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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鼎新之城挑战赛的多媒体连接的课程列表。这些资源包括指向网

站的链接、视频、构建说明以及与每个课程内容相关的其他在线工具。

请考虑在团队会议期间共享部分或所有资源，或鼓励团队在会议期间探

索这些资源（在家长或监护人的许可和监督下）。在共享任何资源之前，一

定要预览它们，以便熟悉内容，并确保它们适合团队成员的年龄和能力水平。

注：多媒体连接中引用的资源中包含的视角或观点不一定代表举办方的

立场或政策。

以课程为顺序的和建筑有关的所有资源

•浏览 ArchkidArchitecture 网站，了解有关建筑的有趣故事、实践性

建筑项目、有关建筑的儿童友好书籍等。

•浏览“架构师做什么？”，来自 Wonderopolis 的网页，了解如何成为

一名建筑师。

•看“我想成为一名建筑师！-孩子们梦想着工作-你能想象吗？”来自

Radical Jr.的视频（5 分钟），让你想象一下如果一个孩子是建筑师的话会

是什么样子。

•观看 YKKAP 的“我是一名建筑师-发现建筑”视频（3 分钟，12 秒），

让建筑师和建筑专业学生对建筑领域进行有趣的说唱。

•有关建筑师的工作、如何成为一名建筑师、建筑师的工资等详细背景

信息，请访问相关建筑师网页。

第一课：欢迎来到鼎新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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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看“乐高教育 WEDO2.0 视频”（1 分 33 秒）和“LEGO Mini-builds

视频”（1 分 31 秒）以了解有关这些主题的更多信息。

•使用地图的街景功能探索您所在社区和世界各地的建筑。

•从乐高教育网站下载 WEDO 2.0 教师指南和准备材料。有关更多 Wedo

2.0 资源，请访问乐高教育 wedo 2.0 支持网页。

第二课：准备好你的建筑工地

•观看乐高 45810 模型的搭建说明，以及在 First®Lego®League Jr.的

Inspire Set 网页上，观看它的工作视频。

要为本次课程建造手动起重机，请完成所有第 1 册和第 2 册以及第 3 册

中的步骤 1-6。

注意：Inspire 模型的乐高元素可以在标记为“1”、“2”、“3”和一个

无标签的袋子中的 Boomtown Build Inspire 集合中找到。如果你感到很兴

奋，并且已经打开了所有的袋子，你可以在建筑说明第 3 册最后一页上找到

Inspire model（乐高起重机/电梯）的所有乐高元素列表。孩子们将使用袋

子 1、袋子 2 中的所有元素，以及袋子 3 和一个未标记的袋子中的一些元素

来建造手动起重机。第三个袋子中他们将有一些未使用的乐高元素，他们应

该放在一个拉链袋中保存，直到会话 4 时，他们将用其建立电梯部分。

•从乐高教育网站下载 Wedo 2.0 教师指南和准备材料。有关更多 Wedo

2.0 资源，请访问乐高教育 Wedo 2.0 支持网页。

•如果您的团队希望离线构建本部分课程建议的 Wedo 2.0 模型，请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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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 Spy Robot 构建说明（PDF）。

第三课：做一名工程师

• 下载 Iggy Peck 、 Architect （ PDF ）的读者剧场版，并访问

questiueers.com 下载更多免费活动和资源，包括 Iggy Peck 和其他书籍。

•有关工程的介绍，请观看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儿童工程视频介绍（2

分 42 秒）或“什么是工程？”来自澳大利亚纽卡斯尔大学的视频（4 分 17

秒）。

•访问 PBS 儿童设计小组网站，查找有关青年工程的视频、游戏和项目，

包括工程设计过程各个部分的信息。

•查看建筑冒险：“速成班儿童 47.2 视频（4 分 26 秒）”，了解建筑师如

何使用进行工程设计。

•查看课程 3 示例建筑（pdf）中的两层建筑（甚至更高的建筑！）采用

inspire set 的乐高元素打造。

•在 First Lego League 的 Inspire Set 网页上访问 Boomtown Build

Inspire 模型的建造说明。按照建筑说明第 3 册第 19-23 页的步骤，将手动

起重机转换为 Wedo2.0 动力起重机。注意，孩子们还不应该建立电梯部分（如

第 6-17 页所示），因为他们将在第 4 课中这样做。

注意：孩子们在以后的课程中将需要起重机。但是，在保存之前，他们

应该将其转换回手动版本。他们可以通过参考建筑说明第 3 册第 19-23 页的

步骤进行反向操作来实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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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课：使其无障碍

