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國立臺南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111學年度第一學期五年級彈性學習課程計畫 

社團活動課程名稱 運算思維與生活應用 實施年級 五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 20節 社團編號 毋須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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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 具備探索問題的思考能力，並透過體驗與實踐處理日常生活問題。 

E-A3 具備擬定計畫與實作的能力，並以創新思考方式，因應日常生活情境。 

E-B1 具備「聽、說、讀、寫、作」的基本語文素養，並具有生活所需的基礎數理、肢體及藝術等符號知能，能以同

理心應用在生活與人際溝通。 

E-B2 具備科技與資訊應用的基本素養，並理解各類媒體內容的意義與影響。 

E-B3 具備藝術創作與欣賞的基本素養，促進多元感官的發展，培養生活環境中的美感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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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目標 

 認識運算思維：認識運算思維的概念，以及可以自學的資源。 
 認識 NKNUBLOCK與 5012：認識 NKNUBLOCK編輯器與 5012教具板元件，並能夠操作 wifi連線執行程式。 
 PBL-多功能睡眠鐘 
    活動一：主題與計畫擬定 
      1.小組運用心智圖發想與討論，睡眠鐘可以有哪一些功能能夠幫助睡眠。 
    活動二：微課程實作探究 
    一、語音電子鐘 
      1.學生能夠理解「選擇結構」、「邏輯運算」程式編程概念。 
      2.學生能夠編程程式積木，將電子鐘目前的時間，正確顯示在 OLED上，並能夠設定時間，藉由語音報時與提

示該睡覺了。 
    二、光纖呼吸燈 
      1.學生能夠理解「變數」、「算術運算」程式編程概念。 
      2.學生能夠編程程式積木，將呼吸燈的明暗變化模擬成睡眠呼吸的模式，並應用光纖管美化呼吸燈。 
    三、百搭智能開關 
      1.以「超音波感測」結合「定時」為例，學生能夠編程程式積木，設計出呼吸燈的超音波感控開關，也可指

定時間自動關閉。 
      2.藉由微課程已學的程式編程概念與方法，學生能夠思考如何結合開關觸發機制與功能元件，發想出更多睡

眠鐘的功能。 
    活動三：自主創意實作 
      1.藉由微課程已學習的程式編程概念與方法，能夠思考如何結合開關觸發機制與功能元件，發想出更多睡眠

鐘的功能。 
      2.透過小組合作產出多功能睡眠鐘作品、簡介，以及練習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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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四：專案分享與評量 
      1.以口述與演示發表小組創作的多功能睡眠鐘作品，並將程式檔上傳到雲端硬碟。 
      2.能聆聽其他小組的多功能睡眠鐘發表，並給予回饋。 

課程架構脈絡 

教學週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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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 2 認識運算思維 •運算思維自學資源 
•認識運算思維概念，

以及操作自學資源 
•自學資源實作 https://code.org 

第 3週 1 
認識 NKNUBLOCK 與

5012 

•NKNUBLOCK 

•5012 智慧數控教具 

•認識 NKNUBLOCK 與

5012，以及操作 wifi連

線執行程式 

•wifi連線實作 

教育部STEM+A課程導

向數位跨域教育扎根

計畫 NKNUBLOCK 

第 3、4週 2 
PBL-多功能睡眠鐘 

(一)主題&計畫擬定 
•心智圖 

•小組運用心智圖發想

與討論，睡眠鐘可以有

哪一些功能能夠幫助睡

眠 

•專案計畫(心智圖) PBL&NKNUBLOCK 

第 4、5週 3 
PBL-多功能睡眠鐘 

(二)微課程實作探究 1 

•數 N-4-13解題：日

常生活的時間加減

問題 

•運算思維：情境分

析、程式流程圖、程

式設計 

1.學生能夠理解「選擇

結構」、「邏輯運算」

程式編程概念 

2.學生能夠編程程式積

木，將電子鐘目前的時

間，正確顯示在 OLED

上，並能夠設定時間，

藉由語音報時與提示該

睡覺了 

•程式流程圖繪製 

•程式設計 
PBL&NKNUBLOCK 

第 6、13週 4 
PBL-多功能睡眠鐘 

(二)微課程實作探究 2 

•數 R-6-3 數量關係

的表示 

•數 N-6-6比與比值 

1.學生能夠理解「變

數」、「算術運算」程

式編程概念 

•程式流程圖繪製 

•程式設計 
PBL&NKNUBL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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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 E-Ⅲ-1 視覺元

