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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綱

五大核心服務

公司介紹-緯育wiedu

教案發展理論基礎

品牌介紹-緯奇wikidue

wikidue的五大優勢特色

數據與實證

BaBaMe課程大綱與介紹

四軸飛行器課程大綱與介紹

行動APP、AR擴增實境、線上課程、自走車實體課程賽道

媒體報導

教案發展體系與分齡基礎

師資培訓提供與落地成果

國際落地狀況



企業培訓成人教育兒童科技教育

緯育股份有限公司

母公司 -緯創資通股份有限公司

• 上市公司，全球最大的資訊及通訊產品主要供應商之一

• 累積了超過1000個以上的項目經驗

• 服務的客戶群包括美國財星雜誌前500大公司及歐洲、

亞洲等地區的著名企業

• 值得信賴與卓越的雲平台及數位教育服務內容

• 實現學用合一

• 成為亞洲雲教育服務的領導品牌



About wikidue

YouTube: https://youtu.be/pAOh55x_a2A



緯奇 用玩具翻轉程式讓孩子創造未來

1.智慧教具 2.行動學習 3.線上課程

三 大 創 新 教 學



wikidue五大核心服務



教案發展理論基礎–

由大學教授群組成之<中華民國數位學習學會>結合美國<ISTE科技教育協會>公告之

2016 STEAM 學生學習能力指標



教案發展體系與分齡學習



台灣廈門杜拜

北京

杭州

香港

從2016到目前為止共舉辦

超過40梯次營隊與課程

超過2000位學生參加課程

國際落地狀況



澎湖台中 高雄

台北與資策會啟動師資培訓扎根計畫

2016年至今超過200位老師參加培訓

並有20所學校進一步將教案落地

包含明湖國小、正義國小、南門國中、光復國小、福基國小、

大忠國小、明潭國小、油廠國小等30間學校

台北

師資培訓提供與落地成果



wikidue program 5大優勢特色

系統性教學教案

教學PPT / 教師指引 / 學生學習單

STEAM能力指標與

學習評核系統

雲端個人學習

歷程管理線上遊戲化學習軟體

行動學習APP,

開放界接各智慧教具



媒體報導



BaBame自走車介紹



YouTube: https://youtu.be/aLrnugpIEjw

BaBaMe 介紹影片



BaBaMe自走車課程大綱 (示範第一學期一至十五單元課程)

單元 主題 內容與課程形式說明 單元 主題 內容與課程形式說明

一 未來車長甚麼樣子？

1.素描原理
2.影片教學：觀賞未來車短片。
3.介紹關鍵技術。
4.繪製未來車
5.未來車部件介紹
6.競速賽

八 圓形軌道與BaBaMe

1. 了解複合式積木的意義。
2. 繞圈專題解題
3. 模組化的思考
4. 圓形三解法

二 組裝自己的智慧自走車-BaBame

1.以教學示範短片講解組裝的步驟、組裝比賽活動。
2.介紹車子的基本結構、電池動力來源。
3.說明齒輪傳動驅使自走車前進的原理。
4.安裝充電電池、主機板與馬達，連接齒輪、輪胎
與履帶。
5.電路接線實作與測試。
6.競速賽

九 S型飆速賽

1. 了解複合式積木的意義、及其目
的。
2. S形的賽道測驗
3. S型實作

三 藍芽不是藍色的牙齒，他是甚麼？

1.認識藍芽通訊技術、藍芽背景故事。
2.辨識生活中的藍芽應用。
3.使用平板電腦與自走車藍芽配對。
4 競速賽

十 工業機台與方形賽道

1. 了解多重複合式迴圈概念。
2. 工業機台方形活動(用活動去深化
重複積木的概念)

3. 掃地機器人

四 平板就是我的控制器
1.認識搖桿與陀螺儀。
2.LED車燈的使用。
3.全彩車燈顏色控制。

十一 Steam當中的藝術遊戲

1. 音樂創作的方法
2. 美術創作的方法。
3. 救護車專題
4. 了解空間藝術創作相關作品

五 叭叭~我的BaBame來了

1.了解速度的意思。
2.了解摩擦力的概念。
3.了解鋰電池的原理。
4.摩擦力小實驗

十二 倒車入庫

1. 頭進、尾進倒車入庫實作
2. 認識倒車入庫行車行為
3. 認識弧形走法
4. 總和討論

六
讓玩具車自己走的秘密、基本程
式指令

1.了解程式的功用。
2.認識Scratch like(BABAME)程式積木。
3.了解RPM的意義。

十三 古代森林大賽道

1.複習燈光積木。
2.介紹亂數函式。
3.介紹聲音積木。
4.認識坡度
5.初體驗古代大賽道

七 程式流程圖與爆走車

1.Lightbot教學。
2.智慧自走車轉彎控制。
3.行車禮儀，路邊停車。
4.爆走車&流程圖

十四 感測器初體驗

1. 認識感測器
2. 感測器基本原理
3. 布林運算的初步認識

十五 期末整合賽道 1.期末分享會



計算器邏輯
與

程式開發

DIY組裝課程

BaBaMe教學現場



競爭與修正

團隊協作活動

BaBaMe教學現場



四軸飛行器介紹



https://youtu.be/Uac526k7oNE

四軸飛行器介紹影片

https://youtu.be/Uac526k7oNE


四軸飛行器課程大綱 (示範第一學期一至十四單元課程)

單元 主題 內容與課程形式說明 單元 主題 內容與課程形式說明

一 未來飛機企劃-飛行歷史與原理
1.歷史與起源
2.繪製飛行器

八 飛航系統與陀螺儀
1.陀螺儀A-B點之活動
2.陀螺儀A-B-A折返活動

二 飛行員的養成 I

1.四軸硬件的認識，開箱活動
2.藍芽連線
3.眼力活動(辨識正槳、反槳)

4.A-B控制活動

九 飛航系統與陀螺儀應用
1.陀螺儀畫8角錐競速賽
2.陀螺儀A-B 障礙賽

三 飛行員的養成II
1.A-B，B-A 折返活動
2.官方版APP拋射飛航-折返活動

十
停機坪的初步構想 -設計

原理

1.設計原理
2.上台分享爆炸圖活動(設計圖)

四 飛行原理與基礎控制測量
1.多點停泊 A-B-C-D

2.多點停泊 A-B-C-D競速賽、折返賽
3.四軸測量活動

十一 停機坪的理論與製作I 1.開始使用厚紙板製作停機坪及其零件

五 基礎控制II

1.方型巡航
2.圓型巡航
3.多點停泊 障礙賽

十二 停機坪的理論與製作I 1.開始使用厚紙板製作停機坪及其零件II

六 基礎控制II 
1.偏航介紹
2.閃電巡航

十三 停機坪的遙控活動 1.控制降落在停機坪上

七 控制介面之熟練與切換
1.前方活動複習
2.介紹陀螺儀

十四 攻佔對手停機坪活動 1.控制降落在它組停機坪上



程式編輯

電子原理學習

四軸飛行器教學現場



競爭與修正

團隊協作活動

四軸飛行器教學現場



APP編程工具



線上遊戲關卡



線上課程



個人帳號系統



自走車實體課程使用賽道

彎道 S型賽道 方型賽道

倒車入庫 綜合型賽道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