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新課綱版-社團與技藝類) 

臺南市公立仁德國民中學 109學年度第一學期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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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籃球社 20 是□  否■ 
■每週【1】節 

□隔週【  】節 

2 跆拳社 
20 

是□  否■ 
■每週【1】節 

□隔週【  】節 

3 動畫欣賞 
20 

是□  否■ 
■每週【1】節 

□隔週【  】節 

4 影劇社 
20 

是□  否■ 
■每週【1】節 

□隔週【  】節 

5 直笛社 
20 

是□  否■ 
■每週【1】節 

□隔週【  】節 

6 熱舞社 
20 

是□  否■ 
■每週【1】節 

□隔週【  】節 

7 程式設計 
20 

是□  否■ 
■每週【1】節 

□隔週【  】節 

8 足球社 
20 

是□  否■ 
■每週【1】節 

□隔週【  】節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新課綱版-社團與技藝類) 

臺南市公立仁德國民中學 109學年度第二學期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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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籃球社 17 是□  否■ 
■每週【1】節 

□隔週【  】節 

2 跆拳社 
17 

是□  否■ 
■每週【1】節 

□隔週【  】節 

3 動畫欣賞 
17 

是□  否■ 
■每週【1】節 

□隔週【  】節 

4 影劇社 
17 

是□  否■ 
■每週【1】節 

□隔週【  】節 

5 直笛社 
17 

是□  否■ 
■每週【1】節 

□隔週【  】節 

6 熱舞社 
17 

是□  否■ 
■每週【1】節 

□隔週【  】節 

7 程式設計 
17 

是□  否■ 
■每週【1】節 

□隔週【  】節 

8 足球社 
17 

是□  否■ 
■每週【1】節 

□隔週【  】節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新課綱版-社團與技藝類) 

臺南市公立仁德國民中學 109學年度第一學期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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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籃球社 實施年級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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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落實團隊精神，培養基層籃球運動，提升籃球運動之風氣 

課程目標 增進籃球技能之提升，建立團隊生活之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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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2 全場五對五基本概念 五對五的競賽規則 
讓學生認識籃球與五對

五正規球賽 
口頭發表  

3~4 2 基礎肌力與體能訓練 

對競賽中常使用的肌

肉群進行力量與體能

的提升 

訓練肌群以防止在高強

度競賽中受到運動傷害 
實作  

5~7 3 半場緊迫盯人 
盯人防守的位置、換

防、補位 

盯人防守乃防守觀念之

根本，落實基礎防守觀

念 

實作  

8-10 3 二三區域聯防 
二三區域聯防的位

置、換防、補位 

加強禁區防線的防守方

法 
實作  

11~13 3 三二區域聯防 
三二區域聯防的位

置、換防、補位 

加強外線防線的防守方

法 
實作  

14-15 2 被快攻時的防守觀念 

面對多打少的防守距

離比與判斷攻擊位置

的能力 

讓學生在面對快攻(多

打少)時可以冷靜面對

並避開危險防守之動作 

實作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新課綱版-社團與技藝類) 

16-17 2 實戰練習 
將本學期學習之防守

隊型進行變換 

熟悉防守方式的場上變

換與加強場上應變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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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課綱版-社團與技藝類) 

臺南市公立仁德國民中學 109學年度第二學期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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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籃球社 實施年級 9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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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落實團隊精神，培養基層籃球運動，提升籃球運動之風氣 

課程目標 增進籃球技能之提升，建立團隊生活之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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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全場的進攻概念與方

法說明 

團隊進攻的基本概念

講解 

讓學生知悉團體合作的

重要性 
介紹  

2-3 2 禁區與卡位 
籃板球的爭搶與有利

位置的爭搶 

讓學生可以在防守端時

確保不讓對手進行第二

次進攻 

實作  

4-7 4 
轉換快攻的隊形與變

化 

保護籃板球後的轉換

攻擊 

讓學生可以更流暢地從

防守隊型轉換成攻擊隊

形 

實作  

8-11 4 多打少的進攻概念 

2打 1、3打 2、 

4打 3、5打 4的優勢

快攻轉換路線與隊形 

幫助學生能在進攻方得

利的狀態下提升進攻成

功率 

實作  

12-13 2 緊迫盯人的進攻方法 緊迫盯人的進攻方法 

讓學生學習如何破解緊

迫盯人防守的方法與小

組配合 

實作  

14-15 2 
二三區域聯防的破解

方法 

二三區域聯防的破解

方法 

學習如何擾亂對手的防

守陣型進行進攻 
實作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新課綱版-社團與技藝類) 

