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5-1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新課綱版) 

臺南市公立關廟區五甲國民小學 110 學年度第 一 學期 三～五 年級 藝術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普通班/■特教班) 

教材版本 自編 
實施年級 

(班級/組別) 
三～五年級 教學節數 每週(  3  )節 

課程目標 

1. 能運用不同素材完成美勞作品 

2. 能跟著音樂唱歌 

3. 能隨著音樂敲打正確節奏 

4. 能完成不同圖案著色(彩色筆、水彩) 

該學習階段 

領域核心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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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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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架構脈絡 

教學期程 單元與活動名稱 節數 學習目標 
學習重點 表現任務 

(評量方式) 

融入議題 

實質內涵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第 1 週～ 

第 5 週 
敲敲打打我最行 15 

1. 能培養專心聆

聽的學習習慣 

2. 能適時表達想

法 或 回 答 問

題，提升理解

與表達能力 

3. 能透過不同媒

介的運用，創

作自己的作品 

4. 能增進對音樂

的涵養及表現 

3-I-1 願意參與日常生活中

的各種學習活動，表現好奇

心。 

5-I-3 理解美的事物有多元

的表現方式。 

1-II-1 在引導與輔助下，能

透過聽唱、聽奏或讀譜，用

優勢能力建立與展現歌唱

或演奏的基本技巧。 

1-II-3 在示範等策略提示

下，能試探媒材特性與技

法，進行創作。 

2-II-3 在引導與輔助下，能

表達參與表演藝術活動的

C-I-2 常見生活媒材與符

號的使用。 

音E-II-1 多元形式歌曲，

如：獨唱、齊唱等。基礎歌

唱技巧，如：聲音探索、姿

勢等。 

音E-II-2 簡易節奏樂器、曲

調樂器的基礎演奏技巧。 

視E-II-1 色彩感知、造形與

空間的探索。 

表E-II-2 開始、中間與結束

的舞蹈或戲劇小品。 

音A-II-3 肢體動作、語文 

表述、繪畫、表演等回應方

指認 

實作評量 

品德教育 

品 E3 溝通合作

與和諧人際關係。 

品 E6 同理分享。 

第 6 週～ 

第 16 週 
小小藝術家 I 33 

第 17週～

第 21 週 
我是小歌手 15 



C5-1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新課綱版) 

感知，以表達情感。 

3-II-1 在引導與輔助下，能

樂於參與各類藝術活動，探

索自己的藝術興趣與能

力，並展現欣賞禮儀。 

1-III-3 在示範等策略提示

下，能嘗試學習多元媒材與

技法，表現創作主題。 

1-III-8 在引導與輔助下，

能嘗試不同創作形式，從事

展演活動。 

2-III-5-2 在提示等策略

下，能欣賞不同的藝術與文

化。 

式。 

音P-II-1 音樂活動、音樂會

禮儀。 

音E-III-1 多元形式歌曲，

如：輪唱、合唱等。基礎歌

唱技巧，如：呼吸、共鳴等。 

音E-III-2 樂器的分類、基

礎演奏技巧，以及獨奏、齊

奏與合奏等演奏形式。 

視E-III-2 多元的媒材技法

與創作表現類型。 

音 P-III-2 音樂與群體活

動。 

◎教學期程以每週教學為原則，如行列太多或不足，請自行增刪。 
◎「學習目標」應為結合「學習表現」(動詞)與「學習內容」(名詞)，整合為學生本單元應習得的學科本質知能。 
◎「學習表現」與「學習內容」應為學校(可結合學年會議)應以學習階段為單位，清楚安排兩年內「學習表現」與「學習內容」如何規劃在各
個單元讓學生習得。 

◎「學習表現」與「學習內容」需呈現領綱完整文字，非只有代號，「融入議題實質內涵」亦是。 
◎依據 109.12.10函頒修訂之「臺南市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國中小彈性學習課程規劃建議措施」中之配套措施，如有每位學生上台報
告之「表現任務-評量方式」請用不同顏色的文字特別註記並具體說明。



