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臺南市公立東區裕文國民小學 110學年度第一學期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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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躲避球 40 是■  否□ 
■每週【 2 】節 

□隔週【  】節 

2 籃球 40 是■  否□ 
■每週【 2 】節 

□隔週【  】節 

3 田徑 40 是■  否□ 
■每週【 2 】節 

□隔週【  】節 

4 合唱 40 是■  否□ 
■每週【 2 】節 

□隔週【  】節 

5 太極拳 40 是■  否□ 
■每週【 2 】節 

□隔週【  】節 

6 Fun轉英語 40 是■  否□ 
■每週【 2 】節 

□隔週【  】節 

7 英語繪本教學 40 是■  否□ 
■每週【 2 】節 

□隔週【  】節 

8 裕文小子玩科學 40 是■  否□ 
■每週【 2 】節 

□隔週【  】節 

9 悅讀俱樂部 40 是■  否□ 
■每週【 2 】節 

□隔週【  】節 

10 棋藝 40 是■  否□ 
■每週【 2 】節 

□隔週【  】節 

◎如行列太多或不足，請自行增刪。 

◎上列全部社團請如實一一撰寫社團個別之 C6-1彈性學習課程計畫。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臺南市公立東區裕文國民小學 110學年度第一學期高年級彈性學習課程計畫 

社團活動或技藝課程名稱 棋藝社 實施年級 五、六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   40  )節 社團編號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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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具備良好的身心發展知能與態度 

2.並展現自我潛能、探索人性、自我價值與生命意義、積極實踐 

3.培養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課程目標 

1. 能具備象棋與五子棋的知識與技能。  

2. 能培養邏輯思考的能力。  

3. 能增進同學間的情誼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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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週 4 相見歡 

社團介紹與分組 

 

認識社團與積極參與學

習 
口語溝通、實際操作  

第 3、4 週 4 象棋介紹 

※象棋介紹 

1.說明宋朝以後各朝

代棋壇盛況，讓學生

了解象棋是中國的國

粹。 

2.板書「起手無回大

丈夫，觀棋不語真君

子」說明下棋時應有

 能了解象棋基本規

則，遵守對奕應有

之規範。 

 

口語溝通、實際操作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之正確態度。 

第 5、6 週 4 暗棋-1 

暗棋介紹 

1.利用實物說明暗棋

棋子排法，及解答學

生疑問。 

2.暗棋練習 

 

能了解象棋基本規則，

遵守對奕應有之規範。 
口語溝通、實際操作  

第 7、8 週 4 暗棋-2 

1.暗棋練習，增加熟

練 

2.多和同學對奕，增

加經驗 

 

能了解象棋基本規則，

遵守對奕應有之規範。 
口語溝通、實際操作  

第 9、10 週 4 暗棋-3 

「暗棋王」比賽 

1.練習暗棋走法直到

熟悉。 

2.採分組競賽，選出

「暗棋王」初賽得

主。 

3. 初賽得主，進入

準決賽。 

 

經由對奕活動，激發主

動思考及解決問題的能

力及習慣。 

口語溝通、實際操作  

第 11、12 週 4 象棋-1 

※象棋遊戲介紹 

1.介紹象棋其他玩

法。 

經由對奕活動，激發主

動思考及解決問題的能

力及習慣。 

口語溝通、實際操作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2.選擇自己喜歡的玩

法進行練習。 

第 13、14 週 4 象棋-2 

※象棋遊戲爭霸戰 

選擇自己喜歡的玩法

進行練習。 

 

經由對奕活動，激發主

動思考及解決問題的能

力及習慣。 

口語溝通、實際操作  

第 15、16 週 4 五子棋-1 

※「五子棋」介紹 

1.五子棋 遊戲規則

說明  

2.熟練五子棋遊戲並

分組練習  

 

