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臺南市安定國民中學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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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識世界 19+18 是□ 否□ 
■每週【 1 】節 

□隔週【  】節 

2 小組科學研究社 19+18 是□  否□ 
■每週【 1 】節 

□隔週【  】節 

3 
武術 

(1.2.3 年級皆可選)" 
19+18 是■  否□ 

■每週【 1 】節 

□隔週【  】節 

4 棋藝社 19+18 是□  否□ 
■每週【 1 】節 

□隔週【  】節 

5 
日文 

(1.2 年級皆可選)" 
19+18 是■  否□ 

■每週【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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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類) 

臺南市安定國民中學 110 學年度第一、二學期七年級彈性學習課程計畫 

社團活動或技藝課程名稱 認識世界 實施年級 七 教學節數 一、二學期共(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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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C2、J-B1、J-B2、J-A1、J-A2、J-A3 

課程目標 
1.培養學生多方面學習與興趣，養成良好人際關係與合作能力 
2.經由個人與團體活動，建立積極正向與互助合作的生活態度。 
3.培養遵守共同規範，並尊重他人的態度，積極實踐安全生活。 

課程架構脈絡 

教學期程 

(週次) 

(第一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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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團選填 選擇自己的社團志願 了解自我興趣所在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2 1 瞭解時事 
瞭解本週重要時事新

聞 

學習掌握新聞重點及瞭

解該國部分特色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3 1 瞭解時事 
瞭解本週重要時事新

聞 

學習掌握新聞重點及瞭

解該國部分特色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5 1 瞭解時事 
瞭解本週重要時事新

聞 

學習掌握新聞重點及瞭

解該國部分特色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6 1 瞭解時事 
瞭解本週重要時事新

聞 

學習掌握新聞重點及瞭

解該國部分特色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8 1 瞭解時事 
瞭解本週重要時事新

聞 

學習掌握新聞重點及瞭

解該國部分特色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9 1 瞭解時事及發表看法 
瞭解本週重要時事新

聞 

學習掌握新聞重點及瞭

解該國部分特色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10 1 回顧時事 
回顧過去七週世界大

事及填寫學習單 
掌握相關國家部分特色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11 1 瞭解時事 
瞭解本週重要時事新

聞 

學習掌握新聞重點及瞭

解該國部分特色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12 1 瞭解時事 
瞭解本週重要時事新

聞 

學習掌握新聞重點及瞭

解該國部分特色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13 1 瞭解時事 
瞭解本週重要時事新

聞 

學習掌握新聞重點及瞭

解該國部分特色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14 1 瞭解時事 
瞭解本週重要時事新

聞 

學習掌握新聞重點及瞭

解該國部分特色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15 1 瞭解時事 
瞭解本週重要時事新

聞 

學習掌握新聞重點及瞭

解該國部分特色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16 1 瞭解時事及發表看法 
瞭解本週重要時事新

聞 

學習掌握新聞重點及瞭

解該國部分特色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17 1 回顧時事 
回顧過去七週世界大

事及填寫學習單 
掌握相關國家部分特色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18 1 瞭解時事 
瞭解本週重要時事新

聞 

學習掌握新聞重點及瞭

解該國部分特色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19 1 瞭解時事 
瞭解本週重要時事新

聞 

學習掌握新聞重點及瞭

解該國部分特色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20 1 瞭解時事 
瞭解本週重要時事新

聞 

學習掌握新聞重點及瞭

解該國部分特色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21 1 瞭解時事及發表看法 
回顧本學期世界大事

及填寫學習單 

學習掌握新聞重點及瞭

解該國部分特色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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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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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期程 

(週次) 

(第二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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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社團選填 選擇自己的社團志願 了解自我興趣所在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3 1 瞭解時事 
瞭解本週重要時事新

