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臺南市公立東區崇明國民中學 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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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舞蹈社  是□  否■ 
□每週【1】節 

□隔週【 】節 

2 籃球  是□  否■ 
□每週【1】節 

□隔週【 】節 

3 羽球社  是□  否■ 
□每週【1】節 

□隔週【 】節 

4 桌球社  是□  否■ 
□每週【1】節 

□隔週【 】節 

5 帶式橄欖球社  是□  否■ 
□每週【1】節 

□隔週【 】節 

6 游泳社  是□  否■ 
□每週【1】節 

□隔週【 】節 

7 美術創作社  是□  否■ 
□每週【1】節 

□隔週【 】節 

8 T-ball社  是□  否■ 
□每週【1】節 

□隔週【 】節 

9 合唱團  是□  否■ 
□每週【1】節 

□隔週【 】節 

10 科技社  是□  否■ 
□每週【1】節 

□隔週【 】節 

11 拼布社  是□  否■ 
□每週【1】節 

□隔週【 】節 

12 吉他社  是□  否■ 
□每週【1】節 

□隔週【 】節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13 直笛社  是□  否■ 
□每週【1】節 

□隔週【 】節 

14 悅讀創作社  是□  否■ 
□每週【1】節 

□隔週【 】節 

15 排球社  是□  否■ 
□每週【1】節 

□隔週【 】節 

16 手作藝術社  是□  否■ 
□每週【1】節 

□隔週【 】節 

17 熱舞社  是□  否■ 
□每週【1】節 

□隔週【 】節 

18 手繪輕鬆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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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南市公立東區崇明國民中學 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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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舞蹈社 實施年級 九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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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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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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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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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舞者該有之身體能力訓練，以培養學生對舞蹈之興趣、瞭解舞蹈動作的使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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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 4 
認識芭蕾舞及基本動

作練習 
介紹芭蕾舞 認識芭蕾舞 基本動作測驗  

10月 3 芭蕾舞基本動作練習 

1.把桿基本動作 

2.中間組合動作練習

3.流動組合動作練習 

能夠學會芭蕾舞基本動

作及組合 

1.把桿組合測驗 

2.中間組合測驗 

3.流動組合測驗 

 

11月 5 芭蕾舞基本動作練習 

1.把桿基本動作 

2.中間組合動作練習

3.流動組合動作練習 

能夠學會芭蕾舞基本動

作及組合 

1.把桿組合測驗 

2.中間組合測驗 

3.流動組合測驗 

 

12月 4 
認識現代舞及基本動

作練習 

1.地板動作練習 

2.中間組合動作練習

3.流動組合動作練習 

能夠學會現代舞基本動

作及組合 

1.地板組合測驗 

2.中間組合測驗 

3.流動組合測驗 

 

1月 2 現代舞基本動作練習 

1.地板動作練習 

2.中間組合動作練習

3.流動組合動作練習 

能夠學會現代舞基本動

作及組合 

1.地板組合測驗 

2.中間組合測驗 

3.流動組合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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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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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南市公立東區崇明國民中學 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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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舞蹈社 實施年級 九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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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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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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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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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舞者該有之身體能力訓練，以培養學生對舞蹈之興趣、瞭解舞蹈動作的使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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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 
 2 認識民族舞及基本動

作練習 
介紹民族舞 認識民族舞 基本動作測驗  

3月 

 
4 民族舞基本動作練習 

1.把桿基本動作 

2.中間組合動作練習

3.流動組合動作練習 

能夠學會民族舞基本動

作及組合 

1.把桿組合測驗 

2.中間組合測驗 

3.流動組合測驗 

 

4月 
3 

民族舞小品練習 小品動作練習 
能夠學會民族舞小品動

作 
小品組合測驗  

5月 

 
5 

認識爵士舞及基本動

作練習 

1.基本動作練習 

2.中間組合動作練習

3.流動組合動作練習 

能夠學會爵士舞基本動

作及組合 

1.基本組合測驗 

2.中間組合測驗 

3.流動組合測驗 

 

6月 
4 

爵士舞基本動作練習 小品動作練習 
能夠學會爵士舞小品動

作 
小品組合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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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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社團務必寫一份。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臺南市公立東區崇明國民中學 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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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籃球 A社 實施年級 九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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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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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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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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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人動作提升，小組配合訓練，比賽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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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9/27 

4 投籃及上籃 1.熱身 2.跑操場 3. 
動作教學 

提升個人進攻動作及

得 

分能力 

投籃及上籃測驗 

 

10/4—11/1 
4 二人小組配合 1.熱身 2.短傳 3.長 

傳 

增加與隊友的默契 全場傳球測驗 
 

11/8—12/6 
5 規則講解 1.犯規 2.違例 3.比賽

流程 

讓學生更了解如何進行

一場比賽 

三對三分組比賽 
 

12/13—1/10 
5 分組對抗 1.熱身 2.跑操場 3. 

人員分配、分組 

進行 5 對 5 正式比賽 分隊進行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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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南市公立東區崇明國民中學 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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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籃球 A社 實施年級 九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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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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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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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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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人動作提升，小組配合訓練，比賽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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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3/14 

4 投籃及上籃 1.熱身 2.跑操場 3. 
動作教學 

提升個人進攻動作及

得 

分能力 

投籃及上籃測驗 

 

3/21—4/18 
4 二人小組配合 1.熱身 2.短傳 3.長 

傳 

增加與隊友的默契 全場傳球測驗 
 

4/25—5/23 
5 規則講解 1.犯規 2.違例 3.比賽

流程 

讓學生更了解如何進行

一場比賽 

三對三分組比賽 
 

5/30—6/27 
5 分組對抗 1.熱身 2.跑操場 3. 

