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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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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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唱團 40 是□  否■ 
■每週【2 】節 

□隔週【  】節 

2 桌球 40 是□  否■ 
■每週【2 】節 

□隔週【  】節 

3 視覺藝術 40 是□  否■ 
■每週【2 】節 

□隔週【  】節 

4 英語 40 是□  否■ 
■每週【2 】節 

□隔週【  】節 

5 電腦 40 是□  否■ 
■每週【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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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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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唱團 實施年級 五年級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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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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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第六週 

〜 

第九週 

8 Over The Rainbow 

1.Over The Rainbow 

-第一部 

2.Over The Rainbow 

-第二部 

3.Over The Rainbow  

-兩部 

4. Over The 

Rainbow 

-兩部/動作 

 

能熟練〈Over The 

Rainbow〉 

第一部及第二部旋律，

並配合動作完成二部合

唱。 

 

 

教師評量 
  

第十週 

〜 

第十三週 

8 Circle of Life 

1.Circle of Life 

-第一部 

2.Circle of Life 

-第二部 

3.Circle of Life  

–兩部 

4.Circle of Life 

-兩部/動作 

 

能 熟 練 〈 Circle of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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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夜空中最亮的星 

1.夜空中最亮的星  

-第一部 

2.夜空中最亮的星 

-第二部 

3.夜空中最亮的星 

  -兩部 

4.夜空中最亮的星 

能熟練〈夜空中最亮的

星〉第一部及第二部旋

律，並配合動作完成二

部合唱。 

教師評量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兩部/動作 

 

第十八週 

〜 

第二十週 

6 成果發表 

複習-  

Over The Rainbow、

Circle of Life、 

夜空中最亮的星 

期末展演 

心得回饋與分享 

能完成期末展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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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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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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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施年級 五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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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動技能  

3-3-1-2 表現使用運動設備的能力。 

3-3-1-3 表現操作運動器材的能力。 

3-3-2-3 在遊戲或簡單比賽中表現各類運動的基本動作或技術。  

3-3-2-4 了解運動規則，參與比賽，表現運動技能。 

3-3-3-5 應用運動規則參與比賽，充分發揮運動技能。  

運動參與  

4-4-1-3 認識並使用遊戲器材與場地。 

4-4-2-1 了解有助體適能要素促進的活動，並積極參與。 

4-4-3-5 培養欣賞運動美感與分析比賽的能力 

課程目標 

1.養成尊重生命的觀念，豐富全人健康的生活。  

2.充實促進健康的知識、態度與技能。  

3.發展運動概念與運動技能，提昇體適能。  

4.培養增進人際關係與互動的能力。  

5.培養營造健康社區與環境的責任感和能力。  

6.培養擬定健康與體育策略與實踐的能力。  

7.培養運用健康與體育的資訊、產品和服務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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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2  常規建立與暖身活動  制定規則、暖身操  能簡單的進行全身活動

並遵守制定規則。  

動態評量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三  2  正拍動作練習  

反拍動作練習  

第一關訓練:平推30

球。  

第二關訓練:反拍彈推

30球。  

在練習與修改式比賽的

情境中學習正反拍動作。  

動態評量   

四、五  4  正反拍動作綜合練習  第一關訓練:平推30

球。  

第二關訓練:反拍彈推

30球。  

第三關訓練:正拍彈推

30球。  

在練習與修改式比賽的

情境中學習綜合動作。  

動態評量   

六、七  4  發球動作練習  第一關訓練:正拍30

球。  

第二關訓練:正反拍30

球。  

第三關訓練:發球擊中

目標。  

在練習與修改式比賽的

情境中學習發球動作。  

動態評量   

八、九  4  發球動作練習  

旋球動作練習  

第一關訓練:正拍30

球。  

第二關訓練:正反拍30

球。  

第三關訓練:發球擊中

目標。  

在練習與修改式比賽的

情境中學習並執行發球

旋球技巧。  

動態評量   

十、十一  4  分級賽及排位賽(一)  個人及團體排位競賽  學習與隊友溝通並合作

執行所討論出的戰術，並

願意分享比賽心得  

動態評量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十二、十三  4  分級賽及排位賽(二)  個人及團體排位競賽  學習與隊友溝通並合作

