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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 LED 幕牆 戲劇教育系統

五年保⽤ · 三年四步曲主題專案 · STEM 創造⼒課程 · 創科戲劇教育

前⾔
雖然 LED 幕牆近年逐漸普及, 但產品卻仍然缺乏公認的產業標準, 主流
供應亦⾮來⾃我們熟悉的品牌, 故充斥著質量⼂保養⼂安全⼂隱性成本
等隱憂；顧客甚⾄難以識別⾯前的產品會否來⾃次貨或⼆⼿翻新材料

_____________
雖然LED幕牆可簡單當作⼀個電腦顯⽰屏般⽇常使⽤, 但如能結合適當
的 <戲劇STEM教育>, 就有可能促進更多學⽣同時肩負重任參與⼀年
⼀度的⼤型戲劇教育, 提升幕後團隊所帶來的創造⼒跟幕前同樣精彩,
甚⾄發展成DIY動畫電影院, 以致電影主題公園

EELEARNER®

NUMEDIA™
⾼階LED幕牆戲劇教育系統

全線配套專屬設計的校本STEM創造⼒課程, 包括舞台劇⼂⾳
樂劇⼂動畫電影⼂藝術科技⼂PE STEM⼂無線IoT直播⼂劇
場機械⼈⼂AI應⽤等；
主體全線由富⼠康代⼯, 採⽤同樣為蘋果代⼯ iPhone 的品管
智慧去保障質量, 五年保⽤, 後備零件可寄存在學校

LED 幕牆 戲劇教育系統
戲劇教育在⾹港受到重視, ⽽每次要成功舉辦⼤型的戲劇活動, 都有賴
教務繁重的教師們⻑時間耕耘, 代價不菲；
適當裝置 <LED幕牆戲劇教育系統> 再結合專屬設計的校本 <戲劇STEM教育
> , 能⼤幅提升戲劇教育活動的效能⼂趣味和創新的驚喜；
⼀⽅⾯讓更多學⽣⼀起肩負重任投⼊戲劇活動, 促進前期⼂後期⼂台前⼂幕
後的團隊建設學習同樣精彩, 同時亦擴闊創作的範圍, 包括舞台劇⼂⾳樂劇
⼂動畫電影⼂校慶匯演⼂⾳樂會⼂時裝表演⼂光影塗鴉⼂真⼈與動畫合演⼂
AI互動⼂無線直播等等 ;

EELEARNER® 專業為學校⽽設計的 NUMEDIA™ 系列
<⾼階LED幕牆戲劇教育系統> ⾸創五年保⽤, 並完善
結合 STEM SEED 種⼦計劃可持續發展的 <STEM創
造⼒教育> 資源, 物盡其⽤

典型學校應⽤實境

禮堂/⼤會堂

學⽣ DIY 搭建

戶外場地

學⽣前線操作

跨 STEM 領域應⽤

結合光雕表演

NUMEDIA™ 系列

⾼階 LED 幕牆戲劇教育系統
MAD STAGE
LED 科技舞台

科技舞台及 IT 導演系統
光影舞台課程
P2.5 : 6x3.5 ⽶ / 8x4.5 ⽶ / 5.5x3 ⽶

MIX STAGE
LED 互動舞台

科技舞台及 IT 導演系統
互動動畫舞台系統
真⼈動畫互動舞台課程
P2.5 : 6x3.5 ⽶ / 8x4.5 ⽶ / 5.5x3 ⽶

LIFE GUARD AI
AI LED 校⾨⼤電視

IT 校園電視無線直播系統
AI 識別觀眾⼈數⼂表情⼂動作統計
以家⻑和街坊為對像的 IT 校園電視街坊台課程
P2.5 : 3.5x2 ⽶ (粗框外殻約 4x2.5 ⽶)

