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幼兒
課程名稱

探索科學

「探索科學」是一門特別為學齡前 4-5 歲的孩子所規劃的科學課程，以發展學童多
課程簡介 元智慧為主要目的。憑藉著教具的操作，將科學的探索與創意兩大主軸整合在一起，
課程中包含許多神奇、好玩的科學遊戲，及認識許多動植物的習性。

課程內容

適合對象
開課人數
課程時間
費

用

課程名稱

秋季班 探索科學(三)
冬季班 探索科學(四)
1.沙漠之舟:認識沙漠、觀察駱駝的特徵及 1. 蜘蛛:認識蜘蛛的習性、特徵
習性、製作駱駝
2. 搖搖船:認識四邊形(柔性結構)、了解角
2.猴子上樹:認識摩擦力、觀察摩擦力推擠 度和形狀
物體上升的情形、能比較不同物質產生 3. 劍龍:認識劍龍的特徵和習性、能說出劍
的摩擦力大小
龍的樣子
3.長頸鹿:複習第一類槓桿、能說出第一類 4. 變色花:認識毛細現象、特徵、能比較出
槓桿運動情形、製作長頸鹿
不同物質的吸水效能
4.螃蟹:認識螃蟹習性及特徵、種類、製作 5. 鬥鬥龍:複習圓周運動、能說出曲柄運動
螃蟹
情形、能說出三種以上圓周運動
5.足球守門員:複習槓桿、觀察槓桿的應用 6. 小丑的眼睛:認識齒輪、能比較出齒輪組
6.蝴蝶:認識毛毛蟲、能說出毛毛蟲的成長 合的變化、觀察齒輪的轉向
過程
7. 吊重手臂:認識滑輪、能說出滑輪的功
7.彈力車:複習彈力、能說出橡皮筋的功 能、做出滑輪的結構
能、能比較彈力與位置的變化
8. 打蛋機:複習齒輪的功能、能比較出不同
8.石磨:認識圓周運動、能說出圓周運動、 齒輪組合時的速度
觀察省力力臂的作用情形
幼兒園中班
6人
秋季班 09/06~11/08，每週日，11:00~12:30
課程代碼
FNK104001
冬季班 11/15~01/10，每週日，11:00~12:30
課程代碼
WNK104001
每季 3,800 元（每人可得一本學習手冊，教具僅供課堂上使用）

LEGO 簡易機械【基礎篇】

透過色彩鮮豔的大型積木組裝(DUPLO)，學習立體的結構、讓孩子容易組裝與拿取。
課程簡介 基礎篇的課程是透過因果關係及異同點的觀察、創新設計並修正模型的錯誤，從中
增強孩童觀察和實作的技巧、邏輯思考及判斷能力。
1.
2.
課程內容
3.
4.

認識新朋友 (辨識積木的特性和形狀)
清涼電風扇 (認識減速機構)
載卡多大貨車 (認識輪與軸及應用)
堅固的疊床 (結構與力的應用)

5.
6.
7.
8.

超級旋轉門 (認識冠狀齒輪及應用)
嘟嘟車跑最遠 (斜面的應用)
大家來釣魚 (認識滑輪)
小丑的眼睛 (認識齒輪及應用)

適合對象 幼兒園中班～大班
開課人數 6 人
09/05~11/07，每週六，13:30~14:30
課程代碼
FIK104001
秋季班
課程時間
09/06~11/08，每週日，09:30~10:30
課程代碼
FIK104002
冬季班 11/15~01/10，每週日，09:30~10:30
課程代碼
WIK104001
每季 2,560 元
費
用 採用樂高積木教材，課堂上一人一套教具，小班教學，每人可得一本內容詳實之學
習手冊，教具僅供課堂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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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LEGO 簡易機械【遊樂篇】

讓孩童觀察遊樂場中的一些遊戲器材並透過色彩鮮豔的大型積木組裝(DUPLO)及認
識結構。
「創造」是靠著最初的「想像」而成型。遊樂篇的課程是透過想像及實際的
課程簡介
觀察，進而創新設計並修正模型的錯誤，從中增強孩童觀察和實作的技巧、邏輯思
考及判斷能力。
1.漂亮大相框(認識剛性結構及應用)
2.萬用蓋章機(認識柔性結構及應用)
課程內容
3.好玩翹翹板(認識槓桿原理及應用)
4.有趣溜滑梯(認識摩擦力及應用)

5.跳舞機器人(認識齒輪及應用)
6.大力士絞盤(認識齒輪及應用)
7.旋轉咖啡杯(認識齒輪及應用)
8.無敵起重機(認識滑輪及應用)

