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七、彈性學習課程—學校主題活動教學計畫 
 

（一）、104 學年度第二學期 

南投縣集集國民小學 104 學年度第二學期 

學校總體課程「法治教育」議題宣導活動計劃 

南投縣集集鎮集集國民小學自治模範會長暨全校模範生選舉辦法 

一、依據：(一)南投縣政府全縣模範生表揚公文。 

          (二)一百零四學年度校務會議決議。 

二、目的 

(一)、  透過民主選舉活動，提供兒童體驗民主的活動及程序，增進未來公民的民主法治素養。 

(二)、  使學生能關懷同儕的需求與意見並勇於表現自我理念，進而投身服務大眾。 

(三)、 樹立學生學習典範，建立良好風氣。 

三、實施辦法 

   (一)、成立選舉委員會：為辦理本屆自治會長暨全校模範生選舉活動，組成選舉委員會，由校

長擔任召集人，教導主任為副召集人，訓導組長為總幹事，各處室主任、組長為委員。 

  (二)、選舉活動進度表 

日期 活動內容 說明 

105 年 

2 月 22 日 

（星期一） 

公告自治模範會長選舉辦法。 一、五年級依據自治模範會長選舉辦法推舉候選人。 

105 年 

2 月 25 日 

（星期四） 

一、候選人登記截止 

二、張貼選舉活動海報。 

一、五年級班導師在網路硬碟登記候選人資料。  

 

105 年 

2 月 25 日 

(星期四) 

學生政見發表會演練 

一、級任教師指導發表政見並在自己班級做程序說

明與練習(每位侯選人 3-5 分鐘) 

 

105 年 

2 月 26 日 

（星期五） 

一、抽籤排定候選號次。 

二、候選人拍照。 

一、由候選人自己親自抽籤決定號次。 

二、候選人至教導處統一拍照，事先告知各候選人          



三、助選及文宣注意事項說明。 穿著整齊校服。 

三、五年級於課餘時間策劃組織助選團及活動方式。 

105 年 

3 月 7 日至

3 月 14 

 

一、宣布選舉人注意事項 

二、競選活動開始、張貼選舉海

報公告班級投票時間及選舉

人身份確認事項。 

三、公告活動中心 3 月 15 日暫

停開放。 

四、五年級選務監察員推派。 

一、於學校指定地點張貼選舉海報。 

二、利用下課、早自修、午休時間進行宣傳活動，

不得大聲喧嘩。 

三、各輔選團隊務必與被拜票班級老師預先連絡安

排。 

四、五年級各候選人各推薦一人擔任選務監察員。 

105 年 

3 月 7 日 

（星期一） 

兒童朝會辦理公辦政見發表會

（如遇雨改活動中心） 
每位候選人限 3-5 分鐘。 

105 年 

3 月 11 日 

(星期五) 

選務工作人員講習。 選務工作人員講習 

105 年 

3 月 14 日 

（星期一） 

向鎮公所接洽借用投開票箱、圈

選章 

請總務處人力至公所搬運：投開票箱 1、圈選架 2、

章 2、記票紙。 

105 年 

3 月 14 日 

（星期一） 

一、各項競選活動結束。 

二、拆除所有競選海報。 

競選活動至 3/14 下午三時二十分止。 

105 年 

3 月 15 日 

（星期二） 

一、佈置投開票所。 

二、投（開）票。 

三、公告選舉結果 

四、當選人發表當選感言以及候

選人謝票 

一、8：10-8：35 佈置、8：40-12：00 投    票 

二、選舉人班級應於投票時間內由級任教師帶隊前

往投票所投票 

三、下午 1：30 時公告選舉結果。 

四、每位候選人 1 分鐘 

五、恢復場地。 

105 年 

3 月 21 日

（星期一） 

二、開始組閣。 二、請會長的導師協助組閣。 

105 年 
一、完成組閣名單。 

中午開會進行自治鎮幹部工作。 



4 月 22 日 

（星期五） 

二、自治鎮幹部工作執掌交接。 

  

 

