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騏驥坊 2019 暑期(海外)創客研學營活動簡章 v6.4 

一、 活動宗旨：讓教師與中小學生利用暑假期間，在城市旅行的過程中，探索智慧城市的樣貌，

並學習利用數位科技與運算思維，培養解決問題的能力，迎接 108新學年。本活動由兩地

創客指標團隊共同規劃，使用最新 Scratch3.0 教具，搭配不插電運算思維桌遊，在輕鬆

的旅行中，累積學員的創客學習歷程。 

二、 主辦單位：騏驥坊創客教育、勁園教育科技(廈門) 

三、 協辦單位：T-Makers 台青創客家 

四、 活動日期：教師團 2019/8/12(一)-8/15(四) 親子團 2019/8/15(四)-8/18(日) 

五、 報名截止：2019/7/20(每團上限 20人，額滿為止) 

六、 活動費用：每人 NT$ 20000 (包含小三通機票/船票/飯店住宿/早午餐/交通車/課程教具

使用/旅遊險)，滿 10人開團。 

七、 報名條件：教師團對象為學校教師或騏驥坊創客師訓班老師，可攜帶 8~16 歲子女參加。

親子團對象為 8~16 歲國中小學生及其家長。以上大人與小孩皆須報名，並佔名額。出發

三週前需辦妥有效護照及台胞證。 

八、 活動日程： 

 Day1 Day2 Day3 Day4 

上午 

【出發-小三通】 

騏驥坊領隊帶隊 

台北松山→金門→廈門 

【創客實作】 

光環板(一)智慧校園 

【創客實作】 

神經元電控積木(二) 

智慧校園專題  

【創客實作】 

光環板(二)智慧交通 

【創客實作】 

程小奔 AI 機器人(一) 

智慧交通專題 

【創客實作】 

分組創作討論(二)  

【創客結業式】 

分組成果展示 

頒發創客學習力認證 

下午 

【創客始業式】 

神經元電控積木(一) 

【生態之旅】 

五緣灣濕地公園 

【文化巡禮】 

閩南古鎮自由行 

【校園交流】 

廈門大學 

【宗廟之美】 

南普陀寺 

【特色景點】 

珍珠灣周邊 

【創客實作】 

程小奔 AI 機器人(二) 

【特色景點】 

鼓浪嶼出海去 

【特色小吃】 

中山街自由行 

【回程-小三通】 

騏驥坊領隊帶隊 

廈門→金門→台北松山 

晚上 
【創客實作】 

運算思維桌遊(一) 

【創客實作】 

運算思維桌遊(二) 

【創客實作】 

分組創作討論(一) 

 

 

九、 活動地點：勁園教育科技(廈門)創客教室 (廈門市湖里區五緣灣木浦路 103 號 20 層) 

住宿地點：廈門可居酒店(預定)  http://www.cozyhotel.com.cn/ 

十、 活動洽詢：網址：https://chi-gi.com/2019overseas 

專線：03-4917436卓老師  或  0937-772591謝老師 

   Email：service@chi-gi.com 

 

  

http://www.cozyhotel.com.cn/
https://chi-gi.com/2019overseas
mailto:service@chi-g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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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景點介紹 

