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新課綱版-社團與技藝類) 

 

臺南市立南區南寧高中 110學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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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作飾品社 18 是■  否□ 
□每週【  】節 

■隔週【2】節 

2 木球社 18 是■  否□ 
□每週【  】節 

■隔週【2】節 

3 志工服務社 18 是■  否□ 
□每週【  】節 

■隔週【2】節 

4 直笛社 18 是■  否□ 
□每週【  】節 

■隔週【2】節 

5 捏塑社 18 是■  否□ 
□每週【  】節 

■隔週【2】節 

6 桌遊社 18 是■  否□ 
□每週【  】節 

■隔週【2】節 

7 烘焙機縫手作社 18 是■  否□ 
□每週【  】節 

■隔週【2】節 

8 跆拳道社 18 是■  否□ 
□每週【  】節 

■隔週【2】節 

9 電腦資訊社 18 是■  否□ 
□每週【  】節 

■隔週【2】節 

10 舞龍社 18 是■  否□ 
□每週【  】節 

■隔週【2】節 

11 閩南語社 18 是■  否□ 
□每週【  】節 

■隔週【2】節 

12 熱舞社 18 是■  否□ 
□每週【  】節 

■隔週【2】節 

13 戰鼓社 18 是■  否□ 
□每週【  】節 

■隔週【2】節 

14 帶式橄欖球 18 是■  否□ 
□每週【  】節 

■隔週【2】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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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魔術社 18 是■  否□ 
□每週【  】節 

■隔週【2】節 

16 軟式網球社 18 是■  否□ 
□每週【  】節 

■隔週【2】節 

17 科學研究社 18 是■  否□ 
□每週【  】節 

■隔週【2】節 

 

臺南市市立南寧高中 110學年度國中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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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作飾品社 實施年級 國中 3年級 教學節數 第 1學期 18 節，第 2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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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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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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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目標 學習利用手邊現有的素材，設計製作出吸引人的手工作品，提升生活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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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9/13 2 
課程實作 
(手鏡) 

學習打底、外框早型設計技法  
能夠運用想像力自行設計
底圖 

實作評量  

110/09/27 2 
課程實作 
(手鏡) 

打磨、切割不同的材質 
能夠熟悉不同的素材並能
加以組合 

實作評量  

110/10/18 2 
課程實作 
(手鏡) 

組裝、調和黏著劑、美工 
能夠將不同素材按自行設
計的藍圖完整呈現 

實作評量  

110/10/25 2 
課程實作 
(零錢包) 

針線平針、回針法 
能夠運用想像力自行設計
底圖 

實作評量  

110/11/01 2 
課程實作 
(零錢包) 

縫合、拉鍊組裝 
能夠熟悉不同的素材並能
加以組合 

實作評量  

110/11/08 2 
課程實作 
(零錢包) 

組裝、調和黏著劑、美工 
能夠將不同素材按自行設
計的藍圖完整呈現 

實作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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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11/29 2 
課程實作 
(托盤) 

學習托盤製作架構技法 
能夠運用想像力自行設計
底圖 

實作評量  

110/12/20 2 
課程實作 
(托盤) 

1. 拼貼構圖設計 
2. 彩繪技法 

能夠將不同素材按自行設
計的藍圖完整呈現 

實作評量  

110/12/27 2 成果發表 手作飾品呈現 成果發表 實作評量  

111/02/14 2 
課程實作 

(羊毛氈) 

1. 練習抓取捏製適量材料 

2. 塑形與固定(圓形、圓錐形) 

能夠使用工具熟練的完成

部件的造型塑造 
實作評量  

111/02/21 2 
課程實作 

(羊毛氈) 

1. 規劃設計作品 

2. 揉製羊毛部件並加以組合 

能夠將不同部件按自行設

計的藍圖完整呈現 
實作評量  

111/03/07 2 
課程實作 

(創意吊飾) 

1. 熟讀操作指南的指令 

2. 使用不同工作組合部件 

能夠按照操作指南完整呈

現作品 
實作評量  

111/03/28 2 
課程實作 

(創意吊飾) 

1. 熟讀操作指南的指令 

2. 使用不同工作組合部件 

能夠按照操作指南完整呈

現作品 
實作評量  

111/04/11 2 
課程實作 

(水晶膠飾品) 

1. 認識水晶膠特性 

2. 練習使用模具塑型 

能夠抓取適當劑量的水晶

膠完成塑形 
實作評量  

111/04/18 2 
課程實作 

(水晶膠飾品) 

練習用水晶膠將小部件固定至模具內 能夠將不同性質的材料加

以組合 
實作評量  

111/04/25 2 
課程實作 

(拼布小飾品) 
練習平針、回針法 能熟悉針線縫合的技術 實作評量  

111/05/16 2 (拼布小飾品) 
利用已習得的縫合法將部件完成組合並固定 能用不同的縫合技術完成

布製品的造型編排 
實作評量  

111/05/23 2 成果發表 手作飾品呈現 成果發表 實作評量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新課綱版-社團與技藝類) 

 

 

 

 

 

 

臺南市市立南寧高中 110學年度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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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球社 實施年級 國中 3年級 教學節數 第 1學期 18 節，第 2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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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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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學習團隊合作 
2. 瞭解木球規則 
3. 瞭解木球比賽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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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9/13 2 
課程與規則說明；伸展、熱
身、擊、停球練習 

規則講解；擊、停球練習 
瞭解木球規則 
熟悉木球持桿、擊球、停球 

球場實地演練  

110/09/27 2 擊、停球、長、遠球練習 擊、停球、長、遠球練習 木球擊球→短擊球→停球→長擊球→停球 球場實地演練  

110/10/18 2 擊、停球、攻門練習 擊、停球、攻門練習 
能用打出各角度球並能攻門 
瞭解攻門要領 

球場實地演練  

110/10/25 2 擊、停球、做球、攻門練習 
擊、停球、做球、攻門練
習 

擊球→做球→攻門 
瞭解做球、攻門要領 

球場實地演練  

110/11/01 2 擊、停球、做球、攻門練習 
擊、停球、做球、攻門練
習 

擊球→做球→攻門 
瞭解做球、攻門要領 

球場實地演練  

110/11/08 2 擊、停球、球道練習、記錄 
擊、停球、球道練習、模
擬比賽、記錄 

擊球→做球→攻門 
瞭解木球比賽紀錄規則及實際比賽狀況 

球場實地演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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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11/29 2 擊、停球、球道練習、記錄 
擊、停球、球道練習、模
擬比賽、記錄 

擊球→做球→攻門 
瞭解實際比賽狀況 

球場實地演練  

110/12/20 2 擊、停球、球道練習、記錄 
擊、停球、球道練習、模
擬比賽、記錄 

擊球→做球→攻門 
瞭解實際比賽狀況 

球場實地演練  

110/12/27 2 擊、停球、球道練習、記錄 
擊、停球、球道練習、模
擬比賽、記錄 

擊球→做球→攻門 
瞭解實際比賽狀況 

球場實地演練  

 

111/02/14 2 分組、模擬比賽 
擊、停球、球道練習、模
擬比賽、記錄 

熟悉比賽實際狀況 球場實地演練  

111/02/21 2 擊、停球、長、遠球練習 擊、停球、長、遠球練習 木球擊球→短擊球→停球→長擊球→停球 球場實地演練  

111/03/07 2 擊、停球、長、遠球練習 擊、停球、長、遠球練習 木球擊球→短擊球→停球→長擊球→停球 球場實地演練  

111/03/28 2 分組、模擬比賽 
擊、停球、球道練習、模
擬比賽、記錄 

熟悉比賽實際狀況 球場實地演練  

111/04/11 2 擊、停球、攻門練習 擊、停球、攻門練習 
能用打出各角度球並能攻門 
瞭解攻門要領 

球場實地演練  

111/04/18 2 擊、停球、攻門練習 擊、停球、攻門練習 
能用打出各角度球並能攻門 
瞭解攻門要領 

球場實地演練  

111/04/25 2 分組、模擬比賽 
擊、停球、球道練習、模
擬比賽、記錄 

熟悉比賽實際狀況 球場實地演練  

111/05/16 2 擊、停球、球道練習、記錄 
擊、停球、球道練習、模
擬比賽、記錄 

擊球→做球→攻門 
瞭解木球比賽紀錄規則及實際比賽狀況 

球場實地演練  

111/05/23 2 擊、停球、球道練習、記錄 
擊、停球、球道練習、模
擬比賽、記錄 

擊球→做球→攻門 
瞭解實際比賽狀況 

球場實地演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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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市立南寧高中 110學年度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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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志工服務社 實施年級 國中 3年級 教學節數 第 1學期 18 節，第 2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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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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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團隊合作互動，養成維護環境的習慣，發展服務回饋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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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9/13 2 
推選社團幹部、成員介紹、

