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臺南市公立南區龍崗國民小學 110 學年度第一學期三~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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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樂樂棒社團 20 是■  否□ 
□每週【  】節 

■隔週【 2 】節 

2 足球社團 20 是■  否□ 
□每週【  】節 

■隔週【 2 】節 

3 藝術創作社團 20 是■  否□ 
□每週【  】節 

■隔週【 2 】節 

4 日語社團 20 是■  否□ 
□每週【  】節 

■隔週【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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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南市公立南區龍崗國民小學 110 學年度第一學期三~六年級彈性學習課程計畫 

社團活動或技藝課程名稱 樂樂棒社團 實施年級 3-6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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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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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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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目標 透過趣味化基礎的技術與觀念讓學生快樂參與 TEEBALL 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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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跑壘王 

Hd-Ⅲ-1 守備/跑分 

性球類運動基本動作 

及基礎戰術。 

活動：  

１遊戲－全速前進 

２遊戲－跑壘接力 

能以遊戲的方式增進體 

能和了解跑壘概念 

 

實際操作  

第 6-10週 5 守備魔術師 

Hd-Ⅲ-1 守備/跑分 

性球類運動基本動作 

及基礎戰術。 

3c-Ⅲ-2 在身體活動

中表現各項運動技 

能，發展個人運動潛 

能。  

活動 

１滾地球守備姿勢 

能夠學會正確的守備姿 

勢使打者出局 

 

實際操作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２高飛球姿勢 

第 11-15週 5 基礎打擊訓練 

Hd-Ⅲ-1 守備/跑分 

性球類運動基本動作 

及基礎戰術。  

2c-Ⅲ-2 表現同理 

心、正向溝通的團隊 

精神 

活動 

1.揮棒姿勢技巧及 

要領  

2.分組打擊技巧並 

複習  

3.守備技巧 

能夠學會擊中球心將球 

打得快狠準 

 

實際操作  

第 16-20週 5 分組對抗賽 

Hd-Ⅲ-1 守備/跑分 

性球類運動基本動作 

及基礎戰術。 

1d-Ⅲ-3 了解比賽的

進攻和防守策略。 

3d-Ⅲ-2  演練比賽

中的進攻和防守策

略。 

活動 

TEEBALL分組對抗賽，

各種技巧(整 合) 透

過比賽複習整學期所 

能夠應對比賽中各種狀 

況，並運用所學拿下團 

隊勝利。 

實際操作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學之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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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南市公立南區龍崗國民小學 110 學年度第二學期三~六年級彈性學習課程計畫 

社團活動或技藝課程名稱 樂樂棒社團 實施年級 3-6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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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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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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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目標 透過趣味化基礎的技術與觀念讓學生快樂參與 TEEBALL 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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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EBALL 綜合守備演 

練 

 

Hd-Ⅲ-1 守備/跑分 

性球類運動基本動作 

及基礎戰術。 

活動：  

１遊戲－全速前進 

２遊戲－跑壘接力 

能以遊戲的方式增進體 

能和了解跑壘概念 

 

實際操作  

第 6-10週 5 

TEEBALL 進攻狀況演 

練 

 

Hd-Ⅲ-1 守備/跑分 

性球類運動基本動作 

及基礎戰術。 

3c-Ⅲ-2 在身體活動

中表現各項運動技 

能，發展個人運動潛 

能。  

活動 

１滾地球守備姿勢 

能夠學會正確的守備姿 

勢使打者出局 

 

實際操作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２高飛球姿勢 

第 11-20週 10 TEEBALL 分組對抗賽 

Hd-Ⅲ-1 守備/跑分 

性球類運動基本動作 

及基礎戰術。 

1d-Ⅲ-3 了解比賽的

進攻和防守策略。 

3d-Ⅲ-2  演練比賽

中的進攻和防守策

略。 

活動 

TEEBALL分組對抗賽，

各種技巧(整 合) 透

過比賽複習整學期所 

學之技術。 

能夠應對比賽中各種狀 

況，並運用所學拿下團 

隊勝利。 

實際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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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南市公立南區龍崗國民小學 110 學年度第一學期三~六年級彈性學習課程計畫 

社團活動或技藝課程名稱 足球社團 實施年級 3-6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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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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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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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目標 透過趣味化基礎的技術與觀念讓學生快樂參與足球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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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礎訓練 

Hd-Ⅲ-1 守備/跑分 

性球類運動基本動作 

及基礎戰術。 

活動：  

透過遊戲進行基礎訓

練 

能以遊戲的方式學習基

本動作 

 