人員分配、分組 

進行 5 對 5 正式比賽 分隊進行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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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南市公立東區崇明國民中學 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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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羽球社 實施年級 九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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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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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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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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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夠學會基本動作技術及基本比賽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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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9/11 3 基本動作教學 

1.球拍、握拍介紹 

2.單打、雙打場地介

紹 

.正、反手動作講解及

練習 

4.發短球規則及講解 

認識場地、基本動作以

及發短球 
指定動作測驗 

1.單打 

2.雙打 

3.發短球 

說出場地範圍 

9/27—10/18 3 步法移動教學 

1.複習發短球 

.米字步法講解及示範 

3.反拍擊球+高速正

手長球 

能夠連續發球至有效區 
正、反手拍腳步移動測

驗 

正手拍連續 10下 

反手拍連續 10下 

10/25--11/15 4 單打比賽 

1.複習正、反手以及發

球 

2.定點擊球 

3.體能訓練 

能夠熟練運用正、反手

以及發球 
實際比賽 

 
米字步法 5次 

。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11/22—12/13 4 雙打比賽 

1.羽球規則講解 

2.裁判執行講解 

3.單打、雙打比賽 

4.體能訓練 

能夠清楚了解比賽規則 實際比賽、裁判演練 
1.短球、長球 20顆  

2.米字步法。 

12/20—1/10 4 基本動作教學 

1.球拍、握拍介紹 

2.單打、雙打場地介

紹 

.正、反手動作講解及

練習 

4.發短球規則及講解 

認識場地、基本動作以

及發短球 
指定動作測驗 

1.單打 

2.雙打 

3.發短球 

說出場地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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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南市公立東區崇明國民中學 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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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羽球社 實施年級 九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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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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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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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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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夠學會基本動作技術及基本比賽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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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 2 

基本動作教學 

1.球拍、握拍介紹 

2.單打、雙打場地介

紹 

.正、反手動作講解及

練習 

4.發短球規則及講解 

認識場地、基本動作以

及發短球 
指定動作測驗 

1.單打 

2.雙打 

3.發短球 

說出場地範圍 

    3月 4 

步法移動教學 

1.複習發短球 

.米字步法講解及示範 

3.反拍擊球+高速正

手長球 

能夠連續發球至有效區 
正、反手拍腳步移動測

驗 

正手拍連續 10下 

反手拍連續 10下 

4月 3 

單打比賽 

1.複習正、反手以及發

球 

2.定點擊球 

3.體能訓練 

能夠熟練運用正、反手

以及發球 
實際比賽 

 
米字步法 5次 

。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5月 5 雙打比賽 

1.羽球規則講解 

2.裁判執行講解 

3.單打、雙打比賽 

4.體能訓練 

能夠清楚了解比賽規則 實際比賽、裁判演練 
1.短球、長球 20顆  

2.米字步法。 

6月 4 基本動作教學 

1.球拍、握拍介紹 

2.單打、雙打場地介

紹 

.正、反手動作講解及

練習 

4.發短球規則及講解 

認識場地、基本動作以

及發短球 
指定動作測驗 

1.單打 

2.雙打 

3.發短球 

說出場地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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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南市公立東區崇明國民中學 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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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桌球社 實施年級 九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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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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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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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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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夠學會基本動作技術及基本比賽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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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9/11 3 
 

基本動作教學 

1. 球拍、握拍介紹 

2. 拋球、球感練習 

3. 正、反手動作講

解及練習 

發平球規則及講解 

 

能夠學會正、反手基本

動作以及發平球 

 

指定動作測驗  

9/27—10/18 3 步法移動教學 1. 複習正、反手 

2. 側身步法講解及

示範 

反手推球+側身正手 

能夠發完球進行後面的

連續球 

正、反手拍對打測驗 

 

10/25--11/15 4 
 

單打比賽 

1. 複習正、反手以

及發球 

2. 國王遊戲 

體能訓練 

 

能夠熟練運用正、反手

以及發球 

 

實際比賽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11/22—12/13 4  

雙打比賽 

1. 桌球規則講解 

2. 裁判執行講解 

3. 單打、雙打比賽 

體能訓練 

 

能夠清楚了解比賽規則 

 

實際比賽、裁判演練 
 

12/20—1/10 4 團體賽 
1. 抽籤分組比賽 

體能訓練 

能夠清楚了解比賽規則

以及裁判執行 

分組對抗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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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南市公立東區崇明國民中學 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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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桌球社 實施年級 九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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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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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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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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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夠學會基本動作技術及基本比賽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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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 2  

基本動作教學 

1. 球拍、握拍介紹 

2. 拋球、球感練習 

3. 正、反手動作講解

及練習 

發快速球講解及示範 

 

能夠學會正、反手基本

動作以及發快速球 

 

指定發球測驗 
1. 發斜線快速球 

發直線快速球抽籤做

出指定動作 

    3月 4 步法移動教學 1. 複習正、反手 

2. 併步步法講解及

示範 

左推右攻 

能夠發完球進行後面的

連續球 

左推右攻對打測驗 左推右攻連續 20 下 

4月 3 
 

旋轉球教學 

1. 反手切球示範講

解及練習 

2. 正手切球示範講

解及練習 

 

能夠熟練運用正、反切

球以及發旋轉球 

 

肢體動作測驗 

體能初級: 
1. 球桌兩側併步10 

趟。 

2. 坐地起身衝刺2 
趟。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3. 發旋轉球示範講

解及練習 

體能訓練 

5月 5  

個人賽 

1. 桌球規則講解 

2. 裁判執行講解 

3. 單打、雙打比賽 

體能訓練 

 

能夠清楚了解比賽規則 

 

實際比賽、裁判演練 

體能中級: 
1. 球桌兩側併

步追逐。 

折返跑。 

6月 4 團體賽 
1. 抽籤分組比賽 

體能訓練 

能夠清楚了解比賽規則

以及裁判執行 

分組對抗賽 體能高級: 
1.仰臥起坐 20 下 X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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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南市公立東區崇明國民中學 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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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帶式橄欖球社 實施年級 九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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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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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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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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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會運用個人基本運動及控球能力,與同學間的互相溝通、協調、合作，發展帶式橄欖球進攻系統的基礎戰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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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9/13 3 橄欖球介紹 1 介紹課程內容 
讓學生們知道 

橄欖球這項運動 
  

9/27—10/18 3 橄欖球介紹 2 介紹橄欖球基本規則 
讓學生們更加了解 

橄欖球運動 
口頭測驗  

10/25—11/8 3 橄欖球基礎練習 傳接球練習 了解如何傳球   

11/15—11/29 3 橄欖球基礎練習 傳接球練習 了解如何傳球 
指定動作測驗 

 

12/6—12/20 3 橄欖球基礎練習 跑位練習 了解如何跑位 
分組比賽 

 