C5-1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新課綱版) 

臺南市公立關廟區五甲國民小學 110 學年度第 二 學期 三～五 年級 藝術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普通班/■特教班) 

教材版本 自編 
實施年級 

(班級/組別) 
三～五年級 教學節數 每週(  3  )節 

課程目標 

1. 能運用不同素材完成美勞作品 

2. 能隨著不同的音樂展現不同肢體動作 

3. 能隨著音樂哼出正確旋律及歌詞 

4. 能完成不同圖案著色(貼畫、黏土) 

該學習階段 

領域核心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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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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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架構脈絡 

教學期程 單元與活動名稱 節數 學習目標 
學習重點 表現任務 

(評量方式) 

融入議題 

實質內涵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第 1 週～ 

第 5 週 
音樂律動 15 

1. 能培養專心聆

聽的學習習慣 

2. 能適時表達想

法 或 回 答 問

題，提升理解

與表達能力 

3. 能透過不同媒

介的運用，創

作自己的作品 

4. 能增進對音樂

的涵養及表現 

3-I-1 願意參與日常生活中

的各種學習活動，表現好奇

心。 

5-I-3 理解美的事物有多元

的表現方式。 

1-II-1 在引導與輔助下，能

透過聽唱、聽奏或讀譜，用

優勢能力建立與展現歌唱

或演奏的基本技巧。 

1-II-3 在示範等策略提示

下，能試探媒材特性與技

法，進行創作。 

2-II-3 在引導與輔助下，能

表達參與表演藝術活動的

C-I-2 常見生活媒材與符

號的使用。 

音E-II-1 多元形式歌曲，

如：獨唱、齊唱等。基礎歌

唱技巧，如：聲音探索、姿

勢等。 

音E-II-2 簡易節奏樂器、曲

調樂器的基礎演奏技巧。 

視E-II-1 色彩感知、造形與

空間的探索。 

表E-II-2 開始、中間與結束

的舞蹈或戲劇小品。 

音A-II-3 肢體動作、語文 

表述、繪畫、表演等回應方

指認 

實作評量 

品德教育 

品 E3 溝通合作

與和諧人際關係。 

品 E6 同理分享。 

第 6 週～ 

第 16 週 
小小藝術家 II 33 

第 17週～

第 21 週 
藝術鑑賞 15 



C5-1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新課綱版) 

感知，以表達情感。 

3-II-1 在引導與輔助下，能

樂於參與各類藝術活動，探

索自己的藝術興趣與能

力，並展現欣賞禮儀。 

1-III-3 在示範等策略提示

下，能嘗試學習多元媒材與

技法，表現創作主題。 

1-III-8 在引導與輔助下，

能嘗試不同創作形式，從事

展演活動。 

2-III-5-2 在提示等策略

下，能欣賞不同的藝術與文

化。 

式。 

音P-II-1 音樂活動、音樂會

禮儀。 

音E-III-1 多元形式歌曲，

如：輪唱、合唱等。基礎歌

唱技巧，如：呼吸、共鳴等。 

音E-III-2 樂器的分類、基

礎演奏技巧，以及獨奏、齊

奏與合奏等演奏形式。 

視E-III-2 多元的媒材技法

與創作表現類型。 

音 P-III-2 音樂與群體活

動。 

◎教學期程以每週教學為原則，如行列太多或不足，請自行增刪。 
◎「學習目標」應為結合「學習表現」(動詞)與「學習內容」(名詞)，整合為學生本單元應習得的學科本質知能。 
◎「學習表現」與「學習內容」應為學校(可結合學年會議)應以學習階段為單位，清楚安排兩年內「學習表現」與「學習內容」如何規劃在各
個單元讓學生習得。 

◎「學習表現」與「學習內容」需呈現領綱完整文字，非只有代號，「融入議題實質內涵」亦是。 
◎依據 109.12.10函頒修訂之「臺南市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國中小彈性學習課程規劃建議措施」中之配套措施，如有每位學生上台報
告之「表現任務-評量方式」請用不同顏色的文字特別註記並具體說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