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新課綱版-社團與技藝類) 

臺南市公立安南區安順國民中學 109學年度第一學期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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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童軍社 21 是□  否 
每週【 1 】節 

□隔週【  】節 

2 羽球社 21 是□  否 
每週【 1 】節 

□隔週【  】節 

3 管樂社 21 是□  否 
每週【 1 】節 

□隔週【  】節 

4 直笛社 21 是□  否 
每週【 1 】節 

□隔週【  】節 

5 籃球社 21 是□  否 
每週【 1 】節 

□隔週【  】節 

6 樂高機器人社 21 是□  否 
每週【 1 】節 

□隔週【  】節 

7 歷史影像閱讀社 21 是□  否 
每週【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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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課綱版-社團與技藝類) 

臺南市公立安南區安順國民中學 109學年度第 1學期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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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童軍團 實施年級 8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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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1具備良好的身心發展知能與態度，並展現自我潛能、探索人性、自我價值與生命意義、積極實踐 

課程目標 完成不同階段晉級技能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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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童軍與國際 

童 Ab-IV-2  世界童軍活

動資訊的蒐集與分享，以

培養國際觀與全球關懷。 

介紹世界童軍大露營 
國際服務活動的參與 

及文化交流 
 

3 1 虔敬集會 
童 Aa-IV-3 童軍禮節與團

隊規範的建立及執行。 
虔敬集會程序 能說出虔敬集會流程  

4 1 急救 

童 Cc-IV-1 戶外休閒活

動的安全、風險管理與緊

急事件的處理。 

哈姆立克、中暑中毒處

理 

能正確做出哈姆立克

法、中暑中毒處理 
 

5 1 CPR 

童 Cc-IV-1 戶外休閒活

動的安全、風險管理與緊

急事件的處理。 

學會 CPR 能正確做出 CPR的步驟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新課綱版-社團與技藝類) 

6 1 訊號一 

童 Ca-IV-1 戶外觀察、

追蹤、推理基本能力的培

養與運用。 

聲光通訊 能正確使用聲光通訊  

7～8 2 露營要識 

童 Cb-IV-1 露營知識與

技能的學習，以提升野外

生存能力。 

露營知識的學習 
能正確說出露營基本知

識 
 

9～10 2 繩結應用一 

童 Cb-IV-1 露營知識與

技能的學習，以提升野外

生存能力。 

中級繩結－營繩結十字

結槓桿結牧童結練習 

能正確打出營繩結、十

字結、槓桿結、牧童結。 
 

11 1 野外炊事 

童 Cb-IV-1 露營知識與

技能的學習，以提升野外

生存能力。 

無具野炊 
能運用無具野炊烤熟蛇

麵。 
 

12～14 3 手工藝 
童 Cc-IV-2 戶外休閒活

動知能的整合與運用。 
玫瑰領圈、縫紉 

1.能完成玫瑰領圈。 

2.能使用正確的縫紉技

巧。 

 

15～18 4 工程模型 

童 Cb-IV-1 露營知識與

技能的學習，以提升野外

生存能力。 

旗桿座 
能正確使用工程繩結完

成旗桿座。 
 

19～21 3 舞蹈練習 
童 Bb-IV-3 服務活動的

反思與多元能力的展現 
跳一支舞蹈 能正確完成舞蹈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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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南市公立安南區安順國民中學 109學年度第 1學期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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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羽球社 實施年級 8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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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1 具備良好的身心發展知能與態度，並展現自我潛能、探索人性、自我價值與生命意義、積極實踐。 
J-C2 具備利他與合群的知能與態度，並培育相互合作及與人和諧互動的素養。 

課程目標 發球、高遠球、挑球、切球、反拍發短球、殺球、髮夾式網前球、組合球、雙打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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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2 
複習發球、高遠球 

挑球、切球 

3d-IV-1 學習運動的

技巧 

學會發球、高遠球、挑

球、切球 

會發球、高遠球、挑球、

切球 
 

3-4 2 反拍發短球 
3d-IV-1 學習運動的

技巧 
學會反拍發短球 會反拍發短球  

5-6 2 平推球 
3d-IV-1 學習運動的

技巧 
學會平推球 會平推球  

7-8 2 髮夾式網前球 
3d-IV-1 學習運動的

技巧 
學會髮夾式網前球 會髮夾式網前球  

9-10 2 挑球、切球組合練習 
3d-IV-1 學習運動的

技巧 
學會挑球、切球組合練習 會挑球、切球組合練習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新課綱版-社團與技藝類) 

11-12 2 
(長-切-短-挑) 

組合練習 

3d-IV-1 學習運動的

技巧 
學會(長-切-短-挑)練習 會(長-切-短-挑)組合球  

13-14 2 
(長-切-短-短-挑) 

