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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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羽眾不同社 19+18 是□ 否■ 
■每週【 1 】節 

□隔週【  】節 

2 日劇研究社 19+18 是□  否■ 
■每週【 1 】節 

□隔週【  】節 

3 科技大觀園 19+18 是□ 否■ 
■每週【 1 】節 

□隔週【  】節 

4 說表達 19+18 是□  否■ 
■每週【 1 】節 

□隔週【  】節 

5 運動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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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期九年級彈性學習課程計畫 

社團活動或技藝課程名稱 羽眾不同社 實施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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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羽球運動介紹 
羽球規則、比賽類型

介紹 
認識羽球 課堂態度  

3 1 羽毛球握拍 
學會正手握拍及發力

方式 
正確的握拍 講解、動作演練  

5 1 羽毛球握拍 揮空拍及腳步練習 正確、流暢的動作 講解、動作演練  

6 1 羽球掌控 1 學會以球拍撿球 
流暢的動作及成功旳撿

球 
講解、動作演練  

8 1 羽球掌控 2 正拍擊球(超過頭部) 基本成功次數 30次 講解、動作演練  

9 1 羽球掌控 3 反拍擊球(超過頭部) 基本成功次數 20次 講解、動作演練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10 1 羽球掌控 4 空中接球(超過頭部) 成功次數 5次 講解、動作演練  

11 1 發球介紹 學會正、反拍發球 正確流暢的動作 講解、動作演練  

12 1 期中評比 握拍、撿球、擊球評比 正確流暢的動作 動作演練評比  

13 1 期中評比 握拍、撿球、擊球評比 正確流暢的動作 動作演練評比  

14 1 基本球路 高遠球介紹與練習 正拍長球 講解、動作演練  

15 1 基本球路 高遠球介紹與練習 正拍長球 講解、動作演練  

16 1 基本球路 高遠球介紹與練習 正拍長球 講解、動作演練  

17 1 基本動作-米字步伐 介紹米字步的運用 練習米字步伐 講解、動作演練  

18 1 基本動作-米字步伐 介紹米字步的運用 練習米字步伐 講解、動作演練  

19 1 總複習 比賽 比賽   

20 1 總複習 比賽 比賽   

21 1 影片欣賞-敗者為王 球王李宗偉自傳電影 學習面對挫折的勇氣 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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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羽球運動介紹 
羽球規則、比賽類型

介紹 
認識羽球 課堂態度  

5 1 基本球路 切球介紹與練習 正手切球 講解、動作演練  

6 1 基本球路 切球介紹與練習 正手切球 講解、動作演練  

7 1 基本球路 切球介紹與練習 正手切球 講解、動作演練  

8 1 基本球路 網前球、挑球練習 網球球及挑球練習 講解、動作演練  

10 1 基本球路 網前球、挑球練習 網球球及挑球練習 講解、動作演練  

11 1 基本球路 平抽球練習 平抽球練習 講解、動作演練  

12 1 基本球路 平抽球練習 平抽球練習 講解、動作演練  

13 1 綜合球路 切、放、挑、高球 綜合練習 講解、動作演練  

14 1 綜合球路 切、放、挑、高球 綜合練習 講解、動作演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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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1 綜合球路 切、放、挑、高球 綜合練習 講解、動作演練  

16 1 綜合球路 切、放、挑、高球 綜合練習 講解、動作演練  

17 1 綜合球路 切、放、挑、高球 綜合練習 講解、動作演練 期末評比 

18 1 總複習 比賽 比賽  期末評比 

19 1 總複習 比賽 比賽  期末評比 

20 1 九年級畢業     

21 1 九年級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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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期九年級彈性學習課程計畫 

社團活動或技藝課程名稱 日劇研究社 實施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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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劇情觀賞 
了解劇情，以便分組

