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臺南市立後甲國民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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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仿真多肉植物 20 是□  否■ 
■每週【 1 】節 

□隔週【  】節 

2 綜合手工社 20 是□  否■ 
■每週【 1 】節 

□隔週【  】節 

3 桌遊社 20 是□  否■ 
■每週【 1 】節 

□隔週【  】節 

4 街舞社 20 是□  否■ 
■每週【 1 】節 

□隔週【  】節 

5 吉他社 20 是□  否■ 
■每週【 1 】節 

□隔週【  】節 

6 直笛團 20 是□  否■ 
■每週【 1 】節 

□隔週【  】節 

7 合唱團 20 是□  否■ 
■每週【 1 】節 

□隔週【  】節 

8 音樂欣賞 A 20 是□  否■ 
■每週【 1 】節 

□隔週【  】節 

9 音樂欣賞 B 20 是□  否■ 
■每週【 1 】節 

□隔週【  】節 

10 童軍社 20 是□  否■ 
■每週【 1 】節 

□隔週【  】節 

11 籃球社 A 20 是□  否■ 
■每週【 1 】節 

□隔週【  】節 

12 籃球社 B 20 是□  否■ 
■每週【 1 】節 

□隔週【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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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排球社 20 是□  否■ 
■每週【 1 】節 

□隔週【  】節 

14 羽球社 20 是□  否■ 
■每週【 1 】節 

□隔週【  】節 

15 足球社 20 是□  否■ 
■每週【 1 】節 

□隔週【  】節 

16 動筆玩繪畫社 20 是□  否■ 
■每週【 1 】節 

□隔週【  】節 

17 造型氣球吸管社 A 20 是□  否■ 
■每週【 1 】節 

□隔週【  】節 

18 造型氣球吸管社 B 20 是□  否■ 
■每週【 1 】節 

□隔週【  】節 

19 桌球社 20 是□  否■ 
■每週【 1 】節 

□隔週【  】節 

20 競技啦啦社 20 是□  否■ 
■每週【 1 】節 

□隔週【  】節 

21 體育專長社 20 是□  否■ 
■每週【 1 】節 

□隔週【  】節 

22 閩南語社 20 是□  否■ 
■每週【 1 】節 

□隔週【  】節 

23 客家語社 20 是□  否■ 
■每週【 1 】節 

□隔週【  】節 

24 科學班 A 20 是□  否■ 
■每週【 1 】節 

□隔週【  】節 

25 科學班 B 20 是□  否■ 
■每週【 1 】節 

□隔週【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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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抽離式技藝課程－設計職群 

(合作學校:光華高中) 
52節 是□  否■ 

■每週【3】節，17週次。每週【1】節，

1週次 

□隔週【  】節 

27 
抽離式技藝課程－家政職群 

(合作學校:光華高中) 
52節 是□  否■ 

■每週【3】節，17週次。每週【1】節，

1週次 

□隔週【  】節 

28 
抽離式技藝課程-動力機械職群 

(合作學校:慈幼工商) 
52節 是□  否■ 

■每週【3】節，17週次。每週【1】節，

1週次 

□隔週【  】節 

29 
抽離式技藝課程-食品職群 

(合作學校:慈幼工商) 
52節 是□  否■ 

■每週【3】節，17週次。每週【1】節，

1週次 

□隔週【  】節 

30 
抽離式技藝課程-餐旅職群 

(合作學校:南英商工) 
52節 是□  否■ 

■每週【3】節，17週次。每週【1】節，

1週次 

□隔週【  】節 

31 
抽離式技藝課程-商業與管理職群 

(合作學校:南英商工) 
52節 是□  否■ 

■每週【3】節，17週次。每週【1】節，

1週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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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南市立後甲國民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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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仿真多肉植物社 實施年級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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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3 
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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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目標 
應用黏土雕塑之特性來設計，加上造花技巧再運用著色與盆栽組合搭配，形成時下流行的療癒系桌上綠色小品，布
置周遭環境促使心情愉悅，達到手作休閒裝飾的搭配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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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櫻吹雪 
視 E-IV-1 色彩理論，

造型表現 

搓水滴狀壓出弧型.邊

薄 

視-2-IV- 能體驗藝術作

品 
 

第 3週 1 櫻吹雪 
視 E-IV-1 色彩理論，

造型表現 

搓水滴狀壓出弧型.邊

薄 

視-2-IV- 能體驗藝術作

品 
 

第 4週 1 櫻吹雪 
視 E-IV-1 色彩理論，

造型表現 

搓水滴狀壓出弧型.邊

薄 

視-2-IV- 能體驗藝術作

品 
 

第 5週 1 櫻吹雪 
視 E-IV-1 色彩理論，

造型表現 

搓水滴狀壓出弧型.邊

薄 

視-2-IV- 能體驗藝術作

品 
 

第 6週 1 櫻吹雪結枝 
視 P-IV-3 設計思考.造

型表現 
利用紙膠帶綁緊 

視-1-IV-1 能使用構成要

素和形式原理，加強色

彩表現 

 

第 7週 1 國慶連假 無 無 無  

第 8週 1 櫻吹雪結枝 
視 P-IV-3 設計思考.造

型表現 
利用紙膠帶綁緊 

視-1-IV-1 能使用構成要

素和形式原理，加強色

彩表現 

 

第 9週 1 櫻吹雪上色 
視 P-IV-3 設計思考.造

型表現 
顏料 1、11、40 

視-1-IV-1 能使用構成要

素和形式原理，加強色

彩表現 

 

第 10週 1 櫻吹雪上色 
視 P-IV-3 設計思考.造

型表現 
顏料 1、11、40 

視-1-IV-1 能使用構成要

素和形式原理，加強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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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表現 

第 11週 1 唐印 
視 E-IV-1 色彩理論，

造型表現 

搓胖水滴利用膠模葉邊

壓薄 

視-2-IV- 能體驗藝術作

品 
 

第 12週 1 唐印 
視 E-IV-1 色彩理論，

造型表現 

搓胖水滴利用膠模葉邊

壓薄 

視-2-IV- 能體驗藝術作

品 
 

第 13週 1 唐印結枝 
視 P-IV-3 設計思考.造

型表現 
利用紙膠帶綁緊 

視-1-IV-1 能使用構成要

素和形式原理，加強色

彩表現 

 

第 14週 1 唐印上色 
視 P-IV-3 設計思考.造

型表現 
顏料 6、8、11 

視-1-IV-1 能使用構成要

素和形式原理，加強色

彩表現 

 

第 15週 1 唐印上色 
視 P-IV-3 設計思考.造

型表現 
顏料 6、8、11 

視-1-IV-1 能使用構成要

素和形式原理，加強色

彩表現 

 

第 16週 1 石頭屋包土 
視 P-IV-3 設計思考，

造型表現 

利用保麗龍做花器(屋

型) 

視 -2-IV 能體驗藝術作

品 
 

第 17週 1 石頭屋包土 
視 P-IV-3 設計思考，

造型表現 

利用保麗龍做花器(屋

型) 

視 -2-IV 能體驗藝術作

品 
 

第 18週 1 石頭屋上色 
視 P-IV-3 設計思考.造

型表現 
顏料 

視-1-IV-1 能使用構成要

素和形式原理，加強色

彩表現 

 