•浏览爱尔兰国家残疾人管理局的“使您的建筑物无障碍”网页，了解

如何建造和维护无障碍建筑。

•查看 Session 4 Example Doors（PDF）中的几个自动门示例-有或没

有运动传感器-使用 Wedo 2.0 核心组件中的乐高元素构建。

•在 First Lego League 的 Inspire Set 网页上访问 Boomtown Build

Inspire 模型的建造说明。按照建筑说明第 3 册第 6-17 页的步骤，将手动

起重机转换为手动电梯。

注：将乐高起重机改造成电梯所需的乐高元素在 Inspire set 盒中标

记为“3”的袋中。在第四课中，孩子们只需要袋子 3 中的一些元素，并被

引导将剩下的元素放在一个拉链袋子里。如果您没有预留这些元素，请使用

Inspire Set 网页中的电梯附件元素概述（PDF）来标识电梯所需的元素。

•如果您的团队希望离线构建本次课程建议的 WEDO2.0 模型之一，请下

载“Flex 构建说明（PDF）和/或“闸门构建说明”（PDF）。

第五课：使之环境友好

•有关环保设计的全面指南，请访问美国总务管理局的可持续设施工具

网站。观看欢迎使用 sftool 视频（1 分钟 45 秒），了解网站的学习、计划、

探索、获取、评估和共享功能。

•访问加州科学院的高效建筑设计网页，了解博物馆采用环保设计的一

些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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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能源部的节能家居设计网页上探索各种提高家居能效的方法。

•通过博客查看“Stonyfield 的最新访客跳了过来”，了解位于新罕布

什尔州伦敦德里的 Stonyfield 工厂周围的场地是如何为濒临灭绝的新英格

兰棉尾兔提供重要栖息地的。

•阅读“Hualapai 使用废弃垃圾创建“地球船”，环保办公空间”这篇

文章，了解亚利桑那州的 Hualapai 部落如何使用废弃轮胎和铝建造其环保

办公室。

•如果您的团队希望离线构建本次会议建议的 Wedo 2.0 模型，请下载“冷

却风扇构建说明”（PDF）。

第六课：使其耐用

从国家科学基金会看“建筑能更好地抵御地震——科学国家视频”（4

分，54 秒），了解科学家们如何使用摇床来探索建筑物如何受到模拟地震的

影响。

•查看 Imagination Station 的“抗震建筑”网页和 Exploratorium 的

“大型建筑”网页，查看工程师如何设计建筑以抵御地震的信息和视频。

•访问国家地理的“自然的力量”交互网站（需要 flash），通过地图、

照片和三维动画探索地震、火山、龙卷风和飓风背后的科学。

•观看科学透视中的“坚不可摧的房屋-进化建筑”视频（3 分 50 秒），

学习建筑师如何设计房屋以抵御地震、野火和洪水。

•有关如何设计建筑物以抵御地震、飓风、龙卷风、野火、海啸等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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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害的详细背景信息，请访问国家建筑科学研究所的自然灾害缓解网站。

•如果您的团队希望离线构建本次会议建议的 Wedo 2.0 模型，请下载“坚

固的结构构建说明”（PDF）。

第七课：继续探索

•在 First Lego League 的 Inspire Set 网页上访问 Boomtown Build Inspire

模型的建造说明。按照建筑说明第 3 册第 17-23 页的步骤，将手动起重机或

电梯转换为 Wedo2.0 动力起重机或电梯。

第八和第九课：创建你的鼎新之城建筑

•在 First Lego League 的 Inspire Set 网页上访问 Boomtown Build Inspire

模型的建造说明。

•考虑下载 Lego Digital Designer 免费三维建模软件（适用于 Windows PC

XP 及更高版本和 Mac OS X 10.10 及更高版本），允许用户使用虚拟乐高积

木设计和构建三维模型。让孩子们知道他们可以使用这个软件来帮助他们想

象他们的新兴城市建筑在 3d 中的样子。

•访问乐高精选积木在线目录，搜索、查看和购买乐高的个人作品。这个目

录对获得新的零件和更换丢失的零件很有用。

•探索免费的在线工具，如 photoshop express editor（需要 flash）或 google

photos，以编辑您为团队展示海报拍摄的任何照片。

•从乐高教育网站下载 Wedo 2.0 教师指南和准备材料。有关更多 Wedo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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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请访问乐高教育 Wedo 2.0 支持网页。

第十课和第十一课：制作展示海报

•观看课程十和十一：展示海报视频（42 秒）

First Lego League Jr.概述第十和第十一课时。西班牙语版本也可用。

•看看过去 First Lego League（Lego League Jr.）海报的一些例子，搜索

谷歌图片，寻找第一个乐高联盟小海报。

•如果您的团队愿意，可以尝试免费的、协作性的白板网站，如 Padlet 来在

线设计他们的海报。

第十二课：准备分享

•分享 First 的“Lego League Jr 展示上发生了什么？”与您的团队成员一

起观看视频（1 分 47 秒），让他们一睹博览会的风采。

•在“我的区域的事件和团队”网页中搜索本地 First Lego League 事件。

•与“FirstLegoleAgueJr”和“鼎新之城”官方网站共享团队的鼎新之城照

片，并通过社交媒体展示团队海报。鼓励您的团队浏览其他团队共享的模型

和海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