討論並報告 

了解霸凌對被害者身心

靈的傷害有多大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3 1 劇情觀賞 
了解劇情，以便分組

討論並報告 

了解霸凌對被害者身心

靈的傷害有多大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5 1 劇情觀賞 
了解劇情，以便分組

討論並報告 

了解霸凌對被害者身心

靈的傷害有多大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6 1 劇情觀賞 
了解劇情，以便分組

討論並報告 

了解霸凌對被害者身心

靈的傷害有多大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8 1 分組討論並報告 
了解劇情，以便分組

討論並報告 

了解霸凌對被害者身心

靈的傷害有多大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9 1 劇情觀賞 
了解劇情，以便分組

討論並報告 

了解很多事情並不是如

表象所見的那樣，必須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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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心觀察才能下定論 

10 1 

劇情觀賞 了解劇情，以便分組

討論並報告 

了解很多事情並不是如

表象所見的那樣，必須

細心觀察才能下定論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11 1 

劇情觀賞 了解劇情，以便分組

討論並報告 

了解很多事情並不是如

表象所見的那樣，必須

細心觀察才能下定論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12 1 

劇情觀賞 了解劇情，以便分組

討論並報告 

了解很多事情並不是如

表象所見的那樣，必須

細心觀察才能下定論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13 1 

劇情觀賞 了解劇情，以便分組

討論並報告 

了解很多事情並不是如

表象所見的那樣，必須

細心觀察才能下定論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14 1 分組討論並報告 
了解劇情，以便分組

討論並報告 

了解很多事情並不是如

表象所見的那樣，必須

細心觀察才能下定論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15 1 劇情觀賞 
了解劇情，以便分組

討論並報告 

了解很多事情並不是如

表象所見的那樣，必須

細心觀察才能下定論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16 1 

劇情觀賞 了解劇情，以便分組

討論並報告 

了解很多事情並不是如

表象所見的那樣，必須

細心觀察才能下定論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17 1 

劇情觀賞 了解劇情，以便分組

討論並報告 

了解很多事情並不是如

表象所見的那樣，必須

細心觀察才能下定論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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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1 

劇情觀賞 了解劇情，以便分組

討論並報告 

了解很多事情並不是如

表象所見的那樣，必須

細心觀察才能下定論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19 1 

劇情觀賞 了解劇情，以便分組

討論並報告 

了解很多事情並不是如

表象所見的那樣，必須

細心觀察才能下定論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20 1 

劇情觀賞 了解劇情，以便分組

討論並報告 

了解很多事情並不是如

表象所見的那樣，必須

細心觀察才能下定論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21 1 撰寫學習單 
了解劇情，以便分組

討論並報告 

了解很多事情並不是如

表象所見的那樣，必須

細心觀察才能下定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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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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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劇情觀賞 了解劇情，以便分組

討論並報告 

了解霸凌對被害者身心

靈的傷害有多大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5 1 
劇情觀賞 了解劇情，以便分組

討論並報告 

了解霸凌對被害者身心

靈的傷害有多大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6 1 
劇情觀賞 了解劇情，以便分組

討論並報告 

了解霸凌對被害者身心

靈的傷害有多大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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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1 
劇情觀賞 了解劇情，以便分組

討論並報告 

了解霸凌對被害者身心

靈的傷害有多大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8 1 分組討論並報告 
了解劇情，以便分組

