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臺南市公立南區新興國民小學 110學年度第一學期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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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唱團 38 是■  否□ 
■每週【2 】節 

□隔週【  】節 

2 二胡 38 是■  否□ 
■每週【2 】節 

□隔週【  】節 

3 電腦 38 是□  否■ 
■每週【2 】節 

□隔週【  】節 

4 視覺藝術 38 是□  否■ 
■每週【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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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南市公立南區新興國民小學 110學年度第一學期六年級彈性學習課程計畫 

社團活動或技藝課程名稱 合唱團 實施年級 六年級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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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 理解藝術符號，以表達情意觀點。 
藝-E-B3 善用多元感官，察覺感知藝術與生活的關聯，以豐富美感經驗。 
藝-E-C2 透過藝術實踐，學習理解他人感受與團隊合作的能力。 

課程目標 

1. 能認識合唱團的意義及合唱團的不同性質與組成方式。 

2. 能用正確的節奏與音高演唱歌曲並以歌聲適切表達感情。 

3. 能辨識音程的度數並進行二部輪唱、二部合唱，感受和聲之美。 

4. 能欣賞同聲合唱的作品之美。 

5. 能認識音樂會禮儀並將音樂會禮儀運用於生活中。 

6. 能欣賞同學的演出並給予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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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週 

〜 

第五週 

10 新生入團訓練 

1. 如何發聲練習 

2. 新生分聲部 

3. 腹式呼吸法 

4. 運氣長短大挑戰 

5. 肺活量訓練 

6. 認識高大宜手號，

進行音準訓練 

 

能學習腹式呼吸法，並

運用正確的發聲方法演

唱歌曲。 

教師評量 
  

第六週 

〜 
8 Over The Rainbow 

1.Over The Rainbow 

-第一部 

能熟練 Over The 

Rainbow  

教師評量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第九週 2.Over The Rainbow 

-第二部 

3.Over The Rainbow  

-兩部 

4.Over The Rainbow 

-兩部/動作 

 

第一部及第二部旋律，

並配合動作完成二部合

唱。 

 

 

第十週 

〜 

第十三週 

8 Flying Free 

1. Flying Free  

-第一部 

2. Flying Free  

-第二部 

3. Flying Free  

–兩部 

4. Flying Free  

-兩部/動作 

 

能熟練 Flying Free  

第一部及第二部旋律，

並配合動作完成二部合

唱。 

 

教師評量 
  

第十四週 

〜 

第十七週 

6 Riversong 

1.Riversong  

-第一部 

2. Riversong 

-第二部 

3. Riversong -兩部 

4. Riversong 

-兩部/動作 

 

能熟練 Riversong 第一

部及第二部旋律，並配

合動作完成二部合唱。 

教師評量 
  

第十八週 

〜 
6 成果發表 

複 習 - Over The 

Rainbow 、 Flying 
能完成期末展演。 

教師評量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第二十週 Free、Riversong期末

展演心得回饋與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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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南市公立南區新興國民小學 110 學年度第一學期六年級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社團活動與技藝課程(二胡)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社團活動或技藝課程名稱 二胡—天子門生陣  實施年級 五、六年級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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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藝-E-B1 理解藝術符號，以表達情意觀點。 

藝-E-C2 透過藝術實踐，學習理解他人感受與團隊合作的能力。 

藝-E-C3 體驗在地及全球藝術與文化的多元性。 

課程目標 透過學習傳統國樂絲竹樂器增進個人音樂素養.並藉由體驗文陣太平歌能理解復育藝陣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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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週至 

第三週 
6 123 木頭人 三連音練習 掌握三連音之節奏 實作評量：樂器演奏 

高年級二

胡組實施 

第四週至 

第八週 
10 月兒彎彎在微笑 新教樂曲：月亮代表我的心 -全曲 

同時掌握連弓技法及準確地演奏附點音

符及音準 
實作評量：樂器演奏 同上 

第九週 2 
合奏 I: 

舉頭望明月 
樂曲：月亮代表我的心 -全曲 

能準確地掌握主旋律及和聲的旋律線

條，並做出相應地音量轉換 
實作評量：樂器演奏 同上 

第十週至 

第十三週 
8 好消息來囉 樂曲：新年樂 -全曲 

同時掌握半拍節奏及準確地演奏附點音

符及音準 
實作評量：樂器演奏 同上 

第十四週 2 
合奏 II: 

