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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創新教育加速器-STEAM 跨領域 

程式設計攜手國際共前行 

AITEMI 太空探險培訓暨競技賽活動計畫書 

 

 
壹、辦理主旨： 

一、新北創新教育加速器計畫 

依「新北創新教育加速器計畫」相關規定及指標項目，執行本計畫培育新創斜槓人才。 

二、108 科技領域資訊科技新課綱與素養 

銜接 108 科技領域資訊科技新課綱，經由課程使學員習得生活/資訊科技知能素養。 

三、落實國中小學校之 STEAM 教育宗旨 

辦理本活動使學生了解機器人動作原理、程式設計應用; 提升學生機器人相關之科學創

造力與創新能力之 MAKER 培養，進而落實創新之具體實踐。 

四、提供國中學生做為職能試探學習項目，讓國中家長及學生認識科技教育;透過本計畫之各

實作單元;使學生做中學、學中做，理論與實務融會貫通。 

五、讓高中學生進一步做為大學先修課程(AP)之未來選校系之方向設定，成為鏈結大學專業

領域相關學程之基石。 

六、結合「國際創客運動」; 本競賽為一國際型創客運動，學員可透過賽前培訓辦理的競賽

課程，增加競技能力，累積生活/資訊科技知能素養能量，並於大賽中與全國隊伍，進行

競賽交流。 

七、活動規劃: 

階段 日期／110 年 活動名稱 地點 

一 11/14(日) AITEMI 太空探險培訓暨競技賽活動 新北市立中和高中 

二 12/12(日) 

2021 國際新創機器人節 

－TIRT 全能機器人國際賽 

－AITEMI 太空探險競技賽 

桃園祥儀機器人夢工廠 

一樓 TEMI 大賽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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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活動單位： 

指導單位：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主辦單位：新北市立中和高級中學(主政學校) 

承辦單位：台灣嵌入式暨單晶片系統發展協會 

協辦單位：新北市立土城國民中學、新北市立中正國民中學、新北市立中和國民中學 

新北市立自強國民中學、新北市立漳和國民中學、新北市立積穗國民中學 

 

參、參加對象：新北市各高中職、國中學生  

正取共計 30 隊(隊數如有增減，恕不另外通知) 

國中組 15 隊 ; 高中職組 15 隊，每隊至少 2 位同學參加 

 

肆、活動地點：新北市立中和高級中學 (新北市中和區連城路 460 號) 

選手培訓暨競賽：行政大樓 6 樓會議室 

 

伍、活動資訊： 

活動日期 報名日期 活動名稱 對象 項目 

11/14 

(日) 

10/22(五)

起至

11/8(一) 

AITEMI 

太空探險 

培訓暨競技賽活動 

國中 

高中職 

學生 

⚫ 培訓：AITEMI 探險號機器人製作 

⚫ 競賽：AITEMI 機器人培訓暨競技賽 

⚫ 地點：新北市立中和高中 

可串聯之

競賽日期 
報名日期 競賽名稱 對象 項目 

12/11 

(六) TEM 競賽

官網公告 

(自由| 

報名) 

TIRT/ TEMI 

全能機器人 

技藝技能競賽 

國中小 

⚫ AITEMI 太空探險競技賽 

⚫ 地點：桃園祥儀機器人夢工廠 

12/12 

(日) 

高中職 

大專校院 

 

陸、項目介紹： 

項目 培訓 / 競賽簡介 

AITEMI 太空探險競技賽 

國中小組(A) 

高中高職組(B) 

AITEMI 機器人競技賽，以太空探險為競賽場景，參賽團隊可在參賽過

程中，模擬太空探索，並於各個關卡，完成目標任務，練習思考問題並

解決的能力，設計一台可循跡自走、飄移運動、避障越野的機器人，本

競賽由 2 位同學組成，展現團隊的分工、同時完成三項艱難關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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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報名方式： 