素、色彩與構成要

素的辨識與溝通 

•視 E-Ⅲ-2多元的媒

材技法與創作表現

類型 

•視 E-Ⅲ-3設計思考

與實作 

•運算思維：情境分

析、程式流程圖、程

式設計 

2.學生能夠編程程式積

木，將呼吸燈的明暗變

化模擬成睡眠呼吸的模

式，並應用光纖管美化

呼吸燈 

第 18週 2 
PBL-多功能睡眠鐘 

(二)微課程實作探究 3 

•超音波感測 

•運算思維：情境分

析、程式流程圖、程

式設計 

1.以「超音波感測」結

合「定時」為例，學

生能夠編程程式積

木，設計出呼吸燈超

音波感控開關，也可

指定時間自動關閉 

2.藉由微課程已學的程

式編程概念與方法，學

生能夠思考如何結合開

關觸發機制與功能元

件，發想出更多睡眠鐘

的功能 

•程式流程圖繪製 

•程式設計 
PBL&NKNUBLOCK 

第 19、20週 4 
PBL-多功能睡眠鐘 

(三)自主創意實作 

•視 E-Ⅲ-3設計思考

與實作。  

•運算思維：程式設

1.藉由微課程已學習的

程式編程概念與方

法，能夠思考如何結

•程式流程圖繪製 

•程式設計 
PBL&NKNUBL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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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睡眠鐘)。 

•雲端簡報共作(專案

作品介紹)。 

合開關觸發機制與功

能元件，發想出更多

睡眠鐘的功能 

2.透過小組合作產出多

功能睡眠鐘作品、簡

介，以及練習發表 

第 21週 2 
PBL-多功能睡眠鐘 

(四)專案分享 

•作品影音錄製分享 

•雲端硬碟 

•發表技巧 

1.以口述與演示發表小

組創作的多功能睡眠

鐘作品，並將程式檔

上傳到雲端硬碟 

2.能聆聽其他小組的多

功能睡眠鐘發表，並給

予回饋 

•專案作品發表 PBL&NKNUBLOCK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國立臺南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111學年度第二學期五年級彈性學習課程計畫 

社團活動課程名稱 運算思維與生活應用 實施年級 五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 20節 社團編號 毋須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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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具備探索問題的思考能力，並透過體驗與實踐處理日常生活問題。 

E-A3具備擬定計畫與實作的能力，並以創新思考方式，因應日常生活情境。 

E-B2具備科技與資訊應用的基本素養，並理解各類媒體內容的意義與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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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C3具備理解與關心本土與國際事務的素養，並認識與包容文化的多元性。 

課程目標 

1.認識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選擇發展目標藉由心智圖發散思考待解決問題，並能聚焦問題擬定解決方案。 

2.探究運用圖表、清單能夠解決那些情境問題，並學習分析情境與繪製程式流程圖，再設計程式模擬解決方案。 

3.小組能夠對擬定的解決方案進行情境分析，並繪製程式流程圖，再設計程式模擬解決方案。 

4.小組能夠透過解決方案分享，說明與示範解決情境問題的模擬機制。 

課程架構脈絡 

教學週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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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週 4 
PBL-世界好公民 

(一)主題&計畫擬定 
•SDGs 

1.認識聯合國永續發展

目標 

2.能運用心智圖思考與

擬定問題的解決方案 

•方案計畫(心智圖) 
PBL&NKNUBLOCK 

SDGs目標自訂 

第 6、7週 3 
PBL-世界好公民 

(二)微課程實作探究 1 
•程式設計─圖表 

1.探究如何運用圖表解

決情境問題，並學習

分析情境與繪製程式

流程圖 

2.依據程式流程圖，學

習運用圖表設計程式 

•程式流程圖繪製 

•程式設計 

PBL&NKNUBLOCK 

環境教育 

SDGs目標 2消除飢餓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第 7、9週 3 
PBL-世界好公民 

(二)微課程實作探究 2 
•程式設計─清單 

1.探究如何運用清單解

決情境問題，並學習

分析情境與繪製程式

流程圖 

2.依據程式流程圖，學

習運用清單設計程式 

•程式流程圖繪製 

•程式設計 

PBL&NKNUBLOCK 

環境教育 

SDGs目標 2消除飢餓 

第 10、11、

12、15週 
8 

PBL-世界好公民 

(三)解決方案實作 
•程式設計 

1.小組對解決方案進行

情境分析 

2.依據情境分析繪製程

式流程圖 

3.依據程式流程圖設計

程式，並能程式除錯 

•程式流程圖繪製 

•程式設計 

PBL&NKNUBLOCK 

SDGs目標自訂 

第 16週 2 
PBL-世界好公民 

(四)解決方案分享 
•發表技巧 

•小組能夠說明與示範

解決情境問題的模擬機

制 

•方案發表 
PBL&NKNUBLOCK 

SDGs目標自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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