討論並報告 

了解霸凌對被害者身心

靈的傷害有多大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10 1 

劇情觀賞 了解劇情，以便分組

討論並報告 

了解很多事情並不是如

表象所見的那樣，必須

細心觀察才能下定論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11 1 

劇情觀賞 了解劇情，以便分組

討論並報告 

了解很多事情並不是如

表象所見的那樣，必須

細心觀察才能下定論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12 1 

劇情觀賞 了解劇情，以便分組

討論並報告 

了解很多事情並不是如

表象所見的那樣，必須

細心觀察才能下定論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13 1 

劇情觀賞 了解劇情，以便分組

討論並報告 

了解很多事情並不是如

表象所見的那樣，必須

細心觀察才能下定論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14 1 

劇情觀賞 了解劇情，以便分組

討論並報告 

了解很多事情並不是如

表象所見的那樣，必須

細心觀察才能下定論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15 1 分組討論並報告 

了解劇情，以便分組

討論並報告 

了解很多事情並不是如

表象所見的那樣，必須

細心觀察才能下定論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16 1 

劇情觀賞 了解劇情，以便分組

討論並報告 

了解很多事情並不是如

表象所見的那樣，必須

細心觀察才能下定論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17 1 

劇情觀賞 了解劇情，以便分組

討論並報告 

了解很多事情並不是如

表象所見的那樣，必須

細心觀察才能下定論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18 1 撰寫學習單 

了解劇情，以便分組

討論並報告 

了解很多事情並不是如

表象所見的那樣，必須

細心觀察才能下定論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19 1 
分組報告及小組劇場

討論 

分組討論 1. 分組報告內容擬定 

2. 小劇場演練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20 1 九年級畢業     

21 1 九年級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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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期九年級彈性學習課程計畫 

社團活動或技藝課程名稱 科技大觀園 實施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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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團課程介紹 課程說明 凝聚社團共識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3 1 手擲機-飛行原理 飛行原理-翼型重心 認識飛行原理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5 1 手擲機-紙飛機製作 製作調整紙飛機 
應用飛行原理,調整飛

機飛行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6 1 手擲機-滑翔機製作 製作調整滑翔機 
應用飛行原理,調整飛

機飛行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8 1 
手擲機-珍珠板手擲機

製作 

設計製作珍珠板手擲

機 

應用飛行原理,調整飛

機飛行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9 1 
手擲機-珍珠板手擲機 

飛行調整 

珍珠板手擲機 

飛行調整 
精進飛行調整技巧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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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1 
手擲機- 

手擲機比賽結果討論 
手擲機參賽結果討論 精進檢討做後續之改進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11 1 
手擲機-電腦飛行模擬

操作 
實際操作模擬飛行 

經由模擬飛行,了解實

機飛行.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12 1 
燙印設計- 

燙印儀器軟體介紹 
燙印機器與軟體認識 了解燙印原理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13 1 
燙印設計- 

設計繪圖 
軟體操作與設計 

應用軟體 設計自己需

要的圖形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14 1 
燙印設計- 

燙印試作 
燙印機器實作 熟悉燙印機操作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15 1 
燙印設計- 

設計繪圖 
軟體操作與設計 

應用軟體 設計自己需

要的圖形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16 1 
燙印設計- 

正式燙印 
燙印機器實作 完成燙印作品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17 1 
平板 APP 應用- 

植物分析 APP 
植物 APP 軟體認識 活化應用 APP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18 1 
平板 APP 應用- 

校園植物辨識分析 
操作植物 APP 軟體 

活化應用 APP,認識校園

植物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19 1 

平板 APP 應用- 

校園植物辨識分析結

果交叉確認 

操作植物 APP 軟體與

資料蒐集 

了解資料需重複確認準

確性.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20 1 
平板 APP 應用- 

植物辨識銘牌製作 
植物辨識銘牌製作 資料統整與規劃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21 1 
平板 APP 應用- 

植物辨識銘牌製作 
植物辨識銘牌製作 資料統整與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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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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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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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團課程介紹 課程說明 凝聚社團共識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5 1 
雷射切割- 

雷切儀器軟體介紹 
雷切機器與軟體認識 了解雷切原理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6 1 
雷射切割- 

繪圖設計 
軟體操作與設計 

應用軟體 設計自己需

要的圖形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7 1 
雷射切割- 

繪圖設計 
軟體操作與設計 

應用軟體 設計自己需

要的圖形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8 1 
雷射切割- 

雷切製作 
雷切機器實作 完成雷切作品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10 1 空拍機-飛行原理 空拍機飛行原理 認識飛行原理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11 1 空拍機-基本飛行 空拍機基本飛行操作 學會空拍機基本飛行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12 1 空拍機-主題攝影 空拍機飛行攝影操作 
學會空拍機基本攝影飛