組合練習 

3d-IV-1 學習運動的

技巧 

學會(長-切-短-短-挑)

練習 

會(長-切-短-短-挑) 

組合球 
 

15 1 雙打場地 
3d-IV-2 學習比賽的

各種策略 
了解雙打場地 能說出雙打場地  

16-21 6 簡易雙打規則 
3d-IV-1 學習比賽的

各種策略 
了解簡易雙打規則 

能運用正確的雙打比賽

規則進行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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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南市公立安南區安順國民中學 109學年度第 1學期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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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樂 實施年級 8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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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 善用多元感官，探索理解藝術與生活的關聯，以展現美感意識。 

課程目標 
1. 能欣賞並理解樂句，吹奏出富情感的樂章。 
2.能正確吹奏出表演及比賽之曲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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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D音階練習譜、練習

比賽曲 

音 E-IV-4 

音樂元素,如:音色、調

式、和聲等。 

學會三 D音階練習譜、練

習比賽曲 
能吹奏出指定的曲目  

3~4 2 
3級合奏譜、練習比賽

曲 

音 A-IV-3 

音樂美感原則,如:均

衡、漸層等。 

學會 3級合奏譜、練習比

賽曲 
能吹奏出指定的曲目  

5~6 2 
3.5級合奏譜、練習比

賽曲 

音 A-IV-3 

音樂美感原則,如:均

衡、漸層等。 

學會 3.5級合奏譜、練習

比賽曲 
能吹奏出指定的曲目  

7~10 4 練習比賽曲 

音 A-IV-3 

音樂美感原則,如:均

衡、漸層等。 

學會如何正確吹奏練習

比賽曲 
能正確吹奏練習比賽曲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新課綱版-社團與技藝類) 

11~16 6 練習歲末公演曲 

音 A-IV-3 

音樂美感原則,如:均

衡、漸層等。 

練習歲末公演曲 
能正確吹奏歲末公演曲

目 
 

17~18 2 
練習表演曲（出發的日

子） 

音 A-IV-3 

音樂美感原則,如:均

衡、漸層等。 

練習表演曲 能正確吹奏表演曲目  

19-21 3 
練習表演曲（快樂向前

行） 

音 A-IV-3 

音樂美感原則,如:均

衡、漸層等。 

練習表演曲 能正確吹奏表演曲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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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南市公立安南區安順國民中學 109學年度第 1學期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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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笛團 實施年級 8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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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B1具備運用各類符號表情達意的素養，能以同理心與人溝通互動。 
J-B3 具備藝術展演的一般知能及表現能力，欣賞各種藝術的風格和價值，並了解美感的特質、認知與表現方式，增進生
活的豐富性與美感體驗。 
J-C2具備利他與合群的知能與態度，並培育相互合作及與人和諧互動的素養。 

課程目標 
藉由直笛團練，除了讓學生多接觸不同類型的直笛合奏曲目，讓學生有表演舞台，更在團練中培養互相聆聽、和諧溝通、
團隊紀律遵守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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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4 基礎運舌法 

音 E-Ⅳ-2 樂器的演奏技巧，以及不同的演奏形

式。  

音 E-Ⅳ-4 音樂元素，如：音色、調式、和聲等。 

加強基本運

舌技巧的熟

練度。 

音階長音跳音的基礎運舌練

習 
 

5～12 8 比賽樂曲練習 

音 E-Ⅳ-2 樂器的演奏技巧，以及不同的演奏形

式。  

音 E-Ⅳ-4 音樂元素，如：音色、調式、和聲等。 

吹奏比賽曲

目 

以比賽曲段落為主，分部做

演奏測驗 

配合比賽曲為目標練習，學

生發展出團體合奏概念，樂

器演奏力與音樂的鑑賞力 

 

13～21 7 
3級樂譜樂曲

學習 

音 E-Ⅳ-2 樂器的演奏技巧，以及不同的演奏形

式。 

音 E-Ⅳ-4 音樂元素，如：音色、調式、和聲等。 

音 A-Ⅳ-2 相關音樂語彙  

吹奏 3 級樂

譜樂曲 

能使用正確適當的音樂技巧

吹奏比賽曲目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新課綱版-社團與技藝類) 

音 A-Ⅳ-3 音樂美感原則，如：均衡、漸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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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南市公立安南區安順國民中學 109學年度第 2學期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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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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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1 具備良好的身心發展知能與態度，並展現自我潛能、探索人性、自我價值與生命意義、積極實踐。 

課程目標 

1.能搜尋籃球運動的相關資料。 
2.能知道籃球比賽規則。 
3.能參與小組討論（戰術）與發表 
4.培養學生養成正確和規律的運動習慣，以促進身心健康。 
5.學習注意及維護自身和他人安全，並學習危機處理的方法，以做出適當的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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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識籃球： 

