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計畫摘要 

      桃園市平鎮區東安國民小學 

1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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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私校/民團統一編號 02696053 

活動名稱 數理好好玩 

活動性質(可複選) 

◼學生學習活動 

   (1)□職業試探營 (2)□社團入校服務學習 (3)□開放大學課程 

   (4)◼在地特色課程或校本課程 (5)□英語學習 

□(6)教師職能課程 

□新住民培力課程 

   (7)□職業技能課程 (8)□諮商輔導人員培訓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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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 4 月 

活動結束日期 2021年 10月 

活動天數 17天 

活動時數 39小時 

活動內容簡介 

生活中處處是科學，而數學是了解科學的必要知識。我

們利用日常生活中隨手可見的事物，來印証學生在書本上所

學的數理知識。 

經由科學的實驗或遊戲的方式，期能激發學生的學習動

力，從動手操作中培養學生對數理敏銳度、觀察力與直覺性。

並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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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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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學院資優教育研發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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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大專生人數：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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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taps.tyc.edu.tw/ 

 
 
 
 
附件 2：實施計畫 

桃園市平鎮區東安國民小學 

110年度結合大學資源打造知識城實施計畫 

活動名稱：數理好好玩 

一、依據：桃園市 1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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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級~六年級學生、60人，弱勢學生人數 6 人、比例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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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實施緣由： 

東安國小位於平鎮、大溪及八德交界之處，屬於平鎮市的邊陲地帶，居民以外來人口居多，因地價相

對比起其他市區地方低廉，且交通便捷，所以外來謀生打工人口特別多，其中原住民及新移民所

占比例偏高，各有一百多人；普遍而言，學生家庭背景弱勢居多，目前本校學生數為 764 人，符

合各類弱勢指標學生達 331 人占 43%，人數非常多，因此如何爭取資源及整合資源，以彌平學生

因社會資本不足，所形成的教育落差，是東安最大的課題。 

 

 



2.本校背景 

   東安世界城：化弱勢為利基   

東安國小位於平鎮邊陲，學區以新住民、原住民、外省滇緬、客家及閩南多元

族群為主，學區內的多元族群呈現多元文化樣貌，反成為學童多元文化學

習最佳的優勢，加上全球化國際教育的趨勢，發展以多元文化及國際教育

為核心概念的東安世界城願景，成為本校創新經營發展的利基點。 

美學科技，東安起飛  

101年 9月始，全校教職員工完成

穿堂前側的向日葵迎賓牆，馬賽克琉璃拼貼的效果，鮮明

的色彩活絡了原本斑駁破舊的穿堂前側，同年也開始了第

一期的小小畢卡索美術班，每周一、周二的美術課成為小

朋友的最愛。不但上課學生在全縣美術比賽中獲獎連連，

甚至連很少與人互動的學生，也經由上美術課，獲得自

信、找回笑容。自 103 年 3 月至 109 學年度上學期 12 月

幾年下來的「小小畢卡索畫展」，已展出許許多多學童的創作，鼓勵學童找到自信與歡樂，留下畢

生難忘的回憶。美學與科技，改造東安世界城，展現閃亮新風貌，也讓孩子們站在世界頂端閃閃

發亮。 

 

