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新課綱版-社團與技藝類)  

臺南市公立七股區大文國民小學 109 學年度第一學期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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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笛社  42 是■  否□  
■每週【 2】節  

□隔週【  】節  

2  機器人社 42 是■  否□  
■每週【 2 】節  

□隔週【  】節  

3  烏克麗麗社 42 是■  否□  
■每週【2】節  

□隔週【  】節  

4  籃球社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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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施如有跨年級實施也請敘明，實施週次如有與其他類課程對開也請於最右一欄如實說明。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新課綱版-社團與技藝類)  

臺南市公立七股區大文國民小學 109 學年度第二學期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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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笛社  42 是■  否□  
■每週【2 】節  

□隔週【  】節  

2  機器人社 42 是■  否□  
■每週【 2】節  

□隔週【  】節  

3  烏克麗麗社 42 是■  否□  
■每週【2 】節  

□隔週【  】節  

4  籃球社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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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施如有跨年級實施也請敘明，實施週次如有與其他類課程對開也請於最右一欄如實說明。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新課綱版-社團與技藝類)  

臺南市公立七股區大文國民小學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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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笛社  實施年級  3-6 年級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  42 )節  社團編號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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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A2.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B3.藝術涵養與生活美學  

□C1.道德實踐與公民責任■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課程目標  

(一)配合學校多元化學習的教育理念，培養學生喜好音樂之興趣，培養五育並進的優質大文人。  

(二)提供專業、適性發展之學習機會，讓學生能在多元的音樂學習環境開發其潛能。  

(三)培養學生健全人格、開發其創造力與領導力，提昇其藝術涵養。   

(四)透過直笛隊的學習，培養團體互動與人際和諧關係。  

(五)提供學生正當休閒活動並參加各項展演及音樂比賽，為校爭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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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1~9/4  2 直笛音樂欣賞  直笛合奏介紹  直笛的認識  隨堂練習  樂器譜架樂譜座椅  

9/7~9/11  2  直笛基本訓練  節奏與認譜  基礎樂理  隨堂練習  樂器譜架樂譜座椅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新課綱版-社團與技藝類)  

9/14~9/18  2 直笛基本訓練  節奏與認譜  基礎樂理  隨堂練習  樂器譜架樂譜座椅  

9/21~9/25  2 直笛基本訓練  節奏與認譜  基礎樂理  隨堂練習  樂器譜架樂譜座椅  

9/28~10/2  2 高音直笛技巧  高音笛指法與樂曲練習  高音笛指法與樂曲練習  隨堂練習  樂器譜架樂譜座椅  

 

10/5~10/9  2 高音直笛技巧  高音笛指法與樂曲練習  高音笛指法與樂曲練習  隨堂練習  樂器譜架樂譜座椅  

10/12~10/16  2 中音直笛技巧  中音笛指法與樂曲練習  中音笛指法與樂曲練習  隨堂練習  樂器譜架樂譜座椅  

10/19~10/23  2 中音直笛技巧  中音笛指法與樂曲練習  中音笛指法與樂曲練習  隨堂練習  樂器譜架樂譜座椅  

10/26/~10/30  2 中音直笛技巧  中音笛指法與樂曲練習  中音笛指法與樂曲練習  隨堂練習  樂器譜架樂譜座椅  

11/2~11/6  2 次中音直笛技巧  次中音笛指法與樂曲練習  次中音笛指法與樂曲練習  隨堂練習  樂器譜架樂譜座椅  

11/9~11/13  2 次中音直笛技巧  次中音笛指法與樂曲練習  次中音笛指法與樂曲練習  隨堂練習  樂器譜架樂譜座椅  

11/16~11/20  2 次中音直笛技巧  次中音笛指法與樂曲練習  次中音笛指法與樂曲練習  隨堂練習  樂器譜架樂譜座椅  

11/23~11/27  2 低音直笛技巧  低音笛指法與樂曲練習  低音笛指法與樂曲練習  隨堂練習  樂器譜架樂譜座椅  

11/30~12/4  2 低音直笛技巧  低音笛指法與樂曲練習  低音笛指法與樂曲練習  隨堂練習  樂器譜架樂譜座椅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新課綱版-社團與技藝類)  

