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活動地點：推廣教育中心(高雄市前金區五福三路21號7樓) 
🎀報名資格：升小三~升國三學生 
🎀報名方式：現場報名   或  傳真報名  07-2710381 
🎀活動資訊：www.eec.isu.edu.tw 
🎀洽詢專線：07-2169052 (推廣教育中心)  王先生 
🎀師資團隊  :  HELLO MAKER教育團隊 
🎀郵政劃撥  :  帳號：42125731    戶名：義守大學 

炎炎夏日去哪玩 ？義起來義大放暑假 
 

好玩、有趣的體驗式課程，翻轉你的學習 
趕快報名，讓我義起把暑假變不一樣! 

 

課程名稱 上課時間 招生對象 學雜費 備註 

Tello無人機程式教育營 
7/8~7/10 

09:00~16:00 
(18小時) 

升小三~升國三學生。 
8人以上開班，15人滿班 

學費:4100元 
材料:5000元 

(需自備平板或手機)自
備教具折價4000元 

Micro:bit 玩程式 
7/17~7/18 

09:00~16:00 
(12小時) 

升小三~升小六學生。 
6人以上開班，15人滿班 

學費:2400元 
材料:1100元 

Minecraft 
創世神冒險家營隊 

8/7~8/9 
09:00~16:00 

(18小時) 

升小三~升小六學生。 
8人以上開班，20人滿班 

學費:2500元 
材料:1700元 

LEGO BOOST生活科技仿
生機器人營隊 

8/19~8/21 
09:00~16:00 

(18小時) 

升小二~升小六學生。 
6人以上開班，15人滿班 

學費:3800元 
材料:4000元 

(需自備平板) 
自備教具折價3600元 

Tello無人機程式教育營 
(程式、四軸、影片剪輯) 

8/26~8/30 
09:00~16:00 

(30小時) 

升小三~升國三學生。 
6人以上開班，15人滿班 

學費:6400元 
材料:5000元 

(需自備平板或手機)自
備教具折價4000元 



義守大學推廣教育中心非學分班報名表 
 ☆報名資料請確實填寫☆                     

班別 

姓名 

身分證字號 

性別     □ 男           □ 女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地址   

聯 

絡 
方 
式 

(O)： (H)： 

手機：   

E-mail： 

（如願意日後接收到本中心之招生資訊，請填寫E-mail，否則請勿填寫。） 

緊急連絡人 
( 父母親 ) 

  
關 係 

連絡電話 
  

手 機   

備      註 

(1)本班次為推廣教育非學分班，不授予學位證書與學分證書
欲取得學位應經各類入學考試通過後依規定辦理。  

(2)學員自報名繳費後至實際上課日前退學者，退還已繳學費
之9成。自實際上課之日算起未逾全期三分之一者退還已
繳學費之半數。在班時間已逾全期三分之一者，不予退還
未能開班時將無息退還所繳費用。 

(3)上課地點 ，備有茶水間，圖書雜誌可借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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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Tello無人機 程式教育營(18小時) 

課程內容 

邏輯，是生活中必備的能力，但卻容易忽略，在以考試導向的教育中，更難見到對於邏輯觀念
的培養。科技的時代中，處處可見3C、數位化、AI、大數據等等，而這些新穎的科技，是如何
規劃與領導人們進入下一世代的呢?我們將從一切的基礎，邏輯，去認識與分析當代的科技與未
來的演變，同時用最基本的方式認識與建立正確的邏輯觀念。 

課程特色 

與 

目標 

 課程統整STEAM(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Art, Math)以及符合108新課綱素養導
向的學習方式。 

 使用Tello四軸直升機學習數學、策略、程式觀念。 
 建立正確邏輯觀念，同時建構問題處理與系統化能力以及團隊合作技巧。 

課程大綱 

日期  
 時間 授課主題 課 程 內 容 

7/8 
第一天 邏輯與系統化很簡單 

上午 

1. 搶先進入未來活。 

2. 學習與認識各類飛行器。 

3. 了解四軸未來的應用。 

下午 

1. 認識四軸的構造。 

2. 四軸操作教學。 

3. 四軸簡單闖關。 

7/9 
第二天 

基礎飛行器 

解析 

上午 

1. 常見程式語法與應用。 

2. 基礎程式語法認識。 

3. 程式結合四軸。 

下午 

1. 程式簡單控制四軸。 

2. 進階程式語法認識。 

3. 進階程式控制四軸。 

7/10 
第三天 

四軸飛行競速 

程式設計挑戰與空拍剪輯 

上午 

1. 進階四軸操作。 

2. 進階四軸闖關。 

3. 四軸挑戰賽。 

下午 

1. 空拍教學。 

2. App威力導演剪輯教學。 

3. 影片產出。 

上課器(耗)材 
自備器材：文具、水壺、手機or平板(請先自行安裝TELLO EDU APP與威力導演APP並確認可以

開啟，APP為免費下載，若無法執行則不適合上課使用)。 

教材內容 

說明 
材料費用：含飛行器、電池2個、電池管家1組、隨身碟1個皆可帶回家、餐費。 

🎀主辦單位  義守大學推廣教育中心    🎀協辦單位 HELLO MAKER教育團隊 
🎀連絡電話   07-2169052    🎀傳真   07-2710381 
🎀承辦人MAIL:  shengyuan@isu.edu.tw  王先生 