12/27—1/10 3 橄欖球基礎練習 攻守練習 
了解攻擊方該怎麼攻擊 

防守方該怎麼防守 

分隊進行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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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各社團務必寫一份。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臺南市公立東區崇明國民中學 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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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帶式橄欖球社 實施年級 九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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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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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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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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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會運用個人基本運動及控球能力,與同學間的互相溝通、協調、合作，發展帶式橄欖球進攻系統的基礎戰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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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 2 
橄欖球介紹 1 介紹課程內容 

讓學生們知道 

橄欖球這項運動 
  

 3月 4 
橄欖球介紹 2 介紹橄欖球基本規則 

讓學生們更加了解 

橄欖球運動 
口頭測驗  

4月 3 
橄欖球基礎練習 傳接球練習 了解如何傳球 指定動作測驗  

5月 5 
橄欖球基礎練習 跑位練習 了解如何跑位 

分組比賽 
 

6月 4 
 

橄欖球基礎練習 攻守練習 
了解攻擊方該怎麼攻擊 

防守方該怎麼防守 

分隊進行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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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南市公立東區崇明國民中學 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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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泳社 實施年級 九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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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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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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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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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泳教學要幫助學生熟悉、適應水性，培養在水中操控身體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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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9/11 3 
捷泳打腿 

了解捷泳打腿的動作

要領 
扶牆自由式腿部動作 

指定動作測驗 
 

9/27—10/18 3 

捷泳划臂 

1 了解捷游划臂動作

要領 
2 熟練捷泳划臂的動

作 

自由式划手動作 

指定動作測驗 

 

10/25--11/15 4 

捷泳換氣 

1 了解原地抬頭，原

地轉頭的換氣要領。 
2 明白水中行走、划

臂的換氣練習方法。 
3 做出韻律呼吸、原

地抬頭換氣、原地轉

頭換氣的動作  
4 學會水中划臂的換

自由式換氣練習 

指定動作測驗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氣技巧 

11/22—12/13 4 

蛙泳夾腿划臂 

1 識蛙泳夾腿動作要

領 
2 學會手持池壁蛙泳

夾腿動作要領 
3 學會蛙泳划臂動作

要領 

蛙式腿部動作 

蛙式手部練習 

指定動作測驗 

 

12/20—1/10 4 

蛙泳臂腿聯合 

1 認識蛙泳臂腿動作

要領。 
2 學會蛙泳臂腿聯合

動作 

蛙式協調動作 

蛙式轉身練習 

指定動作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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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南市公立東區崇明國民中學 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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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泳社 實施年級 九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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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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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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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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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泳教學要幫助學生熟悉、適應水性，培養在水中操控身體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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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 2 
仰泳打腿 

了解仰泳打腿的動作

要領 
仰式腿部動作 

指定動作測驗 
 

 3月 4 

仰泳划臂 

1 了解仰泳划臂動作

要領 
2 熟練仰泳划臂的動

作 

仰式划手動作 

指定動作測驗 

 

4月 3 
捷泳複習 捷泳複習 自由式換氣練習 

指定動作測驗 
 

5月 5 

蝶泳夾腿划臂 

1 識蝶泳腿部動作要

領 
2 學會蝶泳划臂動作

要領 

蝶式腿部動作 

蝶式手部練習 

指定動作測驗 

 

6月 4 
蝶泳臂腿聯合 

1 認識蝶泳臂腿動作

要領。 
蝶式協調動作 

蝶式轉身練習 

指定動作測驗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2 學會蝶泳臂腿聯合

動作 

◎教學期程請敘明週次起訖，如行列太多或不足，請自行增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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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南市公立東區崇明國民中學 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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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術創作社 實施年級 九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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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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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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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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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帶領學生透過完成不同的創意設計與手做 DIY 活動，提升其手做知能、解決問題能力的同時培養其藝術涵養與欣賞情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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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9/11 3 
 

海洋協奏曲 

 

利用不同的媒材來設

計海洋生物 

1學習如何為平面設計
繪製草圖與上線塗色。 
 
2學習蠟筆、色鉛筆、代針
筆等藝術工具的特性 

與表現技法。 

 

創作成果發表。 
 

9/27—10/18 3  

春天氣息 

 

以春天為主題運用工

具來呈現活潑色彩 

 

學習運用各類黏貼與

上色工具進行平面設

計與 

創作。 

 

創作成果發表。 

 

10/25--11/15 4 各行各業創意設計 重新幫各行各業人

物 

打造新造型 

引導學生進行創意發

想 

並實踐於實際創作中。 

創作成果發表。 

 

11/22—12/13 4  

植物拼貼 

變形組合：使用

圓、長條型、三角

學習藝術創作中幾何與

拼貼的應用，並思考其

 

創作成果發表。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形等幾何形，拼貼

出既定的 

動物。 

各式可能。 

12/20—1/10 4 靜物素描 使用素描概念設計並

繪製及擺設。 

學習素描、透視的基本

技法與觀念。 

創作成果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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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臺南市公立東區崇明國民中學 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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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術創作社 實施年級 九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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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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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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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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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帶領學生透過完成不同的創意設計與手做 DIY 活動，提升其手做知能、解決問題能力的同時培養其藝術涵養與欣賞情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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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 2 姓名設計 
1○(彩色版)使用適合
自己的顏色及插畫
打造個性簽名。 
2○(線條版)使用纏繞 

線條技法設計簽名。 

1○學習如何為平面設計 
繪製草圖與上線塗色。 
2○學習蠟筆、色鉛筆、代 
針筆等藝術工具的特
性與表現技法。 

創作成果發表。 

 

    3月 4  

名片設計 

 

設計自己未來的身份

並打造別於他人的名

片。 

1 學習使用名片的場

合以及其中所須呈現

的資訊。 

2 學習運用各類黏貼

與上色工具進行平面

設計 

與創作。 

 

創作成果發表。 

 

4月 3 藝術家重組─造型變化 重新幫歷史偉人打

造新身份(例如：將

孔 

引導學生進行創意發想

並實踐於實際創作中。 

創作成果發表。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子變成電影名星。) 

5月 5 動物拼貼 變形組合：使用

圓、長條型、三角

形等幾 

何形，拼貼出既定的 

學習藝術創作中幾何

與拼貼的應用，並思

考其 

各式可能。 

創作成果發表。 

 