適合對象 幼兒園中班～大班，已上過簡易機械【基礎篇】課程者。
開課人數 6 人
秋季班 09/05~11/07，每週六，09:30~10:30
課程代碼
課程時間
冬季班 11/14~01/09，每週六，13:30~14:30
課程代碼
費

FIK104003
WIK104002

每季 2,560 元
用 採用樂高積木教材，課堂上一人一套教具，小班教學，每人可得一本內容詳實之學
習手冊，教具僅供課堂上使用。

課程名稱

LEGO 簡易機械【生活篇】

讓孩童透過平常生活中所觀察到的事物如風車、手推車、大吊車等以色彩鮮豔的大
型積木組裝(DUPLO)及認識結構。讓積木不再是只有「玩」的功能，也具有學習的意
課程簡介
義。藉由實體化，引起孩童的樂趣，創造快樂的學習。從中增強孩童觀察和實作的
技巧、邏輯思考及判斷能力。
1.陀螺跑跳碰(認識齒輪及應用)
2.超級機器狗(滑輪及應用)
課程內容
3.萬用測量車(齒輪及應用)
4.冰上曲棍球(冠狀齒輪及應用)

5.風車轉轉轉(重心及應用)
6.大力士吊車(重心與高度的應用)
7.跑跑手推車(槓桿原理及應用)
8.超級投球機(槓桿原理及應用)

適合對象 幼兒園中班～大班，已上過簡易機械【基礎篇】課程者。
開課人數 6 人
課程時間
冬季班 11/14~01/09，每週六，09:30~10:30
課程代碼
費

WIK104003

每季 2,560 元
用 採用樂高積木教材，課堂上一人一套教具，小班教學，每人可得一本內容詳實之學
習手冊，教具僅供課堂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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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生活科學家

以扮演偵探及日常家事為主題，引導學生觀察生活中的物理、化學概念，再由課程
課程簡介 中的動手實驗與遊戲活動加深印象。並透過小組的討論與合作，完成各種任務與挑
戰。
(一)物理:面鏡與透鏡、認識摩擦力、認識 (一)物理:光的穿透性、認識齒輪等等。
靜電等等。
(二)化學:水溶液、蛋白質的變質等等。
(二)化學:認識水溶液、水的特性等等。 (三)生物:認識塵璊與跳蚤等等。

概念

課程內容

適合對象
開課人數
課程時間
費

用

課程名稱

秋季班 生活大蒐秘
冬季班 我是家事小幫手
1.鏡子的妙用:透鏡與平面鏡、光的反射與 1. 我是小廚師:蛋白質的變質、糖與焦糖
成像
2. 窗戶亮晶晶:光的穿透性、認識玻璃
2.凶器鑑定:壓力與刀械、尖銳與平滑
3. 肥皂泡泡:認識泡泡、認識肥皂
3.追捕犯人:摩擦力與跑步、認識摩擦力 4. 小小設計師:掛勾與力、膠水的魔法
4.實習偵探任務：綜合應用
5. 秘密房客:家庭裡的微小昆蟲、微生物的
5.小心毒藥:水的特性、水溶液
世界
6.預防竊聽:聲音的傳遞方式、無線電波 6. 魔法冰箱:認識凝固點、凝固後體積的變
7.偵探的魅力:認識靜電、靜電小遊戲
化
8.成為小偵探:綜合應用、遊戲闖關
7. 時鐘滴答滴:認識齒輪、齒輪的快與慢
8. 家事小達人:綜合應用
幼兒園大班
8人
秋季班 09/06~11/08，每週日，09:30~11:00
課程代碼
FSK104001
冬季班 11/15~01/10，每週日，09:30~11:00
課程代碼
WSK104001
每季 3,200 元

發現科學

「發現科學」為探索科學的進階課程，特別為學齡前較大的孩子所規劃的科學課程，
課程簡介 加入適合這年齡層的實驗課程，培養孩子觀察、分類及探索的精神，與解決問題的
思考能力；在創意方面透過動手，創作訓練孩子大小肌肉發展、建立空間概念。
秋季班 發現科學(三)

冬季班 發現科學(四)

