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新課綱版-社團與技藝類) 

臺南市公立南區新興國民小學 108學年度第一學期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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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視覺藝術社團 實施年級 5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 40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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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學習過程中藉由賞析作品，以及實際操作來多元探索藝術人文精神並培養生活美學 

課程目標 學習藝術表現技法並活用於作品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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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周 ２ 畫面要素：點 
以點擊、敲打畫筆的

方式來創作空間畫面 

以圓點組合成為空間構

成主題 
創作作品 克利 

第二周 ２ 畫面要素：線 以單色線條創作 
學習不同線條對畫面構

成之影響 
創作作品 孟克、畢爾斯利 

第三周 ２ 畫面要素：面 
以紙膠帶、麥克筆創

作構成＂面＂ 

以色塊來學習空間構成

要素之一：面 
創作作品 馬諦斯、蒙德里安 

第四周 ２ 大型布畫（全開） 
以壓克力用手指、紙

板在棉布上作畫 
融合點線面概念並活用 創作作品 分組創作 

第五周 ２ 大型布畫（全開） 
以壓克力用手指、紙

板在棉布上作畫 
融合點線面概念並活用 創作作品 分組創作 

第六周 ２ 詮釋解讀：姿勢意味 人物肖像寫生 
畫出模特兒不同情緒、

姿態 
創作作品  

第七周 ２ 
詮釋解讀：夢與潛意

識 
黏土創作 

以黏土製作想像中小怪

物／生物 
立體雕塑 要上色 

第八周 ２ 萬聖節特別項目 特效化妝 以媒材做出傷口特效 人體彩繪 做防護措施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新課綱版-社團與技藝類) 

第九周 ２ 詮釋解讀：引用 用既有畫作重新詮釋 重新解讀作品並創作 創作作品 蠟筆 

第十周 ２ 
藝術賞析：典故和寓

意 
觀看作品 PPT和講課 學習西洋繪畫典故寓意 口頭報告 階梯教室 

第十一周 ２ 
生活美學：療癒系小

物 
紓壓杯子蛋糕模型 製作食物模型 立體作品 戴口罩手套 

第十二周 ２ 平面構成:圖像與文字 
創作圖案欸上手寫文

字製作明信片 

學習畫面文字與徒的協

調 
創作作品  

第十三周 ２ 平面構成:框架 
配合平面圖主題繪製

框架 
學習平面作品畫面表現 創作作品 水彩、蠟筆, 

第十四周 ２ 平面構成:對稱 
由珍珠板製作對稱模

型 
學習平面>立體構成 立體作品 

保麗龍切割器、保麗

龍膠 

第十五周 ２ 生活美學:居家裝飾 麻繩編織燈罩掛飾 手工藝 立體作品  

第十六周 ２ 藝術賞析：風格表現 觀看作品 PPT和講課 
學習不同藝術風格表現

技法之差異 
口頭報告 階梯教室 

第十七周 ２ 特別項目：停格動畫 觀看作品 PPT和講課 
製作一分鐘停格動畫作

品 
口頭報告 階梯教室 

第十八周 ２ 特別項目：停格動畫 腳本／拍攝 在校園內拍攝 作品  

第十九周 ２ 特別項目：停格動畫 剪接 
把拍攝好的作品連貫起

來 
 電腦教室 

第二十周 ２ 特別項目：停格動畫 作品欣賞 作品與創作理念分享 口頭報告 階梯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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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新課綱版-社團與技藝類) 

臺南市公立南區新興國民小學 108學年度第二學期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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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視覺藝術社團 實施年級 5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  40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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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學習過程中藉由賞析作品，以及實際操作來多元探索藝術人文精神並培養生活美學 

課程目標 學習藝術表現技法並活用於作品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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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周 ２ 插畫技法 混合運用點線面技法 
混合不同類型的繪畫方

式 
創作作品  

第二周 ２ 插畫技法 混合運用點線面技法 
混合不同類型的繪畫方

式 
創作作品  

第三周 ２ 插畫技法 混合運用點線面技法 
混合不同類型的繪畫方

式 
創作作品  

第四周 ２ 大型抽象素描 
不限媒材與主題，以

收橡方式表達情感 
融合點線面概念並活用 創作作品 分組創作 

第五周 ２ 大型抽象素描 
不限媒材與主題，以

收橡方式表達情感 
融合點線面概念並活用 創作作品 分組創作 

第六周 ２ 大型抽象素描 
不限媒材與主題，以

收橡方式表達情感 
融合點線面概念並活用 創作作品 分組創作 

第七周 ２ 蒙太奇 藝術家作品賞析 蒙太奇之概念與技法 發表感想  

第八周 ２ 蒙太奇 拼貼創作 以多元媒材拼貼出作品 創作作品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新課綱版-社團與技藝類) 

第九周 ２ 蒙太奇 拼貼創作 以多元媒材拼貼出作品 創作作品  

第十周 ２ 
藝術賞析：典故和寓

意 
觀看作品 PPT和講課 學習西洋繪畫典故寓意 口頭報告 階梯教室 

第十一周 ２ 
生活美學：療癒系小

物 
剉冰模型 製作食物模型 立體作品 戴口罩手套 

第十二周 ２ 文創小品 
創作圖案與上手寫文

字製作明信片 

學習畫面文字與圖的協

調 
創作作品  

第十三周 ２ 文創小品 
創作圖案並製作成鑰

匙圈 
學習平面作品畫面表現 創作作品 , 

第十四周 ２ 生活美學:居家裝飾 緞帶、禮品包裝技法 手工藝 立體作品  

第十五周 ２ 生活美學:居家裝飾 緞帶、禮品包裝技法 手工藝 立體作品  

第十六周 ２ 藝術賞析：風格表現 觀看作品 PPT和講課 
學習不同藝術風格表現

技法之差異 
口頭報告 階梯教室 

第十七周 ２ 立體雕塑 觀看作品 PPT和講課 
學習不同藝術風格表現

技法之差異 
口頭報告 階梯教室 

第十八周 ２ 立體雕塑 
使用超輕土或紙黏土

等塑型 
學習捏塑技法 立體作品  

第十九周 ２ 立體雕塑 組合各項元件 
認識不同黏著劑與其固

定方式 
立體作品  

第二十周 ２ 影片賞析 
新賞並分析製片所運

用的美術技法 

認識電影的製作過程與

細節 
口頭報告 階梯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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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