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新課綱版-社團與技藝類) 

國立南科國際實驗高級中學 110學年度第一、二學期 7～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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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熱舞社 20 是■  否□ 
□每週【  】節 

■隔週【2 】節 

2 網球社 20 是■  否□ 
□每週【  】節 

■隔週【2 】節 

3 動漫文化研究社 20 是■  否□ 
□每週【  】節 

■隔週【2 】節 

4 管樂團 A 20 是□  否■ 
□每週【  】節 

■隔週【2 】節 

5 桌球社 20 是■  否□ 
□每週【  】節 

■隔週【2 】節 

6 童軍社 20 是■  否□ 
□每週【  】節 

■隔週【2 】節 

7 樂高 maker 20 是■  否□ 
□每週【  】節 

■隔週【2 】節 

8 浪漫下午茶社 20 是■  否□ 
□每週【  】節 

■隔週【2 】節 

9 流行飲料社 20 是■  否□ 
□每週【  】節 

■隔週【2 】節 

10 桌遊社 20 是■  否□ 
□每週【  】節 

■隔週【2 】節 

11 魔術社 20 是■  否□ 
□每週【  】節 

■隔週【2 】節 

12 閱讀行者 20 是■  否□ 
□每週【  】節 

■隔週【2 】節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新課綱版-社團與技藝類) 

13 中級排球班 20 是■  否□ 
□每週【  】節 

■隔週【2 】節 

14 國中籃球社 20 是■  否□ 
□每週【  】節 

■隔週【2 】節 

15 管樂團 B 20 是□  否■ 
□每週【  】節 

■隔週【2 】節 

16 合唱團 A 20 是□  否■ 
□每週【  】節 

■隔週【2 】節 

17 合唱團 B 20 是□  否■ 
□每週【  】節 

■隔週【2 】節 

18 就是愛漆彈 20 是■  否□ 
□每週【  】節 

■隔週【2 】節 

19 田徑社 20 是■  否□ 
□每週【  】節 

■隔週【2 】節 

20 撒奇萊雅族社 20 是■  否□ 
□每週【  】節 

■隔週【2 】節 

21 南科 WAWA 康輔社 20 是■  否□ 
□每週【  】節 

■隔週【2 】節 

22 電影欣賞討論 A 20 是□  否■ 
□每週【  】節 

■隔週【2 】節 

23 排球進階班 20 是□  否■ 
□每週【  】節 

■隔週【2 】節 

24 羽球社 20 是□  否■ 
□每週【  】節 

■隔週【2 】節 

25 照起來 20 是□  否■ 
□每週【  】節 

■隔週【2 】節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新課綱版-社團與技藝類) 

26 電影文學社 20 是□  否■ 
□每週【  】節 

■隔週【2 】節 

27 電影欣賞討論 B 20 是□  否■ 
□每週【  】節 

■隔週【2 】節 

28 影視與人生研究社 20 是□  否■ 
□每週【  】節 

■隔週【2 】節 

29 故事達人 20 是□  否■ 
□每週【  】節 

■隔週【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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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熱舞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新課綱版-社團與技藝類) 

國立南科國際實驗高級中學 110學年度第一學期七、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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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球 實施年級 七、八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 16 )節 社團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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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 身心素質與自我精進 ■A2 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A3 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1 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2 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B3 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1 道德實踐與公民意識  ■C2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C3 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課程目標 精進網球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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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15 2 網球基礎動作-基礎發力 

底線擊球基礎訓練-

發力模式與身體核心

控制 

學習網球運動發力原理

並能作到 
擊球測驗  

09/22 2 網球基礎動作-底線擊球 

底線定點擊球訓練 -

控制擊球深度與擊球

控點 

精進底線擊球能力 擊球測驗  

10/12 2 網球基礎動作-底線擊球 
底線擊球左右跑位訓

練-左右移動步伐 
精進底線擊球能力 擊球測驗  

10/26 2 網球基礎動作-底線擊球 
底線擊球前後跑位訓

練-前後移動步伐 
精進底線擊球能力 擊球測驗  

11/03 2 網球基礎動作-底線擊球 

底線擊球旋轉訓練 -

上旋擊球、平擊擊

球、切球 

精進底線擊球能力 擊球測驗  

11/10 2 網球基礎動作-中場攻擊 
中場擊球訓練 -短球

擊球與中場高球擊球 
精進中場擊球能力 擊球測驗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新課綱版-社團與技藝類) 

12/07 2 網球基礎動作-網前擊球 

網前截擊與扣殺訓練

-截擊基本動作強化

與扣殺 

精進網前擊球能力 擊球測驗  

12/21 2 
網球基礎動作-發球、接

發球 

發球與接發球訓練 -

平擊發球、側旋發

球、上旋發球 

精進發球、接發球擊球

能力 
擊球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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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南科國際實驗高級中學 110學年度第二學期七、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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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球 實施年級 七、八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  16  )節 社團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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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 身心素質與自我精進 ■A2 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A3 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1 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2 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B3 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1 道德實踐與公民意識  ■C2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C3 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課程目標 精進網球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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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15 2 網球基礎動作-基礎發力 

底線擊球基礎訓練-

發力模式與身體核心

控制 

了解網球運動發力原理

並能作到 
擊球測驗  

03/22 2 網球基礎動作-底線擊球 

底線定點擊球訓練 -

控制擊球深度與擊球

控點 

精進底線擊球能力 擊球測驗  

04/12 2 網球基礎動作-底線擊球 
底線擊球左右跑位訓

練-左右移動步伐 
精進底線擊球能力 擊球測驗  

04/26 2 網球基礎動作-底線擊球 
底線擊球前後跑位訓

練-前後移動步伐 
精進底線擊球能力 擊球測驗  

05/03 2 網球基礎動作-底線擊球 

底線擊球旋轉訓練 -

上旋擊球、平擊擊

球、切球 

精進底線擊球能力 擊球測驗  

05/10 2 網球基礎動作-中場攻擊 
中場擊球訓練 -短球

擊球與中場高球擊球 
精進中場擊球能力 擊球測驗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新課綱版-社團與技藝類) 

06/07 2 網球基礎動作-網前擊球 

網前截擊與扣殺訓練

-截擊基本動作強化

與扣殺 

精進網前擊球能力 擊球測驗  

06/21 2 
網球基礎動作-發球、接

發球 

發球與接發球訓練 -

平擊發球、側旋發

球、上旋發球 

精進發球、接發球擊球

能力 
擊球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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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立新市區南科實驗國民中(小)學 110學年度第一、二學期七、八年級彈性學習課程計畫 

社團活動或技藝課程名稱 動漫文化研究社 實施年級 七、八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 20    )節 社團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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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加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跟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及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課程目標 1.繪圖技巧學習與利用。 2.深入研究異國文化暨二次元圖面世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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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週  1  選社時間  
上社團系統選修社團  