16-17 2 實戰練習 
防守與快攻的綜合練

習 

讓學生可以在防守端與

進攻端所學習的觀念與

技巧應用在場上，以提

升學生球塞間的競爭力 

實作  

18  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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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課綱版-社團與技藝類) 

臺南市公立仁德國民中學 109學年度第一學期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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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跆拳道 實施年級 九 教學節數 上學期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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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學習跆拳道基礎拳技、足技 2.增強柔軟度、體能 3.學習跆拳道精神 

課程目標 能參加晉級測驗以及代表學校參加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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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跆拳道入門 
上課規則、跆拳道基本知識

與訓練內容 

讓學生理解學習跆

拳道優點及應用 
介紹  

2～3 2 跆拳道基礎 

壓腳型:腳背、腳掌、腳刀 

步伐:平行步、馬步、前行步、

弓箭步、三七步、虎步 

學習跆拳道基本腳

型與步伐移動 
介紹、實作  

4～6 3 跆拳道基礎 

馬步正拳攻擊–中端一次攻

擊、上中中兩端三次攻擊、

上中下三端三次攻擊、前側

側三方向三次攻擊 

學習跆拳道基本拳

技動作 
介紹、實作  

7～11 5 跆拳道基礎 
足技:腳背上踢、腳掌前踢腳

背旋踢、下壓、腳刀側踢 

學習跆拳道基本足

技動作 
介紹、實作  

12～14 3 跆拳道基礎 

複習拳技、足技 

基本足技踢靶練習 

柔軟度:正面劈腿、側面劈腿 

足技動作踢靶攻

擊、柔軟度訓練 
介紹、實作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新課綱版-社團與技藝類) 

15～17 3 跆拳道基礎 踢靶自由踢擊 
學習攻擊移動目標

及步伐移動 
介紹、實作  

18~21 3 跆拳道晉級 
基本拳技、足技、體適能、

柔度度 
考試晉級測驗 實作 

如要晉級測驗者須穿著

跆拳道服及繳交考試費

用(可向教練購買服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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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課綱版-社團與技藝類) 

臺南市公立仁德國民中學 109學年度第二學期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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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跆拳道 實施年級 九 教學節數 下學期共(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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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學習跆拳道基礎拳技、足技、跆拳道品勢 2.增強柔軟度、體能 3.學習跆拳道精神 

課程目標 能參加晉級測驗以及代表學校參加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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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跆拳道入門 
上課規則、跆拳道基本知識與

訓練內容 

讓學生理解學習跆拳道優

點及應用 
介紹 

下學期開始因有新舊生，因

此教學內容分開實施 

2～3 2 跆拳道基礎 

新:壓腳型–腳背、腳掌、腳刀 

步伐:平行步、馬步、前行步、

弓箭步、三七步、虎步 

舊:步伐搭配手部拳技 

新:學習跆拳道基本腳型與

步伐移動 

舊:開始練習更多手腳並用

之拳技動作 

介紹、實作 不同級數有不同拳技動作 

4～6 3 跆拳道基礎 

新:馬步正拳攻擊–中端一次

攻擊、上中中兩端三次攻擊、上

中下三端三次攻擊、前側側三

方向三次攻擊 

舊:品勢–太極 1～8場 

學習跆拳道基本拳技動作 

各級數之品勢訓練 
介紹、實作 不同級數有不同品勢 

7～11 5 跆拳道基礎 

新:足技–腳背上踢、腳掌前

踢、腳背旋踢、下壓、腳刀側踢 

舊:足技–上端旋踢、上端側

踢、勾踢、後踢、後旋 

學習跆拳道基本足技動作 介紹、實作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新課綱版-社團與技藝類) 

12～14 3 跆拳道基礎 

複習拳技、足技 

足技踢靶練習 

柔軟度:正面劈腿、側面劈腿 

足技動作踢靶攻擊、柔軟度

訓練 
介紹、實作  

15～17 3 跆拳道基礎 踢靶自由踢擊 
學習攻擊移動目標及步伐

移動 
介紹、實作  

18 1 跆拳道晉級 
品勢、拳技、足技、體適能、柔

度度 
考試晉級測驗 實作 

如要晉級測驗者須穿著跆拳

道服及繳交考試費用(可向

教練購買服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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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課綱版-社團與技藝類) 