1. 救難車:能分辨蝸桿和蝸輪、說出變速箱的作用 1. 溜溜球:觀察物體的慣性運動、物體未能和動能
2. 大嘴巴:能觀察出連桿的移動方式、認識角度、 的關係
製作大嘴巴
2. 大砲:角度變化的情形、觀察角度與彈射距離的
3. 靜電吸塵器:認識摩擦、能說出什麼是摩擦、能 關係
說出靜電產生的原因
3. 紙爆竹:聲音的來源、物體的振動
課程內容 4. 龜兔賽跑:複習輪帶、能說出輪帶的功用、說出 4. 神槍手:彈力運用、觀察棘輪功能
輪帶組和速度變化的關係
5. 盪鞦韆:辨認生活中三角形的運用、能比較擺盪
5. 測距車:能比較出直線和圓周運動的不同、能說 的高低
出如何測量距離
6. 運河鐵橋:認識運河的功用、運河鐵橋的功能
6. 滅火器:物體燃燒的原因、能說出滅火的方法
7. 吹吹球:氣體壓力、能說出球被吹動的情形
7. 旋轉咖啡杯:齒輪組的功能、什麼是公轉和自轉 8. 旋轉舞台:觀察各類齒輪的接合方式、能說出齒
8. 輸送機:輪帶的應用、能說出輸送機輸送物體時 輪傳動的方式
的情形

適合對象 幼兒園大班
開課人數 6 人
秋季班 09/05~11/07，每週六，15:00~16:30
課程代碼
課程時間
冬季班 11/14~01/09，每週六，15:00~16:30
課程代碼
費
用 每季 3,800 元（每人可得一本學習手冊，教具僅供課堂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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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NK104002
WNK104002

課程名稱

寶貝上班趣

以各行各業作為主題，透過角色扮演，不僅讓幼兒體驗各種職業的趣味之處，更藉
由主題帶入三大數學概念 : 1.數與量、2.圖形與空間、3.邏輯訓練
課程簡介
帶領孩子進入有趣好玩的數學世界，在模擬的角色中，動腦思考，培養問題解決的
能力，透過這些遊戲訓練，讓孩子能夠獲得全面性的數學學習能力。
秋季班

冬季班

1.我是小老師:
數感練習、圖形分類、圖形推理
2.氣象主播:
數量對比、部分與整體、條件判斷
3.油漆師傅:
計數與對照、顏色配對、空間概念
4.天空服務者:
課程內容
排序與比較、認識形狀、邏輯推理
5.小小加油員:
圖表製作、形狀配對、邏輯推理
6.繽紛設計家:
數量合成、圖形與顏色、空間概念
7.廚師下廚記:
數量分解、條件分類、條件判斷
8.天才小畫家:
認識符號、圖形分類、條件判斷

1. 特派記者:
數量配對、平面圖形、邏輯判斷
2. 小小魔術師:
數感練習、認識符號、符號推理
3. 聰明小秘書:
認識日期、圖表製作、條件判斷
4. 農夫下田去:
累積計算、分類與分配、邏輯推理
5. 太空歷險記:
符號計算、立體圖形、空間概念
6. 我是科學家:
測量、符號紀錄、邏輯判斷與預測
7. 美容美髮師:
排序與序列、立體圖形、條件判斷
8. 電影導演開麥拉:
時間判斷、符號應用、空間關係

適合對象 幼兒園大班
開課人數 8 人
秋季班 09/05~11/07，每週六，11:00~12:00
課程時間
冬季班 11/14~01/09，每週六，11:00~12:00
費
用 每季 2,8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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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代碼
課程代碼

FEK104001
WEK104001

二、低年級
課程名稱

科學大觀園

以一日遊及生活常進行的各種活動為主題，引導學生觀察生活中的物理、化學及生
課程簡介 物概念，再由課程中的動手實驗與遊戲活動加深印象。並透過小組的討論與合作，
完成各種任務與挑戰。
(一)物理:運動與慣性、光與成像等等。
(二)化學:水溶液、蛋白質的變質、認識濃
度等等。
(三)生物:認識雄性與雌性、變溫動物與常
溫動物等等。

概念

(一)物理:壓力、浮力、擺盪運動、表面張
力等等。
(二)化學:含碳化合物、製造泡泡的原因等
等。
(三)生物:認識臨海的生物圈、海洋保育知
識等等。

秋季班

課程內容

1.
2.
3.
4.
5.
6.
7.
8.

冬季班

行前準備:蛋白質的變質、不可逆的化學反應
防蚊秘方:認識水溶液、濃度、製作防蚊液
揮灑汗水:變溫與常溫、流汗的原因
動物大觀園:雄性與雌性、動物特性
影像科學:認識眼睛的結構、光與成像
偉大的發明:交通工具的結構、運動與慣性
洗澡趣:肥皂與清潔劑、製作肥皂
科學日記:統整應用、遊戲闖關

1.
2.
3.
4.
5.
6.
7.
8.