12/7~12/11  2 直笛合奏  二部合奏練習  二部合奏練習  隨堂練習  樂器譜架樂譜座椅  

12/14~12/18  2 直笛合奏  二部笛合奏練習  二部笛合奏練習  隨堂練習  樂器譜架樂譜座椅  

12/21~12/25  2 直笛合奏  四部合奏練習  四部合奏練習  隨堂練習  樂器譜架樂譜座椅  

12/28~1/1  2 直笛合奏  四部合奏練習  四部合奏練習  隨堂練習  樂器譜架樂譜座椅  

1/4~1/8  2 直笛合奏  四部合奏練習  四部合奏練習  隨堂練習  樂器譜架樂譜座椅  

1/11~1/15  2 直笛合奏  四部合奏練習  四部合奏練習  隨堂練習  樂器譜架樂譜座椅  

1/18~1/22  2 直笛合奏  總複習  總複習  隨堂練習  樂器譜架樂譜座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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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南市公立七股區大文國民小學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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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笛社  實施年級  七年級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  40 )節  社團編號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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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新課綱版-社團與技藝類)  

總綱或領綱核心素養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A2.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B3.藝術涵養與生活美學  

□C1.道德實踐與公民責任■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課程目標  

(一)配合學校多元化學習的教育理念，培養學生喜好音樂之興趣，培養五育並進的優質大文人。  

(二)提供專業、適性發展之學習機會，讓學生能在多元的音樂學習環境開發其潛能。  

(三)培養學生健全人格、開發其創造力與領導力，提昇其藝術涵養。   

(四)透過直笛隊的學習，培養團體互動與人際和諧關係。  

(五)提供學生正當休閒活動並參加各項展演及音樂比賽，為校爭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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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2/19  2 進階演奏技巧訓練  二升二降音階  二升二降音階  隨堂練習  樂器樂譜譜架椅子  

2/22~2/26  2 進階演奏技巧訓練  快速音群  快速音群  隨堂練習  樂器樂譜譜架椅子  

3/1~3/5  2 進階演奏技巧訓練  運舌技巧  運舌技巧  隨堂練習  樂器樂譜譜架椅子  

3/8~3/12  2 進階演奏技巧訓練  力度變化  力度變化  隨堂練習  樂器樂譜譜架椅子  

3/15~3/19  2 進階演奏技巧訓練  獨奏詮釋  獨奏詮釋  隨堂練習  樂器樂譜譜架椅子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新課綱版-社團與技藝類)  

3/22~3/26  2 進階演奏技巧訓練  音準與聽力訓練  音準與聽力訓練  隨堂練習  樂器樂譜譜架椅子  

3/29~4/2  2 進階演奏技巧訓練  高低音域的吹奏技巧  高低音域的吹奏技巧  隨堂練習  樂器樂譜譜架椅子  

4/5~4/9  2 樂曲合奏  分部練習  分部練習  隨堂練習  樂器樂譜譜架椅子  

4/12~4/16  2 樂曲合奏  分部練習  分部練習  隨堂練習  樂器樂譜譜架椅子  

4/19~4/23  2 樂曲合奏  分部練習  分部練習  隨堂練習  樂器樂譜譜架椅子  

4/26~4/30  2 直笛合奏  曲目一  曲目一  隨堂練習  樂器樂譜譜架椅子  

5/3~5/7  2 直笛合奏  曲目一  曲目一  隨堂練習  樂器樂譜譜架椅子  

5/10~5/14  2 直笛合奏  曲目一  曲目一  隨堂練習  樂器樂譜譜架椅子  

5/17~5/21  2 直笛合奏  曲目二  曲目二  隨堂練習  樂器樂譜譜架椅子  

5/24~5/28  2 直笛合奏  曲目二  曲目二  隨堂練習  樂器樂譜譜架椅子  

5/31~6/4  2 直笛合奏  曲目三  曲目三  隨堂練習  樂器樂譜譜架椅子  

6/7~6/11  2 直笛合奏  曲目三  曲目三  隨堂練習  樂器樂譜譜架椅子  

6/14~6/18  2 樂曲合奏  曲目全  背譜合奏  隨堂練習  樂器樂譜譜架椅子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新課綱版-社團與技藝類)  