（三）、候選人登記 

   １.資格：本校五年級在籍學生，品學兼優、身心健康、服務熱心、曾任班級自治幹部並獲

得家長同意者。 

２.五年級推選二名候選人參選，其導師登錄候選人資料表。 

 （四）、候選人注意事項 

   １.候選人之級任導師為候選人之當然輔導員外，各候選人得聘任限本校學生擔任助選員，

助選員不得超過五人。 

   ２.候選人僅能於 3 月 7 日至 3 月 14 日舉辦競選活動。 

   ３.候選人競選海報應端莊正派，循往例規定各候選人製作公辦說明會之海   

       報五份，於說明會後張貼於學校指定的位置，並於 3 月 14 日下午 3：20   

       前自行處理乾淨。 

   ４.候選人不得燃放鞭炮或製造噪音影響安寧，散發宣傳單至班級應徵求班 

       級導師同意，競選活動開始時，在事先徵得該班導師同意可利用午休時  

       間進行宣傳活動。  

   ５.候選人如違反前項規定或選舉法令，經選舉委員會調查屬實者，取消該 

       候選人或當選人資格。 

 （五）、選舉人注意事項 

１.選舉人資格：凡本校國小部學生均有選舉權，一人一票。 

２.選舉人班級應於投票時間內由級任教師帶隊前往投票所投票。 

３.選舉人應使用選委會準備之工具依自己意志圈選投票。 



４.選票上不可簽記或污損、撕毀，不得攜出場外。 

 （六）、選務工作 

   １.選務管理員：由六年級學生擔任，負責選舉當天投開票所工作（維護秩序與開票作業）。 

      ２.選務監察員：由五年級各候選人各推薦一人擔任，負責競選期間與投開票之監察工作。 

（七）、選舉結果 

      １.選舉開票後得票最高票者當選會長，票數相同時以抽籤決定之。 

      ２.選舉糾紛之審理、裁判由選委會審定之。 

      ３.自治會長當選人應於 4 月 22 日前完成組閣。 

      ４.自治會長當選人為下年度全校模範生，代表學校接受縣府表揚。 

五、本辦法經  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亦同。 

 

 

 

承辦:劉麗娜                    主任: 施瑞南                     校長:沈春木 



南投縣集集國民小學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 

學校總體課程「發現集集」主題活動計劃 

主題活動學習目標 

 1.能透過多元化靜、動態活動，使孩子認識集集鎮的生態、環境、產業、宗教。 

 2.能增進學童的本土意識，結合學校願景--「愛家愛鄉、宏觀精進」。 

 3.能對集集鎮的鐵道文化及旅遊觀光有更深入的認識。 

能力指標 融入議題  授課日期 節數 設計者 

6-3-3 能規劃、拜訪、彙整、收集資料。 

1-3-5-1 願意與同儕相互溝通、共享活動樂趣。 

1-3-5-2 傾聽別人的報告，並做適當的回應。 

5-3-1 注意營養，鍛鍊身體。 

資訊教育 

環境教育 

海洋教育 

生命教育 

105/3/23 2 
胡朝欽 

 

情境佈置與 

教學準備 
單槍、筆電、海報、簡報、問答題目(低中高年級)、照片、集集地圖。 

教學活動內容 教學資源 時間 

 

一、準備活動： 

由六年級學生針對六年來「集集復集集」本位課程進行統整， 

並配合集集鎮景點蒐集相關資料，製作相關圖片與海報。 

 

二、活動內容： 

(一) 發現集集 

請六年級學生依先前準備的資料，分成六組，依序為： 

1. 「校園生態」介紹校園內動、植物 

2. 「我的家鄉」介紹集集的地理環境與水文 

3. 「阿公的故事」介紹集集的鐵道文化與發展歷史 

4. 「有土斯有財」介紹集集的產業文化的發展 

5. 「廟會巡禮」介紹集集的宗教信仰與風俗 

6. 「集集采風」介紹集集的景點與生態旅遊路線 

(二)由學生分組擔任小小解說員，向校內全體師生介紹「集集」 

 

三、延伸活動： 

    1.學生進行有獎徵答活動 

    2.指導教師與各班導師書寫意見回饋單一份 

 

 

海報、簡報 

單槍、筆電 

 

 

 

 

照片 

集集地圖 

 

 

 

 

 

 

 

 

 

問答題目 

回饋單 

 

 

 

 

 

 

 

每一組各約

12 分鐘 

 

 
 
 
 
 
 
 
 
 
 
 
 

每一組各約

2 分鐘 

 



發現集集──六年級本位課程分站展演計劃 

一、 主講：六甲、六乙共 28 位學生。 

二、 觀眾：一至五年級師生。 

三、 時間：105 年 3 月 22 日（二）下午 1:30－3:00。 

四、 內容：以一至六年級本位課程「集集復集集」學過的內容為主， 

共分成六大主題，每一個主題約 12 分鐘。 

五、 流程及地點： 

站次 主題 
「起始」 

班級 
地點 

1 
「校園生態」介紹校園內 

動、植物 
一甲 

鐵刀木下 

↓(雨：川堂) 

