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臺南市立安平國民中學 111 學年度第一學期七~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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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樂社團 16 是■  否□ 
■每週【 1 】節 

□隔週【   】節 

2 劍獅鼓社 16 是■  否□ 
■每週【 1 】節 

□隔週【   】節 

3 Teeball 社團 16 是■  否□ 
■每週【 1 】節 

□隔週【   】節 

4 合唱社團 16 是■  否□ 
■每週【 1 】節 

□隔週【   】節 

5 籃球社團 16 是■  否□ 
■每週【 1 】節 

□隔週【   】節 

6 足球社 16 是■  否□ 
■每週【 1 】節 

□隔週【   】節 

7 帶式橄欖球社 16 是■  否□ 
■每週【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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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南市立安平國民中學 111 學年度第二學期七~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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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樂社團 16 是■  否□ 
■每週【 1 】節 

□隔週【   】節 

2 劍獅鼓社 16 是■  否□ 
■每週【 1 】節 

□隔週【   】節 

3 Teeball 社團 16 是■  否□ 
■每週【 1 】節 

□隔週【   】節 

4 合唱社團 16 是■  否□ 
■每週【 1 】節 

□隔週【   】節 

5 籃球社團 16 是■  否□ 
■每週【 1 】節 

□隔週【   】節 

6 足球社 16 是■  否□ 
■每週【 1 】節 

□隔週【   】節 

7 帶式橄欖球社 16 是■  否□ 
■每週【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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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南市立安平國民中學 111 學年度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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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樂社團 實施年級 七~九年級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16)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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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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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增進對藝術領域及科目的相關知識與技能之覺察、探究、理解，以及表達的能力。 
二、配合學校活動參與演出。 
三、參加臺南市學生音樂比賽，學習相關曲目與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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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週 1 社團介紹 上課規則說明 能認識各分部吹、拉、彈、

打四部，及各部練習規範 態度檢核  

第 4~12 週 9 學生音樂比賽曲目 指定曲與自選曲 
學習各分部自選曲與指定

曲相關演奏技巧與各部合

奏 

態度檢核 
實際演奏  

第 13 週 1 比賽心得 比賽檢討 討論比賽臨場優缺點，做為

下次上台之參考 口頭報告  

第 14~17 週 4 校慶典禮樂曲 校慶典禮樂曲 學習各分部校慶典禮樂曲

相關技巧與各部合奏 
態度檢核 
實際演奏  

第 18 週 1 樂曲、影片欣賞 國樂演出相關影片欣

賞 
藉由影片學習樂器表演相

關知識，以增進演奏之信心 口頭發表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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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臺南市立安平國民中學 111 學年度第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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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樂社團 實施年級 七~九年級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15)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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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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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增進對藝術領域及科目的相關知識與技能之覺察、探究、理解，以及表達的能力。 
二、配合學校活動參與演出。 
三、國樂社團校際聯合演奏會為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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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週 1 演奏曲目說明 演奏曲目說明與分部

組合 
能認識各曲目與分部合奏

角色表現 態度檢核  

第 4~13 週 10 校際聯合演奏會曲目 指定曲與自選曲 
學習各分部自選曲與指定

曲相關演奏技巧與各部合

奏 

態度檢核 
實際演奏  

第 14 週 1 演奏會心得 演出內容檢討 
討論各項演出優缺點、演奏

會各項整備作業，做為下次

展演之參考 

口頭報告 

分部發表  

第 15~17 週 3 畢業典禮樂曲 畢業典禮樂曲 學習各分部畢業典禮樂曲

相關技巧與各部合奏 
態度檢核 
實際演奏  

第 18 週 1 畢業典禮演出 畢業典禮演出 能夠配合活動所需合奏展

演 實際演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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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南市立安平國民中學 111 學年度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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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劍獅鼓社團 實施年級 七~九年級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16)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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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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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 具備敏察和接納多元文化的涵養，關心本土事務，並尊重與欣賞差異。。 

課程目標 

一、增進對藝術領域及科目的相關知識與技能之覺察、探究、理解，以及表達的能力。 
二、配合學校活動參與演出。 
三、參加臺南市傳統藝術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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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週 2 社團介紹、分組 上課規則說明、分組 能認識鼓術、舞獅、舞龍 態度檢核  