最深的祝福 

樂曲： 

1. 月亮代表我的心 

2. 新年樂 

能掌握不同樂曲的情緒轉換 實作評量：樂器演奏 同上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第十五週 2 
國定民俗藝陣— 

太平歌賞析 I 

太平歌樂曲— 

1. 共君走到之工尺譜教唱 

2. 共君走到之節奏概念 

1. 準確地唱頌工尺譜 

2. 掌握共君走到之節奏概念 

實作評量： 

1. 唱誦工尺譜 

2. 節奏測驗 

同上 

第十七週至 

第二十週 
6 

國定民俗藝陣— 

太平歌賞析 II 
太平歌樂曲—共君走到之器樂演奏 

能掌握太平歌樂曲—共君走到之大廣弦

及殼仔絃器樂演奏技巧 
實作評量：樂器演奏 同上 

第二十週 2 
合奏 III: 

新年快樂 

樂曲： 

1. 新年樂 

2. 月亮代表我的心 

3. 共君走到 

配合各式樂曲之旋律與節奏，掌握樂曲

情緒特點 
實作評量：樂器演奏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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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南市公立南區新興國民小學 110學年度第一學期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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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腦社(自編) 實施年級 六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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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A2 具備探索問題的思考能力，並透過體驗與實踐處理日常生活問題。 

E-A3 具備擬定計畫與實作的能力，並以創新思考方式，因應日常生活情境。 

E-B2 具備科技與資訊應用的基本素養，並理解各類媒體內容的意義與影響。 

課程目標 

1. 認識各程式指令的應用，例如變數、各種判斷等指令。 

2. 培養學生閱讀程式和分析問題，並思考如何改進的能力。 

3. 學會如何使用 Scratch，理解運作的方式，可以自行設計程式或遊戲。 

4.發揮想像力，在作品中表達自己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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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作評量(評量方式) 備註 

