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臺南市立東區忠孝國民中中學 110學年度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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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理影片討論 16 是□  否 
每週【 1】節 

□隔週【  】節 

2 社會觀察家 16 是□  否 
每週【 1】節 

□隔週【  】節 

3 時尚與環保 16 是□  否 
每週【 1】節 

□隔週【  】節 

4 英語閱讀、影片研究 16 是□  否 
每週【 1 】節 

□隔週【  】節 

5 西洋英語歌曲欣賞 16 是□  否 
每週【 1 】節 

□隔週【  】節 

6 給我報報(剪報社) 16 是□  否 
每週【 1 】節 

□隔週【  】節 

7 台灣文學賞析社 16 是□  否 
每週【 1 】節 

□隔週【  】節 

8 喜閱電影社 16 是□  否 
每週【 1 】節 

□隔週【  】節 

9 趣味科學 16 是□  否 
每週【 1 】節 

□隔週【  】節 

10 生物影片研究 16 是□  否 
每週【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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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南市公立東區忠孝國民中中學 110學年度第一學期九年級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社團活動與技藝課程 

社團活動或技藝課程名稱 地理影片討論社 實施年級 九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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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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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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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C3 具備敏察和接納多元文化的涵養，關心本土與國際事務，並尊重與欣賞差異 
 

課程目標 
1.讓學生透過電影了解全球環境相關議題 
2.培養學生欣賞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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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量方式) 備註 

1~2 2 環境議題全球暖化 全球暖化概述原因 了解全球暖化的原因 口頭評量 環境議題 

3~4 2 環境議題全球暖化 全球暖化的影響 
了解全球暖化帶來的極

端氣候變化 
紙筆測驗 環境議題 

5~6 2 極端氣候 
欣賞電影明天過後極

端氣候 

了解極端氣候帶來的影

響 

問題討論 

上課態度 
環境議題 

7~8 2 環境議題海洋問題 

宜蘭縣政府環境保護

局 106 年海洋垃圾紀

錄影片 

了解海洋有什麼汙染物 
口頭評量 

上課態度 
海洋議題 

9~10 2 
環境議題海洋垃圾的

影響 
看影片塑膠海洋 了解海洋塑料的影響 上課態度 海洋議題 

11~12 2 
環境議題海洋垃圾的

影響 
分組討論 

提出方法減塑如何從自

身做起 
分組討論報告 海洋議題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13~14 2 水資源的議題 討論水資源的問題 了解全球水資源的不足 口頭評量 環境議題 

15~16 2 水資源的議題 
看影片藍色世界終結

水危機 

探討如何打造永續水資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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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社團務必寫一份。 

 

 

臺南市公立東區忠孝國民中中學 110學年度第一學期九年級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社團活動與技藝課程 

社團活動或技藝課程名稱 社會觀察家 實施年級 九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 16 )節 社團編號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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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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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C1 培養道德思辨與實踐能力，具備民主素養、法治觀念與環境意識，並主動參與公益團體活動，關懷生命倫理議 
     題與生態環境。 
J-C3 具備敏察和接納多元文化的涵養，關心本土與國際事務，並與欣賞差異。 

課程目標 
1培養學生對社會的關注力 
2提升學生自省與表達能力 
3強化學生人道精神與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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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1 科技議題 電子皮膚 了解科技帶來的影響 
1.課堂問題討論  

2.課堂表現觀察 
 

3~4 1 國際議題 戰火下的敘利亞兒童 認識戰火下兒童權利 
1.課堂問題討論  

2.課堂表現觀察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5~6 1 國際議題 1.5億人快餓死 關心國際糧食危機 
1.課堂問題討論  