聞 

學習掌握新聞重點及瞭

解該國部分特色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5 1 瞭解時事 
瞭解本週重要時事新

聞 

學習掌握新聞重點及瞭

解該國部分特色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6 1 瞭解時事 
瞭解本週重要時事新

聞 

學習掌握新聞重點及瞭

解該國部分特色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7 1 瞭解時事 
瞭解本週重要時事新

聞 

學習掌握新聞重點及瞭

解該國部分特色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8 1 瞭解時事 
瞭解本週重要時事新

聞 

學習掌握新聞重點及瞭

解該國部分特色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10 1 瞭解時事及發表看法 
瞭解本週重要時事新

聞 

學習掌握新聞重點及瞭

解該國部分特色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11 1 回顧時事 
回顧過去七週世界大

事及填寫學習單 
掌握相關國家部分特色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12 1 瞭解時事 
瞭解本週重要時事新

聞 

學習掌握新聞重點及瞭

解該國部分特色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13 1 瞭解時事 
瞭解本週重要時事新

聞 

學習掌握新聞重點及瞭

解該國部分特色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14 1 瞭解時事 
瞭解本週重要時事新

聞 

學習掌握新聞重點及瞭

解該國部分特色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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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1 瞭解時事 
瞭解本週重要時事新

聞 

學習掌握新聞重點及瞭

解該國部分特色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16 1 瞭解時事 
瞭解本週重要時事新

聞 

學習掌握新聞重點及瞭

解該國部分特色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17 1 瞭解時事及發表看法 
瞭解本週重要時事新

聞 

學習掌握新聞重點及瞭

解該國部分特色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18 1 回顧時事 
回顧過去七週世界大

事及填寫學習單 
掌握相關國家部分特色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19 1 瞭解時事 
瞭解本週重要時事新

聞 

學習掌握新聞重點及瞭

解該國部分特色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20 1 瞭解時事 
瞭解本週重要時事新

聞 

學習掌握新聞重點及瞭

解該國部分特色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21 1 瞭解時事及發表看法 
回顧本學期世界大事

及填寫學習單 

學習掌握新聞重點及瞭

解該國部分特色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各社團務必寫一份。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臺南市安定國民中學 110 學年度第一、二學期七年級彈性學習課程計畫 

社團活動或技藝課程名稱 小組科學研究社 實施年級 七 教學節數 一、二學期共(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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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C2、J-B1、J-B2、J-A1、J-A2、J-A3 

課程目標 
1.培養學生多方面學習與興趣，養成良好人際關係與合作能力 
2.經由個人與團體活動，建立積極正向與互助合作的生活態度。 
3.培養遵守共同規範，並尊重他人的態度，積極實踐安全生活。 

課程架構脈絡 

教學期程 

(週次) 

(第一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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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團選填 選擇自己的社團志願 了解自我興趣所在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2 1 生活中的觀察 
留意生活週遭的人事

物 
培養好奇心和觀察力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3 1 生活中的觀察 
留意生活週遭的人事

物 
培養好奇心和觀察力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5 1 生活中的觀察 
留意生活週遭的人事

物 
培養好奇心和觀察力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6 1 科學方法 科學方法的流程 了解科學方法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8 1 科學方法 科學方法的流程 了解科學方法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9 1 科學方法 科學方法的流程 了解科學方法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10 1 訂定小組科研主題 訂定小組科研主題 實際操作科學方法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11 1 訂定小組科研主題 訂定小組科研主題 實際操作科學方法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12 1 搜尋相關文獻資料 搜尋相關文獻資料 實際操作科學方法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13 1 搜尋相關文獻資料 搜尋相關文獻資料 實際操作科學方法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14 1 提出假設 
針對自己的難題提出

假設 
實際操作科學方法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15 1 提出假設 
針對自己的難題提出

假設 
實際操作科學方法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16 1 設計實驗 針對假設，設計實驗 實際操作科學方法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17 1 設計實驗 針對假設，設計實驗 實際操作科學方法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18 1 設計實驗 針對假設，設計實驗 實際操作科學方法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19 1 實驗驗證 
由實驗結果來驗證假

設 
實際操作科學方法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20 1 實驗驗證 
由實驗結果來驗證假

設 
實際操作科學方法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21 1 實驗驗證 
由實驗結果來驗證假

設 
實際操作科學方法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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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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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期程 

(週次) 