第一週 

｜ 

第三週 

6 終極密碼 

1. 了解亂數。 

2. 了解變數。 

知道 2 選 1 條件式的邏

輯。 

1. 認識「亂數」。 

2. 認識「變數」。 

3. 本課程式流程圖。 

4. 認識本課重點指令。 

5. 編排程式： 

(1) 設定變數「終極密碼」、

「最大」與「最小」。 

(2) 在背景編排共通程式。 

(3) 判斷詢問的答案是否等

於、大於或小於「終極密碼」。 

認識 2 選 1 條件式的程式邏

輯。 

1.口頭問答 

2.實作評量 
 

第四週 

｜ 

第六週 

6 英打問答 

1. 懂得邏輯運算。 

2. 學會字串的設計。 

3. 學會加入音效。 

認識擴充功能（文字轉語

1. 認識邏輯運算「且」、「或」

與「不成立」。 

2. 本課程式流程圖。 

3. 認識本課重點指令。 

4. 編排程式： 

1.口頭問答 

2.實作評量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音）。 (1) 大象的動畫。 

(2) 新增變數「字母」、「答

對」、「答錯」、「編號」。 

(3) 變數初始化。 

(4) 出題詢問使用者輸入，

並拆解字串，比對「詢問的答

案」與「字母」變數。 

(5) 編排答對程式。 

(6) 編排答錯程式。 

(7) 編排打字結果程式。 

(8) 讓大象說出得分。 

(9) 加入音效。 

認識擴充功能-文字轉語音。 

第七週 

｜ 

第九週 

6 
我的創意迷宮〔迷宮遊

戲〕 

1. 設計遊戲說明，讓使

用者知道遊戲怎麼玩 

2. 將圖轉成向量圖，方

便再做編輯 

3. 使用「變數」，記錄目

前遊戲的狀態 

4.學習利用改變「角色」

的 x、y 軸的值，以鍵盤

來控制上、下、左、右 

5.匯入食物角色，當作遊

戲的加分關卡 

6.繪製遊戲結束到達終

點的畫面 

.1. 設計遊戲的說明 

2. 將圖片轉為向量圖並編輯修

改 

3. 用變數來記錄遊戲目前

的狀態 
1.口頭問答 

2.實作評量 
 

第十週 

｜ 

第十二週 

6 對戰遊戲—球球對打 

1. 設計二人對打類型的

遊戲 

2. 使用「亂數」決定遊戲

角色的出現與方向 

3. 學習使用「變數」控制

1. 製作遊戲的說明畫面 

2. 加入兩個角色，並設定角

色上下移動方式 

3. 利用變數來控制移動速

度 

1.口頭問答 

2.實作評量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移動的速度 

4. 使用判斷式的指令，

當任一方分數達到目

標時，遊戲速度會加快 

5. 善用「複製」技巧加速

遊戲的設計 

6. 學習測試並找到遊戲

的「錯誤(Bug)」 

4. 用判斷式，當分數達標遊

戲速度會加快 

5. 加入扣分和加分的角色 

6. 設定角色出現的時機 

7. 測試遊戲尋找錯誤，並修

正 

第十三週 

｜ 

第十五週 

6 
太空神射手〔射擊類遊

戲〕 

1. 利用重新塑形工具，

編輯角色的造型 

2. 學習設計發射子彈的

機制，製作射擊類的遊

戲 

3. 製作二個關卡的遊戲 

4. 利用「背景」的切換，

讓不同關卡的「角色」

出現 

5. 透過造型的切換和音

效，讓遊戲變得更有趣 

1. 設計遊戲的背景和太空

人角色 

2. 利用重新塑形工具，編輯

太空人造型 

3. 製作射子彈的動作和音

效 

4. 設計太空船角色，判斷是

否碰到子彈，否則會不斷地

彈來彈去，若碰到子彈，太空

船消失 

5. 設計遊戲第 2 關，加入精

靈角色 

6. 設定精靈是否碰到子彈

的各種反應 

7. 加入遊戲背景音樂，與開

頭標題 

8. 利用「等待直到」指令，

判斷遊戲結果 

1.口頭問答 

2.實作評量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第十六週 

｜ 

第十八週 

4 打鼓達人 

1. 認識分身。 

2. 認識音樂擴充功能。 

3. 知道【不成立】的邏輯

運算。 

4. 學會製作計時器。 

5. 認識顏色碰撞的判

斷。 

1. 繪製程式流程圖。 

2. 認識本課重點指令。 

3. 編排程式： 

(1) 建立變數「分數」、「生

命」、「時間」。 

(2) 隨機產生左節拍的分

身。 

(3) 左節拍由上往下掉落。 

(4) 節奏正確條件一與得

分。 

(5) 節奏正確條件二與得

分。 

(6) 完成右節拍程式。 

(7) 編排左鼓、右鼓的程式。 

(8) 編排恐龍的動畫與背景

程式。 

(9) 執行程式玩玩看。 

1.口頭問答 

2.實作評量 
 

第十九週 

｜ 

第二十週 

4 青蛙賽跑 

1. 認識廣播。 

2. 輸入的概念。 

3.加入音效。 

1. 認識「廣播」。 

2. 繪製程式流程圖。 

3. 設計「青蛙賽跑」程式： 

(1) 編排裁判貓的程式。 

(2) 編排「1 隊」青蛙的程式。 

(3) 複製「1 隊」程式到「2

隊」與修改。 

(4) 編排「2 隊」青蛙的程式。 

(5) 接收獲勝的訊息。 

1.口頭問答 

2.實作評量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6) 「裁判貓」判斷誰贏。 

(7) 執行程式玩玩看。 

(8) 加入音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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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南市公立南區新興國民小學 110學年度第一學期六年級彈性學習課程計畫 

社團活動或技藝課程名稱 視覺藝術社團 實施年級 6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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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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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纏繞畫 
以點線面等綜合技法

完成纏繞畫作品 
點、線、面的各項技法 能完成完整作品  

第二周 ２ 壓克力星空彩繪 
以壓克力顏料繪製0F

小品作品 
壓克力繪畫技法 能完成完整作品  

第三周 ２ 壓克力流體畫 

以壓克力顏料創作0F

的流體畫(細胞畫)作

品 

壓克力繪畫技法 能完成完整作品  

第四周 ２ 大型壓克力彩繪 
以壓克力繪製 10F 作

品 
壓克力繪畫技法 能完成完整作品 分組創作 

第五周 ２ 桌上療癒小物 
運用超輕土技法捏塑

迷你甜點 
超輕土技法 能完成完整作品  

第六周 ２ 名畫角色扮演(1) 
觀賞影片、照片並分

析創作的細節 

了解名畫的來歷以及畫

中角色所需道具、配件與

服裝的製程 

過程中能投入並勇於

發言、激發想像 
分組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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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周 ２ 名畫角色扮演(2) 
運用綜合媒材製作所

