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臺南市公立安南區海佃國民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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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可思議 21 是□  否■ 
■每週【 1】節 

□隔週【  】節 

2 從電影找議題 21 是□  否■ 
■每週【 1】節 

□隔週【  】節 

3 巧固球 21 是□  否■ 
■每週【 1】節 

□隔週【  】節 

4 英語歌曲欣賞社 21 是□  否■ 
■每週【 1】節 

□隔週【  】節 

5 茶咖桌遊社 21 是□  否■ 
■每週【 1】節 

□隔週【  】節 

6 I閱社 21 是□  否■ 
■每週【 1】節 

□隔週【  】節 

7 古典文學社 21 是□  否■ 
■每週【 1】節 

□隔週【  】節 

8 文藝社 21 是□  否■ 
■每週【 1】節 

□隔週【  】節 

9 舞蹈鑑賞社 21 是□  否■ 
■每週【 1】節 

□隔週【  】節 

10 機器人社 21 是□  否■ 
■每週【 1】節 

□隔週【  】節 

11 小說賞析 21 是□  否■ 
■每週【 1】節 

□隔週【  】節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臺南市公立安南區海佃國民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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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可思議 實施年級 九年級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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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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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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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發學生對創作藝術的興趣與愛好 
協助學生在手作能力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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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週 4 布與針線的認識 
介紹基礎縫紉的方法

與技巧 

能運用不同縫紉方法於

日常生活中 

學生能呈現各種縫紉方

法 
 

5-8週 4 針插包 自製簡易針包 
透過基本簡易手縫加強

學生能力 
作品呈現  

9-12週 4 布花髮飾 
利用花布創造不同風

情的髮飾 

透過有趣實用的作品，

激發學生創作能力 
作品呈現  

13-16週 4 飲料提袋 
利用手縫創造屬於自

己風格的飲料提袋 

透過有趣實用的作品，

激發學生創作能力 
作品呈現  

17-21週 5 悠遊卡包 
利用手縫創造屬於自

己風格的布卡包 

透過有趣實用的作品，

激發學生創作能力 
作品呈現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臺南市公立安南區海佃國民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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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電影找議題 實施年級 九年級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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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 
釐清學習目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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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B1 
尊重、包容與欣賞他人，適切表達自己的意見與感受，運用同理心及合宜的溝通技巧，促進良好的人際互動。 
J-C3 
探索世界各地的生活方式，理解、尊重及關懷不同文化及族群，展現多元社會中應具備的生活能力。 

課程目標 透過電影的啟發讓孩子對各項議題有感進而培養表達自己觀點的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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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週 6 

性別平等教育 

<<我和我的冠軍女兒>> 

<<耳光>> 

透過影片發掘性別平等

/不平等的現象與議題 

建立性別平等的價值信念，落

實尊重與包容多元性別差異。 

學生在討論中能分享自

己的心得與分享感受 
 

7-13週 7 

人權教育 

<<北國性騷擾>> 

<<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 

透過影片覺察人權的基

本概念與核心價值 

了解人權存在的事實、基本概

念與價值。 

發展對人權的價值信念，增強

對人權的感受與評價。 

學生在討論中能分享自

己的心得與分享感受 
 

14-21週 8 

環境教育 

<<瓦力 WALL．E >> 

<<怒火地平線>> 

透過影片提高環境議題

的覺知與敏感度 

認識與理解人類生存與發展所

面對的環境危機與挑戰，執行

綠色、簡樸與永續的生活行動。 

學生在討論中能分享自

己的心得與分享感受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臺南市公立安南區海佃國民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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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巧固球 實施年級 九年級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21)節 社團編號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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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 具備理解體育與健康情境的全貌，並做出獨立思考與分析的知能，進而運用適當的策略，處理與解決體
育與健康的問題。 

課程目標 
引發學生對非奧運項目巧固球的認識與愛好 
協助學生在團隊活動中建立合作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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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週 4 基本傳接球 
1認識巧固球特質 

