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臺南市公立佳里區仁愛國小學 110學年度第一學期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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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行音樂 20節 是□  否■ 
■每週【1】節 

□隔週【  】節 

2 桌球－乒乓小兵社團 20節 是□  否■ 
■每週【1】節 

□隔週【  】節 

3 生活實用英語 20節 是□  否■ 
■每週【1】節 

□隔週【  】節 

4 直笛社團 20節 是□  否■ 
■每週【1】節 

□隔週【  】節 

5   是□  否□ 
□每週【  】節 

□隔週【  】節 

6   是□  否□ 
□每週【  】節 

□隔週【  】節 

7   是□  否□ 
□每週【  】節 

□隔週【  】節 

8   是□  否□ 
□每週【  】節 

□隔週【  】節 

9   是□  否□ 
□每週【  】節 

□隔週【  】節 

10   是□  否□ 
□每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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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類) 

臺南市佳里區仁愛國民小學 110學年度第 1學期五年級彈性學習課程計畫 

社團活動或技藝課程名稱 流行音樂社 實施年級 五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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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藝-E-A1 參與藝術活動，探索生活美感。 
藝-E-C3 體驗在地及全球藝術與文化的多元性。 

課程目標 探索時下最新流行音樂，了解音樂、歌手的歷史及發展，體驗在地及全球流行音樂的文化多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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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週 1 淺談流行音樂 
1. 認識流行音樂 

2. 流行音樂的類型 
多元文化的音樂學習 評量：口語評量與分享  

第 2週~第 3

週 
2 

華語流行音樂排行榜

介紹—110年 9月新

進榜單曲、專輯介紹 

1. 認識華語流行音

樂排行榜 

2. 聆聽新進榜單曲 

多元文化的音樂學習 評量：口語評量與分享  

第 4週 1 
華語流行音樂—歌手

介紹(1) 

1. 歌手背景介紹 

2. 聆聽歌手歷年作

品與最新發表的

音樂 

多元文化的音樂學習 評量：口語評量與分享  

第 5週 1 
華語流行音樂—歌手

介紹(2) 

1.歌手背景介紹 

2.聆聽歌手歷年作品

與最新發表的音樂 

多元文化的音樂學習 評量：口語評量與分享  

第 6週 1 
華語流行音樂—歌手

介紹(3) 

1歌手背景介紹 

2.聆聽歌手歷年作品

與最新發表的音樂 

多元文化的音樂學習 評量：口語評量與分享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第 7週 1 
華語流行音樂—樂團

介紹(1) 

1. 認識樂團成員 

2. 聆聽樂團歷年作

品與最新發表的

音樂 

多元文化的音樂學習 評量：口語評量與分享  

第 8週 1 
華語流行音樂—樂團

介紹(2) 

1.認識樂團成員 

2.聆聽樂團歷年作品

與最新發表的音樂 

多元文化的音樂學習 評量：口語評量與分享  

第 9週 1 
華語流行音樂—樂團

介紹(3) 

1.認識樂團成員 

2.聆聽樂團歷年作品

與最新發表的音樂 

多元文化的音樂學習 評量：口語評量與分享  

第 10週 1 
華語流行音樂—樂團

介紹(4) 

1.認識樂團成員 

2.聆聽樂團歷年作品

與最新發表的音樂 

多元文化的音樂學習 評量：口語評量與分享  

第 11週 1 

東洋流行音樂排行榜

介紹—110年 11月新

進榜單曲、專輯介紹 

1.認識東洋流行音樂

排行榜(日韓音樂榜) 