需道具 
綜合媒材技法 

過程中能投入、遇到困

難能主動討論並解決 
分組創作 

第八周 ２ 名畫角色扮演(3) 特效化妝 

學習運用化妝與人體彩

繪顏料，裝扮成名畫中的

人物 

過程中能投入、遇到困

難能主動討論並解決 
分組創作 

第九周 ２ 名畫角色扮演(4) 多媒體運用 

學習應用資訊軟體拍攝

名化角色扮演的照片或

影片，並剪輯出 90 秒短

片 

能完成完整作品 
分組創作 

上課地點為階梯教室 

第十周 ２ 手作橡皮印章 
使用雕刻刀設計並刻

印陽刻印章 

能安全運用雕刻刀製作

品 
能完成作品  

第十一周 ２ 平面停格動畫 

運用動畫製作原理製

作以平面效果為主的

停格動畫 

停格動畫製作原理與拍

攝技巧 

能完成劇本並製作物

件 

分組創作 

上課地點為階梯教室 

第十二周 ２ 平面停格動畫 

運用動畫製作原理製

作以平面效果為主的

停格動畫 

停格動畫製作原理與拍

攝技巧 

能完成動畫影格之拍

攝 

分組創作 

上課地點為電腦教室 

第十三周 ２ 平面停格動畫 

運用動畫製作原理製

作以平面效果為主的

停格動畫 

停格動畫製作原理與拍

攝技巧 

能使用電腦軟體後製

並完成作品 

分組創作 

上課地點為電腦教室 

第十四周 ２ 美食插畫 
運用複合技法完成食

物繪 

了解並能運用複合插畫

技法 
完成構圖  

第十五周 ２ 美食插畫 
運用複合技法完成食

物繪 

了解並能運用複合插畫

技法 
完成插畫作品  

第十六周 ２ 美食插畫 
運用複合技法完成食

物繪 

了解並能運用複合插畫

技法 
完成文字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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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周 0 橡膠版版畫(1) 
能設計並安全地完成

橡膠版 

能安全運用雕刻刀製作

品 
橡膠版雕刻完成  

第十八周 ２ 橡膠版版畫(2) 
能設計並安全地完成

橡膠版 

能安全運用雕刻刀製作

品 
橡膠版雕刻完成  

第十九周 ２ 橡膠版版畫(3) 
能正確使用版畫工具

拓印 

了解拓印的方法並能量

產 

完成至少 5 張版畫作

品 
 

第二十周 2 影片賞析 
觀賞影片並分析製片

的細節 

了解拍片時所運用到的

藝術技法 

過程中能投入並勇於

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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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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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公立南區新興國民小學 110學年度第二學期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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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唱團 34 是■  否□ 
■每週【2 】節 

□隔週【  】節 

2 二胡 34 是■  否□ 
■每週【2 】節 

□隔週【  】節 

3 電腦 34 是□  否■ 
■每週【2 】節 

□隔週【  】節 

4 視覺藝術 34 是□  否■ 
■每週【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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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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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公立南區新興國民小學 110學年度第二學期六年級彈性學習課程計畫 

社團活動或技藝課程名稱 合唱團 實施年級 六年級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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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 理解藝術符號，以表達情意觀點。 
藝-E-B3 善用多元感官，察覺感知藝術與生活的關聯，以豐富美感經驗。 
藝-E-C2 透過藝術實踐，學習理解他人感受與團隊合作的能力。 

課程目標 

1. 能認識合唱團的意義及合唱團的不同性質與組成方式。 

2. 能用正確的節奏與音高演唱歌曲並以歌聲適切表達感情。 

3. 能辨識音程的度數並進行二部輪唱、二部合唱，感受和聲之美。 

4. 能欣賞同聲合唱的作品之美。 

5. 能認識音樂會禮儀並將音樂會禮儀運用於生活中。 

6. 能欣賞同學的演出並給予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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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週 

〜 

第二週 

4 基礎訓練 

1. 基礎發聲練習 

2. 腹式呼吸法 

3. 運氣長短大挑戰 

4. 肺活量訓練 

5. 認識高大宜手號，

進行音準訓練 

能學習腹式呼吸法，並

練習增長氣息，運用正

確的發聲方法演唱歌

曲。 

教師評量  

第三週 

〜 

第七週 

10 
Let Us Rejoice and 

Sing 

1. Let Us Rejoice 

and Sing  

-第一部 

能熟練 Let Us Rejoice 

and Sing 第一部及第

二部旋律，並配合動作

教師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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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Let Us Rejoice 

and Sing  

-第二部 

3. Let Us Rejoice 

and Sing  

-兩部 

4. Let Us Rejoice 

and Sing  

-兩部/動作 

完成二部合唱。 

 