熱力四射:認識熱能、熱的傳導方式
摩擦生熱:認識摩擦力、摩擦力與輪胎
光的科學:認識防曬、光與紫外線
水的力量:認識浮力、浮力的遊戲
認識壓力:壓力的特性、壓力與接觸面
碳的小秘密:烤焦的原因、含碳的物質
海洋生物:認識臨海的生物圈、海洋保育知識
科學日誌:統整應用、遊戲闖關

適合對象 1～2 年級
開課人數 8 人
秋季班 09/05~11/07，每週六，11:00~12:30
課程時間
冬季班 11/14~01/09，每週六，11:00~12:30
費
用 每季 3,200 元
課程名稱

課程代碼
課程代碼

FSL104001
WSL104001

科學實驗 C 班

藉由觀察日常生活中的現象，啟發孩子對科學的興趣，進而認識並了解自然界中隨
課程簡介 處可見的物理、化學、生物、環境能源等科學原理，以培養孩子的科學能力、提升
科學素養。

課程內容

適合對象
開課人數
課程時間
費

用

秋季班
冬季班
1.力的天地-認識作用力與反作用力
1.電能-學習通路、斷路及導電性
2.生聲不息-了解聲音的特性
2.靜電-了解靜電
3.養氣-認識氧氣的助燃性
3.彩色筆-學習色彩的混成
4.水的淨化-認識淨化水的方式
4.水的密碼-了解水的溶解
5.蝸牛車-觀察蝸牛的生態
5.蝦的觀察-學習蝦的生態
6.剪刀手-認識平行機構
6.紅綠燈-學習色光的混成
7.慣性球-學習慣性
7.風中奇緣-製作風扇坦克車
8.風能-學習風力的應用
8.太陽能 II-製作加熱太陽爐
1～2 年級
10 人
秋季班 09/06~11/08，每週日，09:30~12:30
課程代碼
FOL104001
冬季班 11/15~01/10，每週日，09:30~12:30
課程代碼
WOL104001
每季 4,8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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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低年級～中年級
課程名稱

LEGO 動力機械【初階一】

課程簡介

延續簡易機械的概念及組裝結構，讓學童學習簡單的機械原理如結構、齒輪、槓桿
和動力等，配合生活實例、發揮創意組裝機構，讓知識變得好玩有趣、易於吸收。

1.商品展示架 (結構概念及應用)
2.桿秤 (槓桿原理及應用)
課程內容
3.滑板車 (能量轉換及阻力關係的應用)
4.滾輪測量器 (齒輪名稱與功用應用)

5.遊園車 (齒輪應用與轉動方向的應用)
6.戰鬥陀螺 (齒輪比的應用)
7.電動車 (電能,動能及電流原理的應用)
8.電風扇 (風的形成及應用)

適合對象 1～4 年級。
開課人數 6 人
09/05~11/07，每週六，11:00~12:30
秋季班
09/06~11/08，每週日，11:00~12:30
課程時間
11/14~01/09，每週六，13:30~15:00
冬季班
11/15~01/10，每週日，09:00~10:30
費

課程代碼
課程代碼
課程代碼
課程代碼

FIL104001
FIL104002
WIL104001
WIL104002

每季 3,960 元
用 採用樂高積木教材，課堂上一人一套教具，小班教學，每人可得一本內容詳實之學
習手冊，教具僅供課堂上使用。

課程名稱

LEGO 動力機械【初階二】

讓學童學習能量的轉換原理、定滑輪及動滑輪的應用、槓桿原理的應用等。讓學童
將在 LEGO 動力機械【初階一】學習到的原理可以應用在初階二的課程中，發揮創意
課程簡介
組裝機構，藉由實際動手操作，自然而然學會扭力、齒輪比、三類槓桿、位能動能
轉換、力的傳遞方向。
1.便利伸縮器(剛性柔性結構的應用)
2.風帆車(能量轉換的應用)
課程內容
3.飛輪車(飛輪原理,能量儲存的應用)
4.釣魚竿(第三類槓桿,定滑輪的應用)

5.信件秤重器(四連桿秤原理及槓桿運用)
6.起重機(定滑輪與動滑輪的應用)
7.壓麵機(滑輪與滑輪組,動力傳送的應用)
8.機械狗(凸輪,旋轉運動及直線運動)

適合對象 1～4 年級，已上過「LEGO 動力機械【初階一】」課程者。
開課人數 6 人
秋季班 09/05~11/07，每週六，09:00~10:30
課程代碼
課程時間
冬季班 11/14~01/09，每週六，11:00~12:30
課程代碼
費

FIL104003
WIL104003

每季 3,960 元
用 採用樂高積木教材，課堂上一人一套教具，小班教學，每人可得一本內容詳實之學
習手冊，教具僅供課堂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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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LEGO 動力機械【初階三】

結合前兩冊所學的原理融會貫通，且以專題的課程進行教學，主題化的結構及原理
課程簡介 的應用，讓學童結合生活週遭的實例，發揮創意組裝機構，引導學童觀察、操作、
測試、比較，到最後合理結構的創意改變。

