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AM

科學、科技、工程、藝術及數學教育
無線遙控車

平衡車機械人

Remote Controlled Circuit Board Automobile

DIY Smart Balance Car

利用無線遙控裝置控制小車前進和退
後，讓學生了解無線電發射與接收、齒
輪的作用和無線遙控裝置的原理。本款
遙控車屬高難度挑戰，是一款訓練學生
動手能力和思考的教材。

這款平衡車跟不倒翁的原理相似，不同
之處是兩輪平衡車可以行走。平衡車以
輪軸為中心綫，輪軸下方有電動機和電
池，上方有T型架，下方的重量明顯比上
方重，重的一方就會一直向下，這就是
平衡車能平衡行走的原理。

ST-7

每套

ST-8A

完成品尺寸：約12cm x 8.5cm x 5.5cm

電動旋轉木馬

交通紅綠燈

Electric Carousel

DIY Traffic Light

最簡易的STEAM教材，適合低年級學
生，了解基本的機械構造原理，認識簡
單的電路。

最簡易的STEAM教材，適合低年級學
生，認識簡單的電路和電子零件。

ST-1

ST-2

每套

旗幟升降台

電動飛雪座

Banner Lift

Electric Snow Set

最簡易的STEAM教材，適合低年級學
生，了解橡皮筋傳動的方式。

當電荷聚集在某個物體上或表面時就形
成了靜電，透過製作飛雪座，了解靜電
的產生和原理。

ST-3

每套

ST-10

每套

每套

自動吹泡泡機
Automatic Bubble machine
讓學生認識機械物理學，這是一款小朋
友都非常喜歡的自動吹泡泡機，只要把
泡泡液放進泡泡機的儲存盒，然後裝上
電池，接通電源後泡泡機就會連續不停
的吹泡泡。
ST-9

每套

每套

完成品尺寸：約9.7cm x 8.8cm x 12.5cm

手搖發電組合
Hand crank power combination
通過手搖發電，把電力輸送給小燈座和
風扇，通電後，小燈座會亮燈，風扇亦
可轉動，發電機輸出率視乎手搖速度。
學習發電機原理、直流發電機的結構、
電的產生、電流、電壓、齒輪轉動等，
學習範圍廣，材料豐富，實用有趣。
ST-11

每套
小燈座

完成品尺寸：約 8.5cm x 14cm x 14cm

激光紅外線警報器
Laser Infrared Alarm

警報器由激光紅外線發射裝置與光線感
應觸發警報裝置組成，當有物體碰到激
光紅外線時，警報喇叭和警示燈便會啟
動。透過警報裝置，了解現實生活中的
防盜系統、紅外線中的單線對射布線和
多線對射布線的應用。學習光敏電阻、
可調電阻、三極管和控制電路的科學知
識。
ST-12

每套
激光紅外線
(現實中看不到的直線)

參考作品： 使用此原理
可創作更多有趣的手工。
完成品尺寸：約15cm x 15cm x 10.5cm

完成品尺寸：約8cm x 4.7cm x 10.4cm

完成品尺寸：約6.4cm x 4.7cm x 19cm

激光紅外線發射裝置
完成品尺寸：約10cm x 5.8cm x 9.2cm

手搖發電裝置

風扇

光線感應觸發警報裝置

完成品尺寸：約6.4cm x 7cm x 7cm(一邊)

電動滑翔飛機模型

電磁韆鞦

塗鴉機械人

電動坦克車

氣壓升降台

磁力懸浮筆

親手組合一架雙引擎滑行飛機，了解其
結構及組成的部份，研究飛機如何產生
動力，認識引擎的作用。此滑翔機模型
主要讓學生認識引擎，只能在地面上跑。

電磁千秋是利用電磁鐵與永久磁鐵互相
排斥而產生的搖擺動力。了解電磁力與
一般的永久磁鐵的分別，搜集日常生活
應用到電磁鐵的地方。

認識偏心裝置的組成和作用，利用偏心
裝置在旋轉運動時產生的震動，令機械
人在無須移動的情況下自由塗鴉。

學生平常較難會接觸坦克車，透明自行
組裝坦克車，了解坦克車的基礎知識，
了解履帶的作用和優點。裝履帶主是在
越野能力比車輪式的強，可以過矮牆，
爬坡能力也很好，這些是車輪式不能比
較的，讓學生思考面對不同的路程應該
使用的工具。