第 5~10 週 6 基本動作 鼓術基本節奏 
舞龍舞獅基本套路 

能認識鼓術基本節奏與舞龍舞

獅基本套路，並能演示出來 
態度檢核 
實務操作  

第 11~16 週 6 傳統藝術比賽內容 演出走位 

鼓術與舞龍舞獅結合演出 
能展演走位與完整演出 

態度檢核 
實務操作  

第 17 週 1 校慶開幕典禮表演 校慶開幕典禮表演 能展演校慶典禮表演 態度檢核 
實務操作  

第 18 週 1 比賽心得 比賽檢討 討論比賽臨場優缺點，做為下

次上台之參考 口頭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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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南市立安平國民中學 111 學年度第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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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劍獅鼓社團 實施年級 七~九年級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16)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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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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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 具備敏察和接納多元文化的涵養，關心本土事務，並尊重與欣賞差異。。 

課程目標 

一、增進對藝術領域及科目的相關知識與技能之覺察、探究、理解，以及表達的能力。 
二、配合學校活動參與演出。 
三、配合臺南市龍舟慶典、安平天后宮百百旗活動展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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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週 1 展演內容說明 展演內容說明，鼓

術、舞龍/獅分部練習 
能認識各曲目與分部合奏

角色表現 態度檢核  

第 4~9 週 6 3~5 人花式鼓術 花式鼓術節奏 學習 3~5 人花式鼓術節奏 態度檢核 
實際演奏  

第 10~15 週 6 
安平天后宮百百旗活

動演出內容 百百旗活動演出內容 能展演走位與完整演出 態度檢核 
實務操作  

第16~17週 2 
臺南市龍舟慶典活動

演出內容 
龍舟慶典活動演出內

容 
能展演走位與完整演出 態度檢核 

實務操作  

第 18 週  1 成果展演 社團成果展演 能展演走位與完整演出 態度檢核 
實務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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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南市立安平國民中學 111 學年度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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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eBall 社團 實施年級 七~九年級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16)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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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價值與積極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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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學習基本 TeeBall 技巧及知識。 
二、養成互助、團隊合作精神。 
三、執行個人運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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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週 1 社團介紹 上課規則說明、分組 能認識社團課程內容 態度檢核  

第 4 週 1 認識 TeeBall 球場 TeeBall 球場規格 能認識 TeeBall 球場規格 態度檢核 
課堂問答  

第 5~10 週 6 基本動作 
暖身運動 
基本傳、接球 
基本防守 

學習運動前暖身運動 
學習基本傳、接球技能 
學習滾地球、高飛球接球技能 

態度檢核 
實務操作  

第 11~16 週 6 基本動作 基本打擊 

基本跑壘 
學習基本擊球技能 
學習基本跑壘技能 

態度檢核 
實務操作  

第 17 週 1 TeeBall 基本規則 TeeBall 賽基本規則 能瞭解 TeeBall 賽基本規則 態度檢核 
課堂問答  

第 18 週 1 小組比賽 分組模擬比賽 藉由實際分組模擬比賽，學

習比賽知能 
態度檢核 
實務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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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南市立安平國民中學 111 學年度第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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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eBall 社團 實施年級 七~九年級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16)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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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價值與積極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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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學習基本 TeeBall 技巧及知識。 
二、養成互助、團隊合作精神。 
三、執行個人運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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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週 1 社團介紹 上課規則說明、分組 能認識社團課程內容 態度檢核  

第 4 週 1 個人運動計畫 個人運動計畫 能擬定個人運動計畫 學習單 
口頭報告  

第 5~10 週 6 基本動作 內野防守 
外野防守 

學習內野防守小組技能 
學習外野防守小組技能 

態度檢核 
實務操作  

第 11~16 週 6 基本動作 打擊練習 

進攻戰術 
學習基本擊球技能 
學習比賽進攻、防守觀念 

態度檢核 
實務操作  

第 17 週 1 分組比賽 分組模擬比賽 藉由實際小組模擬比賽，學

習小組合作進攻與防守 
態度檢核 
實務操作  

第 18 週  1 TeeBall 賽影片欣賞 TeeBall 賽影片欣賞 藉由影片學習 TeeBall 比賽

相關知識 口頭發表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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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南市立安平國民中學 111 學年度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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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唱團 實施年級 七~九年級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16)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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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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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增進對藝術領域及科目的相關知識與技能之覺察、探究、理解，以及表達的能力。 
二、配合學校活動參與演出。 
三、參加臺南市學生音樂比賽，學習相關曲目與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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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週 1 社團介紹 上課規則說明 能認識合唱各分部，及各部

