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aker 大哉論

我的．新北創客小學堂



Who am I ?

我是曾俊夫，渾名小黑老師

新北市積穗國小資訊教師一枚

目前與一群很棒的夥伴共同推展新北創客小學堂專案



新北創客小學堂 執行團隊

• 新北市教育局

• 新北市積穗國民小學

余昆旺校長 廖美懿主任 詹勝欽組長許宏義老師

曾俊夫老師王姵茹老師 吳佩如老師



• 資訊課程著重於軟體操作，無感於生活及學習

• 孩子們長久處於知識的消費者角色

• 缺乏實踐的動力，如果可以，轉變成為知識的實踐者?

• 從改變社區開始，甚至是改變世界?

起心動念



Big Data and Shit

一次行動經驗的嘗試



Big Data and Shit



Maker ??



請各位感受一下 兩者呈現有何不同

自造者世代

媒體採訪敝校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REirE8afgg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R5zvihVgRg


金工 木工 陶工 傳統工藝 是不是 Maker ?

一定只能玩 Arduino , 3D列印 , 機器人 ?

技職 VS. Maker

工藝，生科是不是 Maker ?

Maker 一定要創業嗎？

STEAM = Maker？

一堆問號



為何這幾年，

Maker 、STEAM 這麼火紅？



但我們卻缺乏的，

真的只是技術和實作？



小孩：自走車做完了，我會了，Yeah！！

小黑：很好，接著呢？ 然後呢？
你想要做甚麼呢？

小孩：………………………..



Maker Space



Makerspace, 

Not only a classroom



自造中心空間配置



Maker ?   STEAM ? 



Maker ?   STEAM ? 



Maker ?   STEAM ? 



資料來源：黃輝聲老師



數位機具進步與普及===>大幅降低製造門檻

創新的氛圍 ===>人人皆可創新

創客空間興起===>機具共享以及社群群聚

活耀的社群===>交流才是王道

開源的風氣===>提供快速複製與創新的可能性

跨域整合 ===>十八般武藝樣樣精通

Difference



Maker , 絕對是跨域的



Maker，

是一種文化，是一種精神，

是一種生活態度



Maker：

應是由下而上



將做夢、空想的機會，

以及動手做的時間、空間和權利還給孩子，

提供資源，讓他們將想做的東西實作出來，

足矣!!



課程規劃

普及與深化兩個層次。

• 普及課程：結合新科技以及統整其他領域的課程，讓所有
孩子能體驗動手做與享受創作的樂趣，對象為高年級與幼
兒園學生。

• 深化課程：以社團型式招收有興趣的學生，規劃帶狀課程，
實踐創客精神，進行創新，創造與創作，培養綜合能力。



實 驗

一個自己的小孩玩壞也沒關係的概念(咦?)







穿戴式花燈



穿戴式花燈



翻轉式花燈(春聯)



翻轉式花燈(春聯)



課程主軸(普及)

課程主題：3D小文創

實施對象：六年級

統整領域：藝文，資訊，社會

• 社會領域教師介紹3D科技潮流。

• 藝文領域教師引導學生3D概念教學，以建立空間以及透
視概念。

• 藝文教師引導學生進行創意設計。

• 學生於資訊課學習3D塑模軟體操作，將藝文課程設計之
模型建立。

• 學生以3D列印機輸出設計之成品。(畢業公仔)



課程主軸(普及)

課程主題：平面設計與雷雕

實施對象：六年級

統整領域：藝文，資訊

• 藝文教師引導學生進行平面設計。

• 學生於資訊課運用2D軟體進行設計。

• 學生以雷射切割以及雕刻機輸出。



課程主軸(普及)

課程主題：智慧機器人

實施對象：五年級

統整領域：自然，資訊

• 自然領域教師深化電學以及簡單機械等相關課程內容。

• 結合現行課程之Scratch 程式設計，透過撰寫程式以驅動
機器人。

• 以生活問題解決導向，分組進行討論設計與實作，進行專
案機器人設計。



課程主軸(普及)

課程主題：電路板真有趣

實施對象：五年級

統整領域：資訊、跨域

• 教學上採用Micro:bit。

• 製作簡單的專案。

• 虛擬運算----實體運算



課程主軸(普及)

課程主題：機器人好好玩

實施對象：幼兒園

統合能力：感統，創作，邏輯

• 透過觀察、組裝、外型設計，並輔以簡易圖形化介面設計
程式驅動機器人，讓幼兒體驗機器人科技。



課程主軸(普及)

課程主題：低年級科技課程導入體驗

實施對象：低年級

統整領域：生活

• 目前規劃為校本課程，一學期實施三節課，以
生活領域課程為主體，體驗動手實作與基本手
工具使用。

• 製作主題以生活小物與自製玩具為主。



課程主軸(深化)

課程主題：3D小文創

實施對象：創客社團

統整領域：藝文，資訊，社會

• 透過每周集訓課程，深化創作與設計能力，並引入3D掃
描以及進階的3D塑模技術，以進行較高層次文創品之設
計與產出。



課程主軸(深化)

