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新課綱版-社團與技藝類) 

臺南市公立北門區文山國民小學 110學年度中年級社團辦理一覽總表 

社團編號 社團活動名稱 社團教學總節數 是否跨年級實施 預計實施方式 

1 桌遊社團 21 是■  否□ ■每週【0.5】節 

2 科技創客 21 是■  否□ ■每週【0.5】節 

 

 

臺南市公立北門區文山國民小學 110學年度第 1學期中年級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社團活動與技藝課程 

社團活動或技藝課程名稱 桌遊社團 實施年級 中年級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11)節 社團編號 1 

彈性學習課程規範 2. ▓社團活動與技藝課程(▓社團活動□技藝課程) 

總綱或領綱核心素養 
E-C2 具備理解他人感受， 樂於與人互動， 並與團隊成員合作之素養。  
綜-E-C2 理解他人感受，樂於與人互動，學習尊重他人，增進人際關係，與團隊成員合作達成團體目標。 

課程目標 
希望藉由豐富的課程設計搭配各式桌上遊戲之操作領略『遊戲式學習』的魅力。在多元的課程規劃中，不僅發展多
元智 能，更能觀察孩子們面臨困難與挑戰時的應變與決策能力；透過與他人共同進行遊戲，亦可培養其溝通合作之
良好品德， 並拉近同儕之間的互動，達到寓教於樂的目的。 

課程架構脈絡 

教學期程 節數 單元或課程名稱 學習內容 學習目標 
學習評量(評量方

式) 
備註 

第一~四週 2 七彩跑跑豬 觀察力提升 

1. 了解簡單的桌上遊戲的概

念 

2. 藉由遊戲的體驗強化學生

對於桌上遊戲的認知 

分組練習、實作評量  

第五~八週 2 嗒寶、醜娃娃 反應類遊戲 訓練小朋友手眼協調和反應。 分組練習、實作評量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新課綱版-社團與技藝類) 

第九~十二週 2 字母釣魚趣 記憶力訓練 

1. 認識更多的英文單字與發

音 

2. 學習英文字母、記憶、輪

流行動的概念 

分組練習、實作評量  

第十三~十六週 2 
Moo斯密碼、伐木達人 

反應類遊戲 
從遊戲中訓練學生的專注力

與力量控制 
分組練習、實作評量  

第十七~ 

二十一週 
3 

奇雞連連、大魚吃小魚 

協調能力 

1. 從遊戲中訓練空間組合

力、專注力及推理判斷

力，屬於數學類的桌上遊

戲。 

2. 遊戲中所運用的機制包括

「圖案建立」、「圖案識別」

及「記憶」等 

分組練習、實作評量  

 

 

臺南市公立北門區文山國民小學 110學年度第 1學期中年級彈性學習課程計畫 

社團活動或技藝課程名稱 科技創客 實施年級 中年級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   11  )節 社團編號 2 

彈性學習課程規範 2.■社團活動與技藝課程(■社團活動□技藝課程) 

總綱或領綱核心素養 

A2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自-E-A2   
能運用好奇心及想像能力，從觀察、閱讀、思考所得的資訊或數據中，提出適合科學探究的問題或解釋資料，並能
依據已知的科學知識、科學概念及探索科學的方法去想像可能發生的事情，以及理解科學事實會有不同的論點、證
據或解釋方式。 

課程目標 
1.從多元智能內涵出發，結合學生生活經驗與優勢才能，以人工智慧發展體驗學習，增加學生的思考力、資訊力與
問題解決能力。 
2.透過合作探究、分享體驗，增進學生的情意表現力與創作表達力。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新課綱版-社團與技藝類) 

課程架構脈絡 

教學期程 節數 單元或課程名稱 學習內容 學習目標 學習評量(評量方式) 備註 

第 1-7週 3 動力機械基礎課程(1) 

結構與力 

折疊椅 

活動吊橋 

1.辨知、理解與體驗力

和結構的關係。 

2.以生活經驗發展、探

討動力原理 

1.實作評量 

2.口頭問答 
 

第 8-14週 4 動力機械基礎課程(2) 

槓桿原理 

敲擊器 

汽車雨刷秤 

1.辨知、理解與體驗力

和結構的關係。 

2.以生活經驗發展、探

討動力原理 

1.實作評量 

2.口頭問答 
 

第 15-21週 4 動力機械基礎課程(3) 

摩擦力 

飛輪車 

賽車 

1.辨知、理解與體驗力

和結構的關係。 

2.以生活經驗發展、探

討動力原理 

1.實作評量 

2.口頭問答 
 

 