認識學校開設的社團  上社團系統選修社團   

第 3週  1      團隊認識 
動 Ab-IV-1  

宣布社團幹部 

成員介紹 
互動方式認識學員   

第 4-5 週  2  
基礎人臉繪製 

  動 Ab-IV-2  
1.五官比例配置 

2.臉型與角度 
以手繪方式呈現   

第 6-7 週  2  
人物表情刻劃  

  動 Ab-IV-2  情感人物如何表達 以手繪方式呈現   

第 8週  1  定評周  
學員課業閱讀與複習  

學員課業閱讀與複習 學員課業閱讀與複習  

  第 9-10 週 2 角色扮演入門 

動 Ab-IV-2 針對日本興起 Cosplay

文化活動做解說，並規

劃出實施所需技巧與設

備做探討。 

學員互相提問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新課綱版-社團與技藝類) 

第 11-12 週 2 動漫畫賞析 
動 Ab-IV-2 

動漫畫賞析 心得報告  

第 13-14 週 2 漫畫人物繪製-Trunk 
動 Ab-IV-3 

漫畫人物繪製 手繪圖稿提交  

第 15週 1 定評周 
學員課業閱讀與複習  學員課業閱讀與複習  學員課業閱讀與複習  

 

第 16-17 週 2 
社刊與園遊會活動討

論 

動 Ab-IV-2 
製作社刊與創作文案 圖文紙稿呈現  

第 18-19 週 2 
社刊與園遊會活動討

論 

動 Ab-IV-2 
製作社刊與創作文案 圖文紙稿呈現  

第 20-21 週 2 定評周 
學員課業閱讀與複習 

學員課業閱讀與複習 學員課業閱讀與複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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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新課綱版-社團與技藝類) 

管樂團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新課綱版-社團與技藝類) 

桌球社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新課綱版-社團與技藝類) 

國立南科國際實驗高級中學 110學年度第一學期七、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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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八年級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 20 )節 社團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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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 身心素質與自我精進 □A2 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A3 規劃執行與創新應變 □B1 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2 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B3 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1 道德實踐與公民意識  □C2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C3 多元文化與國際理解 

課程目標 

1.學習童軍知識、技能和精神，發展做事才能，達到知行合一的功能。 

2.實踐童軍諾言、規律、銘言，發展活潑進取、修己善群、負責盡職的美德。 

3.從事正當休閒活動，親近自然，增進身心的健全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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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週至 4週 4 童軍精神 

1.諾言、規律、銘言 

2.小隊制度 

3.童軍禮節 

4.隊形及手號操法 

5.童軍運動的起源與歷史 

學習童軍知識和精神。 口語評量  

第 5週至 16 週 12 童軍技能與考驗 

1.童軍訓練的類別 

2.觀察與追蹤記號 

3.初級繩結 

4.野外炊事 

5.刀斧鋸使用 

6.露營技能—搭帳 

從事正當休閒活動，親近自

然，增進身心健全發展。 

口語評量 

實作評量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新課綱版-社團與技藝類) 

第 17 週至 20週 4 童軍服務 

1.家庭服務 

2.班級服務 

3.校園服務 

實踐童軍諾言、規律、銘言，

建立服務人生觀。 

實作評量 

高層次紙筆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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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南科國際實驗高級中學 110學年度第二學期七、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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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八年級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 20 )節 
社團編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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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 身心素質與自我精進 □A2 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A3 規劃執行與創新應變 □B1 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2 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B3 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1 道德實踐與公民意識  □C2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C3 多元文化與國際理解 

課程目標 

1.學習童軍知識、技能和精神，發展做事才能，達到知行合一的功能。 

2.實踐童軍諾言、規律、銘言，發展活潑進取、修己善群、負責盡職的美德。 

3.從事正當休閒活動，親近自然，增進身心的健全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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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週至 4週 4 童軍精神 

1.積極參與小隊事務 

2.熱心參與班級及學校活

動，發揚榮譽精神 

學習童軍知識和精神。 口語評量  

第 5週至 16 週 12 童軍技能與考驗 

1.旅行的知識與技能 

2.方位、指北針的運用 

3.中級繩結 

4.現代爐具的使用 

5.有毒動植物的辨識 

6.野外急救與搬運 

從事正當休閒活動，親近自然，

增進身心的健全發展。 

口語評量 

實作評量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新課綱版-社團與技藝類) 

第 17 週至 20週 4 童軍服務 
1.校園服務 

2.社區服務 

實踐童軍諾言、規律、銘言，建

立服務人生觀。 

實作評量 

高層次紙筆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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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樂高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新課綱版-社團與技藝類) 

臺南市公立新市區南科國際實驗高級中學國中部 110學年度第 1~2 學期 7-9 年級彈性學習課程計畫 

社團活動或技藝課程名稱 浪漫下午茶社 實施年級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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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 身心素質與自我精進  □A2 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A3 規劃執行與創新應變  □B1 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2 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B3 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1 道德實踐與公民意識  C2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C3 多元文化與國際理解 

課程目標 1.探索日常生活常用之烹調器具與方法。 2.善用資源與創意，製作衛生、安全、營養及環保的餐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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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週 2 香鬆起酥派 家 Ab-IV-2 

乳酪+香鬆+派皮 

烘製成酥餅 

現場食材成品烤製  

第三、四週 2 

酥脆薯條 

花生厚片吐司 
家 Ab-IV-2 

薯條烘烤成酥脆 

吐司塗抹醬烤熱 

現場食材成品烤製  

第五、六週 2 

檸檬可樂 

微甜粉紅特調 

家 Ab-IV-2 

檸檬及可樂調製成飲品 

紅石榴汁+雪檸檬調製成飲品 

現場飲料成品調製  

第七、八週 2 冬瓜檸檬汁 家 Ab-IV-2 冬瓜汁+檸檬調製成飲品 現場飲料成品調製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新課綱版-社團與技藝類) 

雪莉櫻桃汁 櫻桃汁+檸檬調製成飲品 

第九、十週 2 

清涼仙草茶 

草莓晶凍 

家 Ab-IV-2 

仙草汁+薄荷調製成飲品 

草莓汁+海藻粉調製成飲品 

現場飲料成品調製  

第十一、十二週 2 

北極冰咖啡 

哈密瓜雪酪 

家 Ab-IV-2 

藍莓+咖啡調製成飲品 

哈密瓜汁+煉乳調製成飲品 

現場飲料成品調製  

第十三、十四週 2 

芝麻黑聖代 

純粹奶酪 

家 Ab-IV-2 

芝麻粉+奶精調製成飲品 

全脂牛乳+海藻粉調製成飲品 

現場飲料成品調製  

第十五、十六週 2 

甜菊茉莉花綠茶 

黑糖金桔飲 

家 Ab-IV-2 

甜菊+綠茶調製成飲品 

金桔汁+糖蜜調製成飲品 

現場飲料成品調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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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新課綱版-社團與技藝類) 

臺南市公立新市區南科國際實驗高級中學國中部 110學年度第 1~2 學期 7-9 年級彈性學習課程計畫 

社團活動或技藝課程名稱 流行飲料社 實施年級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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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 身心素質與自我精進  □A2 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A3 規劃執行與創新應變  □B1 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2 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B3 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1 道德實踐與公民意識  C2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C3 多元文化與國際理解 