行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13 1 空拍機-主題攝影 空拍機飛行攝影操作 
學會空拍機基本攝影飛

行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14 1 空拍機-影片剪輯 飛行攝影影片剪輯 
將空拍機攝影影片剪輯

成短片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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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1 空拍機-影片剪輯 飛行攝影影片剪輯 
將空拍機攝影影片剪輯

成短片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16 1 空拍機-影片成果發表 飛行攝影影片發表 發表成果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17 1 
跨越時空 

(近代科學發展簡述) 
近代科學發展簡述 了解科學發展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18 1 
跨越時空 

(近代科學發展簡述) 
近代科學發展簡述 了解科學發展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19 1 
跨越時空 

(近代科學發展簡述) 
近代科學發展簡述 了解科學發展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20 1 九年級畢業     

21 1 九年級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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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期九年級彈性學習課程計畫 

社團活動或技藝課程名稱 說表達 實施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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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達的價值 介紹表達的重要性 了解表達的重要性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3 1 TED 的優勢 介紹 TED 組織理念 了解 TED 組織理念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5 1 影像式閱讀 練習 TED 影片摘要 
培養摘要影片重點的能

力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6 1 心智圖技巧 1 練習說話心智圖 學習運用心智圖表達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8 1 3 分鐘故事短講 
練習 3 分鐘的短故事

技巧 

學習 3 分鐘的短故事技

巧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9 1 故事情境營造 訓練故事情境營造 
培養故事情境營造的能

力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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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1 實作練演 說一個有情境的故事 
學習說一個有情境的故

事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11 1 實證引據分析 訓練實證引據分析 了解實證引據分析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12 1 實作練演 
說一個有說服力的故

事 

學習說一個有說服力的

故事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13 1 演說台風 訓練演說台風 培養演說台風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14 1 實作練演 說出自己的台風 培養自己的台風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15 1 說話主題 發展說話主題 學習發展說話主題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16 1 實作練演 說一個有主題的故事 
學習說一個有主題的故

事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17 1 閱讀訓練 練習擷取文章觀點 學習擷取文章觀點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18 1 實作練演 說出他人文章觀點 了解他人文章觀點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19 1 心智圖技巧 2 練習主題心智圖 
培養發展主題心智圖的

能力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20 1 實作練演 
練習短時間發展說話

主題 

學習短時間發展說話主

題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21 1 簡報技巧 練習簡報設計技巧 了解簡報設計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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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達的藝術 介紹表達的重要性 了解表達的重要性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5 1 TED 的價值 介紹 TED 組織理念 了解 TED 組織理念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6 1 影像式閱讀 練習 TED 影片摘要 
培養摘要影片重點的能

力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7 1 心智圖技巧 1 練習說話心智圖 學習運用心智圖表達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8 1 3 分鐘故事短講 
練習 3 分鐘的短故事

技巧 

學習 3 分鐘的短故事技

巧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10 1 故事情境營造 訓練故事情境營造 
培養故事情境營造的能

力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11 1 實作練演 說一個有情境的故事 
學習說一個有情境的故

事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12 1 實證引據分析 訓練實證引據分析 了解實證引據分析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13 1 實作練演 
說一個有說服力的故

事 

學習說一個有說服力的

故事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14 1 演說台風 訓練演說台風 培養演說台風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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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1 實作練演 說出自己的台風 培養自己的台風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16 1 說話主題 發展說話主題 學習發展說話主題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17 1 實作練演 說一個有主題的故事 
學習說一個有主題的故

事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18 1 閱讀訓練 練習擷取文章觀點 學習擷取文章觀點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19 1 心智圖技巧 2 練習主題心智圖 
培養發展主題心智圖的