2 
「我的家鄉」介紹集集的 

地理環境與水文 
二甲 

自然教室 

↓ 

3 
「阿公的故事」介紹集集的 

鐵道文化與發展歷史 
三甲 

電腦教室 

↓ 

4 
「有土斯有財」介紹集集 

的產業文化發展 
三乙 

圖書室 

↓ 

5 
「廟會巡禮」介紹集集的 

宗教信仰與風俗 
四甲 

六乙教室 

↓ 

6 
「集集采風」介紹集集的 

景點與生態旅遊路線 
五甲 視聽教室 

※ 12 分鐘鈴響後，請班導師將學生帶往下一站。 

六、 補充說明： 

1. 每站結束前，附「有獎徵答」數題。 

2. 請班導師協助秩序的掌控，並給予主講學生鼓勵。 

3. 內容精采或有疏漏之處，請記錄於右側回饋單之中，供師生參考。 

 

 

 

 



意 見 回 饋 單 
主題 優點值得讚賞 可再改進處 其他 

1. 校園生態 

(鐵刀木下) 

(雨：川堂) 

   

2. 我的家鄉 

(自然教室) 
   

3. 阿公 

的故事 

(電腦教室) 

   

4. 有土 

斯有財 

(圖書室) 

   

5. 廟會巡禮 

(美術教室) 
   

6. 集集采風 

(視聽教室) 
   

◎ 老師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 <感謝您的協助、指導。>  

◎ 對這次展演的想法或建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南投縣集集國小104學年度推動家庭教育-- 

慶祝母親節「溫馨五月情」感恩親人日暨性別平等宣導 

系列活動實施計畫 

壹、依據： 

  一、98.04.29 修正公布「家庭暴力防治法」暨本校校務工作-性侵害防治教育實施 

      計畫辦理。 

  二、100.11.09 修正公布「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暨本校校務工作-性侵害防治教育 

      實施計畫辦理。 

  三、102.12.11 修正公布「性別平等教育法」第 17 條暨本校校務工作-性別平等教 

      育實施計畫辦理。 

  四、103.06.18 公布「家庭教育法」暨本校校務工作-家庭教育實施計畫辦理。 

 

貳、目的 

    透過母親節系列活動，結合生命教育與家庭教育，培養學生感恩惜福的心。教

導學生以具體的行動來表示對照顧者的愛、體貼與尊重。 

參、目標： 

  一、導引學生飲水思源、感恩惜福的心，感念父母或主要照顧者，以具體行動表 

      達愛、謝意、體貼與尊重。 

  二、知道好好照顧自己的身體，就是孝順父母親。 

  三、激發兒童的愛心，培養兒童能處處關懷別人，進而尊重別人的父母親及長輩 。 

  四、對於單親及缺乏照顧兒童，也能培養感恩情懷。 

肆、實施對象：全校學生 

伍、感恩對象：父母或主要照顧者及協助服務本校學生義工。 

對於單親之兒童，以照顧兒童之親人為對象（請老師協助輔導此類學生之情緒） 

陸、實施方式 



編

號 
活動項目  活動地點 活動內容 實施對象  主 辦  備 註 

1 
課程規劃與設

計 
各班教室 

各班將母親節相關課程（幸福

感恩、生命價值、珍惜事物與

生命、….等等），融入各科進

行教學活動 

各班學生 全體教師 
提供各

班參考 

2 
班級學習成果

展 
各班教室 

各教室可配合主題教學學習

成果佈置 
各班教室 

級任教師 

教務組 

提供各

班參考 

3 
母親節感恩卡

設計比賽 
各班教室 配合相關課程活動實施 各班學生 輔導股 附件一 

4 

舊愛新歡．珍惜

物資--跳蚤市

場 

各班教室 

1.佈置 

2.設攤 

3.參觀 

各班師生 訓導組 附件二 

5 學生美展 活動中心 

1.書法 

2.禪繞畫 

3.校園寫生 

美勞組 教導處 附件三 

6 主題活動教學 活動中心 

1.音樂饗宴 

2.學生才藝表演 

3.學生、家長合唱 

4.『愛的抱抱』 

各班學生 
教導處 

相關教師 
附件四 

柒、預期效益： 

   (ㄧ)知道好好照顧自己，就是孝順父母親。  

   (二)體會家人的辛苦與辛勞，進而知道感恩惜福。 

 