第 19週 1 元旦連假 無 無 無  

第 20週  作品組合 視-2-IV- 能體驗藝術 
將完成作品設計在石頭

屋上 

視-3-IV-3 用設計思考及

藝術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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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1週 1 作品分享 視-2-IV- 能體驗藝術 各組分享作品 
視-3-IV-3 用設計思考及

藝術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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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南市立後甲國民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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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手工社 實施年級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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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藝-J-A2 嘗試設計思考，探索藝術實踐解決問題的途徑。 

藝-J-B1 應用藝術符號，以表達觀點與風格。 

藝-J-B3 善用多元感官，探索理解藝術與生活的關聯，以展現美感意識。 

藝-J-C2 透過藝術實踐，建立利他與合群的知能，培養團隊合作與溝通協調的能力。 

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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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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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 運用合宜的人際互動技巧，經營良好的人際關係，發揮正向影響力，培養利他與合群的態度，提升團隊效能，達成共同目標。 

課程目標 學習利用手邊現有的素材，設計製作出吸引人的手工作品，提升生活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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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社長，說明職責、任

務。 

＊課程內容介紹，說明注

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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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出適任的社長，了解職責、任務，

讓團隊了解社團幹部的主要任務。 

※了解這學期的學習課程。 

※是否準時抵達上課地點 

※是否能確實遵守上課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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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週 1 ＊鋁的藝術編織創作 

☉視 E-Ⅳ-1色彩理論、造形表現、

符號意涵。 

☉視 E-Ⅳ-2 平面、立體及複合媒

材的表現技法。 

☉視 P-Ⅳ-3設計思考、生活美感。 

☉家 Cc-IV-2 生活用品的創意

設計與製作，以及個人興趣與能

力的覺察。 

※依拿到的材料，構思鋁線的作品

設計。 

※是否準時抵達上課地點 

※是否有確實攜帶上課用用具 

※是否能確實遵守上課規範 

 

第 4週 1 ＊鋁的藝術編織創作 

☉視 E-Ⅳ-1色彩理論、造形表現、

符號意涵。 

☉視 E-Ⅳ-2 平面、立體及複合媒

材的表現技法。 

☉視 P-Ⅳ-3設計思考、生活美感。 

☉家 Cc-IV-2 生活用品的創意

設計與製作，以及個人興趣與能

力的覺察。 

※利用鋁線編織造形，創作所需用

品或裝飾品。 

※是否準時抵達上課地點 

※是否有確實攜帶上課用材料和用具 

※是否能確實遵守上課規範 

 

第 5週 1 ＊鋁的藝術編織創作 

☉視 E-Ⅳ-1色彩理論、造形表現、

符號意涵。 

☉視 E-Ⅳ-2 平面、立體及複合媒

材的表現技法。 

☉視 P-Ⅳ-3設計思考、生活美感。 

☉家 Cc-IV-2 生活用品的創意

設計與製作，以及個人興趣與能

力的覺察。 

※利用鋁線編織造形，創作所需用

品或裝飾品。 

※是否準時抵達上課地點 

※是否有確實攜帶上課用材料和用具 

※是否能確實遵守上課規範 

 

第 6週 1 ＊鋁的藝術編織創作 
☉視 E-Ⅳ-1色彩理論、造形表現、

符號意涵。 

※利用鋁線編織造形，創作所需用

品或裝飾品。 

※是否準時抵達上課地點 

※是否有確實攜帶上課用材料和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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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 E-Ⅳ-2 平面、立體及複合媒

材的表現技法。 

☉視 P-Ⅳ-3設計思考、生活美感。 

☉家 Cc-IV-2 生活用品的創意

設計與製作，以及個人興趣與能

力的覺察。 

※是否能確實遵守上課規範 

第 7週 1 國慶連假 無 無 無  

第 8週 1 ＊鋁的藝術編織創作 

☉視 E-Ⅳ-1色彩理論、造形表現、

符號意涵。 

☉視 E-Ⅳ-2 平面、立體及複合媒

材的表現技法。 

☉視 P-Ⅳ-3設計思考、生活美感。 

☉家 Cc-IV-2 生活用品的創意

設計與製作，以及個人興趣與能

力的覺察。 

※利用鋁線編織造形，創作所需用

品或裝飾品。 

※是否準時抵達上課地點 

※是否有確實攜帶上課用材料和用具 

※是否能確實遵守上課規範 

 

第 9週 1 ＊鋁的藝術編織創作 

☉視 E-Ⅳ-1色彩理論、造形表現、

符號意涵。 

☉視 E-Ⅳ-2 平面、立體及複合媒

材的表現技法。 

☉視 P-Ⅳ-3設計思考、生活美感。 

☉家 Cc-IV-2 生活用品的創意

設計與製作，以及個人興趣與能

力的覺察。 

※利用鋁線編織造形，創作所需用

品或裝飾品。 

※是否準時抵達上課地點 

※是否有確實攜帶上課用材料和用具 

※是否能確實遵守上課規範 

 

第 10週 1 ＊鋁的藝術編織創作 
☉視 E-Ⅳ-1色彩理論、造形表現、

符號意涵。 

※利用鋁線編織造形，創作所需用

品或裝飾品。 

※是否準時抵達上課地點 

※是否有確實攜帶上課用材料和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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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 E-Ⅳ-2 平面、立體及複合媒

材的表現技法。 

☉視 P-Ⅳ-3設計思考、生活美感。 

☉家 Cc-IV-2 生活用品的創意

設計與製作，以及個人興趣與能

力的覺察。 

※是否能確實遵守上課規範 

第 11週 1 ＊鋁的藝術編織創作 

☉視 E-Ⅳ-1色彩理論、造形表現、

符號意涵。 

☉視 E-Ⅳ-2 平面、立體及複合媒

材的表現技法。 

☉視 P-Ⅳ-3設計思考、生活美感。 

☉家 Cc-IV-2 生活用品的創意

設計與製作，以及個人興趣與能

力的覺察。 

※利用鋁線編織造形，創作所需用

品或裝飾品。 

※是否準時抵達上課地點 

※是否有確實攜帶上課用材料和用具 

※是否能確實遵守上課規範 

 

第 12週 1 ＊鋁的藝術編織創作 

☉視 E-Ⅳ-1色彩理論、造形表現、

符號意涵。 

☉視 E-Ⅳ-2 平面、立體及複合媒

材的表現技法。 

☉視 P-Ⅳ-3設計思考、生活美感。 

☉家 Cc-IV-2 生活用品的創意

設計與製作，以及個人興趣與能

力的覺察。 

※利用鋁線編織造形，創作所需用

品或裝飾品。 

※是否準時抵達上課地點 

※是否有確實攜帶上課用材料和用具 

※是否能確實遵守上課規範 

 

第 13週 1 ＊鋁的藝術編織創作 

☉視 E-Ⅳ-1色彩理論、造形表現、

符號意涵。 

☉視 E-Ⅳ-2 平面、立體及複合媒

材的表現技法。 

※完成並繳交鋁線作品。 

※是否準時抵達上課地點 

※是否有確實攜帶上課用材料和用具 

※是否能確實遵守上課規範 

※是否能確完成作品並繳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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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 P-Ⅳ-3設計思考、生活美感。 