實際操作  

第 6-10週 5 體能訓練 

Hd-Ⅲ-1 守備/跑分 

性球類運動基本動作 

及基礎戰術。 

3c-Ⅲ-2 在身體活動

中表現各項運動技 

能，發展個人運動潛 

能。  

活動 

１傳球 

能夠學會正確的傳球與

控球 

 

實際操作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２控球 

第 11-15週 5 體能訓練 

Hd-Ⅲ-1 守備/跑分 

性球類運動基本動作 

及基礎戰術。 

3c-Ⅲ-2 在身體活動

中表現各項運動技 

能，發展個人運動潛 

能。  

活動 

盤球 

能夠學會盤球 

 
實際操作  

第 16-20週 5 模擬比賽 

Hd-Ⅲ-1 守備/跑分 

性球類運動基本動作 

及基礎戰術。 

1d-Ⅲ-3 了解比賽的

進攻和防守策略。 

3d-Ⅲ-2  演練比賽

中的進攻和防守策

略。 

活動 

分組對抗賽，各種技

巧(整 合) 透過比賽

複習整學期所 

學之技術。 

能夠應對比賽中各種狀 

況，並運用所學拿下團 

隊勝利。 

實際操作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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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南市公立南區龍崗國民小學 110 學年度第二學期三~六年級彈性學習課程計畫 

社團活動或技藝課程名稱 足球社團 實施年級 3-6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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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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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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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目標 透過趣味化基礎的技術與觀念讓學生快樂參與足球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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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戰術教學 

 

Hd-Ⅲ-1 守備/跑分 

性球類運動基本動作 

及基礎戰術。 

活動：  

加強戰術配合 

加強戰術配合 

1.傳球跑位 

2.站位觀念 

3.進攻防守轉換 

實際操作  

第 6-10週 5 
心理建設 

 

Hd-Ⅲ-1 守備/跑分 

性球類運動基本動作 

及基礎戰術。 

3c-Ⅲ-2 在身體活動

中表現各項運動技 

能，發展個人運動潛 

能。  

活動 

心理建設 

1.賽時心理建設 

2.自信心加強 

3.單場賽心理戰 

4.賽末球之心理訓練 

實際操作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第 11-20週 10 模擬比賽 

Hd-Ⅲ-1 守備/跑分 

性球類運動基本動作 

及基礎戰術。 

1d-Ⅲ-3 了解比賽的

進攻和防守策略。 

3d-Ⅲ-2  演練比賽

中的進攻和防守策

略。 

活動 

分組對抗賽，各種技

巧(整 合) 透過比賽

複習整學期所 

學之技術。 

能夠應對比賽中各種狀 

況，並運用所學拿下團 

隊勝利。 

實際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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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南市公立南區龍崗國民小學 110 學年度第一學期三~六年級彈性學習課程計畫 

社團活動或技藝課程名稱 藝術創作社團 實施年級 3-6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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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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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藉由課程，培養敏銳觀察力，指導學生利用不同的媒材創作，從生活周遭發現自然的美感，從創作中建立觀察 
力、創作力與自信的能力，體會「生活即是藝術」，「藝術就是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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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禪繞畫 1 

1. 禪繞畫基本概念 

2. 禪繞畫基礎圖樣 

練習 

3. 動物禪繞畫仿作 

1. 能使用禪繞五元素 

(點、直線、彎線、曲 

線、圓圈)的技法完成 

基礎練習能看圖仿作 

1. 完成基礎圖樣練 

習 

2. 運用多個基礎圖 

樣完成禪繞畫仿作 

 

第 6-10週 5 色鉛筆 1 

1. 認識色鉛筆上色 

技法(疊色、混 

色、漸層…等) 

2. 透過簡單的實例 

示範，利用色鉛 

筆完成作品上色 

1.能運用色鉛筆技法， 

完成畫作。 

2.培養及提高對色彩的 

觀察力、感受力、認 

知和審美能力 

1. 完成色鉛筆基礎 

技法練習 

2. 利用基礎技法完 

成作品上色 

 

 

第 11-15週 5 水彩 1 

認識水彩上色 

技法(疊色、混 

色、漸層…等) 

2. 透過簡單的實例 

1.能運用水彩技法， 

完成畫作。 

2.培養及提高對色彩的 

觀察力、感受力、認 

1. 完成水彩基礎 

技法練習 

2. 利用基礎技法完 

成作品上色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示範，利用水彩完成

作品上色 

知和審美能力  

第 16-20週 5 水墨畫 1 

認識水墨畫上色 

技法(疊色、混 

色、漸層…等) 