課程目標 1.探索日常生活常用之烹調器具與方法。 2.善用資源與創意，製作衛生、安全、營養及環保的餐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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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週 2 

榛果奶露 

可可粒冰脆 
家 Ab-IV-2 

榛果汁+奶精調製成飲品 

巧克力塊+奶精調製成飲品 

現場飲料成品調製  

第三、四週 2 

藍柑橘柳橙 

香檳葡萄汁 
家 Ab-IV-2 

柑橘汁+柳橙調製成飲品 

葡萄汁+萊姆汁調製成飲品 

現場飲料成品調製  

第五、六週 2 

檸檬可樂 

微甜粉紅特調 

家 Ab-IV-2 

檸檬及可樂調製成飲品 

紅石榴汁+雪檸檬調製成飲品 

現場飲料成品調製  

第七、八週 2 冬瓜檸檬汁 家 Ab-IV-2 冬瓜汁+檸檬調製成飲品 現場飲料成品調製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新課綱版-社團與技藝類) 

雪莉櫻桃汁 櫻桃汁+檸檬調製成飲品 

第九、十週 2 

清涼仙草茶 

草莓晶凍 

家 Ab-IV-2 

仙草汁+薄荷調製成飲品 

草莓汁+海藻粉調製成飲品 

現場飲料成品調製  

第十一、十二週 2 

北極冰咖啡 

哈密瓜雪酪 

家 Ab-IV-2 

藍莓+咖啡調製成飲品 

哈密瓜汁+煉乳調製成飲品 

現場飲料成品調製  

第十三、十四週 2 

芝麻黑聖代 

純粹奶酪 

家 Ab-IV-2 

芝麻粉+奶精調製成飲品 

全脂牛乳+海藻粉調製成飲品 

現場飲料成品調製  

第十五、十六週 2 

甜菊茉莉花綠茶 

黑糖金桔飲 

家 Ab-IV-2 

甜菊+綠茶調製成飲品 

金桔汁+糖蜜調製成飲品 

現場飲料成品調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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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新課綱版-社團與技藝類) 

桌遊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新課綱版-社團與技藝類) 

魔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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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新市區南科國民中學 110學年度第一學期七、八年級彈性學習課程計畫 

社團活動或技藝課程名稱 閱讀行者社 實施年級 7、8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  20   )節 社團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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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2 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B2 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C2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課程目標 
1.透過欣賞各類文本，培養思辨的能力，並能反思內容主題，應用於日常生活中，有效處理問題。 2 表情達意，增
進閱讀理解，並能傾聽他人的需求，理解他人的觀點，達到良性的人我溝通及互動。3.運用科技、資訊，進行檢所、
統整、解釋、省思。4.與他人合作學習，增進溝通、包容能力，建立友善的人際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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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週 2 破冰 

成員互相介紹、認識

他人遊戲、介紹本學

期課程 

藉由介紹夥伴，讓來自

不同班級的社團成員們

認識彼此。 

口頭介紹發表  

第四週 2 老師，您好！ 

國Bb-IV-1 自我及人

際交流的感受。 

國Cc-IV-1 各類文本

中的藝術、信仰、思

想等文化內涵。 

欣賞老師的優點並懂得

感恩 
討論分享、卡片製作  

第六週 2 老師，您好！ 

國Ad-IV-1 篇章的主

旨、結構、寓意與分

析。 

國Bb-IV-1 自我及人

際交流的感受。 

國Cc-IV-1 各類文本

中的藝術、信仰、思

了解偏鄉資源缺乏，透

過老師的付出，小學校

也能出頭天 

討論分享、學習單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新課綱版-社團與技藝類) 

想等文化內涵。 

第八週 2 何以解憂？唯有閱讀 

國 Ad-IV-2 新詩、現
代散文、現代小說、
劇本。 

國 Ba-IV-1 順敘、倒
敘、插敘與補敘法。 

國Ba-IV-2 各種描寫
的作用及呈現的效
果。 

國Cb-IV-1 各類文本

中的親屬關係、道德

倫理、儀式風俗、典

章制度等文化內涵。 

透過解憂雜貨店，培養

閱讀興趣進而增進閱讀

理解能力 

靜讀、問題討論 閱讀素養 

第十週 2 何以解憂？唯有閱讀 

國 Ad-IV-2 新詩、現
代散文、現代小說、
劇本。 

國 Ba-IV-1 順敘、倒
敘、插敘與補敘法。 

國Ba-IV-2 各種描寫
的作用及呈現的效
果。 

國Cb-IV-1 各類文本

中的親屬關係、道德

倫理、儀式風俗、典

章制度等文化內涵。 

閱讀文本後，欣賞電

影，比較連續文本與非

連續文本。 

討論分享、學習單 閱讀素養 

第十二週 2 南科說書人 

資H-IV-4 媒體 與資

訊科技相 關社會議

題。  

資 H-IV-5 資訊倫理

與法律。 

帶進圖書資訊利用教育

素養，增進資訊能力，

小組合作完成書籍介

紹。 

ppt 資訊素養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新課綱版-社團與技藝類) 

第十四週 2 南科說書人 

國Ac-IV-3 文句表達
的邏輯與意義。 

國Ad-IV-1 篇章的主
旨、結構、寓意與分
析。 

國 Ad-IV-2 新詩、現
代散文、現代小說、
劇本。 

國 Ba-IV-1 順敘、倒
敘、插敘與補敘法。 

國Ba-IV-2 各種描寫
的作用及呈現的效
果。 

 

成果發表 學習表現互評單 資訊素養 

第十六週 2 走讀 

童 Ca-IV-1 戶外觀

察、追 蹤、推理基本 

能力的培養與 運用。 

認識南科實中腹地，了

解在地文化 
學習單 環境教育 

第二十週 2 社團成果展 

參加學務處舉辦之社

團成過展並靜態展示

成果 

分享、觀摩其他社團成

果 
分享、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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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新市區南科國民中學 110學年度第二學期七、八年級彈性學習課程計畫 

社團活動或技藝課程名稱 閱讀行者社 實施年級 7、8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  20   )節 社團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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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2 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B2 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C2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課程目標 
1.透過欣賞各類文本，培養思辨的能力，並能反思內容主題，應用於日常生活中，有效處理問題。 2 表情達意，增
進閱讀理解，並能傾聽他人的需求，理解他人的觀點，達到良性的人我溝通及互動。3.運用科技、資訊，進行檢所、
統整、解釋、省思。4.與他人合作學習，增進溝通、包容能力，建立友善的人際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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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週 2 一元復始，萬象更新 

學期進度討論、社團

教室清潔、閱漫堂花

圃整理 

增進溝通、包容能力及

團隊合作 
觀察  

第四週 2 你今天科普了嗎？ 

自Nb-IV-2 氣候變遷
產生的衝擊有海平面
上升、全球暖化、異
常降水等現象。 

 