☉家 Cc-IV-2 生活用品的創意

設計與製作，以及個人興趣與能

力的覺察。 

第 14週 1 ＊幸運手環編織創作 

☉視 E-Ⅳ-1色彩理論、造形表現、

符號意涵。 

☉視 E-Ⅳ-2 平面、立體及複合媒

材的表現技法。 

☉視 P-Ⅳ-3設計思考、生活美感。 

☉家 Cc-IV-2 生活用品的創意

設計與製作，以及個人興趣與能

力的覺察。 

※利用小熊編繩盤、繡線、珠子，設

計編織適合自己的幸運手環。 

※是否準時抵達上課地點 

※是否有確實攜帶上課用材料和用具 

※是否能確實遵守上課規範 

 

第 15週 1 ＊幸運手環編織創作 

☉視 E-Ⅳ-1色彩理論、造形表現、

符號意涵。 

☉視 E-Ⅳ-2 平面、立體及複合媒

材的表現技法。 

☉視 P-Ⅳ-3設計思考、生活美感。 

☉家 Cc-IV-2 生活用品的創意

設計與製作，以及個人興趣與能

力的覺察。 

※利用小熊編繩盤、繡線、珠子，設

計編織適合自己的幸運手環。 

※是否準時抵達上課地點 

※是否有確實攜帶上課用材料和用具 

※是否能確實遵守上課規範 

 

第 16週 1 ＊幸運手環編織創作 

☉視 E-Ⅳ-1色彩理論、造形表現、

符號意涵。 

☉視 E-Ⅳ-2 平面、立體及複合媒

材的表現技法。 

☉視 P-Ⅳ-3設計思考、生活美感。 

☉家 Cc-IV-2 生活用品的創意

※利用小熊編繩盤、繡線、珠子，設

計編織適合自己的幸運手環。 

※是否準時抵達上課地點 

※是否有確實攜帶上課用材料和用具 

※是否能確實遵守上課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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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與製作，以及個人興趣與能

力的覺察。 

第 17週 1 ＊幸運手環編織創作 

☉視 E-Ⅳ-1色彩理論、造形表現、

符號意涵。 

☉視 E-Ⅳ-2 平面、立體及複合媒

材的表現技法。 

☉視 P-Ⅳ-3設計思考、生活美感。 

☉家 Cc-IV-2 生活用品的創意

設計與製作，以及個人興趣與能

力的覺察。 

※利用小熊編繩盤、繡線、珠子，設

計編織適合自己的幸運手環。 

※是否準時抵達上課地點 

※是否有確實攜帶上課用材料和用具 

※是否能確實遵守上課規範 

 

第 18週 1 ＊幸運手環編織創作 

☉視 E-Ⅳ-1色彩理論、造形表現、

符號意涵。 

☉視 E-Ⅳ-2 平面、立體及複合媒

材的表現技法。 

☉視 P-Ⅳ-3設計思考、生活美感。 

☉家 Cc-IV-2 生活用品的創意

設計與製作，以及個人興趣與能

力的覺察。 

※利用小熊編繩盤、繡線、珠子，設

計編織適合自己的幸運手環。 

※是否準時抵達上課地點 

※是否有確實攜帶上課用材料和用具 

※是否能確實遵守上課規範 

 

第 19週 1 元旦連假 無 無 無  

第 20週  ＊幸運手環編織創作 

☉視 E-Ⅳ-1色彩理論、造形表現、

符號意涵。 

☉視 E-Ⅳ-2 平面、立體及複合媒

材的表現技法。 

☉視 P-Ⅳ-3設計思考、生活美感。 

☉家 Cc-IV-2 生活用品的創意

※利用小熊編繩盤、繡線、珠子，設

計編織適合自己的幸運手環。 

※是否準時抵達上課地點 

※是否有確實攜帶上課用材料和用具 

※是否能確實遵守上課規範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設計與製作，以及個人興趣與能

力的覺察。 

第 21週 1 ＊幸運手環編織創作 

☉視 E-Ⅳ-1色彩理論、造形表現、

符號意涵。 

☉視 E-Ⅳ-2 平面、立體及複合媒

材的表現技法。 

☉視 P-Ⅳ-3設計思考、生活美感。 

☉家 Cc-IV-2 生活用品的創意

設計與製作，以及個人興趣與能

力的覺察。 

※完成並繳交幸運手環。 

※是否準時抵達上課地點 

※是否有確實攜帶上課用材料和用具 

※是否能確實遵守上課規範 

※是否能確完成作品並繳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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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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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活動或技藝課程名稱 桌遊社 實施年級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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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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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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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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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識何謂桌上遊戲？ 

2. 透過桌上遊戲的活動，增加學生人際間互動的學習。 

藉由研讀桌遊說明書，增加學生閱讀及歸納重點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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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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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週 1 
班規.分組.選社長 

桌遊簡介 

Ce-Ⅰ-1 其他休閒運

動入門遊戲 

認識什麼是桌上遊戲，

其分類有哪些? 
學生自評、同儕互評  

第 3週 1 認識組員---破冰遊戲 
Ce-Ⅰ-1 其他休閒運

動入門遊戲 

透過簡單的遊戲來認識

自己的組員 

學生自評、同儕互評 
 

第 4週 1 桌遊說明書怎麼看？ 
Ce-Ⅱ-1 其他休閒運

動基本技能。 

說明如何自行閱讀桌遊

說明書及規納遊戲規則

重點 

學生自評、同儕互評 

 

第 5週 1 桌遊說明書怎麼看？ 
Ce-Ⅱ-1 其他休閒運

動基本技能。 

說明如何自行閱讀桌遊

說明書及規納遊戲規則

重點 

學生自評、同儕互評 

 

第 6週 1 
桌遊說明書研讀 

及桌遊試玩 

Ce-Ⅴ-1 其他休閒運

動自我挑戰。 

練習閱讀說明書，並討

論歸納出遊戲流程 

學生自評、同儕互評 
 

第 7週 1 國慶連假 無 無 無  

第 8週 1 
桌遊說明書研讀 

及桌遊試玩 

Ce-Ⅴ-1 其他休閒運

動自我挑戰。 

學生相互練習規則講解

及試玩 

學生自評、同儕互評 
 

第 9週 1 
桌遊入門---觀察反應

類型遊戲 

Ce-Ⅰ-1 其他休閒運

動入門遊戲 

以規則簡單的遊戲讓學

生熟悉桌遊規則流程 

學生自評、同儕互評 
 

第 10週 1 
桌遊入門---觀察反應

類型遊戲 

Ce-Ⅰ-1 其他休閒運

動入門遊戲 

以規則簡單的遊戲讓學

生熟悉桌遊規則流程 

學生自評、同儕互評 
 

第 11週 1 
桌遊入門---觀察反應

類型遊戲 

Ce-Ⅰ-1 其他休閒運

動入門遊戲 

以規則簡單的遊戲讓學

生熟悉桌遊規則流程 

學生自評、同儕互評 
 

第 12週 1 
桌遊入門---合作類型

桌遊 

Ce-Ⅰ-1 其他休閒運

動入門遊戲 

研讀說明書及規納遊戲

規則 

學生自評、同儕互評 
 

第 13週 1 
桌遊入門---合作類型

桌遊 

Ce-Ⅰ-1 其他休閒運

動入門遊戲 
遊戲試玩及策略討論 

學生自評、同儕互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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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4週 1 
桌遊入門---合作類型