6/24~6/25  2 樂曲合奏  曲目全  背譜合奏  隨堂練習  樂器樂譜譜架椅子  

6/28~6/30  2 成果展演  合奏練習  上台演奏  隨堂練習  樂器樂譜譜架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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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南市公立七股區大文國民小學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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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器人社  實施年級  3-6 年級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 42 )節  社團編號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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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A2.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B3.藝術涵養與生活美學  

□C1.道德實踐與公民責任■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課程目標  具備科技哲學觀與科技文化的素養；激發持續學習科技及科技設計的興趣；培養科技知識與產品使用的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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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1~9/4  2 基礎機構的認識  基礎機構的認識  基礎機構的認識  隨堂練習  Ev3 樂高機器人  

9/7~9/11  2 齒輪比、複合齒系統  齒輪比、複合齒系統  齒輪比、複合齒系統  隨堂練習  Ev3 樂高機器人  

9/14~9/18  2 
改變轉動角度、使用蝸

桿  

改變轉動角度、使用

蝸桿  

改變轉動角度、使用蝸

桿  
隨堂練習  Ev3 樂高機器人  

9/21~9/25  2 
擺動式機構、往復式機

構  

擺動式機構、往復式

機構  

擺動式機構、往復式機

構  
隨堂練習  Ev3 樂高機器人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新課綱版-社團與技藝類)  

9/28~10/2  2 輪機構、間歇運動  輪機構、間歇運動  輪機構、間歇運動  隨堂練習  Ev3 樂高機器人  

10/5~10/9  2 用橡皮筋來傳輸動力  用橡皮筋來傳輸動力  用橡皮筋來傳輸動力  隨堂練習  Ev3 樂高機器人  

10/12~10/16  2 用覆帶來傳輸動力  用覆帶來傳輸動力  用覆帶來傳輸動力  隨堂練習  Ev3 樂高機器人  

2 

10/19~10/23  2 
長距離傳輸動力、離心

運動  

長距離傳輸動力、離

心運動  

長距離傳輸動力、離心

運動  
隨堂練習  Ev3 樂高機器人  

10/26/~10/30  2 
藉由轉動方向製作變換

機構  

藉由轉動方向製作變

換機構  

藉由轉動方向製作變換

機構  
隨堂練習  Ev3 樂高機器人  

11/2~11/6  2 萬用接頭  萬用接頭  萬用接頭  隨堂練習  Ev3 樂高機器人  

11/9~11/13  2 
車輛—單馬達驅動輪

子、腳輪  

車輛—單馬達驅動輪

子、腳輪  

車輛—單馬達驅動輪

子、腳輪  
隨堂練習  Ev3 樂高機器人  

11/16~11/20  2 履帶車、避震器  履帶車、避震器  履帶車、避震器  隨堂練習  Ev3 樂高機器人  

11/23~11/27  2 轉向機、步行機器  轉向機、步行機器  轉向機、步行機器  隨堂練習  Ev3 樂高機器人  

11/30~12/4  2 
像尺蠖一樣運動、藉由

震動來移動  

像尺蠖一樣運動、藉

由震動來移動  

像尺蠖一樣運動、藉由

震動來移動  
隨堂練習  Ev3 樂高機器人  

12/7~12/11  2 拍動翅膀、手指抓握  拍動翅膀、手指抓握  拍動翅膀、手指抓握  隨堂練習  Ev3 樂高機器人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新課綱版-社團與技藝類)  