(第二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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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社團選填 選擇自己的社團志願 了解自我興趣所在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3 1 結論研討 
針對上學期各組的結

論來分析探討 
從活動中再次釐清原理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5 1 結論研討 
針對上學期各組的結

論來分析探討 
從活動中再次釐清原理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6 1 結論研討 
針對上學期各組的結

論來分析探討 
從活動中再次釐清原理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7 1 結論研討 
針對上學期各組的結

論來分析探討 
從活動中再次釐清原理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8 1 進一步再研究 
思索自己實驗中的不

足，及如何補強 
實際操作科學方法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10 1 進一步再研究 
思索自己實驗中的不

足，及如何補強 
實際操作科學方法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11 1 再次設計實驗 
針對補強，再次設計

實驗 
實際操作科學方法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12 1 再次設計實驗 
針對補強，再次設計

實驗 
實際操作科學方法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13 1 再次設計實驗 
針對補強，再次設計

實驗 
實際操作科學方法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14 1 再次設計實驗 
針對補強，再次設計

實驗 
實際操作科學方法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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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1 再次設計實驗 
針對補強，再次設計

實驗 
實際操作科學方法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16 1 實驗驗證 
由實驗結果來驗證假

設 
實際操作科學方法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17 1 實驗驗證 
由實驗結果來驗證假

設 
實際操作科學方法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18 1 實驗驗證 
由實驗結果來驗證假

設 
實際操作科學方法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19 1 實驗驗證 
由實驗結果來驗證假

設 
實際操作科學方法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20 1 實驗驗證 
由實驗結果來驗證假

設 
實際操作科學方法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21 1 成果發表 
發表實驗結果驗證假

設 
實際操作科學方法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各社團務必寫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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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安定國民中學 110 學年度第一、二學期七年級彈性學習課程計畫 

社團活動或技藝課程名稱 武術 實施年級 
七、八、

九 
教學節數 一、二學期共(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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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C2、J-B1、J-B2、J-A1、J-A2、J-A3 

課程目標 
1.培養學生多方面學習與興趣，養成良好人際關係與合作能力 
2.經由個人與團體活動，建立積極正向與互助合作的生活態度。 
3.培養遵守共同規範，並尊重他人的態度，積極實踐安全生活。 

課程架構脈絡 

教學期程 

(週次) 

(第一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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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團選填 選擇自己的社團志願 了解自我興趣所在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2 1 基本動作講解 基本動作介紹練習 熟悉武術基本動作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3 1 基本動作講解 基本動作介紹練習 熟悉武術基本動作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5 1 
扇子基本動作講解 

(併步刺扇) 
併步刺扇動作練習 熟悉併步刺扇動作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6 1 
扇子基本動作講解 

(併步刺扇) 
併步刺扇動作練習 熟悉併步刺扇動作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8 1 扇子基本動作 轉身提膝撩扇練習 熟悉轉身提膝撩扇動作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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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1 扇子基本動作 轉身提膝撩扇練習 熟悉轉身提膝撩扇動作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10 1 扇子基本動作 騰空轉身撩扇練習 熟悉轉身提膝撩扇動作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11 1 扇子基本動作 騰空轉身撩扇練習 熟悉轉身提膝撩扇動作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12 1 扇子動作 叉步撩扇練習 熟悉叉步撩扇動作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13 1 扇子動作 叉步撩扇練習 熟悉叉步撩扇動作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14 1 扇子動作複習 複習扇子動作 熟悉扇子動作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15 1 刀術基本動作 刀術基本動作練習 熟悉刀術基本動作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16 1 刀術基本動作 刀術基本動作練習 熟悉刀術基本動作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17 1 刀：虛步藏刀推掌 虛步藏刀推掌練習 熟悉虛步藏刀推掌動作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18 1 刀：虛步藏刀推掌 虛步藏刀推掌練習 熟悉虛步藏刀推掌動作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19 1 刀：併步背刀 併步背刀練習 熟悉併步背刀動作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20 1 刀：併步背刀 併步背刀練習 熟悉併步背刀動作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21 1 刀術複習 複習刀術動作 熟悉刀術動作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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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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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學期程 