籃球概論、籃球的發明與演

進。 

Hb-Ⅳ-1 陣地攻

守性球類運動動

作組合及團隊戰

術。 

1.認識籃球社及團員，並選出幹部。 

2.知道籃球運動的起源、演進與意義。 

能說出籃球運動的起源、演

進與意義 
 

2 1 基本體能的培養與訓練 Cb-Ⅳ-2 各項運

動設施的安全使

用規定。 

1. 學會正確的籃球運動常識及正確的運

動習慣。 

2. 能具備籃球運動的基礎體力 

能說出正確的籃球運動常

識。 
 

3 1 基本球感的訓練 Hb-Ⅳ-1 陣地攻

守性球類運動動

作組合及團隊戰

術。 

了解運球的基本原理及重要性 能說出運球的基本原理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新課綱版-社團與技藝類) 

4 1 左手運球、右手運球、換手運

球、背後運球、跨下運球 
Hb-Ⅳ-1 陣地攻

守性球類運動動

作組合及團隊戰

術。 

學會右手、左手、左右、前後、換手、跨

下等運球的技能。 
能運用多種運球的技能。  

5～6 2 行進間運球－左手運球、右手

運球、換手運球、背後運球、

跨下運球 

Hb-Ⅳ-1 陣地攻

守性球類運動動

作組合及團隊戰

術。 

能整合運用運球的技能。 能整合運用運球的技能。  

7～9 3 傳球練習－胸前傳球、反彈傳

球、過頂傳球、棒球式長傳 

Hb-Ⅳ-1 陣地攻

守性球類運動動

作組合及團隊戰

術。 

1.了解傳球的基本原理。 

2.學會胸前、地板、側傳、過頂等傳球的

技能。 

3.二人、三人傳球練習及綜合式傳球遊戲 

能整合運用傳球的技能。  

10～11 2 投籃訓練－籃下左右擦板投

籃 

Hb-Ⅳ-1 陣地攻

守性球類運動動

作組合及團隊戰

術。 

了解正確的投籃技巧 

學會擦板得分的技能並運用 

能運用正確的投籃技巧並

運用擦板得分 
 

12 1 帶球上籃－一人進攻訓練，三

步上籃 

Hb-Ⅳ-1 陣地攻

守性球類運動動

作組合及團隊戰

術。 

學會三步上籃得分的技能並運用。 
學會三步上籃得分的技能

並運用。 
 

13～14 2 多人進攻訓練－二人、三人、

四人、多人進攻訓練 

Hb-Ⅳ-1 陣地攻

守性球類運動動

作組合及團隊戰

術。 

學會多人小組進攻技能並運用 
學會多人小組進攻技能並

運用 
 

15 1 基本防守 Hb-Ⅳ-1 陣地攻

守性球類運動動

學會基本防守步伐及觀念。 
學會基本防守步伐及觀念。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新課綱版-社團與技藝類) 

作組合及團隊戰

術。 

16 1 半場防守 Hb-Ⅳ-1 陣地攻

守性球類運動動

作組合及團隊戰

術。 

能理解盯人防守、區域防守的觀念及防守

位置 

能理解盯人防守、區域防守

的觀念及防守位置 
 

17 1 全場防守 Hb-Ⅳ-1 陣地攻

守性球類運動動

作組合及團隊戰

術。 

1. 全場防守的觀念與戰術、包夾戰術 

2.能理解全場盯人、區域、包夾防守的觀

念及位置 

能理解全場盯人、區域、包

夾防守的觀念及位置 
 

18 1 三對三鬥牛賽 Hb-Ⅳ-1 陣地攻

守性球類運動動

作組合及團隊戰

術。 

1. 三對三鬥牛賽之觀念傳導與教學。 

2.了解並熟記籃球比賽規則 

了解並熟記三對三鬥牛賽

規則 
 

19～21 3 全場籃球比賽 1 Hb-Ⅳ-1 陣地攻

守性球類運動動

作組合及團隊戰

術。 

1.知道籃球場地的標準及籃球比賽之傳導

觀念 

2.培養喜愛籃球之體育活動，並能轉化為

生活中解決問題的能力 

能說出籃球場地的標準及

運用籃球比賽之傳導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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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南市公立安南區安順國民中學 109學年度第 1學期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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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樂高機器人社 實施年級 8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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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1 具備良好的身心發展知能與態度，並展現自我潛能、探索人性、自我價值與生命意義、積極實踐。 

課程目標 掌握科技世界的趨勢和脈動，硬體與軟體相互結合，培養未來科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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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GO 程式指令 
資A-IV-3  