練習規範 態度檢核  

第 4~12 週 9 學生音樂比賽曲目 指定曲與自選曲 學習各分部自選曲與指定

曲，能熟記旋律與歌詞 
態度檢核 
實際演出  

第 13 週 1 比賽心得 比賽檢討 討論比賽臨場優缺點，做為

下次上台之參考 口頭報告  

第 14~17 週 4 聖誕樂曲 聖誕樂曲 學習各分部聖誕樂曲，能熟

記旋律與歌詞 
態度檢核 
實際演出  

第 18 週 1 樂曲、影片欣賞 合唱樂曲相關影片欣賞 藉由影片學習合唱表演相

關知識，以增進演出之信心 口頭發表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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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南市立安平國民中學 111 學年度第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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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唱團 實施年級 七~九年級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16)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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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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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增進對藝術領域及科目的相關知識與技能之覺察、探究、理解，以及表達的能力。 
二、配合學校活動參與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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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週 1 
母親節演出曲目說

明 
演出曲目說明與分部組合 

能認識各曲目與分部合唱

角色表現 態度檢核  

第 4~11 週 8 母親節演出曲目 母親節演出曲目 學習各分部母親節曲目，能

熟記旋律與歌詞 
態度檢核 
實際演出  

第 12~17 週 6 畢業典禮演出曲目 畢業典禮演出樂曲 學習各分部畢業典禮曲

目，能熟記旋律與歌詞 
態度檢核 
實際演出  

第 18 週 1 畢業典禮演出 畢業典禮演出 能夠配合活動完成演出 實際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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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南市立安平國民中學 111 學年度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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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籃球社團 實施年級 七~九年級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16)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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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價值與積極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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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學習基本籃球技巧及知識。 
二、養成互助、團隊合作精神。 
三、執行個人運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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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週 2 社團、場地介紹 上課規則說明、分組 能認識社團課程內容 態度檢核  

第 5~10 週 6 基本動作 
暖身運動 
運球投球 
投球傳球 

學習運動前暖身運動 
學習低手運球技能 
學習低手、高手傳球技能 

態度檢核 
實務操作  

第 11~15 週 5 基本動作 交叉跑位 

三角傳球 

學習交叉跑位技能 

學習三角傳球技能 
態度檢核 
實務操作  

第 16 週 1 籃球基本規則 籃球賽基本規則 能瞭解籃球賽基本規則 態度檢核 
課堂問答  

第 17 週  1 小組比賽 小組三對三模擬比賽 藉由實際小組模擬比賽，學

習小組合作進攻與防守 
態度檢核 
實務操作  

第 18 週 1 籃球賽影片欣賞 籃球賽影片欣賞 藉由影片學習籃球比賽相

關知識 口頭發表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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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南市立安平國民中學 111 學年度第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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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籃球社團 實施年級 七~九年級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16)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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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價值與積極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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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學習基本籃球技巧及知識。 
二、養成互助、團隊合作精神。 
三、執行個人運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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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週 1 社團介紹 上課規則說明、分組 能認識社團課程內容 態度檢核  

第 4 週 1 個人運動計畫 個人運動計畫 能擬定個人運動計畫 學習單 
口頭報告  

第 5~10 週 6 基本動作 運球上籃 
跑位傳球上籃 

學習運球上籃技能 
學習跑位傳球上籃 

態度檢核 
實務操作  

第 11~15 週 5 基本動作 交叉跑位上籃 
三角傳球上籃 

學習交叉跑位上籃技能 
學習三角傳球上籃技能 

態度檢核 
實務操作  

第 16~17 週 2 分組比賽 小組三對三模擬比賽 藉由實際小組模擬比賽，學

習小組合作進攻與防守 
態度檢核 
實務操作  

第 18 週  1 籃球賽影片欣賞 籃球賽影片欣賞 藉由影片學習籃球比賽相

關知識 口頭發表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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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南市立安平國民中學 111學年度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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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足球社團 實施年級 七~九年級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16)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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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價值與積極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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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學習基本足球技巧及知識。 
二、養成互助、團隊合作精神。 
三、執行個人運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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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週 1 社團介紹 上課規則說明、分組 能認識社團課程內容 態度檢核  

