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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介紹

我們STEAM的學習側重於學生學習的兩個方面; 計算思維與設計思維

計算思維（編程）

根據谷歌公司和卡內基梅隆計算思維中心的說法，計算思維涉及一系列解決問
題的技能和技巧，使人們能夠編寫構成電腦應用程序基礎的程序來解決現實問
題。

具體的計算思維技術包括：
 問題分解 - 將任務分解為可以清楚地向計算機解

釋過程的細節的能力

 模式識別 - 能夠注意到相似性或共同差異，這將
有助於我們做出預測或導致捷徑

 模式概括和抽象 - 能夠以一般術語表示一個想法
或一個過程，以便人們可以用它來解決其他類似
的問題

 算法設計 - 開發解決問題的逐步策略的能力

問題分解

模式概括和抽象 演算法設計

模式識別



設計思維（創意）

設計思維是一種思考方式，可以設計哪些學生在沉浸在設計過程中時會隨著時
間的推移而獲得。它是思想過程的融合，在學生根據對用戶，功能和環境的深
思熟慮的考慮尋求解決方案時吸引他們。它是設計創造變革的工具，以影響日
常生活中的同理心，實用性和適當性。

作為一種思考和行動的方式，它側重於使用適當的技術創建解決方案以達到目
的。這涉及理性的思維過程和直觀的反應，這些反應嵌套在分析，創造性和批
判性思維的整體結構中。

設計過程涉及同理心，定義，構思，原型和測試

1. 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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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理心

深入瞭解挑戰 II.

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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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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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腦風暴潛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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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斷改進您的

設計



21世紀的能力（互聯）

通過計算和設計思維，學生還將培養21世紀的進口能力，使學生能夠面對挑
戰，抓住全球化帶來的機遇，改變人口統計學和技術進步，讓他們在瞬息萬
變的世界中茁壯成長。

新加坡教育部確定的這些能力體現在以下框架中，它們是全面教育的基礎，
可以更好地為學生的未來做好準備。

1. 介紹

核心價值
負責任
的決策

自我意識

社會意識

關係管理

自我管理



微控制器 – micro:bit

micro:bit 是一款手持式，完全可編程的微控制器 ，具有許多內置功能：

 25顆獨立可編程的 LED
 2個可編程按鈕
 連接引腳
 光線傳感器和溫度傳感器
 運動傳感器 (加速度和指南針)
 無線通訊，通過無線電和藍牙
 USB 接口

2. 硬件



微控制器 – S4A Arduino

S4A Arduino是一款手持式，完全可編程的微控制器 ，具有許多內置功能

 S4A Arduino採用預焊接14針連接器，包括：
 8個數字輸入/輸出引腳
 6個模擬輸入/輸出引腳

 預焊藍牙4pin連接器

 直流電機驅動器內置2個直流電機控制器引腳，可以單獨控制2個直流
電機的速度和方向

 調節9V電源

 不需要任何外部防護罩

 編程環境可以在線找到，並且能夠讓學生在Web環境中的塊和代碼之
間切換

2. 硬件



擴張版

這擴張版有容易使用的預焊接引腳連接器，它專為學生設計，以方便先
前很少或沒有編程和微控制器培訓。

 擴張版內置功能：
 工作電壓：6.5 – 10.5V
 輸出電壓：5V / 3.3V
 3V電源：P1，P2（數字和模擬）
 5V電源：P8，P11，P12
 超聲波接口：P11，P12
 RGB彩燈控制：P5
 蜂鳴器控制/耳機端口驅動器：P0
 電機控制：P13，P14，P15，P16

2. 硬件



傳感器和輸出

一些常用的傳感器和輸出：

2. 硬件

水位感測器

超聲波感測器

溫度感測器

人體紅外熱釋電感測器

大按鈕模組

濕度感測器

紅外光電感測器

光線感測器

LED發光模組

180度舵機

蜂鳴器發聲模組



2. 硬體 –結構材料

我們將#Blokies設計用作結構材料。 #Blokies作品是紙
板設計，學生可以輕鬆定制和構建自己的結構。



Microsoft MakeCode

3. 程式設計平臺

憑藉其易於使用的拖放程式設計功能，它專為那些幾乎沒有或之前沒有
基於塊的程式設計和微控制器培訓的學生而設計。

此外，它還可以教學生簡單的編碼基礎知識，如重複，如果為和對於從
迴圈，如果我邏輯語句，布林邏輯和變數。



EPC Arduino Blockly

3. 程式設計平臺

與Microsoft MakeCode平臺類似，它使用簡單的拖放編碼功能，這使得
以前很少或沒有基於塊的編碼和微控制器培訓的學生很容易接受。

除了簡單的編碼基礎知識，如重複，如果為和對於從迴圈，如果我邏輯
語句，布林邏輯和變數。，它還教授如何使用串行輸出和控制引腳功能。



4. 課程

我們的課程範圍從2小時到60小時不等，具體取決於學校的要求，以及學
生之前的學習風險類型和數量。

10小時訓練學生的樣本：

第1课 介绍micro:bit

第2课 编程LED

第3课 编程LED动画

第4课 编程按钮

第5课 使用按钮控制LED

第6课 编程速度传感器

第7课 设计思维介绍

第8课 定义您想要解决的问和选择并开发您的解决方案

第9课 测试原型（设计原型和编程）

第10课 呈现你的解决方案



5. 學生作品



5. 學生作品

空氣吉他

數字賀卡

迷你高爾夫遊戲



5. 學生作品

防盜裝置 視力障礙指南



互動紙板結構的例子有恐龍、車輛、動物、中國象棋棋子、建築和結構以及特殊定
制的吉祥物。

互動紙板結構



新加坡商新創客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是在
新加坡中小學和大專學生的工程，編碼和計算與設
計思維課程的提供商。我們在東南亞地區與不同國
高中、小皆有授課，我們從事STEAM教育已有五年，

擁有豐富的授課經驗。除了程式培訓，我們也有瓦
楞紙DIY相關的紙藝課程，如一比一等高西棋、象棋
等，透過融入瓦楞紙DIY課程，讓不擅長程式編程的

大、小朋友有額外的課程選擇，以確保學生們享受
創意學習的過程。

我們的願景
我們的願景是成為全球最受尊敬的技術培訓和諮詢公司，為所有人提供輕
鬆的編碼培訓。

我們的使命
我們希望提高所有學生對工程加編碼的認識和興趣，使大眾能夠輕鬆獲得
負擔得起的硬件和軟件，並培養多個不同行業中技術嫻熟的專業人員的生
態系統。

新加坡商新創客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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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Gerald Chan 曾祥銘
年齡：40歲

婚姻狀況：已婚
公民身份：新加坡

祥銘擁有澳大利亞Monash大學的電腦專業學位也是一名經過
認證的微軟創新教育工作者。

他在跨國公司和中小企業管理IT項目方面擁有超過15年的經驗。

祥銘也是新加坡資訊通信媒體發展局和新加坡教育部自2015年
以來發起的CODE FOR FUN 計畫的主要課程開發人員和主培訓
師。自2015年以來，他為80多所學校的學生與老師教授機器人
和微控制器課程。

祥銘將負責培訓品質，並確保及時處理學生和教師的任何回饋。

主要人員簡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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