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一類-單元活動設計版) 

國立臺南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111學年度第一學期〇年級彈性學習 E化生活課程計畫 

學習主題名稱 E 化生活 實施年級 三 
教學 

節數 
本學期共 21節 

彈性學習課程 
四類規範 

1.■統整性探究課程 (■主題□專題□議題)                      

設計理念 

本課程希望學生透過實際操作學會電腦基本入門，包含認識電腦及週邊設備，以及視窗軟體的操作。而為了中高年級的報告準

備，三年級學生需透過打字軟體的練習，學習基本的文書處理，能完整打出一段包含中、英文及標點符號的短文。另外， 

透過遵守電腦使用規範，認識自己的責任與權利，培養良好的電腦使用習慣。 

本教育階段 

總綱核心素養 

或校訂素養 

E-A1 具備良好的生活習慣，促進身心健全發展，並認識個人特質，發展生命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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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藉由遵守電腦教室使用規範，培養良好的電腦使用習慣。 
2. 透過教材與教師示範，實作正確使用滑鼠、鍵盤、開關機等基礎操作技能。 
3. 透過鍵盤圖與打字軟體，練習中、英文與標點符號的輸入方法。 
4. 透過短文輸入，練習文書編輯與檔案管理的方法。 

配合融入之領域

或議題(需跨) 
有勾選的務必出現在

學習表現 

□國語文  □英語文  □英語文融入參考指引 □本土語 

□數學    ■社會    □自然科學  □藝術   □綜合活動 

□健康與體育   □生活課程   □科技  ■科技融入參考指引 

□性別平等教育 □人權教育 □環境教育  □海洋教育  □品德教育 

□生命教育     □法治教育 □科技教育  ■資訊教育  □能源教

育 

□安全教育     □防災教育 □閱讀素養  □多元文化教育 

□生涯規劃教育 □家庭教育 □原住民教育□戶外教育  □國際教育      

表現任務 
須說明引導基準：學

生要完成的細節說明 

1. 能正確實作開關機技能。 

2. 能完成中英文打字與標點符號輸入。 

3. 能正確建立檔案、資料夾、命名、搜尋、刪除等檔案管理方法。 

4. 能完成中英文、標點符號文書編輯。 

課程架構脈絡圖(單元請依據學生應習得的素養或學習目標進行區分)(單元脈絡自行增刪)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一類-單元活動設計版) 

 

本表為第一單元教學流設計/(本學期共一個單元) 

單元名稱 電腦與生活 教學期程 第 1週〜第 21週 教學節數 21節 

學習

重點 

學習表現需跨 

科 E1 了解平日常見科技產品的用途與運作方式。 

資 E1 認識常見的資訊系統。 

社 2c-Ⅱ-2 澄清及珍視自己的角色與權利，並具備責任感。 

學習內容 

電腦基礎操作 

檔案管理 

中英文、標點符號輸入 

中英文打字、標點符號文書編輯 

學習目標 

1. 能正確實作開關機技能。 

2. 能完成中英文打字與標點符號輸入。 

3. 能操作新增、編輯、儲存等檔案管理方法。 

4. 能完成中英文、標點符號文書編輯。 

學習活動 
請依據其「學習表現」之動詞

節數 教學流程 學習評量 教材或學習單 

電腦與生活
(21)

1.能正確實作開關機技能。
1.2.能完成中英文打字與標點符號輸入。

2.3.能正確建立檔案、資料夾、命名、搜尋、刪除等檔案管理方法。
4.能完成中英文、標點符號文書編輯。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一類-單元活動設計版) 

具體規畫設計相關學習活動之

內容與教學流程。 

5 

一、教師說明電腦教室規則，並要求數位學習時該有的行為，讓學生學習

該有的態度。 

二、透過教師示範與實際操作，讓學生學會電腦基本操作。 

三、認識電腦的週邊設備與系統應用，讓學生了解常見資訊系統的功用。 

教室規則口頭評

量。 
電腦操作實作評

量。 

遵守電腦使用守則

態度評量。 

電 腦 教 室 規

則、視力保健

影片。 

7 

一、透過鍵盤圖，指導學生打字技巧及方法。 

二、透過打字練習軟體， 讓學生練習正確的輸入方法。 

三、中英短文打字練習。 

中、英文輸入實作

評量。 

打字態度評量。 

花蓮打字網 

9 

一、透過教師示範指導學生學習利用文書編輯軟體進行中、英文、標點符

號輸入。 

二、透過教師示範，學生學會如何進行檔案編輯與管理。 

文書編輯實作評

量。  

檔案管理技巧口頭

評量。 

學習態度評量。 

文書編輯軟體

體、檔案管理

圖片或影片 

◎各個單元以教學期程順序依序撰寫，每個單元需有一個單元學習活動設計表，表太多或不足，請自行增刪。 
 

 

