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臺南市下營國民中學 111學年度第 1學期七八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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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訊應用社 

42 
是█  否□ 

 

█每週【 2 】節 
□隔週【  】節 
 

2 大鼓社 

3 閩南語社 

4 跆拳道社 

5 熱舞社 

6 籃球社 

7 鑼獅競武社 

8 烘焙社 

9 直笛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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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南市下營國民中學 111學年度第 1學期七~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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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訊應用社 實施年級 七~九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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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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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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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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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依據個人需求擬定適切學習策略。 

2. 培養學生系統化思考的能力。 

3. 能自我省思覺察適時調整策略與方法。 

4. 能發掘問題並能運用資源提出解決問題之步驟。 

5. 能提升學生對自我的認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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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社團運作 社團選組及分組 能該認識社團基本知識 

實作評量 50％、課堂參與

30％、學習態度 20％ 

 

第 3-16週 28 專業技巧學習 基本技巧訓練 
能學會該社團基本動作

或基礎訓練 
 

第 17-18週 4 專業技巧學習 複習 
能欣賞該社團之作品或

能進行各項技能演練 
 

第 19-21週 6 總結成果 社團成果發表 

能欣賞該社團之作品或

能進行各項戰術技巧演

練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臺南市下營國民中學 111學年度第 1學期七~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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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鼓社 實施年級 七~九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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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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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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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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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依據個人需求擬定適切學習策略。 

2. 培養學生系統化思考的能力。 

3. 能自我省思覺察適時調整策略與方法。 

4. 能發掘問題並能運用資源提出解決問題之步驟。 

5. 能提升學生對自我的認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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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社團運作 社團選組及分組 能該認識社團基本知識 

實作評量 50％、課堂參與

30％、學習態度 20％ 

 

第 3-16週 28 專業技巧學習 基本技巧訓練 
能學會該社團基本動作

或基礎訓練 
 

第 17-18週 4 專業技巧學習 複習 
能欣賞該社團之作品或

能進行各項技能演練 
 

第 19-21週 6 總結成果 社團成果發表 

能欣賞該社團之作品或

能進行各項戰術技巧演

練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臺南市下營國民中學 111學年度第 1學期七~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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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閩南語社 實施年級 七~九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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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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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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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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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依據個人需求擬定適切學習策略。 

2. 培養學生系統化思考的能力。 

3. 能自我省思覺察適時調整策略與方法。 

4. 能發掘問題並能運用資源提出解決問題之步驟。 

5. 能提升學生對自我的認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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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社團運作 社團選組及分組 能該認識社團基本知識 

實作評量 50％、課堂參與

30％、學習態度 20％ 

 

第 3-16週 28 專業技巧學習 基本技巧訓練 
能學會該社團基本動作

或基礎訓練 
 

第 17-18週 4 專業技巧學習 複習 
能欣賞該社團之作品或

能進行各項技能演練 
 

第 19-21週 6 總結成果 社團成果發表 

能欣賞該社團之作品或

能進行各項戰術技巧演

練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臺南市下營國民中學 111學年度第 1學期七~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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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跆拳道社 實施年級 七~九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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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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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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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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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依據個人需求擬定適切學習策略。 

2. 培養學生系統化思考的能力。 

3. 能自我省思覺察適時調整策略與方法。 

4. 能發掘問題並能運用資源提出解決問題之步驟。 

5. 能提升學生對自我的認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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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社團運作 社團選組及分組 能該認識社團基本知識 

實作評量 50％、課堂參與

30％、學習態度 20％ 

 

第 3-16週 28 專業技巧學習 基本技巧訓練 
能學會該社團基本動作

或基礎訓練 
 

第 17-18週 4 專業技巧學習 複習 
能欣賞該社團之作品或

能進行各項技能演練 
 

第 19-21週 6 總結成果 社團成果發表 

能欣賞該社團之作品或

能進行各項戰術技巧演

練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臺南市下營國民中學 111學年度第 1學期七~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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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熱舞社 實施年級 七~九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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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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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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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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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依據個人需求擬定適切學習策略。 