執行所討論出的戰術，並

願意分享比賽心得  

動態評量   

十四、十五  4  正反拍動作綜合練習  

發球、旋球動作練習  

1.發球動作練習。  

2.旋球動作練習。  

3.第一關訓練:平推半

桌30球。  

4.第二關訓練:反拍彈

推半桌30球。  

5.第三關訓練:正拍30

球。  

6.第四關訓練:正反拍

30球。  

7.第五關訓練:發球擊

中目標。  

在練習與修改式比賽的

情境中複習並執行綜合

技巧練習。  

動態評量   

十六、十七  4  正反拍動作綜合練習  

發球、旋球動作練習  

1.發球動作練習。  

2.旋球動作練習。  

3.第一關訓練:平推半

桌30球。  

4.第二關訓練:反拍彈

推半桌30球。  

5.第三關訓練:正拍30

球。  

6.第四關訓練:正反拍

30球。  

7.第五關訓練:發球擊

在練習與修改式比賽的

情境中複習並執行綜合

技巧練習。  

動態評量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中標。  

十八、十九  6  分級賽及排位賽(三)  個人及團體排位競賽  學習與隊友溝通並合作

執行所討論出的戰術，並

願意分享比賽心得  

動態評量   

二十  2  分級賽及排位賽(四)  個人及團體排位競賽  學習與隊友溝通並合作

執行所討論出的戰術，並

願意分享比賽心得  

動態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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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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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視覺藝術 實施年級 5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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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藉由認識各類型藝術創作，結合對媒材的熟悉與訓練，提升藝術創作之能力 

課程目標 學習各媒材之基礎繪畫技巧，及簡易紙張立體勞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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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五 10 鉛筆素描基礎 

訓練立體概念 

訓練鉛筆素描基礎技法 

介紹 3D藝術 

掌握鉛筆素描的明暗控制與

藉此表現出立體感，並創作

3D 立體素描 

創作作品、拍照、上台發表  

六〜八 6 色鉛筆基礎技法 

延續鉛筆素描技法 

學習混色概念與基礎上

色技巧 

學習色鉛筆的混色與平塗、

漸層、質感表現等基礎上色

技巧 

創作作品、上台發表  

九〜十一 6 插畫基礎技法 
簽字筆插畫基礎技法 

介紹普普藝術風格 

學習簽字筆插畫基礎技法，

創作普普藝術風格插畫 
創作作品、上台發表  

十二〜十四 6 水彩基礎技法 
水彩基礎技法 

介紹紙膠帶水彩插畫 

學習水彩基礎技法，創作紙

膠帶水彩插畫 
創作作品、上台發表  

十五〜十六 4 簡易立體卡片 介紹立體卡片及其作法 
學習立體卡片的原理，製作

簡易立體卡片 
創作作品、上台發表  

十七〜十八 4 簡易紙雕燈籠 介紹紙雕燈籠及其作法 製作紙雕燈籠 創作作品、拍照、上台發表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十九〜二十 4 手繪創意春聯 

毛筆寫字與畫圖的基本

技法 

介紹創意春聯 

掌握毛筆與墨水的基礎操

作，繪製創意插畫春聯 
創作作品、上台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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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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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語社團 實施年級 五年級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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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 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A2 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B1 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C2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C3 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課程目標 

一、培養英語文聽、說、讀、寫的能力，應用於日常生活溝通。 

二、提升學習英語文的興趣並涵育積極的學習態度，主動涉獵各領域知識。 

三、建構有效的英語文學習方法，強化自學能力，奠定終身學習之基礎。 

四、尊重與悅納多元文化，培養國際視野與全球永續發展的世界觀。 

五、培養以英語文進行邏輯思考、分析、整合與創新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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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週-3 週 6 Know myself 認識自己 

