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新課綱版-社團與技藝類) 

臺南市公(私)立白河區白河國民中學 109學年度第一二學期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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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工藝社 20 是■  否□ 
□每週【  】節 

■隔週【2 】節 

2 服務社 20 是■  否□ 
□每週【  】節 

■隔週【2 】節 

3 音樂直笛社 20 是■  否□ 
□每週【  】節 

■隔週【2 】節 

4   是□  否□ 
□每週【  】節 

□隔週【  】節 

5   是□  否□ 
□每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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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課綱版-社團與技藝類) 

臺南市公立白河區白河國民中學 109學年度第一學期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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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工藝社 實施年級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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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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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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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欣賞現代藝術的多元風貌。 

2.認識藝術家詮釋當代藝術作品，以及創作意涵。 

3.透過鑑賞，培養學生品評建築藝術的能力。 

4.關心生活周遭公共藝術作品，與人群及環境的互動關係。 

5.了解自然與人為包裝的創意與功能。 

6.學習禮品包裝的方法與美感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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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週 5     
 

面對藝術品 
 

1.教師引導學生認識什
麼 
是藝術品的主題。 

2.以「看名畫，說故事」

的方式，激發欣賞、發表

的樂趣，並能傾聽別人的

想法。 

3. 準備藝術作品圖

片，引導學生利用鑑賞

藝術品的方法作練習。 

4. 俯視生活周遭，是

否有令自己感動，想要

1.學生能辨識及描述各種
藝術品內容、形式與媒體的
特性。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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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學生能養成日常生活中藝

術表現與鑑賞的興趣與習

慣。 

1.認知評量 

2.表現評量 

3.學習評量 

【性別平等】 
3-4-1 運用各種資訊、科
技與媒體資源解決問題，
不受性別的限制。 
【環境】 

2-1-1 認識生活周遭的

自然物與人造環境，以及

常見的動物、植物、微生

物彼此之間的互動關係。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新課綱版-社團與技藝類) 

創作的題材？並隨手記

錄下來。 

 

第六~第十週 5 作品創作的線索 

1. 師生上網或到圖書

館共 

同蒐集富有創意的藝術

品，供大家鑑賞、分

析。 

2.選出自己最喜歡的作

品，並針對藝術家的

「IDEA」，發表自己的

感想。 

3.歸納現代藝術的特色

在於「idea」的突破。 

4.透過檢賞，引導學生

創新。 

5.引導學生探討新事

物，培養創造的精神。 

6.引導學生從生活周

遭，找尋創作

「idea」。 

7.讓學生大膽展現自己

的「idea」。 

 

1.學生能嘗試各種藝術媒
體，探求傳統與非傳統藝術
風格的差異。 
學生要能結合藝術與科技
媒體，設計製作生活應用及
傳達訊息的作品。 
3.學生能辨識及描述各種
藝術品內容、形式與媒體的
特性。 

4.學生能養成日常生活中藝

術表現與鑑賞的興趣與習

慣。 

1.認知評量 

2.表現評量 

3.學習評量 

【性別平等】 
3-4-1 運用各種資訊、科
技與媒體資源解決問題，
不受性別的限制。 
【資訊】 

5-4-5 能應用資訊及網路

科技，培養合作與主動學

習的能力。 

第十一~十五

週 

 

5 建築紙模型 

1.蒐集各類型建築資

料。 

2.練習簡單製圖技巧。 

3.認識基本的空間立體

概念。 

4.認識建築紙模型的基

本型。 

5.分組討論並設計建築

1.學生能結合藝術與科技
媒體，設計製作生活應用及
傳達訊息的作品。 
2 學生能辨識及描述各種藝
術品內容、形式與媒體的特
性。 
學生能養成日常生活中藝
術表現與鑑賞的興趣與習
慣。 

 

1.認知評量 

2.表現評量 

3.學習評量 

【性別平等】 
3-4-1 運用各種資訊、科
技與媒體資源解決問題，
不受性別的限制。 
【環境】 
2-1-1 認識生活周遭的
自然物與人造環境，以及
常見的動物、植物、微生
物彼此之間的互動關係。 
3-1-2 能具有好奇心，體
認人類在生態中的角色，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新課綱版-社團與技藝類) 

草圖。 

6.建築紙模型創作。 

以及自然環境與人的相
互關係。 

4-1-1 能以語言、文字或

圖畫等表達自己對自然體

驗或環境保護的想法。 

第十六~二十

一週 
5 精美的包裝設計 

1.討論包裝的材料和工
具。 

2.討論手工禮盒設計的
要點。 

3.解說緞帶的結法。 
4.解說各式造形禮盒的

包裝方 
式。 
5.應用小飾物、小卡片、

緞帶等 
裝飾禮盒。 
6. 揮巧思及創意，並利

用環保 
的材質，設計禮品的包

裝。 
 
 
 

1.學生能鑑賞各種自然物、
人造物與藝術作品，分析其
美感與文化特質。 
2.學生能辨識及描述各種
藝術品內容、形式與媒體的
特性。 
3.學生能感受及辨別古典
藝術與當代藝術、精緻藝術
與大眾藝術風格的差異，體
會不同時代、社會的藝術生
活與價值觀。 