12/14~12/18  2 抬起物體、發射物體  抬起物體、發射物體  抬起物體、發射物體  隨堂練習  Ev3 樂高機器人  

12/21~12/25  2 基礎機構的認識  基礎機構的認識  基礎機構的認識  隨堂練習  Ev3 樂高機器人  

12/28~1/1  2 齒輪比、複合齒系統  齒輪比、複合齒系統  齒輪比、複合齒系統  隨堂練習  Ev3 樂高機器人  

1/4~1/8  2 
改變轉動角度、使用蝸

桿  

改變轉動角度、使用

蝸桿  

改變轉動角度、使用蝸

桿  
隨堂練習  Ev3 樂高機器人  

1/11~1/15  2 
擺動式機構、往復式機

構  

擺動式機構、往復式

機構  

擺動式機構、往復式機

構  
隨堂練習  Ev3 樂高機器人  

1/18~1/22  2 輪機構、間歇運動  輪機構、間歇運動  輪機構、間歇運動  隨堂練習  Ev3 樂高機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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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南市公立七股區大文國民小學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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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器人社  實施年級  3-6 年級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 40 )節  社團編號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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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A2.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B3.藝術涵養與生活美學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新課綱版-社團與技藝類)  

□C1.道德實踐與公民責任■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課程目標  具備科技哲學觀與科技文化的素養；激發持續學習科技及科技設計的興趣；培養科技知識與產品使用的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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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2/19  2 
自動門、掃進來或掃出

去  

自動門、掃進來或掃

出去  

利用 Ev3 及程式完成作

品：自動門、掃進來或

掃出去  

隨堂練習  Ev3 樂高機器人  

2/22~2/26  2 起風了、擺錘  起風了、擺錘  
利用 Ev3 及程式完成作

品：起風了、擺錘  
隨堂練習  Ev3 樂高機器人  

3/1~3/5  2 加裝零件來改變動作  加裝零件來改變動作  

利用 Ev3 及程式完成作

品：加裝零件來改變動

作  

隨堂練習  Ev3 樂高機器人  

 

3/8~3/12  2 斜向咬合齒輪  斜向咬合齒輪  
利用 Ev3 及程式完成作

品：斜向咬合齒輪  
隨堂練習  Ev3 樂高機器人  

3/15~3/19  2 自由改變轉動角度  自由改變轉動角度  
利用 Ev3 及程式完成作

品：自由改變轉動角度  
隨堂練習  Ev3 樂高機器人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新課綱版-社團與技藝類)  

3/22~3/26  2 
感測器-使用觸碰感測

器  

感測器-使用觸碰感

測器  

利用 Ev3 及程式完成作

品：感測器-使用觸碰感

測器  

隨堂練習  Ev3 樂高機器人  

3/29~4/2  2 使用主機上的按鈕  使用主機上的按鈕  
利用 Ev3 及程式完成作

品：使用主機上的按鈕  
隨堂練習  Ev3 樂高機器人  

4/5~4/9  2 使用顏色感測器  使用顏色感測器  
利用 Ev3 及程式完成作

品：使用顏色感測器  
隨堂練習  Ev3 樂高機器人  

4/12~4/16  2 應用畢氏定理  應用畢氏定理  
利用 Ev3 及程式完成作

品：應用畢氏定理  
隨堂練習  Ev3 樂高機器人  

4/19~4/23  2 做點好玩的  做點好玩的  
利用 Ev3 及程式完成作

品：做點好玩的  
隨堂練習  Ev3 樂高機器人  

4/26~4/30  2 
機器人芭蕾-機器人轉

彎方式  

機器人芭蕾-機器人

轉彎方式  

利用 Ev3 及程式完成作

品：機器人芭蕾-機器人

轉彎方式  

隨堂練習  Ev3 樂高機器人  

5/3~5/7  2 坦克式移動  坦克式移動  
利用 Ev3 及程式完成作

品：坦克式移動  
隨堂練習  Ev3 樂高機器人  

5/10~5/14  2 顯示指令  顯示指令  
利用 Ev3 及程式完成作

品：顯示指令  
隨堂練習  Ev3 樂高機器人  

5/17~5/21  2 聲音指令  聲音指令  聲音指令  隨堂練習  Ev3 樂高機器人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新課綱版-社團與技藝類)  