2.聆聽新進榜單曲 

多元文化的音樂學習 評量：口語評量與分享  

第 12週 1 
東洋流行音樂—BTS

介紹 

1.認識樂團成員 

2.聆聽樂團歷年作品

與最新發表的音樂 

多元文化的音樂學習 評量：口語評量與分享  

第 13週 1 
東洋流行音樂—韓國

女子團體介紹 

1.認識樂團成員 

2.聆聽樂團歷年作品

與最新發表的音樂 

多元文化的音樂學習 評量：口語評量與分享  

第 14週 1 

東洋流行音樂—日本

one ok rock樂團介

紹 

1.認識樂團成員 

2.聆聽樂團歷年作品

與最新發表的音樂 

多元文化的音樂學習 評量：口語評量與分享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第 15週 1 

東洋流行音樂—「東

洋歌姬」安室奈美惠

介紹 

1. 認識歌手 

2. 聆聽歌手歷年經

典音樂作品 

多元文化的音樂學習 評量：口語評量與分享  

第 16週 1 

西洋流行音樂美國

billboard排行榜介

紹—110年 12月 

1. 認 識 美 國

billboard 百大

單曲榜 

2. Billboard 

TOP10介紹 

多元文化的音樂學習 評量：口語評量與分享  

第 17週 1 

西洋流行音樂-- 

Taylor  Swift 泰勒絲

介紹 

1歌手背景介紹 

2.聆聽歌手歷年作品

與最新發表的音樂 

多元文化的音樂學習 評量：口語評量與分享  

第 18週 1 
西洋流行音樂--Billie 

Eilish 怪奇比莉介紹 

1歌手背景介紹 

2.聆聽歌手歷年作品

與最新發表的音樂 

多元文化的音樂學習 評量：口語評量與分享  

第 19週 1 
西洋流行音樂--Alan  

Walker 艾倫沃克介紹 

1歌手背景介紹 

2.聆聽歌手歷年作品

與最新發表的音樂 

多元文化的音樂學習 評量：口語評量與分享  

第 20週 1 
西洋流行音樂—QUEEN

皇后合唱團介紹 

1.認識樂團成員 

2.聆聽樂團歷年作品 
多元文化的音樂學習 評量：口語評量與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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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社團務必寫一份。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臺南市公立佳里區仁愛國民小學 110學年度第一學期五年級彈性學習課程計畫 

社團活動或技藝課程名稱 桌球－乒乓小兵社團 實施年級 五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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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體-E-A1具備良好身體活動與健康生活的習慣，以促進身心健全發展，並認識個人特質，發展運動與保健的潛

能。 

健體-E-B1具備運用體育與健康之相關符號知能，能以同理心應用在生活中的運動、保健與人際溝通上。 

課程目標 

學生能透過學習桌球中不同持拍方式的擊拍動作，將球拍與身體體適能技巧靈活結合，在正反手練習、切球磋球

與單雙打比賽與體適能技能的課程下，訓練肌肉促進思考，改善心肺功能提升體能，達到保健與強生的效能，並在

團隊合作中提升品德修養與對體育活動的自信與熱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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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週 1 認識桌球握拍方式 

1. 球拍的握法 

2. 教導直拍、橫拍等

的持拍握法 

1.學習持球拍握法要領。 

2. 能與他人互相演練動

作並互相檢討修正 

實作評量 

同儕互評  

第 2 週 1 

握拍基本練習 1. 球拍空揮動作 

2. 錯誤握拍方式 

1.能持拍做出正確擊球

的動作 

2.避免錯誤握拍空揮動

作 

3. 能與他人互相演練

動作並互相檢討修正 

實作評量 

同儕互評 

 

第 3 週~ 

第 5 週 
3 

發球動作教學 1.球拍擊球動作要領 

2.教導擊球分解動作

(持球、拋球、盯球、

擊球和碰桌規定) 

1.學習球拍擊球正確擊

法與要領。 

2. 能與他人互相演練動

作並互相檢討修正 

實作評量 

同儕互評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第 6 週~ 

第 8 週 
3 

反手擊球基本動作 1.反手擊球動作要領 

2.教導反手擊球分解

動作(腳步、重心與手

部) 

1.學習反手擊球正確擊

法與要領。 

2. 能與他人互相演練動

作並互相檢討修正 

實作評量 

同儕互評 
 

第 9 週~ 

第 11 週 
3 反手擊球進階動作 

1.移動腳步左右反手

擊球 

2.教導移動腳步反手

擊球要領(腳步、重心

與手部) 