進行服務分組、。 
自我介紹、志工服務分組 

了解服務的意義，發展關心自身成長環境
的習慣。 

小組學生互評  

110/09/27 2 社區樂活據點整理 小組討論 
透過討論使學生深化志工存在的正向社會
意義。 

小組學生互評  

110/10/18 2 灣裡社區環境整潔 協助整理環境 
透過服務行動，發展關心自身成長環境的
習慣。 

小組學生互評  

110/10/25 2 灣裡社區環境整潔 協助整理環境 
透過服務行動，發展關心自身成長環境的
習慣。 

小組學生互評  

110/11/01 2 灣裡社區環境整潔 協助整理環境 
透過服務行動，發展關心自身成長環境的
習慣。 

小組學生互評  

110/11/08 2 認識公益團體 公益團體介紹 
認識民間 NGO 並且能響應認同社服團的活
動。 

小組學生互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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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11/29 2 灣裡社區環境整潔 協助整理環境 
透過服務行動，發展關心自身成長環境的
習慣。 

小組學生互評  

110/12/20 2 灣裡社區環境整潔 協助整理環境 
透過民間、政府機構的議題探討使學生深
化志工存在的正向社會意義。 

小組學生互評  

110/12/27 2 成果發表 志工服務成果呈現 檢視自己的服務學習歷程   

 

 

111/02/14 2 
上學期心得回饋與分享、 

志工服務分組 
志工服務分組 學會與他人協調，分組的技巧。 小組學生互評  

111/02/21 2 社區樂活據點整理 小組討論 
透過討論使學生深化志工存在的正向社會
意義。 

小組學生互評  

111/03/07 2 灣裡社區環境整潔 協助整理環境 
透過服務行動，發展關心自身成長環境的
習慣。 

小組學生互評  

111/03/28 2 灣裡社區環境整潔 協助整理環境 
透過服務行動，發展關心自身成長環境的
習慣。 

小組學生互評  

111/04/11 2 灣裡社區環境整潔 協助整理環境 
透過服務行動，發展關心自身成長環境的
習慣。 

小組學生互評  

111/04/18 2 認識公益團體 公益團體介紹 
認識民間 NGO 並且能響應認同社服團的活
動。 

小組學生互評  

111/04/25 2 志工服務淨灘講座 
1. 淨灘活動行前說明 
2. 分析海漂垃圾 

能夠辨識分析海漂垃圾種類並能思考如何
減量 

小組學生互評  

111/05/16 2 黃金海岸淨灘 協助整理環境 響應政府無塑的環保政策並能身體力行 小組學生互評  

111/05/23 2 成果發表 志工服務成果呈現 檢視自己的服務學習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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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市立南寧高中 110學年度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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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中 3年級 教學節數 第 1學期 18節，第 2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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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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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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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目標 
1. 激發學生學習吹奏直笛的動機和興趣 
2. 認識不同直笛樂器的功能，琢磨獨奏和合奏的技巧 
3. 期末成果發表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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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9/13 2 認譜、指法、吹奏法 
1. 介紹樂理、直笛指法、吹奏法  
2. 練習長音、調音 
3. 分聲部練習 

能理解音樂符號，進而演奏，展現
音樂美感意識。 

實作練習  

110/09/27 2 認譜、指法、吹奏法 
1. 介紹樂理、直笛指法、吹奏法  
2. 練習長音、調音 
3. 分聲部練習 

能理解音樂符號，進而演奏，展現
音樂美感意識。 

實作練習  

110/10/18 2 認譜、指法、吹奏法 
1. 練習長音、和聲音 
2. 練習各聲部吹奏表及銜接 

能理解音樂符號，進而演奏，展現
音樂美感意識。 

實作練習  

110/10/25 2 指法、吹奏技巧增強 
1. 直笛指法、吹奏法、節奏練習 
2. 練習長音、調音 
3. 分聲部練習 

能理解音樂符號，進而演奏，展現
音樂美感意識。 

實作練習  

110/11/01 2 指法、吹奏技巧增強 
1. 直笛指法、吹奏法、節 奏練習  
2. 練習長音、調音 
3. 分聲部練習 

能理解音樂符號，進而演奏，展現
音樂美感意識。 

實作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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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11/08 2 指法、吹奏技巧增強 
1. 直笛指法、吹奏法、節奏練習  
2. 練習長音、調音 
3. 分聲部練習 

能理解音樂符號，進而演奏，展現
音樂美感意識。 

實作練習  

110/11/29 2 表演曲目討論及練習 
1. 練習長音、和聲音 
2. 練習各聲部吹奏表及 銜接 能夠與其他聲部合奏 實作練習  

110/12/20 2 表演曲目討論及練習 
1. 默契及節奏練習 
2. 合奏練習 
3.  

能夠與其他聲部合奏並分組演出 實作練習  

110/12/27 2 成果發表 
1. 默契及節奏練習 
2. 合奏練習 能夠與其他聲部合奏並分組演出 實作練習  

 

111/02/14 2 直笛技巧訓練 長音與運舌、圓滑線 練習 
能精熟長音與運舌，進而精進演奏
技巧 

實作練習  

111/02/21 2 直笛技巧訓練 長音與運舌、圓滑線 練習 
能精熟長音與運舌，進而精進演奏
技巧 

實作練習  

111/03/07 2 直笛音階教學 
直笛 C 大調與 G 大調 F 大調音階
練習 認識小調音階 

能精熟展演各音調，進而精進演奏  實作練習  

111/03/28 2 直笛音階教學 
直笛 C 大調與 G 大調 F 大調音階
練習 認識小調音階 

能精熟展演各音調，進而精進演奏 實作練習  

111/04/11 2 合奏技巧 合奏技巧教學 
能熟練運用已習得之吹奏技巧，並
能加以運用在合奏技巧上 

實作練習  

111/04/18 2 合奏技巧 合奏技巧教學 
能熟練運用已習得之吹奏技巧，並
能加以運用在合奏技巧上 

實作練習  

111/04/25 2 
小組教學 介紹倍低音

直笛 
各聲部小組教學 

能熟練運用已習得之吹奏技巧，與
組員完成合奏練習 

實作練習  

111/05/16 2 
小組教學 介紹倍低音

直笛 
各聲部小組教學 

能熟練運用已習得之吹奏技巧，與
組員完成合奏練習 

實作練習  

111/05/23 2 
合奏練習與表演 流行

歌曲吹奏 
合奏技巧  
流行歌曲教學 

能精熟音樂符號，進而演奏，展現
音樂美感意識 

實作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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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市立南寧高中 110學年度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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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捏塑社 實施年級 國中 3年級 教學節數 第 1學期 18節，第 2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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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 嘗試設計思考，探索藝術實踐解決問題的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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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熟悉捏塑技巧，鍛鍊小肌肉，提高專注力 
2. 應用已習得知技巧並綜合應用 
3. 激發學生創意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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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9/13 2 捏塑基本功練習 
捏塑工具使用技巧、
色卡調製 