2. 培養學生系統化思考的能力。 

3. 能自我省思覺察適時調整策略與方法。 

4. 能發掘問題並能運用資源提出解決問題之步驟。 

5. 能提升學生對自我的認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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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社團運作 社團選組及分組 能該認識社團基本知識 

實作評量 50％、課堂參與

30％、學習態度 20％ 

 

第 3-16週 28 專業技巧學習 基本技巧訓練 
能學會該社團基本動作

或基礎訓練 
 

第 17-18週 4 專業技巧學習 複習 
能欣賞該社團之作品或

能進行各項技能演練 
 

第 19-21週 6 總結成果 社團成果發表 

能欣賞該社團之作品或

能進行各項戰術技巧演

練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臺南市下營國民中學 111學年度第 1學期七~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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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籃球社 實施年級 七~九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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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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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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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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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依據個人需求擬定適切學習策略。 

2. 培養學生系統化思考的能力。 

3. 能自我省思覺察適時調整策略與方法。 

4. 能發掘問題並能運用資源提出解決問題之步驟。 

5. 能提升學生對自我的認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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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社團運作 社團選組及分組 能該認識社團基本知識 

實作評量 50％、課堂參與

30％、學習態度 20％ 

 

第 3-16週 28 專業技巧學習 基本技巧訓練 
能學會該社團基本動作

或基礎訓練 
 

第 17-18週 4 專業技巧學習 複習 
能欣賞該社團之作品或

能進行各項技能演練 
 

第 19-21週 6 總結成果 社團成果發表 

能欣賞該社團之作品或

能進行各項戰術技巧演

練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臺南市下營國民中學 111學年度第 1學期七~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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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鑼獅競武社 實施年級 七~九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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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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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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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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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依據個人需求擬定適切學習策略。 

2. 培養學生系統化思考的能力。 

3. 能自我省思覺察適時調整策略與方法。 

4. 能發掘問題並能運用資源提出解決問題之步驟。 

5. 能提升學生對自我的認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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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社團運作 社團選組及分組 能該認識社團基本知識 

實作評量 50％、課堂參與

30％、學習態度 20％ 

 

第 3-16週 28 專業技巧學習 基本技巧訓練 
能學會該社團基本動作

或基礎訓練 
 

第 17-18週 4 專業技巧學習 複習 
能欣賞該社團之作品或

能進行各項技能演練 
 

第 19-21週 6 總結成果 社團成果發表 

能欣賞該社團之作品或

能進行各項戰術技巧演

練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臺南市下營國民中學 111學年度第 1學期七~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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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烘焙社 實施年級 七~九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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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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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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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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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依據個人需求擬定適切學習策略。 

2. 培養學生系統化思考的能力。 

3. 能自我省思覺察適時調整策略與方法。 

4. 能發掘問題並能運用資源提出解決問題之步驟。 

5. 能提升學生對自我的認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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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社團運作 社團選組及分組 能該認識社團基本知識 

實作評量 50％、課堂參與

30％、學習態度 20％ 

 

第 3-16週 28 專業技巧學習 基本技巧訓練 
能學會該社團基本動作

或基礎訓練 
 

第 17-18週 4 專業技巧學習 複習 
能欣賞該社團之作品或

能進行各項技能演練 
 

第 19-21週 6 總結成果 社團成果發表 

能欣賞該社團之作品或

能進行各項戰術技巧演

練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臺南市下營國民中學 111學年度第 1學期七~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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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笛社 實施年級 七~九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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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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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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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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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依據個人需求擬定適切學習策略。 

2. 培養學生系統化思考的能力。 

3. 能自我省思覺察適時調整策略與方法。 

4. 能發掘問題並能運用資源提出解決問題之步驟。 

5. 能提升學生對自我的認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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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社團運作 社團選組及分組 能該認識社團基本知識 

實作評量 50％、課堂參與

30％、學習態度 20％ 

 

第 3-16週 28 專業技巧學習 基本技巧訓練 
能學會該社團基本動作

或基礎訓練 
 

第 17-18週 4 專業技巧學習 複習 
能欣賞該社團之作品或

能進行各項技能演練 
 

第 19-21週 6 總結成果 社團成果發表 

能欣賞該社團之作品或

能進行各項戰術技巧演

練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臺南市下營國民中學 111學年度第 2學期七八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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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訊應用社 