2. 透過簡單的實例 

示範，利用水墨完成

作品上色 

1.能運用水墨畫技法， 

完成畫作。 

2.培養及提高對色彩的 

觀察力、感受力、認 

知和審美能力 

1. 完成水墨畫基礎 

技法練習 

2. 利用基礎技法完 

成作品上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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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南市公立南區龍崗國民小學 110 學年度第二學期三~六年級彈性學習課程計畫 

社團活動或技藝課程名稱 藝術創作社團 實施年級 3-6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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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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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藉由課程，培養敏銳觀察力，指導學生利用不同的媒材創作，從生活周遭發現自然的美感，從創作中建立觀察 
力、創作力與自信的能力，體會「生活即是藝術」，「藝術就是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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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禪繞畫 2 

1. 禪繞畫基本概念 

2. 禪繞畫基礎圖樣 

練習 

3. 動物禪繞畫仿作 

1. 能使用禪繞五元素 

(點、直線、彎線、曲 

線、圓圈)的技法完成 

基礎練習能看圖仿作 

1. 完成基礎圖樣練 

習 

2. 運用多個基礎圖 

樣完成禪繞畫仿作 

 

第 6-10週 5 色鉛筆 2 

1. 認識色鉛筆上色 

技法(疊色、混 

色、漸層…等) 

2. 透過簡單的實例 

示範，利用色鉛 

筆完成作品上色 

1.能運用色鉛筆技法， 

完成畫作。 

2.培養及提高對色彩的 

觀察力、感受力、認 

知和審美能力 

1. 完成色鉛筆基礎 

技法練習 

2. 利用基礎技法完 

成作品上色 

 

 

第 11-15週 5 水彩 2 

認識水彩上色 

技法(疊色、混 

色、漸層…等) 

2. 透過簡單的實例 

1.能運用水彩技法， 

完成畫作。 

2.培養及提高對色彩的 

觀察力、感受力、認 

1. 完成水彩基礎 

技法練習 

2. 利用基礎技法完 

成作品上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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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範，利用水彩完成

作品上色 

知和審美能力  

第 16-20週 5 水墨畫 2 

認識水墨畫上色 

技法(疊色、混 

色、漸層…等) 

2. 透過簡單的實例 

示範，利用水墨完成

作品上色 

1.能運用水墨畫技法， 

完成畫作。 

2.培養及提高對色彩的 

觀察力、感受力、認 

知和審美能力 

1. 完成水墨畫基礎 

技法練習 

2. 利用基礎技法完 

成作品上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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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南市公立南區龍崗國民小學 110 學年度第一學期三~六年級彈性學習課程計畫 

社團活動或技藝課程名稱 日語社團 實施年級 3-6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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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 具備「聽、說、讀、寫」的基本語文素養，並具有生活所需的基礎符號知能，能應用在生活與人際溝通。 

課程目標 學習基礎的日語生活會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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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礎日語 1 

  

 

50音介紹 

招呼用語 

簡單自我介紹 

日文文字塗鴉 

能學習日語 50音 

用簡易日語自介 
實際操作  

第 6-10週 5 生活日語 1 

50音學習 

招呼用語應用 

讀懂名片內容 

日文文字遊戲用 

能學習日語 50音 

用簡易日語對話 
實際操作  

第 11-15週 5 旅行日語 1 
日本地理文化介紹 

旅行日本注意事項 

能學習日本地理文化 

用簡易旅遊日語對話 
實際操作  

第 16-20週 5 綜合練習 1 日本文化體驗活動 能參與文化體驗活動 實際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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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南市公立南區龍崗國民小學 110 學年度第二學期三~六年級彈性學習課程計畫 

社團活動或技藝課程名稱 日語社團 實施年級 3-6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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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 具備「聽、說、讀、寫」的基本語文素養，並具有生活所需的基礎符號知能，能應用在生活與人際溝通。 

課程目標 學習基礎的日語生活會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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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礎日語 2 

  

 

50音介紹 

招呼用語 

簡單自我介紹 

日文文字塗鴉 

能學習日語 50音 

用簡易日語自介 
實際操作  

第 6-10週 5 生活日語 2 

50音學習 

招呼用語應用 

讀懂名片內容 

日文文字遊戲用 

能學習日語 50音 

用簡易日語對話 
實際操作  

第 11-15週 5 旅行日語 2 
日本地理文化介紹 

旅行日本注意事項 

能學習日本地理文化 

用簡易旅遊日語對話 
實際操作  

第 16-20週 5 綜合練習 2 日本文化體驗活動 能參與文化體驗活動 實際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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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社團務必寫一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