3.學校經營創新主題 

打開國際視野，讓孩子認識多元世界  

本校地處不利的文化弱勢地區，我們的願景就是要打造

具國際視野的「東安世界城」，帶孩子們不只看見

世界，探究世界，更要用心去覺知世界。 

體驗多元文化，讓孩子尊重多元世界  

本校學區匯集來自不同地域的族群，我們將此區豐富的

文化展現，透過多元文化等相關課程的設計，讓孩

子們學習尊重世界不同國家的文化，在東安世界城

成長學習，便能體驗全世界。 

打造美感科技，讓孩子與全世界接軌  

東安世界城以「世界」為主題，建置多元學習情境，培

養孩子們的視覺美感。自 101年 8月起，我們整合

各類資源，投入最多的人力及最少的經費，結合「東

安世界城」願景及課程規劃，完成許多指標性空間營造，亦吸引許多單位到校觀摩。我們以「東

國際視野 

多元文化 

美學科技 

東安 

世界城 

啟航探世界 

繽紛新世界 

環遊世界城 

閃亮世界城 

東安世界城願景與課程概念圖 



安世界城」願景建立孩子的世界觀，研擬本校四大課程主軸：「啟航探世界」、「繽紛新世界」、「環

遊世界城」、「閃亮世界城」，期讓東安的孩子在新世界中，積極學習新的科技知能，自信迎接各項

新世紀挑戰，進而達到教育的「3E」 (Equity均等， Excellence卓越、Effectiveness 效能)。 

4.學校發展情境的 SWOT分析 

依據吳清山教授 2004 年所著《學校行政研究》，本校特色課程發展策略步驟如下：首先運用 SWOT 分

析檢視本校教師特質、整合社區資源，並觀察學生學習狀況，形塑學校本位化的管理，進而確立

本校願景及理念，同時建立學習型組識，組成工作團隊，進行特色課程研擬，而後執行運作，進

行成效評估並予以改進。目前本校進入執行階段，已廣受學生、家長及各界團體的好評及迴響。 

 

 

 

 

 

 

 

 

 

 

 

5.我們的成果： 

整合教師團隊發展學校本位課程，強化組織效能，精進教學內

容，搭建課程資源平台，並與社區、志工、企業、民間社團、

家長及媒體營造友善公共關係，集結眾力達成行動默契，提

供孩子們更多元的學習及體驗機會，整合所有資源成為學校

創新經營最佳推手，發揮同心圓力量，激發學生潛能，展現

生命亮點，與全世界接軌。 

 

 

 

 

 

師生共同拼貼 

馬賽克彩牆裝置 

教師團隊 

共同擬定課程計畫 

志工裝置 

世界踢踏舞台線路 

親子共同創作 

校門為東安寫歷史 

SWOT分析 PLAN計畫 IMPLEMENT執行 VALUATE評估
分析新 



透過課程實踐學習歷程，擴展學童視野與建立多元風貌的世界觀。 

 

 

 

 

 

引進新住民、國際志工等異文化，拍攝多元文化微電影，形塑學童尊重理解及接納的多元文化氛圍。 

 

 

 

 

 

 

參加校外比賽佳績不斷： 

榮獲 2016年教育部校園空間美學暨發展特色學校全國特優、107年桃園市特殊教育評鑑特優、107年

unicon19世界盃獨輪車錦標賽男子花式第一名，女子花式第二名、2020IEYI世界青年創客發明展

臺灣區選拔賽未來科技繪圖組 金牌、109年度第九屆教育盃全國獨輪車錦標賽總錦標第三名、110

年桃園市中小學聯合運動會平鎮區選拔賽總錦標男子組第二名、女子組第一名、桃園市 109學年

度桃園市舞蹈比賽民俗舞甲等。 

 

   

 

107學年度桃園市特殊

教育評鑑特優 

unicon19 世界盃獨輪

車錦標賽男子花式第

一名，女子花式第二名 

110 年桃園市中小學聯

合運動會平鎮區選拔

賽總錦標男子組第二

名、女子組第一名 

桃園市 109 學年度桃園

市舞蹈比賽民俗舞甲等 

 

 

語音情境學英語 

認識全世界 

稻香插秧 

體驗繽紛新世界 

地球儀 

世界班級牌繪製 

LED聲光探索課 

體驗聲光科技 

 

 

 

 

參與社區雲南

文化火把節活動 

 

 

 

 

新住民組成新光舞

蹈團耀眼登場 

 

 

 

 

多元文化微電影

拍攝實錄 

 

 

 

 