一、報名日期，10/27 (三)起至 11/8(一)或人數額滿為止。 

二、為確保每位學員皆能參與實作，每組學員人數請以下表為主;若報名人數未達一半，將公

告延期/取消辦理。 

三、報名網址(每位學員各自上網填報)：

https://www.temi.org.tw/activity_lst/view_activity_detail/?cour_id=181 

(活動簽到及證書製作使用，請先註冊 TEMI 協會會員，用會員報名) 

四、報名人數 

項目 隊數 說明 

AITEMI 

太空探險培訓暨競技賽活動 
30 

1. 學生 2~3 位、機器人 2 台組成 

2. 指導老師可不用參加當日活動(歡迎共同參與) 

 

捌、活動/租賃費用說明 

組別 品項 

教具租

賃費 

每台/新

台幣 

說明 

AITEMI 

太空探險 

培訓暨競技賽活動 

AITEMI 探險號機器人 

 

 

 

1,000 元

/1 台 

1. 參與培訓與競賽; 

1 隊須 2 台機器人，選手 2-3 位。 

2. 機器人定價 3,950 元/1 台， 

競賽優惠 3,150 元/1 台。 

3. 競賽平台租賃方式;詳情請見 

『TEMI 競賽機器人教具租賃說明』 

 

玖、TEMI 競賽機器人教具租賃說明 

一、租賃物件：AITEMI 探險號機器人套件 1 套。 

二、租賃費用以個人或學校為單位，於培訓當天報到時收取並開立發票。 

三、租賃期間：為即日起至 110/12/12,請於 110/12/20 前確認是否購買或是完整歸還 

四、若有損毀或超過歸還期限者,則視為購買,請依定價補足差額 

五、套件借用期間，如因人為產生故障，須酌收維修費用，如非人為則免費維修或更換新

品。 

六、請於 12/30(四)前歸還完成教具，逾期 12/31(五)起將視為意購買。 

七、套件借用期間，如因人為產生故障，須酌收維修費用，如非人為則免費維修或更換新

品。 

八、AITEMI探險號機器人套件租賃費為 1,500/台。 

新北創新教育加速器計畫補助 500元/台；學員自付 1,000元/台。 

九、機器人歸還驗收標準 

1. 電氣功能須正常。 

2. 包裝物件不可短少。 

3. 配件、線材不可短少、破損、髒污。 

4. 外觀不可塗鴨、破損、髒污。 

5. 套件租賃，歸還時可為成品，不用再拆卸。 

6. 須於指定回收日期內歸還。 

 

https://www.temi.org.tw/activity_lst/view_activity_detail/?cour_id=181


4 

 

壹拾、 課程說明: 

一、學員全程參與培訓者，將於簽退時，可獲得由協會頒發培訓證書。 

二、自備工具說明：完全不須自備工具;一律由課程教學單位準備(並於課後歸還)。 

三、如後續不參加競賽及相關課程，請於 11/14 活動結束後，依規定歸還。 

 

壹拾壹、 注意事項 

一、如遇重大天然災害或不可抗拒因素，得由主辦單位決定停止課程或延期辦理。 

二、於培訓及競賽時，主辦單位均有權利對學員於受訓過程、參賽及作品進行(不用預先告知

當事者之拍照、錄影及在各式媒體上使用之權利，參與學員不得異議。 

三、防疫聲明：如遇不可抗拒之天災或疫情擴散等因素，因應中央單位指示取消大型集會活

動時，本計畫活動將取消，並於官方競賽網站公布。 

壹拾貳、 培訓諮詢： 

學校 聯絡人 電話 電子郵件 

台灣嵌入式暨單晶片 

系統發展協會 
活動小組 (02)2223-9560#502 L29@temi.org.tw 

 

壹拾參、 活動網站： 

單位 網址  

新北市立中和高級中學 https://www.chshs.ntpc.edu.tw/nss/p/index 

 

台灣嵌入式暨單晶片 

系統發展協會 http://www.temi.org.tw/ 

 