臺南市公立仁德國民中學 109學年度第一學期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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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畫欣賞社 實施年級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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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了解藝術創作與社會文化的關係，表現獨立的思考能力，嘗試多元的藝術創作。 

1-4-2 體察人群間各種情感的特質，設計關懷社會及自然環境的主題，運用適當的媒體與技法，傳達個人或團體情

感與價值觀，發展獨特的表現。 

1-4-4結合藝術與科技媒體，設計製作生活應用及傳達訊息的作品。 

2-4-6辨識及描述各種藝術品內容、形式與媒體的特性。 

2-4-8 運用資訊科技，蒐集中外藝術資料，了解當代藝術生活趨勢，增廣對藝術文化的認知範圍。 

課程目標 

1.瞭解電影動畫情節鋪陳與視覺張力。 

2.欣賞知名電影動畫之作品。 

3.能認識電影動畫之美學。 

4.能感受電影動畫之意境。 

5.能以多元角度，思考練習電影動畫角色表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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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2 動畫入門 

透過『電影概念』角

度，學習動畫電影製

作所需的知識與基礎 

 

學生能認識電影動畫之

基本美學概念 

口頭發表、討論賞析、體

驗省思 
 

3～4 2 動畫入門 

透過『電影概念』角

度，學習動畫電影製

作所需的知識與基礎 

 

學生能認識電影動畫之

基本美學概念 

口頭發表、討論賞析、體

驗省思 
 

5～6 2 動畫入門 

透過『電影概念』角

度，學習動畫電影製

作所需的知識與基礎 

學生能認識電影動畫之

基本美學概念 

口頭發表、討論賞析、實

作、體驗省思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新課綱版-社團與技藝類) 

7 1 第一次段考     

8～10 3 電影動畫介紹(一) 
培養電影動畫前置思

考 

學生能認識電影動畫情

節之鋪陳手法與張力 

口頭發表、討論賞析、實

作、體驗省思 
 

11～13 3 電影動畫介紹(一) 
培養電影動畫前置思

考 

學生能認識動畫電影情

節之鋪陳手法與張力 

口頭發表、討論賞析、實

作、體驗省思 
 

14 1 第二次段考     

15～16 2 電影動畫介紹(一) 
培養電影動畫前置思

考 

學生能認識動畫電影情

節之鋪陳手法與張力 

口頭發表、討論賞析、實

作、體驗省思 
 

17～18 2 電影動畫介紹(二) 
培養電影動畫概念設

計 

學生能認識電影動畫之

畫面架構 

口頭發表、討論賞析、實

作、體驗省思 
 

19～20 2 電影動畫介紹(二) 
培養電影動畫概念設

計 

學生能認識電影動畫之

畫面架構 

口頭發表、討論賞析、實

作、體驗省思 
 

21 1 第三次段考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新課綱版-社團與技藝類) 

臺南市公立仁德國民中學 109學年度第二學期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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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畫欣賞社 實施年級 九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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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了解藝術創作與社會文化的關係，表現獨立的思考能力，嘗試多元的藝術創作。 

1-4-2 體察人群間各種情感的特質，設計關懷社會及自然環境的主題，運用適當的媒體與技法，傳達個人或團體情

感與價值觀，發展獨特的表現。 

1-4-4結合藝術與科技媒體，設計製作生活應用及傳達訊息的作品。 

2-4-6辨識及描述各種藝術品內容、形式與媒體的特性。 

2-4-8 運用資訊科技，蒐集中外藝術資料，了解當代藝術生活趨勢，增廣對藝術文化的認知範圍。 

課程目標 

1.瞭解電影動畫情節鋪陳與視覺張力。 

2.欣賞知名電影動畫之作品。 

3.能認識電影動畫之美學。 

4.能感受電影動畫之意境。 

5.能以多元角度，思考練習電影動畫角色表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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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4 電影動畫介紹(三) 
學習電影動畫動態速

寫 
學生能掌握速寫之技巧 

討論賞析、體驗省思、實

作 
 

3～4 4 電影動畫介紹(三) 
學習電影動畫動態速

寫 
學生能掌握速寫之技巧 

討論賞析、體驗省思、實

作 
 

5～6 4 電影動畫介紹(三) 

 

學習電影動畫動態速

寫 

學生能掌握速寫之技巧 
討論賞析、體驗省思、實

作 
 

7 2 第一次段考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新課綱版-社團與技藝類) 