2基本體適能建立 

1 學會基本體能的動作

技巧 

2傳接球的正確動作 

能做出基本傳接球動作  

5-8週 4 基本規則 
1由來 

2 動作技巧 

1了解競賽規則 

2 學習三步射網基本動

作 

能做出基本三步射網動

作 
 

9-12週 4 動作與技巧 

1做球的動作技巧 

2 左右做球動作技巧

的要領 

1 了解做球的動作與技

巧 

2學會搭配射手動作 

能做出做球及接球動作  

13-16週 4 防守戰術練習 
1 認識正式項目及比

賽規則 

1 了解各種防守姿勢及

規則 
能做出防守動作  

17-21週 5 綜合練習 

1認識單網比賽規則 

2 傳接球的動作與攻

防 

1了解戰術 

2培養團隊精神及默契 
能完成單網比賽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臺南市公立安南區海佃國民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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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語歌曲欣賞社 實施年級 九年級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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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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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發學生對英語歌曲的的興趣與愛好。 
培養對異國文化差異性的理解與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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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識英語歌曲 
英語歌曲的組成原素

與介紹 

學習分析一首英語歌曲的

組成原素與要件 
小組討論與報告  

5-8週 4 英語歌曲欣賞 I 學習英語歌曲 
英語歌曲中的單字認識與

文法分析，培養英聽能力 

1.分組合作學習 

2.填寫學習單 
 

9-12週 4 英語歌曲欣賞 II 學習英語歌曲 
英語歌曲中的單字認識與

文法分析，培養英聽能力 

1.分組合作學習 

2.填寫學習單 
 

13-16週 4 英語歌曲欣賞 III 學習英語歌曲 
英語歌曲中的單字認識與

文法分析，培養英聽能力 

1.分組合作學習 

2.填寫學習單 
 

17-21週 5 英語歌賞分享 小組或個人成果分享 學習完成分享或演出 音語歌曲分享或表演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臺南市公立安南區海佃國民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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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茶咖桌遊社 實施年級 九年級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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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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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發學生對茶與咖啡的興趣與愛好 
藉由品茗與桌遊中，學習與人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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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週 4 認識茶 了解茶道 
認識茶道精神 

認識茶與茶具 
了解茶具基本功用  

5-8週 4 動手泡好茶 認識泡茶的基本步驟 了解泡茶的基本事項 學生能泡出一壺好茶  

9-12週 2 認識咖啡 初步認識咖啡 學習泡咖啡的方式 泡出一杯咖啡  

13-16週 6 認識桌遊 介紹桌遊 
藉由桌遊，體驗與人正

向互動 
桌遊 pk賽  

17-21週 5 茶咖桌遊體驗 茶與咖啡的應用 

將茶與咖啡進行應用，

並加入桌遊，體驗人際

互動 

學習單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臺南市公立安南區海佃國民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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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閱社 實施年級 九年級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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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J-B1 運用國語文表情 達意，增進閱讀 理解，進而提升 欣賞及評析文本 的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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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 互動。 

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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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J-C2在國語文學習情境中，與他人合作學習，增進理解、溝通與包容的能力，在生活中建立友善的人際關係。 

課程目標 透過多元的閱讀活動引導與啟發，讓學生能自主的閱讀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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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週 4          悅閱欲試 閱讀引導 提升語文及寫作能力 書面評量  

5-8週 4 靜書閣之旅 
閱讀學校圖書館的館

藏書籍 
培養良好的閱讀習慣 

參與度 

學習態度 
 

9-12週 4 響閱．享閱 
閱讀自己所挑選有興

趣的書籍 

提升語文及寫作能力 

培養良好的閱讀習慣 
口頭評量  

13-16週 4 好書報報 分享自己所知的好書 
能表達自己的想法 

能認真聆聽他人報告 
口頭評量  

17-21週 5 I電影 觀賞輔導室影片 能賞閱不同層面的素材 學習單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臺南市公立安南區海佃國民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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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典文學社 實施年級 九年級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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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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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備了解古典文學的一般知能能力，欣賞各種文本的風格和價值，並了解理、知性的特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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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發學生對古文的興趣與愛好 
協助學生在欣賞到文本的能力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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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週 4 古典文學概論 介紹古典的種類 
能分辨出古典文學的不