6月 4 水果／植物盤 使用素描概念設計

並繪製水果拼盤及

擺設 

多肉盆栽。 

學習素描、透視的基本
技法與觀念。 

創作成果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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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臺南市公立東區崇明國民中學 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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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ball社 實施年級 九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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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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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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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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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樂樂棒球跑壘、傳接球與打擊的正確動作、練習方法、基本規則與戰術。  
2.表現尊重、努力與合作、自我導向以及幫助他人的態度與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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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9/11 3 
跑壘訓練 

1. 跑壘技巧介紹 

2. 跑壘遊戲 
學會跑壘技巧 指定動作測驗  

9/27—10/18 3 
傳接球訓練 

1. 傳接球介紹 

2. 傳球遊戲 
學會傳接球 

指定動作測驗 
 

10/25--11/15 4 
打擊訓練 

1. 打擊介紹 

2. 分組遊戲 
學會打擊技巧 

指定動作測驗 
 

11/22—12/13 4 
滾地球訓練 

1. 滾地球介紹 

2. 滾地球練習 
熟練滾地球 

指定動作測驗 
 

12/20—1/10 4 
高飛球訓練 

1. 高飛球介紹 

2. 高飛球練習 
熟練高飛球 

指定動作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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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南市公立東區崇明國民中學 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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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ball社 實施年級 九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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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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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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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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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樂樂棒球跑壘、傳接球與打擊的正確動作、練習方法、基本規則與戰術。  
2.表現尊重、努力與合作、自我導向以及幫助他人的態度與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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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 2 
跑壘訓練 

3. 跑壘技巧介紹 

4. 跑壘遊戲 
學會跑壘技巧 指定動作測驗  

    3月 4 
傳接球訓練 

3. 傳接球介紹 

4. 傳球遊戲 
學會傳接球 

指定動作測驗 
 

4月 3 
打擊訓練 

3. 打擊介紹 

4. 分組遊戲 
學會打擊技巧 

指定動作測驗 
 

5月 5 
滾地球訓練 

3. 滾地球介紹 

4. 滾地球練習 
熟練滾地球 

指定動作測驗 
 

6月 4 
 

高飛球訓練 
3. 高飛球介紹 

4. 高飛球練習 
熟練高飛球 

指定動作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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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南市公立東區崇明國民中學 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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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唱團 實施年級 九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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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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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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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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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歌唱基礎要素掌握，包含音準、節奏並培養合唱能力，使之能唱出三聲部以上之合唱曲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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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9/11 3 
發聲練習與聲部介紹 歌唱基本技巧練習 呼吸、音准、節奏   

9/27—10/18 3 
和聲基礎練習 掌握自己聲部 獨唱技巧 分組合唱  

10/25--11/15 4 
和聲進階練習 整體配搭 合唱技巧 分組合唱  

11/22—12/13 4 
合唱技巧練習 1 熟練曲目 團隊合作默契 分組合唱  

12/20—1/10 4 
合唱技巧練習 2 熟練曲目 團隊合作默契 分組合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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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南市公立東區崇明國民中學 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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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唱團 實施年級 九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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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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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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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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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歌唱基礎要素掌握，包含音準、節奏並培養合唱能力，使之能唱出三聲部以上之合唱曲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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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 2 
發聲練習與聲部介紹 歌唱基本技巧練習 呼吸、音准、節奏   

    3月 4 
和聲基礎練習 掌握自己聲部 獨唱技巧 分組合唱  

4月 3 
和聲進階練習 整體配搭 合唱技巧 分組合唱  

5月 5 
合唱技巧練習 1 熟練曲目 團隊合作默契 分組合唱  

6月 4 
 

合唱技巧練習 2 熟練曲目 團隊合作默契 分組合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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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南市公立東區崇明國民中學 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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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攝影社 實施年級 九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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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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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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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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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學期授課內容希望讓學生可以瞭解相機的基本原理與應用方式,並且利用攝影技巧讓生活影像更加令人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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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9/13 

3 攝影入門介紹 2 淺談攝影概念 

介紹基本攝影的語

言與相機 

建立基礎攝影觀念 
能了認識攝影器材 

觀察評量 

 

9/27—10/25 
4 基礎攝影技術學習 攝影曝光原理( 光

圈快門 ISO) 

曝光 實作評量 
 

11/1—11/15 
3 基礎攝影技術學習 焦段與景深控制 景深 實作評量 

 

11/22—12/6 
3 基礎攝影技術學習 構圖原理 構圖 實作評量 

 

12/13—12/27 
3 光影概念 光的特性與閃燈實際

應用 

光線應用 實作評量 
 

1/3--1/10 
2 照片後製 數位暗房影像編修

與應用 

數位編修 實作評量 
 

◎教學期程請敘明週次起訖，如行列太多或不足，請自行增刪。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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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南市公立東區崇明國民中學 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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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攝影社 實施年級 九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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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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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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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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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學期授課內容希望讓學生可以瞭解相機的基本原理與應用方式,並且利用攝影技巧讓生活影像更加令人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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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3/14 

4 基礎攝影技術學習 1. 攝影曝光原理

( 光圈快門 ISO) 

2. 焦段與景深控制 

1. 曝光 
2. 景深 

實作評量 

 

3/21—4/18 
4 基礎攝影技術學習 構圖原理 構圖 實作評量 

 

4/25—5/9 

3 光影概念 光的特性與閃燈實

際 

應用 

光線應用 實作評量 

 

5/16—5/30 
3 照片後製 數位暗房影像編修與

應用 
數位編修 實作評量 

 

6/6—6/13 
2 微電影概念 影片拍攝技巧 影片拍攝 實作評量 

 

6/20—6/27 
2 微電影製作 影片後製 影片製作 實作評量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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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南市公立東區崇明國民中學 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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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拼布社 實施年級 九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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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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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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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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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學生在學習縫紉知識外，以其應用於日常生活中，並培養學生對手工創作的興趣，將知識落實於生活，充實其休閒生活，
並發掘特殊才能。讓學生適性成長，擴展生活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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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1 認識工具與布料 1.基礎工具及布料的

介紹 2.基礎針法解說 

1.能夠了解基礎工具

的應用方法 2.各種縫

法介 

紹 

課堂小提問 

 

9/11、9/13 2 

針插製作 1. 平針縫應用 

2. 畫布的技巧 

3. 塞綿技巧 

4. 藏針縫應用 

1. 學會珠結打法 

2. 學會平針縫及布面

結 

3. 學會返口藏針縫合 

1. 直線縫合 
2. 完成針插 

 