1.啟閉式吊橋(彈性與剛性,槓桿原理應用)
2.風車(能量的轉換及齒輪的功用)
課程內容
3.大鐵鎚(凸輪及摩擦力的應用)
4.虎鉗(蝸桿原理,直線與旋轉原理的應用)

5.空中纜車(滑輪,連趕及槓桿上的應用)
6.時鐘(複式齒輪及棘輪裝置的應用)
7.清潔車(斜齒輪,滑輪加速,省力原理的
應用)
8.電梯(對稱原理,減速箱原理的應用)

適合對象 1～4 年級，已上過「LEGO 動力機械【初階二】」課程者。
開課人數 6 人
秋季班 09/06~11/08，每週日，09:00~10:30
課程代碼
課程時間
冬季班 11/14~01/09，每週六，09:00~10:30
課程代碼
費

FIL104004
WIL104004

每季 3,960 元
用 採用樂高積木教材，課堂上一人一套教具，小班教學，每人可得一本內容詳實之學
習手冊，教具僅供課堂上使用。

課程名稱

神奇的魔術科學

利用科學原理，加上一點點的手法，讓小朋友破解魔術的秘密，還能夠自己操作魔
課程簡介 術科學，各種不可思議的現象，運用到奈米、物質三態的特性、光學、磁力……等，
等著小朋友來學習與玩科學魔術。

1.
2.
3.
課程內容 4.
5.
6.
7.
8.

秋季班
往高處爬的輪子-重心的運用。
神奇太陽爐-太陽能的利用。
紙張變變變-紙張的特別用途。
奈米變色珠-奈米科技。
旋轉陀螺儀-介紹慣性定律。
飄移空間-作用力與反作用力。
超能螺絲-離心力與向心力。
無敵火柴組-摩擦力的介紹。

1.
2.
3.
4.
5.
6.
7.
8.

冬季班
急凍花瓶-表面張力的魔術。
神奇魔杯-虹吸現象。
寶劍穿球-三態的壓縮性。
奶瓶神偷-光的透光度。
消失錢幣-光的反射遊戲。
菲涅耳盒-光的折射秘密。
神奇穿透筆-磁力的介紹。
超人救蛙-磁力的應用與遊戲。

適合對象 2～4 年級
開課人數 8 人
秋季班 09/05~11/07，每週六，13:30~15:00
課程代碼
FUL104001
課程時間
冬季班 11/14~01/09，每週六，13:30~15:00
課程代碼
WUL104001
每季 3,600 元
費
用
部分課程內容取材自營隊「視覺魔術基礎營」與「隱形魔術進階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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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年級
課程名稱

秋季班

冬季班

廚房科學動動腦：我是大廚師

生活科學大搜密：奇妙的家事科學

以廚房與日常家事為主題，引導學生觀察生活中的物理、化學與化學概念，再由課
課程簡介 程中的動手實驗與遊戲活動加深印象。並透過小組的討論與合作，完成各種任務與
挑戰。
(一)物理:壓力、熱能與熱傳導、滑輪與應
用等等。
(二)化學:認識濃度與水溶液、吸熱反應與
放熱反應等等。
(三)生物:認識消化系統。

概念

課程內容

(一)物理:壓力、認識「波」與聲音、滑輪
與應用等等。
(二)化學:認識密度、吸熱反應與放熱反應
等等。

1. 廚房整潔小祕方:認識槓桿原理、打掃肌肉王 1.
2. 神奇調味料:認識各種調味料、調味料與食物的 2.
化學作用、
3.
3. 烹飪科學:熱傳導與廚具、熱的傳播方式
4.
4. 神奇壓力:認識壓力、壓力與接觸面的關係
5.
5. 認識水溶液:認識濃度與水溶液、油水不容
6.
6. 消化系統:認識消化系統、食物的營養與成分 7.
7. 熱漲冷縮:認識玻璃、認識熱漲冷縮
8. 科學大考驗:統整應用、遊戲闖關
8.

冰箱的原理:認識密度、密度與體積的變化
冷與熱:吸熱反應與放熱反應、製作冷凝劑
浴室裡的科學:聲音與回音、鏡子不起霧的方法
噴射水管:壓力與水流、帕斯卡原理
神奇的聲音:認識「波」
、聲音的傳播方式
轉動的原理:認識鐵捲門、認識滑輪與輸送帶
我是設計師:認識金屬(槌子與釘子)、壓力與接觸
面的關係
科學大考驗:綜合應用、遊戲闖關

適合對象 3～4 年級
開課人數 8 人
秋季班 09/05~11/07，每週六，13:30~15:00
課程時間
冬季班 11/14~01/09，每週六，13:30~15:00
費
用 每季 3,200 元