2.課堂表現觀察 
 

7~8 1 人權議題 臉部平權挺顏損 學習如何平權待人 
1.課堂問題討論  

2.課堂表現觀察 
 

9~10 1 國際議題 我 19歲，感覺已死 覺知疫情帶來的影響 
1.課堂問題討論  

2.課堂表現觀察 
 

11~12 1 兩性議題 差點被拉離跑道 提升兩性平權意識 
1.課堂問題討論  

2.課堂表現觀察 
 

13~14 1 文化議題 當捷運遇到遺址 反思開發與文資的衝突 
1.課堂問題討論  

2.課堂表現觀察 
 

15~16 1 生命議題 逝去化為永恆 明白動物生命價值 
1.課堂問題討論  

2.課堂表現觀察 
 

 

 

臺南市公立東區忠孝國民中中學 110學年度第一學期九年級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社團活動與技藝課程 

社團活動或技藝課程名稱 時尚與環保 實施年級 九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   16  )節 社團編號 3 

彈性學習課程規範 社團活動 

總綱或領綱核心素養 

綜-J-A1探究多元的思考與學習方法，養成自主學習的能力，運用適當的策 

            略，解決生活議題。 

綜-J-A3因應社會變遷與環境風險，檢核、評估學習及生活計畫，運用最佳策略以發揮創新思維。 

綜-J-B3運用創新的能力豐富生活，於個人及家庭生活環境中展現美感，提升生活品質。 

綜-J-C1探索人與環境的關係，落實公民關懷並反思環境永續的行動價 
           值。 

環 U4思考生活品質與人類發展的意義，並據以思考與永續發展的關係。 

環 E17養成日常生活節約物質的行為，減少資源的消耗。 

環 U12了解循環型社會的涵意與執行策略，實踐綠色消費、友善環境的生活模式。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課程目標 
從服飾時尚的觀點瞭解綠色、簡樸與永續的生活實踐、省思與行動。 
檢視世界與台灣紡織產業的創新與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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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2 時尚的定義與自己 從柴靜開始說起 
了解時尚的不盲目與適

合自己的都是一種時尚 
隨堂觀察  

3~4 2 時尚商業模式 
時尚商業模式的前世

今生 

了解時尚商業模式的演

變與共同協定 
口頭考核  

5~6 2 各種纖維的碳排 

探討並說明不同類別

纖維都有其碳排或水

資源使用等對生態不

同的威脅 

了解各種纖維對環境的

影響 
隨堂測驗  

7~8 2 服飾生產履歷 
舉例各品牌的服飾生

產履歷 

了解服飾生產履歷的必

須性與識別度 
問題討論  

9~12 

 
4 友善環境零毛皮 

1. 毛皮對人類的歷

史地位與剝皮過

程動物福利的衝

突。 

2. 結合藏羚羊保育

的故事 

3. 談皮革汙染 

了解毛皮與人類道德的

取捨 
問題討論  

13~14 2 運動鞋的公平交易 運動鞋的製程與功能 

了解如何不砍伐亞馬遜

的橡膠樹也能製作好的

運動鞋 

小組分享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15~16 2 終身服飾與快時尚 

從一位製作西裝與旗

袍的師傅故事開始談

論一件衣服的價值 

手做的質感與快時尚的

品味 

訪問祖母或其它長輩的

時尚故事 
 

 

 

臺南市公立東區忠孝國民中中學 110學年度第一學期九年級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社團活動與技藝課程 

社團活動或技藝課程名稱 英語閱讀、影片研究社 實施年級 九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 16 )節 社團編號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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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 具備運用各類符號表情達意的素養，能以同理心與人溝通互動，並理解數理、美學等基本概念，應用於日常生 

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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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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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目標 
1. 能主動接觸課外的英語文多元教材。                2. 能運用閱讀策略，讀懂文章。 
3. 能聽懂影片對話，並以簡單的句子回答問題。        4. 能流利唸出影片的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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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2 Chapter1 COVID-19:Do’s& Don’ts at the workplace 