9/27、10/4 2 

環保筷袋製作(一) 1. 布片拼接技巧 

2. 平針與回針縫應

用 

3. 袋口的縫份折法 

4. 袋身的組合 

1. 如何上珠針才正確 

2. 平針針距的練習 

3. 側袋身縫合 

4. 袋口V 字折法 

1. 完成表布拼接 
2. 完成袋身拼接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10/18、10/25 2 

環保筷袋製作(二) 1. 袋口 V 字縫合 

2. 穿繩口縫合 

3. 穿繩技法 

1. 袋口 V 字縫合 

2. 穿繩口平針縫合 

3. 交叉穿繩的技巧 

1. 完成袋口縫合 
2. 完成環保筷袋  

11/1、11/8 2 

小木屋零錢包(一) 1. 紙型製作 

2. 表布剪裁 

3. 表布拼接 

4. 疏縫技法 

5. 壓線技法 

1.製作紙型的技巧 

2.運用砂紙畫布的技

巧  

3.平針縫合表布的技

法 

4.學會表布與鋪棉、裡

布 

5.三層疏縫的技巧 

1.表布拼接 
2. 疏縫完成 
3. 壓線完成 

 

11/15—11/29 3 

小木屋零錢包(二) 1. 袋身校正 

2. 滾邊縫法 

3. 弧型拉鍊星止縫

法 

4. 袋身組合 

5. 袋底抓角縫法 

1 校正袋身尺寸 

2.滾邊條製作及縫法 
3. 學會拉鍊縫製 
4. 側袋身捲針縫法 
5. 袋底抓角縫法 

1.滾邊完成 
2. 拉鍊完成 
3. 小木屋零錢包完成 

 

12/6 1 
鄉村花朵化妝包(一) 1. 立體小花製作 

2. 袋身表布拼接 

1.應用基礎針法縫製立 

體小花 2.平針縫應用 

1. 完成立體小花 

2. 完成前後片表布 

 

12/13 1 

鄉村花朵化妝包(二) 1. 輪廓繡技法 

2. 法式結粒繡技 

3. 雛菊繡技法 

學會刺繡基礎技法 完成袋身表布  

12/20 1 
鄉村花朵化妝包(三) 1. 表布三層疏縫 

2. 壓線 

1. 疏縫及壓線技法應

用 

1. 疏縫並壓線完成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12/27 1 

鄉村花朵化妝包(四) 1. 內袋身製作 

1. 表袋身組合及抓

角 

1. 平針縫法應用 

袋底抓角技法 

內外袋身完成 
 

1/3 1 
鄉村花朵化妝包(五) 2. 內外袋身組合 

袋口滾邊技法 

一字滾邊技法 袋身組合完成 
 

1/10 1 
鄉村花朵化妝包(六) 1.一字拉鍊縫法 一字拉鍊縫合技巧 鄉村花朵化妝包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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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南市公立東區崇明國民中學 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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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拼布社 實施年級 九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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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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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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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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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學生在學習縫紉知識外，以其應用於日常生活中，並培養學生對手工創作的興趣，將知識落實於生活，充實其休閒生活，
並發掘特殊才能。讓學生適性成長，擴展生活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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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 
1 環保口罩(一) 1. 平針縫應用 

2. 滾邊應用 

1.複習平針與滾邊縫法 表布完成 
 

2/21 
1 環保口罩(二) 彈性繩穿繩技巧 兩側彈性繩穿繩口縫

製及穿繩 

口罩完成 
 

3/7 
1 兔子筆袋(一) 1.紙型製作2.表布

裁剪 3.兔耳縫製 

1. 如何預留縫份 

2. 兔耳縫製翻車法 

完成兔耳 
 

3/14 
1 兔子筆袋(二) 1. 前後表布拼接 

2. 袋身與袋底組合 

學會分辨鏡射布片的

縫法 

完成前後片袋身拼接 
 

3/21 
1 兔子筆袋(三) 1. 兔子表情刺繡 

2. 兔鼻貼布縫 

1.基礎繡法 2.貼布縫 3. 完成表情縫製 
 

3/28 

 

1 兔子筆袋(四) 疏縫及壓線 疏縫及壓線技法應用 疏縫並壓線完成 
 

4/11 
1 兔子筆袋(五) 1 袋口滾邊技法 滾邊縫合及弧型拉鍊 拉鍊與滾邊完成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2.弧型拉鍊縫製 星止縫技法 

4/18 

1 兔子筆袋(六) 1.袋身組合及袋底抓

角 2.拉鍊頭裝飾 

1.側袋身縫合及袋底

抓角 2.鬱金香裝飾

縫法 

兔子筆袋完成 

 

    4/25 
1 貓咪鑰匙包(一) 1.紙型製作2.表布裁

剪 

紙型鏡射繪製技巧 各配色布片剪裁完成  

5/2 
1 貓咪鑰匙包(二) 貓咪臉部貼縫 貼布縫的運用 完成袋身正反表布 

 

5/9 
1 貓咪鑰匙包(三) 貓耳及鑰匙掛飾製作 翻車縫法運用 貓耳貼布縫與掛飾縫製 

完成 
 

5/16 
1 貓咪鑰匙包(四) 臉部表情刺繡 輪廓繡、緞面繡技巧 完成表情刺繡 

 

5/23 
1 貓咪鑰匙包(五) 1貓耳與袋身組合 

2鑰匙掛飾穿繩技巧 

袋身藏針縫法技巧 袋身完成 
 

5/30 
1 可愛蘇姑娘壁飾(一) 1 紙型製作 

2.表布裁剪 

表面繪布的技巧 表布版型完成 
 

6/6 
1 可愛蘇姑娘壁飾(二) 貼布圖案描繪的技

巧 

貼縫順序的技巧 繪製各色配色布 
 

6/13 
1 可愛蘇姑娘壁飾(三) 1.圖案貼布縫 運用冷凍紙貼布縫 貼布縫完成 

 

6/20 
1 可愛蘇姑娘壁飾(四) 1.輪廓繡  2.雛菊繡 

3. 疏縫及壓線 
1.學習花朵刺繡技法 
2. 疏縫及壓線技法應用 

小花刺繡、疏縫並壓線

完成 
 

6/27 
1 可愛蘇姑娘壁飾(五) 1. 滾邊條及吊耳製

作 
1. 包邊布條拼接的技

巧 
1. 完成包邊布剪裁 
2. 滾邊完成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2. 壁飾尺寸校正 