基本演算法的介紹 
瞭解 LEGO程式指令運用 機器人任務解題  

3-9 7 Array陣列初階 

資A-IV-2 

陣列資料結構的概念

與應用 

認識陣列使用和排序法 機器人任務解題  

10-15 6 自製遊戲-排序法應用 
資P-IV-3 

陣列程式設計實作 

製作可自動排序、搜尋的

成績系統 
機器人任務解題  

16-21 6 專題製作與專案設計 

資P-IV-5 

模組化程式設計與問

題解決實作 

發想、設計、製作屬於自

己的自動化機器人 
機器人任務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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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南市公立安南區安順國民中學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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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史影像閱讀社 實施年級 8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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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1 具備良好的身心發展知能與態度，並展現自我潛能、探索人性、自我價值與生命意義、積極實踐。 
J-A2 具備理解情境全貌，並做獨立思考與分析的知能，運用適當的策略處理解決生活及生命議題。 

課程目標 
增進對歷史與社會領域知識的探究與理解能力，提升獨立思考、價值判斷、理性決定與創新應變的素養，發展跨學科的分析、
思辨、統整、評估與批判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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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4 

文明的演進- 

1 殷商甲骨文、婦好墓 

2 商鞅、祭祀文化 

3 田單火牛陣、青銅器 

4 三皇五帝、孔子故居 

歷 Ha-Ⅳ-1 商周至隋

唐時期國家與社會的

重要變遷 

能理解商周至戰國時期

國家與社會的重要變遷

以及民族與文化的互動 

教師提問相關內容，也

請同學發表觀後感想，

並寫下心得報告，投稿

校刊 

 

5-7 3 

帝國的建立- 

5 張騫、絲路 

6 秦始皇、秦皇陵 

7 班超、項羽、四面楚歌 

歷 Ha-Ⅳ-1 商周至隋

唐時期國家與社會的

重要變遷 

能理解秦漢時期國家與

社會的重要變遷以及民

族與文化的互動 

教師提問相關內容，也

請同學發表觀後感想，

並寫下心得報告，投稿

校刊 

 

8-10 3 

分裂與融合- 

8 竹林七賢、石窟藝術 

9 世族崛起、玄武門之變 

10 龍門石窟、雲岡石窟 

歷 Ha-Ⅳ-2 商周至隋

唐時期民族與文化的

互動 

能理解魏晉南北朝時期

國家與社會的重要變遷

以及民族與文化的互動 

教師提問相關內容，也

請同學發表觀後感想，

並寫下心得報告，投稿

校刊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新課綱版-社團與技藝類) 

11-14 4 

盛世重現- 

11 王與馬共天下、隋文帝 

12 唐三彩、敦煌奇遇記 

13、唐三彩、李世民 

14 安史之亂、黃巢之亂 

歷 Ha-Ⅳ-2 商周至隋

唐時期民族與文化的

互動 

能理解隋唐時期國家與

社會的重要變遷以及民

族與文化的互動 

教師提問相關內容，也

請同學發表觀後感想，

並寫下心得報告，投稿

校刊 

 

15-17 3 

夷夏新秩序- 

15 陳橋兵變、岳飛 

16 王安石、蒙古西征 

17 大元的推手、成吉思汗 

歷Hb-Ⅳ-1宋、元時期

的國際互動 

歷 Hb-Ⅳ-2 宋、元時期

的商貿與文化交流 

能理解宋元時期國家與

社會的重要變遷以及民

族與文化的互動 

教師提問相關內容，也

請同學發表觀後感想，

並寫下心得報告，投稿

校刊 

 

18-21 4 

專制的高峰- 

18 靖難之變、鄭和下西洋 

19 薙髮留辮、科舉制度 

20 雍正、海禁 

歷Ia-Ⅳ-1明、清時期東

亞世界的變動 

歷Ia-Ⅳ-2明、清時期東

亞世界的商貿與文化

交流 

 

能理解明清時期國家與

社會的重要變遷以及民

族與文化的互動 

教師提問相關內容，也

請同學發表觀後感想，

並寫下心得報告，投稿

校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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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南市公立安南區安順國民中學 109學年度第二學期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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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童軍社 20 是□  否 
每週【 1 】節 

□隔週【  】節 

2 羽球社 20 是□  否 
每週【 1 】節 

□隔週【  】節 

3 管樂社 20 是□  否 
每週【 1 】節 

□隔週【  】節 

4 直笛社 20 是□  否 
每週【 1 】節 

□隔週【  】節 

5 籃球社 20 是□  否 
每週【 1 】節 

□隔週【  】節 

6 樂高機器人社 20 是□  否 
每週【 1 】節 

□隔週【  】節 

7 歷史影像閱讀社 20 是□  否 
每週【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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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課綱版-社團與技藝類) 