5/24~5/28  2 狀態燈指令  狀態燈指令  
利用 Ev3 及程式完成作

品：狀態燈指令  
隨堂練習  Ev3 樂高機器人  

5/31~6/4  2 
小步邁進、s 型前進、

定點旋轉  

小步邁進、s 型前

進、定點旋轉  

利用 Ev3 及程式完成作

品：小步邁進、s 型前

進、定點旋轉  

隨堂練習  Ev3 樂高機器人  

6/7~6/11  2 專題成品  完成小組及個人成品  
完成專題創作及驅動作

品  
隨堂練習  Ev3 樂高機器人  

6/14~6/18  2 專題成品  完成小組及個人成品  
完成專題創作及驅動作

品  
隨堂練習  Ev3 樂高機器人  

6/24~6/25  2 專題成品  完成小組及個人成品  
完成專題創作及驅動作

品  
隨堂練習  Ev3 樂高機器人  

6/28~6/30  2 專題成品  完成小組及個人成品  
完成專題創作及驅動作

品  
隨堂練習  Ev3 樂高機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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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南市公立七股區大文國民小學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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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烏克麗麗社  實施年級  3-6 年級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 42 )節  
 

社團編號  3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新課綱版-社團與技藝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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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A2.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B3.藝術涵養與生活美學  

□C1.道德實踐與公民責任■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課程目標  簡單入手彈奏烏克麗麗，學會簡譜彈奏和懂得團體搭配合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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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1~9/4  2 選出社長 副社長  
社長 副社長由社員選

出  
社團選舉  各社員推薦    

 

9/7~9/11  2 介紹烏克麗麗  烏克麗麗結構 音域  烏克麗麗可彈奏之音域  抽點各別驗收    
 

9/14~9/18  2 
介紹 F 大調 C 大調 音

階  
練習 F.C 大調音階  了解音階位置  抽點各別驗收    

 

 

9/21~9/25  2 F 大調音階介紹  分發講義按圖練習  熟練 F 大調音階  抽點各別驗收    

9/28~10/2  2 
介紹 F 大調歌曲古老的

大鐘  
彈奏古老的大鐘主歌  熟練主歌  抽點各別驗收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新課綱版-社團與技藝類)  

10/5~10/9  2 古老的大鐘練習  
彈奏古老的大鐘主歌

介紹古老的大鐘副歌  
熟練主歌 副歌  抽點各別驗收    

10/12~10/16  2 古老的大鐘練習  
彈奏古老的大鐘主歌

副歌  
熟練音階及運指  抽點各別驗收    

10/19~10/23  2 
複習古老的大鐘旋律介

紹此歌曲之和弦  
和弦介紹 F bB C Dm  

將黑板上的和弦抄寫在

講義上  
抽點各別驗收    

10/26/~10/30  2 古老的大鐘和弦練習  熟悉和弦運指  熟記和弦  抽點各別驗收    

11/2~11/6  2 
古老的大鐘和弦配合主

旋律彈奏  
節拍旋律配合  節拍與旋律緊密結合  抽點各別驗收    

11/9~11/13  2 古老的大鐘複習  節拍與旋律配合  節拍與旋律緊密配合  抽點各別驗收    

11/16~11/20  2 古老的大鐘複習  配合 DEMO 帶調奏  
配合 DEMO 帶彈奏並熟

練  
抽點各別驗收    

11/23~11/27  2 
介紹神隱少女片尾曲 

Always with you  
以 F 大調調奏主歌  熟悉主旋律  抽點各別驗收    

11/30~12/4  2 
複習神隱少女片尾曲主

歌並介紹副歌  
以 F 大調彈奏  熟悉主歌與副歌  抽點各別驗收    

12/7~12/11  2 介紹 3/4 拍與 4/4 拍  以 F 大調彈奏  複習神隱少女片尾曲  抽點各別驗收    

12/14~12/18  2 副習神隱少女片尾曲  以 F 大調彈奏  複習神隱少女片尾曲  抽點各別驗收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新課綱版-社團與技藝類)  

