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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國小班級：23班
◆國小學生總數：567人
◆班級學生人數：22-29人
◆具資訊教學能力師資：

6人(目前4人進行教學)

碩士(含師院畢)

60%
師院

17%

大學

23%

教師學歷統計表 碩士

師院

大學

年級 班級數 資訊課程 授課老師

一年級 4 校訂課程 黃郁恬 老師

二年級 4 校訂課程 曾士瑋 老師

三年級 4 電腦課 黎巧玲 老師

四年級 3 電腦課 黎巧玲 老師

五年級 4 電腦課 詹志偉 老師

六年級 4 電腦課 詹志偉 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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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教室：1間
◆電腦設備：共38台PC

( 皆備有耳麥及網路攝
影機)

◆管理及廣播系統：
EVO Cloud

◆其它設備：
投影機、實物投影機各
1台、擴大機1台

◆程式教育教學器材：
馬達與感測器30組
Microbit及擴充板30組
四足機器人共30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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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AI大未來:目前規劃為

校訂課程，培養孩子思
考、探索、操作與解決
問題的能力與素養，成
為未來世界的行動者。
低年級校訂課程、中高
年級融入資訊課程實施

◆低年級著重邏輯概念培
養，進行不插電遊戲及
桌遊練習。

◆中年級學習code.org及
Micor:bit的運用與實際
操作。

◆高年級學習Scratch、
Micro:bit、Arduino程式
設計與教學運用

小 AI 大 未來

•透過不插電程式遊戲學習運算思維

•學習基本玩法，培養程式基礎
一年級不插電程式遊戲

•認識不插電桌遊

•學習進階玩法，培養設計程式基礎
二年級機器人蓋城市

•學習連結code.org網站

•學習線上操作，培養設計程式基礎
三年級code.org

•透過microbit主板控制與應用

•練習設計基礎程式操作
四年級初階Micro:bit

•透過microbit+擴充板上控制與應用學會設計中階程式

•將設計運用到實物上
五年級中階Micro:bit+scratch

•自創程式設計

•運用設計之程式完成作品(智慧農園)
六年級進階Micro:bit+Ardui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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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學年度 上學期 下學期 用書 授課老師

三年級
(1節/週)

Windows、中文打字、code.org Word、code.org windows10 黎巧玲

四年級
(1節/週)

Google應用、word、microbit初階 photocap、microbit初階 Word2019
黎巧玲

五年級
(1節/週) Scratch、microbit中階 Scratch、microbit中階 scratch 詹志偉

六年級
(1節/週) microbit進階、Arduino(馬達與感測器) microbit進階、Arduino(馬達與感測器) microbit

詹志偉

◆ microbit課程規畫如下：
初階：microbit主板控制與應用
中階：microbit+擴充板上控制與應用
進階：Scratch玩microbit 、透過擴充板連結外部感測器應用、四足機器人、Microbit麥昆小車。

◆ Arduino(馬達與感測器)：
使用高師大合作教具(NKNU-Scratch馬達與感測器)，以簡單電子電路配合程式設計，透過微課程建構出實際生活情境的需求。



新北市有十所中小學加入Soobi micro:bit夥伴學校，本校編號002，積極推動以micro:bit為主軸的資訊教育課程，共享教育資
源，交流教育現場問題。

Soobi micro:bit夥伴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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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3D列印機創作文化機器人軍團(創客社群學校)

Microbit系列 Arduino系列 二足機器人 四足機器人

四足機器人 六足機器人 夾子機器人 吃錢機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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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機器人影片

文化機器人大軍

發揮創客的無限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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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器人課程：
1.四足機器人

2.麥昆小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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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名稱：
microbit九九乘法練習器
microbit跨領域教學
(程式教育+數學教育)
六年級學生程式製作+
二年級學生練習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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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九乘法練習器(microbit)-跨領域教學(程式教育+數學教育)
六年級學生程式製作+二年級學生練習使用---心得分享與回饋

低年級心得 高年級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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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robit程式教育課程
(結合學校環境硬體設
備 )
1.大型Microbit-燈條控
制課程

2.以microbit製作缺水
感知系統



教室屋頂建置太陽光電板、屋頂農園進行食農教育，綠屋頂效應對隔熱、減少耗能、維護自然生態、善用屋頂閒置空間、增
加建築使用空間、打造綠意盎然景觀均有成效。目前以Arduino 微型處理器相關電路加上物聯網，進行土壤溫濕度長期監控，
輔以熱像儀紀錄屋頂熱度變化，進行綠屋頂對環境影響的科展研究。

屋頂農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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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農園微課程-程式流程圖撰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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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高師大合作教具(NKNU-Scratch馬達與感測器)

老師介紹如何程式流程圖撰寫 學生實際進行程式流程圖撰寫



智慧農園微課程-副程式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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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高師大合作教具(NKNU-Scratch馬達與感測器)

學生利用函式積木簡化程式 學生智慧農園程式並初步測試



智慧農園微課程-成果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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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高師大合作教具(NKNU-Scratch馬達與感測器)

成果：智慧農園-驅鳥裝置不同步成果：智慧農園-驅鳥裝置同步



蜂鳴器教學-校歌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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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高師大合作教具(NKNU-Scratch馬達與感測器)

成果：運用陣列製作音樂播放程式 成果：直接拖拉灰色積木製作音樂播放程式



i-pad基礎操作+Scratch程式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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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ad基礎操作教學 利用i-pad進行Scratch程式教學



文化創客社團-跨域實驗課程：認識micro:bi t與積木式程式設計；按鈕互動與各式猜拳遊戲設計；內建溫度、光、
方位、磁力、加速等感測器探索；認識雷射雕刻機，設計個人風格杯墊、鑰匙圈與書擋；Micro:bi t外接簡單線
路應用；設計天黑時自動點燈的小屋；設計會自動計分的投籃遊戲；雷雕迷宮製作。

個人風格迷宮完成

木工切割機械操作設計搶答按鍵

設計個人風格迷宮

幫導師設計抽籤程式製作水果鍵盤

完成雷雕杯墊與鑰匙圈Micro:bit自動點燈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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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內資訊競賽：

定期舉行打字比賽

電腦上課前5分鐘，打字練習 預賽：各班進行打字比賽

決賽：全學年各班前三名 晨會公開表揚頒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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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內：打字比賽，透過定期的比賽讓學生精進自己的打字能力，也提升資訊學習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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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資訊競賽：

新北市Scratch比賽

109學度開始
五年級開始上Scratch

表現優秀學生午休加強練習

Scratch市賽 2019年Sctatch比賽-優等



• 希望輔導團
能多開設程
式教育-相
關研習、教
學觀摩等活
動，讓我們
有吸收新知
與交流的機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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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雖是Soobi micro:bit夥伴學校，但在硬體上還是
需要學校端自行找經費購買或自製自組，希望局端能
規劃程式教育硬體的配發或是經費申請，以利後程式
教學。

程式

硬體

• 希望未來可發展物聯網或AI等課程，但電腦教室卻無
像前膽計劃配發的穩定AP，可支援教學。希望局端
能規劃改善或增建電腦教室WIFI環境能利資訊教學。

WIFI

環境

• 由於電腦教室線路過舊，上課時常會有學生無法連未
來線教學網站或連線過慢的現象，希望局端能規畫改
善電腦教室有線網路環境以利資訊教學。

線路

更新

程式

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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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課程與學校實體環境的結合應用

設計物聯網課程

設計初階AI課程

資訊課程結合行動裝置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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