1. 能在閱讀文章後，了解文章主旨。 

2. 能運用心智圖畫出文章的架構。 

3. 能流利唸出文章。 

4. 能根據文章內容，設計題目。 

5. 能熟記文章中重要單字。 

1.小組討論產出文章架構

心智圖。 

2 小組討論產出題目。 

3.小組競賽。 

4.隨堂測驗。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3~4 2 Chapter2 Travel Bubbles 

1. 能在閱讀文章後，了解文章主旨。 

2. 能運用心智圖畫出文章的架構。 

3. 能流利唸出文章。 

4. 能根據文章內容，設計題目。 

5. 能熟記文章中重要單字。 

1.小組討論產出文章架構

心智圖。 

2 小組討論產出題目。 

3.小組競賽。 

4.隨堂測驗。 

5~6 2 Chapter 3 Difference Between a Fan and a Circulator 

1. 能在閱讀文章後，了解文章主旨。 

2. 能運用心智圖畫出文章的架構。 

3. 能流利唸出文章。 

4. 能根據文章內容，設計題目。 

5. 能熟記文章中重要單字。 

1.小組討論產出文章架構

心智圖。 

2 小組討論產出題目。 

3.小組競賽。 

4.隨堂測驗。 

7~8 2 Chapter 4 Walk Out, Wake Up Your Body 

1. 能在閱讀文章後，了解文章主旨。 

2. 能運用心智圖畫出文章的架構。 

3. 能流利唸出文章。 

4. 能根據文章內容，設計題目。 

5. 能熟記文章中重要單字。 

1.小組討論產出文章架構

心智圖。 

2 小組討論產出題目。 

3.小組競賽。 

4.隨堂測驗。 

9~10 

 
2 Chapter5 Let’s Go Green! 

1. 能在閱讀文章後，了解文章主旨。 

2. 能運用心智圖畫出文章的架構。 

3. 能流利唸出文章。 

4. 能根據文章內容，設計題目。 

5. 能熟記文章中重要單字。 

1.小組討論產出文章架構

心智圖。 

2 小組討論產出題目。 

3.小組競賽。 

4.隨堂測驗。 

11~12 2 Chapter6 Polar Bears Are on the Line 

1. 能在閱讀文章後，了解文章主旨。 

2. 能運用心智圖畫出文章的架構。 

3. 能流利唸出文章。 

4. 能根據文章內容，設計題目。 

5. 能熟記文章中重要單字。 

1.小組討論產出文章架構

心智圖。 

2 小組討論產出題目。 

3.小組競賽。 

4.隨堂測驗。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13~14 2 

Learn 

English with 

Friends 

Ross Plays the Piano, but Then…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1n2Oo-

RFw8&list=RDCMUCKgpamMlm872zkGDcBJHYDg&index=5

) 

1. 能聽懂影片對話。 

2. 能看懂影片劇本。 

3. 能流利唸出劇本。 

4. 能熟記文章中重要單字。 

5. 能運用影片中的文法句型。 

1.聽力測驗。 

2 分組討論。 

3.小組上台表演。  

4. 隨堂測驗。 

15~16 2 

Learn 

English with 

Friends 

Ross Plays the Piano, but Then…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1n2Oo-

RFw8&list=RDCMUCKgpamMlm872zkGDcBJHYDg&index=5

) 

1. 能聽懂影片對話。 

2. 能看懂影片劇本。 

3. 能流利唸出劇本。 

4. 能熟記文章中重要單字。 

5. 能運用影片中的文法句型。 

1.聽力測驗。 

2 分組討論。 

3.小組上台表演。 

4.隨堂測驗。  

 

 

 

臺南市公立東區忠孝國民中中學 110學年度第一學期九年級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社團活動與技藝課程 

社團活動或技藝課程名稱 西洋英語歌曲欣賞社 實施年級 九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  16   )節 社團編號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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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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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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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了解歌詞情境和歌詞內容。 2.能欣賞並吟唱英文歌曲。 3.能透過英語歌曲體會學習英語的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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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1~2 2 Let It Go 