能聽懂、讀懂國小階段

基本字詞及句型，並使

用於簡易日常溝通。 

紙筆評量及口語評量  

4週-3 週 6 Introduce myself 介紹自己 

能聽懂、讀懂國小階段

基本字詞及句型，並使

用於簡易日常溝通。 

紙筆評量及口語評量  

7週-9 週 6 Greetings 與他人打招呼 

能聽懂、讀懂國小階段

基本字詞及句型，並使

用於簡易日常溝通。 

紙筆評量及口語評量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10週-12週 6 
Readers Theater 

  (Primary Reading) 
讀者劇場初階唸讀 

能聽懂、讀懂國小階段

基本字詞及句型，並使

用於簡易日常溝通。 

紙筆評量及口語評量  

13週-15週 6 

Readers Theater 

  (Round Robin 

Reading) 

讀者劇場輪流唸讀 

能聽懂、讀懂國小階段

基本字詞及句型，並使

用於簡易日常溝通。 

紙筆評量及口語評量  

16週-18週 6 From Phonics to RT 
字母拼讀到讀者劇場 

( Unit 1) 

能聽懂、讀懂國小階段

基本字詞及句型，並使

用於簡易日常溝通。 

紙筆評量及口語評量  

19週-20週 4 From Phonics to RT 
字母拼讀到讀者劇場 

( Unit 2) 

能聽懂、讀懂國小階段

基本字詞及句型，並使

用於簡易日常溝通。 

紙筆評量及口語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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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南市公立南區新興國民小學 111學年度第一學期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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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 40)節 社團編號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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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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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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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會利用 PhotoCap影像處理的技能，進行美工設計、影像編修的應用能力。 

2. 了解電腦影像、美工軟體的概念，學習將 PhotoCap應用於生活中。 

3. 熟悉 PhotoCap 視窗環境及使用的技巧並設計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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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30~09/17 

6 
影像智慧王 

 

1. 學會如何影像調整技

巧： 

例如將偏暗的照片，利用

色階調整調亮；或是微

調照片的對比亮度；和

照片的飽和度等。 

2. 試著加上濾鏡效果，

讓照片有不同的呈現。 

3. 利用改變照片的寬高

比例，讓照片變形，呈

現有趣畫面。 

 

1. 學習影像調整基本技巧 

2. 加入濾鏡的特效 

3. 將照片變形特效 

4. 將照片選取裁切 

5. 套用照片形狀 

6. 加入漸層背景 

7. 學會插入照片物件和影

像物件 

8. 利用複製橡皮章 

9. 認識工作檔與專案檔 

 

1. 口頭問答 

2. 操作練習 

3. 學習評量 

4. 相互觀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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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利用選取工具裁切照

片，再套用照片形狀。 

5. 試著開啟新的編輯，

加上漸層的背景。 

6. 學會插入照片物件和

影像物件。 

7. 利用複製橡皮章功能

豐富整個畫面。 

8. 認識工作檔和專案檔

的差別。 

第四週 

｜ 

第六週 

09/18~10/8 

6 
製作學生證 

(PhotoCap) 

1. 學習修片技巧一，將

照片的紅眼消除。 

2. 學習修片技巧二，將

雜點或黑斑去除。 

3. 利用 PhotoCap6 提供

的大頭照功能，製作自

己的大頭貼。 

4. 先調整照片的角度，

再加上向量圖形物件。 

5. 練習套用名片模板，

並加入照片開啟照片

邊框。 

6. 刪除模板上多餘的文

字與物件。 

7. 練習修改文字，編輯

1. 學習修片技巧，如紅眼、

雜點、黑斑 

2. 製作大頭照 

3. 調整照片的角度，並加入

向量圖物件 

4. 套用名片模板 

5. 設計學生證的文字與底

色 

6. 試著列印作品及儲存專

案檔 

 

1. 口頭問答 

2. 操作練習 

3. 學習評量 

4. 相互觀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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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證的底色 

8. 學會列印作品。 

9. 練習儲存專案 

第七週 

｜ 

第九週 

10/9~10/29 

6 
照片外框好好玩 

(PhotoCap) 