3. 疏縫吊耳 

4. 直角滾邊 

2. 學會直角滾邊技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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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南市公立東區崇明國民中學 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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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他社 實施年級 九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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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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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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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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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他社立社目標在於教導社團同學有關吉他的基本知識與各種技巧(指法、彈奏方法)，促使磨練演奏能力的同時也能引起興
趣自主精進並願意向外呈現展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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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1 吉他介紹與保養方法 講解有關吉他的基

本資訊、保養方法

並示 

範之。 

明白吉他的組成部件

且練習保養自己及他

的重 

要性。 

隨堂問答。 

 

9/11、9/13 

2 Slow Rock 練習與進階

節奏刷法 

SlowRock 與進階節奏

刷法的講述與示範。 

認 識 SlowRock 與進階

節奏 刷 法 的 技 巧 並

練 習 之。 

隨堂抽測。 

 

9/27—10/25 

4 分割和弦指法練習 吉他基本指法與和弦

教學。 

認識吉他的基本指法與

幾個常用和弦並能實際

操作之。 

隨堂抽測。 

 

11/1—11/22 

4 封閉和弦 吉他基本指法與和弦

教學。 

認識吉他的基本指法與

幾個常用和弦並能實際

操作之。 

隨堂抽測。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11/29 

1 曲目練習─《飛鳥與蟬》 練習教師挑選曲目。 總和前面所學指法與

和弦、彈奏技巧於具

體的曲目練習。 

練習成果發表。 

 

12/6 
1 歌曲討論與採譜講解 講解「採譜」概念、方法 

2討論展演歌曲曲  
認識採譜的方法並實際

操作之。 

隨堂問答。 
 

12/13—12/27 

3 作業討論、練習與展演 引導學生自主討論展

演曲目、練習並進行

發表。 

使學生能針對所感興

趣曲目自主練習並運

用所學技巧，甚至自我精

進。 

自選曲成果發表。 

 

1/3—1/10 

2 補充教材：影片欣賞 欣 賞 吉 他 表 演 與

技 巧、保養知識補充

影片。 

引導學生能自主充實知

能於技巧的精進上。 

隨堂問答。 

 

◎教學期程請敘明週次起訖，如行列太多或不足，請自行增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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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南市公立東區崇明國民中學 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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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他社 實施年級 九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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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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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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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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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他社立社目標在於教導社團同學有關吉他的基本知識與各種技巧(指法、彈奏方法)，促使磨練演奏能力的同時也能引起興
趣自主精進並願意向外呈現展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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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 

2 Slow Rock 練習與進階

節奏刷法 

SlowRock 與進階節奏

刷法的講述與示範。 

認識SlowRock 與進階

節奏刷法的技巧

並練習之。 

隨堂問答。 

 

3/7—3/14 

 

2 

 

分割和弦指法練習 

 

吉他基本指法與和弦

教學。 

認識吉他的基本指法與

幾個常用和弦並能實際

操作之。 

 

隨堂抽測。  

3/21--4/18 

4 封閉和弦 吉他基本指法與和弦

教學。 

認識吉他的基本指法與

幾個常用和弦並能實際

操作之。 

隨堂抽測。 

 

4/25—5/16 

4 曲目練習 練習教師挑選曲目。 總和前面所學指法與

和弦、彈奏技巧於具

體的曲目練習。 

練習成果發表。 

 

5/23—5/30 
2 歌曲討論與採譜講解  討論展演歌曲曲  認識採譜的方法並實際

操作之。 

隨堂問答。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6月 

 

4 
作業討論、練習與展演 引導學生自主討論展

演曲目、練習並進行

發表。 

使學生能針對所感興

趣曲目自主練習並運

用所學技巧，甚至自我精

進。 

自選曲成果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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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臺南市公立東區崇明國民中學 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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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笛社 實施年級 九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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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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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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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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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高音、中音、次中音及低音木笛(直笛)基本吹奏法及巴洛克演奏風格，並培養合奏能力，使之能吹奏四聲部以上
之合奏曲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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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9/11 3 直笛家族樂器介紹 直笛基本技巧練習 運舌、運指、運氣 樂器吹奏 
 

9/27—10/18 3 基本吹奏技巧練習 運舌、運指、運氣 獨奏技巧 獨奏吹奏 
 

10/25--11/15 4 輪奏技巧 曲目練習-輪奏 輪奏技巧 輪奏吹奏 
 

11/22—12/13 4 合奏技巧練習 1 熟練曲目 團隊合作默契 分組合奏 
 

12/20—1/10 4 合奏技巧練習 2 熟練曲目 團隊合作默契 分組合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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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南市公立東區崇明國民中學 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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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笛社 實施年級 九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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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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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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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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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高音、中音、次中音及低音木笛(直笛)基本吹奏法及巴洛克演奏風格，並培養合奏能力，使之能吹奏四聲部以上
之合奏曲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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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 2 直笛家族樂器介紹 直笛基本技巧練習 運舌、運指、運氣 樂器吹奏 
 

  3月 4 基本吹奏技巧練習 運舌、運指、運氣 獨奏技巧 獨奏吹奏 
 

4月 3 輪奏技巧 曲目練習-輪奏 輪奏技巧 輪奏吹奏 
 

5月 5 合奏技巧練習 1 熟練曲目 團隊合作默契 分組合奏 
 

6月 4 
 

合奏技巧練習 2 熟練曲目 團隊合作默契 分組合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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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南市公立東區崇明國民中學 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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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悅讀創作社 實施年級 九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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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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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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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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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課程旨在協助、引導學生養成良好的閱讀習慣與文學涵養─透過實際閱讀各類書籍培養學生對文字、詞句的敏銳性， 
並試圖鼓勵學生在吸收的同時也能應用所讀在個人文學作品的創作上，達到真正意義的素養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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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1 

 

社團規則說明 

 

引介課程大綱與課室

規則。 

使學生對於本課程課

程結構、目標與課室

規則有一基礎了解，

並願意 

相互合作遵守。 

 

 

 

9/11—11/8 

 

8 
 

書籍閱讀 

引導學生認識、導讀

各類書籍雜誌，引介

各樣閱讀策略的同時

提供學生機會分析文

並彼此分享。 

1○認識各類文體、書籍。 
2○發展各自的閱讀策略 
與方法。 
3○可以針對閱讀書籍建 
立精簡摘要並分享心
得 

感想。 

 