 

臺南市公立安南區安順國民中學 109學年度第 2學期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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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童軍團 實施年級 8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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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1具備良好的身心發展知能與態度，並展現自我潛能、探索人性、自我價值與生命意義、積極實踐 

課程目標 完成不同階段晉級技能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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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4 製圖 

童 Ca-IV-2 地 圖 判

讀、旅行裝備 

使用及安全知能的 

培養 

認識製圖符號 辨識地圖  

5～7 3 估測一 

童 Ca-IV-2 地 圖 判

讀、旅行裝備 

使用及安全知能的 

培養 

距離觀測、高度觀測 
會使用估測法測量距

離、高度 
 

8～10 3 星象觀察 

童 Ca-IV-1 戶 外 觀

察、追蹤、推理基本能

力的培養與運用。 

四季星座 
能觀察四季星座辨別方

位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新課綱版-社團與技藝類) 

11～12 2 氣候預測 

童 Ca-IV-1 戶 外 觀

察、追蹤、推理基本能

力的培養與運用。 

氣候常識 
能根據雲的型態與天色

預測氣候 
 

13～14 2 植物辨識 

童 Ca-IV-1 戶 外 觀

察、追蹤、推理基本能

力的培養與運用。 

認識有毒植物 能辨識 10種有毒植物  

15～16 2 休閒活動與專科章 

童 Cc-IV-2 戶外休閒

活動知能的整合與運

用。 

認識登山健行活動介

紹、腳踏車游泳專科學科 
能瞭解如何考取專科章  

17～18 2 露營計畫書 

童 Cb-IV-2 露 營 活 

動 組 織 分工、計

畫、執行、檢討與反

思。 

撰寫露營計畫書 
能小組合作完成露營計

畫書 
 

19～20 2 旅行計畫書 

童 Ca-IV-3 各種童軍

旅行的規劃、執行並體

驗其樂趣。 

撰寫旅行計畫書 
能小組合作完成旅行計

畫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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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南市公立安南區安順國民中學 109學年度第 2學期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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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羽球社 實施年級 8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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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1 具備良好的身心發展知能與態度，並展現自我潛能、探索人性、自我價值與生命意義、積極實踐。 
J-A3 具備善用資源以擬定計畫，有效執行，並發揮主動學習與創新求變的素養。 
J-C2 具備利他與合群的知能與態度，並培育相互合作及與人和諧互動的素養。 

課程目標 發球、高遠球、挑球、切球、反拍發短球、殺球、米字步法、組合球、雙打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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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2 
複習發球、高遠球 

挑球、切球、短球 

3d-IV-1 學習運動的

技巧 

學會發球、高遠球、挑

球、切球、短球 

會發球、高遠球、挑球、

切球、短球 
 

3-4 2 
複習平推球、 

反手發短球 

3d-IV-1 學習運動的

技巧 
學會平推球、反手發短球 會平推球、反手發短球  

5-6 2 一對一殺球 
3d-IV-1 學習運動的

技巧 
學會一對一殺球 會一對一殺球  

7-8 2 米字步法練習 
3d-IV-1 學習運動的

技巧 
學會米字步法 會米字步法  

9-10 2 挑球、切球組合練習 
3d-IV-1 學習運動的

技巧 
學會挑球、切球組合練習 會挑球、切球組合練習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新課綱版-社團與技藝類) 

11-12 2 
(長-切-短-挑) 

組合練習 

3d-IV-1 學習運動的

技巧 
學會(長-切-短-挑)練習 會(長-切-短-挑)組合球  

13-14 2 
(長-切-短-短-挑) 

組合練習 

3d-IV-1 學習運動的

技巧 

學會(長-切-短-短-挑)

練習 

會(長-切-短-短-挑) 

組合球 
 

15 1 
(長-殺-短-短-挑) 

組合練習 

3d-IV-1 學習運動的

技巧 

學會(長-殺-短-短-挑)

練習 

會(長-殺-短-短-挑) 

組合球 
 

16-20 5 簡易雙打規則 
3d-IV-1 學習比賽的

各種策略 
了解簡易雙打規則 

能運用正確的雙打比賽

規則進行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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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南市公立安南區安順國民中學 109學年度第 1學期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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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樂 實施年級 8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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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 善用多元感官，探索理解藝術與生活的關聯，以展現美感意識。 

課程目標 
1. 能欣賞並理解樂句，吹奏出富情感的樂章。 
2.能正確吹奏出表演及比賽之曲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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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D音階練習譜、練習