國際志工駐校深

耕文化交流 



七、活動流程(課程表)：  

數理好好玩課程分為 A課程-數學好好玩及 B課程-理化好好玩兩個部分 

A課程-數學好好玩 

1.參加對象：本校四~六年級學生，預計招收名額 40人(每梯次 20人，共 2梯次)。 

2.辦理時間： 

第一梯次：109學年度第二學期 4月至 6月每週三下午 1300-1500，上 7次 

第二梯次：110學年度第一學期每週三下午 1300-1500 上 5次 

兩梯次共 12次 

3.講師：許大偉(中原大學應用數學系教師) 

110年度，A課程-數學好好玩 

日期 時間 課程名稱 授課者(姓名) 課程提綱 節數 備註 

4 月至 6 月 

1300-1500 數學好好玩 許大偉 索瑪立方體 2  

1300-1500 數學好好玩 許大偉 河內塔 2  

1300-1500 數學好好玩 許大偉 數字九宮格 2  

1300-1500 數學好好玩 許大偉 數字翻折對對碰 2  

1300-1500 數學好好玩 許大偉 樸克牌中的數學 2  

1300-1500 數學好好玩 許大偉 樸克牌中的數學 2  

1300-1500 數學好好玩 許大偉 邏輯與推理 2  

9 月至 10 月 

1300-1500 數學好好玩 許大偉 
窺探數字的奧祕_ 

Scratch 

2  

1300-1500 數學好好玩 許大偉 
窺探數字的奧祕_ 

Scratch 

2  

1300-1500 數學好好玩 許大偉 
數字填空(一)_

加、減法 

2  

1300-1500 數學好好玩 許大偉 
數字填空(二)_

乘、除法 
2  

1300-1500 數學好好玩 許大偉 數學桌遊 2  

    

B 課程-理化好好玩 

1.參加對象：本校四~六年級學生，預計招收名額 20 人。 

2.辦理時間：110 年度暑期 8 月份 9:00-12:00 

3.講師： 

➢ 許大偉  中原大學資優教研發中心專任教師、中原大學應用數學系兼任教師 

➢ 吳啟彬  中原大學物理系助理教授 



➢ 翁勝勇  中原大學化學系博士生及兼任教師 

110 年度，B 課程-理化好好玩兩個部分 

日期 時間 課程名稱 
授課者 

(姓名) 
課程提綱 

節

數 
備註 

8 

月 

9:00~12:00 
冥冥中自

有定數 
許大偉 

每個單一數字都有其不同的

特性；而一堆數字之間又有其

特殊的關係。讓我們一起探索

其中的奧祕吧! 

3 電腦教室 

9:00~12:00 
電玩中的

數學 
許大偉 

藉由設計簡單的電玩遊戲來

探討其中的數學原理。 
3 電腦教室 

9:00~12:00 魔音筆 DIY 吳啟彬 

導電現象是現代人日常生活

中常見的現象，所有電器的使

用，都離不開它。而電阻即是

了解導電現象的關鍵。單純的

電阻量測，對於數字不敏感的

人，可能會覺得很無感，於

是，魔音筆就此誕生~~利用

將電阻轉換成聲音頻率高低

的方式，讓電阻的量測更有趣

味。 

3 自然教室 

9:00~12:00 磁動科學 吳啟彬 

磁力，給人超距、神秘的印

象，更是孩子們從小最喜愛的

玩具之一。透過動手實作，讓

學員自製指北針，體驗磁極的

現象；再觀察指北針如何 

受到載流導線的干擾，認識電

流產生磁場的現象；最後，透

過載流導線與永久磁鐵的交 

互作用，自製一個簡易的單極

馬達。希望透過這一連串的實

作體驗，帶給學員不一樣的 

磁體驗！ 

3 自然教室 

9:00~12:00 
操作元素

的科學家 
翁勝勇 

1. 四元素說 

2. 風的飄渺 

3. 火的意志 

4. 水的柔和 

3 自然教室 

備註：1.於課餘時間辦理：□朝(集、週)會 □社團時間□教師研習時間(學生未上課)  