1. 了解外框的原理，並

認識 PhotoCap6提供的

圖面外框、遮罩外框和

多圖外框。 

2. 設定外框的輸出尺

寸，並認識影像尺寸和

外框尺寸的比較。 

3. 開始套用不同的外

框，圖片外框、遮罩外

框、多圖外框。 

4. 先新增一個作品資料

夾。 

5. 學會批次處理功能將

多張照片，批次將外框

並設定影像尺寸和格

式。 

6. 照片的進階，使用拼

貼風格或套用模板。 

1. 認識外框的原理 

2. 學會套用圖面外框、遮罩

外框 

3. 認識輸出尺寸 

4. 套用各種外框 

5. 練習影像批次處理，並設

定尺寸和格式 

6. 套用拼貼設計 

 

1. 口頭問答 

2. 操作練習 

3. 學習評量 

4. 相互觀模 

 

第十週 

｜ 

第十二週 

10/30~11/19 

6 
杜絕霸凌宣導海報 

(PhotoCap) 

1. 先認識圖層是什麼。 

2. 瞭解本課要製作的海

報構圖。 

3. 利用魔術棒去除單色

的背景，再儲存呈透明

1. 認識什麼是圖層 

2. 知道海報的構圖 

3. 利用魔術棒去除單色背

景 

4. 利用套索工具去除多色

1. 口頭問答 

2. 操作練習 

3. 學習評量 

4. 相互觀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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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背景。 

4. 利用套索工具 去除

多色的背景。 

5. 將兩張影像合成一

起，並設定柔邊效果讓

合成更自然。 

6. 利用魔術橡皮擦工

具，將去背的邊緣修

飾。 

7. 學會利用筆刷工具仿

製天空圖案。 

8. 試著加上文字方塊，

完成海報標題。 

8. 最後了解如何分割列

印大海報。 

背景 

5. 將影像合成與設定柔邊 

6. 利用魔術橡皮擦修飾邊

緣 7. 學會仿製筆刷工具，

仿製天空 

8. 加入標題文字，完成海

報標題 

9. 學會分割列印，完成大

張海報 

第十三週 

｜ 

第十五週 

11/20~12/10 

6 
我的水果桌曆 

(PhotoCap) 

1. 學會新增桌曆模板，

將所有照片載入 

2. 先製作桌曆的封面，

加上合適文字。 

3. 開始試著編排月曆的

日期與設定。 

4. 設計每一月份的照

片，分別做美化編輯，

例如套用照片形狀等 

5. 將做好的桌曆輸出出

來。 

1. 新增一份桌曆模板 

2. 製作桌曆封面 

3. 學會編排月曆物件 

4. 設計月曆的內頁照片 

5. 分別美化編輯每頁內頁 

6. 輸出桌曆 

 

1. 口頭問答 

2. 操作練習 

3. 學習評量 

4. 相互觀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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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週 

｜ 

第十八週 

12/11~12/31 

6 
寶可夢生日賀卡 

(PhotoCap) 

1. 利用向量工廠的繪圖

工具，開始繪製寶可夢

球。 

 繪製步驟： 

 繪製兩個正圓形物件 

 利用刪除節點，將圓形

變成半圓形 

 將兩個物件用對齊功

能，結合一起 

 再加上細部的物件完成

寶可夢球 

2. 將繪製好的圖案存成

PNG檔 

3. 先新增明信片大小的

新編輯 

4. 將背景填入喜歡的圖

樣。 

5. 再加上文字方塊物

件，將標題文字設定不

同顏色字型。 

6. 試著加上對話框物件

完成邀請卡。 

1. 利用向量工廠—繪製寶

可夢球 

2. 將繪製好的圖案儲存 PNG

檔案 

3. 新增明信片的新編輯 

4. 背景加上喜歡的圖樣 

5. 加入文字方塊物件並美

化 

6. 插入對話框物件 

 

 

1. 口頭問答 

2. 操作練習 

3. 學習評量 

4. 相互觀模 

 

第十九週 

｜ 

第二十一週 

1/1~1/20 

4 
可愛萬花筒寫真書 

(PhotoCap) 

1. 試著將自己的照片套

上萬花筒效果製作出

材質素材。 

2. 先開啟寫真書模板，

1. 學會萬花筒效果，製作

材質素材 

2. 套用寫真書模板 

3. 設計藝術字標題 

1. 口頭問答 

2. 操作練習 

3. 學習評量 

4. 相互觀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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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加上照片。 