活動網址 https://www.temi.org.tw/news/view/305/ 

 

TEMI 社團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temitw/ 

 

TEMI 協會 

鈦米知識力社群 

(LINE) 

https://line.me/ti/g2/EMjDjJ1qQubyB0iZqcWvFQ?utm_so

urce=invitation&utm_medium=link_copy&utm_campaign

=default 
 

TIRT 競賽報名 
https://www.tirtpointsrace.org/53/d256f786-98ee-477a-

8c78-1ae35fd331cc 
 

 

 

  

https://www.chshs.ntpc.edu.tw/nss/p/index
http://www.temi.org.tw/
https://www.temi.org.tw/news/view/305/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temitw/
https://line.me/ti/g2/EMjDjJ1qQubyB0iZqcWvFQ?utm_source=invitation&utm_medium=link_copy&utm_campaign=default
https://line.me/ti/g2/EMjDjJ1qQubyB0iZqcWvFQ?utm_source=invitation&utm_medium=link_copy&utm_campaign=default
https://line.me/ti/g2/EMjDjJ1qQubyB0iZqcWvFQ?utm_source=invitation&utm_medium=link_copy&utm_campaign=default
https://www.tirtpointsrace.org/53/d256f786-98ee-477a-8c78-1ae35fd331cc
https://www.tirtpointsrace.org/53/d256f786-98ee-477a-8c78-1ae35fd331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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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自備工具說明 

壹拾肆、 自備工具（11/14(日)若無自備可向協辦單位借用） 

項次 品名 建議規格 數量 圖例 

1 電池 

1.18650 充電鋰電池 

2.平頭即可(正極) 

3.不限廠牌 

2 

用於機器人主機電源 

 

2 充電器 
1.18650 充電器 

2.不限廠牌 
1 

 

3 尖嘴鉗 

1.鉻釩鋼材質 

2.鉗長約 140mm 

3.不限廠牌 

1 

鎖螺絲帽 

 

4 斜口鉗 

1.鉻釩鋼材質 

2.鉗長約 125mm 

3.不限廠牌 

1 

 

5 螺絲起子 

1.十字型起子  

2.PH1 或 PH2 

3.可以單買或買起子組 

4.不限廠牌 

1 

鎖 3mm 螺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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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課程配當表 

新北創新教育加速器-STEAM 跨領域 

程式設計攜手國際共前行 

AITEMI 太空探險培訓暨競技賽活動 

課程配當表 
 

                 課程 

時間 

11/14(日) 

國中、高中職梯 

08:30~09:00 報到 

09:00~09:30 ⚫ TIRT 競賽/課程說明 

09:30~12:00 

⚫ 培訓 

單元一：電學理論： 

一、電學的歷史與發展 

二、常見的電子元件 

三、電路學基本原理 

 

單元二：AITEMI 探險號機器人製作 

一、AITEMI 探險號機器人動作原理說明 

二、機器人組裝製作 

馬達組裝(鋁架車身)、馬達組裝(鋁架馬達固定座) 

、車輪組裝、感測板組裝、主控板組裝、機電配線 

三、功能測試及調校 

12:00~13:00 午餐時間 

13:00~15:30 

⚫ 競賽交流 

AITEMI 太空探險競技賽 

國中組(A 組)、高中職組(B 組) 

15:30~16:00 

閉幕式 

一、證書頒發(名次獎狀) 

二、學習分享 

16:00~17:00 

⚫ AITEMI 探險號機器人教具整理歸還 

⚫ 環境整理 

⚫ 頒發研習證書 

17:00 賦歸 

《課程內容，如有變動，請依當日課程安排，恕不另外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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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AITEMI 探險號機器人教具介紹 

 

 
網站參考：http://www.eti168.com.tw/  

 

  

http://www.eti168.com.tw/shop/shop_list.php?aV9wcm9kdWN0c19pbmhlcml0PTYzJmlfY2F0ZWdvcnlfaW5oZXJpdD00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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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TIRT2021 競賽海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