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 108年度區域性資賦優異教育方案 

臺北市中山區中山國民小學 實施計畫 

iRobot機器人製作與應用—即刻救援任務 夏令營 

一、活動依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108年 1月 7日北市教特字第 1083002321號函辦理。 

二、活動目的： 

(一)落實基礎科學知識：結合生活實際案例、發揮創意組裝機構，藉由實際動手操作，學習扭力、

齒輪比、滑輪、槓桿原理、以及力的傳遞方向等基礎科學知識。 

(二)培養科技應用能力：應用 Arduino 微控制軟硬體與支援 Arduino 程式學習平台，課程內容由淺

入深，結合電子電路、伺服馬達、各式感應器等，以編寫程式完成動力模型之設計。 

(三)啟發創意設計思維：結合創意設計思維，設計機器人之原型(prototype)，舉辦機器人闖關活動

等成果競賽，期能應用於真實世界問題之情境。 

(四)培養問題解決能力：透過教育活動設計，培養思考之歷程，從觀察、分析、實作、發掘問題，

思考合宜解決方案、或從中修正方案，進而解決問題，以達成各項救援任務。 

(五)訓練自我表達能力：經由團隊合作、良性競爭與互助分享，以培養表達及溝通能力，同心協力

完成各項救援之任務，並分享機器人創作之心得。 

三、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臺北市政府教育局資優教育資源中心    (二)承辦單位：臺北市立中山國民小學 

四、辦理期程 

(一)初階期程：108年 7月 8～12日，週一至週五 09：00～16：30，共 5個整天課程。 

(二)進階期程：108年 7月 15～19日，週一至週五 09：00～16：30，共 5個整天課程。 

五、活動地點：臺北市中山區中山國民小學電腦教室二（捷運中和新蘆線之中山國小站 1、4號出口） 

六、參加對象 

(一)初階對象：目前就讀臺北市公私立國民小學四~六年級學童，且對於機器人製作及應用有濃厚

興趣，經就讀學校推薦者，預定招收 30名。 

(二)進階對象：目前就讀臺北市公私立國民小學四~六年級學童，且領有機器人製作與應用之初階

證書者，預定招收 26名。 

七、報名方式： 

(一)報名時程：即日起開始報名，原校請於 108年 5月 3日(五)下午四時前截止報名，承辦學校之

截止收件時間為 108年 5月 10日(五)下午四時止，敬請於期限內完成報名。 

(二)採學校推薦統一報名： 

 初階報名：將報名表(附件二)與審核表(附件三)填寫完畢後，一起裝訂，請於報名日期結束前，

以聯絡箱(030)送達至臺北市中山國小輔導室特教組。註：去年度初階課程之備取生

為今年度優先錄取名單，如欲報名，仍須繳交報名表，毋需繳交審核表。 

 進階報名：將報名表(附件二)填寫完畢後，請於報名日期結束前，以聯絡箱(030)送達至臺北市

中山國小輔導室特教組。 

 初階+進階報名：將報名表(附件二)與審核表(附件三)填寫完畢以後，一起裝訂，請於報名日期

結束前，以聯絡箱(030)送達至臺北市中山國小輔導室特教組。 



八、錄取標準： 

 初階 ~由承辦學校組成審查小組，依報名表（附件二）及審核表（附件三）進行評選，審核表

之評選內容建議由學生親自填寫為佳；錄取人數以每校平均分配為原則。 

 進階 ~ 領有初階證書者，並於初階活動時表現優異、踴躍參與發表者。 

九、錄取通知： 

(一)錄取名單將於 108 年 5月 16日(週四)公佈本校網站（http://www.csps.tp.edu.tw/）「最新消息」；

經錄取後隨即通知繳費，敬請於 108年 5月 22 日(週三)至 5月 24日(週五)前完成繳費。 

(二)除了 108年 5月 16 日(週四)於本校網站公告錄取名單外，錄取學生將於 5月 21日(週二)前收到

「錄取通知、匯款方式及課程須知」共計一張通知單，寄至學童所就讀的學校。 

(三)錄取後隨即通知繳費，倘若未能於 108年 5月 24 日(週五)前完成繳費者，

即自動放棄錄取資格，將由承辦單位通知備取學童依序遞補。 

(四)實施計畫、報名表、審核表、課程表及錄取名單等訊息可至本校網站之

「最新消息」查詢。 

十、辦理經費及學生收費 

(一)初階學生自費：每人繳費 2,000元（含 5天份的午餐），課程結束後需收回所有機器人設備。 

(二)進階學生自費：每人繳費 2,200元（含 5天份的午餐），課程結束後需收回所有機器人設備。 

(三)教育局補助：經費不足部分，由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108年區域性資賦優異教育方案經費補助。 