3. 練習將標題設計藝術

字效果。 

4. 將之前做的材質素材

加入寫真書底色，並完

成內頁內容。 

5. 學會將寫真書多的頁

面刪除、增加，並調整

寫真書頁面順序。 

6. 最後將寫真書輸出。 

4. 加入材質底色及設計照

片 

5. 刪除、增加頁面與調整

頁面順序 

6. 完成輸出寫真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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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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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唱團 38 是□  否■ 
■每週【2 】節 

□隔週【  】節 

2 桌球 
38 

是□  否■ 
■每週【2 】節 

□隔週【  】節 

3 視覺藝術 
38 

是□  否■ 
■每週【2 】節 

□隔週【  】節 

4 英語 
38 

是□  否■ 
■每週【2 】節 

□隔週【  】節 

5 電腦 
38 

是□  否■ 
■每週【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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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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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唱團 實施年級 五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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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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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 蝸牛 

1. 蝸牛 

-第一部 

能熟練〈蝸牛〉第一部

及第二部旋律，並配合
教師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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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週 2. 蝸牛 

3. -第二部 

4. 蝸牛 

-兩部 

5. 蝸牛 

-兩部/動作 

動作完成二部合唱。 

 

 

第八週 

〜 

第十二週 

10 大漁海棠 

1. 大漁海棠 

-第一部 

2. 大漁海棠 

-第二部 

3. 大漁海棠 

-兩部 

4. 大漁海棠 

-兩部/動作 

 

能熟練〈大漁海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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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青春修煉手冊 

1. 青春修煉手冊 

   -第一部 

2. 青春修煉手冊 

   -第二部 

3. 青春修煉手冊 

   -兩部 

4. 青春修煉手冊 

   -兩部/動作 

能熟練〈青春修煉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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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十九週 

4 成果發表 

複習- 

蝸牛、大漁海棠、 

青春修煉手冊 

能完成展演活動。 教師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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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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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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公立南區新興國民小學 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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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施年級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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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動技能  

3-3-1-2 表現使用運動設備的能力。 

3-3-1-3 表現操作運動器材的能力。 

3-3-2-3 在遊戲或簡單比賽中表現各類運動的基本動作或技術。  

3-3-2-4 了解運動規則，參與比賽，表現運動技能。 

3-3-3-5 應用運動規則參與比賽，充分發揮運動技能。  

運動參與  

4-4-1-3 認識並使用遊戲器材與場地。 

4-4-2-1 了解有助體適能要素促進的活動，並積極參與。 

4-4-3-5 培養欣賞運動美感與分析比賽的能力 

課程目標 

1.養成尊重生命的觀念，豐富全人健康的生活。  

2.充實促進健康的知識、態度與技能。  

3.發展運動概念與運動技能，提昇體適能。  

4.培養增進人際關係與互動的能力。  

5.培養營造健康社區與環境的責任感和能力。  

6.培養擬定健康與體育策略與實踐的能力。  

7.培養運用健康與體育的資訊、產品和服務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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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2  常規建立與暖身活動  制定規則、暖身操  能簡單的進行全身活動

並遵守制定規則。  

動態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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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2  正反拍動作綜合練習  第一關訓練:平推30