能使用工具調製出適量的分量、色度 實作練習  

110/09/27 2 捏塑基本功實作 進階色度調製 能精熟調製出適量的分量、色度的方法 學生互評  

110/10/18 2 捏塑基本功練習 
捏塑技法：揉、貼、
搓、壓、黏、點 

能有效的使用工具調製出特定的形狀 實作練習  

110/10/25 2 捏塑基本功實作 
熟練捏塑技法：揉、
貼、搓、壓、黏、點 

能熟練地捏製出特定的形狀 學生互評  

110/11/01 2 捏塑基本功練習 
練習塑型圓、錐、 
條、面 

能有效的使用工具調製出特定的形狀 實作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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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11/08 2 捏塑基本功實作 
熟練塑型圓、錐、 
條、面 

能熟練地捏製出特定的形狀 學生互評  

110/11/29 2 捏塑基本功練習 捏塑手法之熟練度 能使用以習得的技能捏塑出高完成度的部件 實作練習  

110/12/20 2 捏塑基本功實作 捏塑手法之熟練度 
能綜合以上所習得之捏塑技能熟練的完成指定的成品
部件 

學生互評  

110/12/27 2 成果發表 捏塑成品展示 能熟練的製作出指定的主題作品 實作練習  

 

 

111/02/14 2 捏塑技能綜合應用 
組裝不同捏塑部件並
構成具有主題性的作
品 

能依照圖紙或步驟拆分出捏塑部件之先後，並能綜合
以上技能產出還原度較高的作品 

實作練習  

111/02/21 2 
捏塑技能綜合應用實

作 
裝不同捏塑部件並構
成具有主題性的作品 

學生能透過評價回饋更加認識自己的作品並且能欣賞
他人的作品、給予回饋 

學生互評  

111/03/07 2 捏塑技能綜合應用 
組裝不同捏塑部件並
構成具有主題性的作
品 

能依照圖紙或步驟拆分出捏塑部件之先後，並能綜合
以上技能產出還原度較高的作品 

實作練習  

111/03/28 2 
捏塑技能綜合應用實

作 
裝不同捏塑部件並構
成具有主題性的作品 

學生能透過評價回饋更加認識自己的作品並且能欣賞
他人的作品、給予回饋 

學生互評  

111/04/11 2 創意捏塑(設計) 

1. 設計規劃作品草
圖 

2. 按步驟完成捏
塑、組裝 

能熟練的應用捏塑技巧創作出個人特色的作品 實作練習  

111/04/18 2 創意捏塑(實作) 

1. 設計規劃作品草
圖 

2. 按步驟完成捏
塑、組裝 

學生能透過評價回饋更加認識自己的作品並且能欣賞
他人的作品、給予回饋 

學生互評  

111/04/25 2 創意捏塑(設計) 

1. 設計規劃作品草
圖 

2. 按步驟完成捏
塑、組裝 

能熟練的應用捏塑技巧創作出個人特色的作品 實作練習  

111/05/16 2 創意捏塑(實作) 

1. 設計規劃作品草
圖 

2. 按步驟完成捏
塑、組裝 

學生能透過評價回饋更加認識自己的作品並且能欣賞
他人的作品、給予回饋 

學生互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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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5/23 2 成果發表 捏塑成品展示 能熟練的應用捏塑技巧創作出個人特色的作品 實作練習  

 

 

 

 

 

 

 

 

臺南市市立南寧高中 110學年度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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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桌遊社 實施年級 國中 3年級 教學節數 第 1學期 18節，第 2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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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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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藉桌上遊戲（以下簡稱桌遊）課程增進人際間互動，遠離 3C產品 

2. 以輕鬆有趣的桌遊課程內容為主，釋放學生們平時的課業壓力 

3. 學期間安排不同類型的遊戲，刺激學生發現自己的長處，進而更認識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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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9/13 2 
分組、班規、選社

長、破冰 
社員分組及成員介紹 建立起團體活動規範及同儕關係 實作練習  

110/09/27 2 
桌遊實戰練習 

(合作型桌遊) 

1. 熟悉心靈同感 The Mind遊戲規則 

2. 溝通、對話、回饋 

熟悉桌遊遊戲規則練習與同儕建立起良性競爭
合作互助關係，並透過彼此溝通或修正，引起
大家的共鳴進行討論 

實作練習  

110/10/18 2 
桌遊實戰練習 

(合作型桌遊) 

1. 熟悉飛躍魔盜團 Magic MAZE 

2. 溝通、對話、回饋 

熟悉桌遊遊戲規則練習與同儕建立起良性競爭
合作互助關係，並透過彼此溝通或修正，引起大
家的共鳴進行討論 

實作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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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10/25 2 
桌遊實戰練習 

(策略型桌遊) 

1. 熟悉 2019山中小屋遊戲規則 

2. 掌握遊戲角色扮演各種要件 

透過遊玩及心得回饋了解遊戲設計的元素，並
能透過合作、良性競爭達到娛樂、多元智慧啟發
等目的 

實作練習  

110/11/01 2 
桌遊實戰練習 

(策略型桌遊) 

1. 熟悉 2019山中小屋遊戲規則 

2. 掌握遊戲角色扮演各種要件 

透過遊玩及心得回饋了解遊戲設計的元素，並
能透過合作、良性競爭達到娛樂、多元智慧啟發
等目的 

實作練習  

110/11/08 2 
桌遊實戰練習 

(抽象型桌遊) 

1. 熟悉花磚物語遊戲規則 

2. 能掌握遊戲抽象符號意涵及變化 

透過遊玩及心得回饋了解遊戲設計的元素，並

能啟發抽象思考 
實作練習  

110/11/29 2 
桌遊實戰練習 

(抽象型桌遊) 

1. 熟悉拼布藝術遊戲規則 

2. 能掌握遊戲抽象符號意涵及變化 

透過遊玩及心得回饋了解遊戲設計的元素，並

能啟發抽象思考 
實作練習  

110/12/20 2 
桌遊草案設計與初步

規劃 

小組成員討論設計下學期桌遊成果發

表的類型 

透過本學期遊玩、小組討論回饋、心得分享等統

整形塑出共同桌遊設計方向草案 
實作練習  

110/12/27 2 成果發表 各組學習成果展示 各組成果展示 實作練習  

111/02/14 2 
桌遊草案設計與初步

規劃(期初教師回饋) 

1. 教師回饋各組草案 

2. 組內成員討論、修正方向 
透過教師統整回饋各組草案 實作練習  

111/02/21 2 
小組桌遊設計方案 

報告 

1. 小組桌遊草案報告 

2. 各組互評、教師回饋、方向修正 

透過教師回饋、組內成員討論以及配合組內實

際遊玩體驗修正設計方向 
實作練習  

111/03/07 2 
小組桌遊設計方案 

報告 

1. 小組桌遊草案報告 

2. 各組互評、教師回饋、方向修正 

透過教師回饋、組內成員討論以及配合組內實

際遊玩體驗修正設計方向 
實作練習  

111/03/28 2 
小組桌遊設計方案 

報告 

1. 小組桌遊草案報告 

2. 各組互評、教師回饋、方向修正 

透過教師回饋、組內成員討論以及配合組內實

際遊玩體驗修正設計方向 
實作練習  

111/04/11 2 
桌遊設計與規劃 

(期中教師回饋) 

1. 教師回饋各組執行中的設計案 

2. 組內成員討論、修正方向 
透過教師統整回饋各組設計案 實作練習  

111/04/18 2 
小組設計桌遊試玩體

驗 

1. 設計組介紹遊戲規則 

2. 遊玩組實際體驗並反饋意見 

透過遊玩組反饋意見細部修正桌由規則、內容，

增加設計桌遊的可玩性 
實作練習  

111/04/25 2 
小組設計桌遊試玩體

驗 

1. 設計組介紹遊戲規則 

2. 遊玩組實際體驗並反饋意見 

透過遊玩組反饋意見細部修正桌由規則、內容，

增加設計桌遊的可玩性 
實作練習  

111/05/16 2 
小組設計桌遊試玩體

驗 

1. 設計組介紹遊戲規則 

2. 遊玩組實際體驗並反饋意見 

透過遊玩組反饋意見細部修正桌由規則、內容，

增加設計桌遊的可玩性 
實作練習  

111/05/23 2 成果發表 各組設計桌遊成果展示 各組成果展示 實作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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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市立南寧高中 110學年度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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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烘焙機縫手作社 實施年級 國中 3年級 教學節數 第 1學期 18節，第 2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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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1 具備良好的身心、知能、態度，自我價值觀，積極上進。 