桌遊 

Ce-Ⅰ-1 其他休閒運

動入門遊戲 
遊戲試玩及策略討論 

學生自評、同儕互評 
 

第 15週 1 
桌遊入門---陣營類型

桌遊 

Ce-Ⅰ-1 其他休閒運

動入門遊戲 

研讀說明書及規納遊戲

規則 

學生自評、同儕互評 
 

第 16週 1 
桌遊入門---陣營類型

桌遊 

Ce-Ⅰ-1 其他休閒運

動入門遊戲 

研讀說明書及規納遊戲

規則 

學生自評、同儕互評 
 

第 17週 1 
桌遊入門---陣營類型

桌遊 

Ce-Ⅰ-1 其他休閒運

動入門遊戲 
遊戲試玩及策略討論 

學生自評、同儕互評 
 

第 18週 1 
桌遊進階---輕策略桌

遊 

Ce-Ⅲ-1 其他休閒運

動進階技能 
遊戲試玩及策略討論 

學生自評、同儕互評 
 

第 19週 1 元旦連假 無 無 無  

第 20週  
桌遊進階---輕策略桌

遊 

Ce-Ⅲ-1 其他休閒運

動進階技能 
遊戲試玩及策略討論 

學生自評、同儕互評 
 

第 21週 1 期末測驗 
Ce-Ⅱ-1 其他休閒運

動基本技能。 

測驗本學期認識的桌遊

及熟悉度 

老師評量 
 

◎教學期程請敘明週次起訖，如行列太多或不足，請自行增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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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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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活動或技藝課程名稱 街舞社 實施年級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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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自主行動 -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B溝通互動 - B3.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社會參與 -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課程目標 
街舞為嘻哈要素之一，學習街舞經由基礎律動結合音樂，開發每個人對音樂感覺的展現，藉由舞蹈提升每個人的協
調性 與反應，並認識不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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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認識與分享 

表 A-Ⅳ-2 

在地及各族群、東西

方、傳統與當代表演

藝術之類型、代表作

品與人物。 

對文化、音樂與相關舞

蹈活動類型介紹 
師生互動問答評量  

第 3週 1 進階基礎律動(一)-1 

藝 E-V-5 

身體、聲音、戲劇、舞

蹈之即興與創作。 

身體與四肢協調 節奏搭配身體協調  

第 4週 1 進階基礎律動(一)-2 

藝 E-V-5 

身體、聲音、戲劇、舞

蹈之即興與創作。 

身體與四肢協調 節奏搭配身體協調  

第 5週 1 進階基礎律動(一)-2 

藝 E-V-5 

身體、聲音、戲劇、舞

蹈之即興與創作。 

身體與四肢協調 節奏搭配身體協調  

第 6週 1 進階基礎律動(一)-3 

藝 E-V-5 

身體、聲音、戲劇、舞

蹈之即興與創作。 

身體與四肢協調 節奏搭配身體協調  

第 7週 1 國慶連假 無 無 無  

第 8週 1 排舞複習與測驗(一) 
藝 E-V-5 

身體、聲音、戲劇、舞
動作與音樂配合協調 

個人協調與 

音樂配合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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蹈之即興與創作。 

第 9週 1 團體排舞(二)-1 

藝 E-V-5 

身體、聲音、戲劇、舞

蹈之即興與創作。 

動作與音樂配合協調 
個人協調與 

音樂配合方式 
 

第 10週 1 團體排舞(二)-2 

藝 E-V-5 

身體、聲音、戲劇、舞

蹈之即興與創作。 

動作與音樂配合協調 
個人協調與 

音樂配合方式 
 

第 11週 1 團體排舞(二)-3 

藝 E-V-5 

身體、聲音、戲劇、舞

蹈之即興與創作。 

動作與音樂配合協調 
個人協調與 

音樂配合方式 
 

第 12週 1 
團體排舞(二)-4 

&排舞(二)複習 

藝 E-V-5 

身體、聲音、戲劇、舞

蹈之即興與創作。 

動作與音樂配合協調 
個人協調與 

音樂配合方式 
 

第 13週 1 
期中分組 

測驗排舞(一、二) 

藝 E-V-5 

身體、聲音、戲劇、舞

蹈之即興與創作。 

增進與隊員間的默契 排舞記憶評量  

第 14週 1 教室清潔打掃 

藝 E-V-5 

身體、聲音、戲劇、舞

蹈之即興與創作。 

環境整潔、維持良好學

習環境 
分組清潔  

第 15週 1 團體排舞(三)-1 

藝 E-V-5 

身體、聲音、戲劇、舞

蹈之即興與創作。 

了解隊形變化、個人與

團隊之間的交流 

個人協調與 

音樂配合方式 
 

第 16週 1 團體排舞(三)-2 

藝 E-V-5 

身體、聲音、戲劇、舞

蹈之即興與創作。 

了解隊形變化、個人與

團隊之間的交流 

個人協調與 

音樂配合方式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第 17週 1 
嘻哈文化 

年代改變與認識 

表 E-Ⅳ-2 

肢體動作與語彙、角

色建立與表演、各類

型文本分析與創作。 

能了解嘻哈文化與社會

及歷史的關係 
師生互動問答評量  

第 18週 1 團體排舞(四)-1-2 

藝 E-V-5 

身體、聲音、戲劇、舞

蹈之即興與創作。 

了解隊形變化、個人與

團隊之間的交流 

個人協調與 

音樂配合方式 
 

第 19週 1 國慶連假 無 無 無  

第 20週  分組與隊形排練 

藝 E-V-5 

身體、聲音、戲劇、舞

蹈之即興與創作。 

音樂搭配團體排舞呈現

完整表演 

初步分組與 

音樂配合呈現 
 

第 21週 1 團體排舞(四)-3 

藝 E-V-5 

身體、聲音、戲劇、舞

蹈之即興與創作。 

了解隊形變化、個人與

團隊之間的交流 

個人協調與 

音樂配合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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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南市立後甲國民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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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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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藝-J-A2 

嘗試設計思考，探索藝術實踐解決問題的途徑。 

藝-J-B1 

應用藝術符號，以表達觀點與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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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J-B3 

善用多元感官，探索理解藝術與生活的關聯，以展現美感意識。 

課程目標 培養音樂美感增益生活情趣，建立慢工出細活的耐心，並能以音樂舒發內心情邁，建立更好的人際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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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概念 

吉他構造及種類 

音 E-Ⅳ-2 

樂器的構造、發音原

理、演奏技巧，以及不

同的演奏形式。 

認識吉他 無  

第 3週 1 
基本概念/ 

左右手標準姿勢 

音 E-Ⅳ-2 

樂器的構造、發音原

理、演奏技巧，以及不

同的演奏形式。 

彈奏左右手標準姿勢 無  

第 4週 1 基本概念/音階位置 

音 E-Ⅳ-3 

音樂符號與術語、記

譜法或簡易音樂軟

體。 

彈出 C 大調音階 彈出音階  

第 5週 1 基本概念/音階位置 

音 E-Ⅳ-3 

音樂符號與術語、記

譜法或簡易音樂軟

體。 

彈出 C 大調音階 彈出音階  

第 6週 1 基本概念/樂譜 

音 E-Ⅳ-3 

音樂符號與術語、記

譜法或簡易音樂軟

認識各種樂譜 視譜彈出音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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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 