理解相關科普知識，進

而摘要、統整、發表 
討論、學習單、搶答  

第六週 2 你今天科普了嗎？ 

自Nb-IV-2 氣候變遷
產生的衝擊有海平面
上升、全球暖化、異
常降水等現象。 

 

了解海嘯成因與災害 欣賞、討論 海洋教育 

第八週 2 你今天科普了嗎？ 

自Nb-IV-2 氣候變遷
產生的衝擊有海平面
上升、全球暖化、異
常降水等現象。 

 

認識不同類型災害可能

伴隨的危險,學習適當

預防與避難行為。 

討論、學習單 環境教育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新課綱版-社團與技藝類) 

第十週 2 小王子 

國 Ad-IV-2 新詩、現
代散文、現代小說、
劇本。 

國 Ba-IV-1 順敘、倒
敘、插敘與補敘法。 

國Ba-IV-2 各種描寫

的作用及呈現的效

果。 

認識文本、討論議題 討論、學習單 閱讀素養 

第十二週 2 小王子 

國Cb-IV-1 各類文本

中的親屬關係、道德

倫理、儀式風俗、典

章制度等文化內涵。 

桌遊 PK大賽 觀察、討論  

第十四週 2 
走讀——南科史前博

物館參訪 

童 Ca-IV-1 戶外觀

察、追 蹤、推理基本 

能力的培養與運用。 

了解考古文化及內涵 學習單 環境教育 

第十六週 2 我想吃掉你的胰臟 

輔 Ca-IV-1 生涯發

展、生涯轉折與生命

意義的探索。 

共讀文本、 欣賞電影。 討論 生命教育 

第十八週 2 我想吃掉你的胰臟 

輔 Ca-IV-1 生涯發

展、生涯轉折與生命

意義的探索。 

探索生命根本課題;發

展知行合一的生命實踐

能力;追求幸福與至善

人生。 

討論、學習單 生命教育 

第二十週 2 社團成果展 

參加學務處舉辦之社

團成過展並靜態展示

成果 

分享、觀摩其他社團成

果 
分享、討論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新課綱版-社團與技藝類) 

國立南科國際實驗高級中學 110學年度第一學期七、八年級彈性學習課程計畫 

社團活動或技藝課程名稱 中級排球班 實施年級 七、八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20)節 社團編號  

彈性學習課程規範 社團活動 

總綱或領綱核心素養 
A1 身心素質與自我精進 
C2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課程目標 
一、學習排球技巧，培養適當休閒運動習慣，增強抵抗力，擁有健康的身心靈。 
二、藉由排球活動，學習與人互相扶持，相互討論與學習，進而團隊共同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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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六週 6 認識排球 
學習排球的基本動

作：低手傳球 

先引起同學對排球運動

的喜愛，並可以完成基

本的低手傳球動作 

實作測驗、學生互評  

第七週 1 第一次定評 驗收學習成果 檢驗學生學習成效 技能測驗  

第八～十三週 6 
低手傳球與基礎排

球規則 

兩人低手傳球，排球

競賽基礎規則介紹 

初步模仿排球競賽的進

行 
分組練習  

第十四週 1 第二次定評 驗收學習成果 檢驗學生學習成效 技能測驗  

第十五～第二十週 6 發球 低手發球與高手發球 
學習發球後，就能進行

排球分組競賽 
分組練習  

第二十一週 1 第三次定評 驗收學習成果 檢驗學生學習成效 技能測驗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新課綱版-社團與技藝類) 

國立南科國際實驗高級中學 110學年度第二學期七、八年級彈性學習課程計畫 

社團活動或技藝課程名稱 中級排球班 實施年級 七、八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21)節 社團編號  

彈性學習課程規範 社團活動 

總綱或領綱核心素養 
A1 身心素質與自我精進 
C2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課程目標 
一、學習排球技巧，培養適當休閒運動習慣，增強抵抗力，擁有健康的身心靈。 
二、藉由排球活動，學習與人互相扶持，相互討論與學習，進而團隊共同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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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六週 6 高手傳球 
學習將較高的來球，

以高手傳球接住 

讓同學也可以接住高處

的球，讓接球更全面 
分組練習  

第七週 1 第一次定評 驗收學習成果 檢驗學生學習成效 模擬測驗  

第八～十三週 6 倒身與滾翻 
學習救球時的安全倒

身與滾翻動作 

期望學生在面對更難處

理的球時，也能保護身

體，延續運動生命 

分項個人測驗  

第十四週 1 第二次定評 驗收學習成果 檢驗學生學習成效 技能測驗  

第十五～第二十週 6 綜合練習 
藉由分組比賽，驗證

所學 

藉由實戰，檢討自己不

足之處，進而改善 
分組比賽、學生互評  

第二十一週 1 第三次定評 驗收學習成果 檢驗學生學習成效 分組競賽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新課綱版-社團與技藝類) 

國中籃球社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新課綱版-社團與技藝類) 

管樂團 B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新課綱版-社團與技藝類) 

臺南市新市區國立南科國際實驗高級中學國中部合唱團 110學年度第一、二學期七/八年級社團辦理一覽總表 

社團活動或技藝課程名稱 合唱團 實施年級 七/八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 20節 社團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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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課程目標 
1.開發學生藝術才能，提倡多元智能開發。 
2.提升對合唱音樂的興趣，培養團隊合作學習共同成長的精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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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週 2 花香 

音 E-IV-1 

音 E-IV-3 

音 E-IV-4 

能演唱指定曲目包含音

準、旋律及節奏的準確

度。 

能完整背譜演唱  

第二週 2 花香 

音 E-IV-1 

音 E-IV-3 

音 E-IV-4 

能演唱指定曲目包含音

準、旋律及節奏的準確

度。 

能完整背譜演唱  

第三週 2 Jambo 

音 E-IV-1 

音 E-IV-3 

音 E-IV-4 

能演唱指定曲目包含音

準、旋律及節奏的準確

度。 

能完整背譜演唱  

第四週 2 Jambo 

音 E-IV-1 

音 E-IV-3 

音 E-IV-4 

能演唱指定曲目包含音

準、旋律及節奏的準確

度。 

能完整背譜演唱  

第五週 2 O Love 

音 E-IV-1 

音 E-IV-3 

音 E-IV-4 

能演唱指定曲目包含音

準、旋律及節奏的準確

度。 

能完整背譜演唱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新課綱版-社團與技藝類) 

第六週 2 O Love 

音 E-IV-1 

音 E-IV-3 

音 E-IV-4 

能演唱指定曲目包含音

準、旋律及節奏的準確

度。 

能完整背譜演唱  

第七週 2 Circle of Life 

音 E-IV-1 

音 E-IV-3 

音 E-IV-4 

能演唱指定曲目包含音

準、旋律及節奏的準確

度。 

能完整背譜演唱  

第八週 2 Circle of Life 

音 E-IV-1 

音 E-IV-3 

音 E-IV-4 

能演唱指定曲目包含音

準、旋律及節奏的準確

度。 

能完整背譜演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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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新課綱版-社團與技藝類) 