1.介紹演唱者及歌曲  

情境 

2.單字教學 

能了解歌詞情境和歌詞 

內容 

認讀歌曲中英文單字 

隨堂觀察 
 

3~4 2 Let It Go 
1. 歌曲練唱  

2. 分組上台演唱 
能欣賞並吟唱英文歌曲 小組自評互評  

5~6 2 Shake It Off 

1.介紹演唱者及歌曲 

情境 

2.單字教學 

能了解歌詞情境和歌詞 

內容 

認讀歌曲中英文單字 

隨堂觀察 
 

7~8 2 Shake It Off 
1. 歌曲練唱  

2. 分組上台演唱 
能欣賞並吟唱英文歌曲 小組自評互評  

9~10 2 You Raise Me Up 

1.介紹演唱者及歌曲 

情境 

2.單字教學 

能了解歌詞情境和歌詞 

內容 

認讀歌曲中英文單字 

隨堂觀察 
 

11~12 2 You Raise Me Up 
1. 歌曲練唱  

2. 分組上台演唱 
能欣賞並吟唱英文歌曲 小組自評互評  

13~14 2 This Is Me 

1.介紹演唱者及歌曲 

情境 

2.單字教學 

能了解歌詞情境和歌詞 

內容 

認讀歌曲中英文單字 

隨堂觀察 
 

15~16 2 This Is Me 
1. 歌曲練唱  

2. 分組上台演唱 
能欣賞並吟唱英文歌曲 小組自評互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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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公立東區忠孝國民中中學 110學年度第一學期九年級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社團活動與技藝課程 

社團活動或技藝課程名稱 給我報報(剪報社) 實施年級 九年級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  16   )節 社團編號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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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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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心自己生活週遭的人、事、物。 
2.學習閱讀技巧並培養統整、分析、思辨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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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量方式) 備註 

1~2 2 剪報概論 
1.剪報課程介紹 

2.全班分 6組 

1.學習如何剪報 

2.了解剪報的好處 
認真聽講  

3~4 2 剪報高手(疾病類) 
1.進行剪報實作 

2.組內分享 

1.能善用資訊能力，蒐

集剪報相關內容及文章

(疾病類) 

2.能閱讀剪報內容，並

分享 

學習單 

小組討論 
 

5~6 

2 

剪報高手(環境類) 
1.進行剪報實作 

2.組內分享 

1.能善用資訊能力，蒐

集剪報相關內容及文章

(環境類) 

2.能閱讀剪報內容，並

分享 

學習單 

小組討論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7~8 

2 

剪報高手(菸、酒、檳

榔類) 

1.進行剪報實作 

2.組內分享 

1.能善用資訊能力，蒐

集剪報相關內容及文章

(菸、酒、檳榔類) 

2.能閱讀剪報內容，並

分享 

學習單 

小組討論 
 

9~10 

2 

剪報高手(運動類) 
1.進行剪報實作 

2.組內分享 

1.能善用資訊能力，蒐

集剪報相關內容及文章

(運動類) 

2.能閱讀剪報內容，並

分享 

學習單 

小組討論 
 

11~12 

2 

剪報高手(職業類) 
1.進行剪報實作 

2.組內分享 

1.能善用資訊能力，蒐

集剪報相關內容及文章

(職業類) 

2.能閱讀剪報內容，並

分享 

學習單 

小組討論 
 

13~14 2 我來報報 1 
各組剪報資料彙整成

冊(含美編) 

1.能美化剪報資料並製

作成書 
小組合作  

15~16 2 我來報報 2 各組上台分享剪報書 1.能有條理的上台報告 上台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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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南市公立東區忠孝國民中中學 110學年度第一學期九年級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社團活動與技藝課程 

社團活動或技藝課程名稱 台灣文學賞析社 實施年級 九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  16   )節 社團編號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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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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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 具備運用各類符號表情達 意的素養，能以同理心與人溝通互動，並理解數理、美學等基本概念，應用於日常 
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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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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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進學生對台灣文學之認識 
2.提升學生思辨表達能力 
3.強化學生人道省思與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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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2 認識台灣文學 介紹台灣文學的定義  了解何謂台灣文學 課堂表現觀察  