同類型 

學生能說出古典文學文

本的種類 
 

5-8週 4 韻文與散文概說 
透過視覺呈現現代與

古代文體的差別 

學生知性與感性的開發

及展現 

能使用自己的學力進行

日常的文藝敏感度 
 

9-12週 4 韻文～詩經、楚辭 

利用南北不同的文學

類型，使學生可以快

速掌握文本類型。 

能找尋到適合文本類型

發揮的傳承 

學生進行一段文本朗讀

及學習單 
 

13-16週 4 韻文～漢賦、樂府詩 
閱讀文本內容，作品

剖析，作者介紹 

能找尋到適合文本類型

發揮的傳承 

學生進行一段文本朗讀

及學習單 
 

17-21週 5 韻文～古體詩 
閱讀文本內容，作品

剖析，作者介紹 

能找尋到適合文本類型

發揮的傳承 

學生進行一段文本朗讀

及學習單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臺南市公立安南區海佃國民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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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藝社 實施年級 九年級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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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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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發學生對文學藝術的興趣與愛好 

協助學生在文學藝術領域的認知及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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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藝術概論 解說藝術的涵義 
了解藝術與生活連結的重要

性。 
學生說出對藝術的看法。  

5-8週 4 藝術的種類 

包括造型藝術、表演藝

術、綜合藝術、語言藝術

四大類 

本社以語言藝術中的「文學藝

術」為主軸，探討文學創作。 

說出藝術總類的區別， 

及對「文學藝術」的理解。 
 

9-12週 4 文學藝術的認知 

以語言為手段，塑造形

象，反映社會生活、表達

思想情感的ㄧ種藝術。 

根據韻文、散文進行分類，以

長篇小說、中篇小說、短篇小

說主要形式進一步區分。 

能找尋現階段的文學作品，閱

讀並與藝術作結合，推薦文學

作品。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13-16 週 4 文學創作三大美感 

從文學創作結合藝術之

美，體現 1.語言美、2.意

象美、3.意境美 

理解文學藝術內涵，如何展現

其美感。 

從三大美感，尋找相關作品，

並分析、說明。 
 

17-21 週 5 文學創作技巧，實例分析 

舉例說明三大美感：賈島

的「僧『敲』月下門」、

王安石的「春風又『綠』

江南岸」-語言美。 

杜甫的《春望》、戴望舒

的《雨巷》，美麗的意象，

令人賞心悅目，心曠神

怡。 

徐志摩的《再別康橋》美

麗的意境如詩如畫。 

從文學創作中，剖析美感之

作，並深入探討其吸引人之

處。 

自選文學作品，賞析其文章，

並分享其美的感受。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臺南市公立安南區海佃國民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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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舞蹈鑑賞社 實施年級 九年級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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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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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發學生對舞蹈表演藝術的興趣與愛好 
並提升對舞蹈欣賞的鑑賞能力 
進而陶冶心志培養藝術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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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舞蹈概論 介紹舞蹈的種類 能分辨出各種舞蹈類型 
學生口說分享曾經看過

的舞蹈種類。 
 

5-8週 4 肢體協調開發 
透過舞蹈遊戲及活動

開發肢體協調性 
舞者身體的開發及展現 

身體進行不同部位的演

出並須展現協調性 
 

9-12週 4 

 

肢體舞動 GO 

 