◼非上課時間(如放學後、例假日、暑假...等) 

 



 八、活動時間及地點：東安國小電腦教室、自然教室 

A課程-數學好好玩：109學年度第二學期每週三下午 1300-1500 

B課程-理化好好玩：110年度暑假 8月份 上午 0900-1200 

九、組織與職掌：（本表請自行增列） 

職稱 工作人員 工作執掌 

校長 張瓊友 綜理營隊事務 

教務主任 彭紫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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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啟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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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一)授課日期如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颱風)、學校活動或講師因素無法在表列日期上課，得順延，A課

程-數學好好玩最後上課日期不得超過實施計畫規定的 10/31；B課程-理化好好玩須在開學前上完。 

(二) A課程-數學好好玩共上 12次，109學年度第二學期上 7次，110學年度第一學期上 5次，如因

不可抗力因素(如颱風)、學校活動、講師因素等，則兩學期上課次數可微調，但兩學期合計上課次數

不得超過 12次。 

經費：本案所需經費由桃園市政府教育局補助款項下支列(經費概算表如附件 3)。 

十一、獎勵：本計畫工作圓滿完成後，相關承辦人員報請桃園市政府教育局依規定辦理敘獎。 

十二、本案經桃園市政府教育局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 3：經費概算表 

桃園市平鎮區東安國民小學 

110年度「結合大學資源打造知識城計畫」 

活動名稱：數理好好玩                    

 經費概算表 

項次 項目 單價 單位 數量 金額 備註 

1 
講師鐘點費(外

聘) 
1000 節 39 39000 中原大學講師 A-12*2 節 B 5*3節 

2 助理講師鐘點費 300 節 15 4500 B-協助講師教學並指導學生學習 

3 材料費 300 份 20 6000 講義印製、數學教具、與科學實驗材料 

4 機關二代健保 920 式 1 918 機關二代健保 

5 雜支 2000 式 1 2000 
校內印刷、筆記本、筆、修正帶、海報紙、
麥克筆等 

總     計 52418  

      承辦人              單位主管              會計主任             校長 
注意事項： 
1.每一節課僅能有一名講師，助理講師不限(每節助理講師鐘點費以講師鐘點費之 1/2以下為編列原則)。 
2.不得以信用卡繳費核銷。 
3.講師費領據請「簽名」並加註授課日期及時間，並填寫專業領域(例如服務機關，若無服務機關，可填寫學經歷)。 
4.支付個人之款項如為委託金融機構匯款，請檢附金融機構支付各受款人明細之簽收或證明文件(正本)，免附領據；又    

  簽收或證明文件僅記載受款人名稱、帳號等部分資料者，應加附符合「桃園市政府教育局核銷民團或私校應檢附資料 

  及注意事項」序號5所定應記載事項之其他文件。 

5.領據如以印領清冊報支者，仍須記明規定之要件。 
6.核銷項目需與申請計畫之經費概算項目相符。各項經費間不可流用或勻支。如需調整經費概算，應於核銷前將修正經
費概算函報桃園市政府教育局說明事由，並經同意後再行核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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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活動照片 

桃園市平鎮區東安國民小學 

110年度「結合大學資源打造知識城」活動照片 

時間：109年 9月 22日（星期三）~110年 10月 20日（星期三） 

活動名稱：A課程-數學好好玩 

  

窺探數字的奧祕_ Scratch 窺探數字的奧祕_ Scratch 

  

窺探數字的奧祕_ Scratch 窺探數字的奧祕_ Scratch 

  

數字填空(一)_加、減法 學生上課場地及設備 

 



 

桃園市平鎮區東安國民小學 

110年度「結合大學資源打造知識城」心得感想 

  

  

  



 

桃園市平鎮區東安國民小學 

110年度「結合大學資源打造知識城」心得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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