3~4 2 
台灣文學的發展(一) 

日治時期(上)  

現代台灣文學與中國 

大陸的關聯性 

了解日據初期，現代台 

灣文學﹐是在“五四” 

新文化運動和文學革命 

的影響下誕生和發展起 

來的 

1.問題討論  

2.課堂表現觀察 
 

5~6 2 

台灣文學的發展(一) 

日治時期(下) 

 

日治時期台灣新文學 

的發展分期 

 

了解日據時期台灣新文 

學的發展﹐經歷了 20  

年代初到 20 年代末的

奠基時期﹔30 年代初

到 30年代中期的繁榮

發展時期﹔全面侵華戰

爭開始後的沉寂時期。 

 

1.問題討論  

2.課堂表現觀察 
 

    7~8~ 2 
台灣文學的發展(二) 

光復後至 1950 年代 

光復後至 1950 年代 

的台灣新文學發展 

了解 1950年代的台灣新 

文學內涵 

1.問題討論  

2.課堂表現觀察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9~10~ 2 
台灣文學的發展(三) 

1960 年代  

1960年代的台灣新文 

學發展 

了解 1960年代的台灣新 

文學內涵 

1.問題討論  

2.課堂表現觀察 
 

    11~12 2 
台灣文學的發展(四) 

1970 年代  

1970年代的台灣新文

學發展 

了解 1970年代的台灣新 

文學內涵 

1.問題討論  

2.課堂表現觀察 
 

    13~14  
台灣文學的發展(五) 

1980 年代至今 

1980年代至今的台灣

新文學發展 

了解 1980年代後的台灣 

新文學發展 

1.問題討論  

2.課堂表現觀察 
 

    15~16  小說賞析  

〈兒子的大玩偶〉、 

〈 小 琪 的 那 頂 帽 

子〉、〈蘋果的滋味〉 

小說導讀 

作品導讀賞析 
1.問題討論  

2.課堂表現觀察 
 

 

 

臺南市公立東區忠孝國民中中學 110學年度第一學期九年級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社團活動與技藝課程 
 

社團活動或技藝課程名稱 喜閱電影社 實施年級 九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16)節 社團編號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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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 具備運用各類符號表情達 意的素養，能以同理心與人溝通互動，並理解數理、美學等基本概念，應用於日常 
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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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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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融合電影與閱讀，提升閱讀興趣。 
透過電影經典台詞，增進閱讀與寫作能力。 
培養電影鑑賞的能力與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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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類) 

1~2 2 不可能的任務 眼明手快 正確判斷、快速審題 
分組討論 

成果展示 
 

3~4 2 全面啟動 層次分明 安排段落、組織成篇 
分組討論 

成果展示 
 

5~6 2 神隱少女 探索自我 找到自己、表達自我 
分組討論 

成果展示 
 

7~8 2 腦筋急轉彎 敘述人稱 不同人稱、不同視野 
分組討論 

成果展示 
 

9~10 2 尖叫旅社 開頭結尾 開頭簡潔、結尾有力 
分組討論 

成果展示 
 

11~12 2 史瑞克 抒情論說 題目線索、掌握文類 
分組討論 

成果展示 
 

13~14 2 海底總動員 學習感動 關照生活、培養柔心 
分組討論 

成果展示 
 

15~16 2 黑魔女：沉睡魔咒 表達同理 外在刺激、內在變化 
分組討論 

成果展示 
 

 

 

臺南市公立東區忠孝國民中中學 110學年度第一學期九年級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社團活動與技藝課程 
 

