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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計畫摘要 

桃園市立迴龍國民中小學 

110年度大手牽小手結合大學資源打造知識城計畫摘要 

申請學校/單位名稱 桃園市立迴龍國中小 

私校統一編號 87795809 

活動名稱 樂高機器人程式社團 

活動性質(可複選) 

(1) □學校特色活動 

(2) □職業試探營隊 

(3) ■社團入校服務學習 

(4) □開放大學課程 

(5) □在地特色課程 

(6) □新住民培力課程-職業技能課程或諮商輔導人員培訓課程 

活動領域(七大學習領域) 科技領域 

活動開始日期 110.04.29 

活動結束日期 110.10.07 

活動天數 12 

活動時數 30 

活動內容簡介 

撰寫程式培養運算思維是現代人不可或缺的能力，經由
樂高機器人作為媒介，讓學生對學習程式產生興趣，進
而引導出學生的邏輯思維、解決問題的能力以及創造
性，對往後的生涯發展有正面的幫助。 

參加對象 本校 7~9 年級學生 

預估學生參加人數/人次 人數：25 人次：375 

活動地點/場館 地點：本校電腦教室 場館：教學大樓 

參與單位(大專院校 

/系所社團) 
大專校院：龍華科技大學 系所社團：電機工程學系 

參與單位(高國中小) 桃園市立迴龍國中小 

大專院校提供人力資源 教師人數：1 大專生人數：1~2人 

活動聯絡人 黃鼎皓 

聯絡電話 02-82096088轉 314 

郵件信箱 ggcube@ms.tyc.edu.tw 

學校/單位首頁 http://www.hles.tyc.edu.tw/ 

http://www.hles.tyc.edu.tw/


 第2頁共4頁 

附件 2：實施計畫 

桃園市立迴龍國民中小學 

110年度大手牽小手結合大學資源打造知識城實施計畫 

活動名稱：樂高機器人程式社團 

一、 依據：桃園市 110年度大手牽小手結合大學資源打造知識城實施計畫。 

二、 目的： 

(一) 因應新課綱科技領域課程推展，迎接資訊應用新世代來臨。 

(二) 提供本校學生學習樂高機器人程式編程及運算思維能力。 

(三) 豐富學生機器人運算思維學習機會，弭平學習落差。 

(四) 編寫程式技能可活用於生活中。 

三、 辦理單位： 

(一) 指導單位：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二) 主辦單位：桃園市立迴龍國民中小學 

(三) 協辦單位：龍華科技大學 

四、 參加對象及預估學生參加人數：7年級~9年級學生、25人，共 375人次，弱勢學生人數 3

人、比例 12%。 

五、 活動性質：樂高機器人程式社團 

六、 辦理方式： 

(一) 科技教育：因應現代科技發達，能利用手邊的工具進行智慧工作，以樂高機器人為媒介，

進行程式及科技教學。 

(二) 邏輯思維：經由編寫機器人程式的過程，探討執行動作與目標間的關係，進而培養學生

邏輯概念。 

(三) 解決問題：經由機器人程式能執行的各種動作，思考能解決各種實際問題的方法。 

(四) 創意競賽：藉由關卡積分賽，培養學生進行創造思考及實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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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活動流程(課程表)： 

日期 時間 課程名稱 授課者 課程提綱 備註 

110/04/29 

110/05/06 

14:00~

15:50 

EV3大型馬達控

制 

外聘講師： 

龍華科技大學

張明弘教授 

控制 EV3機器人原地旋

轉、單輪旋轉、差速旋

轉、走圓形、三角形及

繞障礙物行走 

4節課程/

每節 50分

鐘 

110/05/13 

110/05/20 

14:00~

15:50 
控制指令 

外聘講師： 

龍華科技大學

張明弘教授 

EV3機器人利用 Wait迴

圈指令完成避障、利用

Loop迴圈指令完成避

障、利用 Switch迴圈指

令完成避障 

4節課程/

每節 50分

鐘 

110/05/27 

110/06/03 

14:00~

15:50 
功能實作 

外聘講師： 

龍華科技大學

張明弘教授 

EV3 顏色感測器介紹。

組裝循跡車、折返跑 

4節課程/

每節 50分

鐘 

110/06/10 

110/06/17 

14:00~

15:50 
邏輯設計 

外聘講師： 

龍華科技大學

張明弘教授 

EV3循跡自走車直線、

左轉、右轉 

4節課程/

每節 50分

鐘 

110/07/13 

08:00~

12:00 

及 

13:00~

17:00 

自走車比賽場

地建構 

特殊地形程式

寫法 

特殊場地實地

演練 

外聘講師： 

龍華科技大學

張明弘教授 

EV3循跡自走車地圖破

解(A~D場地圖)並結合

實作練習（暑假辦理） 

8節課程/

每節 50分

鐘 

110/09/09 

110/09/23 

14:00~

15:50 

自走車標準場

地比賽示範 

外聘講師： 

龍華科技大學

張明弘教授 

EV3循跡自走車地圖實

際操作，配合示範程式

演練。 

4節課程/

每節 50分

鐘 

110/10/07 
14:00~

15:50 
自走車場地賽 

外聘講師： 

龍華科技大學

張明弘教授 

自辦 EV3循跡自走車地

圖場地賽 

2節課程/

每節 50分

鐘 

備註：1.於課餘時間辦理：□朝(集、週)會■社團時間□教師研習時間(學生未上課) 

□非上課時間(如放學後、例假日、暑假...等) 

2.於上課時間辦理活動之特殊原因：本校規劃社團課程時間為隔週四下午，為推廣樂高程式技

能並增加學生參加意願，因此於上課時間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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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活動時間及地點：110年 4月 29日至 10月 7日、本校電腦教室。 

九、 組織與職掌： 

職稱 工作人員 工作執掌 

校長 鄭如玲 統籌各項行政事務 

學務主任 張君瑋 督導各項行政事務 

課外活動組長 黃鼎皓 課程活動安排，聯繫講師 

事務組長 施重光 活動用具及消耗品採購 

會計主任 陳美均 協助活動核銷作業 

十、 其他： 

(一) 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得適時修正之。 

(二) 本項活動連絡人：黃鼎皓組長；電話：02-82096088轉 314 

十一、 經費：本案所需經費由桃園市政府教育局補助款下支列 

（經費概算表如附件 3）。 

十二、 獎勵：本計畫工作圓滿完成後，相關承辦人員報請市府依規定辦理敘獎。 

十三、 本案經桃園市政府教育局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 5：活動照片 

桃園市立迴龍國民中小學 

110年度「結合大學資源打造知識城」活動照片 

時間：110年 4月～10月 

活動名稱：樂高機器人程式營 

  

老師進行樂高程式教學 自走車介紹 

  

馬達性能解說 自走車實際操作 

  

小組協同組裝樂高機器車 依照圖面組裝樂高 

 

 



心得照片 

桃園市立迴龍國民中小學 

110年度「結合大學資源打造知識城」心得照片 

時間：110年 4月～10月 

活動名稱：樂高機器人程式營 

  

學生心得照片 學生心得照片 

  

學生心得照片 學生心得照片 

  

學生心得照片 學生心得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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