 青衣

S5 - S6
(25)

#驗樓 #樓宇醫生 #測量學

IVE 工程 高級文憑
課程資訊

*可以網上形式開辦
如欲以網上形式參與其他沒有標示的課程，請先與 IVE 工程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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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辦，如欲以網上形式參與其他沒有標示的課程，請先與 IVE 工程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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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E 工程科技全接觸 – 可持續建築環境
活 動 編 號及 名 稱

舉辦日期

主 題 及 內容

(活動時間)

活動地點

學生級別
(每班名額)

STR07 建築信息模擬(BIM)繪圖工作坊*
讓學生了解業界嶄新科技，介紹建築信息模擬(BIM)和

01/10/2020 –

基本電腦繪圖技巧。如參與實體課程，更可即場合作

31/08/2021

製造一個建築物紙模型。

IVE 青衣

(2 小時)

S4 - S6
(20)

#BIM #電腦繪圖 #紙模型#建築學

STR08 綠色校園大解構*
由專業綠建專才(BEAM Pro) 以 IVE(青衣)校舍作例子，

01/01/2021 –

講解何謂綠色建築及介紹香港綠建環評 BEAM Plus 標

31/08/2021

準，更可親身體驗環境工程師的工作。

IVE 青衣

(2 小時)

S4 - S6
(30)

#綠色建築 #環境工程

STR09 綠 · 惜創皂
透過工作坊讓學生認識如何廢物利用，了解回收循環再
造的重要，並介紹如何將回收煮食的廢油轉換成有用的
肥皂。學生除了可體驗製作過程，還可將自己的製成品
與家人分享。

01/01/2021 –
31/08/2021

IVE 青衣

(2 小時)

S4 - S6
(30)

#廢物再造 #環境工程

STR10 屋宇裝備 DIY 達人挑戰
學習屋宇裝備工程安全，分組體驗簡單屋宇電力裝置安
裝，加深對屋宇裝備的認識，加強團隊合作精神。
#電力裝置 #屋宇裝備工程學

01/10/2020 –
31/08/2021

IVE 屯門

(2 小時)

S4 - S6
(40)

STR11 屋宇設備設計及模擬*
利用建築信息模擬(BIM)，學生可嘗試設計屋宇的空氣

01/10/2020 –

調節、供水管道、電力、消防及排水系統等裝置，從

31/08/2021

而了解屋宇系統運行時所消耗的能量及設計概念。

IVE 屯門

(2 小時)

S4 - S6
(40)

#BIM #電腦繪圖 #屋宇裝備工程學

STR12 淺談家居：冷、熱、能
利用自製斯特林發動機模型作展示，讓學生了解室內環
境的製冷、供暖以及利用餘熱發電的原理。
#斯特林發動機 #屋宇裝備工程學

01/11/2020 –
31/08/2021
(1 小時)

IVE 沙田

S4 - S6
(20)

IVE 工程 高級文憑
課程資訊

*可以網上形式開辦
如欲以網上形式參與其他沒有標示的課程，請先與 IVE 工程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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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辦，如欲以網上形式參與其他沒有標示的課程，請先與 IVE 工程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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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E 工程科技全接觸 – 創新科技
活 動 編 號及 名 稱

舉辦日期

主 題 及 內容

(活動時間)

TTR01 輕鬆繪製房屋設計圖
繪製簡單的 2D 和 3D 設計圖，幫助學生明白現時建築
師設計建築物的創意來源及邏輯思維。
#建築科技 #建築設計 #立體設計 #建築科技及設計

活動地點

學生級別
(每班名額)

01/10/2020 –
31/08/2021

IVE 沙田

(1.5 小時)

S5 - S6
(20)

TTR02 物聯 ‧ 工程
加深學生對物聯網(IoT)相關技術發展趨勢瞭解及推廣
物聯網技術的重要性，促進物聯網技術競賽和物聯網技
術人才培育。
#IoT #世界技能大賽同等設備 #物聯網