利用活動了解肢體各

部位的運用方式 

能找尋自我身體的表演

方式 
學生進行即興舞蹈演出  

13-16週 4 舞蹈與環境對話 
藉由校園環境進行與

肢體的遊戲 

了解環境與身體的關係

並創作個人風格 
錄製自我肢體創作  

17-21週 5 身體與他人 
透過欣賞同學影片 

了解個人肢體的特色 
培養對舞蹈鑑賞能力 口頭分享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臺南市公立安南區海佃國民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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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器人社 實施年級 九年級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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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J-A2 

運用科技工具，理解與歸納問題，進而提出簡易的解決之道。 

科-J-C2 

運用科技工具進行溝通協調及團隊合作，以完成科技專題活動。 

課程目標 利用機器人程式控制與實作發展整合運算思維與設計思考之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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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週 4 
機器人簡介 元件介紹 了解機器人的發展 口頭問答 

 

5-8週 4 
開發版應用  micro:bit 功能簡介 進行開發版基本操作 口頭問答 

 

9-12週 4 
   積木程式語言應用 圖形化編程工具 能利用開發版進行實作

活動 

實作評量 
 

13-16週 4 
機器人實作活動 1 感測器運用 運用感測器進行專題 實作評量 

 

17-21週 5 
機器人實作活動 2 機構和結構 能運用機構和結構原理

解決問題 

成果發表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臺南市公立安南區海佃國民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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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說賞析 實施年級 九年級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21)節 社團編號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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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備閱讀能力知能及表現能力，欣賞各種小說的風格和與表現方式，增進生活的豐富性與視覺體驗。 
 

課程目標 
引發學生對小說的興趣與愛好 
協助學生增長閱讀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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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週 4 小說類別 
介紹小說的種類和有

名作者 
能分辨小說的不同類型 

學生能說出小說的種類

及自己喜歡小說類別 
 

5-8週 4 穿越小說賞析 

透過知名穿越古代小

說增加學生閱讀興

趣。 

增加學生對歷史喜好程

度 

學生能分辨小說內容和

真正歷史差異 
 

9-12週 4 玄幻小說賞析 
利用不同玄幻劇情，

提升學生想像空間 

能利用小說內容提升學

生理解能力 

學生能書寫一小段玄幻

內容 
 

13-16週 4 都市小說賞析 
閱讀小說內容、陶冶

心情 
培養小說閱讀能力 學生書寫閱讀心得  

17-21週 5 探險小說賞析 
透過探討小說和作者

介紹憾動讀者心靈 
喜愛探險小說 

能講出自已喜歡小說感

想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臺南市公立安南區海佃國民中學 110學年度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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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可思議 20 是□  否■ 
■每週【 1】節 

□隔週【  】節 

2 從電影找議題 20 是□  否■ 
■每週【 1】節 

□隔週【  】節 

3 巧固球 20 是□  否■ 
■每週【 1】節 

□隔週【  】節 

4 英語歌曲欣賞社 20 是□  否■ 
■每週【 1】節 

□隔週【  】節 

5 茶咖桌遊社 20 是□  否■ 
■每週【 1】節 

□隔週【  】節 

6 I閱社 20 是□  否■ 
■每週【 1】節 

□隔週【  】節 

7 古典文學社 20 是□  否■ 
■每週【 1】節 

□隔週【  】節 

8 文藝社 20 是□  否■ 
■每週【 1】節 

□隔週【  】節 

9 舞蹈鑑賞社 20 是□  否■ 
■每週【 1】節 

□隔週【  】節 

10 機器人社 20 是□  否■ 
■每週【 1】節 

□隔週【  】節 

11 小說賞析 20 是□  否■ 
■每週【 1】節 

□隔週【  】節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臺南市公立安南區海佃國民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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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可思議 實施年級 九年級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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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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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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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發學生對創作藝術的興趣與愛好 
協助學生在手作能力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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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週 4 布與針線的認識 
介紹基礎縫紉的方法