X 

mailto:shengyuan@is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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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Micro:bit 玩程式(12小時) 

課程內容 
透過程式積木程式結合BBC為兒童設計的 micro:bit，認識程式邏輯並完成各種感 

應器專題，讓孩子發培養及建立小朋友的邏輯思考能力，讓孩子發揮大創意。 

課程特色 

與 

目標 

 課程統整STEAM(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Art, Math)以及符合108新課綱素養導

向的學習方式。 

 建立正確邏輯觀念，同時建構問題處理與系統化能力以及團隊合作技巧。 

課程大綱 

日期 / 
時間 授課主題 課 程 內 容 

7/17 
第一天 來寫個程式吧！ 

上午 

1. 學習MICRO BIT基礎原理 

2. 圖控型程式設計 

3. 溫度感應器與程式教學 

4. 簡易溫度計 

下午 

1. 學習MICRO BIT進階原理 

2. 認識磁力感應器 

3. 認識光線感應器 

4. 製作簡易動畫 

7/18 
第二天 智能手環 

上午 
1. MICRO BIT感應器操作 

2. 方位感應器與程式教學 

下午 

1. MICRO BIT感應器操作 

2. 感應器理論與程式教學 

3. 完成智慧手環 

上課器(耗)材 自備器材：原字筆、鉛筆、橡皮擦、簽字筆、水壺、餐具、衛生紙 

教材內容 

說明 
材料費用：含餐費，micro:bit程式實驗組，課用實驗教具及耗材。 

🎀主辦單位  義守大學推廣教育中心    🎀協辦單位 HELLO MAKER教育團隊 
🎀連絡電話   07-2169052    🎀傳真   07-2710381 
🎀承辦人MAIL:  shengyuan@isu.edu.tw  王先生 

X 

mailto:shengyuan@is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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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Minecraft 創世神程式營隊(18小時) 

課程內容 Mincraft教育版是建立21世紀關鍵能力的協同合作平台，激發孩子的創造力、協作能力、與解
決問題的能力。 

課程特色 

與 

目標 

 讓 Minecraft 更易理解和更有效果的特性，學生能夠合作完成項目以及解決問題，學生也可
以通過加入他們同學的世界從而簡單地以一對或一組的形式進行合作。學習3D架構、分工
合作、合成邏輯、策略規劃。 

課程大綱 

日期  
 時間 授課主題 課 程 內 容 

8/7 
第一天 Minecraft初體驗 

上午 

1.Minecraft基本操作介紹 

2.登入介紹 

3.遊戲世界的建立、儲存、匯出 

下午 

1.熟悉 Code.org 介面 

2.學習圖像式code 

3.了解程式思維 

8/8 
第二天 生存冒險挑戰 

上午 

1.如何度過第一晚 

2.四大工具使用 

3.火把與熔爐使用 

下午 

1.認識紅石 

2.基礎機關 

3.紅石建築應用(收割機、簡單陷阱) 

8/9 
第三天 

Minecraft 
程式實作專題 

上午 

1.開心農場(學習收服動物與種植農作物) 

2.野外求生大逃殺 

3.魚骨挖礦教學 

下午 

1.製作迷宮 

2.製作金字塔 

3.製作雲霄飛車 

上課器(耗)材 自備器材：原字筆、鉛筆、橡皮擦、簽字筆、水壺、餐具、衛生紙 

教材內容 

說明 
材料費用：含餐費、教材包、MINECRAFT帳號等 

🎀主辦單位  義守大學推廣教育中心    🎀協辦單位 HELLO MAKER教育團隊 
🎀連絡電話   07-2169052    🎀傳真   07-2710381 
🎀承辦人MAIL:  shengyuan@isu.edu.tw  王先生 

X 

mailto:shengyuan@is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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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LEGO BOOST生活科技仿生機器人營隊(18小時) 

課程內容 

邏輯，是生活中必備的能力，但卻容易忽略，在以考試導向的教育中，更難見到對於邏輯觀念

的培養。科技的時代中，處處可見3C、數位化、AI、大數據等等，而這些新穎的科技，是如何

規劃與領導人們進入下一世代的呢?我們將從一切的基礎，邏輯，去認識與分析當代的科技與未

來的演變，同時用最基本的方式認識與建立正確的邏輯觀念。 

課程特色 

與 

目標 

 課程統整STEAM(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Art, Math)以及符合108新課綱素養導
向的學習方式。建立正確邏輯觀念，同時建構問題處理與系統化能力以及團隊合作技巧。 