1.學習移動腳步反手擊

球。 

2. 能與他人互相演練動

作並互相檢討修正 

實作評量 

同儕互評 

 

第 12 週~ 

第 14 週 
3 正手擊球基本動作 

1.正手擊球動作要領 

2.教導正手擊球分解

動作(腳步、重心與手

部) 

1.學習正手擊球正確擊

法與要領。 

2. 能與他人互相演練動

作並互相檢討修正 

實作評量 

同儕互評 
 

第 15 週~ 

第 18 週 
4 正、反手交替訓練 

1.移動腳步左右正手

擊球 

2.教導移動腳步正手

擊球要領(腳步、重心

與手部) 

1.學習移動腳步正手擊

球。 

2. 能與他人互相演練動

作並互相檢討修正 

實作評量 

同儕互評 

 

第 19-21 週 3 

桌球體適能活動 1.身體敏捷與協調性 

2. 教導不習慣組合

動作之單腳一前一

後、雙腳一前一後前

進等動作 

1.透過繩梯學習桌球所

須的身體敏捷與協調

性。 

2. 能與他人互相演練動

作並互相檢討修正 

實作評量 

同儕互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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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社團務必寫一份。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臺南市公立佳里區仁愛國民小學 110學年度第一學期五年級彈性學習課程計畫 

社團活動或技藝課程名稱 生活實用英語 實施年級 五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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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綱或領綱核心素養 
英-E-B1 具備入門的聽、說、讀、寫英語文能力。在引導下，能運用所學、字詞及句型進行簡易日常溝通。 

英-E-C3 認識國內外主要節慶習俗及風土民情 。 

課程目標 透過不同生活英語情境對話的學習，能聽懂並使用簡易的日常生活用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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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週 1 In a Classroom 

1. 教室內設備相關

英語單字。 

2. 教室英語相關用

語。 

能聽懂並使用簡易的教

室用語。 
Oral Test (口語評量)  

第 2 週 1 A Lunch Box 

1. 營養午餐英語單 

    字。 

2. 營養午餐英語。 

能聽懂並使用簡易的午

餐用語。 
Oral Test (口語評量)  

第 3 週~ 

第 6 週 
4 Holidays (1) 

(節慶英語單字) 

1. A New Year’s 

Party 新年派對 

2. Valentine’s Day 

情人節 

3. Lantern Festival 

元宵節  

4. Easter 復活節 

認識國內外主要節慶習

俗及風土民情。 

能聽懂並唸出節慶英語

單字。 

Oral Test (口語評量)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第 6 週~ 

第 10 週 
4 Holidays (2) 

(節慶英語單字) 

1. Mother’s Day 

母親節 

2. Dragon  

    Boat Festival 

    端午節 

3. Mid-Autumn     

Festival 中秋節 

4. Christmas  

聖誕節 

認識國內外主要節慶習

俗及風土民情。 

能聽懂並唸出節慶英語

單字。 

Oral Test (口語評量)  

第 11 週~ 

第 15 週 
5 Lesisure Activities 

1. Shopping in a 

Department Store 

2. A Musical 

Performance 

3. At the Gym 

4. Reading 

能聽懂並使用簡易的娛

樂地點用語。 
Oral Test (口語評量)  

第 15 週~ 

第 16 週 
2 Traveling the World 

1. At the Airport 

2. In a Hotel Lobby 

能聽懂並使用簡易的旅

遊用語。 
Oral Test (口語評量)  

第 17 週~ 

第 20 週 
4 At Home 

1. In a Living Room 

2. In a Bedroom 

3. A Refrigerator 

4. Baking a Cake 

能聽懂並使用簡易的居

家用語。 
Oral Test (口語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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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社團務必寫一份。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臺南市公立佳里區仁愛國民中(小)學 110學年度第一學期五年級彈性學習課程計畫 