(四)錄取後隨即通知繳費，請於繳費日前繳費完畢，逾時視同放棄資格，將由備取學生依序遞補。 

十一、學員獎勵： 

(一)活動期間全勤者，頒予課程學習之初階或進階證書，無初階證書者恕無法錄取後續進階課程。 

(二)除了學習手冊、課程證書及活動照片外，上課表現優良之學童，也會頒發文具獎品以資鼓勵。 

(三)為了資訊的即時性及便利性，課程教材電子檔、學生程式檔案、活動照片及成果將即時上傳至

雲端硬碟，學生及家長均可隨時觀看及下載；考量環保起見，不再寄發 DVD成果光碟。 

十二、備註： 

(一)本年度舉辦方案為初階及進階課程，歡迎學童把握機會踴躍參加，感謝學童家長熱情支持。 

(二)107年度初階課程之備取生為今年度優先錄取名單，如欲報名者，仍須繳交報名表（附件二），

毋需繳交審核表，逾時報名視同放棄今年度優先錄取之資格： 

序號 學  校 性別 姓  名 序號 學  校 性別 姓  名 

 01 龍安國小 男 劉正惟 03 福林國小 男 郭定倫 

02 健康國小 男 張越鈞  以下空白   

(三)先前曾參加初階課程且領有證書之學員，歡迎報名參加今年度的進階課程，毋需繳交審核表。 

(四)不論初階或進階課程的最後一天都會辦理成果發表會，歡迎家長蒞臨參與，給予寶貴的建議。 

(五)因應學生整體學習狀況及課程進度，承辦學校及教師得保留課程變更權利及彈性，感謝配合。 

(六)學生完成繳費後若因個人因素無法參加，退費基準依臺北市國民小學課外社團作業要點辦理。 

(七)活動期間若適逢天災(地震、颱風等)不可抗拒因素時，有關延期或取消，將另行公告或通知。 

臺北市中山國小 
QR Code 

http://www.csps.tp.edu.tw/


十三、課程活動概述： 

課程內容包括：一、建構開放原始碼 Arduino 微控制電路板、各式感測器及電子元件等開發

環境，二、支援圖形介面學習程式的雲端平台，三、開放學習課程的創意實體積木。課程內容除了

藉由各式感測器、電子元件等模組之整合應用，透過程式的撰寫及編譯來控制，強化 STEAM 教學

之成效，更著重訓練學童自我省思與問題解決，藉由不斷的測試執行、找出問題、分析問題、進而

解決問題，期能培養解決問題與創造思考之能力。 

圖 1  Webduino Blockly課程設計與問題解決之架構 

學童分享回饋： 

「課程設計很有挑戰性，是以前沒有接觸的課程，更是全新挑戰，但是過程中慢慢思考，最終解出
老師的題目，完成程式時非常有成就感。」 

「這些車子的功能都是我以前從來沒有學過的，……，像是車子偵測到黑線時還會跟著黑線走，倒車
遇到障礙物時，LED燈會閃爍而且蜂鳴器會叫，我覺得很酷，因為我自己會做了。」 

「……之前總是很嚮往能買樂高遙控車，可惜沒能圓夢，但是透過這次課程，讓我得以美夢成真，且
遙控車開起來很療癒。」 

「進階的課程比較有挑戰性，我的程式編寫能力比以前更加厲害了，而且能獨立完成作品。」 

「循跡車竟然能藉由紅外線感測器偵測到平面物體上因不同顏色的變化，進而控制車子行進的方向，
感覺很神奇；我覺得進階課程比初階課程更具有挑戰性了，我們做出各種功能的機器車，都加到
同一台車上，寫出一長串的程式，感覺非常有成就感。」 