國立臺南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111學年度第二學期三年級彈性學習 E化生活課程計畫 

學習主題名稱 E 化生活 實施年級 三年級 
教學 

節數 
本學期共 20節 

彈性學習課程 
四類規範 

1.■統整性探究課程 (■主題□專題□議題)                      

設計理念 

本課程藉由學習使用網際網路的技巧，引導學生運用資訊科技解決生活問題，透過資訊安全素養影片，培養正確且安全的使用

方法，保護自己的個資。延續上學期文書編輯，完成一頁簡要文書報告，並藉由學習繪圖軟體，進行數位創作，透過教師引導，

豐富創作主題，讓學生有不同的學習機會，增加多元的美感體驗。 

本教育階段 

總綱核心素養 

或校訂素養 

E-A1 具備良好的生活習慣，促進身心健全發展，並認識個人特質，發展生命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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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一類-單元活動設計版) 

課程目標 

 1.藉由遵守資訊安全使用規範，培養良好的資訊素養。 

 2.透過網際網路，學會運用資訊科技解決生活中的問題。 

    3.透過文書編輯軟體，學會完成一頁簡要文書報告。 

 4.透過 Canva繪圖軟體，學習多元的藝術創作。 

配合融入之領域

或議題(需跨) 
有勾選的務必出現在

學習表現 

□國語文  □英語文  □英語文融入參考指引 □本土語 

□數學    □社會    □自然科學  ■藝術   □綜合活動 

□健康與體育   □生活課程   □科技  □科技融入參考指引 

□性別平等教育 □人權教育 □環境教育  □海洋教育  □品德教育 

□生命教育    □法治教育 □科技教育  ■資訊教育  □能源教育 

□安全教育     □防災教育 □閱讀素養  □多元文化教育 

□生涯規劃教育 □家庭教育 □原住民教育□戶外教育  □國際教育      

表現任務 
須說明引導基準：學

生要完成的細節說明 

1. 能了解電腦正確並安全使用、資訊安全的重要性。 

2. 能正確輸入帳號密碼登入各學習平台。 

3. 能使用網際網路搜尋功能查找相關圖片與資訊。 

4. 能使用文書編輯軟體完成一頁主題報告。 

5. 能建立 Canva帳號，加入班級團隊。 

6. 能操作 Canva的介面，使用 Canva編輯多媒體內容。 

7. 能知道如何搜尋、收藏 Canva範本。 

8. 能製作各種影音多媒體以傳達情誼或資訊。 

9. 能使用 Canva完成主題報告封面數位設計。 

課程架構脈絡圖 

 

本表為第一單元教學流設計/(本學期共二個單元) 

單元名稱 動物主題報告 教學期程 第 1週〜第 10週 教學節數 10 節 

動物主題報告(10)
1.能了解電腦正確並安全使用、資訊安全的重要性。
2.能正確輸入帳號密碼登入各學習平台。
1.3.能使用網際網路搜尋功能查找相關圖片與資訊。
2.4.能使用文書編輯軟體完成一頁主題報告。

Canva小神通(10)
1.能建立Canva帳號，加入班級團隊。
1.2.能操作Canva的介面，使用Canva編輯多媒體內容。
2.3.能知道如何搜尋、收藏Canva範本。
3.4.能製作各種影音多媒體以傳達情誼或資訊。
5.能使用Canva完成主題報告封面數位設計。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一類-單元活動設計版) 