社團活動或技藝課程名稱 直笛社 實施年級 五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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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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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目標 學生能運用專業音樂知識及正確演奏方式進行自我音樂美感的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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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週 1 直笛種類介紹 

1. 辨別四種直笛的 

音色與外型。 

2. 四種直笛的特色。 

能辨別高音直笛、中 

音直笛、次中音直笛 

與低音直笛的音色 

與外型。 

實作評量   

第 2-4 週 3 直笛操作 

1. 適應不同大小長

度的直笛演奏姿

勢。 

2. 直笛指法練習。 

1. 能適應不同大小長

度的直笛演奏姿

勢。 

2. 能背下個音的指

法‧ 

實作評量   

第 5 週~ 

第 7 週 
3 節奏、音高與指法 

1. 進行節奏訓練。 

2. 唱名於五線譜上

的位置與低音記號。 

3. 解說與練習高音

直笛 、次中音直笛與 

中音直笛、低音直笛

1. 能以拍唸及直笛演 

奏出正確的節。 

2. 能正確比出與演唱 

出五線譜上對應的

音高。 

3. 能以正確的指法演

實作評量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兩種不同系統指法。 奏指定音高。 

第 8 週~ 

第 13 週 
5 演奏<神隱少女> 

1. 聲部練習的方式。 

2. 四聲部直笛合奏 

   練習。 

3. 混搭不同樂器進 

   行改編樂曲  

1. 能聆聽自己與同聲部

的夥伴，正確並整齊地

演奏。 

2. 能聆聽自己聲部與其

他聲部的夥伴，正確、

整齊地演奏。 

3. 能掌握曲趣，依照一

次次的聲音堆疊掌控音

樂表現能力。 

4. 能依照改編後的樂譜

正確地演奏。 

實作評量  

第 14 週~ 

第 17 週 
3 

彩排 、從練習中 

調整表演的適當節奏 

1. 排出演奏隊形， 

並站著演奏直

笛。 

2. 表演後於課堂上

欣賞回顧影片及

於課堂上給出回

饋。 

1. 能於表演場地進行 

彩排，上下台及演奏均

流暢。 

2. 能在演出結束後反

思之後更注意的要點。 

實作評量  

第 18 週~ 

第 20 週 
3 演奏<小幸運> 

以分聲部練習的方

式，進行聲部內的技

巧練習。 

能聆聽自己聲部與其他

聲部的夥伴，正確 、 整

齊地演奏。 

實作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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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類) 

臺南市公立佳里區仁愛國小學 110學年度第二學期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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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行音樂 20節 是□  否■ 
■每週【1】節 

□隔週【  】節 

2 桌球－乒乓小兵社團 20節 是□  否■ 
■每週【1】節 

□隔週【  】節 

3 生活實用英語 20節 是□  否■ 
■每週【1】節 

□隔週【  】節 

4 直笛社團 20節 是□  否■ 
■每週【1】節 

□隔週【  】節 

5   是□  否□ 
□每週【  】節 

□隔週【  】節 

6   是□  否□ 
□每週【  】節 

□隔週【  】節 

7   是□  否□ 
□每週【  】節 

□隔週【  】節 

8   是□  否□ 
□每週【  】節 

□隔週【  】節 

9   是□  否□ 
□每週【  】節 

□隔週【  】節 

10   是□  否□ 
□每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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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類) 

臺南市佳里區仁愛國民小學 110學年度第 1學期五年級彈性學習課程計畫 

社團活動或技藝課程名稱 流行音樂社 實施年級 五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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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藝-E-A1 參與藝術活動，探索生活美感。 
藝-E-C3 體驗在地及全球藝術與文化的多元性。 

課程目標 探索時下最新流行音樂，了解音樂、歌手的歷史及發展，體驗在地及全球流行音樂的文化多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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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週 1 