第 7週 1 國慶連假 無 無 無  

第 8週 1 
基本概念/ 

旋律,和聲與節奏 

音 E-Ⅳ-4 

音樂元素，如：音色、

調式、和聲等。 

認識旋律,和聲與節奏 無  

第 9週 1 單音旋律/小蜜蜂旋律 

音 E-Ⅳ-4 

音樂元素，如：音色、

調式、和聲等。 

彈奏小蜜蜂 無  

第 10週 1 單音旋律/小蜜蜂 

音 E-Ⅳ-4 

音樂元素，如：音色、

調式、和聲等。 

彈奏小蜜蜂 彈出簡易單音歌曲  

第 11週 1 單音旋律/小星星 

音 E-Ⅳ-4 

音樂元素，如：音色、

調式、和聲等。 

彈奏小星星 彈出簡易單音歌曲  

第 12週 1 
基礎和弦 

C 大調之和弦 

音 E-Ⅳ-4 

音樂元素，如：音色、

調式、和聲等。 

認識 C 大調各和弦組成

音 
無  

第 13週 1 

基礎和弦 

C、Am、F、G7 和弦左

手指法 

音 E-Ⅳ-4 

音樂元素，如：音色、

調式、和聲等。 

背熟四大和弦左手指法 無  

第 14週 1 
基礎和弦 

右手分散和弦指法 

音 E-Ⅳ-4 

音樂元素，如：音色、

調式、和聲等。 

彈出分散和弦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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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5週 1 
基礎和弦 

刷弦節奏 

音 A-Ⅳ-3 

音樂美感原則，如：均

衡、漸層等。 

配合和弦刷出節奏 
背熟基本和弦並分別彈

奏出來 
 

第 16週 1 
歌曲伴奏 

寶貝 

音 A-Ⅳ-3 

音樂美感原則，如：均

衡、漸層等。 

以和弦伴奏歌唱"寶貝" 無  

第 17週 1 
歌曲伴奏 

寶貝 

音 A-Ⅳ-3 

音樂美感原則，如：均

衡、漸層等。 

以和弦伴奏歌唱"寶貝" 配合音樂彈出伴奏和弦  

第 18週 1 

歌曲伴奏 

溫柔 

基礎和弦 G 調 

G、Em、C、D7 和弦左

手指法 

音 E-Ⅳ-1 

多元形式歌曲。基礎

歌唱技巧，如：發聲技

巧、表情等。 

音 E-Ⅳ-4 

音樂元素，如：音色、

調式、和聲等。 

以和弦伴奏 溫柔 

背熟 G 調四大和弦左手

指法 

無  

第 19週 1 元旦連假 無 無 無  

第 20週  
節奏風格 

Slow soul 節奏 

音 A-Ⅳ-2 

相關音樂語彙，如音

色、和聲等描述音樂

元素之音樂術語，或

相關之一般性用語。 

彈奏 Slow soul 節奏 無  

第 21週 1 
節奏風格 

歌曲:小情歌 

音 A-Ⅳ-2 

相關音樂語彙，如音

色、和聲等描述音樂

彈唱小情歌 配合音樂彈出伴奏和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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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之音樂術語，或

相關之一般性用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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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南市立後甲國民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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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笛團 實施年級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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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1 具備良好的身心發展知能與態度，並現自我潛、探索人性價值生命意義積極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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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目標 

1. 激發學生習吹奏直笛的動機和興趣 激發學生習吹奏直笛的動機和興趣 

2. 認識不同直笛樂器的功能，琢磨獨奏和合奏技巧認識不同直笛樂器的功能，琢磨獨奏和合奏技巧 

3. 為了參加台南市直笛比賽做準備，俾始吹奏技巧更精進為了參加台南市直笛比賽做準備，俾始吹奏技巧更精進 

4. 為了能進級全國直笛比賽做準備，學校爭取榮譽為了能進級全國直笛比賽做準備，學校爭取榮譽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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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礎長音與樂曲介紹 

音 E-Ⅳ-2 樂器的構

造、發音原理演奏技

造、發音原理演奏技

造、發音原理演奏技

造、發音原理演奏技

造、發音原理演奏技

巧，以及不同的演奏

形式 

能理解音樂符號，進而

演奏，展現音樂美感意

識。 

指定曲、自選曲分部練

習與合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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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週 1 分部練習 

音 E-Ⅳ-2 樂器的構

造、發音原理演奏技

造、發音原理演奏技

造、發音原理演奏技

造、發音原理演奏技

造、發音原理演奏技

巧，以及不同的演奏

形式 

能理解音樂符號，進而

演奏，展現音樂美感意

識。 

指定曲、自選曲分部練

習與合奏 
 

第 4週 1 指定曲分部練習 

音 E-Ⅳ-2 樂器的構

造、發音原理演奏技

造、發音原理演奏技

造、發音原理演奏技

造、發音原理演奏技

造、發音原理演奏技

巧，以及不同的演奏

形式 

能理解音樂符號，進而

演奏，展現音樂美感意

識。 

指定曲、自選曲分部練

習與合奏 
 

第 5週 1 指定曲分部練習 

音 E-Ⅳ-2 樂器的構

造、發音原理演奏技

造、發音原理演奏技

造、發音原理演奏技

造、發音原理演奏技

造、發音原理演奏技

巧，以及不同的演奏

形式 

能理解音樂符號，進而

演奏，展現音樂美感意

識。 

指定曲、自選曲分部練

習與合奏 
 

第 6週 1 指定曲合奏 
音 E-Ⅳ-2 樂器的構

造、發音原理演奏技

能理解音樂符號，進而

演奏，展現音樂美感意

指定曲、自選曲分部練

習與合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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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發音原理演奏技

造、發音原理演奏技

造、發音原理演奏技

造、發音原理演奏技

巧，以及不同的演奏

形式 

識。 

第 7週 1 國慶連假 無 無 無  

第 8週 1 吹氣與音色訓練 

音 E-Ⅳ-2 樂器的構

造、發音原理演奏技

造、發音原理演奏技

造、發音原理演奏技

造、發音原理演奏技

造、發音原理演奏技

巧，以及不同的演奏

形式 

能理解音樂符號，進而

演奏，展現音樂美感意

識。 

指定曲、自選曲分部練

習與合奏 
 

第 9週 1 自選曲分部 

音 E-Ⅳ-2 樂器的構

造、發音原理演奏技

造、發音原理演奏技

造、發音原理演奏技

造、發音原理演奏技

造、發音原理演奏技

巧，以及不同的演奏

形式 

能理解音樂符號，進而

演奏，展現音樂美感意

識。 

指定曲、自選曲分部練

習與合奏 
 

第 10週 1 自選曲第一樂章合奏 
音 E-Ⅳ-2 樂器的構

造、發音原理演奏技

能理解音樂符號，進而

演奏，展現音樂美感意

指定曲、自選曲分部練

習與合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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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發音原理演奏技