能培養健康的休閒活

動，提升思維能力，豐富

生活情趣。 

口語溝通、實際操作  

第 17、18 週 4 五子棋-2 

※「五子棋」棋王爭

霸戰 

1.分組進行五子棋比

賽，分出勝部與敗部 

2. 勝部與敗部分別

進行單淘汰賽，選出

勝部與敗部冠軍。 

3.勝部冠軍與敗部冠

軍進行五子棋五戰三

勝總冠軍賽，勝者為

「五子棋王」。 

 

 能培養健康的休閒

活動，提升思維能

力，豐富生活情

趣。 

 

口語溝通、實際操作  

第 19、20 週 4 期末棋藝大賽 期末棋藝大賽 
 能參加棋藝大賽 

口語溝通、實際操作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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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南市公立東區裕文國民小學 110學年度第二學期高年級彈性學習課程計畫 

社團活動或技藝課程名稱 棋藝社 實施年級 五、六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   40  )節 社團編號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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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具備良好的身心發展知能與態度 

2.並展現自我潛能、探索人性、自我價值與生命意義、積極實踐 

3.培養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課程目標 

1. 能具備動物棋、陸軍棋與三軍戰鬥棋的知識與技能。  

2. 能培養邏輯思考的能力。  

3. 能增進同學間的情誼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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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週 4 相見歡 社團介紹與分組 
認識社團與積極參與學

習 
口語溝通、實際操作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第 3、4 週 4 動物棋介紹 

※動物棋介紹 

1.板書「起手無回大

丈夫，觀棋不語真君

子」說明下棋時應有

之正確態度。 

 能了解動物棋基本

規則，遵守對奕應

有之規範。 

 

口語溝通、實際操作  

第 5、6 週 4 動物棋-1 

1.利用實物說明動物

棋棋子排法，及解答

學生疑問。 

2. 動物棋練習 

 

能了解動物棋基本規

則，遵守對奕應有之規

範。 

口語溝通、實際操作  

第 7、8 週 4 動物棋-2 

1. 動物棋練習，增

加熟練 

2.多和同學對奕，增

加經驗 

 

能了解動物棋基本規

則，遵守對奕應有之規

範。 

口語溝通、實際操作  

第 9、10 週 4 動物棋-3 

「動物棋」比賽 

1.練習動物棋走法直

到熟悉。 

2.採分組競賽，選出

「動物棋」初賽得

主。 

3. 初賽得主，進入

準決賽。 

 

經由對奕活動，激發主

動思考及解決問題的能

力及習慣。 

口語溝通、實際操作  

第 11、12 週 4 陸軍棋-1 ※陸軍棋遊戲介紹 
經由對奕活動，激發主

動思考及解決問題的能
口語溝通、實際操作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1.介紹陸軍棋其他玩

法。 

2.選擇自己喜歡的玩

法進行練習。 

力及習慣。 

第 13、14 週 4 陸軍棋-2 

※陸軍棋遊戲爭霸戰 

選擇自己喜歡的玩法

進行練習。 

 

經由對奕活動，激發主

動思考及解決問題的能

力及習慣。 

口語溝通、實際操作  

第 15、16 週 4 三軍戰鬥棋-1 

※「三軍戰鬥棋」介

紹 

1. 三軍戰鬥棋 遊戲

規則說明  

2.熟練三軍戰鬥棋遊

戲並分組練習  

 

能培養健康的休閒活

動，提升思維能力，豐富

生活情趣。 

口語溝通、實際操作  

第 17、18 週 4 三軍戰鬥棋-2 

※「三軍戰鬥棋」棋

王爭霸戰 

1.分組進行三軍戰鬥

棋比賽，分出勝部與

敗部 

2. 勝部與敗部分別

進行單淘汰賽，選出

勝部與敗部冠軍。 

3.勝部冠軍與敗部冠

軍進行三軍戰鬥棋五

戰三勝總冠軍賽，勝

 能培養健康的休閒

活動，提升思維能

力，豐富生活情

趣。 

 

口語溝通、實際操作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者為「三軍戰鬥棋

王」。 

 

第 19、20 週 4 期末棋藝大賽 期末棋藝大賽  能參加棋藝大賽 

 

口語溝通、實際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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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