捌、經費來源：所需經費由辦公費項下支應。 

玖、本計畫經校長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一 

南投縣集集國小104學年度推動家庭教育-- 

『母親節感恩卡』設計比賽實施辦法 

壹、目的： 

一、培養學生感恩的心，鼓勵學生親自製作賀卡，以實際行動對偉大的母親，表

達最深的感激。 

二、培養兒童審美觀，發揮美勞創作能力，並提升藝文氣息。 

貳、主辦單位：教導處 

參、參加對象：本校一到六年級所有學生。 

肆、比賽分組：『母親節感恩卡』設計比賽，每班挑選優秀作品 3 件頒獎 

伍、比賽方式及時間  

一、『母親節感恩卡』設計比賽：平面立體及材質不拘，圖文合併，輔導室提供紙

張（書面紙），學生亦可自行選材設計，紙張規定以攤開不大於 A4 紙為限(作品

攤開大於 A4 者不列入評選) ，作品內容（含圖及文字）以生動活潑、能充份表

達對母親的感恩之意為佳，內頁需有祝福的話語，字數不拘。教師先進行初賽

後，挑選優秀作品 5 件參賽。 

三、收件日期：即日起至 5/2（星期一）止。 

四、收件地點：輔導室。 

五、評審：由輔導股聘請校內專長老師擔任。 

六、評分標準：主題表達四十％、創意三十％、美觀三十％。 

七、獎勵辦法：以各班為單位分組，各組錄取名額如下。 

（一）、各班錄取特優三名，頒發獎狀，並將作品拍攝展示於後川堂。 

陸、得獎者由校長頒獎，作品掃瞄後並公布在川堂，供師生觀摩。 

柒、經費：由學生活動費項下經費支應。 

捌、本辦法經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承辦人：                教導主任：                校長：                 

                        總務主任： 

 



附件四 

~幸福集集─慶祝母親節「溫馨五月情」感恩親人日主題活動 

暨性別平等宣導實施辦法~ 

壹、依據：104學年度校務推動工作計畫。 

貳、主旨： 

一、融入生命教育理念於學校生活中。 

二、讓學生了解母親節的由來及其意義。 

三、慶祝母親節感念母親平日之辛勤工作，增進親子活動機會。 

四、透過親師聯誼，促進良好的親師互動，凝聚師生、家長、社區向心力。 

參、實施對象：全校親、師、生 

肆、活動時間：5月6日（五） 下午1:30~4:00 

伍、活動地點：集集國小活動中心 

陸、活動流程： 

活動時間 活動流程 簡介 時間 備註 

13：20~13：30 報到 「溫馨母親節」  

 
13：30~13：40 

「健康家庭」 

簡報 

由衛生所針對夏日常見傳染疾病，進行防治

宣導。 
10 分 

13：40~14：20 
集集國小 

母親節主題活動 

◎ 開場 

班級表演 

 1.六甲舞蹈表演—365 天（5 分） 

 2.三甲舞蹈表演—Love 歌曲（5 分） 

 3.五甲戲劇表演—閔子騫單衣順母（15 分） 

 4.一甲舞蹈表演—長高精靈（4 分） 

 5.合唱團表演--Do、Re、Mi（2 分） 

 親愛的謝謝你（5 分） 

40 分  

14：20~14：40 
茶敘時間 

（中場休息） 

◎家長們喝個『芋香西米露』，輕鬆一下。 

◎靜態語文、藝文成果展 
20 分  

14：40~15：50 
集集國小 

母親節主題活動 

 6.六乙音樂表演—心願（5 分） 

 7.五乙舞蹈表演—打氣舞（5 分） 

 8.二甲、二乙舞蹈表演—歡樂谷的奇幻樂園 

                      （5 分） 

 9 四甲才藝表演—媽媽的代表曲（15 分） 

◎ 奉『愛的巧克力』、『愛的抱抱』--孩子獻

上孝親卡片、感恩花、親子擁抱（30 分） 

◎全體大合唱—囝仔（6 分） 

70 分  

 

 



柒、靜態成果展：於活動中心東側展示班級教學活動成果、母親節卡片、書法 

                教學以及美勞教學成果展。 

 