J-A3 具備善用資源以擬定計畫，主動學習、創新求變。 

課程目標 

1. 提升學習及創作力。 

2. 以合作學習的模式，培養團隊、創意，問題解決，激發思考能力。 

3. 本學期依現有的工具、材料、設計課程，如有添置設備，將會適時更動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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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9/13 2 煎蛋餅 熱鍋前置準備、備料 能掌握熱鍋時機與安全操作爐具 實作評量  

110/09/27 2 超人氣-日式舒芙蕾 蛋白打發、麵糊拌料、平底鍋烘烤 能掌握配料比例並能安全操作爐具 實作評量  

110/10/18 2 愛玉子 備料、礦物水、搓揉愛玉子 藉由製作過程能了解食材的變化過程 實作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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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10/25 2 調飲料 甜度、酸度掌握、二種以上飲品調和 能嘗試製作不同口味的飲品調配 實作評量  

110/11/01 2 豆花製作 磨製、掌握煮豆漿火侯 
藉由製作過程能了解食材的變化過程，

並能使用適當添加劑使時才產生變化 
實作評量  

110/11/08 2 韭菜盒子 
攪拌麵粉、醒麵、製作餡料及包餡 

方法 

熟悉切菜技巧、能掌握熱鍋時機與安全

操作爐具 
實作評量  

110/11/29 2 雪 Q餅、餅乾 備料、熱鍋拌料、包裝 能掌握調製不同性質配料的比例 實作評量  

110/12/20 2 蔬菜煎餅 
切菜、麵糊拌料、熱鍋煎餅、醬料製

作 

熟悉切菜技巧、能掌握熱鍋時機與安全

操作爐具 
實作評量  

110/12/27 2 成果發表 成果製作 成果展示 實作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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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2/14 2 瑪芬小蛋糕 拌麵、麵糊倒方式 能使用烤箱並能掌握烘烤時機 實作評量  

111/02/21 2 杏仁瓜子脆餅 材料秤好備用、蛋白稍微打發、拌
勻、烘製 

能夠調和適當的材料並能攤 
平，同時能掌握烘烤溫度及時機 實作評量  

111/03/07 2 又酥又脆的麻花餅 備料、篩麵粉、掌握攪拌麵糊時
機、模具使用或用擠花袋 能使用烤箱並能掌握烘烤時機 實作評量  

111/03/28 2 酥脆鬆軟的香橙司康 備料、香橙、掌握攪拌麵糊時機、
模具使用 能使用烤箱並能掌握烘烤時機 實作評量  

111/04/11 2 蔓越莓餅乾 
備料、蔓越莓浸泡後擠乾水分、切
細，烤爐烘製時機 

能掌握食材加熱變化特性並能結合在
不同的食材之上加以變化，溫度調整 小組成果互評  

111/04/18 2 牛油香酥餅 備料、牛油室溫、麵粉過篩、拌麵
糊烘烤技巧 能使用烤箱並能掌握烘烤時機 實作評量  

111/04/25 2 香酥芝麻條 備料、麵團揉製、冰後再切 注意切的大小，烤時不會不均勻 小組成果互評  

111/05/16 2 杏仁曲奇餅 黃油室溫、麵粉過篩，準備鴨嘴［
擠花用］ 

能使用烤箱並能擠出同大小、並能綜
合所學技能完成指定的成品 實作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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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5/23 2 成果發表 成果製作 成果展示 小組成果互評  

 

 

 

 

 

 

 

 

 

 

 

臺南市市立南寧高中 110學年度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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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跆拳道社 實施年級 3年級 教學節數 第 1學期 18節，第 2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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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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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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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9/13 2 跆拳道入門 上課規則、跆拳道基本知識 與訓練內容  實境評量  

110/0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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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藉由教練示範及反覆練習能正

確操作壓腳各項動作 
實境評量  

110/10/18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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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藉由教練示範及反覆練習能正

確操作馬步正拳攻擊 
實境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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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10/25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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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藉由教練示範及反覆練習能正

確操作馬步正拳攻擊 
實境評量  

110/11/0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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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藉由教練示範及反覆練習能正

確操作足技各項動作 
實境評量  

110/11/08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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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藉由教練示範及反覆練習能正

確操作足技各項動作 
實境評量  

110/11/29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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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藉由教練示範及反覆練習能正

確操作足技各項綜合動作 
實境評量  

110/12/20 2 跆拳道基礎 踢靶自由踢擊 
藉由教練示範及反覆練習能提

高踢靶準確率 
實境評量  

110/12/27 2 成果發表 成果發表 成果發表 實境評量  

 

111/02/14 2 
基本動作 

足技 

正拳、下防、上架、內防、前踢、下壓講解及踢靶練

習 

能自主反覆練習並能熟練正

拳、足技等各項動作 
實境評量  

111/02/21 2 足技 
腳背旋踢講解及踢靶練習 

複習前踢、下壓、腳背旋踢及踢靶練習 

能自主反覆練習並能熟練足技

等各項動作 
實境評量  

111/03/07 2 足技 
前踢組合及防禦動作 

組合旋踢 

能自主反覆練習並能熟練足技

等各項動作 
實境評量  

111/03/28  足技 
前踢下壓、外掛腿、內掛腿 

防守組合和連續踢擊 

能自主反覆練習並能熟練足技

等各項動作 
  

111/04/11 2 拳法 
拳架、移動出拳 

四方拳 

能自主反覆練習並能熟練拳法

等各項動作 
實境評量  

111/04/18 2 組合動作 
四方拳加四方腿法 

組合拳法 

能自主反覆練習並能熟練等各

項動作並能綜合連貫應用 

實境評量 
 

111/04/25 2 組合動作 連續踢擊 
能自主反覆練習並能熟練等各

項動作並能綜合連貫應用 

實境評量 
 

111/05/16 2 防身術 旋踢下壓及防身術 
藉由教練示範及反覆練習能正

確操作防身術 

實境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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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5/23 2 成果發表 社團成果展示 成果發表 
實境評量 

 

 

 

 

 

 

 

 

 

 

 

 

 

臺南市市立南寧高中 110學年度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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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腦資訊社 實施年級 國中 3年級 教學節數 第 1學期 18節，第 2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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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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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 具備善用科技、資訊與媒體以增進學習的素養，並察覺、思辨人與科技、資訊、媒體的互動關係。 

課程目標 

1. 精進教師創意之全方位科技合作方式教學，提升創造力科學教育，開發學生創造力。 
2. 以合作學習模式，培養學生發揮團隊創意解決問題的能力，活化校園展現多元，激發學生創意思維能力。 
3. 本學期進入機電整合的教學，配合 Arduino 開發版，讓學生學習程式編寫、麵包板、接線、 led 與多種感測器的使用，引發

學生對新科技的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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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9/13 2 分組、Arduino 基本
介紹 

生 P-IV-5 材料的選用與加工處理。生 P-IV-6 常用的機
具操作與使用。 

分組、Arduino 基本
介紹 實作評量  

110/09/27 2 Arduino基本介紹、
完成內建 led 閃爍 

生 P-IV-5 材料的選用與加工處理。生 P-IV-6 常用的機
具操作與使用。 

Arduino基本介紹、
完成內建 led 閃爍 實作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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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10/18 2 Arduino基本介紹、
完成內建 led 閃爍 