20 
是█  否□ 

 

█每週【 2 】節 
□隔週【  】節 
 

2 大鼓社 

3 閩南語社 

4 跆拳道社 

5 熱舞社 

6 籃球社 

7 鑼獅競武社 

8 烘焙社 

9 直笛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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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南市下營國民中學 111學年度第 2學期七~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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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訊應用社 實施年級 七~九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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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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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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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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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依據個人需求擬定適切學習策略。 

2. 培養學生系統化思考的能力。 

3. 能自我省思覺察適時調整策略與方法。 

4. 能發掘問題並能運用資源提出解決問題之步驟。 

5. 能提升學生對自我的認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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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社團運作 社團分組 社團基本原理 

實作評量 50％、課堂參與

30％、學習態度 20％ 

 

第 3-16週 28 專業技巧學習 基本技巧練習 
能學會基本動作或基礎

訓練 
 

第 17-19週 6 團隊合作學習 團隊訓練 
能欣賞該社團之作品或

能進行各項技能演練 
 

第 20週 2 總結成果 社團成果發表 
欣賞該社團之作品或能

進行各項戰術技巧演練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臺南市下營國民中學 111學年度第 2學期七~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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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鼓社 實施年級 七~九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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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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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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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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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依據個人需求擬定適切學習策略。 

2. 培養學生系統化思考的能力。 

3. 能自我省思覺察適時調整策略與方法。 

4. 能發掘問題並能運用資源提出解決問題之步驟。 

5. 能提升學生對自我的認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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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社團運作 社團分組 社團基本原理 

實作評量 50％、課堂參與

30％、學習態度 20％ 

 

第 3-16週 28 專業技巧學習 基本技巧練習 
能學會基本動作或基礎

訓練 
 

第 17-19週 6 團隊合作學習 團隊訓練 
能欣賞該社團之作品或

能進行各項技能演練 
 

第 20週 2 總結成果 社團成果發表 
欣賞該社團之作品或能

進行各項戰術技巧演練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臺南市下營國民中學 111學年度第 2學期七~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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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閩南語社 實施年級 七~九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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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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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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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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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依據個人需求擬定適切學習策略。 

2. 培養學生系統化思考的能力。 

3. 能自我省思覺察適時調整策略與方法。 

4. 能發掘問題並能運用資源提出解決問題之步驟。 

5. 能提升學生對自我的認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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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社團運作 社團分組 社團基本原理 

實作評量 50％、課堂參與

30％、學習態度 20％ 

 

第 3-16週 28 專業技巧學習 基本技巧練習 
能學會基本動作或基礎

訓練 
 

第 17-19週 6 團隊合作學習 團隊訓練 
能欣賞該社團之作品或

能進行各項技能演練 
 

第 20週 2 總結成果 社團成果發表 
欣賞該社團之作品或能

進行各項戰術技巧演練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臺南市下營國民中學 111學年度第 2學期七~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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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跆拳道社 實施年級 七~九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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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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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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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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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依據個人需求擬定適切學習策略。 

2. 培養學生系統化思考的能力。 

3. 能自我省思覺察適時調整策略與方法。 

4. 能發掘問題並能運用資源提出解決問題之步驟。 

5. 能提升學生對自我的認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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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社團運作 社團分組 社團基本原理 

實作評量 50％、課堂參與

30％、學習態度 20％ 

 

第 3-16週 28 專業技巧學習 基本技巧練習 
能學會基本動作或基礎

訓練 
 

第 17-19週 6 團隊合作學習 團隊訓練 
能欣賞該社團之作品或

能進行各項技能演練 
 

第 20週 2 總結成果 社團成果發表 
欣賞該社團之作品或能

進行各項戰術技巧演練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臺南市下營國民中學 111學年度第 2學期七~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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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熱舞社 實施年級 七~九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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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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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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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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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依據個人需求擬定適切學習策略。 