華語流行音樂排行榜

介紹—111年 2月新

進榜單曲、專輯介紹 

聆聽與認識新進榜歌

曲 
多元文化的音樂學習 評量：口語評量與分享  

第 2週 1 

東洋流行音樂排行榜

介紹—111年 2月新

進榜單曲、專輯介紹 

聆聽與認識新進榜歌

曲 
多元文化的音樂學習 評量：口語評量與分享  

第 3週 1 

西洋流行音樂美國

billboard排行榜介

紹—111年 2月 

聆聽與認識新進榜歌

曲 
多元文化的音樂學習 評量：口語評量與分享  

第 4週 1 2022全美音樂獎 

1.認識全美音樂獎 

2.聆聽與認識入圍及

得獎歌曲 

多元文化的音樂學習 評量：口語評量與分享  

第 5週 1 
華語流行音樂—歌手

介紹(4) 

1.歌手背景介紹 

2.聆聽歌手歷年作品

與最新發表的音樂 

多元文化的音樂學習 評量：口語評量與分享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第 6週 1 
華語流行音樂—歌手

介紹(5) 

1.歌手背景介紹 

2.聆聽歌手歷年作品

與最新發表的音樂 

多元文化的音樂學習 評量：口語評量與分享  

第 7週 1 
華語流行音樂—歌手

介紹(6) 

1.歌手背景介紹 

2.聆聽歌手歷年作品

與最新發表的音樂 

多元文化的音樂學習 評量：口語評量與分享  

第 8週 1 
華語流行音樂—歌手

介紹(7) 

1.歌手背景介紹 

2.聆聽歌手歷年作品

與最新發表的音樂 

多元文化的音樂學習 評量：口語評量與分享  

第 9週 1 
華語流行音樂—樂團

介紹(5) 

1.認識樂團成員 

2.聆聽樂團歷年作品

與最新發表的音樂 

多元文化的音樂學習 評量：口語評量與分享  

第 10週 1 
電視與電影配樂欣賞

—(1) 

1. 認識電視或電影

主題曲、插曲、片

尾曲對電視電影

的影響 

2. 聆聽電視電影配

樂 

多元文化的音樂學習 評量：口語評量與分享  

第 11週 1 
電視與電影配樂欣賞

—(2) 
聆聽電視電影配樂 多元文化的音樂學習 評量：口語評量與分享  

第 12週 1 
電視與電影配樂欣賞

—(3) 
聆聽電視電影配樂 多元文化的音樂學習 評量：口語評量與分享  

第 13週 1 
電視與電影配樂欣賞

—(4) 
聆聽電視電影配樂 多元文化的音樂學習 評量：口語評量與分享  

第 14週 1 
電視與電影配樂欣賞

—(5) 
聆聽電視電影配樂 多元文化的音樂學習 評量：口語評量與分享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第 15週~第

16週 
2 

111年金曲獎入圍即

得獎歌曲 

1. 認識金曲獎 

2. 聆聽與認識金曲

獎入圍及得獎歌

曲 

3. 欣賞燈光舞台布

置與音樂的結合 

多元文化的音樂學習 評量：口語評量與分享  

第 17週~第

18週 
2 111年金馬獎頒獎 

1. 認識金馬獎 

2. 了解電影配樂與

電影之間的重要

性 

3. 聆聽電影配樂 

多元文化的音樂學習 評量：口語評量與分享  

第 19週~第

20週 
2 交流與分享 

最愛歌曲分享 

 
多元文化的音樂學習 評量：口語評量與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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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社團務必寫一份。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臺南市公立佳里區仁愛國民小學 110學年度第二學期五年級彈性學習課程計畫 

社團活動或技藝課程名稱 桌球－乒乓小兵社團 實施年級 五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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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體-E-A1具備良好身體活動與健康生活的習慣，以促進身心健全發展，並認識個人特質，發展運動與保健的潛

能。 

健體-E-B1具備運用體育與健康之相關符號知能，能以同理心應用在生活中的運動、保健與人際溝通上。 

課程目標 

學生能透過學習桌球中不同持拍方式的擊拍動作，將球拍與身體體適能技巧靈活結合，在正反手練習、切球磋球與

單雙打比賽與體適能技能的課程下，訓練肌肉促進思考，改善心肺功能提升體能，達到保健與強生的效能，並在

團隊合作中提升品德修養與對體育活動的自信與熱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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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週 4 反手搓球動作 