課程主題：智能生活

實施對象：創客社團

統整領域：自然，資訊

• 透過每周集訓課程，以整合Scratch程式設計以及
Arduino電路板進行智能設備的設計與實作。



跨域合作與思考(深化)

課程主題：專題

實施對象：創客社團與校內其他需求團隊

以設計思考為前提，與其他校內團隊合作

• 與小論文團隊合作的Maker Gym專案，
以打造簡易室內科技健身器材為主軸，
搭配遊戲化的設計，
讓室內運動變得更為好玩有趣。



策略聯盟課程 跨學制交流(深化)

課程主題：跨校舍群策略聯盟

實施對象：創客社團與跨校社群夥伴學校

• 由中和高中發起，並邀請中正國中以及本校加入，
希望能透過三校交流活動，試著達成混齡教學、各
校空間觀摩以及參與各校特色課程，最後希望能促
進社群交流並進行共同創作。



策略聯盟課程 跨學制交流(Hackthon Style)



策略聯盟課程 跨學制交流(Hackthon Style)



開發體驗課程

課程主題：客製化課程
實施對象：含一般民眾以及偏鄉或團體蒞校體驗

• 根據對象屬性客製化課程。

• 以能快速入門、簡單、易上手為原則。





除了動手作的樂趣之外，

能不能帶有一點探究實作的味道？

能不能有更多的可能性？







課程主軸(深化)

課程主題：Open Hacking Day

實施對象：創客社團

• 為鼓勵學生動手做與培養自學能力，仿效 Fablab開放模
式，將每週五中午訂為「Open Hacking Day」。

• 屆時將會開放教室，學生可自由進入教室當中，運用既有
設備，進行相關領域自學，以及開放設備讓學生動手實作，
以及進行小組討論與專案實作。



Open Hacking Day 重點不在於玩套件。

重點在於延伸與創作。

讓學生發揮想像力，創造力，以及實踐可能性



哥帶的不是技術，是歷程，是創造和創新



線上課程

http://1know.net/course/29996411f30d?v=list


Projects, Process, Never End



(物聯網應用)機房溫溼度偵測系統

資料來源：親子天下 2015 九月專刊。翻轉教育下一波

https://thingspeak.com/channels/36723




Touch 新科技與新技術，但不只是技術

圖片來源: 新北創客小學堂 FB 粉絲團



低科技 Maker



需求驅動專案



設計思考 (與專題寫作團隊合作)



跨域課程



3D 盆栽設計(藝文、自然)

圖片來源: 新北創客小學堂 FB 粉絲團



ICG 雷雕設計(藝文)

圖片來源: 新北創客小學堂 FB 粉絲團



結合科展專案



新北市創客挖課松

( PBL 導向跨域課程 )



社群才是王道



教師社群與共備



教師社群與共備



Zero to Maker



基礎數位自造教師研習



會限制小孩想像力的

是大人的想像力



失敗的經驗 才是最彌足珍貴的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1T9dsQXCcB8&t=3m13s


創意：發現需求，解決問題

整合：整合各種科技元素以及各領域知識

實作：動手實踐的技能

自學：自我學習的能力

社群：專案協調溝通，經驗分享
樂趣：樂在實作其中





我們缺乏的，

真的只是技術和實作？



應該以思考、思辨、解決問題的能力為
出發點，莫忘對人與環境的關懷，
更多人文涵養的內容包含進來，
整合各學科領域的能力，
最終成為生命中的一部分



親子天下：曾俊夫，玩創客，小學生自製「打怪健身房」

來源：親子天下網站 作者：程遠茜



反思



融入STEAM 的困境

主體 && 客體



跨領域教學是王道

實務上有困難



設計思考呢？ 創新呢？議題?

跟人與環境的結合呢？



Maker 原汁原味的特性

依舊留存？



空白自由發想亂做

不被競賽桎梏



是為孩子開另一扇窗

還是增加孩子的負擔？



從實作 到實踐



1. 科技領域課程發展(小一至小六一貫)

2. 結合自然領域，學生自行設計製作數位實驗設備，導入數位實驗

3. 持續發展跨域教學(音樂、自然、資訊)

4. 結合數學領域，學生設計程式解題與進行理解

5. 機器學習與 AI 課程設計(實驗中)

未來



邁開你的第一步







沒有經費？

我也想在學校玩 Maker?

沒有技術？



因人制宜

因地制宜

因時制宜



結合在地資源，形塑木工創客(環教，自然，藝文)

圖片來源: 大坪森林
苗栗縣三灣鄉大坪國小校長室部落格



結合在地資源，形塑木工創客(環教，自然，藝文)

圖片來源:福營國中創客教室FB粉絲團



有溫度的Maker 

讓我們來當沒有人吧



https://www.facebook.com/tjspsmaker/?ref=hl


http://maker.ntpc.edu.tw/


改變世界 就從孩子開始



感謝聆聽 敬請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