生 P-IV-5 材料的選用與加工處理。生 P-IV-6 常用的機
具操作與使用。 

Arduino基本介紹、
完成內建 led 閃爍 實作評量  

110/10/25 2 Arduino+麵包板介紹 生 P-IV-5 材料的選用與加工處理。生 P-IV-6 常用的機
具操作與使用。 

Arduino+麵包板介
紹 實作評量  

110/11/01 2 Arduino+麵包板介紹 生 P-IV-5 材料的選用與加工處理。生 P-IV-6 常用的機
具操作與使用。 

Arduino+麵包板介
紹 實作評量  

110/11/08 2 Arduino+麵包板+5個 
Led來回閃爍 

生 P-IV-5 材料的選用與加工處理。生 P-IV-6 常用的機
具操作與使用。 

Arduino+麵包板+5
個 Led來回閃爍 實作評量  

110/11/29 2 Arduino+麵包板+5個 
Led來回閃爍 

生 P-IV-5 材料的選用與加工處理。生 P-IV-6 常用的機
具操作與使用。 

Arduino+麵包板+5
個 Led來回閃爍 

實作評量  

110/12/20 2 實作霹靂燈、流星燈 生 P-IV-5 材料的選用與加工處理。生 P-IV-6 常用的機
具操作與使用。 實作霹靂燈 實作評量  

110/12/27 2 成果發表 社團成果展示 成果發表 實作評量  

 

111/02/14 2 按鈕控制 led 燈 
生 P-IV-5 材料的選用與加工處理。生 P-IV-6 常用的機
具操作與使用。 按鈕控制 led 燈 實作評量  

111/02/21 2 按鈕控制 led 燈 生 P-IV-5 材料的選用與加工處理。生 P-IV-6 常用的機
具操作與使用。 按鈕控制 led 燈 實作評量  

111/03/07 2 1K可變電阻控制 led 
亮暗程度 

生 P-IV-5 材料的選用與加工處理。生 P-IV-6 常用的機
具操作與使用。 

1K 可變電阻控制
led 亮暗程度 實作評量  

111/03/28 2 1K可變電阻控制 led 
亮暗程度 

生 P-IV-5 材料的選用與加工處理。生 P-IV-6 常用的機
具操作與使用。 

1K 可變電阻控制
led 亮暗程度 實作評量  

111/04/11 2 SG91伺服馬達初體驗 生 P-IV-5 材料的選用與加工處理。生 P-IV-6 常用的機
具操作與使用。 認識 SG91伺服馬達 實作評量  

111/04/18 2 SG91伺服馬達應用 生 P-IV-5 材料的選用與加工處理。生 P-IV-6 常用的機
具操作與使用。 SG91伺服馬達應用 實作評量  

111/04/25 2 1K可變電阻控制伺服
馬達 

生 P-IV-5 材料的選用與加工處理。生 P-IV-6 常用的機
具操作與使用。 

1K 可變電阻控制伺
服馬達旋轉角度 實作評量  

111/05/16 2 1K可變電阻控制伺服
馬達 

生 P-IV-5 材料的選用與加工處理。生 P-IV-6 常用的機
具操作與使用。 

1K 可變電阻控制伺
服馬達旋轉角度 

實作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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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5/23 2 成果發表 社團成果展示 成果發表 實作評量  

 

 

 

 

 

 

 

 

 

 

 

 

臺南市市立南寧高中 110學年度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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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舞龍社 實施年級 國中 3年級 教學節數 第 1學期 18節，第 2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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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體-J-A1 具備體育與健康的知能與態度，展現自我運動與保健潛能，探索人性、自我價值與生命意義，並積極實踐，不輕言放

棄。 
健體-J-C2 具備利他及合群的知能與態度，並在體育活動和健康生活中培育相互合作及與人和諧互動的素養。 

課程目標 
1. 能從練習中學習如何和隊友的相處。 
2. 能藉由舞龍練習表現出身體的協調性。 
3. 能知道自己的肢體發展能力程度，以配合舞龍時不同陣式所需的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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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9/13 2 基本練習 打八字 能依教練指示，正確完成動作 實作練習  

110/09/27 2 基本練習 穿龍、跳龍 能依教練指示，正確完成動作 實作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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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10/18 2 基本練習 穿龍、跳龍 能依教練指示，正確完成動作 實作練習  

110/10/25 2 基本練習 綜合動作練習 能依教練指示，正確完成動作 實作練習  

110/11/01 2 競技動作練習 三金 能依教練指示，正確完成動作 實作練習  

110/11/08 2 競技動作練習 高低棺 能依教練指示，正確完成動作 實作練習  

110/11/29 2 造型 正面龍、參拜 能排出正確的造型 實作練習  

110/12/20 2 舞龍套路 綜合練習 能依序完成套路動作 實作練習  

110/12/27 2 成果發表 成果發表 能演出完整的舞龍套路 實作練習  

111/02/14 2 舞龍套路 綜合練習 能依序完成套路動作 實作練習  

111/02/21 2 競技動作練習 正反跳 能依教練指示，正確完成動作 實作練習  

111/03/07 2 競技動作練習 蜈蚣 能依教練指示，正確完成動作 實作練習  

111/03/28 2 競技動作練習 直躺 能依教練指示，正確完成動作 實作練習  

111/04/11 2 競技動作練習 首尾動作 能依教練指示，正確完成動作 實作練習  

111/04/18 2 舞龍套路 綜合練習 能熟練流暢地完成套路動作 實作練習  

111/04/25 2 舞龍套路 綜合練習 能熟練流暢地完成套路動作，並能降低失誤率 實作練習  

111/05/16 2 舞龍套路 綜合練習 能熟練流暢地完成套路動作，並能降低失誤率 實作練習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新課綱版-社團與技藝類) 

111/05/23 2 成果發表 成果發表 能演出完整的舞龍套路 實作練習  

 

 

 

 

 

 

 

 

 

 

 

 

臺南市市立南寧高中 110學年度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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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閩南語社 實施年級 國中 3年級 教學節數 第 1學期 18節，第 2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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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閩-J-B1 具備運用閩南語文表情達意的能力，並能以同理心與他人溝通互動，以運用於家庭、學校與社區之中。 
閩-J-B3 透過閩南語文進行藝術欣賞，感知音韻之美，了解其中蘊涵的意義，並能體會藝文特色，具備寫作能力。 
閩-J-C2 善用閩南語文，增進溝通協調和群體參與的能力，建立良好的人際關係，並培養相互合作及與人和諧互動的素養。 

課程目標 
1. 能用閩南語說出日常生活中事物。 
2. 能欣賞閩南語作品。 
3. 同學之間在學習中能和樂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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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9/13 2 
課程介紹 

口說練習 
認識閩南語日常單詞 能運用閩南語進行各種事物的描述、解說 實作練習  

110/09/27 2 閩南語賞析及口說練習 
認識閩南語日常單詞 

閩南語歌欣賞 
能運用閩南語進行各種事物的描述、解說 實作練習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新課綱版-社團與技藝類) 

110/10/18 2 閩南語賞析及口說練習 閩南語朗讀文章 能將文字轉換成閩南語讀音 實作練習  

110/10/25 2 閩南語賞析及口說練習 
認識閩南語日常單詞 

閩南語歌欣賞 
能運用閩南語進行各種事物的描述、解說 實作練習  

110/11/01 2 閩南語賞析及口說練習 閩南語朗讀文章 能將文字轉換成閩南語讀音 實作練習  

110/11/08 2 閩南語賞析及口說練習 
認識閩南語日常單詞 

閩南語歌欣賞 
能運用閩南語進行各種事物的描述、解說 實作練習  

110/11/29 2 閩南語賞析及口說練習 閩南語朗讀文章 能將文字轉換成閩南語讀音 實作練習  

110/12/20 2 認識閩南語古詩詞 欣賞古詩吟唱 能辨識音韻高低起伏抑揚頓挫 實作練習  

110/12/27 2 成果發表 成果發表 應用習得口書技能展演 實作練習  

 

 

 