摘要與心得發表。 

 

11/15—12/20 
  

引導學生利用前段

課程裡從各類閱讀

能夠應用所學文體、論

述方法、文法、詞藻與字句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6 寫作練習 經驗中所得之各樣

寫作技巧、範本，書寫

專屬於 

他/她們自己的作品 

來書寫自己的文學作

品。 

創作成果發表。 

12/27—1/10 3 創作成果發表 指示學生以前述練習

所產出之作品進行簡 

能主動與人分享自己的

想法創作，並且客觀分單

的「新書」、「新文」發表會。 

創作成果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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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臺南市公立東區崇明國民中學 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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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悅讀創作社 實施年級 九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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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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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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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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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課程旨在協助、引導學生養成良好的閱讀習慣與文學涵養─透過實際閱讀各類書籍培養學生對文字、詞句的敏銳性， 
並試圖鼓勵學生在吸收的同時也能應用所讀在個人文學作品的創作上，達到真正意義的素養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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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18  

8 
 

書籍閱讀 

引導學生認識、導讀

各類書籍雜誌，引介

各樣閱讀策略的同時

提供學生機會分析文

並彼此分享。 

1○認識各類文體、書籍。 
2○發展各自的閱讀策略 
與方法。 
3○可以針對閱讀書籍建 
立精簡摘要並分享心
得感想。 

 

摘要與心得發表。 

 

4/25—5/30 
 

6 

 

寫作練習 

引導學生利用前段

課程裡從各類閱讀

經驗中所得之各樣

寫作技巧、範本，書寫

專屬於他/她們自己

的作品 

能夠應用所學文體、論

述方法、文法、詞藻與字句

來書寫自己的文學作

品。 

 

創作成果發表。 
 

6/6—6/27  

4 

 

創作成果發表 

指 示 學 生 以 前 述

練 習 所 產 出 之 作

能主動與人分享自己

的想法創作，並且客

 

成果發表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品 進 行 簡 單的「新

書」、「新文」發表會。 

觀分析、欣賞不同創

作者的文學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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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南市公立東區崇明國民中學 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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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色鉛筆插畫社 實施年級 九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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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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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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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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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課程旨在協助、引導學生養成良好的閱讀習慣與文學涵養─透過實際閱讀各類書籍培養學生對文字、詞句的敏銳性， 
並試圖鼓勵學生在吸收的同時也能應用所讀在個人文學作品的創作上，達到真正意義的素養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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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 4 媒材介紹與應用 
美的省思，介紹媒材

的特性 
色鉛筆基礎畫法 

色鉛筆的配色及筆法應

用 
 

    10月  3 
插畫基礎---形的想像與

創造 
激發想像練習 造型開發 動物造型應用  

11月 5 色鉛筆技法的應用 色鉛筆技法 學習色鉛筆繪畫技巧 色鉛筆技法繪圖展示  

12月 4 繪本創造基礎 創立故事 設定繪本故事主角 色鉛筆技法應用  

1月 2 
小品故事連結與成果

發表 

色鉛筆技法應用與繪

本創立連結 
創造故事 成果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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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南市公立東區崇明國民中學 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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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色鉛筆插畫社 實施年級 九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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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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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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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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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課程旨在協助、引導學生養成良好的閱讀習慣與文學涵養─透過實際閱讀各類書籍培養學生對文字、詞句的敏銳性， 
並試圖鼓勵學生在吸收的同時也能應用所讀在個人文學作品的創作上，達到真正意義的素養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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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 
 2 

靜物的描繪 寫實物體的描繪 靜物的描繪 完成靜物的描繪圖 2張  

3月 
 4 

抽象的描繪 激發想像練習 抽象的描繪 完成抽象的描繪圖2張  

4月 
 3 

生活小物的描繪 
色鉛筆技法與生活小

物描繪 
生活小物的描繪 

完成生活小物的描繪圖2

張 
 

5月 
5 

食物的描繪 食物的描繪 食物的描繪 
完成食物的描繪描繪圖

2張 
 

6月 
4 

成果整理與發表 色鉛筆技法應用 成果整理與發表 成果整理與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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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臺南市公(私)立東區崇明國民中學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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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社 實施年級 九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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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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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目標 
一、習得科技的基本知識與技能。 二、培養正確的科技觀念、態度及工作習慣。 三、善用科技知能以進行創造、

批判、邏輯、運算等思考。 四、整合理論與實務以解決問題和滿足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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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 4 科技史與簡報製作 
科技教育架構與文書

軟體使用 

了解科技架構與學會使

用軟體 
評分軟體使用技巧  

10月 3 行動學習軟體使用 行動學習 app 使用常見行動學習 app Appa使用評分  

11月 5 聖誕嘉年華籌辦 聖誕節專題策畫 籌備聖誕節活動 活動策畫評分  

12月 4 新年預約快樂 新年快樂專題策畫 籌備新年活動 活動策畫評分  

1月 2 成果展 成果展整理 整理學期成果展 展出成果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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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南市公(私)立東區崇明國民中學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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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社 實施年級 九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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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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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目標 
一、習得科技的基本知識與技能。 二、培養正確的科技觀念、態度及工作習慣。 三、善用科技知能以進行創造、

批判、邏輯、運算等思考。 四、整合理論與實務以解決問題和滿足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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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 
 2 

AI人工智慧 人工智慧歷史 了解人工智慧歷史 成果報告  

3月 
4 

監督式學習 監督式數學原理 了解監督式數學原理 數學式判斷檢測  

4月 
3 

非監督式學習 非監督式數學原理 了解非監督式數學原理 數學式判斷檢測  

5月 
5 

機器學習 機器學習與強化概念 
了解機器學習與強化概

念 
數學式判斷檢測  

6月 
4 

成果展示 成果展示 整合應用 App製作  

◎教學期程請敘明週次起訖，如行列太多或不足，請自行增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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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各社團務必寫一份。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臺南市公立東區崇明國民中學 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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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籃球 B社 實施年級 九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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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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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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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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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人動作提升，小組配合訓練，比賽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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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9/27 

4 投籃及上籃 1.熱身 2.跑操場 3. 
動作教學 

提升個人進攻動作及

得 

分能力 

投籃及上籃測驗 

 

10/4—11/1 
4 二人小組配合 1.熱身 2.短傳 3.長 

傳 

增加與隊友的默契 全場傳球測驗 
 

11/8—12/6 
5 規則講解 1.犯規 2.違例 3.比賽

流程 

讓學生更了解如何進行

一場比賽 

三對三分組比賽 
 

12/13—1/10 
5 分組對抗 1.熱身 2.跑操場 3. 