1.掌握反手搓球要領 

2.教導反手側旋、下

旋與上旋等擊球法 

1.能理解反手搓球動作

對桌球競賽的重要性 

2.能做出反手側旋、下

旋與上旋等動作 

實作評量 

同儕互評 
 

第 5-8 週 4 

正手切球動作 1.掌握正手切球要領 

2.教導正手側旋、下

旋與上旋等擊球法 

1.能理解正手切球動作

對桌球競賽的重要性 

2.能做出正手側旋、下

旋與上旋等動作 

實作評量 

同儕互評 
 

第 9 週~ 

第 12 週 
4 

正反手切球搓球交替 1.掌握正反手交替切

磋球交替訓練要領 

2.教導正反手側旋、

下旋與上旋兩兩結合

擊球要領 

1.能理解正反手切搓球

交替動作對桌球競賽的

重要性 

2.能做出正反手側旋、

下旋與上旋兩兩結合等

實作評量 

同儕互評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動作 

第 13 週~ 

第 16 週 
4 

桌球體適能活動 1.身體爆發力 

2. 教導徒手肌力訓

練動作之核心、腿部

與臀部等動作 

1.透過自身負重學習桌

球所須的身體爆發力。 

2. 能與他人互相演練動

作並互相檢討修正 

實作評量 

同儕互評 
 

第 17 週~ 

第 18 週 
2 桌球規則介紹 

1.介紹桌球單雙打規

則 

2.教導單雙打之發球

換位、擊球互換與分

數局數規定 

1.學習桌球競賽規則 

2. 能做出發球、正反手

擊球與正反手切球搓球

的正確動作 

3. 能熟悉單雙打比賽的

規則 

實作評量 

同儕互評 

 

第 19 週~ 

第 20 週 
2 桌球分組競賽 

1.單打分組的練習 

2.雙打的討論與練習 

3.比賽溝通的手勢和

喊聲 

4.結合期末班際體育

競賽進行分組競賽 

1. 能做出發球、正反手

擊球與正反手切球搓球

的正確動作 

2.能與他人合作進 

3..能與他人互相演練

動作並互相檢討修正 

實作評量 

同儕互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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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社團務必寫一份。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臺南市公立佳里區仁愛國民小學 110學年度第二學期五年級彈性學習課程計畫 

社團活動或技藝課程名稱 生活實用英語 實施年級 五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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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綱或領綱核心素養 
英-E-B1 具備入門的聽、說、讀、寫英語文能力。在引導下，能運用所學、字詞及句型進行簡易日常溝通。 

英-E-C3 認識國內外主要節慶習俗及風土民情。 

課程目標 透過不同生活英語情境對話的學習，能聽懂並使用簡易的日常生活用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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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週 1 Making a Sandwich 

(外來飲食英語單字) 

1. Sandwich 三明治 

2. Hamburger 漢堡 

3. Pasta 義大利 

4. Pizza 披薩 

5. Salad 沙拉 

Curry 咖哩 

能聽懂並正確唸出簡易

的外來飲食英語單字。 
Oral Test (口語評量)  

第 2 週 1 Making Coffee 

(煮咖啡英語單字) 

1. Scoop 用勺子舀 

2. Ground coffee 

研磨咖啡 

3. Filter 濾紙 

4. Stir 攪拌 

1. Drip 滴下 

能聽懂並正確唸出簡易

的煮咖啡英語單字。 
Oral Test (口語評量)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第 3 週~ 

第 6 週 
4 Doing the Dishes 

(廚房用品英語單字) 

1. Dish soap 洗碗精 

2. Sponge 菜瓜布 

3. Rinse (用水)清洗 

4. Dish rack 碗盤架 

5. Dishcloth 抹布 

6. Wipe 擦拭 

1. Counter 流理臺 

能聽懂並使用簡易的廚

房用品英語單字。。 
Oral Test (口語評量)  