4.學生能養成日常生活中藝

術表現與鑑賞的興趣與習

慣。 

1.認知評量 

2.表現評量 

3.學習評量 

【資訊】 
5-4-5 能應用資訊及網
路科技，培養合作與主動
學習的能力。 
【人權】 

2-4-1 了解文化權並能欣

賞、包容文化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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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0前補齊。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新課綱版-社團與技藝類) 

臺南市公立白河區白河國民中學 109學年度第二學期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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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工藝社 實施年級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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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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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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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欣賞現代藝術的多元風貌。 

2.認識藝術家詮釋當代藝術作品，以及創作意涵。 

3.透過鑑賞，培養學生品評建築藝術的能力。 

4.關心生活周遭公共藝術作品，與人群及環境的互動關係。 

5.了解自然與人為包裝的創意與功能。 

6.學習禮品包裝的方法與美感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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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週 5     
 

面對藝術品 
 

1.教師引導學生認識什
麼 
是藝術品的主題。 

2.以「看名畫，說故事」

的方式，激發欣賞、發表

的樂趣，並能傾聽別人的

想法。 

3. 準備藝術作品圖

片，引導學生利用鑑賞

藝術品的方法作練習。 

4. 俯視生活周遭，是

否有令自己感動，想要

1.學生能辨識及描述各種
藝術品內容、形式與媒體的
特性。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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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學生能養成日常生活中藝

術表現與鑑賞的興趣與習

慣。 

1.認知評量 

2.表現評量 

3.學習評量 

【性別平等】 
3-4-1 運用各種資訊、科
技與媒體資源解決問題，
不受性別的限制。 
【環境】 

2-1-1 認識生活周遭的

自然物與人造環境，以及

常見的動物、植物、微生

物彼此之間的互動關係。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新課綱版-社團與技藝類) 

創作的題材？並隨手記

錄下來。 

 

第六~第十週 5 作品創作的線索 

1. 師生上網或到圖書

館共 

同蒐集富有創意的藝術

品，供大家鑑賞、分

析。 

2.選出自己最喜歡的作

品，並針對藝術家的

「IDEA」，發表自己的

感想。 

3.歸納現代藝術的特色

在於「idea」的突破。 

4.透過檢賞，引導學生

創新。 

5.引導學生探討新事

物，培養創造的精神。 

6.引導學生從生活周

遭，找尋創作

「idea」。 

7.讓學生大膽展現自己

的「idea」。 

 

1.學生能嘗試各種藝術媒
體，探求傳統與非傳統藝術
風格的差異。 
學生要能結合藝術與科技
媒體，設計製作生活應用及
傳達訊息的作品。 
3.學生能辨識及描述各種
藝術品內容、形式與媒體的
特性。 

4.學生能養成日常生活中藝

術表現與鑑賞的興趣與習

慣。 

1.認知評量 

2.表現評量 

3.學習評量 

【性別平等】 
3-4-1 運用各種資訊、科
技與媒體資源解決問題，
不受性別的限制。 
【資訊】 

5-4-5 能應用資訊及網路

科技，培養合作與主動學

習的能力。 

第十一~十五

週 

 

5 建築紙模型 

1.蒐集各類型建築資

料。 

2.練習簡單製圖技巧。 

3.認識基本的空間立體

概念。 

4.認識建築紙模型的基

本型。 

5.分組討論並設計建築

1.學生能結合藝術與科技
媒體，設計製作生活應用及
傳達訊息的作品。 
2 學生能辨識及描述各種藝
術品內容、形式與媒體的特
性。 
學生能養成日常生活中藝
術表現與鑑賞的興趣與習
慣。 

 

1.認知評量 

2.表現評量 

3.學習評量 

【性別平等】 
3-4-1 運用各種資訊、科
技與媒體資源解決問題，
不受性別的限制。 
【環境】 
2-1-1 認識生活周遭的
自然物與人造環境，以及
常見的動物、植物、微生
物彼此之間的互動關係。 
3-1-2 能具有好奇心，體
認人類在生態中的角色，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新課綱版-社團與技藝類) 

草圖。 

6.建築紙模型創作。 

以及自然環境與人的相
互關係。 

4-1-1 能以語言、文字或

圖畫等表達自己對自然體

驗或環境保護的想法。 

第十六~二十

一週 
5 精美的包裝設計 

1.討論包裝的材料和工
具。 

2.討論手工禮盒設計的
要點。 

3.解說緞帶的結法。 
4.解說各式造形禮盒的

包裝方 
式。 
5.應用小飾物、小卡片、

緞帶等 
裝飾禮盒。 
6. 揮巧思及創意，並利

用環保 
的材質，設計禮品的包

裝。 
 
 
 

1.學生能鑑賞各種自然物、
人造物與藝術作品，分析其
美感與文化特質。 
2.學生能辨識及描述各種
藝術品內容、形式與媒體的
特性。 
3.學生能感受及辨別古典
藝術與當代藝術、精緻藝術
與大眾藝術風格的差異，體
會不同時代、社會的藝術生
活與價值觀。 

4.學生能養成日常生活中藝

術表現與鑑賞的興趣與習

慣。 

1.認知評量 

2.表現評量 

3.學習評量 

【資訊】 
5-4-5 能應用資訊及網
路科技，培養合作與主動
學習的能力。 
【人權】 

2-4-1 了解文化權並能欣

賞、包容文化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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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0前補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