 

 
 

臺南市公立北門區文山國民小學 110學年度第 2學期中年級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社團活動與技藝課程 

社團活動或技藝課程名稱 桌遊社團 實施年級 中年級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10)節 社團編號 1 

彈性學習課程規範 2. ▓社團活動與技藝課程(▓社團活動□技藝課程) 

總綱或領綱核心素養 
E-C2 具備理解他人感受， 樂於與人互動， 並與團隊成員合作之素養。  
綜-E-C2 理解他人感受，樂於與人互動，學習尊重他人，增進人際關係，與團隊成員合作達成團體目標。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新課綱版-社團與技藝類) 

課程目標 
希望藉由豐富的課程設計搭配各式桌上遊戲之操作領略『遊戲式學習』的魅力。在多元的課程規劃中，不僅發展多
元智 能，更能觀察孩子們面臨困難與挑戰時的應變與決策能力；透過與他人共同進行遊戲，亦可培養其溝通合作之
良好品德， 並拉近同儕之間的互動，達到寓教於樂的目的。 

課程架構脈絡 

教學期程 節數 單元或課程名稱 學習內容 學習目標 
學習評量(評量方

式) 
備註 

第二~四週 2 
快手疊杯、閃靈快手 反應類遊戲 訓練小朋友手眼協調和反

應 
分組練習、實作評量  

第五~八週 2 
跳跳棋、沈睡皇后 空間規劃的概念 從遊戲中訓練空間組合

力、專注力及推理判斷力 
分組練習、實作評量  

第九~十二週 2 
拔毛運動會 記憶力訓練  從遊戲中訓練專注力及記

憶能力 
分組練習、實作評量  

第十三~十六週 2 
髒小豬、小豬選美 策略遊戲 從遊戲中訓練專注力及推

理判斷力 
分組練習、實作評量  

第十七~二十一

週 
2 

格格不入 

數字急轉彎 7 ATE 9  

空間規劃的概念 

數感培養 

1. 這個遊戲極具板塊放置

與圍地的概念，考驗著

學生的空間觀察及判斷

能力。 

2. 培養孩子對數字的反應

能力及 手眼協調。 

分組練習、實作評量  

 

臺南市公立北門區文山國民小學 110學年度第 2學期中年級彈性學習課程計畫 

社團活動或技藝課程名稱 科技創客 實施年級 中年級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   10  )節 社團編號 2 

彈性學習課程規範 2.■社團活動與技藝課程(■社團活動□技藝課程) 

總綱或領綱核心素養 
A2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自-E-A2   
能運用好奇心及想像能力，從觀察、閱讀、思考所得的資訊或數據中，提出適合科學探究的問題或解釋資料，並能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新課綱版-社團與技藝類) 

依據已知的科學知識、科學概念及探索科學的方法去想像可能發生的事情，以及理解科學事實會有不同的論點、證
據或解釋方式。 

課程目標 
1.從多元智能內涵出發，結合學生生活經驗與優勢才能，以人工智慧發展體驗學習，增加學生的思考力、資訊力與
問題解決能力。 
2.透過合作探究、分享體驗，增進學生的情意表現力與創作表達力。 

課程架構脈絡 

教學期程 節數 單元或課程名稱 學習內容 學習目標 學習評量(評量方式) 備註 

第 2-8週 

3 動力機械進階創作(1) 

吉普車 

鑽孔機 

旋轉咖啡杯 

1.齒輪與滑輪定理的辨

知與運用。 

2.能挑戰生活中機械物

品的創作。 

3.能自信展現作品，並

欣賞他人創見。 

4.能尊重團對創作，並

於團體中激發潛能。 

1.實作評量 

2.口頭問答 
 

第 9-15週 

3 動力機械進階創作(2) 

排桿車 

鬥蟋蟀 

自動鐵門 

1.辨知、理解與體驗力

和結構的關係。 

2.以生活經驗發展、探

討動力原理 

1.實作評量 

2.口頭問答 
 

第 16-21週 

4 動力機械進階創作(3) 

滾筒輸送帶 

旋轉椅 

毛毛蟲爬行大賽 

1.辨知、理解與體驗力

和結構的關係。 

2.以生活經驗發展、探

討動力原理 

1.實作評量 

2.口頭問答 
 

◎教學期程請敘明週次起訖，如行列太多或不足，請自行增刪。 

◎備註可加註說明各社團以年段或班群實施現況、議題融入或教材設計說明，無則免填。 

◎各社團務必寫一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