課程代碼
課程代碼

FSC104002
WSC104002

課程名稱

科學實驗 B 班

課程簡介

配合九年一貫課程綱要，以物理、化學、生物、地球科學等四門學科為主軸，從實
驗中啟發孩子的觀察與邏輯思考能力，進而喜愛科學並認識自然的奧妙。

課程內容

適合對象
開課人數
課程時間
費

用

秋季班
冬季班
1.七色彩光-學習光的性質
1.磁鐵作畫-認識磁鐵的作用
2.仙樂飄飄-學習聲音的性質
2.不倒平衡鳥-學習力平衡與重心的作用
3.H2O 小水滴-學習水的性質
3.天然驅蟲劑-學習製作驅蟲劑
4.太陽運行-地球四季的形成
4.月相-認識月球受光面的變化
5.動物世界-學習動物分類
5.蟋蟀-學習蟋蟀的生態
6.冰冰涼涼-學習冷劑的製作
6.攻城投石器-學習虎克定律
7.蔡倫二世-學習再生紙的製作
7.漂浮杯子-學習力的大小與作用
8.植物世界-學習植物分類
8.花的饗宴-認識花朵與植物的關係
3～4 年級
10 人
秋季班 09/06~11/08，每週日，09:30~12:30
課程代碼
FOC104001
冬季班 11/15~01/10，每週日，09:30~12:30
課程代碼
WOC104001
每季 4,8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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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中年級～高年級
課程名稱

LEGO 機器人【EV3-A】

課程簡介

透過 EV3 智慧型積木、伺服馬達與各種感應器，課程內容設計架構循序漸進，圖形
化程式界面基本應用、基本車體組裝，每一課均介紹不同感應器、馬達的操作。

1.
2.
3.
4.
課程內容
5.
6.
7.
8.

我的第一隻機器人 (認識基本車型組裝及軟體)
機器人駕訓班 (認識主機程式及內建設計簡單程式,控制直走急轉彎)
搬運機器人 (中型馬達運用及組裝搬運車體達成任務)
坦克機器人 (陀螺儀感應控制機器人)
碰碰車 (觸碰感應器及設計觸碰機型)
避障機器人 (超音波原理使用及避障車機型)
循跡機器人 (顏色感應器及程式概念)
分類機器人(感應器整合與應用)

適合對象 3 年級以上，至少修習完成 2 期 LEGO 初階機器人系列者。
開課人數 6 人
09/05~11/07，每週六，09:00~10:30
課程代碼
FIC104001
秋季班
課程時間
09/06~11/08，每週日，09:00~10:30
課程代碼
FIC104002
冬季班 11/15~01/10，每週日，09:00~10:30
課程代碼
WIC104001
每季 4,440 元
費
用 採用樂高積木教材，課堂上一人一套教具，小班教學，每人可得一本內容詳實之學
習手冊，教具僅供課堂上使用。
課程名稱

LEGO 機器人【EV3-B】

課程簡介

EV3-B 以 EV3-A 為基礎，運用超音波感應器、顏色感應器、陀螺儀感應器等製作不同
種車型及主題，了解不同行進方式的軌跡變化。

1.
2.
3.
4.
課程內容
5.
6.
7.
8.

我的小寵物 (按鈕指令及製作一台非輪型移動的機器人)
月球探勘車 (利用超音波感應器偵測物體及應用馬達及齒輪製作夾具)
接力賽跑 (利用超音波感應器之聆聽模式功能與其他機器人互動課程)
畫圖達人 (利用顏色感應器進行不同行進方式的軌跡變化)
自動煞車系統 (資料線的使用,感應器數值控制馬達電力大小)
征服好漢坡 (陀螺儀感應器及資料線的應用)
瘋狂小犬 (亂數範圍的設置及使用資料線控制機器人轉向)
佈藥警蟑(批次釋放機構的運作原理及變數內容運算指令)

適合對象 3 年級以上，已上過「LEGO 機器人 EV3-A」課程者。
開課人數 6 人
秋季班 09/05~11/07，每週六，11:00~12:30
課程代碼
課程時間
冬季班 11/14~01/09，每週六，09:00~10:30
課程代碼
費

FIC104003
WIC104002

每季 4,440 元
用 採用樂高積木教材，課堂上一人一套教具，小班教學，每人可得一本內容詳實之學
習手冊，教具僅供課堂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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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LEGO 機器人【EV3-C 上】