漆彈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新課綱版-社團與技藝類) 

臺南市新市區國立南科國際實驗高級中學田徑社 110學年度第一、二學期七/八年級社團辦理一覽總表 

社團活動或技藝課程名稱 田徑社 實施年級 7、8年級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20)節 社團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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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養學生田徑運動技巧訓練動作 

課程目標 田賽和競賽的提昇，進而提昇學生的田徑技巧和運動成績，最後能向外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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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6 肌力訓練 
下半身、腿部、臀部

肌力訓練 
達到各部位肌力發展 學生當場實施動作  

7-10 4 肌力訓練 
軀幹、上半身肌力訓

練 
達到各部位肌力發展 學生當場實施動作  

11-15 5 柔軟度 全身柔軟度訓練 逹到各部位柔軟度發展 學生當場實施動作  

16-20 5 敏捷度 個體動作的敏捷度 逹到個體敏速度 學生當場實施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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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新課綱版-社團與技藝類) 

撒奇萊雅族社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新課綱版-社團與技藝類) 

康輔社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新課綱版-社團與技藝類) 

國立南科國際實驗高級中學國中部 110學年度第一學期九年級彈性學習課程計畫 

社團活動或技藝課程名稱 電影欣賞討論 A 實施年級 九年級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  20 )節 社團編號  

彈性學習課程規範 2.社團活動與技藝課程(■社團活動) 

總綱或領綱核心素養 
J-B2 運用科技、資訊與各類媒體所提供的素材，進行檢索、統整、解釋及省思，並轉化成生活的能力與素養。 

E-B3 運用多重感官感受文藝之美，體驗生活中的美感事物，並發展藝文創作與欣賞的基本素養。 

課程目標 
透過電影欣賞過程，培育學生身心健全發展的特質，擁有合宜的人性觀與自我認知。同時透過相互研討、分析與運
用新知，有效規劃未來生涯發展，探尋生活的目的和生命的意義，並在不斷自我精進中，追求至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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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週 4 老師，你會不會回來 
電影內容介紹與追尋 

人生夢想思考 

培養如何創造自我意義 

與價值的呈現。 

能說出如何讓自我生命 

更充實。 
 

第 5-8 週 4 姊妹 電影欣賞與心得發表 
瞭解面對種族或思想差 

異時，該如何解決問題 

能歸結電影中所展現的 

意義與價值。 
 

第 9-12 週 4 楚門的世界 
電影內容介紹與追尋 

人生夢想思考 

從科幻與哲學理論連結

現今數位社會的現象。 
參與討論程度  

第 13-16 週 4 魔球 電影欣賞與心得寫作 
鼓勵活出自我找尋自己

的夢想才是最大的成功 

能歸結電影中所展現的 

意義與價值。 
 

第 17-20 週 4 我和我的冠軍女兒 電影欣賞與心得寫作 
生命中對於親情、友情 

和自我認同的情感連結 

能歸結電影中所展現的 

意義與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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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新課綱版-社團與技藝類) 

國立南科國際實驗高級中學國中部 110學年度第二學期九年級彈性學習課程計畫 

 

  

社團活動或技藝課程名稱 電影欣賞討論 A 實施年級 九年級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  20 )節 社團編號  

彈性學習課程規範 2.社團活動與技藝課程(■社團活動) 

總綱或領綱核心素養 
J-B2 運用科技、資訊與各類媒體所提供的素材，進行檢索、統整、解釋及省思，並轉化成生活的能力與素養。 

E-B3 運用多重感官感受文藝之美，體驗生活中的美感事物，並發展藝文創作與欣賞的基本素養。 

課程目標 
透過電影欣賞過程，培育學生身心健全發展的特質，擁有合宜的人性觀與自我認知。同時透過相互研討、分析與運
用新知，有效規劃未來生涯發展，探尋生活的目的和生命的意義，並在不斷自我精進中，追求至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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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週 4 海上鋼琴師 
電影內容介紹與追尋 

人生夢想思考 

培養自我省視與價值觀 

思考能力。 

能歸結電影中所展現的 

意義與價值。 
 

第 5-8 週 4 美麗人生 
電影內容介紹與追尋 

人生夢想思考 

培養自我目標設定的生 

涯規畫觀念。 

能歸結電影中所展現的 

意義與價值。 
 

第 9-12 週 4 我的鋼鐵老爸 電影欣賞與心得寫作 
透過積極正面的能量開

始對人生有了不同體悟 

能歸結電影中所展現的 

意義與價值。 
 

第 13-16 週 4 駭客任務 
電影內容介紹與追尋 

人生夢想思考 

從科幻與哲學理論連結

現今數位社會的現象。 

能歸結電影中所展現的 

意義與價值。 
 

第 17-20 週 4 逆風少年 
電影內容介紹與追尋 

人生夢想思考 

培養如何創造自我意義 

與價值的呈現。 

能說出如何讓自我生命 

更充實。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新課綱版-社團與技藝類) 

國立南科國際實驗高級中學 110學年度第一學期九年級彈性學習課程計畫 

社團活動或技藝課程名稱 排球進階班 實施年級 九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21)節 社團編號  

彈性學習課程規範 社團活動 

總綱或領綱核心素養 
A1 身心素質與自我精進 
C2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課程目標 
一、學習排球技巧，培養適當休閒運動習慣，增強抵抗力，擁有健康的身心靈。 
二、藉由排球活動，學習與人互相扶持，相互討論與學習，進而團隊共同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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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六週 6 排球基本知能 
複習七八年級學過的

排球技能 

將學生的排球技能恢復

到停課不停學之前的水

準 

實作測驗、學生互評  

第七週 1 第一次定評 驗收學習成果 檢驗學生學習成效 技能測驗  

第八～十三週 6 
防守站位與安全撲

救球 

接發球與接扣球之站

位、安全倒身與撲球 

藉由站位與安全救球，

讓隊伍不容易失分 
分組練習  

第十四週 1 第二次定評 驗收學習成果 檢驗學生學習成效 技能測驗  

第十五～第二十週 6 得分策略 
發球與攻擊的最佳策

略 

學會如何更有效率的得

分 
分組練習  

第二十一週 1 第三次定評 驗收學習成果 檢驗學生學習成效 技能測驗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新課綱版-社團與技藝類) 

國立南科國際實驗高級中學 110學年度第二學期九年級彈性學習課程計畫 

社團活動或技藝課程名稱 排球進階班 實施年級 九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21)節 社團編號  

彈性學習課程規範 社團活動 

總綱或領綱核心素養 
A1 身心素質與自我精進 
C2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課程目標 
一、學習排球技巧，培養適當休閒運動習慣，增強抵抗力，擁有健康的身心靈。 
二、藉由排球活動，學習與人互相扶持，相互討論與學習，進而團隊共同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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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六週 6 戰術運用 
攻擊點的分配、察覺