社團活動或技藝課程名稱 趣味科學 實施年級 九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  16   )節 社團編號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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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 具備運用各類符號表情達 意的素養，能以同理心與人溝通互動，並理解數理、美學等基本概念，應用於日常 
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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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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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養探索與熱愛科學之興趣，並養成主動學習的習慣。  
2.培養學生具備科學觀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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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量方式) 備註 

1~2 2 
電池並聯、有趣的 

電磁鐵  

生活中對各種材料進

行加工與運用。 

1.培養探索與熱愛科學 

之興趣，並養成主動學 

習的習慣。  

2.培養學生具備科學觀 

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上課態度  

課程參與  

口頭評量  

紙筆測驗 

 

3~4 2 靜電實驗  
生活中對各種材料進

行加工與運用。 

1.培養探索與熱愛科學 

之興趣，並養成主動學 

習的習慣。  

2.培養學生具備科學觀 

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上課態度  

課程參與  

口頭評量  

紙筆測驗 

 

5~6 2 哈哈鏡 
生活中對各種材料進

行加工與運用。 

1.培養探索與熱愛科學 

之興趣，並養成主動學 

習的習慣。  

2.培養學生具備科學觀 

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上課態度  

課程參與  

口頭評量  

紙筆測驗 

 

7~8 2 小叮噹竹蜻蜓 
生活中對各種材料進

行加工與運用。 

1.培養探索與熱愛科學 

之興趣，並養成主動學 

習的習慣。  

2.培養學生具備科學觀 

上課態度  

課程參與  

口頭評量  

紙筆測驗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9~10 2 DNA解碼 
生活中對各種材料進

行加工與運用。 

1.培養探索與熱愛科學 

之興趣，並養成主動學 

習的習慣。  

2.培養學生具備科學觀 

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上課態度  

課程參與  

口頭評量  

紙筆測驗 

 

    11~12 2 慣性實驗 
生活中對各種材料進

行加工與運用。 

1.培養探索與熱愛科學 

之興趣，並養成主動學 

習的習慣。  

2.培養學生具備科學觀 

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上課態度  

課程參與  

口頭評量  

紙筆測驗 

 

13~14 2 影子的秘密 
生活中對各種材料進

行加工與運用。 

1.培養探索與熱愛科學 

之興趣，並養成主動學 

習的習慣。  

2.培養學生具備科學觀 

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上課態度  

課程參與  

口頭評量  

紙筆測驗 

 

    15~16 2 反射實驗 
生活中對各種材料進

行加工與運用。 

1.培養探索與熱愛科學 

之興趣，並養成主動學 

習的習慣。  

2.培養學生具備科學觀 

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上課態度  

課程參與  

口頭評量  

紙筆測驗 

 

 

 

臺南市公立東區忠孝國民中中學 110學年度第一學期九年級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社團活動與技藝課程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社團活動或技藝課程名稱 生物影片研究社 實施年級 九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  16   )節 社團編號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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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 具備運用各類符號表情達 意的素養，能以同理心與人溝通互動，並理解數理、美學等基本概念，應用於日常 
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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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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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學生瞭解地球上各式各樣的生物及生態  
2.培養愛地球的情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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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2 病毒 病毒結構 
能了解病毒及其引發的 

疾病 
口頭評量  

3~4 2 細菌 細菌及疾病 
能了解細菌及其引發的 

疾病 
口頭評量  

5~6 2 藻類  藻類特色及應用  
能了解日常生活之藻類 

產品 
口頭評量  

7~8 2 蕈類  蕈類與生活 
能了解人類與蕈類之關 

係 
口頭評量  

9~10 2 黴菌  黴菌及抗生素發明史 
能了解如何正確使用抗 

生素 
口頭評量  

    11~12 2 酵母菌 酵母菌與人類生活 
能了解酵母菌對人類生 

活之幫助 
口頭評量  

13~14 2 蕨類  蕨類的特色 能了解蕨類的生存環境 口頭評量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15~16 2 人類與環境關係 討論 人類與環境 
能了解我們只有一個地 

球要好好愛護 
紙筆測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