15/01/2021 –
31/08/2021

IVE 黃克競

(1 小時)

S4 - S6
(25)

#電腦及電子工程

TTR03 光導纖維
利用光在纖維中以全內反射原理傳輸的光傳導工具，幫
助學生了解光纖的應用。完成活動後，光纖工具會給予
學生於日後自行作更多試驗。
#光傳導的應用體驗 #光速快到你唔信

01/10/2020 –
31/08/2021

IVE 沙田

(2 小時)

S4 - S6
(25)

#電腦及電子工程

TTR04 智能視覺物件追踪系統
認識「圖像傳感器」與 Arduino 結合的智能視覺系
統。學生透過可教的「圖像傳感器」學習檢測目標物體
進行追踪，以視覺系統控制及驅動機械組件轉向，認識
移動機械人視覺追踪目標物體位置的可靠性。

01/11/2020 –
31/08/2021

IVE 李惠利

(2 小時)

S2 - S6
(25)

#機械人視覺 #人工智能及機械人

TTR05 人面辨識初階
認識人面檢測與人面辨識的分別，如何運用開源庫於個
人電腦或單板機連接視像鏡頭建立人面/眼部辨識，同
時介紹如何建立人面/目標物件追蹤系統。
#初學者都玩得 #機械人視覺 #人臉檢測與識別

01/11/2020 –
31/08/2021

IVE 李惠利

(3 小時)

S2 - S6
(25)

#人工智能及機械人

TTR06 自建人面/物件追蹤系統
學習運用開源庫於單板機連接視像鏡頭建立人面/物件
辨識、鎖定、控制並加以追蹤。
註：選擇此課程前請先修畢「人面辨識初階」為佳

01/11/2020 –
31/08/2021

IVE 李惠利

(3 小時)

S2 - S6
(25)

#機械人視覺 #人臉檢測與識別 #人工智能及機械人

IVE 工程 高級文憑
課程資訊
*可以網上形式開辦
如欲以網上形式參與其他沒有標示的課程，請先與 IVE 工程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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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辦，如欲以網上形式參與其他沒有標示的課程，請先與 IVE 工程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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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E 工程科技全接觸 – 工程設計與基建

EIV01

活 動 編 號及 名 稱

舉辦日期

主 題 及 內容

(活動時間)

建造工程多面睇：青馬大橋、昂船洲大橋

及汀九橋*
讓學生了解大橋的建造過程及技術應用，欣賞世界知名
的青馬大橋、昂船洲大橋及汀九橋。

01/10/2020 –
31/08/2021
(1.5 小時)

#懸索吊橋 #斜拉橋 #導師專業講解 #土木工程

EIV02

探索新機電*

機電工程署總部大樓是香港綠色建築之一。透過參觀活
動，學生可認識能源效益及可再生能源科技。
#業界參觀 #能源效益 #電機工程 #機械工程學

EIV03

細看煤氣*

透過參觀活動，學生可認識燃氣理論、燃氣裝置安裝、
維修、投入運作等。
#業界參觀 #中華煤氣工程技術訓練中心 #機械工程學

EIV04

HAESL 推 · 動力

透過參觀 HAESL 廠房及設施，讓學生了解勞斯萊斯航
空發動機與零部件維修服務的檢修方式及流程
#業界參觀 #航空發動機 #機械工程學

ETR05 橋樑大解構
由專業工程師講解橋樑結構以及介紹世界上各大型橋樑
特色，再用積木創建橋樑進行比賽。
#鬥長鬥穩 #紀錄由你破 #橋樑 #土木工程

ETR06 迷你太陽能車製作*
認識基本電學原理，了解太陽能車的能源轉換技術及太
陽能車設計過程，提升學生「綠」能概念。
#太陽能 #電機工程

活動地點

青馬大橋、

S4 - S6

昂船洲大橋及

(30)

汀九橋

九龍灣

31/08/2021

機電工程署

(1.5 小時)

總部大樓

01/11/2020 –

北角

31/08/2021

中華煤氣工程

(2 小時)