(週次) 

(第二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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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社團選填 選擇自己的社團志願 了解自我興趣所在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3 1 刀：弓步劈刀 弓步劈刀練習 熟悉弓步劈刀動作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5 1 刀：弓步劈刀 弓步劈刀練習 熟悉弓步劈刀動作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6 1 刀：弓步推刀 弓步推刀練習 熟悉弓步推刀動作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7 1 刀：仆步推刀 仆步推刀練習 熟悉仆步推刀動作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8 1 刀術複習 複習刀術動作 熟悉刀術動作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10 1 刀術複習 複習刀術動作 熟悉刀術動作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11 1 
南拳基本動作 

起勢、虛步 
南拳基本動作練習 熟悉南拳基本動作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12 1 
南拳基本動作 

起勢、虛步 
南拳基本動作練習 熟悉南拳基本動作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13 1 
南拳基本動作 

沖拳、推掌 
南拳基本動作練習 熟悉南拳基本動作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14 1 
南拳基本動作 

沖拳、推掌 
南拳基本動作練習 熟悉南拳基本動作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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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1 
南拳基本動作 

沖拳、推掌 
南拳基本動作練習 熟悉南拳基本動作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16 1 南拳:馬步雙切掌 馬步雙切掌練習 熟悉馬步雙切掌動作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17 1 南拳:馬步雙切掌 馬步雙切掌練習 熟悉馬步雙切掌動作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18 1 南拳:馬步雙切掌 馬步雙切掌練習 熟悉馬步雙切掌動作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19 1 南拳:併步抱拳 併步抱拳練習 熟悉併步抱拳動作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20 1 南拳:併步抱拳 併步抱拳練習 熟悉併步抱拳動作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21 1 南拳:併步抱拳 併步抱拳練習 熟悉併步抱拳動作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各社團務必寫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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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安定國民中學 110 學年度第一、二學期七年級彈性學習課程計畫 

社團活動或技藝課程名稱 棋藝社 實施年級 七 教學節數 一、二學期共(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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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C2、J-B1、J-B2、J-A1、J-A2、J-A3 

課程目標 
1.培養學生多方面學習與興趣，養成良好人際關係與合作能力 
2.經由個人與團體活動，建立積極正向與互助合作的生活態度。 
3.培養遵守共同規範，並尊重他人的態度，積極實踐安全生活。 

課程架構脈絡 

教學期程 

(週次) 

(第一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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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團選填 選擇自己的社團志願 了解自我興趣所在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2 1 
了解象棋的歷史和玩

法 
學習不同的象棋玩法 

培養學生互助精神自動

學習能力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3 1 分組進行象棋比賽 學習不同的象棋玩法 
培養學生互助精神自動

學習能力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5 1 分組進行象棋比賽 學習不同的象棋玩法 
培養學生互助精神自動

學習能力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6 1 分組進行象棋比賽 學習不同的象棋玩法 
培養學生互助精神自動

學習能力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8 1 分組進行象棋比賽 學習不同的象棋玩法 
培養學生互助精神自動

學習能力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9 1 分組進行象棋比賽 學習不同的象棋玩法 
培養學生互助精神自動

學習能力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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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1 
了解撲克牌的歷史和

玩法 

學習不同的撲克牌玩

法 

培養學生互助精神自動

學習能力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11 1 分組進行撲克牌比賽 
學習不同的撲克牌玩

法 

培養學生互助精神自動

學習能力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12 1 分組進行撲克牌比賽 
學習不同的撲克牌玩

法 

培養學生互助精神自動

學習能力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13 1 分組進行撲克牌比賽 
學習不同的撲克牌玩

法 

培養學生互助精神自動

學習能力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14 1 
了解圍棋的歷史和玩

法 
學習不同的圍棋玩法 

培養學生互助精神自動

學習能力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15 1 分組進行圍棋遊戲 學習不同的圍棋玩法 
培養學生互助精神自動

學習能力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16 1 分組進行圍棋遊戲 學習不同的圍棋玩法 
培養學生互助精神自動