2. 培養學生系統化思考的能力。 

3. 能自我省思覺察適時調整策略與方法。 

4. 能發掘問題並能運用資源提出解決問題之步驟。 

5. 能提升學生對自我的認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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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社團運作 社團分組 社團基本原理 

實作評量 50％、課堂參與

30％、學習態度 20％ 

 

第 3-16週 28 專業技巧學習 基本技巧練習 
能學會基本動作或基礎

訓練 
 

第 17-19週 6 團隊合作學習 團隊訓練 
能欣賞該社團之作品或

能進行各項技能演練 
 

第 20週 2 總結成果 社團成果發表 
欣賞該社團之作品或能

進行各項戰術技巧演練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臺南市下營國民中學 111學年度第 2學期七~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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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籃球社 實施年級 七~九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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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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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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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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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依據個人需求擬定適切學習策略。 

2. 培養學生系統化思考的能力。 

3. 能自我省思覺察適時調整策略與方法。 

4. 能發掘問題並能運用資源提出解決問題之步驟。 

5. 能提升學生對自我的認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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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社團運作 社團分組 社團基本原理 

實作評量 50％、課堂參與

30％、學習態度 20％ 

 

第 3-16週 28 專業技巧學習 基本技巧練習 
能學會基本動作或基礎

訓練 
 

第 17-19週 6 團隊合作學習 團隊訓練 
能欣賞該社團之作品或

能進行各項技能演練 
 

第 20週 2 總結成果 社團成果發表 
欣賞該社團之作品或能

進行各項戰術技巧演練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臺南市下營國民中學 111學年度第 2學期七~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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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鑼獅競武社 實施年級 七~九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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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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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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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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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依據個人需求擬定適切學習策略。 

2. 培養學生系統化思考的能力。 

3. 能自我省思覺察適時調整策略與方法。 

4. 能發掘問題並能運用資源提出解決問題之步驟。 

5. 能提升學生對自我的認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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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社團運作 社團分組 社團基本原理 

實作評量 50％、課堂參與

30％、學習態度 20％ 

 

第 3-16週 28 專業技巧學習 基本技巧練習 
能學會基本動作或基礎

訓練 
 

第 17-19週 6 團隊合作學習 團隊訓練 
能欣賞該社團之作品或

能進行各項技能演練 
 

第 20週 2 總結成果 社團成果發表 
欣賞該社團之作品或能

進行各項戰術技巧演練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臺南市下營國民中學 111學年度第 2學期七~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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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烘焙社 實施年級 七~九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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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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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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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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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依據個人需求擬定適切學習策略。 

2. 培養學生系統化思考的能力。 

3. 能自我省思覺察適時調整策略與方法。 

4. 能發掘問題並能運用資源提出解決問題之步驟。 

5. 能提升學生對自我的認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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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社團運作 社團分組 社團基本原理 

實作評量 50％、課堂參與

30％、學習態度 20％ 

 

第 3-16週 28 專業技巧學習 基本技巧練習 
能學會基本動作或基礎

訓練 
 

第 17-19週 6 團隊合作學習 團隊訓練 
能欣賞該社團之作品或

能進行各項技能演練 
 

第 20週 2 總結成果 社團成果發表 
欣賞該社團之作品或能

進行各項戰術技巧演練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臺南市下營國民中學 111學年度第 2學期七~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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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笛社 實施年級 七~九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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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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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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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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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依據個人需求擬定適切學習策略。 

2. 培養學生系統化思考的能力。 

3. 能自我省思覺察適時調整策略與方法。 

4. 能發掘問題並能運用資源提出解決問題之步驟。 

5. 能提升學生對自我的認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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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社團運作 社團分組 社團基本原理 

實作評量 50％、課堂參與

30％、學習態度 20％ 

 

第 3-16週 28 專業技巧學習 基本技巧練習 
能學會基本動作或基礎

訓練 
 

第 17-19週 6 團隊合作學習 團隊訓練 
能欣賞該社團之作品或

能進行各項技能演練 
 

第 20週 2 總結成果 社團成果發表 
欣賞該社團之作品或能

進行各項戰術技巧演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