8～9 4 電影動畫介紹(四) 

學習電影動畫角色設

計 

 

學生能創作角色設計 
討論賞析、體驗省思、實

作 
 

10～11 6 電影動畫介紹(四) 

學習電影動畫角色設

計 

 

學生能創作角色設計 
討論賞析、體驗省思、實

作 
 

12 2 第二次段考     

13～15 4 電影動畫介紹(五) 
學習刻畫電影動畫角

色與故事靈魂 

學生能創作角色與情節

融合 

討論賞析、體驗省思、實

作 
 

16～17 4 電影動畫介紹(五) 
學習刻畫電影動畫角

色與故事靈魂 

學生能創作角色與情節

融合 

討論賞析、體驗省思、實

作 
 

18～19 4 電影動畫介紹(五) 
學習刻畫電影動畫角

色與故事靈魂 

學生能創作角色與情節

融合 

討論賞析、體驗省思、實

作 
 

20 2 第三次段考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新課綱版-社團與技藝類) 

臺南市公立仁德國民中學 109學年度第一學期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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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劇社 實施年級 九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 18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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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1 參與藝術活動， 增進美感知能。 

藝-J-C2 透過藝術實踐， 建立利他與合群 的知能，培養團 隊合作與溝通協 調的能力。  

課程目標 完成第一部微電影的創作。(可加入主題來參加校外微電影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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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3 腳本創作 編劇方法 
完成 5-8分鐘微 

電影腳本 
電影腳本表格  

4～7 4 分組製作 
導演、服裝、化妝、

道具設計製作 
完成各組工作 填寫各組設計表格  

8 1 定裝照 拍劇照 完成角色造型   

9～16 8 排演&拍攝 拍片工作 分場拍攝   

17 1 空景拍攝 補畫面 補拍一些空鏡頭   

18 1 影片欣賞 毛片賞析 分析影片的優缺點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新課綱版-社團與技藝類) 

臺南市公立仁德國民中學 109學年度第二學期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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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劇社 實施年級 九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 18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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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1 參與藝術活動， 增進美感知能。 

藝-J-C2 透過藝術實踐， 建立利他與合群 的知能，培養團 隊合作與溝通協 調的能力。  

課程目標 完成第二部微電影的創作。(可加入主題來參加校外微電影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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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3 腳本創作 編劇方法 
完成 5-8分鐘微 

電影腳本 
電影腳本表格  

4～7 4 分組製作 
導演、服裝、化妝、

道具設計製作 
完成各組工作 填寫各組設計表格  

8 1 定裝照 拍劇照 完成角色造型   

9～16 8 排演&拍攝 拍片工作 分場拍攝   

17 1 空景拍攝 補畫面 補拍一些空鏡頭   

18 1 影片欣賞 毛片賞析 分析影片的優缺點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新課綱版-社團與技藝類) 

臺南市公立仁德國民中學 109學年度第一學期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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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笛 實施年級 九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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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3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課程目標 直笛合奏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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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3 直笛家族介紹 
認識直笛家族樂器 

長音與運舌練習 

練習斷奏技巧並運用在

樂曲中 
實作  

4~7 4 指定曲合奏 能完整演奏全曲 掌握樂曲詮釋技巧 實作  

8~12 5 自選曲合奏 能完整演奏全曲 掌握樂曲詮釋技巧 實作  

13~16 4 指定自選合奏 能完整演奏全曲 掌握樂曲詮釋技巧 實作  

17~20 4 直笛賞析 介紹不同樂派曲風 欣賞樂派曲風 實作  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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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課綱版-社團與技藝類) 

臺南市公立仁德國民中學 109學年度第二學期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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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笛社 實施年級 九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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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3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課程目標 直笛合奏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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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3 直笛音階教學 
直笛 C 大調與 G 大調

音階練習 練習曲 
能吹奏音階 實作  

4~7 4 合奏技巧 介紹各音域直笛 
練習合奏技巧與欣賞各

音域直笛的音色 
實作  

8~12 5 合奏技巧 分組練習 
練習合奏技巧與欣賞各

音域直笛的音色 
實作  

13~16 4 合奏表演  技巧訓練 
樂曲完整合奏並掌握合

奏技巧 
實作  欣賞  

17~18 1 流行歌曲吹奏 流行歌曲教學 吹奏流行歌曲 實作  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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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