111/02/14 2 閩南語賞析及口說練習 
精熟閩南語日常單詞 

閩南語歌欣賞 

能熟練運用閩南語進行各種事物的描述、解說 

能聆聽並能用閩南語表達準確的閩南語歌曲意涵 
實作練習  

111/02/21 2 閩南語口說練習 閩南語朗讀文章 能熟練的將國語文字轉換成閩南語讀音 實作練習  

111/03/07 2 閩南語口說練習 閩南語朗讀文章 能熟練的將國語文字轉換成閩南語讀音 實作練習  

111/03/28 2 閩南語口說練習 閩南語日常對話練習 能熟練的在同儕間用閩南語口語表達 實作練習  

111/04/11 2 閩南語口說練習 閩南語日常對話練習 能熟練的在同儕間用閩南語口語表達 實作練習  

111/04/18 2 閩南語賞析及口說練習 古詩吟唱 
透過老師示範及反覆練習，能運用已習得的閩南語

詞彙及音韻的抑揚頓挫呈現閩南語古詩詞之優美 
實作練習  

111/04/25 2 閩南語賞析及口說練習 古詩吟唱 
透過老師示範及反覆練習，能運用已習得的閩南語

詞彙及音韻的抑揚頓挫呈現閩南語古詩詞之優美 
實作練習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新課綱版-社團與技藝類) 

111/05/16 2 閩南語賞析及口說練習 古詩吟唱 
能準確的呈現音韻的抑揚頓挫並且流暢的自行完成

一首古詩詞的吟唱 
實作練習  

111/05/23 2 成果發表 成果發表 應用習得口書技能展演 實作練習  

 

 

 

 

 

 

 

 

 

 

 

臺南市市立南寧高中 110學年度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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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熱舞社 實施年級 國中 3年級 教學節數 第 1學期 18節，第 2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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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體-J-A1 具備體育與健康的知能與態度，展現自我運動與保健潛能，探索人性、自我價值與生命意義，並積極實踐，不輕言放

棄。 
健體-J-A3 具備善用體育與健康的資源，以擬定運動與保健計畫，有效執行並發揮主動學習與創新求變的能力。 

課程目標 

1. 培養學生對舞蹈與表演演出之興趣  
2. 激發學生編創舞蹈技能  
3. 提升學生舞蹈技巧與能力  
4. 讓學生參與與提升動態藝術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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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9/13 2 
課程介紹、基礎動作

練習 

說明課程與規定 

暖身舞練習 
能掌控身體各部位的運用 實地練習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新課綱版-社團與技藝類) 

110/09/27 2 律動練習 節奏音感練習 能掌控身體各部位的運用 實地練習  

110/10/18 2 舞碼教學 肢體的協調練習 能掌控身體各部位的運用 實地練習  

110/10/25 2 舞碼教學 基本步伐練習 能掌控身體各部位的運用 實地練習  

110/11/01 2 舞碼教學 步伐及手部動作練習 能掌控身體各部位的運用 實地練習  

110/11/08 2 舞碼教學 搭配音樂進行步伐練習 能掌控身體各部位的運用 實地練習  

110/11/29 2 舞碼教學 搭配音樂進行步伐及手部動作練習 能掌控身體各部位的運用 實地練習  

110/12/20 2 舞曲練習 搭配舞曲進行完整練習 能自主編排發揮創意 實地練習  

110/12/27 2 成果發表 成果發表 能完整展現編排內容 實地練習  

 

111/02/14 2 流行舞蹈 SWALLA 
SWALLA 舞步練習 

搭配舞曲進行完整練習 

1. 能掌控身體各部位的運用 

2. 能完整展現編排內容 
實地練習  

111/02/21 2 流行舞蹈 SWALLA 
SWALLA 舞步練習 

搭配舞曲進行完整練習 

1. 能掌控身體各部位的運用 

2. 能完整展現編排內容 
實地練習  

111/03/07 2 流行舞蹈 SWALLA 
SWALLA 舞步練習 

搭配舞曲進行完整練習 

1. 能掌控身體各部位的運用 

2. 能完整展現編排內容 
實地練習  

111/03/28 2 流行舞蹈 SWALLA 
SWALLA 舞步練習 

搭配舞曲進行完整練習 

1. 能掌控身體各部位的運用 

2. 能完整展現編排內容 
實地練習  

111/04/11 2 流行舞蹈 BTS-gogo 
BTS-gogo舞步練習 

搭配舞曲進行完整練習 

1. 能掌控身體各部位的運用 

2. 能完整展現編排內容 
實地練習  

111/04/18 2 流行舞蹈 BTS-gogo 
BTS-gogo舞步練習 

搭配舞曲進行完整練習 

1. 能掌控身體各部位的運用 

2. 能完整展現編排內容 
實地練習  

111/04/25 2 流行舞蹈 BTS-gogo 
BTS-gogo舞步練習 

搭配舞曲進行完整練習 

1. 能掌控身體各部位的運用 

2. 能完整展現編排內容 
實地練習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新課綱版-社團與技藝類) 

111/05/16 2 流行舞蹈 BTS-gogo 
BTS-gogo舞步練習 

搭配舞曲進行完整練習 

1. 能掌控身體各部位的運用 

2. 能完整展現編排內容 
實地練習  

111/05/23 2 成果發表 成果發表 能完整展現編排內容 實地練習  

 

 

 

 

 

 

 

 

 

 

 

 

臺南市市立南寧高中 110學年度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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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戰鼓社 實施年級 國中 3年級 

教

學

節

數 

第 1學期 18節，第 2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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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體-J-C2 具備利他及合群 的知能與態度，並 在體育活動和健 康生活中培育相 互合作及與人和 諧互動的素養。 

健體-J-B3 具備審美與表現 的能力，了解運動 與健康在美學上 的特質與表現方 式，以增進生活中 的豐富性與美感 體驗。 

課程目標 

1. 培養本校學生學會一項藝術技能，增加學生運動社團數，延續發揚傳統民間技藝。 

2. 結合社區力量，發展學校特色，提升學區學子的競爭力。 

3. 發展學生的多元智慧，提高學生自主學習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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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新課綱版-社團與技藝類) 

(評量方

式) 

110/09/13 2 基本練習 戰鼓起源、鼓棒的使用 
透過老師示範及反覆練習，熟練打鼓動作、戰鼓節奏

及技巧。 
實地練習  

110/09/27 2 基本練習 基本節奏/重音練習 
透過老師示範及反覆練習，熟練打鼓動作、戰鼓節

奏及技巧。 
實地練習  

110/10/18 2 鼓點練習 
1.八分音符練習 

2.第一套 

透過老師示範及反覆練習，熟練打鼓動作、戰鼓節

奏及技巧，並能完成個人及團體連貫動作 
實地練習  

110/10/25 2 鼓點練習 
1.切分音節奏練習 

2.第一套 

透過老師示範及反覆練習，熟練打鼓動作、戰鼓節

奏及技巧。 
實地練習  

110/11/01 2 鼓點練習 
1.八分音符/十六分音符練習 

2.第一套 

透過老師示範及反覆練習，熟練打鼓動作、戰鼓節

奏及技巧。 
實地練習  

110/11/08 2 戰鼓鼓曲 
1.第一套背譜 

2.第一套鑼鈸點 

透過老師示範及反覆練習，熟練打鼓動作、戰鼓節

奏及技巧，並能完成個人及團體連貫動作 
實地練習  

110/11/29 2 戰鼓鼓曲 
1.第一套複習 

2.第二套 

透過老師示範及反覆練習，熟練打鼓動作、戰鼓節

奏及技巧。 
實地練習  

110/12/20 2 戰鼓鼓曲 
1.第一套複習 

2.第二套 

透過老師示範及反覆練習，熟練打鼓動作、戰鼓節

奏及技巧。 
實地練習  

110/12/27 2 成果發表 成果發表 能完整流暢地演出鼓曲 實地練習  

111/02/14 2 戰鼓鼓曲 
1.第二套複習 

2.第三套 

透過老師示範及反覆練習，熟練打鼓動作、戰鼓節

奏及技巧。 
實地練習  

111/02/21 2 戰鼓鼓曲 
1.第二套複習 

2.第三套 

透過老師示範及反覆練習，熟練打鼓動作、戰鼓節

奏及技巧。 
實地練習  

111/03/07 2 戰鼓鼓曲 
1.第三套複習 

2.謝鼓 

透過老師示範及反覆練習，熟練打鼓動作、戰鼓節奏
及技巧，並能完成個人及團體連貫動作 

實地練習  

111/03/28 2 戰鼓鼓曲 賽會第一段:操練 
透過老師示範及反覆練習，熟練打鼓動作、戰鼓節奏
及技巧，並能完成個人及團體連貫動作 

實地練習  

111/04/11 2 戰鼓鼓曲 賽會第一段:操練 
透過老師示範及反覆練習，熟練打鼓動作、戰鼓節

奏及技巧。 
實地練習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新課綱版-社團與技藝類) 