造、發音原理演奏技

造、發音原理演奏技

造、發音原理演奏技

巧，以及不同的演奏

形式 

識。 

第 11週 1 自選曲分部 

音 E-Ⅳ-2 樂器的構

造、發音原理演奏技

造、發音原理演奏技

造、發音原理演奏技

造、發音原理演奏技

造、發音原理演奏技

巧，以及不同的演奏

形式 

能理解音樂符號，進而

演奏，展現音樂美感意

識。 

指定曲、自選曲分部練

習與合奏 
 

第 12週 1 自選曲第四樂章合奏 

音 E-Ⅳ-2 樂器的構

造、發音原理演奏技

造、發音原理演奏技

造、發音原理演奏技

造、發音原理演奏技

造、發音原理演奏技

巧，以及不同的演奏

形式 

能理解音樂符號，進而

演奏，展現音樂美感意

識。 

指定曲、自選曲分部練

習與合奏 
 

第 13週 1 比賽樂曲彩排 

音 E-Ⅳ-2 樂器的構

造、發音原理演奏技

造、發音原理演奏技

造、發音原理演奏技

能理解音樂符號，進而

演奏，展現音樂美感意

識。 

指定曲、自選曲分部練

習與合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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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發音原理演奏技

造、發音原理演奏技

巧，以及不同的演奏

形式 

第 14週 1 比賽樂曲彩排 

音 E-Ⅳ-2 樂器的構

造、發音原理演奏技

造、發音原理演奏技

造、發音原理演奏技

造、發音原理演奏技

造、發音原理演奏技

巧，以及不同的演奏

形式 

能理解音樂符號，進而

演奏，展現音樂美感意

識。 

指定曲、自選曲分部練

習與合奏 
 

第 15週 1 四重奏曲目分部 

音 E-Ⅳ-2 樂器的構

造、發音原理演奏技

造、發音原理演奏技

造、發音原理演奏技

造、發音原理演奏技

造、發音原理演奏技

巧，以及不同的演奏

形式 

能理解音樂符號，進而

演奏，展現音樂美感意

識。 

指定曲、自選曲分部練

習與合奏 
 

第 16週 1 四重奏曲目合奏 

音 E-Ⅳ-2 樂器的構

造、發音原理演奏技

造、發音原理演奏技

造、發音原理演奏技

造、發音原理演奏技

造、發音原理演奏技

能理解音樂符號，進而

演奏，展現音樂美感意

識。 

指定曲、自選曲分部練

習與合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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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以及不同的演奏

形式 

第 17週 1 五重奏曲目分部 

音 E-Ⅳ-2 樂器的構

造、發音原理演奏技

造、發音原理演奏技

造、發音原理演奏技

造、發音原理演奏技

造、發音原理演奏技

巧，以及不同的演奏

形式 

能理解音樂符號，進而

演奏，展現音樂美感意

識。 

指定曲、自選曲分部練

習與合奏 
 

第 18週 1 五重奏曲目合奏 

音 E-Ⅳ-2 樂器的構

造、發音原理演奏技

造、發音原理演奏技

造、發音原理演奏技

造、發音原理演奏技

造、發音原理演奏技

巧，以及不同的演奏

形式 

能理解音樂符號，進而

演奏，展現音樂美感意

識。 

指定曲、自選曲分部練

習與合奏 
 

第 19週 1 國慶連假 無 無 無  

第 20週  大編制曲目分部.合奏 

音 E-Ⅳ-2 樂器的構

造、發音原理演奏技

造、發音原理演奏技

造、發音原理演奏技

造、發音原理演奏技

造、發音原理演奏技

能理解音樂符號，進而

演奏，展現音樂美感意

識。 

指定曲、自選曲分部練

習與合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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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以及不同的演奏

形式 

第 21週 1 技術考試 

音 E-Ⅳ-2 樂器的構

造、發音原理演奏技

造、發音原理演奏技

造、發音原理演奏技

造、發音原理演奏技

造、發音原理演奏技

巧，以及不同的演奏

形式 

能理解音樂符號，進而

演奏，展現音樂美感意

識。 

指定曲、自選曲分部練

習與合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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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南市立後甲國民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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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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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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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目標 體驗藉由合唱練習的過程讓學生認是音樂符號及歌曲所要傳達的情感來對世界有更多的感受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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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聲的認識 
藝-J-A1 參與藝術活

動，增進美感知能。 
認識人聲的不同種類 實作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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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週 1 認識自己的聲音 

藝-J-B3 善用多元感

官，探索理解藝術與

生活的關聯，以展現

美感意識。 

了解自己聲音的特質 

分聲部 
實作評量  

第 4週 1 合唱介紹 

藝-J-C3 理解在地及

全球藝術與文化的多

元與差異。 

介紹合唱的種類，男聲

女聲和混聲 
實作評量  

第 5週 1 發聲法介紹 

藝-J-A1 參與藝術活

動，增進美感知能。 

藝-J-B3 善用多元感

官，探索理解藝術與

生活的關聯，以展現

美感意識。 

 

發聲原理的了解和實作 實作評量  

第 6週 1 呼吸練習(一) (二) 

藝-J-B3 善用多元感

官，探索理解藝術與

生活的關聯，以展現

美感意識。 

腹式呼吸法的介紹和練

習 
實作評量  

第 7週 1 國慶連假 無 無 無  

第 8週 1 發聲練習(一) 

藝-J-B3 善用多元感

官，探索理解藝術與

生活的關聯，以展現

美感意識。 

舌母音的發聲練習 

(AEI) 
實作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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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週 1 發聲練習(二) 

藝-J-B3 善用多元感

官，探索理解藝術與

生活的關聯，以展現

美感意識。 

唇母音的發聲練習 

(OU) 
實作評量  

第 10週 1 樂譜習唱(一) 
藝-J-A1 參與藝術活

動，增進美感知能。 

遊子回鄉  

A段習唱 
實作評量  

第 11週 1 樂譜習唱(二) 
藝-J-A1 參與藝術活

動，增進美感知能。 

遊子回鄉 

B段習唱 
實作評量  

第 12週 1 樂譜習唱(三) 
藝-J-A1 參與藝術活

動，增進美感知能。 

Festival Sanctus 前段

習唱 
實作評量  

第 13週 1 樂譜習唱(四) 
藝-J-A1 參與藝術活

動，增進美感知能。 

Festival Sanctus 後段

習唱 
實作評量  

第 14週 1 歌曲的演繹(一) 

藝-J-C3 理解在地及

全球藝術與文化的多

元與差異。 

Festival Sanctus 宗教

音樂的表達 
實作評量  

第 15週 1 歌曲的演繹(二) 

藝-J-C3 理解在地及

全球藝術與文化的多

元與差異。 

Festival Sanctus 宗教

音樂的演唱 
實作評量  

第 16週 1 歌曲的演繹(三) 

藝-J-C3 理解在地及

全球藝術與文化的多

元與差異。 

遊子回鄉的樂曲特色 實作評量  

第 17週 1 歌曲的演繹(四) 

藝-J-C3 理解在地及

全球藝術與文化的多

元與差異。 

遊子回鄉的演唱 實作評量  

第 18週 1 演唱與賞析(一) (二) 
藝-J-C2 透過藝術實

踐，建立利他與合群
分組演唱及賞析 實作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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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知能，培養團隊合

作與溝通協調的能

力。 

第 19週 1 國慶連假 無 無 無  

第 20週  人聲的認識 
藝-J-A1 參與藝術活

動，增進美感知能。 
認識人聲的不同種類 實作評量  

第 21週 1 認識自己的聲音 

藝-J-B3 善用多元感

官，探索理解藝術與

生活的關聯，以展現

美感意識。 

了解自己聲音的特質 

分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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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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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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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活動或技藝課程名稱 音樂欣賞 A 實施年級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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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藝-J-B2:思辨科技資訊、媒體與藝術的關係，進行創作與鑑賞 

音 2-Ⅳ-1:能使用適當的音樂語彙，賞析各類音樂作品，體會藝術文化之美。 

音 A-Ⅳ-1:器樂曲與聲樂曲，如：傳統戲曲、音樂劇、世界音樂、電影配樂等多元風格之樂曲。各種音樂展演形式，

以及樂曲之作曲家、音樂表演團體與創作背景。 

音 2-Ⅳ-2:能透過討論，以探究樂曲創作背景與社會文化的關聯及其意義，表達多元觀點。 

課程目標 希望透過不同時代背景的音樂家的作曲特色,讓學生未來可以運用在自己的演奏音樂上面. 