比賽曲 

音 E-IV-4 

音樂元素,如:音色、調

式、和聲等。 

學會三 D音階練習譜、練

習比賽曲 
能吹奏出指定的曲目  

3~4 2 
3級合奏譜、練習比賽

曲 

音 A-IV-3 

音樂美感原則,如:均

衡、漸層等。 

學會 3級合奏譜、練習比

賽曲 
能吹奏出指定的曲目  

5~6 2 
3.5級合奏譜、練習比

賽曲 

音 A-IV-3 

音樂美感原則,如:均

衡、漸層等。 

學會 3.5級合奏譜、練習

比賽曲 
能吹奏出指定的曲目  

7~8 2 
練習表演曲（小丸子片

頭曲）與比賽曲 

音 A-IV-3 

音樂美感原則,如:均

衡、漸層等。 

學會如何正確吹奏表演

與比賽曲 

能正確吹奏表演與比賽

曲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新課綱版-社團與技藝類) 

9-10 2 
練習表演曲（世界唯一

的一朵花）與比賽曲 

音 A-IV-3 

音樂美感原則,如:均

衡、漸層等。 

學會如何正確吹奏表演

與比賽曲 

能正確吹奏表演與比賽

曲 
 

11-12 2 
練習表演曲（大手拉小

手）與比賽曲 

音 A-IV-3 

音樂美感原則,如:均

衡、漸層等。 

學會如何正確吹奏表演

與比賽曲 

能正確吹奏表演與比賽

曲 
 

13-14 2 
練習表演曲（殘酷天使）

與比賽曲 

音 A-IV-3 

音樂美感原則,如:均

衡、漸層等。 

學會如何正確吹奏表演

與比賽曲 

能正確吹奏表演與比賽

曲 
 

15-16 2 
練習表演曲（如今繁花

盛開）與比賽曲 

音 A-IV-3 

音樂美感原則,如:均

衡、漸層等。 

學會如何正確吹奏表演

與比賽曲 

能正確吹奏表演與比賽

曲 
 

17-18 2 
練習表演曲（家後）與

比賽曲 

音 A-IV-3 

音樂美感原則,如:均

衡、漸層等。 

學會如何正確吹奏表演

與比賽曲 

能正確吹奏表演與比賽

曲 
 

19-20 2 
練習表演曲（那些年）

與比賽曲 

音 A-IV-3 

音樂美感原則,如:均

衡、漸層等。 

學會如何正確吹奏表演

與比賽曲 

能正確吹奏表演與比賽

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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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南市公立安南區安順國民中學 109學年度第 2學期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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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樂高機器人社 實施年級 8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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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具備良好的身心發展知能與態度，並展現自我潛能、探索人性、自我價值與生命意義、積極實踐。  
2.具備理解情境全貌，並做獨立思考與分析的知能，運用適當的策略處理解 決生活及生命議題。  
3.具備善用資源以擬定計畫，有效執行，並發揮主動學習與創新求變的素養。  
4.培養道德思 辨與實踐能力，具備民主素養、法治觀念與環境意識，並主動參與公益團體活動，關懷生命倫理議題與生
態環境。  

 

課程目標 掌握科技世界的趨勢和脈動，硬體與軟體相互結合，培養未來科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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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識資安與網路攻擊 

資H-IV-4 

媒體與資訊科技相關

社會議題 

具備數位隱私權與相關

法律常識 
課堂隨機抽問與報告  

4-8 5 副程式鎖定與相關規範 
資H-IV-5 

資訊倫理與法律 
副程式建立，鎖定資料 程式任務呈現  

9-14 6 
文字、邏輯、數字資料

型態轉換與應用 

資P-V-1 

文字式程式設計概念

與實作。 

自動化跑馬燈與感應器 機器人任務解題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新課綱版-社團與技藝類) 

15-20 6 P循線-比例控制法 
資A-V-3 

演算法效能分析 

單循線、雙循線與 P比例

控制法 
機器人任務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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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南市公立安南區安順國民中學 109學年度第 2學期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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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笛團 實施年級 8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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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B3 具備藝術展演的一般知能及表現能力，欣賞各種藝術的風格和價值，並了解美感的特質、認知與表現方式，增進生
活的豐富性與美感體驗。 
J-C2具備利他與合群的知能與態度，並培育相互合作及與人和諧互動的素養。 

課程目標 
藉由直笛團練，除了讓學生多接觸不同類型的直笛合奏曲目，讓學生有表演舞台，更在團練中培養互相聆聽、和諧溝通、
團隊紀律遵守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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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3 
基礎練習與