 使用LEGO BOOST與數學、策略、程式觀念的桌遊做為教學教具。 
 本次營隊會帶著孩子們製作仿生機器人，讓孩子們從製作中了解動物的特徵與構造，並且利
用程式設計控制機器人。 

 LEGO BOOST 擁有豐富積木與感應器，可以讓學生創作出更多樣的機器人。而程式端 
LEGO 的程式編寫環境有非常親民的介面、圖示元件與不複雜的邏輯，這樣讓學生能在短時
間內理解上手。 

課程大綱 

日期  
 時間 授課主題 課 程 內 容 

8/19 
第一天 

邏輯與結構 
很簡單 

上午 
1. 介紹台灣原生種動物與外來種動物。 
2. 介紹什麼是機器人。 
3. 介紹仿生機器人。 

下午 1. 介紹LEGO BOOST。 
2. LEGO BOOST特殊零件介紹與分類。 

8/18 
第二天 

結構程式 
大挑戰 

上午 
1. LEGO BOOST APP介紹。 
2. 仿生機器人結構教學引導。 
3. 仿生機器人製作。 

下午 1. 程式編輯環境介紹。。 
2. 讓仿生機器人動起來。 

8/21 
第三天 自動工程機械 

上午 
1. 程式設計進階教學（判斷與數學邏輯）。 
2. 選定製作哪種動物。 
3. 觀察動物特徵。 

下午 1. 製作仿生機器人外觀。 
2. 分享自己的仿生機器人。 

上課器(耗)材 自備器材：文具、水壺、平板(請先自行安裝LEGO BOOST並確認可以開啟，APP為免費下載，
若無法執行則不適合上課使用)。 

教材內容 

說明 
材料費用：LEGO BOOST、收納箱、電池。 

🎀主辦單位  義守大學推廣教育中心    🎀協辦單位 HELLO MAKER教育團隊 
🎀連絡電話   07-2169052    🎀傳真   07-2710381 
🎀承辦人MAIL:  shengyuan@isu.edu.tw  王先生 

X 

mailto:shengyuan@is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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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Tello無人機 程式教育營(30小時) 

課程內容 

邏輯，是生活中必備的能力，但卻容易忽略，在以考試導向的教育中，更難見到對於邏輯觀念
的培養。科技的時代中，處處可見3C、數位化、AI、大數據等等，而這些新穎的科技，是如何
規劃與領導人們進入下一世代的呢?我們將從一切的基礎，邏輯，去認識與分析當代的科技與未
來的演變，同時用最基本的方式認識與建立正確的邏輯觀念。 

課程特色 

與 

目標 

 課程統整STEAM(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Art, Math)以及符合108新課綱素養導
向的學習方式。 

 使用Tello四軸直升機學習數學、策略、程式觀念。 
 利用空拍的影片去剪輯成微電影。 
 建立正確邏輯觀念，同時建構問題處理與系統化能力以及團隊合作技巧。 

課程大綱 

日期  
時間 授課主題 課 程 內 容 

8/26 
第一天 搶先進入未來活 

上午 
1. 介紹科技化的生活。 
2. 學習與認識各類飛行器。 
3. 了解四軸未來的應用。 

下午 
1. 認識四軸的構造。 
2. 四軸操作教學。 
3. 四軸簡單闖關。 

8/27 

第二天 
程式面面觀 

上午 
1. 常見程式語法與應用。 
2. 基礎程式語法認識。 
3. 程式結合四軸。 

下午 
1. 程式簡單控制四軸。 
2. 進階程式語法認識。 
3. 進階程式控制四軸。 

8/28 

第三天 
進階四軸飛行 

上午 
1. 四軸操作複習。 
2. 進階四軸操作I。 
3. 進階四軸闖關I。 

下午 
1. 進階四軸操作II。 
2. 進階四軸闖關II。 
3. 四軸挑戰賽。 

8/29 

第四天 
四軸攝影師 

上午 
1. 欣賞看見台灣。 
2. 簡單飛行拍攝。 
3. 進階空拍運鏡技巧。 

下午 
1. 介紹空拍影片製作。 
2. 影片劇情發想 
3. 實際拍攝影片。 

8/30 

第五天 
製作微電影 

上午 
1. 影片剪輯教學I。 
2. 四軸趣味競賽。 
3. 影片剪輯教學II。 

下午 
1. 製作影片I。 
2. 製作影片II。 
3. 影片發表分享。 

上課器(耗)材 自備器材：文具、水壺、手機(請先自行安裝TELLO EDU APP並確認可以開啟，APP為免費下載
若無法執行則不適合上課使用)。 

教材內容 

說明 
材料費用：含餐費、飛行器、電池2個、電池管家1組、隨身碟1個。 

🎀主辦單位  義守大學推廣教育中心    🎀協辦單位 HELLO MAKER教育團隊 
🎀連絡電話   07-2169052    🎀傳真   07-2710381 
🎀承辦人MAIL:  shengyuan@isu.edu.tw  王先生 

X 

mailto:shengyuan@is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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