111/04/18 2 戰鼓鼓曲 賽會第一段:操練 
透過老師示範及反覆練習，熟練打鼓動作、戰鼓節

奏及技巧。 
實地練習  

111/04/25 2 戰鼓鼓曲 
1.賽會第一段:操練 

2.鑼鈸練習 

透過老師示範及反覆練習，熟練打鼓動作、戰鼓節

奏及技巧。 
實地練習  

111/05/16 2 戰鼓鼓曲 
1.賽會第一段:操練 

2.鑼鈸練習 

透過老師示範及反覆練習，熟練打鼓動作、戰鼓節

奏及技巧。 
實地練習  

111/05/23 2 成果發表 成果發表 能完整流暢地演出鼓曲 實地練習  

 

 

 

 

 

 

 

 

臺南市市立南寧高中 110學年度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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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帶式橄欖球 實施年級 國中 3年級 教學節數 第 1學期 18節，第 2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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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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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學習團隊合作 

2. 瞭解帶式橄欖球規則 

3. 瞭解帶式橄欖球比賽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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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9/13 2 球賽規則 課程與規則說明，熱身，傳接球練習 
瞭解帶式橄欖球規則 
橄欖球持球、傳球、接球 球場實地演練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新課綱版-社團與技藝類) 

110/09/27 2 傳接球、跑位練習 傳接球練習、跑位練習 橄欖球持球→向後傳球→接球
→傳球後的跑位 球場實地演練  

110/10/18 2 傳接球、跑位練習 傳接球練習、戰術跑位練習 持球→向後傳球→接球→跑位 
傳球→跑位 球場實地演練  

110/10/25 2 傳接球、跑位、攻守
練習 傳接球練習、戰術跑位練習、攻守練習 

持球→向後傳球→接球→跑位 
傳球→跑位 
2VS1攻守練習 

球場實地演練  

110/11/01 2 傳接球、跑位、攻守
練習 傳接球練習、戰術跑位練習、攻守練習 

持球→向後傳球→接球→跑位 
傳球→跑位 
2VS2攻守練習 

球場實地演練  

110/11/08 2 
傳接球、跑位、攻守

練習 傳接球練習、戰術跑位練習、攻守練習 
持球→向後傳球→接球→跑位 
傳球→跑位 
3VS2攻守練習 

球場實地演練  

110/11/29 2 傳接球、跑位、攻守
練習 傳接球練習、戰術跑位練習、攻守練習 

持球→向後傳球→接球→跑位 
傳球→跑位 
3VS3攻守練習 

球場實地演練  

110/12/20 2 傳接球、跑位、攻守
練習 傳接球練習、戰術跑位練習、攻守練習 

持球→向後傳球→接球→跑位 
傳球→跑位 
4VS3攻守練習 

球場實地演練  

110/12/27 2 分組比賽 傳接球練習、分組比賽 分組比賽 球場實地演練  

111/02/14 2 分組比賽 傳接球練習、分組比賽 
透過團隊合作在球賽中能運用
以習得技能選擇或制定出有效
的得分策略 

球場實地演練  

111/02/21 2 傳接球、跑位練習 傳接球練習、跑位練習 能精熟跑位動作並能降低傳接
球失誤率 球場實地演練  

111/03/07 2 分組比賽 傳接球練習、分組比賽 
透過團隊合作在球賽中能運用
以習得技能選擇或制定出有效
的得分策略 

球場實地演練  

111/03/28 2 傳接球、跑位練習 傳接球練習、跑位練習 
能精熟跑位動作並能降低傳接
球失誤率 球場實地演練  

111/04/11 2 分組比賽 傳接球練習、分組比賽 
透過團隊合作在球賽中能運用
以習得技能選擇或制定出有效
的得分策略 

球場實地演練  

111/04/18 2 攻守練習 2VS1 攻守練習 能反覆練習攻守方各要領 球場實地演練  

111/04/25 2 分組比賽 傳接球練習、分組比賽 
透過團隊合作在球賽中能運用
以習得技能選擇或制定出有效
的得分策略 

球場實地演練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新課綱版-社團與技藝類) 

111/05/16 2 攻守練習 2VS1 攻守練習 能反覆練習攻守方各要領 球場實地演練  

111/05/23 2 分組比賽 傳接球練習、分組比賽 
透過團隊合作在球賽中能運用
以習得技能選擇或制定出有效
的得分策略 

球場實地演練  

 

 

 

 

 

 

 

 

 

 

 

 

臺南市市立南寧高中 110學年度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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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魔術社 實施年級 國中 3年級 教學節數 第 1學期 18節，第 2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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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 嘗試規劃與執行藝術活動，因應情境需求發揮創意。 
綜-J-C2 運用合宜的人際互動技巧，經營良好的人際關係，發揮正向影響力，培養利他與合群的態度，提升團隊效能，達成共同目

標。 

課程目標 
訓練學生們溝通表達力、良好的幽默感、促進人際關係、組織與邏輯力、激發創造力及想像力、耐心及專注力、並且從觀眾的掌聲
及驚嘆聲中建立自信與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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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9/13 2 基礎魔術介紹與認知 魔術演繹方式與類別介紹 分辨舞台魔術、近距離魔術、沿桌魔術等 隨堂抽問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新課綱版-社團與技藝類) 

110/09/27 2 撲克牌魔術 
基本撲克牌手法與道具運

用 
基本持牌、洗牌法，撲克道具運用  隨堂抽問  

110/10/18 2 科學魔術 
運用科學原理以魔術演繹

方式呈現 
認識 CO2、虎克定律、磁鐵特性 益智問答、個人競賽  

110/10/25 2 期中社團評量 學生獨力完成魔術演藝 掌握學生學習進度與狀況 個人表演考試評量  

110/11/01 2 硬幣魔術 基本硬幣技巧與操作 基本單幣消失與出現，硬幣結合撲克牌 隨堂抽問  

110/11/08 2 生活魔術 橡皮筋魔術、吸管魔術等 利用生活中隨手可得小物即可表演 隨堂抽問  

110/11/29 2 舞台魔術 中大型互動及舞台魔術 練習期末社團成果發表會演出 隨堂抽問  

110/12/20 2 DIY魔術 基礎魔術道具製作 
市面上魔術道具改良與應用、簡易魔術道

具製作 
隨堂抽問  

110/12/27 2 期末評量與總複習 本學期課總複習 
融會貫通、自由發揮改變傳統魔術技巧與

流程 
個人表演考試評量  

111/02/14 2 脫逃 哪裡跑 
1. 紙牌穿透技巧  
2. 牌入牌盒(吸 A大法)  
3. 衛生紙消失的秘密 

熟悉魔術技巧，並能加以精熟 隨堂抽問  

111/02/21 2 脫逃 哪裡跑 
1. 紙牌穿透技巧  
2. 牌入牌盒(吸 A大法)  
3. 衛生紙消失的秘密 

熟悉魔術技巧，並能加以精熟 隨堂抽問  

111/03/07 2 脫逃 哪裡跑 
1. 紙牌穿透技巧  
2. 牌入牌盒(吸 A大法)  
3. 衛生紙消失的秘密 

能應用及綜合以習得之魔術技巧，組合編
排並在同學前成功展示 隨堂抽問  

111/03/28 2 期中社團評量 學生獨力完成魔術演藝 
能應用及綜合以習得之魔術技巧，組合編
排並在同學前成功展示 個人表演考試評量  

111/04/11 2 紙牌進階 
1. 雜牌變 A4 
2. 瞬間變形牌 
3. 老 K 魔毯 

熟悉魔術技巧，並能加以精熟 隨堂抽問  

111/04/18 2 紙牌進階 
1. 雜牌變 A4 
2. 瞬間變形牌 
3. 老 K 魔毯 

能應用及綜合以習得之魔術技巧，組合編
排並在同學前成功展示 隨堂抽問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新課綱版-社團與技藝類) 