練習曲 

音 E-Ⅳ-2 樂器的演奏技巧，以及不同的演奏形式。  

音 E-Ⅳ-4 音樂元素，如：音色、調式、和聲等。 

加強基本運舌技

巧的熟練度。 

能運用基本運舌技巧進

行演奏。 
 

4～10 7 
小型演出曲

目與練習曲 

音 E-Ⅳ-2 樂器的演奏技巧，以及不同的演奏形式。  

音 E-Ⅳ-4 音樂元素，如：音色、調式、和聲等。 

音 A-Ⅳ-2 相關音樂語彙  

音 A-Ⅳ-3 音樂美感原則，如：均衡、漸層等。 

吹奏小型演出曲

目與練習曲 

能使用正確適當的音樂

技巧吹奏小型演出曲目 
 

11～14 4 
畢業相關樂

曲 

音 A-Ⅳ-2 相關音樂語彙  

音 A-Ⅳ-3 音樂美感原則，如：均衡、漸層等。 

吹奏畢業相關樂

曲 

能使用正確適當的音樂

技巧吹奏畢業相關樂曲 
 

15～20 6 
比賽曲目與

練習曲 
音 E-Ⅳ-2 樂器的演奏技巧，以及不同的演奏形式。 吹奏比賽曲目 

能使用正確適當的音樂

技巧吹奏比賽曲目 
 

◎教學期程請敘明週次起訖，如行列太多或不足，請自行增刪。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新課綱版-社團與技藝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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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南市公立安南區安順國民中學 109學年度第 2學期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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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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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1 具備良好的身心發展知能與態度，並展現自我潛能、探索人性、自我價值與生命意義、積極實踐。 

課程目標 

1.能搜尋籃球運動的相關資料。 
2.能知道籃球比賽規則。 
3.能參與小組討論（戰術）與發表 
4.培養學生養成正確和規律的運動習慣，以促進身心健康。 
5.學習注意及維護自身和他人安全，並學習危機處理的方法，以做出適當的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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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識籃球： 

籃球概論、籃球的發明與演

進。 

Hb-Ⅳ-1 陣地攻

守性球類運動動

作組合及團隊戰

術。 

1.認識籃球社及團員，並選出幹部。 

2.知道籃球運動的起源、演進與意義。 

能說出籃球運動的起源、演

進與意義 
 

2 1 基本體能的培養與訓練 Cb-Ⅳ-2 各項運

動設施的安全使

用規定。 

3. 學會正確的籃球運動常識及正確的運

動習慣。 

4. 能具備籃球運動的基礎體力 

能說出正確的籃球運動常

識。 
 

3 1 基本球感的訓練 Hb-Ⅳ-1 陣地攻

守性球類運動動

作組合及團隊戰

術。 

了解運球的基本原理及重要性 能說出運球的基本原理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新課綱版-社團與技藝類) 

4 1 左手運球、右手運球、換手運

球、背後運球、跨下運球 
Hb-Ⅳ-1 陣地攻

守性球類運動動

作組合及團隊戰

術。 

學會右手、左手、左右、前後、換手、跨

下等運球的技能。 
能運用多種運球的技能。  

5～6 2 行進間運球－左手運球、右手

運球、換手運球、背後運球、

跨下運球 

Hb-Ⅳ-1 陣地攻

守性球類運動動

作組合及團隊戰

術。 

能整合運用運球的技能。 能整合運用運球的技能。  

7～9 3 傳球練習－胸前傳球、反彈傳

球、過頂傳球、棒球式長傳 

Hb-Ⅳ-1 陣地攻

守性球類運動動

作組合及團隊戰

術。 

1.了解傳球的基本原理。 

2.學會胸前、地板、側傳、過頂等傳球的

技能。 

3.二人、三人傳球練習及綜合式傳球遊戲 

能整合運用傳球的技能。  

10～11 2 投籃訓練－籃下左右擦板投

籃 

Hb-Ⅳ-1 陣地攻

守性球類運動動

作組合及團隊戰

術。 

了解正確的投籃技巧 

學會擦板得分的技能並運用 

能運用正確的投籃技巧並

運用擦板得分 
 

12 1 帶球上籃－一人進攻訓練，三

步上籃 

Hb-Ⅳ-1 陣地攻

守性球類運動動

作組合及團隊戰

術。 

學會三步上籃得分的技能並運用。 
學會三步上籃得分的技能

並運用。 
 

13～14 2 多人進攻訓練－二人、三人、

四人、多人進攻訓練 

Hb-Ⅳ-1 陣地攻

守性球類運動動

作組合及團隊戰

術。 

學會多人小組進攻技能並運用 
學會多人小組進攻技能並

運用 
 

15 1 基本防守 Hb-Ⅳ-1 陣地攻

守性球類運動動

學會基本防守步伐及觀念。 
學會基本防守步伐及觀念。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新課綱版-社團與技藝類) 