家長分享回饋： 

「短短五天課程，在老師精心安排之下，以輕鬆有有趣的方式讓枯燥無趣的程式變得可愛又好玩。
分組活動讓我的孩子學會取長補短、分工合作，在有限的時間內完成任務，獲得成就感。這樣的
學習經驗讓孩子留下珍貴又難忘的回憶。」 

「孩子參加此課程，回家迫不及待把該做的事情完成後，馬上用電腦練習撰寫程式，雖然時間不多，
但是難得自動自發，真是不可思議啊！」 

「非常感謝讓孩子們有面對問題、抽絲剝繭、沉著冷靜以對，最後成功過關的機會，這是所有人生
問題中最重要的態度與練習！」 

「短短五天的課程要學會製作能感知與環境互動的機器是一件頗富挑戰性的工作，雖然回家後總是
覺得學不完，卻不曾因此感到厭煩，反而更能激發出挑戰的決心，如此有意義的課程希望能增加
更多的場次。」 

「感謝老師們的細心教導與照顧，雖然孩子的資訊能力不是很好，對於程式設計也感到十分陌生，
但是經由老師們的教導，他開始對程式設計產生興趣，進而深入研究、閱讀相關程式書籍，感謝
老師幫忙開啟這扇門」。 



臺北市 108年度區域性資賦優異教育方案 

iRobot機器人製作與應用—即刻救援任務「初階課程」 夏令營 課程表 

活動時間：108年 7月 8日～7 月 12日 09:00～16:30     活動地點：臺北市立中山國小電腦教室(二) 

日期 
時間 

7月 8日(一) 7月 9日(二) 7月 10日(三) 7月 11日(四) 7月 12日(五) 

課程子題 基礎能力紮根 進階實務應用 

09:00~10:30 

Arduino 

軟體&硬體 

 

1.認識 Arduino UNO單

晶片控制面板； 

2.認識 I/O Board/Shield

擴充板及其意義； 

3.瞭解 Arduino IDE 整合

開發環境之操作； 

4.瞭解 Arduino程式主要

由結構 structure、數值

values 及函式 functions

等三個部分所組成； 

LED燈 

控制與應用 

 

1.運算思維之初體驗 

2.點亮一顆 LED燈 

3.點選圖片控制 LED燈

之明滅 

4.兩顆 LED燈交互閃爍 

情境聲光 

控制與應用 

 

1.蜂鳴器、三色 LED燈 

2.三色 LED燈調色盤 

3.製作七彩霓虹燈 

4.情境燈與呼吸燈 

5.蜂鳴器之音樂製作 

6.情境聲光整合應用 

搶答系統 

控制與應用 

 

1.認識微型按鈕開關 

2.實作按鈕切換三色

LED燈之顏色 

3.LED點矩陣代碼產生

器之應用 

4.組裝及實作搶答系統 

電動閘門 

控制與應用 

 

1.認識伺服馬達 

2.組裝及實作倒車雷達 

3.組裝及實作電動閘門 
10:40~12:10 

12:10~13:20 美好午餐 & 充電小憩 

13:20~14:50 Webduino 

圖形化程式 

IDE雲端平台 

 

1.介紹 Webduno開發板 

2.圖形化程式雲端平台 

3.Webduino初始化流程 

4.Webduino模擬之體驗 

LED霹靂燈 

控制與應用 

 

1. LED燈閃爍之控制 

2.多顆 LED燈交互閃爍 

3.組裝及實作霹靂燈 

4.組裝及實作霹靂車燈 

交通號誌 

控制與應用 

 

1.認識 LED點矩陣 

2.LED 點矩陣製作動畫 

3實作模擬之紅綠燈 

4.組裝實作紅綠燈倒數 

5.組裝及實作紅綠燈有

聲號誌 

超音波感測器 

控制與應用 

 

1.認識超音波感測器 

2.隔空改變圖片之大小 

3.隔空改變音樂之音量 

4.隔空改變三色 LED

燈之顏色 

學童自我創作 

運用所學各式感測器、

電子元件及實體積木，

完成創意發想的作品。 

iRobot 初階 

競賽活動 

成果發表會 
15:00~16:30 

 

◎初階課程費用共2,000元整，含便當，皆為整天課程，108年7月12日週五下午14：30為成果發表會，

竭誠歡迎家長闔家蒞臨指教。 

◎課程師資： 

由本校資訊教師曾文正老師擔任，畢業於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資訊教育研究所，曾連續獲邀擔任宜蘭