SPORT SIGN AI
LED 戶外⼤分牌

計時數據及戶外直播系統
體育 AI 識別系統
跑步⾥程雲端數據庫編程課程
P4 : 6x3.5 ⽶ / 3.5x2 ⽶

可選配更多課程, 舞台劇⼂⾳樂劇全包⽅案連劇本⼂導師⼂導演⼂⾳樂⼂後台⼂活動管理,

DIY 動畫電影⼂無線 IoT 直播⼂劇場燈光機械⼈⼂以致 DIY AI 應⽤等等

STEM SEED 種⼦計劃

STEM創造⼒課程
新媒體藝術科技 戲劇教育配套
課程

附註

光影舞台

增潤學校⼀項表演活動的舞台效果, 例如：
舞台劇⼂⾳樂劇⼂校慶匯演⼂⾳樂⽐賽⼂時裝表演⼂光影塗鴉等

LED 幕牆/短投 新媒體光影科技

舞台效果團隊建設課程

• 12 節 | 20 ⼈連採排⼂表演現場⽀援⼂講座⼂招募
• LED 幕牆舞台效果創作⼂製作⼂宣傳⽚⼂⼯程⼂前線操作

幕後團隊跟幕前同樣精彩
更多學⽣肩負重任參與戲劇教育

• 動畫⼂視頻⼂⾳效⼂現場操作

真⼈動畫互動舞台

增潤學校⼀項表演活動的舞台效果, 例如：
舞台劇⼂⾳樂劇⼂校慶匯演⼂光影塗鴉等

LED 幕牆/短投 新媒體光影科技

互動動畫舞台團隊建設課程

• VIP 增潤 LED 幕牆+光雕混合光影舞台

• 22 節 | 40 ⼈
• 包括 <光影舞台> 全部課程內容

演員 與 3D 動畫合演對⼿戲

• 3D 動畫⼂實時互動動畫⼂ VR 預告⽚

真⼈動畫科技劇場

話劇⼂⾳樂劇全包⽅案

LED 幕牆/短投 新媒體光影科技

互動科技戲劇教育課程全包⽅案
演員 與 3D 動畫合演對⼿戲

• 45 節 | 60~100 ⼈
• 包括 <真⼈動畫互動舞台> 全部課程
• 專屬訂製專業服務
科技劇場劇本⼂⾳樂⼂歌曲⼂舞蹈
導師⼂導演⼂化妝⼂台燈⾳⼂活動管理⼂採排⼂後台⼂道具
校本 LED 幕牆或短投舞台效果 ⼂燈光⼂服裝及道具設計⼂製作特輯

選修增潤課程：

• 嵌⼊半⾄2 分鐘 AR 光雕 SOLO 課程
• 嵌⼊半⾄2 分鐘編程光影舞⾐ SOLO 課程
• 雙⼈互動動畫舞台課程
• 表情互動動畫舞台課程
• 舞台燈光機械⼈ MAKER 課程

更多相關課程：

• 3D 動畫電影課程
• 光雕課程
• IT 校園電視街坊台⼤團隊建設課程
• OMB ⼀⼈影樓常規課程
• 跑步⾥程雲端數據庫編程課程

ACASTEMIC 主題基地

四步曲專案 2019/22
ACASTEMIC 四步曲專案分為 ⽣涯⼂社福⼂創業 等三類導向, 包括
ANGEL BASE⼂SOCIAL STEM CENTRE⼂TEENOVATOR PI LAB
多元化的 STEM 創造⼒課程⼂全⽅位外展活動⼂校園科技基建, 將會組合成數以⼗計獨特的
STEM創造⼒學習⽅案, 然後結合⼀個校本特⾊的主題, 以1~3年校本發展為⽬標, 在校內⼀
個固定的場地發展⼀個獨⼀無⼆的主題基地, 像個主題公園般的氛圍, 永續發展

ANGEL BASE
天使基地

SOCIAL STEM
CENTRE 社福⾏動中⼼

TEENOVATOR
PI LAB 先驅實驗室

全⽅位 科普創新

外向型 ⻘少年社福創科

產業型 ⻘少年先驅創科

商校協作全⽅位外展活動

社校協作外展社福⾏動

科企⽀援⻘訓實習

促進學⽣抱著使命感去學習,
習慣團隊互動去解決問題, 坐
⾔起⾏⾛出校園, 全⽅位佂服
⼀個真實的挑戰 ; 創造⼀個產
品⼂解決⼀個問題⼂演出⼀
個作品⼂舉辦⼀個活動⼂競
逐⼀項⽐賽