12/21~12/25  2 
神隱少女片尾曲和弦介

紹  
Am 和弦  將和弦代入歌曲  抽點各別驗收    

12/28~1/1  2 
神隱少女片尾曲 和弦

練習  

熟悉和弦 與主旋律的

配合  
節拍女旋律緊密配合  抽點各別驗收    

1/4~1/8  2 複習神隱少女片尾曲  
熟悉和弦與旋律的緊

密配合  

熟悉和弦與旋律的緊密

配合  
抽點各別驗收    

1/11~1/15  2 期末歌曲總測驗  期末歌曲總測驗  學習成果評分  每位同學上台測驗    

1/18~1/22  2 期末歌曲總測驗  期末歌曲總測驗  學習成果評分  每位同學上台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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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南市公立七股區大文國民小學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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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烏克麗麗社  實施年級  3-6 年級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40 )節  
 

社團編號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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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新課綱版-社團與技藝類)  

總綱或領綱核心素養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A2.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B3.藝術涵養與生活美學  

□C1.道德實踐與公民責任■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課程目標  簡單入手彈奏烏克麗麗，學會簡譜彈奏和懂得團體搭配合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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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2/19  2 選出社長 副社長  
社長 副社長由社員選

出  
社團選舉  各社員推薦    

 

2/22~2/26  2 介紹烏克麗麗  烏克麗麗結構 音域  烏克麗麗可彈奏之音域  抽點各別驗收    
 

3/1~3/5  2 介紹 C.F 大調  練習 C F 大調音階  了解音階位置  抽點各別驗收    
 

3/8~3/12  2 C 大調音階介紹  分發講義按圖練習  熟練 C 大調音階  抽點各別驗收    
 

3/15~3/19  2 
介紹 C 大調歌曲心花

開  
彈奏心花開前奏  練習心花開前奏  抽點各別驗收    

 

 

3/22~3/26  2 複習心花開前奏  彈奏心花開前奏  用 C 大調 6 型音階彈奏  抽點各別驗收    

3/29~4/2  2 介紹心花開主歌  彈奏心花開主歌旋律  
配合 C 大調音階 6 型彈

奏  
抽點各別驗收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新課綱版-社團與技藝類)  

4/5~4/9  2 複習心花開前奏 主奏  彈奏心花開前奏 主奏  4/4 拍介紹  抽點各別驗收    

4/12~4/16  2 介紹心花開副歌  彈奏心花開副歌  彈奏動態介紹  抽點各別驗收    

4/19~4/23  2 
複習心花開副歌介紹心

花開間奏  

間奏 1.2 段及反複記

號 段落記號進行  

間奏 1.2 段及反複記號

段落記號進行 需注意事

項  

抽點各別驗收    

4/26~4/30  2 

心花開副歌 間奏 1 間

奏 2 複習 介紹心花開

尾奏  

反複記號注意 尾奏結

束注意事項  
熟練歌曲進行  抽點各別驗收    

5/3~5/7  2 心花開歌曲旋律總複習  拍子與歌曲緊密配合  動態配合  抽點各別驗收    

5/10~5/14  2 心花開和弦介紹  C Am F G Dm Em  
將黑板和弦抄寫在講義

上  
抽點各別驗收    

5/17~5/21  2 總複習心花開  
配合和弦彈奏心花開

主旋律  
注意歌曲動態  抽點各別驗收    

5/24~5/28  2 

複習上學期歌曲古老的

大鐘  

Always with you  

F.C 大調音階總複習  
音階各型態 位置融合介

紹  
抽點各別驗收    

5/31~6/4  2 
複習心花開 古老的大 

鐘 Always with you  
F.C 大調音階總複習  複習音階位置  抽點各別驗收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新課綱版-社團與技藝類)  

6/7~6/11  2 歌曲總複習  彈奏歌曲總複習  音階總複習  抽點各別驗收    

6/14~6/18  2 歌曲總複習  彈奏歌曲總複習  音階總複習  抽點各別驗收    

6/24~6/25  2 期末歌曲總測驗  期末歌曲總測  學習成果評分  每位同學上台測驗    

6/28~6/30  2 期末歌曲總測  期末歌曲總測  學習成果評  每位同學上台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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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南市公立七股區大文國民小學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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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籃球社  實施年級  3-6 年級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 42 )節  
 