課程架構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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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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代-古希臘時期—樂

器分類 

藝-J-B2:思辨科技資

訊、媒體與藝術的關

係，進行創作與鑑賞 

認識一些從未見過的樂

器 
教師評量  

第 3週 1 

中世紀 複音音樂

(13.14世紀音樂) 葛

麗果聖歌 中世紀的記

譜方式 

音 A-Ⅳ-1:器樂曲與

聲樂曲，如：傳統戲

曲、音樂劇、世界音

樂、電影配樂等多元

風格之樂曲。各種音

樂展演形式，以及樂

曲之作曲家、音樂表

演團體與創作背景。 

透過不同時代的特色,

將所學的文字,轉化為

音樂的語言放在自己的

音樂裡面 

教師評量  

第 4週 1 

中世紀的遊唱詩人以

及教堂修士的不同音

樂風格 

音 A-Ⅳ-1:器樂曲與

聲樂曲，如：傳統戲

曲、音樂劇、世界音

樂、電影配樂等多元

風格之樂曲。各種音

樂展演形式，以及樂

曲之作曲家、音樂表

演團體與創作背景。 

比較不同時代的所使用

的音樂,與自己常見的

音樂有所不同 

教師評量 

態度評量 

表現評量 

 

第 5週 1 文藝復興的背景介紹 

音 A-Ⅳ-1:器樂曲與

聲樂曲，如：傳統戲

曲、音樂劇、世界音

樂、電影配樂等多元

風格之樂曲。各種音

一些不常見的音樂演奏

方式,透過片欣賞的方

式來加以理解 

教師評量 

表現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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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展演形式，以及樂

曲之作曲家、音樂表

演團體與創作背景 

第 6週 1 

文藝復興彌撒曲.經文

歌的區別,作曲家杜飛

和帕勒斯替那介紹 

藝-J-B2:思辨科技資

訊、媒體與藝術的關

係，進行創作與鑑賞 

一些不常見的音樂演奏

方式,透過片欣賞的方

式來加以理解 

教師評量  

第 7週 1 國慶連假 無 無 無  

第 8週 1 第一次段考 

藝-J-C2:透過藝術實 

踐，建立利他與合群

的知能，培養團隊合

作與溝通協調的能

力。 

透過筆試的方式,讓學

生加深理解 

表現評量 

學習單評量 
 

第 9週 1 巴洛克時期 

音 2-Ⅳ-1:能使用適

當的音樂語彙，賞析

各類音樂作品，體會

藝術文化之美。 

透過不同時代的特色,

將所學的文字,轉化為

音樂的語言放在自己的

音樂裡面 

教師評量  

第 10週 1 
巴洛克時期的背景介

紹 

音 2-Ⅳ-2:能透過討

論，以探究樂曲創作

背景與社會文化的關

聯及其意義，表達多

元觀點。 

比較不同時代的所使用

的音樂,與自己常見的

音樂有所不同 

教師評量  

第 11週 1 

巴洛克時期特色—協

奏風格.數字低音.裝

飾奏.組曲 

藝-J-B2:思辨科技資

訊、媒體與藝術的關

係，進行創作與鑑賞 

一些不常見的音樂演奏

方式,透過片欣賞的方

式來加以理解 

教師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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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週 1 

巴洛克時期—作曲家

介紹 巴赫.韓德爾.韋

瓦第 

藝-J-B1:應用藝術符

號，以表達觀點與風

格。 

透過不同時代的特色,

將所學的文字,轉化為

音樂的語言放在自己的

音樂裡面 

教師評量 

態度評量 
 

第 13週 1 
巴洛克時期—作曲家

的作品介紹 

音 2-Ⅳ-2:能透過討

論，以探究樂曲創作

背景與社會文化的關

聯及其意義，表達多

元觀點。 

透過不同時代的特色,

將所學的文字,轉化為

音樂的語言放在自己的

音樂裡面 

教師評量  

第 14週 1 

巴洛克時期—蒙台威

爾第.盧利.史卡拉地.

拉摩 

音 2-Ⅳ-2:能透過討

論，以探究樂曲創作

背景與社會文化的關

聯及其意義，表達多

元觀點。 

透過不同時代的特色,

將所學的文字,轉化為

音樂的語言放在自己的

音樂裡面 

教師評量 

表現評量 
 

第 15週 1 第二次段考 

藝-J-C2:透過藝術實 

踐，建立利他與合群

的知能，培養團隊合

作與溝通協調的能

力。 

透過筆試的方式,讓學

生加深理解 

表現評量 

學習單評量 
 

第 16週 1 古典時期 

音 2-Ⅳ-1:能使用適

當的音樂語彙，賞析

各類音樂作品，體會

藝術文化之美。 

透過不同時代的特色,

將所學的文字,轉化為

音樂的語言放在自己的

音樂裡面 

教師評量 

發表評量 
 

第 17週 1 古典時期的背景介紹 

藝-J-B1:應用藝術符

號，以表達觀點與風

格。 

比較不同時代的所使用

的音樂,與自己常見的

音樂有所不同 

教師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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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8週 1 

古典時期的特色—奏

鳴曲.交響曲.協奏曲

古典時期—作曲家介

紹 海頓 莫札特 貝多

芬 

音 A-Ⅳ-1:器樂曲與

聲樂曲，如：傳統戲

曲、音樂劇、世界音

樂、電影配樂等多元

風格之樂曲。各種音

樂展演形式，以及樂

曲之作曲家、音樂表

演團體與創作背景。

音 2-Ⅳ-1:能使用適

當的音樂語彙，賞析

各類音樂作品，體會

藝術文化之美。 

透過不同時代的特色,

將所學的文字,轉化為

音樂的語言放在自己的

音樂裡面 

比較不同時代的所使用

的音樂,與自己常見的

音樂有所不同 

教師評量 

表現評量 
 

第 19週 1 元旦連假 無 無 無  

第 20週 1 古典時期—歌劇分析 

音 A-Ⅳ-1:器樂曲與

聲樂曲，如：傳統戲

曲、音樂劇、世界音

樂、電影配樂等多元

風格之樂曲。各種音

樂展演形式，以及樂

曲之作曲家、音樂表

演團體與創作背景。 

一些不常見的音樂演奏

方式,透過片欣賞的方

式來加以理解 

教師評量 

態度評量 
 

第 21週 1 第三次段考 

藝-J-C2:透過藝術實 

踐，建立利他與合群

的知能，培養團隊合

作與溝通協調的能

透過筆試的方式,讓學

生加深理解 

表現評量 

學習單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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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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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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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活動或技藝課程名稱 音樂欣賞 B 實施年級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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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藝-J-B2:思辨科技資訊、媒體與藝術的關係，進行創作與鑑賞 