設計對別⼈⽣活有益的創
新產物, 並習慣⾛出課室
實踐 STEM FOR FUN 社
校協作外展社福⾏動 ; 積
極設計舉辦創意活動的場
景和宣傳設計, 迎接社區
受衆前來中⼼分享成果

給予⻘少年機會去涉獵真實
產業的資源, 交付⾃⼰出產的
成果, 商品化⾃⼰創新的產品,
甚⾄創業 ; STEM SEED 種⼦
計劃的STARTUP COMPLEX
⽀援包抬⼗⼋歲以下的初創
機會, 以及免費共享⼯作間

PE 類.

PE 類.

PE 類.

B1

C1

L1

SMART TRACK

雲端晶⽚計時全⺠健康⻑跑泰坦智能跑道
B2

SMART FIELD

數據為本雲端晶⽚計時泰坦智能操場
藝術類.
B3

AR THEATRE

社區有氧⾥程冬菇亭

藝術類.
藝術類.

L2

C2

AR 光影地標模型

多維短投/LED 幕牆全景劇院 (較昂貴)

C3

地區光雕嘉年華地標

校園地標戶外光雕⼤劇院

C4

VR 另⼀個我街舞電競擂台

B4

C5

LIVE GUARD 校⾨⼤電視

MIX THEATRE

短投/LED 幕牆真⼈動畫互動劇場
6x3.5 ⽶ LED 幕牆 / 多維超短投全景幕牆

3.5x2 ⽶ LED 幕牆校園網絡電視街坊台
雲端遙控 / 無線直播 / AI 識別⼂投票

環保 / MAKER 類.

環保 / MAKER 類.

B5

C6

ROBO FEVER CLUB

智能體育科技實驗室 (較昂貴)

雲端晶⽚計時健康⻑跑社區奬勵計劃

環保城市海陸空 IoT 模型

L3

模擬電競劇院

ANIWOOD 3D 動畫影城

MIX THEATRE DIY 3D 動畫主題樂園
L4

iPad 3D 產品設計藝術廊

環保 / MAKER / STARTUP 類.
L5

GIRLABEL STARTUP LAB

GREEN FOR FUN STARTUP
L6

IoT 環保智能廚房
IoT 環保智能 XX 模型

機械⼈體育會

IoT GREEN MAKER

L7

B6

C7

廁所 / 酒店 / 辦公室 / 園圃 / 再⽣能源 。。。

蘿蔔夢⼯場

ROBO DREAMWORK 123

GREEN FOR FUN LAB

AI GREEN MAKER

查詢表格
NUMEDIA™ 系列
我們收到報名表格後會聯絡 閣下安排報價及第三⽅ STEM 課程服務協議

傳真/電郵登記
•
•

填妥以下表格，傳真⾄：2515 1006；或
填妥以下表格，⼿機拍照或掃描，電郵⾄：info@eeLearner.com
2019.07.22NM

學校資料
機構名稱
聯絡⼈姓名

聯絡電郵

聯絡⼈職稱

聯絡電話
課程資料

選擇系統

選擇課程

o MAD STAGE

o LIFE GUARD AI

o MIX STAGE

o SPORT SIGN AI

o 光影舞台

o
o
o
o
o

o 真⼈動畫互動舞台
o 真⼈動畫科技劇場

附註

查詢電郵：info@eeLearner.com

AR 光雕 SOLO
編程光影舞⾐ SOLO
雙⼈互動動畫舞台
表情互動動畫舞台
舞台燈光機械⼈

⽇期

o
o
o
o
o

3D 動畫電影課程
光雕課程
IT 校園電視街坊台
OMB ⼀⼈影樓
跑步⾥程雲端編程

STEMNOLOGY™

™

NUMEDIA
⾼階 LED 幕牆 戲劇教育系統
查詢：info@eeLearner.com

EELEARNER LIMITED
Email: info@eeLearner.com

STEM SEED 種⼦計劃

www.ictinpe.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