五緣灣濕地公園 

廈門最大的公園，也是最大的濕地生態園區，

被稱為是廈門的城市綠肺。在公園中有水棲

和濕生植物帶、水生植物群落、蘆葦及濕地區

域植物群落。共 9 科 25 種濕地水鳥和 17 科

29 種山林和農田鳥類在此棲息活動。 
 

閩南古鎮 

雄踞廈門湖裏貿易強區，閩南復古風情，50萬

平方米大規模區域，包括旅遊觀光、時尚購

物、商務娛樂雲集於此，以厚蘊的傳統文化，

餔陳浪漫時尚，用國際展館的形式接軌世界

文明。 
 

廈門大學 

被譽為中國最美大學，校園銜山含湖、面朝大

海，一側是南普陀寺，一側是白城沙灘，包括

群賢樓群、建南樓群、芙蓉樓群以及廈門大學

人類學博物館在內的學校早期建築為大陸重

點文物保護單位、入選首批中國 20世紀建築

遺產名錄。  

南普陀寺 

始建於唐朝末年，宋治平年間改名為普照寺，

明朝初年，寺院荒蕪，直到清朝康熙年間才得

到重建。因其供奉與浙江普陀山觀音道場類

似，又在普陀山以南而得名南普陀寺，為閩南

佛教聖地之一。寺內明萬曆年間血書妙法蓮

華經和何朝宗名作白瓷觀音等最為名貴。  

鼓浪嶼 

被列為 2017 年世界遺產，鄰近廈門的一座海

上花園，長滿磚造的老洋房，一整片橘通通，

像是夏季盛開的鳳凰花般，有「海上花園」、

「萬國建築博覽會」、「鋼琴之島」之美稱。鼓

浪嶼就在廈門島旁邊，差不多是旗津到鼓山

的 10 多分鐘距離，在岸邊就能望一片橘色的

屋瓦，在召喚著每位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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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教具課程介紹 

運算思維桌遊 

由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許庭嘉教授率領團隊研發設

計，是最簡單又易上手的邏輯遊戲，使用對象分級

清楚，時間彈性靈活且好掌控。透過卡牌將學生思

考邏輯可視覺化，老師可從旁參與、建議或修正學

生的邏輯觀念，相當適合做為程式教育的啟蒙教

具。  

神經元電控積木套件 

可程式設計電子積木基礎套裝。包含有聲、光和感

應等 8個模組，配合極易上手的連線式程式設計，

輕鬆“智”造小玩意。 

 

程小奔 AI 智慧機器人 

“程小奔”是一款適合六歲以上兒童操作的全球

首款普及型程式設計機器人，通過程式設計後可以

支持人臉識別、語音辨識等 AI 功能，通過這些功

能展現出來的實際效果，將 AI 技術的抽象概念與

具體的功能聯繫起來，讓孩子可以更生動地掌握

AI 技術的邏輯和原理。  

HaloCode 光環板 

光環板是一塊可無線連網的單板電腦。內置 WiFi 

模組和麥克風，配套上手簡單且性能強大的

Scratch3.0 編程軟體，讓學生能夠輕鬆實現物聯

網和 AI語音辨識等創意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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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騏驥坊 2019暑期(海外)創客研學營報名表 

姓名(中文)  (英文)同護照  性別 □男 □女 

身分證字號  就讀(服務)學校                        年級: 

出生日期 西元          年        月       日 身高          cm 體重           kg 

護照狀況 □有護照(有效)   □無護照     □護照過期     □其他 

護照資訊 號碼:  (請繳護照照片頁影本)                 有效至: 西元          年      月     日 

台胞證狀況 □有台胞證(有效)  □無台胞證   □台胞證過期   □其他 

台胞證資訊 號碼:  (請繳台胞證正面照影本)               有效至: 西元          年      月     日 

連絡方式 手機:________________  電話(日):____________________ (夜):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mail: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可收掛號信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緊急聯絡人 姓名:_____________  關係:______________  電話/手機: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姓名 

(未滿 18歲者) 

父:______________  手機:_____________________  E-mail: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母:______________  手機:_____________________  E-mail: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飲食習慣 □素食   □不吃豬、牛、羊、海鮮    □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健康狀況 □良好   □尚可    □其他說明(特殊疾病或過敏項目)__________________  □是否吸菸 

您要參加 □教師團 4天: 8/12(一)-8/15(四)     □親子團 4天: 8/15(四)-8/18(日) 

所選團費 □一般費用               NT$20,000 

□騏驥坊舊生(限學員) 8折 NT$16,000 

□騏驥坊師訓班學員 8 折    NT$16,000 

訂位金(小三通機票+船票)  NT$ 6,000 

匯款帳戶 

戶名: 騏驥坊股份有限公司 

銀行: 台灣企銀(050)  新莊分行(0267) 

帳號: 026-12-685285 

匯款後請將匯款單據 E-mail 至 

service@chi-gi.com 

並請來電 03-4917436知會，謝謝。 

家長同意書(未滿 18歲者) 

茲同意______________君參加本次研學營行程，接受老師及領隊規範，參與相關課程活動進行，並同意於意外

發生時，活動單位採取適當之醫療措施。              家長簽章:_________________2019/   / 

醫療同意書(未滿 18歲者) 

本人_____________君參加本次研學營行程，願接受老師及領隊之行為規範，參與相關課程活動進行，並同意

於意外發生時，接受適當之醫療措施。              學生簽章:_________________2019/     / 

騏驥坊專線:03-4917436                諮詢地址:台北市民權西路 93號 1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