人員分配、分組 

進行 5 對 5 正式比賽 分隊進行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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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南市公立東區崇明國民中學 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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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籃球 B社 實施年級 九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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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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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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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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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人動作提升，小組配合訓練，比賽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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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3/14 

4 投籃及上籃 1.熱身 2.跑操場 3. 
動作教學 

提升個人進攻動作及

得 

分能力 

投籃及上籃測驗 

 

3/21—4/18 
4 二人小組配合 1.熱身 2.短傳 3.長 

傳 

增加與隊友的默契 全場傳球測驗 
 

4/25—5/23 
5 規則講解 1.犯規 2.違例 3.比賽

流程 

讓學生更了解如何進行

一場比賽 

三對三分組比賽 
 

5/30—6/27 
5 分組對抗 1.熱身 2.跑操場 3. 

人員分配、分組 

進行 5 對 5 正式比賽 分隊進行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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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南市公立東區崇明國民中學 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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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熱舞社 實施年級 九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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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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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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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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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與藝術活動， 增進美感. 善用肢體， 探索理解藝術，以展現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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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9/11 3 HIP hop 腳步基礎教學

ㄧ 

腳步分解與組合 可靈活使用 

腳掌,腳跟.腳踝.大腿.小
腿 

1. 單一動作測驗 

組合動作測驗 

配合節奏 

9/27—10/18 3 HIP hop 身體律動基礎

教學 

身體律動教學 可靈活使用 

上胸,肋骨.腰部.臀部 

1. 單一動作測驗 

2. 組合動作測驗 

配合節奏 

10/25--11/15 4 Dionysus 
編舞 

結合以上身體律動 , 
編制排舞 

靈活使用全身. 能夠背熟一首舞  

11/22—12/13 4 wacking 基礎教學 1. 手的分解與組合 
2. 身體律動教學 

可靈活使用 

手腕.手肘.肩關節.甩手. 
轉手.上胸,肋骨.腰部.臀
部 

1. 單一動作測驗 

2. 組合動作測驗 

配合節奏 

12/20—1/10 4 dura 
編舞 

結合以上身體律動 , 
編制排舞 

靈活運用全身. 能夠背熟一首舞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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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南市公立東區崇明國民中學 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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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熱舞社 實施年級 九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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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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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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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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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與藝術活動， 增進美感. 善用肢體， 探索理解藝術，以展現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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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 2 DANCE HALL 
身體律動基礎教學 

身體律動教學 可靈活使用 

上胸,肋骨.腰部.臀部 

1. 單一動作測驗 

組合動作測驗 

配合節奏 

    3月 4 HOPE 
編舞 

結合以上身體律動 , 
編制排舞 

靈活使用全身. 3. 能夠背熟一首舞  

4月 3 wacking 手部基礎教學

ㄧ 

手的分解與組合 可靈活使用 

手腕.手肘.肩關節.甩手. 
轉手 

1. 單一動作測驗 

組合動作測驗 

配合節奏 

5月 5 wacking 身體律動基礎

教學 

3. 身體律動教學 可靈活使用 

上胸,肋骨.腰部.臀部 

1. 單一動作測驗 

3. 組合動作測驗 

配合節奏 

6月 4 
 

dura 
編舞 

結合以上身體律動 , 
編制排舞 

靈活運用全身. 能夠背熟一首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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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南市公(私)立東區崇明國民中(小)學 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 9 年級彈性學習課程計畫 

社團活動或技藝課程名稱 手繪社 實施年級 九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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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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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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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手繪基本能力，以培養學生對藝術之興趣及造形,明暗,色彩,透視,與空間相關知識與色鉛筆與水彩媒材的使用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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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 4 
手繪線條與造形結構

介紹  

線條的繪製技巧與造

形結構訓練 

用線條的疏密、粗細、

虛實來表達出形體與造

形 

排線樣式速寫  

10月 4 
色鉛筆練習/明暗表現

與色彩 

色鉛筆使用/明暗的

基本畫法與配色介紹 

明暗調子與色彩變化的

練習 
靜物繪畫  

11月 4 
色鉛筆練習/透視與空

間介紹 

色鉛筆使用/學習透

視與空間表現 

利用色鉛筆合理表現物

件在空間的變化與透視 
街景建築繪畫  

12月 4 
水彩練習/構圖與視角

介紹 

學習水彩使用及構圖

與視角選取 

利用水彩結合構圖變化

與超現實專題繪製 
我的人生地圖  

1月 1 
水彩練習/超現實表現

介紹 

學習水彩使用及超現

實風格介紹 

利用水彩結合超現實主

題專題繪製 
夢幻的自畫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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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南市公(私)立東區崇明國民中(小)學 111 學年度第 2 學期 9 年級彈性學習課程計畫 

社團活動或技藝課程名稱 手繪社 實施年級 九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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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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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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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升同學手繪與不同媒材結合的多元樣貌呈現能力，結合時事與多元文化的視野，以培養學生對藝術之興趣及應用
造形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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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 2 手繪塗鴉介紹 塗鴉歷史與畫法介紹 
能夠辨別塗鴉樣式與創

作 
塗鴉創作  

3月 4 完形圖像與觀念介紹 

完形概念(整體性,具

體化,組織性及恆長

性) 

延伸完形概念圖像創作 人物完形概念表現  

4月 3 圖與地視覺法則 

雙重意象,正倒立共

存圖,反轉性遠近錯

視,矛盾圖形介紹 

了解圖與地視覺法則與

繪畫設計的結合 
多義圖形創作  

5月 5 
手繪與複合媒材/形的

聯想 

複合媒材觀念及具象

和抽象觀念介紹 
創意發想/具象與抽象 複合媒材製作  

6月 4 繪本插畫 繪本圖文概說介紹 
手繪插畫歷史發展特性

及創作 
繪本繪製與作品發表  

◎教學期程請敘明週次起訖，如行列太多或不足，請自行增刪。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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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