學習

重點 

學習表現需跨 

資 E1 認識常見的資訊系統。 

 資 E11 建立康健的數位使用習慣與態度。 

資 E2 使用資訊科技解決生活中簡單的問題。 

資 E12 了解並遵守資訊倫理與使用資訊科技的相關規範。 

藝 1-Ⅱ-6 能使用視覺元素與想像力，豐富創作主題。 

學習內容 

文書編輯 

資訊安全素養 

搜尋、處理資料 

學習目標 

1.能了解電腦正確並安全使用、資訊安全的重要性。 

2.能正確輸入帳號密碼登入各學習平台。 

3.能使用網際網路搜尋功能查找相關圖片與資訊。 

4.能使用文書編輯軟體完成一頁主題報告。 

學習活動 
請依據其「學習表現」之動詞

具體規畫設計相關學習活動之

內容與教學流程。 

節數 教學流程 學習評量 教材或學習單 

1 

1. 教師透過示範，指導學生正確使用網際網路資源。 

2. 教師透過資訊安全素養網站影片，讓學生明白資訊安全與個資保護的

重要性。 

正確的資訊安

全觀念口頭評 

量。 

 

登入學習平台 

 

文書編輯實作評

量。 

 

實作主題報告標

題、正確命名檔

案、表格和問題。 

教學影片 

1 教師指導學生使用帳密登入雲端系統，使用教育雲相關學習平台。 

4 

1. 教師指導學生新增 word雲端檔案，完成檔案命名、輸入主題報告標題、

班級座號姓名。 

2. 教師指導學生新增表格、合併表格、完成標題和標點符號。 

3. 學生依照範本能編輯表格內題目文字含問號。 

4 

1. 教師指導學生使用網際網路做關鍵字搜尋。 

2. 教師導學生複製相關的文字和圖片插入主題報告。 

3. 教師指導學生註記資料來源和超連結。 

◎各個單元以教學期程順序依序撰寫，每個單元需有一個單元學習活動設計表，表太多或不足，請自行增刪。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一類-單元活動設計版) 

 

 

本表為第二單元教學流設計/(本學期共二個單元) 

單元名稱 Canva小神通 教學期程 第 11週〜第 20週 教學節數 10 節 

學習

重點 

學習表現需跨 

資 E2 使用資訊科技解決生活中簡單的問題。 

藝 1-Ⅱ-6 能使用視覺元素與想像力，豐富創作主題。 

學習內容 

資料搜尋的基本方法。 

雲端服務或工具的使用。 

繪圖軟體的使用。 

影像編輯軟體的使用。 

學習目標 

1.能建立 Canva帳號，加入班級團隊。 

2.能操作 Canva的介面，使用 Canva編輯多媒體內容。 

3.能知道如何搜尋、收藏 Canva範本。 

4.能製作各種影音多媒體以傳達情誼或資訊。 

5.能使用 Canva完成主題報告封面數位設計。 

學習活動 
請依據其「學習表現」之動詞

具體規畫設計相關學習活動之

內容與教學流程。 

節數 教學流程 學習評量 教材或學習單 

1 

1.  教師介紹 Canva 線上編輯。 

2.  教師說明 Canva 教育版與免費版的差別。 

3.  教師說明使用 Canva 時要尊重智慧財產權。 

4.  學生觀察 Canva 生活應用。 

5.  學生申請 Canva 帳號，並加入教師的班級團隊。 

 

1. 軟體操作：能

搜 尋 與 收 藏 範

本。 

2. 口頭問答：能

舉例 Canva 的應

用。 

 

 

 

教學影片和 ppt 

1 

1.  學生申請 Canva 帳號，並加入教師的班級團隊。 

2.  學生認識 Canva 操作介面。 

3.  學生學會瀏覽範本，能使用中英文關鍵字搜尋範本、收藏範本。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一類-單元活動設計版) 

4 

1. 學生開啟教師範本、編輯封面內容文字、動畫與檔案名稱。 

2. 學生將主題報告封面下載為不同格式：JPG與 mp4。 

3. 學生使用連結分享 Canva作品。 

4. 學生透過 Canva 平臺繳交作業。 

1. 口頭問答：能

說出邊框素材的

用途。 

2. 操作評量：能

設計多頁的電子

相簿。 

4 

1.  教師說明動態電子相簿的概念。 

2.  教師說明 Canva 上傳素材的功能與容量限制。  

3.  學生課前準備：可準備多張主題報告照片或者使用範例素材練習。 

4.  教師指導學生開啟【照片拼貼】模板，挑選範本。 

5.  學生上傳照片並加入到設計中。 

6.  學生在 Canva 中將照片去背。 

7.  學生修改作品名稱，在 Canva 增加資料夾管理作品。 

8.  學生下載與分享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