與技巧 

能運用不同縫紉方法於

日常生活中 

學生能呈現各種縫紉方

法 
 

5-8週 4 針插包 自製簡易針包 
透過基本簡易手縫加強

學生能力 
作品呈現  

9-12週 4 布花髮飾 
利用花布創造不同風

情的髮飾 

透過有趣實用的作品，

激發學生創作能力 
作品呈現  

13-16週 4 飲料提袋 
利用手縫創造屬於自

己風格的飲料提袋 

透過有趣實用的作品，

激發學生創作能力 
作品呈現  

17-20週 4 悠遊卡包 
利用手縫創造屬於自

己風格的布卡包 

透過有趣實用的作品，

激發學生創作能力 
作品呈現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臺南市公立安南區海佃國民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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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電影找議題 實施年級 九年級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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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 
釐清學習目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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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B1 
尊重、包容與欣賞他人，適切表達自己的意見與感受，運用同理心及合宜的溝通技巧，促進良好的人際互動。 
J-C3 
探索世界各地的生活方式，理解、尊重及關懷不同文化及族群，展現多元社會中應具備的生活能力。 

課程目標 透過電影的啟發讓孩子對各項議題有感進而培養表達自己觀點的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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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週 6 

生命教育 

<<靈魂急轉彎>> 

<<一路玩到掛>> 

透過影片引導學生思考

如何面對生死及探究生

命的意義 

引領學生思考生命有無意義、如何面

對生命的苦難與死亡、如何確立人生

目標等課題。 

學生在討論中能分享自

己的心得與分享感受 
 

7-13 週 7 

家庭教育 

<<大智若魚>> 

<<淺田家>> 

透過影片在引導學生思

考各階段的家人關係與

互動學習 

引導學生關懷不同發展階段家人的

需求，並展現愛家行動 

學生在討論中能分享自

己的心得與分享感受 
 

14-20 週 8 

生涯規劃教育 

<<高年級實習生>> 

<<白日夢冒險王 >> 

透過影片引導學生了解

自我特質與工作世界之

關係 

啟發學生了解個人特質及興趣以及

對未來視野的擴展 

學生在討論中能分享自

己的心得與分享感受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臺南市公立安南區海佃國民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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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巧固球 實施年級 九年級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20)節 社團編號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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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 具備理解體育與健康情境的全貌，並做出獨立思考與分析的知能，進而運用適當的策略，處理與解決體
育與健康的問題。 

課程目標 
引發學生對非奧運項目巧固球的認識與愛好 
協助學生在團隊活動中建立合作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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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週 4 進階傳接球練習 
1熟悉攻守訓練動作 

2 基本體適能訓練 

1學會攻守動作技巧 

2傳接球正確動作 
能做出進階傳接球動作  

5-8週 4 各種戰術 
1戰術運用 

2動作與技巧 

1 了解競賽的各動作要

領 

2學會射網的動作要領 

能做出正確射網動作  

9-12週 4 做球動作與射手配合 
做球的動作技巧 

左右做球的動作技巧 

1.瞭解做球的動作與技 

巧。 2.學會正確的搭配

射手 動作。 

能 做 出做 球及 接球

動 作 
 

13-16週 4 雙網防守戰術練習 

1.認識巧固球雙網項 

目及比賽規則。 

 2.雙網防守的動作

要領 

1.瞭解各種防守姿勢及 

規則。 2.學會正確的動

作。 

能正確作出團隊防守的 

動作。 
 

17-20週 4 雙網攻守綜合練習 
1.認識巧固球自由攻 

防及比賽戰術 2.傳

1.瞭解各種戰術運動及 

運用 2. 培 養團 隊攻 

能正確做出攻守轉換動 

作。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接球的動作與射 網

設定。 

守的默 契。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臺南市公立安南區海佃國民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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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語歌曲欣賞社 實施年級 九年級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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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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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發學生對英語歌曲的的興趣與愛好。 
培養對異國文化差異性的理解與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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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識英語歌曲 
英語歌曲的組成原素

