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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級 主題 活動 
價目

(HK$) 

訂購數量 

中文版 英文版 

一年級 感官 做創客/STEMaker 紙盤動畫/Animation device  $11   

二年級 餘暇生活 學編程 電子個人名牌(micro:bit)  $10  n/a 

二年級 玩具 齊科探  磁鐵的特性  $28  n/a 

二年級 玩具 做創客/STEMaker 紙杯機械人/Paper cup robot  $21   

二年級 玩具 做創客/STEMaker 磁力賽車/Magnetic race  $15   

二年級 玩具 做創客 自製玩具車 $10  n/a 

二年級 天氣 齊科探  太陽和影子的關係 $18  n/a 

二年級 天氣 做創客 自製風向儀 $12  n/a 

二年級 中華文化 齊科探  堅固的牆 $8  n/a 

二/四年級 地球 學編程 指南針(micro:bit) $10  n/a 

二年級 中華文化 做創客 自製風箏 $5  n/a 

三年級 熱 做創客 自製保温袋 $56  n/a 

三年級 熱 做創客/STEMaker 太陽爐/Solar oven $55   

三年級 交通  做創客/STEMaker 神奇的紙橋/ Amazing paper bridge  $10   

三年級 環保 齊科探  果皮吸濕效能 $16  n/a 

三年級 環保 做創客/STEMaker 

堅固的紙凳/Hard paper chair  

*材料包只是作活動前的小實驗之用，製作紙凳的 A4廢

紙是由學生預備。 

$7   

四年級 健康 齊科探/Science explorer 妙取澱粉/Starch extraction  $15   

四年級 健康 齊科探/Science explorer 妙取蛋白質/Protein extraction  $30   

四年級 健康 齊科探  自製芝士 $5  n/a 

四年級 健康 做創客/STEMaker 手工肥皂/Handmade soap  $32   

四年級 水  齊科探/Science explorer 肥皂船/Soap boat  $23   

四年級 水  做創客/STEMaker 潛水艇/Submarine $21   

四年級 水  做創客  濾水器 $55  n/a 

四年級 地球 做創客 地震儀 $8  n/a 

四年級 空氣 齊科探/Science explorer 小小滑翔機/Paper glider  $18   

四年級 空氣 齊科探/Science explorer 超級回力鏢/Super boomerang  $8   

四年級 空氣 做創客/STEMaker 空氣炮/Air gun $8   

四年級 空氣 做創客/STEMaker 雞蛋軟着陸/Egg drop lander  $23   

五年級 光  齊科探  鏡與像 $18  n/a 

五年級 光  做創客 潛望鏡 $18  n/a 

五年級 光  做創客/ STEMaker 神奇萬花筒/Amazing kaleidoscope  $36   

五年級 光  做創客/STEMaker 紙盒照相機/Pinhole camera  $38   

五年級 光  做創客/STEMaker 實物投影機/Opaque projector  $37   

材料包訂購表格 
請填妥下列訂購表格，傳真至本公司。 

傳真號碼︰2811 9709     

查詢電話︰3181 0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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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級 主題 活動 
價目

(HK$) 

訂購數量 

中文版 英文版 

五年級 聲音 齊科探/Science explorer 嗡嗡風火輪/Button on a string  $13   

五年級 聲音 齊科探/Science explorer 超級聽筒/ Cup telephone  $28   

五年級 聲音 齊科探/Science explorer 雨聲棒/Rain stick  $22   

五年級 聲音 做創客 自製護耳罩 $40  n/a 

五年級 聲音 做創客 手機揚聲器 $5  n/a 

五年級 聲音 學編程 水果鋼琴(micro:bit) $48  n/a 

五年級 聲音 學編程 百變創意小樂器(micro:bit) $10  n/a 

五年級 聲音 做創客 自製吸管排笛 $7  n/a 

五年級 電 齊科探  設計電路開關 $16  n/a 

五年級 電 齊科探  磁力的強弱 $31  n/a 

五年級 電 齊科探/Science explorer 磁力小火車/Magnetic train  $38   

五年級 電 做創客/STEMaker 輕鬆過電關/Buzz wire    $38   

五年級 電 做創客/STEMaker 智能答題器/Smart clicker  $36   

五年級 電 做創客/ STEMaker 蔬果電池/Homemade battery  $36   

五年級 植物 齊科探/Science explorer 
妙取香蕉 DNA/Extracting DNA from 

bananas  
$16   

五年級 環保 做創客 太陽能玩具車 $48  n/a 

六年級 能量轉換  齊科探  塑膠箭發射器 $5  n/a 

六年級 能量轉換  做創客/STEMaker 投射器/Catapult  $18   

六年級 能量轉換  做創客/STEMaker 橡皮圈動力船/Elastic band powered boat  $10   

六年級 能量轉換  做創客/STEMaker 彈珠過山車/Marble roller coaster  $30   

六年級 簡單機械 齊科探/Science explorer 平衡桿吊飾/Hanging mobile  $10   

六年級 太空 齊科探  太陽系模型 $32  n/a 

六年級 太空 做創客/STEMaker 氣球穿梭機/Balloon rocket  $30   

 

註︰ 

 

1) 所有材料包均不包括 micro:bit 電路板。 

2) 以上價目有效期至 2021 年 7 月 31 日。 

3) 最少訂購 20 份。(以一項及一個版本計) 

4) 本公司收到 貴校的訂購表格，將於五個工作天內處理。訂單確認後，將於四至六星期內安排送貨。材料包的製作時間最少為一個月，敬請留意！ 

5) 訂單一經確認後，恕不能取消。 

6) 培生保留隨時修訂上述產品/服務以及修訂有關條款的酌情權而毋須事先通知。如有任何爭議，培生保留最終決定權。 

聯絡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郵：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校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手提電話︰(請提供)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傳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培生香港 
香港鰂魚涌英皇道 1063 號 28 樓 
電話：(852) 3181 0123 
傳真：(852) 2516 6860 
電郵：hkcs@pearson.com 

(本公司將以電郵確認該訂單，請必須填寫此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