球。  

第二關訓練:反拍彈推

30球。  

第三關訓練:正拍彈推

30球。  

在練習與修改式比賽的

情境中複習綜合動作。  

動態評量   

三、四  4  發球動作練習  

旋球動作練習  

第一關訓練:正拍30

球。  

第二關訓練:正反拍30

球。  

第三關訓練:發球擊中

目標。  

在練習與修改式比賽的

情境中複習並執行發球

旋球技巧。  

動態評量   

五、六  4  正反拍動作綜合練習  

發球、旋球動作練習  

1.發球動作練習。  

2.旋球動作練習。  

3.第一關訓練:平推半

桌30球。  

4.第二關訓練:反拍彈

推半桌30球。  

5.第三關訓練:正拍30

球。  

6.第四關訓練:正反拍

30球。  

7.第五關訓練:發球擊

中標。  

在練習與修改式比賽的

情境中學習並複習綜合

技巧練習。  

動態評量   

七、八  4  分級賽及排位賽(五)  個人及團體排位競賽  學習與隊友溝通並合作

執行所討論出的戰術，並

動態評量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願意分享比賽心得  

九、十 4  分級賽及排位賽(六)  個人及團體排位競賽  學習與隊友溝通並合作

執行所討論出的戰術，並

願意分享比賽心得  

動態評量   

十一、十二  4  正反拍動作綜合練習  

發球、旋球動作練習  

跑位練習  

1.發球動作練習。  

2.旋球動作練習。  

3.第一關訓練:平推半

桌30球。  

4.第二關訓練:反拍彈

推半桌30球。  

5.第三關訓練:正拍30

球。  

在練習與修改式比賽的

情境中學習並執行綜合

技巧練習及跑位練習。  

動態評量   

十三、十四  4  正反拍動作綜合練習  

發球、旋球動作練習  

跑位練習  

1.發球動作練習。  

2.旋球動作練習。  

3.第一關訓練:平推半

桌30球。  

4.第二關訓練:反拍彈

推半桌30球。  

5.第三關訓練:正拍30

球。  

6.第四關訓練:正反拍

30球。  

7.第五關訓練:發球擊

中標。  

8.四人跑桌練習  

在練習與修改式比賽的

情境中學習並執行綜合

技巧練習及跑位練習。  

動態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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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十六  

 

6  分級賽及排位賽(七)  個人及團體排位競賽  學習與隊友溝通並合作

執行所討論出的戰術，並

願意分享比賽心得  

動態評量   

十七、十八 4 分級賽及排位賽(八)  個人及團體排位競賽  學習與隊友溝通並合作

執行所討論出的戰術，並

願意分享比賽心得  

動態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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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公立南區新興國民小學 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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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視覺藝術 實施年級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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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藉由認識各類型藝術創作，結合對媒材的熟悉與訓練，提升藝術創作之能力 

課程目標 學習各媒材之基礎繪畫技巧，及簡易紙張立體勞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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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四 8 單點透視圖畫 

介紹單點透視 

訓練立體空間感 

 

學習單點透視繪畫技法，創

作單點透視圖畫 
創作作品、上台發表  

五〜六 4 花磚與連續圖案版畫 
介紹花磚工藝 

連續圖案的設計 
創作連續圖案版畫 創作作品、上台發表  

七〜九 6 卷軸畫 

介紹清明上河圖 

認識卷軸圖畫之時間性

與故事性 

創作具有劇情發展的卷軸圖

畫 
創作作品、上台發表  

十 2 簡易迷你瀑布書 
介紹具互動性的立體瀑

布書及其作法 

學習瀑布書的原理，製作簡

易迷你瀑布書 
創作作品、上台發表  

十一〜十二 4 星空水彩畫 
介紹深色水彩渲染與星

空水彩畫 

學習渲染技法，創作星空水

彩畫 
創作作品、上台發表  

十三 2 半立體插畫 
介紹 Husk Mit Navn 的撕

紙半立體創意插畫 
創作半立體創意插畫 創作作品、上台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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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2 熱縮片立牌 介紹熱縮片立牌的作法 創作熱縮片動漫立牌 創作作品、上台發表  

十五〜十六 4 方格紙插畫 
介紹方格紙與其應用領

域 
創作方格紙像素插畫 創作作品、上台發表  

十七 2 縮時攝影與定格動畫 
介紹縮時攝影與定格動

畫之及欣賞作品 

認識縮時攝影與定格動畫的

不同 
課堂問答  

十八〜十九 4 藍晒圖 
介紹藍晒圖的原理與操

作流程 
創作藍晒圖明信片 創作作品、上台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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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公立南區新興國民小學 110學年度第二學期五年級彈性學習課程計畫 

社團活動或技藝課程名稱 英語社團 實施年級 五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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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 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A2 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B1 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C2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C3 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課程目標 