學習能力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17 1 分組進行圍棋遊戲 學習不同的圍棋玩法 
培養學生互助精神自動

學習能力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18 1 分組進行圍棋遊戲 學習不同的圍棋玩法 
培養學生互助精神自動

學習能力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19 1 分組進行圍棋遊戲 學習不同的圍棋玩法 
培養學生互助精神自動

學習能力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20 1 分組進行圍棋遊戲 學習不同的圍棋玩法 
培養學生互助精神自動

學習能力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21 1 分組進行圍棋遊戲 學習不同的圍棋玩法 
培養學生互助精神自動

學習能力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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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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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期程 

(週次) 

(第二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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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社團選填 選擇自己的社團志願 了解自我興趣所在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3 1 社團選填 選擇自己的社團志願 了解自我興趣所在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5 1 
了解象棋的歷史和玩

法 
學習不同的象棋玩法 

培養學生互助精神自動

學習能力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6 1 分組進行象棋比賽 學習不同的象棋玩法 
培養學生互助精神自動

學習能力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7 1 分組進行象棋比賽 學習不同的象棋玩法 
培養學生互助精神自動

學習能力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8 1 分組進行象棋比賽 學習不同的象棋玩法 
培養學生互助精神自動

學習能力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10 1 分組進行象棋比賽 學習不同的象棋玩法 
培養學生互助精神自動

學習能力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11 1 
了解撲克牌的歷史和

玩法 

學習不同的撲克牌玩

法 

培養學生互助精神自動

學習能力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12 1 分組進行撲克牌比賽 
學習不同的撲克牌玩

法 

培養學生互助精神自動

學習能力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13 1 分組進行撲克牌比賽 
學習不同的撲克牌玩

法 

培養學生互助精神自動

學習能力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14 1 分組進行撲克牌比賽 
學習不同的撲克牌玩

法 

培養學生互助精神自動

學習能力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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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1 
了解圍棋的歷史和玩

法 
學習不同的圍棋玩法 

培養學生互助精神自動

學習能力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16 1 分組進行圍棋遊戲 學習不同的圍棋玩法 
培養學生互助精神自動

學習能力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17 1 分組進行圍棋遊戲 學習不同的圍棋玩法 
培養學生互助精神自動

學習能力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18 1 分組進行圍棋遊戲 學習不同的圍棋玩法 
培養學生互助精神自動

學習能力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19 1 
了解西洋棋的歷史和

玩法 
學習西洋棋的玩法 

培養學生互助精神自動

學習能力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20 1 
了解西洋棋的歷史和

玩法 
學習西洋棋的玩法 

培養學生互助精神自動

學習能力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21 1 
了解西洋棋的歷史和

玩法 
學習西洋棋的玩法 

培養學生互助精神自動

學習能力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各社團務必寫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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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安定國民中學 110 學年度第一、二學期七年級彈性學習課程計畫 

社團活動或技藝課程名稱 日文 實施年級 
七、八、

九 
教學節數 一、二學期共(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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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C2、J-B1、J-B2、J-A1、J-A2、J-A3 

課程目標 
1.培養學生多方面學習與興趣，養成良好人際關係與合作能力 
2.經由個人與團體活動，建立積極正向與互助合作的生活態度。 
3.培養遵守共同規範，並尊重他人的態度，積極實踐安全生活。 

課程架構脈絡 

教學期程 

(週次) 

(第一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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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團選填 選擇自己的社團志願 了解自我興趣所在 出席率、小組討論  

2 1 日本文化簡介 日本基礎文化知識 了解日本文化 出席率、小組討論  

3 1 日本地理基礎簡介 日本基礎地理知識 了解日本地理 出席率、小組討論  

5 1 五十音簡介 五十音介紹 了解日文-五十音 出席率、小組討論  

6 1 五十音-あ行之介紹 
認識五十音-あ行與

漢字淵源 
了解日文-五十音-あ行 出席率、小組討論  

8 1 五十音-か行之介紹 
認識五十音-か行與

漢字淵源 
了解日文-五十音-か行 出席率、小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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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1 五十音-さ行之介紹 
認識五十音-さ行與