與介紹 

學習分析一首英語歌曲的

組成原素與要件 
小組討論與報告  

5-8週 4 英語歌曲欣賞 I 學習英語歌曲 
英語歌曲中的單字認識與

文法分析，培養英聽能力 

1.分組合作學習 

2.填寫學習單 
 

9-12週 4 英語歌曲欣賞 II 學習英語歌曲 
英語歌曲中的單字認識與

文法分析，培養英聽能力 

1.分組合作學習 

2.填寫學習單 
 

13-16週 4 英語歌曲欣賞 III 學習英語歌曲 
英語歌曲中的單字認識與

文法分析，培養英聽能力 

1.分組合作學習 

2.填寫學習單 
 

17-20週 4 英語歌賞分享 小組或個人成果分享 學習完成分享或演出 音語歌曲分享或表演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臺南市公立安南區海佃國民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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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茶咖桌遊社 實施年級 九年級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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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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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發學生對茶與咖啡的興趣與愛好 
藉由品茗與桌遊中，學習與人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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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週 4 認識茶 了解茶道 
認識茶道精神 

認識茶與茶具 
了解茶具基本功用  

5-8週 4 動手泡好茶 認識泡茶的基本步驟 了解泡茶的基本事項 學生能泡出一壺好茶  

9-12週 4 認識咖啡 初步認識咖啡 學習泡咖啡的方式 泡出一杯咖啡  

13-16週 4 認識桌遊 介紹桌遊 
藉由桌遊，體驗與人正

向互動 
桌遊 pk賽  

17-20週 4 茶咖桌遊體驗 茶與咖啡的應用 

將茶與咖啡進行應用，

並加入桌遊，體驗人際

互動 

學習單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臺南市公立安南區海佃國民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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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閱社 實施年級 九年級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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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J-B1 運用國語文表情 達意，增進閱讀 理解，進而提升 欣賞及評析文本 的能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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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 互動。 

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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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J-C2在國語文學習情境中，與他人合作學習，增進理解、溝通與包容的能力，在生活中建立友善的人際關係。 

課程目標 透過多元的閱讀活動引導與啟發，讓學生能自主的閱讀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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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週 4 靜書閣之旅 
閱讀學校圖書館的館

藏書籍 
培養良好的閱讀習慣 

參與度 

學習態度 
 

5-8週 4 享閱． 響閱 
閱讀自己所挑選有興

趣的書籍 

提升語文及寫作能力 

培養良好的閱讀習慣 
口頭評量  

9-12週 4 好書報報 分享自己所知的好書 
能表達自己的想法 

能認真聆聽他人報告 
口頭評量  

13-16週 4            說書人 
分組上台報告曾閱讀

的書籍及提問 

能完成主題報告及表達 

增進良好人際互動 

學習單 

口頭評量 
 

17-20週 4 I電影 觀賞輔導室影片 
能賞閱不同層面的議題

素材 
學習單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臺南市公立安南區海佃國民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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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典文學社 實施年級 九年級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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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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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備了解古典文學的一般知能能力，欣賞各種文本的風格和價值，並了解理、知性的特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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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發學生對古文的興趣與愛好 
協助學生在欣賞到文本的能力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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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週 4 韻文～唐詩 
閱讀文本內容，作品

剖析，作者介紹 

能找尋到適合文本類

型發揮的傳承 

學生進行一段文本朗讀

及學習單 
 

5-8週 4 韻文～宋詞 
閱讀文本內容，作品

剖析，作者介紹 

能找尋到適合文本類

型發揮的傳承 

學生進行一段文本朗讀

及學習單 
 

9-12週 4 韻文～元曲 
閱讀文本內容，作品

剖析，作者介紹 

能找尋到適合文本類

型發揮的傳承 

學生進行一段文本朗讀

及學習單 
 

13-16週 4 明清小說 
閱讀文本內容，作品

剖析，作者介紹 

能找尋到適合文本類

型發揮的傳承 

學生進行一段文本朗讀

及學習單 
 

17-20週 4 總複習 總複習 總複習 總複習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臺南市公立安南區海佃國民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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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戲劇社 實施年級 九年級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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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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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發學生對表演藝術的興趣與愛好 