與新北市MIT Scratch及App Inventor程式競賽命題委員及評審，深耕於國小程式教學及研究十餘年。 

◎協同師資： 

由本校資優班張瓊文老師與自然科吳惠雯老師，前者畢業於臺北市立大學特殊教育系、社會學習領

域教學碩士，後者畢業於臺北市立大學自然科學研究所，擔任教職年資長達二十餘年或十餘年，且

在學生創造思考、批判思考及創作引導上有豐富經驗與成果，並於資訊教育的應用有多年的深耕。 

附件ㄧ 



臺北市 108年度區域性資賦優異教育方案 

iRobot機器人製作與應用—即刻救援任務「進階課程」 夏令營 課程表 

活動時間：107年 7月 15日～7 月 19日 09:00～16:30     活動地點：臺北市立中山國小電腦教室(二) 

日期 
時間 

7月 15日(一) 7月 16日(二) 7月 17日(三) 7月 18日(四) 7月 19日(五) 

課程子題 基礎能力紮根 進階實務應用 

09:00~10:30 聲音偵測器 

人體紅外線 

控制與應用 

 

1.認識聲音偵測感測器 

2.偵測聲音來點亮 LED 

3.認識人體紅外線偵測 

4.偵測紅外線感測器來

點亮 LED燈 

居家安全 

控制與應用 

 

1.認識光敏電阻 

2.組裝及實作小夜燈 

3.認識雷射光元件 

4.組裝及實作雷射筆 

5.實作雷射警報器 

智慧植栽 

控制與應用 

 

1.認識土壤溼度感測器 

2.組裝實作土壤濕度計 

3.學習繼電器與水泵 

4.組裝及實作智慧植栽 

雲端溫度計 

控制與應用 

 

1.認識溫溼度感測器 

2.Ｇoogle雲端試算表 

3.透過網頁讀取&寫入 

4.組裝實作雲端溫度計 

自走車 

控制與應用 

 

1.平板遙控自走車 

2.光控自走車 

3.語音聲控自走車 

4.超音波避障自走車 10:40~12:10 

12:10~13:20 美好午餐 & 充電小憩 

13:20~14:50 
來客報知 

控制與應用 

 

1.學習語音朗讀積木 

2.實作語音聲控功能 

3.組裝及實作來客感應 

4.組裝及實作來客報知 

刷卡門禁 

控制與應用 

 

1.認識悠遊卡 RFID 

2.組裝實作 RFID讀卡 

3.學習列表(陣列)積木 

4.組裝及實作刷卡門禁 

5.RFID 控制紅綠燈 

6.RFID 控制 Youtube 

計步器 

控制與應用 

 

1.認識震動感測器 

2.組裝及實作計步器 

3.學習 LCD螢幕 

4.Firebase雲端資料庫 

5.組裝實作雲端計步器 

三軸加速感測器 

控制與應用 

 

1.行動裝置之陀螺儀 

2.認識三軸加速感測器 

3.運用三軸加速感測器

旋轉圖片 

4.運用三軸加速感測器

點亮 LED燈 

學童自我創作 

運用所學各式感測器、

電子元件及實體積木，

嘗試組裝一台多功能的

獨一無二的自走車子。 

iRobot 進階 

競賽活動 

成果發表會 
15:00~16:30 

 

◎進階課程費用共2,200元整，含便當，皆為整天課程，108年7月19日週五下午14：30為成果發表會，

竭誠歡迎家長闔家蒞臨指教。 

◎課程師資： 

由本校資訊教師曾文正老師擔任，畢業於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資訊教育研究所，曾連續獲邀擔任宜蘭

與新北市MIT Scratch及App Inventor程式競賽命題委員及評審，深耕於國小程式教學及研究十餘年。 

◎協同師資： 

由本校資優班張瓊文老師與自然科吳惠雯老師，前者畢業於臺北市立大學特殊教育系、社會學習領

域教學碩士，後者畢業於臺北市立大學自然科學研究所，擔任教職年資長達二十餘年或十餘年，且

在學生創造思考、批判思考及創作引導上有豐富經驗與成果，並於資訊教育的應用有多年的深耕。 



  