社團編號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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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A2.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B3.藝術涵養與生活美學  

□C1.道德實踐與公民責任■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課程目標  

1. 了解運球、傳接球、投籃、上籃的動作要領  

2. 熟悉運球、傳接球、投籃、上籃的動作  

3. 了解防守及進攻的基本觀念  

4. 能將基本動作及觀念應用在實戰演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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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1~9/4  2 課程介紹  介紹學期課程安排  了解學期課程安排  無    
 

9/7~9/11  2 基本球感訓練  球感動作練習  熟悉球感  教師觀察評量    
 

9/14~9/18  2 基本運球  
各式基本運球動作練

習  

了解各式基本運球的動

作  
教師觀察評量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新課綱版-社團與技藝類)  

9/21~9/25  2 動態運球  
各式動態運球動作練

習  

1. 了解各式基本運球的

動作  
教師觀察評量    

 

9/28~10/2  2 傳接球訓練 1  各種傳接球動作練習  
2. 熟悉接球動作要領 1. 

了解各種傳球動作  
教師觀察評量    

 

10/5~10/9  2 傳接球訓練 2  各種傳接球動作練習  
2. 熟悉接球動作要領了

解各種傳球動作  
教師觀察評量    

10/12~10/16  2 籃下擦板  籃下擦板動作練習  了解擦板的位置  教師觀察評量    

10/19~10/23  2 基本上籃 1  慣用手上籃動作練習  

1. 了解上籃動作要領  

2. 熟悉慣用手上籃動作  
教師觀察評量    

10/26/~10/30  2 基本上籃 2  
非慣用手上籃動作練

習  

1. 了解上籃動作要領  

2. 熟悉非慣用手上籃動

作  

教師觀察評量    

11/2~11/6  2 防守腳步 1  基本防守腳步練習  熟悉基本防守腳步動作  教師觀察評量    

11/9~11/13  2 防守腳步 2  進階防守腳步練習  熟悉進階防守腳步動作  教師觀察評量    

11/16~11/20  2 中距離定點投籃  中距離投籃練習  
1. 了解投籃動作要領  

2. 完成投籃動作  
教師觀察評量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新課綱版-社團與技藝類)  

11/23~11/27  2 中距離急停跳投  運球後收球跳投練習  

1. 了解急停跳投動作要

領  

2. 熟悉急停跳投動作  

教師觀察評量    

11/30~12/4  2 綜合投籃  
搭配各式運球的投籃

練習  

1. 了解運球及投籃的動

作要領  

2. 完成收球後投籃的流

暢動作  

教師觀察評量    

12/7~12/11  2 盯人防守 1  講解盯人防守觀念  
了解盯人防守的基本觀

念  
教師觀察評量    

12/14~12/18  2 盯人防守 2  盯人防守實作練習  

1. 熟悉盯人防守的動作  

2. 防守時能和隊友溝通  教師觀察評量    

12/21~12/25  2 兩人小組進攻  

1. 講解兩人小組進攻

動作  

2. 兩人小組進攻練習  

1. 了解兩人小組進攻觀

念及動作要領  

2. 熟悉動作並能和隊友

溝通  

教師觀察評量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新課綱版-社團與技藝類)  

12/28~1/1  2 三人小組進攻  

1. 講解三人小組進攻

動作  

2. 三人小組進攻練習  

1. 了解三人小組進攻觀

念及動作要領  

2. 熟悉動作並能和隊友

溝通  

教師觀察評量    

1/4~1/8  2 實戰演練 1  分組三打三實戰演練  

1. 應用防守及進攻觀念  

2. 培養與隊友溝通表達

的能力  

教師觀察評量    

1/11~1/15  2 實戰演練 2  分組三打三實戰演練  

1. 應用防守及進攻觀念  

2. 培養與隊友溝通表達

的能力  

教師觀察評量    

1/18~1/22  2 實戰演練 3  分組三打三實戰演練  

1. 應用防守及進攻觀念  

2. 培養與隊友溝通表達

的能力  

教師觀察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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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南市公立七股區大文國民小學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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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籃球社  實施年級  3-6 年級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40)節  
 