漢字淵源 
了解日文-五十音-さ行 出席率、小組討論  

10 1 五十音-た行之介紹 
認識五十音-た行與

漢字淵源 
了解日文-五十音-た行 出席率、小組討論  

11 1 五十音-な行之介紹 
認識五十音-な行與

漢字淵源 
了解日文-五十音-な行 出席率、小組討論  

12 1 五十音-は行之介紹 
認識五十音-は行與

漢字淵源 
了解日文-五十音-は行 出席率、小組討論  

13 1 五十音-ま行之介紹 
認識五十音-ま行與

漢字淵源 
了解日文-五十音-ま行 出席率、小組討論  

14 1 五十音-や行之介紹 
認識五十音-や行與

漢字淵源 
了解日文-五十音-や行 出席率、小組討論  

15 1 五十音-ら行之介紹 
認識五十音-ら行與

漢字淵源 
了解日文-五十音-ら行 出席率、小組討論  

16 1 五十音-わ行之介紹 
認識五十音-わ行與

漢字淵源 
了解日文-五十音-わ行 出席率、小組討論  

17 1 日本動漫賞析 從動畫認識日本文化 了解動畫之文化淵源 出席率、小組討論  

18 1 日本動漫賞析 從動畫認識日本文化 了解動畫之文化淵源 出席率、小組討論  

19 1 日本動漫賞析 從動畫認識日本文化 了解動畫之文化淵源 出席率、小組討論  

20 1 日本電影賞析 從電影認識日本文化 了解電影之文化淵源 出席率、小組討論  

21 1 日本電影賞析 從電影認識日本文化 了解電影之文化淵源 出席率、小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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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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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學期程 

(週次) 

(第二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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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社團選填 選擇自己的社團志願 了解自我興趣所在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3 1 日本文化簡介 日本基礎文化知識 了解日本文化 出席率、小組討論  

5 1 五十音簡介 五十音介紹 了解日文-五十音 出席率、小組討論  

6 1 五十音-あ行之介紹 
認識五十音-あ行與

漢字淵源 
了解日文-五十音-あ行 出席率、小組討論  

7 1 五十音-か行之介紹 
認識五十音-か行與

漢字淵源 
了解日文-五十音-か行 出席率、小組討論  

8 1 五十音-さ行之介紹 
認識五十音-さ行與

漢字淵源 
了解日文-五十音-さ行 出席率、小組討論  

10 1 五十音-た行之介紹 
認識五十音-た行與

漢字淵源 
了解日文-五十音-た行 出席率、小組討論  

11 1 五十音-な行之介紹 
認識五十音-な行與

漢字淵源 
了解日文-五十音-な行 出席率、小組討論  

12 1 五十音-は行之介紹 
認識五十音-は行與

漢字淵源 
了解日文-五十音-は行 出席率、小組討論  

13 1 五十音-ま行之介紹 
認識五十音-ま行與

漢字淵源 
了解日文-五十音-ま行 出席率、小組討論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14 1 五十音-や行之介紹 
認識五十音-や行與

漢字淵源 
了解日文-五十音-や行 出席率、小組討論  

15 1 五十音-ら行之介紹 
認識五十音-ら行與

漢字淵源 
了解日文-五十音-ら行 出席率、小組討論  

16 1 五十音-わ行之介紹 
認識五十音-わ行與

漢字淵源 
了解日文-五十音-わ行 出席率、小組討論  

17 1 日本動漫賞析 從動畫認識日本文化 了解動畫之文化淵源 出席率、小組討論  

18 1 日本動漫賞析 從動畫認識日本文化 了解動畫之文化淵源 出席率、小組討論  

19 1 日本電影賞析 從電影認識日本文化 了解電影之文化淵源 出席率、小組討論  

20 1 日本電影賞析 從電影認識日本文化 了解電影之文化淵源 出席率、小組討論  

21 1 日本電影賞析 從電影認識日本文化 了解電影之文化淵源 出席率、小組討論  

 

◎各社團務必寫一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