能力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20 1 九年級畢業   
 

 

21 1 九年級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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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期九年級彈性學習課程計畫 

社團活動或技藝課程名稱 運動欣賞 實施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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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團介紹、運動廣告 運動廣告的熱血散播 感受運動畫面的回饋 出席率、學習單  

3 1 翻滾三部曲 翻滾系列介紹 了解體操運動的辛苦 出席率、學習單  

5 1 籃球老大 Kobe 紀錄片《Muse》觀賞 
了解 Kobe Bryant 的籃

球生涯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6 1 籃球老大 Kobe 紀錄片《Muse》觀賞 
了解 Kobe Bryant 的籃

球生涯 
出席率、學習單  

8 1 排球少年 劇場版電影欣賞 感受排球動漫的熱血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9 1 排球少年 劇場版電影欣賞 感受排球動漫的熱血 出席率、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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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1 運動書籍讀本 翻閱運動書籍與觀看 
了解運動讀物的選擇與

閱讀 
出席率、學習單  

11 1 屏息游泳 
No Breathing 電影欣

賞 
了解游泳運動的辛苦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12 1 屏息游泳 
No Breathing 電影欣

賞 
了解游泳運動的辛苦 出席率、學習單  

13 1 運動書籍讀本 翻閱運動書籍與觀看 
了解運動讀物的選擇與

閱讀 
出席率、學習單  

14 1 黑子的籃球 劇場版電影欣賞 感受籃球動漫的熱血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15 1 黑子的籃球 劇場版電影欣賞 感受籃球動漫的熱血 出席率、學習單  

16 1 運動雜誌 翻閱運動雜誌與觀看 了解運動雜誌的內容 出席率、學習單  

17 1 志氣 拔河運動電影欣賞 了解拔河運動的辛苦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18 1 志氣 拔河運動電影欣賞 了解拔河運動的辛苦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19 1 志氣 拔河運動電影欣賞 了解拔河運動的辛苦 出席率、學習單  

20 1 冠軍大叔 腕力運動電影欣賞 認識不同的運動項目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21 1 冠軍大叔 腕力運動電影欣賞 認識不同的運動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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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團介紹、運動廣告 運動廣告的熱血散播 感受運動畫面的回饋 出席率、學習單  

5 1 翻滾三部曲 翻滾系列介紹 了解體操運動的辛苦 出席率、學習單  

6 1 籃球老大 Kobe 
紀錄片《The last 

dance》觀賞 

了解 Kobe Bryant 的籃

球生涯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7 1 籃球老大 Kobe 
紀錄片《The last 

dance》觀賞 

了解 Kobe Bryant 的籃

球生涯 
出席率、學習單  

8 1 排球少年 劇場版電影欣賞 感受排球動漫的熱血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10 1 排球少年 劇場版電影欣賞 感受排球動漫的熱血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11 1 運動書籍讀本 翻閱運動書籍與觀看 
了解運動讀物的選擇與

閱讀 
出席率、學習單  

12 1 飛躍奇蹟 電影欣賞 
了解跳台滑雪運動的辛

苦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13 1 飛躍奇蹟 電影欣賞 
了解跳台滑雪運動的辛

苦 
出席率、學習單  

14 1 運動書籍讀本 翻閱運動書籍與觀看 
了解運動讀物的選擇與

閱讀 
出席率、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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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1 黑子的籃球 劇場版電影欣賞 感受籃球動漫的熱血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16 1 黑子的籃球 劇場版電影欣賞 感受籃球動漫的熱血 出席率、學習單  

17 1 運動雜誌 翻閱運動雜誌與觀看 了解運動雜誌的內容 出席率、學習單  

18 1 破風 自行車運動電影欣賞 了解自行車運動的辛苦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19 1 破風 自行車運動電影欣賞 了解自行車運動的辛苦 出席率、活動中表現  

20 1 九年級畢業     

21 1 九年級畢業     

 

◎各社團務必寫一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