第 6 週~ 

第 10 週 
4 Eating Out 

(牛排館用餐英語單

字) 

1. Steak house  

牛排館 

2. Steak sauce  

牛排醬 

3. Appetizer 開胃菜 

4. Main course 主菜 

Side dish 配菜 

能聽懂並使用簡易的牛

排館用餐英語單字。 
Oral Test (口語評量)  

第 11 週~ 

第 15 週 
5 

Ordering at a Fast Food 

Restaurant 

(餐點英語單字) 

1. Menu 菜單 

2. French fries 薯條 

3. Soft drink 汽水 

4. Fried chicken  

炸雞 

5. Chicken nuggets 

雞塊 

Apple pie 蘋果派 

能聽懂並使用簡易點餐

用語。 
Oral Test (口語評量)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第 15 週~ 

第 16 週 
2 Going on a Picnic 

(戶外野餐英語用語) 

1. Go on a picnic  

去野餐 

2. Picnic basket  

野餐籃 

3. Picnic set  

野餐用具組 

4. Fork 叉子 

5. Spoon 湯匙 

6. Knife 刀子 

7. Food container  

餐盒 

Napkin 餐巾紙 

能聽懂並使用簡易野餐

的用語。 
Oral Test (口語評量)  

第 17 週~ 

第 20 週 
4 Baking a Cake 

(烤蛋糕英語單字) 

1. Ingredient 成分 

2. Flour 麵粉 

3. Vanilla 香草(粉) 

4. Measuring cup 

量杯 

5. Bowl 碗 

6. Oven 烤箱 

7. Icing 糖霜 

Batter 麵糊 

能聽懂並使用簡易的製

作蛋糕用語。 
Oral Test (口語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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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社團務必寫一份。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臺南市公立佳里區仁愛國民小學 110學年度第二學期五年級彈性學習課程計畫 

社團活動或技藝課程名稱 直笛社團 實施年級 五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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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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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目標 學生能運用專業音樂知識及正確演奏方式進行自我音樂美感的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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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週 5 

演奏 

<魔法公主 > 

組曲 

1. 以分聲部練習的

方式，進行聲部內

的技巧練習。 

2. 依據樂段進行四

聲部直笛合奏練

習。 

3. 將兩首樂曲接合

成組曲演奏。 

1. 能聆聽自己與同聲 

部的夥伴，正確並

整齊地演奏。 

2. 能將兩首樂曲流暢

接合演奏。 

實作評量  

第 6-8 週 3 
彩排 、練習演出、 

調整 

1. 排出演隊形，站著   

流暢演奏樂曲。 

2. 排演後於課堂上 

集思廣益提出更

好的演出方式。 

能在演出結束後反省之

後應更注意的表演細

節。 

實作評量  

第 9-13 週 

 
5 

演奏 

<快樂頌 > 

1. 以分聲部練習的

方式，進行聲部內

1. 能聆聽自己與同聲 

部的夥伴，正確並
實作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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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技巧練習。 

2. 依據樂段進行四

聲部直笛合奏練

習。 

3. 將兩首樂曲接合

成組曲演奏。 

整齊地演奏。 

2. 能將兩首樂曲流暢

接合演奏。 

第 14-16 週 5 
彩排 、練習演出、 

調整 

1. 排出演隊形，站著   

流暢演奏樂曲。 

2. 排演後於課堂上

集思廣益提出更

好的演出方式。 

能在演出結束後反省之

後應更注意的表演細

節。 

實作評量  

第 17-19 週 3 禮堂實際排練、走位 

1. 於禮堂實際排練

及走位。 

2. 演奏休業式組曲，

並針對細節作調

整。 

3. 上台的禮儀。 

1. 學生能演奏排定樂

曲。 

2. 學生能展現正確的

上台禮儀。 

實作評量  

第 20 週 1 成果發表 
實際於休業式舉辦成

果發表會。 
學生能演奏排定樂曲。 實作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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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