作組合及團隊戰

術。 

16 1 半場防守 Hb-Ⅳ-1 陣地攻

守性球類運動動

作組合及團隊戰

術。 

能理解盯人防守、區域防守的觀念及防守

位置 

能理解盯人防守、區域防守

的觀念及防守位置 
 

17 1 全場防守 Hb-Ⅳ-1 陣地攻

守性球類運動動

作組合及團隊戰

術。 

1. 全場防守的觀念與戰術、包夾戰術 

2.能理解全場盯人、區域、包夾防守的觀

念及位置 

能理解全場盯人、區域、包

夾防守的觀念及位置 
 

18 1 三對三鬥牛賽 Hb-Ⅳ-1 陣地攻

守性球類運動動

作組合及團隊戰

術。 

1. 三對三鬥牛賽之觀念傳導與教學。 

2.了解並熟記籃球比賽規則 

了解並熟記三對三鬥牛賽

規則 
 

19～20 2 全場籃球比賽 1 Hb-Ⅳ-1 陣地攻

守性球類運動動

作組合及團隊戰

術。 

1.知道籃球場地的標準及籃球比賽之傳導

觀念 

2.培養喜愛籃球之體育活動，並能轉化為

生活中解決問題的能力 

能說出籃球場地的標準及

運用籃球比賽之傳導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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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南市公立安南區安順國民中學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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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史影像閱讀社 實施年級 8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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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1 具備良好的身心發展知能與態度，並展現自我潛能、探索人性、自我價值與生命意義、積極實踐。 
J-A2 具備理解情境全貌，並做獨立思考與分析的知能，運用適當的策略處理解決生活及生命議題。 

課程目標 
增進對歷史與社會領域知識的探究與理解能力，提升獨立思考、價值判斷、理性決定與創新應變的素養，發展跨學科的分析、
思辨、統整、評估與批判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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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4 

文明的演進- 

1 殷商甲骨文、婦好墓 

2 商鞅、祭祀文化 

3 田單火牛陣、青銅器 

4 三皇五帝、孔子故居 

歷 Ha-Ⅳ-1 商周至隋

唐時期國家與社會的

重要變遷 

能理解商周至戰國時期

國家與社會的重要變遷

以及民族與文化的互動 

教師提問相關內容，也

請同學發表觀後感想，

並寫下心得報告，投稿

校刊 

 

5-7 3 

帝國的建立- 

5 張騫、絲路 

6 秦始皇、秦皇陵 

7 班超、項羽、四面楚歌 

歷 Ha-Ⅳ-1 商周至隋

唐時期國家與社會的

重要變遷 

能理解秦漢時期國家與

社會的重要變遷以及民

族與文化的互動 

教師提問相關內容，也

請同學發表觀後感想，

並寫下心得報告，投稿

校刊 

 

8-10 3 

分裂與融合- 

8 竹林七賢、石窟藝術 

9 世族崛起、玄武門之變 

10 龍門石窟、雲岡石窟 

歷 Ha-Ⅳ-2 商周至隋

唐時期民族與文化的

互動 

能理解魏晉南北朝時期

國家與社會的重要變遷

以及民族與文化的互動 

教師提問相關內容，也

請同學發表觀後感想，

並寫下心得報告，投稿

校刊 

 

11-14 4 
盛世重現- 

11 王與馬共天下、隋文帝 

歷 Ha-Ⅳ-2 商周至隋

唐時期民族與文化的

能理解隋唐時期國家與

社會的重要變遷以及民

教師提問相關內容，也

請同學發表觀後感想，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新課綱版-社團與技藝類) 

12 唐三彩、敦煌奇遇記 

13、唐三彩、李世民 

14 安史之亂、黃巢之亂 

互動 族與文化的互動 並寫下心得報告，投稿

校刊 

15-17 3 

夷夏新秩序- 

15 陳橋兵變、岳飛 

16 王安石、蒙古西征 

17 大元的推手、成吉思汗 

歷Hb-Ⅳ-1宋、元時期

的國際互動 

歷 Hb-Ⅳ-2 宋、元時期

的商貿與文化交流 

能理解宋元時期國家與

社會的重要變遷以及民

族與文化的互動 

教師提問相關內容，也

請同學發表觀後感想，

並寫下心得報告，投稿

校刊 

 

18-20 3 

專制的高峰- 

18 靖難之變、鄭和下西洋 

19 薙髮留辮、科舉制度 

20 雍正、海禁 

歷Ia-Ⅳ-1明、清時期東

亞世界的變動 

歷Ia-Ⅳ-2明、清時期東

亞世界的商貿與文化

交流 

 

能理解明清時期國家與

社會的重要變遷以及民

族與文化的互動 

教師提問相關內容，也

請同學發表觀後感想，

並寫下心得報告，投稿

校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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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