第 4 週 1 認識足球場 足球場規格 能認識足球球場規格 態度檢核 
課堂問答  

第 5~10 週 5 基本動作 
暖身運動 
基本傳、接球 
基本防守 

學習運動前暖身運動 
學習基本傳、接球技能 

態度檢核 
實務操作  

第 11~14 週 4 足球基本規則 足球賽基本規則 能瞭解足球賽基本規則 態度檢核 
課堂問答  

第 15~18 週 5 小組合作 足球賽基本規則 學習小組閃人跑位 

學習小組傳球技能 
態度檢核 
課堂問答  

◎教學期程請敘明週次起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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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南市立安平國民中學 111學年度第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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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足球社團 實施年級 七~九年級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16)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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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價值與積極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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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學習基本足球技巧及知識。 
二、養成互助、團隊合作精神。 
三、執行個人運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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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週 1 社團介紹 上課規則說明、分組 能認識社團課程內容 態度檢核  

第 3~4 週 2 個人運動計畫 個人運動計畫 能擬定個人運動計畫 學習單 
口頭報告  

第 5~10 週 5 基本動作 
暖身運動 
基本傳、接球 
基本防守 

學習運動前暖身運動 
學習基本傳、接球技能 

態度檢核 
實務操作  

第 11~15 週 5 小組合作 小組合作基本攻守 學習小組閃人跑位 

學習小組傳球技能 
態度檢核 
實務操作  

第 16~17 週 2 分組比賽 分組模擬比賽 藉由實際小組模擬比賽，學

習小組合作進攻與防守 
態度檢核 
實務操作  

第 18 週  1 足球賽影片欣賞 足球賽影片欣賞 藉由影片學習足球比賽相

關知識 口頭發表感想  

◎教學期程請敘明週次起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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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南市立安平國民中學 111學年度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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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帶式橄欖球社團 實施年級 七~九年級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16)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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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價值與積極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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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學習基本橄欖球技巧及知識。 
二、養成互助、團隊合作精神。 
三、執行個人運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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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週 1 社團介紹 上課規則說明、分組 能認識社團課程內容 態度檢核  

第 4 週 1 認識橄欖球場 橄欖球場規格 能認識橄欖球球場規格 態度檢核 
課堂問答  

第 5~9 週 5 基本動作 
暖身運動 
基本傳、接球 
基本防守 

學習運動前暖身運動 
學習基本傳、接球技能 
學習阻擋技能 

態度檢核 
實務操作  

第 10~12 週 3 小組攻守基本動作 小組攻守 
學習小組防守觀念 

學習小組傳球技能 
態度檢核 
實務操作  

第 13~15 週 3 橄欖球基本規則 橄欖球賽基本規則 能瞭解橄欖球賽基本規則 態度檢核 
課堂問答  

第 16~18 週 3 小組比賽 分組模擬比賽 藉由實際分組模擬比賽 
學習比賽知能 

態度檢核 
實務操作  

◎教學期程請敘明週次起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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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南市立安平國民中學 111學年度第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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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橄欖球社團 實施年級 七~九年級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16)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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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價值與積極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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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學習基本橄欖球技巧及知識。 
二、養成互助、團隊合作精神。 
三、執行個人運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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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週 1 社團介紹 上課規則說明、分組 能認識社團課程內容 態度檢核  

第 4 週 1 個人運動計畫 個人運動計畫 能擬定個人運動計畫 學習單 
口頭報告  

第 5~9 週 5 基本動作 
暖身運動 
基本傳、接球 
基本防守 

學習運動前暖身運動 
學習基本傳、接球技能 
學習基本阻擋技能 

態度檢核 
實務操作  

第 10~13 週 4 小組攻守基本動作 基本攻守 

基本跑壘 
學習小組防守觀念 

學習小組傳球技能 
態度檢核 
實務操作  

第 14~17 週 4 分組比賽 分組模擬比賽 藉由實際小組模擬比賽，學

習小組合作進攻與防守 
態度檢核 
實務操作  

第 18 週  1 橄欖球賽影片欣賞 橄欖球賽影片欣賞 藉由影片學習橄欖球比賽

相關知識 口頭發表感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