協助學生在表演工作的能力成長 

累積實際展演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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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出製作 光影偶戲戲偶製作 學習完成演出 戲偶製作完成  

5-8週 4 演出排練 光影偶戲排練 演出內容掌握 觀眾試演場與回饋  

9-12週 4 演出排練 光影偶戲排練 表演細節調整與修正 對外比賽與展演  

13-16 週 4 演出歸檔 
製作演出檔案-影片、景片

編號，歸檔 
劇場工作的認識與實作 完成演出道具、景片等歸檔  

17-20 週 4 電影賞析 觀察不同媒介的表演差異 鏡頭表演與舞台表演的差異 學習單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臺南市公立安南區海佃國民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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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舞蹈鑑賞社 實施年級 九年級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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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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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發學生對舞蹈表演藝術的興趣與愛好 
並提升對舞蹈欣賞的鑑賞能力 
進而陶冶心志培養藝術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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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方舞蹈鑑賞 了解東方舞蹈特色 能分辨出各國舞蹈種類 各組報告  

5-8週 4 西方舞蹈鑑賞 了解東方舞蹈特色 能分辨出各國舞蹈種類 各組報告  

9-12週 4 東方舞蹈實作 練習東方舞蹈內容 能跳出東方舞蹈 小品演出  

13-16週 4 西方舞蹈實作 練習西方舞蹈內容 能跳出西方舞蹈 小品演出  

17-20週 4 舞蹈電影賞析 
觀察舞蹈電影中風格

表演差異 

鏡頭表演與舞台表演的

差異 
學習單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臺南市公立安南區海佃國民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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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器人社 實施年級 九年級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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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J-A2 

運用科技工具，理解與歸納問題，進而提出簡易的解決之道。 

科-J-C2 

運用科技工具進行溝通協調及團隊合作，以完成科技專題活動。 

課程目標 利用機器人程式控制與實作發展整合運算思維與設計思考之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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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週 4 
機器人簡介 元件介紹 了解機器人的發展 口頭問答 

 

5-8週 4 
開發版應用  micro:bit功能簡介 進行開發版基本操作 口頭問答 

 

9-12週 4 
   積木程式語言應用 圖形化編程工具 能利用開發版進行實作

活動 

實作評量 
 

13-16週 4 
機器人實作活動 1 感測器運用 運用感測器進行專題 實作評量 

 

17-20週 4 
機器人實作活動 2 機構和結構 能運用機構和結構原理

解決問題 

成果發表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臺南市公立安南區海佃國民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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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說賞析 實施年級 九年級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20)節 社團編號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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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備閱讀能力知能及表現能力，欣賞各種小說的風格和與表現方式，增進生活的豐富性與視覺體驗。 
 

課程目標 
引發學生對小說的興趣與愛好 
協助學生增長閱讀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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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週 4 小說類別 
介紹小說的種類和有

名作者 
能分辨小說的不同類型 

學生能說出小說的種類

及自己喜歡小說類別 
 

5-8週 4 穿越小說賞析 

透過知名穿越古代小

說增加學生閱讀興

趣。 

增加學生對歷史喜好程

度 

學生能分辨小說內容和

真正歷史差異 
 

9-12週 4 玄幻小說賞析 
利用不同玄幻劇情，

提升學生想像空間 

能利用小說內容提升學

生理解能力 

學生能書寫一小段玄幻

內容 
 

13-16週 4 都市小說賞析 
閱讀小說內容、陶冶

心情 
培養小說閱讀能力 學生書寫閱讀心得  

17-20週 5 探險小說賞析 
透過探討小說和作者

介紹憾動讀者心靈 
喜愛探險小說 

能講出自已喜歡小說感

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