臺北市 108年度區域性資賦優異教育方案 

臺北市中山區中山國民小學 iRobot機器人製作與應用 – 即刻救援任務 報名表 

欲報名課程之選項 

 □初階課程     □進階課程(已參加民國____年初階)     □初階及進階課程 

就讀學校資料欄 

學校名稱  區         國小 學 校 聯 絡 箱  

學校電話  學校聯絡人姓名  

學生基本資料欄 

學生姓名  性別 男      女 

就讀班級    年         班 用餐別 葷      方便素 

家庭住址  

家長姓名  家長聯絡電話 

(緊急聯絡電話) 

(O) 

(H) 

(M) E-mail  

推薦理由 

特殊需求 
 

（請導師或推薦

教師協助填寫及

簽名，感謝！） 

推薦理由：                                                           
 
學習特殊需求：                                                       
 
學童分組特殊需求：                                                   
 
合作學習表現（1~4、5~8請各勾選一個）： 
□ 1.學生總是主動發表          □ 5.學生總是領導其他組員行動 

□ 2.學生常常主動發表          □ 6.學生常常主動配合其他組員行動 

□ 3.學生偶而表達想法          □ 7.學生偶而主動配合其他組員行動 

□ 4.學生很少表達想法          □ 8.學生通常在小組中不行動 

                           導師/推薦教師簽名：                        

家長同意書（分為接送安全、肖像權 計兩份，務請家長簽名） 

本人同意子弟                         參加臺北市中山國小舉辦之「iRobot 機器人製作
與應用—即刻救援任務」課程，並願意維護子弟上下學之安全，遵守學校及指導教師之規定。
如因有不接受輔導而發生違規情事者，將由本人自行負責。 

家長（監護人）請簽章：                           

本人同意學校於課程中拍攝、修飾、使用、公開展示本人子弟                 之肖像、
姓名、聲音、作品等，並僅限用於「iRobot 機器人製作與應用—即刻救援任務」課程發表，及
分享之成果報告與 FB 社群網站。    家長（監護人）請簽章：                           

成果發表 

家長參加意願 

初階：是否參加 7月 12日(五)成果發表？  □參加       人   □不克參加 

進階：是否參加 7月 19日(五)成果發表？  □參加       人   □不克參加 

審核結果 
（本欄由中山國小之

審核小組填寫） 

□ 錄  取 

□ 不錄取 

說

明 
 

核

章 
 

 報名方式：即日起至 108 年 5 月 3 日(五)下午四時前請繳交至各校輔導室特教組，各校請於 108 年

5 月 10 日下午四時前以團體報名方式將報名表及審核表用連絡箱（030）寄回，錄取名單將於 108

年 5月 16日(四)公佈。相關實施計畫、報名表及錄取名單可至本校網站（http://www.csps.tp.edu.tw/）
「最新消息」查詢；獲錄取通知後，請於 108年 5 月 24日(五)前完成繳費。 

 完成繳費後若因個人因素無法參加，退費基準依臺北市國民小學課外社團作業要點辦理。 

 聯絡人：臺北市中山國民小學輔導室資優班教師 張瓊文老師（TEL：02-25914085＃38）。  

錄取編號： 附件二 



臺北市 108年度區域性資賦優異教育方案 

臺北市中山區中山國民小學 

iRobot 機器人製作與應用 — 即刻救援任務「初階課程」 審核表 

審核欄 請你試著寫出自己的想法，寫得越詳細越好喔! □符合 □不符合 

一、為什麼你會想參加 iRobot 機器人課程的活動呢？ 

二、組裝與設計機器人會應用「程式設計」，請問你對於「程式設計」的印象或概念

是什麼？ 

三、請想一想，你希望能從 iRobot 機器人課程的活動中，獲得那些體驗與學習呢?  

四、請你發揮想像及創意，描繪出心目中功能最強大的機器人，並以文字敘述輔助

說明，如果格子空間不夠，可以在背面繼續創作。 

註：《審核表》適用報名初階課程或是同時報名初階及進階課程，若先前曾參加初階且領有證書之學員，
欲報名今年進階課程，僅需繳交報名表，毋需繳交審核表；另外，去年之備取生為今年度優先錄取
名單，如欲報名，也僅需繳交報名表，毋需繳交審核表，感謝支持與配合。 

附件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