出對手的防守弱點 

能妥善解讀球賽，尋求

最有效率的得分方式 
分組練習  

第七週 1 第一次定評 驗收學習成果 檢驗學生學習成效 模擬測驗  

第八～十三週 6 排球運動體能訓練 
核心、跳躍、攻擊步

等所需基本體能訓練 

藉由體能提升，更進一

步提升球技 
分項個人測驗  

第十四週 1 第二次定評 驗收學習成果 檢驗學生學習成效 技能測驗  

第十五～第二十週 6 綜合練習 
藉由分組比賽，驗證

所學 

藉由實戰，檢討自己不

足之處，進而改善 
分組比賽、學生互評  

第二十一週 1 第三次定評 驗收學習成果 檢驗學生學習成效 分組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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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新市區南科國民中(小)學 110學年度第一、二學期九年級彈性學習課程計畫 

社團活動或技藝課程名稱 羽球社 實施年級 九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  20   )節 社團編號  

彈性學習課程規範 2. ⅴ社團活動與技藝課程(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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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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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羽球場地介紹、正確持拍動作、正手發高遠球、打高遠球、接發球、網前短球、正手挑球、反手挑球、正手切球、
反手切 球、半場單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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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 4 
1. 正確持拍動作  

2. 正手發高遠球  
Cb-IV-2 運動設施的 

1.安全使用規定  

2.了解持拍動作與正手

發 高遠球 

能發出正手發高遠球  

6-8週 4 打高遠球 
3d-IV-1 學習運動的

技巧 
學會打高遠球 能打出正手高遠球  

9-12週 4 接發球  
3d-IV-1 學習運動的 

技巧 
學會接發球 能接發球  

13-16週 4 網前短球  
3d-IV-1 學習運動的 

技巧 
學會網前短球 會打網前短球  

17-20週 4 半場單打 
3d-IV-1 學習運動的

技巧 
學會半場單打 會半場單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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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新課綱版-社團與技藝類) 

國立南科國際實驗高級中學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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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起來 實施年級 9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   20  )節 社團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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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課程目標 運用拍照技巧產出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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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週 2 單元一： 課程介紹 
影像如何建構我們對 

世界的看法？  

了解影像如何建構我們 

對世界的看法？ 
分組討論  

第 3-4 週 2 單元一： 課程介紹 
影像如何建構我們對 

世界的看法？  

了解影像如何建構我們 

對世界的看法？ 
分組討論  

第 5-6 週 2 
單元二：拍照技巧介紹

(一) 

1.找光線 

2.九宮格構圖法 

 

了解拍照技巧 學習單  

第 7-8 週 2 

單元二：拍照技巧介紹

(二) 

3.加入特別的元素拍

攝 

4.攝影器材的角度 

了解拍照技巧 學習單  

第 9-10 週 2 

單元二：拍照技巧介紹

(二) 

5.善用相機上面的功

能 

6.不看鏡頭 

了解拍照技巧 學習單  

第 11-12 週 2 
單元二：拍照技巧介紹

(三) 

7.金三角原則 

8.小動作反覆來回移
了解拍照技巧 學習單  

https://learningisf.com/must-take-photo-skills/#%E6%89%BE%E5%85%89%E7%B7%9A
https://learningisf.com/must-take-photo-skills/#%E4%B9%9D%E5%AE%AE%E6%A0%BC%E6%A7%8B%E5%9C%96%E6%B3%95
https://learningisf.com/must-take-photo-skills/#%E5%8A%A0%E5%85%A5%E7%89%B9%E5%88%A5%E7%9A%84%E5%85%83%E7%B4%A0%E6%8B%8D%E6%94%9D
https://learningisf.com/must-take-photo-skills/#%E5%8A%A0%E5%85%A5%E7%89%B9%E5%88%A5%E7%9A%84%E5%85%83%E7%B4%A0%E6%8B%8D%E6%94%9D
https://learningisf.com/must-take-photo-skills/#%E6%94%9D%E5%BD%B1%E5%99%A8%E6%9D%90%E7%9A%84%E8%A7%92%E5%BA%A6%E7%94%B7%E7%94%9F%E5%BF%85%E5%AD%B8
https://learningisf.com/must-take-photo-skills/#%E5%96%84%E7%94%A8%E7%9B%B8%E6%A9%9F%E4%B8%8A%E9%9D%A2%E7%9A%84%E5%8A%9F%E8%83%BD
https://learningisf.com/must-take-photo-skills/#%E5%96%84%E7%94%A8%E7%9B%B8%E6%A9%9F%E4%B8%8A%E9%9D%A2%E7%9A%84%E5%8A%9F%E8%83%BD
https://learningisf.com/must-take-photo-skills/#%E4%B8%8D%E7%9C%8B%E9%8F%A1%E9%A0%AD
https://learningisf.com/must-take-photo-skills/#%E9%87%91%E4%B8%89%E8%A7%92%E5%8E%9F%E5%89%87
https://learningisf.com/must-take-photo-skills/#%E5%B0%8F%E5%8B%95%E4%BD%9C%E5%8F%8D%E8%A6%86%E4%BE%86%E5%9B%9E%E7%A7%BB%E5%8B%95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新課綱版-社團與技藝類) 

動 

第 13-14 週 2 
單元二：拍照技巧介紹

(四) 

9.運用拍攝道具 

10.手機 App 的輔助 
了解拍照技巧 學習單  

第 15-16 週 2 單元三：設定拍攝計畫 
拍攝照片（主題：15 

年後的自己） 
思考未來自己的形象 能設定拍攝主題拍照  

第 17-18 週 2 
單元三：設定拍攝計畫 拍攝照片（主題：15 

年後的自己） 
思考未來自己的形象 能設定拍攝主題拍照  

第 19-20 週 2 
單元三：設定拍攝計畫 拍攝照片（主題：15 

年後的自己） 
思考未來自己的形象 能設定拍攝主題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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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learningisf.com/must-take-photo-skills/#%E5%B0%8F%E5%8B%95%E4%BD%9C%E5%8F%8D%E8%A6%86%E4%BE%86%E5%9B%9E%E7%A7%BB%E5%8B%95
https://learningisf.com/must-take-photo-skills/#%E9%81%8B%E7%94%A8%E6%8B%8D%E6%94%9D%E9%81%93%E5%85%B7
https://learningisf.com/must-take-photo-skills/#%E6%89%8B%E6%A9%9FApp%E7%9A%84%E8%BC%94%E5%8A%A9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新課綱版-社團與技藝類) 

臺南市國立南科實驗高級中學 110學年度第一、二學期九年級彈性學習課程計畫 

社團活動或技藝課程名

稱 
電影文學社 實施年級 九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  20 )節 社團編號  

彈性學習課程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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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心素質與自我精進、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道德實踐與公民意識 

課程目標 
 1.瞭解電影想傳達的理念。 

2.瞭解電影與文學相同與相異的敘事、摹寫手法。 
3.培養說故事的能力並運用於作文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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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週至第

