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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東安國小 數理好好玩 

桃園市平鎮區東安國民小學 
107年度「結合大學資源打造知識城」計畫摘要 

申請學校/單位名稱 桃園市平鎮區東安國民小學 

活動名稱 數理好好玩 

活動性質(可複選) 

1.■學生學習活動 
   □職業試探營□社團入校服務學習□開放大學課程 
   □在地特色課程□英語學習 
2.□教師職能課程 

活動領域(七大學習領域) 數學、自然與生活科技 

活動開始日期 2018/4/25 

活動結束日期 2018/10/31 

活動天數 17天 

活動時數 39小時 

活動內容簡介 一個理論的發現或是複雜的數學公式往往源自於一個簡單而
直覺的想法，經由反覆的實驗與驗証，最後淬練而成。 

藉由實際的操作或遊戲的方式，期能激發學生的學習動力，
並能從動手操作中培養學生對數理敏銳度、觀察力與直覺性。 

運用 scratch與 Geogebra 等軟體作為教學的輔助工具，將
抽象的理論視覺化，讓學生更容易了解並加深學習的印象。此外，

學生透過這些軟體的操作，不但可熟悉電腦輔助工具的使用，也
能訓練學生的邏輯思考能力，提高學生解決問題的能力。 

參加對象 國小中高年級學生 

預估學生參加人數/人次 人數：60 人次：600 

活動地點/場館 地點：東安國小 場館：自然教室、電腦教室 

參與單位(大專院校 

/系所社團) 

大專校院： 
中原大學 

系所社團： 
應用數學系 

參與單位(高國中小) 桃園市平鎮區東安國小 

大專院校提供人力資源 老師人數：2 大專生人數：10 

預估經費 50000 

活動聯絡人 設備組長 游光明 

聯絡電話 03-4509571#211 

郵件信箱 tap5600@yahoo.com.tw 

學校/單位首頁 http://taps.tyc.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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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平鎮區東安國民小學 

107年度結合大學資源打造知識城實施計畫 

一、依據：桃園市 107年度結合大學資源打造知識城實施計畫。 

二、目的： 

 

(一) 以趣味數學及化學課程引發學生對未來科技之興趣，培養科技藝術研究

種子，使學生樂於創造、勇於表現，進而達到推廣科技藝術教育目的。 

(二) 結合數學課程，訓練學生邏輯推斷和抽象能力，學習找問題及解決問題

的方法。能很快地將問題化簡、用清楚方式陳述出來。 

(三) 聘請校外具有科學教育專長之專家指導學生，訓練學生運用知識應用能

力，實踐腦中的創意想法進而具體化，參與國內外各項發明展，激發更多創

意火花。建立學生成就感及自信心。 

 

三、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二）主辦單位：桃園市平鎮區東安國民小學 

四、參加對象及預估學生參加人數：國小高年級學生，弱勢學生人數 30人、比例 50%。 

五、活動性質：學生學習活動、在地特色課程 

六、辦理方式： 

（一）、申請背景說明： 

A、數學好好玩 

1.參加對象：本校三~六年級學生，預計招收名額 25人。 

2.辦理時間： 

106學年度第二學期每週三下午 1300-1500，107學年度第一學期每週三下午

1300-1500 共 12次 

3.講師：許大偉(中原大學應用數學系教師) 

107年度 

日期 時間 課程名稱 授課者 課程提綱 

4/25 1300-1500 數學好好玩 許大偉 邏輯與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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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1300-1500 數學好好玩 許大偉 數字的奧祕 

5/9 1300-1500 數學好好玩 許大偉 
從電腦來窺探數字的奧

祕_ Scratch_ 

5/16 1300-1500 數學好好玩 許大偉 數字填空(一)_加、減法 

5/23 1300-1500 數學好好玩 許大偉 數字填空(二)_乘、除法 

5/30 1300-1500 數學好好玩 許大偉 索瑪立方體 

6/6 1300-1500 數學好好玩 許大偉 Geogebra_介紹 

9/19 1300-1500 數學好好玩 許大偉 立體展開圖_ Geogebra_ 

10/3 1300-1500 數學好好玩 許大偉 
數學小遊戲程式設計-變

色龍_ Scratch_ 

10/17 1300-1500 數學好好玩 許大偉 魔方陣(一) 

10/24 1300-1500 數學好好玩 許大偉 魔方陣(二) 

10/31 1300-1500 數學好好玩 許大偉 樸克牌中的數學 

 

B、理化好好玩 

1.參加對象：本校四~六年級學生，預計招收名額 25人。 

2.辦理時間： 

107年度暑期 8/6-8/10 9:00-12:00 

3.講師：許大偉(中原大學應用數學系教師)、翁勝勇(中原大學教師) 

107年度 

日期 時間 課程名稱 授課者 課程提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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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6日 9:00~12:00 
格子點面積

的計算 
許大偉 探索 pick’s 定理_Geogebra 

8月 7日 9:00~12:00 美麗的數學 許大偉 
將數學對稱的概念藉由 Scratch

來呈現 

8月 8日 9:00~12:00 摺摺稱奇 許大偉 
透過摺紙來認識立體圖形與立

體圖形的展開圖 

8月 9日 9:00~12:00 好酷的科學 翁勝勇 

1.美人魚之魂-發泡入浴劑 

2.火焰之舞-炫目的鋼絲絨 & 

驚蟄的四條黑蛇 

3.天元突破-氣球火箭 

8月 10日 9:00~12:00 化學花園 翁勝勇 

運用「金屬鹽類在水玻璃中產生

不同的顏色」，做出屬於孩子們

的小小花園 

 

八、活動時間及地點：東安國小電腦教室、自然教室 

A、數學好好玩-107學年度第二學期每週三下午 1300-1500 

B、理化好好玩-107年度暑假 8/6-8/10 上午 0900-1200 

 

九、組織與職掌： 

職稱 工作人員 工作執掌 

校長 黃木姻 綜理營隊事務 

教務主任 李莉萍 執行與聯繫實施計畫相關活動 

設備組長 游光明 
協助執行與聯繫實施計畫相關活動 

經費的運用與核銷 

中原大學教師  許大偉 規畫課程與教學活動 

中原大學教師  翁勝勇 規畫課程與教學活動 

 

十、經費：本案所需經費由桃園市政府教育局補助款下支列（經費概算表如附件三）。 

十一、獎勵：本計畫工作圓滿完成後，相關承辦人員報請市府依規定辦理敘獎。 

十二、本案奉 市府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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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平鎮區東安國民小學 

107年度「結合大學資源打造知識城」活動照片 

時間：107年 8月 6日（星期一）~106年 8月 10日（星期五） 

活動名稱：數理好好玩 

  

課程 A_數學好好玩_廟算 課程 B_數理好好玩_好酷的科學 

  

課程 B_數理好好玩_好酷的科學 課程 B_數理好好玩_摺摺稱奇 

  

課程 B_數理好好玩_格子點面積的計算 課程 B_數理好好玩_教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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