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Bot  V1.1   藍色優惠組  （2.4G+ 藍牙雙模組）

※價格‧規格僅供參考    依實際報價為準

mBot 是基於 Arduino 平台的程式教
育 機 器 人， 支 援 藍 牙 及 2.4G 無 線 通
訊，具有手機遙控、自動避障和循跡
前進等功能，搭配 Scratch(mBlock)
採用圖形控制介面，只要會用滑鼠，
就能學會寫程式！！

零件清單
鋁合金底盤 mCore 主控板 塑膠滾輪 塑膠輪胎 直流馬達
超音波模組 藍牙模組 循跡模組 紅外線遙控器 電池盒

螺絲起子 螺絲包 USB 線 鋰電池 循跡場地圖

光線感應器

紅外線發射器

紅外線接收器

馬達接頭

蜂鳴器

RJ25 接頭RGB LED

按　鈕

藍牙模組或
2.4G 模組

mBot 進階機器人擴展包
產品編號：5001015
建議售價：$4,800 伺服機支架擴展包 ×1

LED 表情面板 ×1 聲音感應器 ×1 人體紅外感應器 ×1 四鍵按鈕 ×1 光線感應器 ×1 搖桿 ×1 燈帶 ×1 溫度感應器 ×1

溫溼度感應器 ×1 數字板 ×1 可調電阻器 ×1 觸摸感應器 ×1 火焰感應器 ×1 氣體感應器 ×1

產品編號：5001014
建議售價：$2,900

mBot 創意機器人擴展包  

微型伺服馬達 (9g) ×1 微型雲台套件 ×1

RJ25 適配器 
( 轉換器 ) ×1

RJ25 連接線 20cm 
( 4 件裝 ) ×1

連接片 45°
( 2 件裝 ) ×2

連接片 2*9 
( 2 件裝 ) ×1

支架 3*3 
( 4 件裝 ) ×1

三角連接片 6*8  
( 2 件裝 )×1

MEDS15 伺服馬達 
連接片 ( 2 件裝 )×1

連接杆 024 
( 10 件裝 )×1

連接桿 080 
( 10 件裝 )×1

連接片 3*6 
 ( 4 件裝 )×1

螺母 4mm 
( 50 件裝 )×1

防滑螺母 4mm 
( 50 件裝 )×1

銅螺柱 M4*12+6  
( 10 件裝 )×1

蘑菇頭螺絲 M4*8 
 ( 50 件裝 )×1

蘑菇頭螺絲 M4*14 
( 50 件裝 ) ×1

墊片 4*8*1mm 
 ( 100 件裝 )×1

產品編號：5001009

感 謝 祭在台五周年

自動避障

循跡移動

平均每組只要 $2,000
限量優惠：$20,000
原　　價：$39,00010 組

※ 優惠活動即日起至 2019/12/31 日止
※ 最低購買 10 組，每校限購 20 組
※ 出貨時，盒裝為 2.4G ＋ 額外藍牙模組，不含鋰電池



※價格‧規格僅供參考    依實際報價為準

諮詢專線：02-2908-1696 或洽轄區業務
歡迎辦理師資研習課程

www.ipoemaker.com

（金屬積木）

Scratch(mBlock) 程式設計 - 
使用 mBot 金屬積木機器人
書號：PB106  
作者：李春雄 ˙柳家祥 ˙林暐詒  
建議售價：$380

輕課程 用 Scratch(mBlock) 
玩 mBot 機器人
書號：PT102　 
作者：李春雄  
建議售價 ：$150

Scratch（mBlock）

用 mBot 學程式設計

用 mBot 玩機器人

用 Scratch 與 mBlock 
玩 mBot 機器人
書號：PB103
作者：王麗君　
建議售價：$250

用主題範例玩 mBot 進階機器人
( 使用 Scratch 與 mBlock)
書號：PB104
作者：王麗君　
建議售價：$320

當 mBot 遇上樂高積木： 
創意主題製作 - 使用 App Inventor 2 
撰寫 App 遙控機器人
書號：PB123
作者：李春雄 ˙ 李碩安
建議售價：$480

mBot 創意機器人 - 
使用 Scratch(mBlock)
含 App Inventor 程式設計
書號：PB121
作者：李春雄 ˙ 李碩安 ˙ 林暐詒
建議售價：$360

實體機器人 + 虛擬程式設計　讓學習變有趣

mBot

電控模組

Scratch 3.0(mBlock 5 含 AI)
程式設計 -  
使用 mBot 金屬積木機器人
書號：PN071　 
作者：李春雄   
建議售價 ：$450

App Inventor 2 程式設計 - 
使用 mBot 金屬積木機器人
書號： PB108  
作者 ：李春雄˙李碩安 
建議售價：$390

Scratch 3.0(mBlock 5) App  Inventor 2

機械結構

機械結構

Arduino C 語言程式設計 - 使用
mBot 金屬積木機器人
書號： PB107 
作者： iTRY 愛創機器人實驗室 

李春雄 ˙柳家祥 
建議售價：$420

C 語言程式設計： 
使用 Arduino C 
趣玩 mBot 機器人
書號： PB109 
作者：鮮師 
建議售價：$350

Arduino C

（金屬積木 + 塑膠積木）

搭配 mBot 進階機器人擴展包 搭配 mBot 創意機器人擴展包  

想玩機器人、電控、機構　三個願望一次滿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