三週 
2 三個傻瓜 

1. 影片欣賞 

2. 映後討論 

 1.分享電影想傳達的理念。 

2.體悟追尋夢想該有的勇

氣。 

課堂參與討論  

第四週至第

五週 
2 三個傻瓜 

1. 影片欣賞 

2. 映後討論 

 1.分享電影想傳達的理念。 

2.體悟追尋夢想該有的勇

氣。 

課堂參與討論  

第六週至第

七週 
2 兔嘲男孩 

1. 影片欣賞 

2. 映後討論 

 1.分享電影想傳達的理念。 

2.體悟戰爭帶給人們的苦

痛。 

課堂參與討論  

第八週至第

十週 
2 兔嘲男孩 

1. 影片欣賞 

2. 映後討論 

 1.分享電影想傳達的理念。 

2.體悟戰爭帶給人們的苦

痛。 

課堂參與討論  

第十一週至

第十二週 
2 陽光普照 

1. 影片欣賞 

2. 映後討論 

 1.分享電影想傳達的理念。 

2.體悟責任與義務的重要。 
課堂參與討論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新課綱版-社團與技藝類) 

第十三週至

第十五週 
2 陽光普照 

1. 影片欣賞 

2. 映後討論 

 1.分享電影想傳達的理念。 

2.體悟責任與義務的重要。 
課堂參與討論  

第十六週至

第十八週 
2 阿甘正傳 

1. 影片欣賞 

2. 映後討論 

 1.分享電影想傳達的理念。 

2.體悟堅持不懈的重要性。 
課堂參與討論  

第十九週至

第二十一週 
2 阿甘正傳 

1. 影片欣賞 

2. 映後討論 

 1.分享電影想傳達的理念。 

2.體悟堅持不懈的重要性。 
課堂參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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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新課綱版-社團與技藝類) 

國立南科國際實驗高級中學國中部 110學年度第一學期九年級彈性學習課程計畫 

社團活動或技藝課程名稱 電影欣賞討論 B 實施年級 九年級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  20 )節 社團編號  

彈性學習課程規範 2.社團活動與技藝課程(■社團活動) 

總綱或領綱核心素養 
J-B2 運用科技、資訊與各類媒體所提供的素材，進行檢索、統整、解釋及省思，並轉化成生活的能力與素養。 

E-B3 運用多重感官感受文藝之美，體驗生活中的美感事物，並發展藝文創作與欣賞的基本素養。 

課程目標 

透過電影欣賞，具備身心健全發展的素質，擁有合宜的人性觀與自我觀，同時透過選擇、分析與運用新知，有效規

劃 

生涯發展，探尋生命意義，並不斷自我精進，追求至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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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週 4 姊妹 電影欣賞與心得發表 
瞭解面對種族或思想差 

異時，該如何解決問題 

能歸結電影中所展現的 

意義與價值。 
 

第 5-8 週 4 阿甘正傳 電影欣賞與心得發表 
培養自我目標設定的生 

涯規畫觀念。 

能歸結電影中所展現的 

意義與價值。 
 

第 9-12 週 4 我和我的冠軍女兒 電影欣賞與心得寫作 
生命中對於親情、友情 

和自我認同的情感連結 

能歸結電影中所展現的 

意義與價值。 
 

第 13-16 週 4 我的鋼鐵老爸 電影欣賞與心得寫作 
透過積極正面的能量開

始對人生有了不同體悟 

能歸結電影中所展現的 

意義與價值。 
 

第 17-20 週 4 三個傻瓜 電影欣賞與心得寫作 
鼓勵活出自我找尋自己

的夢想才是最大的成功 

能歸結電影中所展現的 

意義與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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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新課綱版-社團與技藝類) 

國立南科國際實驗高級中學國中部 110學年度第二學期九年級彈性學習課程計畫 

 

  

社團活動或技藝課程名稱 電影欣賞討論 B 實施年級 九年級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  20 )節 社團編號  

彈性學習課程規範 2.社團活動與技藝課程(■社團活動) 

總綱或領綱核心素養 
J-B2 運用科技、資訊與各類媒體所提供的素材，進行檢索、統整、解釋及省思，並轉化成生活的能力與素養。 

E-B3 運用多重感官感受文藝之美，體驗生活中的美感事物，並發展藝文創作與欣賞的基本素養。 

課程目標 

透過電影欣賞，具備身心健全發展的素質，擁有合宜的人性觀與自我觀，同時透過選擇、分析與運用新知，有效規

劃 

生涯發展，探尋生命意義，並不斷自我精進，追求至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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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週 4 老師，你會不會回來 
電影內容介紹與追尋 

人生夢想思考 

培養如何創造自我意義 

與價值的呈現。 

能說出如何讓自我生命 

更充實。 
 

第 5-8 週 4 阿甘正傳 
電影內容介紹與追尋 

人生夢想思考 

培養自我目標設定的生 

涯規畫觀念。 

能歸結電影中所展現的 

意義與價值。 
 

第 9-12 週 4 楚門的世界 
電影內容介紹與追尋 

人生夢想思考 

從科幻與哲學理論連結

現今數位社會的現象。 
參與討論程度  

第 13-16 週 4 駭客任務 
電影內容介紹與追尋 

人生夢想思考 

從科幻與哲學理論連結

現今數位社會的現象。 

能歸結電影中所展現的 

意義與價值。 
 

第 17-20 週 4 志氣 
電影內容介紹與追尋 

人生夢想思考 

培養自我省視與價值觀 

思考能力。 

能歸結電影中所展現的 

意義與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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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新市區南科國民中(小)學 110學年度第一學期九年級彈性學習課程計畫 

社團活動或技藝課程名稱 電影與人生研究社 實施年級 九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  21 )節 社團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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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精進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 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B3.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 社會參與 □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識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課程目標 

1. 透過電影、電視劇(濃縮版)認識吸引力法則對人生的影響。 

2. 明白人生如戲、戲如人生的意義。 

3. 培養感恩、上進的人格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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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週~第二

週 
2 認識吸引力法則 電影《秘密》 

1.能理解觀賞《秘密》

影片意義 
口頭發表  

第三週~第四

週 
2 認識吸引力法則 電影《秘密》 

1.能理解《秘密》影片

意義 

2.能說出看完《秘密》

的心得感想 

口頭發表  

第五週~第六

週 
2 

吸引力法則實踐—相

信自己 
電影《動物方程式》 

1.能理解觀賞《動物方

程式》影片意義 
口頭發表  

第七週~第八

週 
2 

吸引力法則實踐—相

信自己 
電影《動物方程式》 

1.能理解《動物方程式》

影片意義 

2.能說出看完《動物方

口頭發表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新課綱版-社團與技藝類) 