近年升降台在工地上的使用愈來愈廣
泛。讓同學認識這麼便捷的工具是甚麼
的原理。了解簡易升降台所應用的原理
和學習氣壓和液壓的相關知識。

終合磁場守恒定律，在磁場的作用下，
僅依靠筆尖作為接觸點，就可站立在筆
架上，神奇有趣。

Electric Glider

ST-4

每套

Electromagnetic Swing

ST-5

Graffiti Robot

ST-6

Electric Tank

每套

每套

ST-13

完成品尺寸：約16cm x 18.5cm x 9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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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品尺寸：約13.5cm x 6.5cm x 11cm

完成品尺寸：約18.5cm x 17.5cm x 7.3cm
顏色以實物為準

Pneumatic Lifting Platform

ST-14

Magnetic Suspension Pen

ST-15

每套

每套

每套

完成品尺寸：約15cm x 8cm x6.3cm

完成品尺寸：約8cm x 11cm x10cm

學生勞作教材有限公司 電話：2362 9090 傳真：2362 1241 電郵: info@diyshop.hk

完成品尺寸：約8cm x 4cm x1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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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科技、工程、藝術及數學教育
神奇的磁場

自製投籃器

Magical Magnetic Field

Basketball Shooting Machine

Hand Power Light

透過製作小玩意探討磁石正負極的原
理，各自產生的磁場皆影響對方並互相
施加作用力於對方，形成吸力和斥力。
當同學完成作品後，需要用手控制底部
的雪條棒移動碟上的物件，是一個訓練
手眼協調的有趣活動。

這是一個有趣的科技小實驗，由於物體
的運動原理−作用與反作用定律，橡皮
筋拉得越長，其反作用的運動越大，故
此投籃器會拋得越大力。讓學生認識作
用與反作用定律。

電是自然界本身就有的能量，發電機發
電的過程，只是把物體中的電粒子使其
動起來，形成電流和電壓，就產生了我
們生活中所使用的電。自己動手做的手
搖發電機，讓同學們了解電是如何產生
的，把手搖發電的基本裝置藏於紙碗
內，創作會發光的小精靈，實用有趣！

ST-16

ST-17

手搖發電小精靈

每套

每套

ST-18

每套

手搖發電機內部裝置
約7cm x 5cm x5.5cm

案頭小風扇

太陽系恆星模型裝置

能量轉換效率是指一個能量轉換設備所
輸出可利用的能量相對其輸入能量的比
值。輸出的可利用能量可能是電能、機
械功或是熱量。透過製作電風扇，認識
電能轉為動能的能量轉換。

DIY太陽系行星儀模型，集合探索、教
育、樂趣於一身。讓學生組裝自己的太
陽系行星儀模型！同時讓孩子在組裝過
程中體會到成就感和喜悅感，有助於孩
子創新思維能力的培養和智力的開發。

Small Fan

ST-19

Planetary Instrument

ST-21

每套

每套
30cm

原材料

套裝不包括裝飾配件，需額外選擇。
完成品尺寸：約7cm x 6.3cm x 13cm

機械電子積木

Electronic Block Kit

升級版

顛覆傳統的積木世界，將燈泡風扇等電子零件設計成一個個模
塊，通過用鈕扣快速連接，迅速拼砌組合成電燈、風扇、收音
機等電路功能，可以採用磁控光控鍵控聲控觸空重力控制振動
控制，紅外遙控等控制方法，簡單好玩，樂趣無窮，讓孩子愛
上發明！56片電子積木基礎版共有2088種組合，升級版124片
電子積木更可組合6688種拼法，適合高年級學生使用。
基礎版可組合電燈、風扇、收音機、光纖樹、手搖發電電路、
音樂門鈴、警報、迷宮挑戰、紅外綫遙控等。
升級版更可組合錄音電路、飛碟、手機播放、光纖傳輸、太陽
能板、探照燈、七彩星空、激光砲、火星車等。
ST-2A

基礎版

每套

ST-2B

升級版

每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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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版

可360度旋轉

顏色以實物為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