課程簡介

【EV3 機器人班-EV3-C 上】課程內容專題化，組裝結構及程式應用難度提高，藉由
主題示介紹，配合指令及變數的進階版應用。

1.電吉他 (利用超音波感應器應用及錄製專屬音樂檔)
2.投球高手 (利用顏色感應器偵測及製作投球機器人)
課程內容
3.馬達避障車 (馬達角度感應器的應用及其他馬達指令應用)
4.電動迴力車 (馬達角度感應器設計迴力車的應用)
適合對象 3 年級以上，已上過「LEGO 機器人 EV3-B」課程者。
開課人數 6 人
課程時間
冬季班 11/14~01/09，每週六，11:00~12:30
課程代碼
費

WIC104003

每季 4,440 元
用 採用樂高積木教材，課堂上一人一套教具，小班教學，每人可得一本內容詳實之學
習手冊，教具僅供課堂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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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高年級
課程名稱

科學實驗 A 班

課程簡介

配合九年一貫課程綱要，以物理、化學、生物、地球科學等四門學科為主軸，透過
實地操作瞭解科學原理，培養孩子具備量化、分類和組織等科學能力。

課程內容

適合對象
開課人數
課程時間
費

用

課程名稱

秋季班
冬季班
1.電磁世界-認識電的磁效應
1.電流急急棒-認識電流的通路與斷路
2.升空熱氣球-學習熱氣球上升的原理
2.奔騰的小馬-學習物體與摩擦力的應用
3.喝水鳥-學習毛細現象
3.氫爆-學習水的電解反應
4.星空浩瀚-探索星空與了解星空
4.氣象小尖兵-認識氣候與環境
5.遺傳密碼-學習 DNA 與遺傳的關係
5.魚體奇航-認識魚的構造
6.搶救雞蛋大挑戰-學習作用力與物體運動 6.無敵水火箭(一)-認識牛頓第三運動定律
7.燃燒無名火-認識燃燒三要素
7.無敵水火箭(二)-學習水火箭飛行的技巧
8.解析水蘊草-認識水生植物
8.植物果膠-認識植物中的果膠
5～6 年級
10 人
秋季班 09/06~11/08，每週日，13:30~16:30
課程代碼
FOH104001
冬季班 11/15~01/10，每週日，13:30~16:30
課程代碼
WOH104001
每季 4,800 元

魔術數學 B 班

本課程以 PISA(國際學生能力評量計劃)的精神規劃設計，採用魔術引發學生對數學習
課程簡介 的興趣，並由專業教師為嚮導，在各課程主題中訓練學生解決問題的能力、結構空
間概念的觀察力及邏輯思考能力，引導學生走向獨立思考力鍛鍊的數學世界。

課程內容

秋季班

冬季班

1. 綜合四則運算(1)：出神入化讀心【數】讀心數的
秘密
2. 四則運算應用(2)：消失的牛奶：負數與消失的秘
密
3. 數線的意義：幻變撲克：魔術師的慧眼定位
4. 工程問題資優題型：有分數的牌變化多端的分數搞
笑牌
5. 速度問題資優題型：數學魔法利用數學變出神奇魔
術
6. 指數的玄奇(1)：指數的妙用、指數的功能、指數
的四則介紹
7. 指數的玄奇(2)：指數四則運算、進階運算(因倍數
導論)
8. 二進位運算：二進位運算法則及應用

1. 質因數分解：質數合數、因倍數、質因數分
解、標準分解式
2. 倍數判斷：質因數分解型之最大公因數與最
小公倍數、短除法
3. 列式與化簡：依據數學發展史，應用問題以
假設法後進入代數法
4. 等量公理與移項：小學等量公理解題，未知
數在式子中單一化、國中課程，未知數在算
式中增多，並納入負數或絕對值
5. 特殊型計算：代數運算能力養成
6. 應用題型分析：PISA 應用練習
7. 資優數學題分析討論：七年級第一冊數學資
優題演練
8. 重點整理與複習：以上的課程都吸收了嗎？
有沒有反覆咀嚼其中的奧妙與樂趣呢、讓我
們一起努力、一起收穫、一起感動！並試試
自己的魔數能力吧

適合對象 6～7 年級
開課人數 10 人
秋季班 09/05~11/07，每週六，09:30~12:30
課程時間
冬季班 11/14~01/09，每週六，09:30~12:30
費
用 每季 4,8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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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代碼
課程代碼

FEH104001
WEH104001

七、國中
課程名稱

國中生物實驗班

本學程講師為國、高中生物教學經驗豐富的教師，課程設計除兼顧課綱內容，有利
於國中生物課程的學習之外，更著重於實驗操作，並在每一季最後一堂課進行成果
課程簡介
驗收，利用實驗操作、跑台、筆試等多元評量方式，瞭解孩子的學習成效。本班為
四季修畢，每季 8 堂。
1.
2.
3.
課程內容 4.
5.
6.
7.
8.