捌、工作分配：  

一、母親節主題活動事前準備工作項目： 

母親節主題活動前準備工作項目 完成日期 負 責 人 

 1.擬定主題活動實施辦法 4/1 前 教導處、輔導股 

 2.玫瑰花、巧克力、紙杯及其它採購 5/4 前 總務處 

 3.班級才藝成果表演 5/4 前 各班級導師 

 4.班級學習成果展示 5/4 前 總務處、教務組、各班級導師 

 5.藝文學習成果展示 5/4 前 教導處、訓導組、 

 6.母親節卡片製作 5/4 前 輔導股、各班級導師、藝文--玉霜師 

 7.母親節歌曲教唱 5/4 前 社教股、各班級導師、藝文—佳蓉師 

 8.活動中心整理、佈置 5/4 前 教導處、總務處、六甲、六乙 

 9.調課通知單、活動通知單 5/4 前 教務組朝欽師、輔導股雅鈴師 

10.活動預演、個別排練 5/5 前 全體人員 

11.點心準備 5/4 前 總務處、莉萍師 

12.巧克力、玫瑰花束準備 5/4 前 總務處、 

 

 

二、母親節主題活動準備工作項目： 
母親節主題活動工作項目  5/6 下午 13： 30 負  責  人  

 1.司儀  施主任  

 2.會場掌控  張主任  

 3.會場秩序管理  各級任、六甲班級請政荷師協助  

 4.簽到、家長來賓招待  文惠師、六甲女生 4 名  

 5.錄影、照相  炎城師、韋嘉、朝欽師  

 6.簡報播放  朝欽師  

 7.表演器材準備、電鋼琴  宇翔師、各班級導師  

 8.麥克風、音響控制、CD 音樂播放  顯宗師、張主任  

 9.表演節目催場、感恩花朵安排  文惠師、宇翔師  

10.奉『愛的巧克力』、椅子、墊子排列  
張主任、莊姐、文惠師、宇翔師、政荷

師、韋嘉、六甲男生 6 名（椅子）  

11.茶點佈置  張主任、莊姐、蔡姐  

12.會場收拾  

張主任、宇翔師、政荷師、各班級、六

年級學生  

 

玖、活動地點：活動中心  

 



拾、經費：由家長費項下經費支應。 

 
南投縣集集國民小學慶祝母親節「溫馨五月情」主題活動經費概算表 

項目 單位 單價 數量 金額 說明 

巧克力 包 200 10 2000 
『愛的巧克

力』 

玫瑰花 枝 20 250 5000 
全校學生家長

和教職員工 

總計：新台幣柒千元整 

拾壹、本計畫經校長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南投縣集集國民小學 104 學年度 

「健康促進學校—體育週體育競賽」實施計畫 
壹、依據： 

   一、104學年度學校總體課程計畫。 

   二、104學年度第二學期校務行事曆辦理。 

貳、目的： 

一、讓學生體驗團體活動教育，發揮團體活動精神，培養適應社會生活的能 

    力。 

二、啟發兒童對各種運動的興趣及增進學生體適能，鍛鍊健全的身心，養成  

    終身運動習慣。 

三、提昇學校整體運動水準，進而發掘並培養優秀運動人才。 

參、參加對象：全體學生。 

肆、時間：  

伍、地點：本校操場、運動場、活動中心 

陸、比賽方式： 

  一、以團體賽進行，分低、中、高年級。 

  二、比賽項目以本學年度各年級健康與體育領域教學內容為參考。               

  三、體育競賽項目、時間及支援人員參考附件一。 

 

柒、經費：見經費概算由學生活動經費項下支付。 

捌、本辦法陳請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承辦人：游顯宗           教導主任：施瑞南             校長：沈春木 



附件一 

~健康集集─「健康促進學校--體育週」體育競賽~實

施辦法 

壹、依據：一○四學年度體育工作計畫。 

貳、目的： 

 一、讓學生體驗團體活動教育，發揮團體活動精神，培養適應社會生活的能力。 

 二、啟發兒童對各種運動的興趣及增進學生體適能，鍛鍊健全的身心，養成  

 終身運動習慣。 
 三、提昇學校整體運動水準，進而發掘並培養優秀運動人才。 

參、實施對象：全體學生。 

肆、活動時間：105年5月17日下午1:30~3:00  

 

伍、活動地點：本校操場 

 

陸、比賽規則： 

一、由授課教師於班級教學時，向學生說明。 

二、班級體育競賽前，裁判再進行簡要比賽規則說明。 

    三、其餘比賽規則依照南投縣體育委員會公佈最新比賽規則。 

備註： 

    一、本次比賽項目為 1-3、4-6 大隊接力。 

    

陸、支援老師工作分配 

項目 支援老師 

發令  

接力區  

終點區  

 

柒、獎勵：以 1-3 及 4-6 年級為單位統一頒發獎品，並公開表揚。 



 

捌、經費：省略。 

玖、本計畫經校長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承辦人：游顯宗           教導主任：施瑞南             校長：沈春木                            

                         總務主任：張弘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