社團編號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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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A2.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B3.藝術涵養與生活美學  

□C1.道德實踐與公民責任■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課程目標  

5. 了解運球、傳接球、投籃、上籃的動作要領  

6. 熟悉運球、傳接球、投籃、上籃的動作  

7. 了解防守及進攻的基本觀念  

8. 能將基本動作及觀念應用在實戰演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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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2/19  2 基本球感訓練  球感動作練習  熟悉球感  教師觀察評量    
 

2/22~2/26  2 動態運球  
各式動態運球動作練

習  
熟悉動態運球的動作  教師觀察評量    

 

3/1~3/5  2 各種運球技巧  各種運球技巧練習  
了解各種運球技巧動作

要領  
教師觀察評量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新課綱版-社團與技藝類)  

3/8~3/12  2 傳接球訓練 1  各種傳接球動作練習  
3. 熟悉接球動作要領 4. 

了解各種傳球動作  
教師觀察評量    

 

3/15~3/19  2 傳接球訓練 2  各種傳接球動作練習  
3. 熟悉接球動作要領 4. 

了解各種傳球動作  
教師觀察評量    

 

 

3/22~3/26  2 籃下擦板  籃下擦板動作練習  了解擦板的位置  教師觀察評量    

3/29~4/2  2 進階上籃 1  慣用手上籃動作練習  

3. 了解上籃動作要領  

4. 熟悉慣用手上籃動作  
教師觀察評量    

4/5~4/9  2 進階上籃 2  
非慣用手上籃動作練

習  

3. 了解上籃動作要領  

4. 熟悉非慣用手上籃動

作  

教師觀察評量    

4/12~4/16  2 防守腳步 1  基本防守腳步練習  熟悉基本防守腳步動作  教師觀察評量    

4/19~4/23  2 防守腳步 2  進階防守腳步練習  熟悉進階防守腳步動作  教師觀察評量    

4/26~4/30  2 中距離定點投籃  中距離投籃練習  
3. 了解投籃動作要領  

4. 完成投籃動作  
教師觀察評量    

5/3~5/7  2 中距離急停跳投  運球後收球跳投練習  

3. 了解急停跳投動作要

領  
教師觀察評量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新課綱版-社團與技藝類)  

4. 熟悉急停跳投動作  

5/10~5/14  2 綜合投籃  
搭配各式運球的投籃

練習  

3. 了解運球及投籃的動

作要領  

4. 達成收球後投籃的流

暢動作  

教師觀察評量    

5/17~5/21  2 盯人防守 1  
講解進階盯人防守觀

念  
了解盯人防守的觀念  教師觀察評量    

5/24~5/28  2 盯人防守 2  
進階盯人防守實作練

習  

3. 熟悉盯人防守的動作  

4. 防守時能和隊友溝 
教師觀察評量    

    通    

5/31~6/4   2 兩人小組進攻  

3. 講解兩人小組進攻

動作  

4. 兩人小組進攻練習  

3. 了解兩人小組進攻觀

念及動作要領  

4. 熟悉動作並能和隊友

溝通  

教師觀察評量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新課綱版-社團與技藝類)  

6/7~6/11  2 三人小組進攻  

3. 講解三人小組進攻

動作  

4. 三人小組進攻練習  

3. 了解三人小組進攻觀

念及動作要領  

4. 熟悉動作並能和隊友

溝通  

教師觀察評量    

6/14~6/18  2 實戰演練 1  分組三打三實戰演練  

3. 應用防守及進攻觀念  

4. 培養與隊友溝通表達

的能力  

教師觀察評量    

6/24~6/25  2 實戰演練 2  分組三打三實戰演練  

3. 應用防守及進攻觀念  

4. 培養與隊友溝通表達

的能力  

教師觀察評量    

6/28~6/30  2 實戰演練 3  分組三打三實戰演練  

1. 應用防守及進攻觀念  

2. 培養與隊友溝通表達

的能力  

教師觀察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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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