一、培養英語文聽、說、讀、寫的能力，應用於日常生活溝通。 

二、提升學習英語文的興趣並涵育積極的學習態度，主動涉獵各領域知識。 

三、建構有效的英語文學習方法，強化自學能力，奠定終身學習之基礎。 

四、尊重與悅納多元文化，培養國際視野與全球永續發展的世界觀。 

五、培養以英語文進行邏輯思考、分析、整合與創新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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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週-3 週 6 Sports 認識運動 

能聽懂、讀懂國小階段

基本字詞及句型，並使

用於簡易日常溝通。 

紙筆評量及口語評量  

4週-6 週 6 Carrer 職業 

能聽懂、讀懂國小階段

基本字詞及句型，並使

用於簡易日常溝通。 

紙筆評量及口語評量  

7週-9 週 6 Hobbies 興趣及愛好 

能聽懂、讀懂國小階段

基本字詞及句型，並使

用於簡易日常溝通。 

紙筆評量及口語評量  

10週-12週 6 From Phonics to RT 
字母拼讀到讀者劇場 

( Unit 3) 

能聽懂、讀懂國小階段

基本字詞及句型，並使
紙筆評量及口語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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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於簡易日常溝通。 

13週-15週 6 From Phonics to RT 
字母拼讀到讀者劇場 

( Unit 4) 

能聽懂、讀懂國小階段

基本字詞及句型，並使

用於簡易日常溝通。 

紙筆評量及口語評量  

16週-18週 6 Reading A to Z 文本閱讀 

能使用英文字典，配合

上下文找出適當的字

義。 

紙筆評量  

19週 2 
Teaching Sight 

Words 
常用字教學和桌遊 

能參與簡易的英語短劇

表演 
口語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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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公立南區新興國民小學 111學年度第二學期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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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 38  )節 社團編號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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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能正確認識多媒體影片與影片處理的技巧。 

2. 能由學習多媒體影片處理過程中，透過分組討論、觀摩及分享個人學習心得，提升資訊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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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二週 

2/13~2/25 

4 認識威力導演 

1. 數位影音多媒體 

2. 威力導演介紹 

3. 威力導演的功能視窗 

4. 軌道介紹 

5. 時間軸介紹 

1. 認識數位影音多媒體 

2. 知道威力導演是什麼 

3. 開啟威力導演 

4. 認識工作視窗畫面說明 

5. 學習工作區的檢視模式，

並調整視窗大小 

6. 認識軌道是什麼 

7. 學會新增和移除軌道 

8. 認識時間軸，並調整時間

軸尺規 

1. 口頭問答 

2. 操作練習 

3. 學習評量 

4. 相互觀模 

 

第三週 

｜ 

第四週 

2/26/~3/11 

4 製作影片前的準備 

1. 數位素材格式的介紹 

2. 網路資源的合理使用 

3. Directzone 免費資源 

4. 完成一部影片 

5. 預覽播放影片 

1. 認識數位素材格式 

2. 學會合理使用網路資源 

3. 使 用 瀏 覽 器 ， 取 得

Directzone 免費資源 

4. 試著完成一部影片。 

1. 口頭問答 

2. 操作練習 

3. 學習評量 

4. 相互觀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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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儲存影片專案 5. 將素材加入軌道中 

6. 學習預覽播放影片 

7. 練習儲存專案 

 

第五週 

｜ 

第七週 

3/12~4/1 

6 輕鬆打造 MV 質感片頭 

1. 下載快速專案範本和

加入 

2. 檢視整部影片 

3. 放大播放瀏覽 

4. 文字動畫修改編輯 

5. 輸出專業的片頭影片 

6. 開啟影片檔 

 

 

1. 下載 DirectorZone 的專

案範本 

2. 加入快速專案範本 

3. 修改快速專案範本 

4. 修改文字動畫 

5. 學習輸出第一個專業片

頭影片 

6. 試著開啟影片檔案來播

放 

 

 

1. 口頭問答 

2. 操作練習 

3. 學習評量 

4. 相互觀模 

 

第八週 

｜ 

第十週 

4/2~4/22 

6 自製詩詞動畫影片 

1. 下載炫粒效果範本 

2. 素材拖曳到軌道上 

3. 套用炫粒效果並設定

位置和速度 

4. 文字工房製作片頭文

字 

5. 調整文字位置 

6. 播放檢查 

7. 輸出 WMV 影片 

 