 

第八週 

〜 

第十二週 

10 Autumn Vesper 

1. Autumn Vesper  

-第一部 

2. Autumn Vesper  

-第二部 

3. Autumn Vesper  

-兩部 

4. Autumn Vesper 

-兩部/動作 

 

能熟練 Autumn Vesper

第一部及第二部旋律，

並配合動作完成二部合

唱。 

 

教師評量  

第十三週 

〜 

第十七週 

8 
And This Shall 

Before Music 

1. And This Shall    
Before Music 

   -第一部 

2. And This Shall  

   Before Music  

   -第二部 

3. And This Shall  

   Before Music  

能熟練 And This Shall 

Before Music第一部及

第二部旋律，並配合動

作完成二部合唱。 

教師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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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部 

4. And This Shall   

   Before Music  

   -兩部/動作 

第十八週 

 
2 成果發表 

1. 複習- Let Us 

Rejoice and 

Sing 、Autumn 

Vesper 、And 

This Shall 

Before Music 

期末展演 

   心得回饋與分享 

能完成展演活動。 教師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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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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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公立南區新興國民小學 110 學年度第二學期六年級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社團活動與技藝課程(二胡) 

社團活動或技藝課程名稱 二胡—天子門生陣  實施年級 五、六年級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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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藝-E-B1 理解藝術符號，以表達情意觀點。 

藝-E-C2 透過藝術實踐，學習理解他人感受與團隊合作的能力。 

藝-E-C3 體驗在地及全球藝術與文化的多元性。 

課程目標 透過學習傳統國樂絲竹樂器增進個人音樂素養.並藉由體驗文陣太平歌能理解復育藝陣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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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週至 

第三週 
6 墨西哥民謠 

1. 反覆記號 

2. 新教樂曲：乘著馬車盪原野 -全曲 
認識反覆記號 實作評量：樂器演奏 

高年級二

胡組實施 

第四週至 

第八週 
10 台灣民謠之一 新教樂曲：桃花過渡 -全曲 

同時掌握短弓技法及準確地掌握休止

符 
實作評量：樂器演奏 同上 

第九週 2 
合奏 I: 

桃花綻放囉 
樂曲：桃花過渡 -全曲 

能準確地掌握主旋律及和聲的旋律線

條，並做出相應地音量轉換 
實作評量：樂器演奏 同上 

第十週至 

第十三週 
8 台灣民謠之二 新教樂曲：桃花過渡 -全曲 認識並感受春意氛圍的曲風 實作評量：樂器演奏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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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週 2 
合奏 II: 

咚咚隆咚嗆 
樂曲：桃花過渡 -全曲 

學會跟上打擊樂器的節奏，並演奏準

確地音高 
實作評量：樂器演奏 同上 

第十五週 2 
國定民俗藝陣— 

太平歌賞析 I 

太平歌樂曲— 

3. 行路譜、曲頭、共君走到之工尺譜教

唱 

4. 行路譜、曲頭、共君走到節奏概念之

再深化 

3. 準確地唱頌工尺譜 

4. 深化行路譜、曲頭、共君走到之節

奏概念 

實作評量： 

3. 唱誦工尺譜 

4. 節奏測驗 

同上 

第十七週至 

第十八週 
2 

國定民俗藝陣— 

太平歌賞析 II 

太平歌樂曲—行路譜、曲頭、共君走到之

器樂演奏 

能掌握太平歌樂曲—行路譜、曲頭、

共君走到之大廣弦及殼仔絃器樂演奏

技巧 

實作評量：樂器演奏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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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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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公立南區新興國民小學 110學年度第二學期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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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腦社(自編) 實施年級 六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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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A2 具備探索問題的思考能力，並透過體驗與實踐處理日常生活問題。 

E-B2 具備科技與資訊應用的基本素養，並理解各類媒體內容的意義與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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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S-1.能發現問題 