秋季班
孕育生命的世界
細胞的構造
細胞生理學
動物如何獲得養分
植物如何獲得養分─光合作用
植物的運輸作用
動物體內物質的運輸
期末測驗（筆試、跑台、操作）

1.
2.
3.
4.
5.
6.
7.
8.

冬季班
神經系統
神經系統傳導途徑
內分泌系統
生物的感應與適應行為
呼吸與氣體的恆定
生物的恆定
體溫與水分的恆定
期末測驗（筆試、跑台、操作）

適合對象 6～7 年級
開課人數 10 人
秋季班 09/06~11/08，每週日，09:30~12:30
課程時間
冬季班 11/15~01/10，每週日，09:30~12:30
費
用 每季 4,800 元

課程代碼
課程代碼

FPJ104002
WPJ104002

課程名稱

國中理化實驗班

課程簡介

以九年一貫課程綱要為藍本，以講述、操作、觀察、討論以及撰寫實驗報告等方式，
讓孩子學會國中理化的知識與技能。本班分為四季修畢，每季 8 堂。
秋季班

課程內容

冬季班

1. 基本測量(1):公制單位介紹及常用的物理量單 1.
位
2.
2. 基本測量(2):測量的方法及誤差值的判斷
3.
3. 認識物質(1):物質基本性質
4.
4. 認識物質(2):認識水溶液及空氣性質
5. 波動與聲音(1):波形及波的傳遞
5.
6. 波動與聲音(2):聲音產生原理及性質
6.
7. 光與顏色(1):認識光的基本性質
8. 光與顏色(2):認識顏色與色光的組成
7.
8.

溫度與熱量:介紹溫度計測量的原理。
元素化合物(1):物質分類及元素週期表。
元素化合物(2):化合物命名的方法。
原子與化學變化(1):質量守恆定律及操作常見化
學變化。
原子與化學變化(2):化學平衡式及化學計量。
氧化與還原(1):認識元素的活性與氧化還原的關
係。
氧化與還原(2):實驗操作常見的氧化還原反應。
化學反應速率:探討反應物濃度及表面積對反應
速率的影響

適合對象 7～8 年級
開課人數 10 人
秋季班 09/06~11/08，每週日，13:30~16:30
課程時間
冬季班 11/15~01/10，每週日，13:30~16:30
費
用 每季 4,8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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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代碼
課程代碼

FPJ104001
WPJ104001

課程名稱

魔術數學 A 班
本課程以 PISA(國際學生能力評量計劃)的精神規劃設計，採用魔術引發學生對數學習的興趣，

課程簡介 並由專業教師為嚮導，在各課程主題中訓練學生解決問題的能力、結構空間概念的觀察力及邏
輯思考能力，引導學生走向獨立思考力鍛鍊的數學世界。

秋季班

課程內容

冬季班

1. 相似形-比例線段(1)：出神入化預言【數】
1.
2. 相似形-三角形(2)：幾何圖形的認知有時不能過
於直觀
2.
3. 相似的意義與幾何應用：綜合以前所學，包括
畢氏定理、全等性質、四邊形特性
3.
4. 圓形-圓位置(1)：點與圓的位置關係、線與圓的
位置關係、弦心距、連心線、公切線
4.
5. 圓形-角度(2)：圓心角、圓周角、弦切角、優弧、
劣弧與扇形、園內接多邊形幾何探討
5.
6. 圓形-比例性質(3)：內冪性質、外冪性質
7. 幾何推理-綜合應用(1)：幾何推理綜合應用
6.
8. 幾何推理-綜合應用(2)：數學資優題型思考與推
理導引
7.

三角形的三心二意(1)：三角形外心性質、三角
形外心特性、幾何應用
三角形的三心二意(2)：三角形外心性質、三角
形外心特性、幾何應用
三角形的三心二意(3)：三角形外心性質、三角
形外心特性、幾何應用
幾何總複習(1)：歷年基測題型精選、城市數學
比賽精選、AMC 數學比賽精選、PISA 例題精選
幾何總複習(2)：歷年基測題型精選、城市數學
比賽精選、AMC 數學比賽精選、PISA 例題精選
二次函數圖形(1)：頂點的尋找、探討極大或極
小值、開口向上向下
二次函數圖形(2)：幾何特性、圖形平移、資優
題型演練
8. 基本機率問題分析應用：以上的課程都吸收了
嗎？有沒有反覆咀嚼其中的奧妙與樂趣呢

適合對象 8～9 年級
開課人數 10 人
秋季班 09/05~11/07，每週六，13:30~16:30
課程時間
冬季班 11/14~01/09，每週六，13:30~16:30
費
用 每季 4,8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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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代碼
課程代碼

FEJ104001
WEJ104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