111/04/25 2 骰出自我 
1. 骰子感應 
2. 賭神骰 

熟悉魔術技巧，並能加以精熟 隨堂抽問  

111/05/16 2 骰出自我 
1. 骰子感應 
2. 賭神骰 

能應用及綜合以習得之魔術技巧，組合編
排並在同學前成功展示 隨堂抽問  

111/05/23 2 成果發表 成果發表 
能應用及綜合以習得之魔術技巧，組合編
排並在同學前成功展示 個人表演考試評量  

 

 

 

 

 

 

 

 

 

 

 

臺南市市立南寧高中 110學年度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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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軟式網球社 實施年級 國中 3年級 教學節數 第 1學期 18 節，第 2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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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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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學習團隊合作 
2. 瞭解軟式網球規則 
3. 瞭解軟式網球比賽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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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9/13 2 認識軟網 軟網知識的介紹 介紹軟網的特徵、發展 球場實地演練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新課綱版-社團與技藝類) 

110/09/27 2 入門動作訓練 基本動作 揮拍練習 球場實地演練  

110/10/18 2 入門動作訓練 擊、打練習 正反拍定點擊球 球場實地演練  

110/10/25 2 入門動作訓練 擊、打練習 正反拍餵球打擊 球場實地演練  

110/11/01 2 入門動作訓練 擊、打練習 正反拍長距離餵球打擊 球場實地演練  

110/11/08 2 入門動作訓練 擊、打練習 指定地點擊球練習 球場實地演練  

110/11/29 2 發球練習 發球法 平擊、低手、低切發球法 球場實地演練  

110/12/20 2 發球練習 發球法 平擊、低手、低切發球法 球場實地演練  

110/12/27 2 期末展現 期末展現 期末展現 球場實地演練  

 

111/02/14 2 發球練習 發球法 上旋發球 球場實地演練  

111/02/21 2 發球練習 發球法 複習各式發球法 球場實地演練  

111/03/07 2 網前截擊 網前截擊練習 左右截擊、步法練習 球場實地演練  

111/03/28 2 網前截擊 網前截擊練習 左右截擊、步法練習 球場實地演練  

111/04/11 2 高壓殺球 高壓殺球練習 高壓殺球握拍、步法 球場實地演練  

111/04/18 2 綜合練習 綜合練習 進行對打練習 球場實地演練  

111/04/25 2 綜合練習 綜合練習 進行對打練習 球場實地演練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新課綱版-社團與技藝類) 

111/05/16 2 綜合練習 綜合練習 進行雙打練習 球場實地演練  

111/05/23 2 綜合練習 綜合練習 進行雙打練習 球場實地演練  

 

 

 

 

 

 

 

 

 

 

 

 

 

臺南市市立南寧高中 110學年度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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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學研究社 實施年級 國中 3年級 教學節數 第 1學期 18節，第 2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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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J-A1 能應用科學知 識、方法與態度 於日常生活當 中 
自-J-A2 能將所習得的科 學知識，連結到 自己觀察到的自 然現象及實驗數 據，學習自我或 團體探索證據、 回應多元觀

點， 並能對問題、方 法、資訊或數據 
自-J-A3 具備從日常生活 經驗中找出問 題，並能根據問 題特性、資源等 因素，善用生活 週遭的物品、器 材儀器、科技

設 備及資源，規劃 自然科學探究活 動。 

課程目標 
1. 藉由實作課程激起學生對自然科學的興趣 
2. 藉由實作課程能夠使學生從中體悟學方法的過程 
3. 提升國中自然科目的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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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新課綱版-社團與技藝類) 

110/09/13 2 進入實驗室 
1. 介紹實驗室的配置 
2. 宣達安全守則及注意事項 
3. 器材名稱介紹 

了解科學方法 
熟悉化學計量 

實作練習  

110/09/27 2 化學計量 
1. 莫耳數計算  
2. 重量百分率濃度計算 
3. 體積莫耳濃度計算 

了解科學方法 
熟悉化學計量 

實作練習  

110/10/18 2 化學計量 
1. 莫耳數計算  
2. 重量百分率濃度計算 
3. 體積莫耳濃度計算 

了解科學方法 
熟悉化學計量 

實作練習  

110/10/25 2 化學計量 
1. 莫耳數計算  
2. 重量百分率濃度計算 
3. 體積莫耳濃度計算 

了解科學方法 
熟悉化學計量 

實作練習  

110/11/01 2 滴定實驗理論 
1. 滴定實驗的意義與應用 
2. 滴定實驗的注意事項 
3. 滴定實驗的操作技巧 

了解科學方法 
熟悉化學計量 

實作練習  

110/11/08 2 酸鹼滴定實驗入門 
1. 滴定實驗的操作技巧  
2. 實驗結果的判讀 
3. 實驗數據的計算 

了解科學方法 
熟悉化學計量 

實作練習  

110/11/29 2 酸鹼滴定實驗進階 
1. 滴定實驗的操作技巧  
2. 實驗結果的判讀 
3. 實驗數據的計算 

了解科學方法 
熟悉化學計量 

實作練習  

110/12/20 2 氧化還原反應理論 
1. 滴定實驗的操作技巧  
2. 實驗結果的判讀 
3. 實驗數據的計算 

了解科學方法 
熟悉化學計量 

實作練習  

110/12/27 2 
氧化還原滴定實驗入

門 

1. 滴定實驗的操作技巧  
2. 實驗結果的判讀 
3. 實驗數據的計算 

了解科學方法 
熟悉化學計量 

實作練習  

111/02/14 2 氧化還原滴定實驗進
階 

1. 滴定實驗的操作技巧  
2. 實驗結果的判讀 
3. 實驗數據的計算 

了解科學方法 
熟悉化學計量 

實作練習  

111/02/21 2 電解理論 1. 電解水的理論  
2. 電解水的裝置 

了解科學方法 
熟悉化學計量 

實作練習  

111/03/07 2 電池理論 1. 電解氯化鈉水溶液的理論 
2. 電解熔融態氯化鈉的理論  

了解科學方法 
熟悉化學計量 

實作練習  

111/03/28 2 氫燃料電池 1. 如何產生氫燃料 
2. 如何製成電池 

了解科學方法 
熟悉化學計量 

實作練習  

111/04/11 2 氫燃料電池 1. 如何產生氫燃料 
2. 如何製成電池 

了解科學方法 
熟悉化學計量 

實作練習  

111/04/18 2 酵素與催化劑 1. 酵素的基本概論 
2. 催化劑的基本理論 

了解科學方法 
熟悉化學計量 

實作練習  

111/04/25 2 酵素實驗入門 1. 反應速率測量 
2. 影響催化效果的因素探討 

了解科學方法 
熟悉化學計量 

實作練習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新課綱版-社團與技藝類) 

111/05/16 2 催化劑實驗入門 1. 反應速率測量 
2. 影響催化效果的因素探討 

了解科學方法 
熟悉化學計量 

實作練習  

111/05/23 2 綜合討論 1. 分享實驗過程的經驗 
2. 實驗技巧的改善方法 

了解科學方法 
熟悉化學計量 

實作練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