PS-2.能找到問題中的關鍵句 

PS-3.能理解問題 

PS-4.能分析問題 

PS-5.能將問題拆解成較易處理的子問題 

PS-6.能透過提示找到解決問題的方法 

PS-7.能找出問題解決的方法，不需要提示 

PS-8.能擬定出可行的解決策略 

PS-9.能藉由他人的協助解決問題 

PS-10.能自己動手解決問題 

PS-11.能獨立規畫適切的問題解決步驟，進行問題發現、問題理解、問題解決及問題修正 

PS-12.能發覺失敗的原因，調整解決策略 

PS-13.能實際以多種方法解決問題 

PS-14.能評估解決方法的優劣並改善之 

PS-15.能跨域整合其他學科知識以解決問題 

PS-16.能將議題融入問題解決的答案之中 

IT-1.認識硬體、軟體、輸入和輸出等基本設備 

IT-2.能知道資訊工具之安全注意事項 

IT-3.能熟悉資訊工具之使用與簡易故障排除 

課程架構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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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期程 節數 單元或課程名稱 學習內容 學習目標 實作評量(評量方式) 備註 

第一週 

｜ 

第二週 

4 認識 NKNUBLOCK  

熟悉 NKNUBLOCK介面與各

式積木功能，舞台區及

角色，積木方塊堆疊輸

出程式功能等 

1.能說出 NKNUBLOCK 介面各

元件的功能。 

2.能說出各式積木功能，舞

台區及角色，並能用積木

方塊堆疊輸出程式功能

等。 

1.口頭問答 

2.實作評量 
 

第三週 

｜ 

第四週 

4 我是指揮家-1 
認識及學會操作超音波

感測器及 RGB LED 

1.能參與生活上自動調節燈

光的情境問題討論 

2.能討論合適解決自動調節

燈光情境問題之感測元件 

3.能討論將問題切割成「超

音波感測實作」以及「RGB 

LED 連動反應」等兩個子問

題 

4.透過元件控制實驗，了解

超音波感測器及 RGB LED

的操控及限制 

1.口頭問答 

2.實作評量 
 

第五週 

｜ 

第七週 

6 我是指揮家-2 
認識及學會操作超音波

感測器及 RGB LED 

1.探討並提出「超音波感測

實作」子問題之解決方法 

2.探討並提出「RGB LED 連動

反應」子問題之解決方法 

3.能參與情境流程圖討論 

4.程式設計之變數意義及用

途學習 

1.口頭問答 

2.實作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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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運用超音波感測器結合

RGB LED 達成「距離越遠，

亮度越大」的效果實作 

6.探討如何解決「亮度變化

不明顯」的問題及問題修

正策略 

7.透過程式修正，動手解決

問題使亮度變化更加明顯 

8.能說出程式設計之運算子

與運算式的概念及運用方

式學習 

第 8 週 

｜ 

第十週 

6 我是指揮家-3 
認識及學會操作超音波

感測器及 RGB LED 

1.進階練習，運用超音波感

測器及 RGB LED 達成主題

任務：「距離越近，亮度越

大」的問題分析與解決策

略規劃討論 

2.運用超音波感測器結合

RGB LED 達成「距離越近，

亮度越大」的效果實作 

3.透過程式，使亮度變化更

加明顯 

1.口頭問答 

2.實作評量 
 

第十一週 

｜ 

第十二週 

4 我是燈控師-1 

1.認識搖桿、RGB LED 及

8*8 點矩陣。 

 

2.透過元件控制實驗，了

解搖桿、RGB LED 及 8*8

1.參與生活中旋鈕開關的情

境問題討論 

2.討論合適模擬旋鈕開關情

境問題之感測元件 

3.討論如何將問題切割成

1.口頭問答 

2.實作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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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矩陣的操控及限制 「搖桿感測實作」、「8*8 點

矩陣連動反應」以及「RGB 

LED 連動反應」等子問題 

第十三週 

｜ 

第十四週 

4 我是燈控師-2 

1.認識搖桿、RGB LED 及

8*8 點矩陣。 

 