技術訓練中心

01/12/2020 –
將軍澳 HAESL

(2 小時)
01/10/2020 –

IVE 青衣/

31/08/2021

IVE 屯門/

(1.5 小時)

IVE 摩理臣山

01/11/2020 –
31/08/2021
(1 小時)

(每班名額)

IVE 青衣、

01/11/2020 –

31/08/2021

學生級別

IVE 黃克競

S2 - S6
(30)

S4 - S6
(30)

S3 - S6
(25)

S4 - S6
(30)

S1 - S6
(30)

IVE 工程 高級文憑
課程資訊

*可以網上形式開辦
如欲以網上形式參與其他沒有標示的課程，請先與 IVE 工程聯絡。
Taster Menu_AY202021_R2

開辦，如欲以網上形式參與其他沒有標示的課程，請先與 IVE 工程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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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E 工程科技全接觸 – 工程設計與基建
活 動 編 號及 名 稱

舉辦日期

主 題 及 內容

(活動時間)

ETR07 玩轉電與力*
電能轉為其他能量的介紹，透過動動手製作一個簡單
的摩打而了解電能轉為動能的原理。
#電能 #能源效益 #電機工程

活動地點

01/11/2020 –
31/08/2021

IVE 黃克競

(1 小時)

學生級別
(每班名額)
S4 - S6
(25)

ETR08 自製機械獸
製作機械四足陸上動物，模仿動物步行時的形態。從

01/11/2020 –

製作四足步行機械過程中，學生可認識相關機

31/08/2021

械理論、模型構造和部件製作。

(1.5 - 2 小時)

IVE 青衣

S4 - S6
(25)

#四足機械動物 #連槓組合 #動力學 #機械工程學

ETR09 客制化腕錶
學生可自行設 計及裝嵌手 錶，利用測量 設備 設計 手
錶，令每隻手錶都獨一無二。而製成品亦可帶回家。
#一人一隻錶 #設計機械表 #機械工程學

ETR10 機械手編程
工作坊以四人一組，學習簡單機械手編程、連接及透過
設置輸送帶系統將物體有效地傳送到目的地。
#機械手 #機械工程學

ETR11 欣賞機械表
透過裝嵌和拆卸機械手錶零件，認識精密儀器檢視手錶
的方法，學習如何從設計師的角度來欣賞機械錶。
#檢測機械表 #每一秒都唔簡單 #機械工程學

01/12/2020 –
31/08/2021

IVE 李惠利

(6 小時)
01/12/2020 –
31/08/2021

IVE 李惠利

(3 小時)
01/12/2020 –
31/08/2021

IVE 李惠利

(2 小時)

S3 - S6
(20)

S3 - S6
(30)

S3 - S6
(20)

ETR12 逆向工程*
學生可以學習將任意小模型電子化，以掃描點雲(Point

01/10/2020 –

Cloud)製作 CAD 模型，並透過改變 CAD 模型參數重

31/08/2021

塑電子模型。

IVE 柴灣

(2 小時)

S4 - S6
(20)

#3D 掃描 #網格優化 #創建模型 #機械工程學

ETR13 平衡機械人*
學生可以組裝一個小型機械人，透過倒立擺系統使機械
人失去平衡時回復平衡，與朋友互相較量。
#陀螺儀 #機械人不倒翁 #機械工程學

01/10/2020 –
31/08/2021
(3 小時)

IVE 柴灣

S4 - S6
(20)

IVE 工程 高級文憑
課程資訊

*可以網上形式開辦
如欲以網上形式參與其他沒有標示的課程，請先與 IVE 工程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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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辦，如欲以網上形式參與其他沒有標示的課程，請先與 IVE 工程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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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E 工程科技全接觸 – 智能運輸
活 動 編 號及 名 稱

舉辦日期

主 題 及 內容

(活動時間)

MIV01 本地運油輪及碼頭運作多面體
讓學生走出課室，實地了解本地滑油船(L.O. Tanker)的
運作及碼頭運作。 參觀碼頭設施及了公司營運。
#業界參觀 #本地船隻 #香港物流 #海事科技