程式》的心得感想 

第九週~第十

週 
2 

吸引力法則實踐—相

信自己 

電視劇《三星營養午

餐》 

1.學生能理解觀賞《三

星營養午餐》影片意義 
口頭發表  

第十一週~第

十二週 
2 

吸引力法則實踐—相

信自己 

電視劇《三星營養午

餐》 

1.能理解《三星營養午

餐》影片意義 

2.能說出看完《三星營

養午餐》的心得感想 

口頭發表  

第十三週~十

四週 
2 

吸引力法則實踐—化

蛹成蝶 
電影《叫我第一名》 

1.學生能理解觀賞《秘

密》影片意義 
口頭發表  

第十五週~第

十六週 
2 

吸引力法則實踐—化

蛹成蝶 
電影《叫我第一名》 

1.能理解《秘密》影片

意義 

2.能說出看完《秘密》

的心得感想 

口頭發表  

第十七週~第

十八週 
2 

吸引力法則實踐—化

蛹成蝶 

電視劇《如蝶翩翩》

濃縮版 

1.學生能理解觀賞《秘

密》影片意義 
口頭發表  

第十九週~第

二十週 
2 

吸引力法則實踐—化

蛹成蝶 電視劇《如蝶翩翩》

濃縮版 

1.能理解《如蝶翩翩》

影片意義 

2.能說出看完《如蝶翩

翩》的心得感想 

口頭發表  

第二十一週 1 學期總結 心得分享 能說整學期觀影之收穫 口頭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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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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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新市區南科國民中(小)學 110學年度第二學期九年級彈性學習課程計畫 

社團活動或技藝課程名稱 影視與人生研究社 實施年級 九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  18 )節 社團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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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精進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 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B3.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 社會參與 □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識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課程目標 

1. 透過電影、電視劇(濃縮版)認識吸引力法則對人生的影響。 

2. 明白自己就是影片中的主角，需活出屬於自己的人生。 

3. 培養感恩、上進、付出愛的人格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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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週~第二

週 
2 

吸引力法則實踐—自

我實現 
電影《魯迪傳奇》 

1.能理解觀賞《魯迪傳

奇》影片意義 
口頭發表  

第三週~第四

週 
2 

吸引力法則實踐—自

我實現 
電影《魯迪傳奇》 

1.能理解《魯迪傳奇》

影片意義 

2.能說出看完《魯迪傳

奇》的心得感想 

口頭發表  

第五週~第六

週 
2 

吸引力法則實踐—伯

樂與千里馬 

電影《深夜加油站遇

見蘇格拉底》 

1.能理解觀賞《深夜加

油站遇見蘇格拉底》影

片意義 

口頭發表  

第七週~第八

週 
2 

吸引力法則實踐—伯

樂與千里馬 

電影《深夜加油站遇

見蘇格拉底》 

1.能理解《深夜加油站

遇見蘇格拉底》影片意

義 

口頭發表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新課綱版-社團與技藝類) 

2.能說出看完《深夜加

油站遇見蘇格拉底》的

心得感想 

第九週~第十

週 
2 

吸引力法則實踐—偶

然與必然 

電影《在天堂裡遇見

的五個人》 

1.學生能理解觀賞《在

天堂裡遇見的五個人》

影片意義 

口頭發表  

第十一週~第

十二週 
2 

吸引力法則實踐—偶

然與必然 

電影《在天堂裡遇見

的五個人》 

1.能理解《在天堂裡遇

見的五個人》影片意義 

2.能說出看完《在天堂

裡遇見的五個人》的心

得感想 

口頭發表  

第十三週~十

四週 
2 

吸引力法則實踐—愛

與自己 
電影《法律女王》 

1.學生能理解觀賞《法

律女王》影片意義 
口頭發表  

第十五週~第

十六週 
2 

吸引力法則實踐—愛

與自己 
電影《法律女王》 

1.能理解《法律女王》

影片意義 

2.能說出看完《法律女

王》的心得感想 

口頭發表  

第十七週~第

十八週 
2 

吸引力法則實踐—把

愛留給最愛 

電視劇《遺物整理師》

濃縮版 

1.學生能理解觀賞《遺

物整理師》影片意義 
口頭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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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新課綱版-社團與技藝類) 

國立南科國際實驗高級中學 110學年度第 1學期 9年級彈性學習課程計畫 

社團活動或技藝課程名稱 故事達人 實施年級 9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  21  )節 社團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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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愛看故事的學生，能在本社團學習鑑賞。 
2. 喜愛寫故事的學生，能在本社團學習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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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暖身 

1.說明社團旨意 

2.選擇並確認分析對象 

3.為故事想一個好問題 

1.瞭解社團學習內容 

2.建立文本分析概念 

1.口頭介紹所選文本 

2.師生問答 
 

4-8 5 結構 

1.故事結構 lesson1 

2.故事結構 lesson2 

3.故事結構 lesson3 

4.故事結構 lesson4 

5.牛刀小試-分析 

1.認識四種故事結構 

2.能夠分析小說結構 

1.口述分析結果 

2.意見表達 
 

9-14 6 背景&類型 

1.故事背景 

2.故事類型 lesson1 

3.故事類型 lesson2 

4.故事類型 lesson3 

5.故事類型 lesson4 

6.牛刀小試-寫作 

1.認識四種故事類型 

2.能就某一類型寫作 

1.紙筆寫作 

2.意見表達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新課綱版-社團與技藝類) 

15-19 5 人物 

1.故事人物 lesson1 

2.故事人物 lesson2 

3.故事人物 lesson3 

4.故事人物 lesson4 

5.牛刀小試-寫作 

1.認識四種人物典型 

2.能就某一典型寫作 

1.紙筆寫作 

2.意見表達 
 

20-21 2 驗收 文本分析報告 
能運用所學對文本進

行分析 
口頭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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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新課綱版-社團與技藝類) 

國立南科國際實驗高級中學 110學年度第 2學期 9年級彈性學習課程計畫 

社團活動或技藝課程名稱 故事達人 實施年級 9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  21  )節 社團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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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愛看故事的學生，能在本社團學習鑑賞。 
2. 喜愛寫故事的學生，能在本社團學習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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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暖身 

1.回顧上學期內容 

2.確認分析對象 

3.為一個好意義寫故事 

1.見賢思齊 

2.培養淑世精神 

1.口頭介紹所選文本 

2.師生問答 
 

4-8 5 幕＆場景 

1.幕設計 

2.場景設計 

3.場景分析 

4.布局 

5.牛刀小試-分析 

1.認識幕與場景 

2.能夠透視小說布局 

1.口述分析結果 

2.意見表達 
 

9-14 6 衝突 

1.反面人物 lesson1 

2.反面人物 lesson2 

3.牛刀小試-寫作 

4.危機 

5.高潮 

6.牛刀小試-分析 

1.認識兩種反面人

物，並能就某一類型

進行反面人物設計。 

2.認知「危機」對故

事的作用。 

3.認知「高潮」的營

造與寫法，並能進行

1.紙筆寫作 

2.口述分析結果 

3.意見表達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新課綱版-社團與技藝類) 

分析。 

15-19 5 結局 

1.結局寫法 lesson1 

2.結局寫法 lesson2 

3.結局寫法 lesson3 

4.結局寫法 lesson4 

5.牛刀小試-寫作 

1.認識四種結局寫法 

2.能就某一寫法寫作 

1.紙筆寫作 

2.意見表達 
 

20-21 2 驗收 文本分析報告 
能運用所學對文本進

行分析 
口頭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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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