1.利用 DirectorZone服務下

載炫粒效果 

2. 將預設素材刪除並匯入

檔案 

3. 將素材拖曳至軌道中 

4. 加入及修改炫粒動畫效

果 

5. 編輯動畫位置，設定旋轉

速度 

6. 儲存專案 

7. 利用文字工房加入片頭

1. 口頭問答 

2. 操作練習 

3. 學習評量 

4. 相互觀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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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動畫 

8. 修改片頭文字內容與設

定樣式 

9. 調整片頭文字位置 

10. 瀏覽播放檢查是否需要

修改 

11. 輸出 WMV影片 

 

第十一週 

｜ 

第十二週 

4/23~5/6 

4 酷炫的拼貼感影片 

1. 視訊拼貼師應用 

2. 修剪編輯每部素材影

片 

3. 視訊拼貼師的外框設

計 

4. 影片的畫格動畫和播

放時間 

5. 片頭標題設計 

 

1. 開啟視訊拼貼師 

2. 將素材加入版面中 

3. 編輯修改影片，並關閉

背景聲音 

4. 設計視訊拼貼設計師的

外框 

5. 設定畫格動畫和影片的

播放時間 

6. 設定播放影片的播放時

間 

7. 加入片頭標題與動畫 

 

1. 口頭問答 

2. 操作練習 

3. 學習評量 

4. 相互觀模 

 

第十三週 

｜ 

第十四週 

5/7~5/20 

4 我是小導演 

1. 文字的動作路徑 

2. 轉場效果 

3. 輸出 AVI 影片 

4. 影片的動態追蹤 

5. 追蹤器追蹤角色 

6. 追蹤文字特效 

1. 設定影片中的動態追蹤 

2. 利用追蹤器追蹤角色 

3. 加上追蹤文字特效 

4. 利用逐格動畫效果，分

隔兩段影片 

5. 利用視訊穩定器來調整

1. 口頭問答 

2. 操作練習 

3. 學習評量 

4. 相互觀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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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逐格動畫效果 

8. 視訊穩定器 

9. 設定色彩風格 

 

影片震動和暗角 

6. 設定色彩風格，將影片

調亮 

7. 輸出 MP4 影片 

 

第十五週 

｜ 

第十七週 

5/21~6/10 

6 影片製作真簡單 

1. 錄製螢幕操作與設定 

2. 開始錄製螢幕 

31. 多重修剪影片技巧 

4. 字幕工房加入字幕 

5. 完成字幕 

6. 播放預覽檢查字幕 

7. 輸出到 YouTube 

 

1. 設定螢幕錄製的範圍和

解析度 

2. 設定錄製的需求 

3. 開始錄製螢幕，並操作

Google地圖 

4. 練習多重修剪影片技巧 

5. 利用字幕工房來加入字

幕 

6. 先設定字幕時間，並加上

文字 

7. 將影片字幕完成 

8. 預覽影片，檢查字幕 

9. 輸出至 Youtube和大家分

享 

1. 口頭問答 

2. 操作練習 

3. 學習評量 

4. 相互觀模 

 

第十八週 

｜ 

第十九週 

6/11~6/30 

4 製作專題小短片 

1. 專業影片的流程與劇

本 

2. 規劃劇本，並蒐集素

材 

3. 圖片去背 

4. 片頭與引言文字 

5. 字幕檔案直接加入 

1. 認識專業影片的流程與

劇本 

2. 開始規劃劇本，並蒐集素

材 

3. 依照劇本設定將素材放

入軌道 

4. 將圖片去背 

1. 口頭問答 

2. 操作練習 

3. 學習評量 

4. 相互觀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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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字幕檔案的內容格式 

7. 麥克風加入配音 

5. 學會完成片頭與引言文

字，並設定樣式 

6. 學習快速加入字幕檔案 

7. 了解字幕檔案的格式，並

練習 

8. 利用麥克風加入配音，完

成專業短片 

9. 完成後輸出，欣賞影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