2.透過元件控制實驗，了

解搖桿、RGB LED 及 8*8

點矩陣的操控及限制 

1.探討「搖桿感測實作」子問

題之解決方法 

2.探討「8*8 點矩陣連動反

應」子問題之解決方法 

3.探討「RGB LED 連動反應」

子問題之解決方法 

4.情境流程圖討論 

5.程式設計之變數自我改變

數值的意義與用途 

6.說明單一條件判斷式(如

果…那麼…)的意義與用

途，並實際操作 

7.經由引導達成「搖桿向右

推動時，LED 變亮，顯示箭

頭向右的圖案」的效果實

作 

8.能透過討論擬定出可行的

問題解決策略達成「搖桿

向左推動時，LED 變暗，顯

示箭頭向左的圖案」的效

果實作 

1.口頭問答 

2.實作評量 
 

第十五週 

｜ 
4 我是燈控師-3 

1.認識搖桿、RGB LED 及

8*8 點矩陣。 

1.探討如何解決「讓亮度的

數值維持在 0~255 之間」

1.口頭問答 

2.實作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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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週  

2.透過元件控制實驗，了

解搖桿、RGB LED 及

8*8 點矩陣的操控及限

制 

的數學問題及問題修正策

略 

2.透過程式實作，設定亮度

範圍 

3.配合演算法步驟，堆疊積

木完成程式 

第十八週 

 
2 道路守護者 

1.認識搖桿、8*8 點矩陣

及蜂鳴器 

1.生活中行人專用號誌的情

境問題討論 

2.討論合適模擬行人專用號

誌情境問題之感測元件 

3.透過元件控制實驗，了解

搖桿、8*8 點矩陣及蜂鳴器

的操控及限制，以及蜂鳴

器的安全注意事項 

1.口頭問答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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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南市公立南區新興國民小學 110學年度第二學期六年級彈性學習課程計畫 

社團活動或技藝課程名稱 視覺藝術社團 實施年級 6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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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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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格漫畫 
四格漫畫之劇本、構

圖與製作 
能依起承轉合編劇 能完成劇本  

第二周 ２ 四格漫畫 
四格漫畫之劇本、構

圖與製作 
漫畫之取鏡與構圖 能完成線稿  

第三周 ２ 四格漫畫 
四格漫畫之劇本、構

圖與製作 

網點技法  

 
能完成完整作品  

第四周 ２ 水彩靜物 
運用水彩與素描技法

完成作品 
水彩技法示範與實作 能完成構圖  

第五周 ２ 水彩靜物 
運用水彩與素描技法

完成作品 
實作 

能投入並運用習得之技

法 
 

第六周 ２ 水彩靜物 
運用水彩與素描技法

完成作品 
實作 能完成完整作品  

第七周 ２ 微型場景模型 媒材處理示範 
使用複合媒材完成迷你

庭院場景 

能依場景需求選擇適

合的媒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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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周 ２ 微型場景模型 選擇並運用多元媒材 
使用複合媒材完成迷你

庭院場景 

能依場景需求選擇適

合的媒材 
 

第九周 ２ 微型場景模型 修飾場景細節 
使用複合媒材完成迷你

庭院場景 
能完成完整作品  

第十周 ２ 影片賞析 
觀賞影片並分析製片

的細節 

了解拍片時所運用到的

藝術技法 

過程中能投入並勇於

發言 
 

第十一周 ２ 
應用藝術(1)-麥克筆

技法 

了解麥克筆特性並練

習各種技法 
學會 5種麥克筆技法 

能投入並具備實驗精

神 
 

第十二周 ２ 
應用藝術(2)-構圖練

習 

分析藝術家的構圖方

式並學習 

學會九宮格構圖法，以

及單人構圖、雙人構圖

至少各 2種類型 

能投入並具備實驗精

神 
 

第十三周 ２ 
應用藝術(3)-人體骨

架 

學會運用素體繪製不

同的人物姿勢 

了解人體的構成、骨架，

並利用素體繪製出人物

姿勢 

能完成完整構圖  

第十四周 ２ 
應用藝術(4)-滿版插

畫 
綜合技法與實作 

綜合應用藝術(1)-(3)

之技法繪製完整插圖 
能投入並完成作品  

第十五周 ２ 
應用藝術(5)-滿版插

畫 
綜合技法與實作 

綜合應用藝術(1)-(3)

之技法繪製完整插圖 
能投入並完成作品  

第十六周 ２ 桌上療癒小物 
運用多元媒材製作微

型食物模型 
了解不同媒材的特性 能完成完整作品  

第十七周 0 桌上療癒小物 
運用多元媒材製作微

型食物模型 
了解不同媒材的特性 能完成完整作品  

第十八周 ２ 影片賞析 
觀賞影片並分析製片

的細節 

了解拍片時所運用到的

藝術技法 

過程中能投入並勇於

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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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