01/01/2021 –
31/08/2021
(3 小時)

活動地點

學生級別
(每班名額)

本地

S5 - S6

貨運物流公司

(20)

噴射飛航

S5 - S6

船塢及辦公室

(20)

MIV02 內河船的運作和發展
讓學生走出課室，實地了解香港內河船的運作和海上

01/01/2021 –

生活及工作時間。 參觀船廠設施及運作，了解內河船

31/08/2021

的前景。

(3 小時)

#業界參觀 #內河船 #海事科技

MTR03 投入海上小旅途，晉身船長大任務
透過操控「大 型船舶模擬 操縱系統」來 體驗以「 船

01/01/2021 –

長」身分去達 成指定任 務 ，從而增加參 加者的自 信

31/08/2021

屯門

S4 - S6

心。通過導師對行業的介紹及參觀學院，讓學生可了

(2.5 小時)

海事訓練學院

(20)

解成為海事專才之途徑及行業發展。
#成隻船你揸 fit #模擬操縱 #海事科技

MTR04 汽車工程知多少*
電動車之認識，學習多種新能源汽車系統，了解其結
構、部件和運作模式。診斷混合動力汽車故障、及了
解車輪定位檢查和正確的前輪定位技巧。了解車輛動
態模擬軟件對各系統的設計、配合和調校的重要性。

01/10/2020 –
31/08/2021
(2 小時)

IVE 青衣

S4 - S6
(20)

#汽車實務及科技體驗 #汽車工程

IVE 工程 高級文憑
課程資訊

*可以網上形式開辦
如欲以網上形式參與其他沒有標示的課程，請先與 IVE 工程聯絡。
Taster Menu_AY202021_R2

開辦，如欲以網上形式參與其他沒有標示的課程，請先與 IVE 工程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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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E 工程科技全接觸 – 智能運輸
活 動 編 號及 名 稱

舉辦日期

主 題 及 內容

(活動時間)

活動地點

學生級別
(每班名額)

MTR05 機場全體驗
介紹模擬機場 中央控制中 心 的日常運作 包括航班 資
料、跑道、停機坪。體驗模擬飛行駕駛艙提供模擬的

01/11/2020 –

駕駛訓練，學習專業航空術語，模仿與機場控制塔溝

31/08/2021

通。

IVE 屯門

(1.5 小時)

S4 - S6
(20)

#模擬機場中央控制中心 #模擬飛行駕駛艙 #飛行員
#航空學

MTR06 飛機運作全面睇
介紹飛機飛行原理包括飛行力學、翼面設計及飛機系
統等。導師會利用飛行控制系統中鋼纜等機械裝置，

01/11/2020 –

配合模擬飛機駕駛艙的機器，讓學生明白飛機維修和

31/08/2021

航空學的關係。

IVE 青衣

(2 小時)

S4 - S6
(25)

#衝上雲霄 #仿照真機場的設備 #飛機維修工程
#航空學

MTR07 飛機工程工作坊
透過真實飛機展示，介紹飛機飛行原理及相關系統與
結構。
#飛機結構介紹 #認識飛機基本結構及飛行原理

01/11/2020 –
31/08/2021

IVE 青衣

(1 小時)

S4 - S6
(20)

#飛機維修工程

MTR08 無人機航拍及編程
操作迷你無人機在室内飛行及進行航拍，並學習入門

01/11/2020 –

編製無人機編程。透過無人機操作學生可體驗飛行樂

31/08/2021

趣。

(2 小時)

IVE 屯門

S4 - S6
(20)

#無人機 #航拍 #航空學

IVE 工程 高級文憑
課程資訊

*可以網上形式開辦
如欲以網上形式參與其他沒有標示的課程，請先與 IVE 工程聯絡。
Taster Menu_AY202021_R2

開辦，如欲以網上形式參與其他沒有標示的課程，請先與 IVE 工程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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