音 2-Ⅳ-1:能使用適當的音樂語彙，賞析各類音樂作品，體會藝術文化之美。 

音 A-Ⅳ-1:器樂曲與聲樂曲，如：傳統戲曲、音樂劇、世界音樂、電影配樂等多元風格之樂曲。各種音樂展演形式，

以及樂曲之作曲家、音樂表演團體與創作背景。 

音 2-Ⅳ-2:能透過討論，以探究樂曲創作背景與社會文化的關聯及其意義，表達多元觀點。 

課程目標 希望透過不同時代背景的音樂家的作曲特色,讓學生未來可以運用在自己的演奏音樂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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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代-古希臘時期—樂

器分類 

藝-J-B2:思辨科技資

訊、媒體與藝術的關

係，進行創作與鑑賞 

認識一些從未見過的樂

器 
教師評量  

第 3週 1 

中世紀 複音音樂

(13.14世紀音樂) 葛

麗果聖歌 中世紀的記

譜方式 

音 A-Ⅳ-1:器樂曲與

聲樂曲，如：傳統戲

曲、音樂劇、世界音

樂、電影配樂等多元

透過不同時代的特色,

將所學的文字,轉化為

音樂的語言放在自己的

音樂裡面 

教師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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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格之樂曲。各種音

樂展演形式，以及樂

曲之作曲家、音樂表

演團體與創作背景。 

第 4週 1 

中世紀的遊唱詩人以

及教堂修士的不同音

樂風格 

音 A-Ⅳ-1:器樂曲與

聲樂曲，如：傳統戲

曲、音樂劇、世界音

樂、電影配樂等多元

風格之樂曲。各種音

樂展演形式，以及樂

曲之作曲家、音樂表

演團體與創作背景。 

比較不同時代的所使用

的音樂,與自己常見的

音樂有所不同 

教師評量 

態度評量 

表現評量 

 

第 5週 1 文藝復興的背景介紹 

音 A-Ⅳ-1:器樂曲與

聲樂曲，如：傳統戲

曲、音樂劇、世界音

樂、電影配樂等多元

風格之樂曲。各種音

樂展演形式，以及樂

曲之作曲家、音樂表

演團體與創作背景 

一些不常見的音樂演奏

方式,透過片欣賞的方

式來加以理解 

教師評量 

表現評量 

 

 

第 6週 1 

文藝復興彌撒曲.經文

歌的區別,作曲家杜飛

和帕勒斯替那介紹 

藝-J-B2:思辨科技資

訊、媒體與藝術的關

係，進行創作與鑑賞 

一些不常見的音樂演奏

方式,透過片欣賞的方

式來加以理解 

教師評量  

第 7週 1 國慶連假 無 無 無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第 8週 1 第一次段考 

藝-J-C2:透過藝術實 

踐，建立利他與合群

的知能，培養團隊合

作與溝通協調的能

力。 

透過筆試的方式,讓學

生加深理解 

表現評量 

學習單評量 
 

第 9週 1 巴洛克時期 

音 2-Ⅳ-1:能使用適

當的音樂語彙，賞析

各類音樂作品，體會

藝術文化之美。 

透過不同時代的特色,

將所學的文字,轉化為

音樂的語言放在自己的

音樂裡面 

教師評量  

第 10週 1 
巴洛克時期的背景介

紹 

音 2-Ⅳ-2:能透過討

論，以探究樂曲創作

背景與社會文化的關

聯及其意義，表達多

元觀點。 

比較不同時代的所使用

的音樂,與自己常見的

音樂有所不同 

教師評量  

第 11週 1 

巴洛克時期特色—協

奏風格.數字低音.裝

飾奏.組曲 

藝-J-B2:思辨科技資

訊、媒體與藝術的關

係，進行創作與鑑賞 

一些不常見的音樂演奏

方式,透過片欣賞的方

式來加以理解 

教師評量  

第 12週 1 

巴洛克時期—作曲家

介紹 巴赫.韓德爾.韋

瓦第 

藝-J-B1:應用藝術符

號，以表達觀點與風

格。 

透過不同時代的特色,

將所學的文字,轉化為

音樂的語言放在自己的

音樂裡面 

教師評量 

態度評量 
 

第 13週 1 
巴洛克時期—作曲家

的作品介紹 

音 2-Ⅳ-2:能透過討

論，以探究樂曲創作

背景與社會文化的關

聯及其意義，表達多

元觀點。 

透過不同時代的特色,

將所學的文字,轉化為

音樂的語言放在自己的

音樂裡面 

教師評量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第 14週 1 

巴洛克時期—蒙台威

爾第.盧利.史卡拉地.

拉摩 

音 2-Ⅳ-2:能透過討

論，以探究樂曲創作

背景與社會文化的關

聯及其意義，表達多

元觀點。 

透過不同時代的特色,

將所學的文字,轉化為

音樂的語言放在自己的

音樂裡面 

教師評量 

表現評量 
 

第 15週 1 第二次段考 

藝-J-C2:透過藝術實 

踐，建立利他與合群

的知能，培養團隊合

作與溝通協調的能

力。 

透過筆試的方式,讓學

生加深理解 

表現評量 

學習單評量 
 

第 16週 1 古典時期 

音 2-Ⅳ-1:能使用適

當的音樂語彙，賞析

各類音樂作品，體會

藝術文化之美。 

透過不同時代的特色,

將所學的文字,轉化為

音樂的語言放在自己的

音樂裡面 

教師評量 

發表評量 
 

第 17週 1 古典時期的背景介紹 

藝-J-B1:應用藝術符

號，以表達觀點與風

格。 

比較不同時代的所使用

的音樂,與自己常見的

音樂有所不同 

教師評量  

第 18週 1 

古典時期的特色—奏

鳴曲.交響曲.協奏曲

古典時期—作曲家介

紹 海頓 莫札特 貝多

芬 

音 A-Ⅳ-1:器樂曲與

聲樂曲，如：傳統戲

曲、音樂劇、世界音

樂、電影配樂等多元

風格之樂曲。各種音

樂展演形式，以及樂

曲之作曲家、音樂表

演團體與創作背景。 

音 2-Ⅳ-1:能使用適

透過不同時代的特色,

將所學的文字,轉化為

音樂的語言放在自己的

音樂裡面 

比較不同時代的所使用

的音樂,與自己常見的

音樂有所不同 

教師評量 

表現評量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當的音樂語彙，賞析

各類音樂作品，體會

藝術文化之美。 

第 19週 1 元旦連假 無 無 無  

第 20週 1 古典時期—歌劇分析 

音 A-Ⅳ-1:器樂曲與

聲樂曲，如：傳統戲

曲、音樂劇、世界音

樂、電影配樂等多元

風格之樂曲。各種音

樂展演形式，以及樂

曲之作曲家、音樂表

演團體與創作背景。 

一些不常見的音樂演奏

方式,透過片欣賞的方

式來加以理解 

教師評量 

態度評量 
 

第 21週 1 第三次段考 

藝-J-C2:透過藝術實 

踐，建立利他與合群

的知能，培養團隊合

作與溝通協調的能

力。 

透過筆試的方式,讓學

生加深理解 

表現評量 

學習單評量 
 

◎教學期程請敘明週次起訖，如行列太多或不足，請自行增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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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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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活動或技藝課程名稱 童軍社 實施年級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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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總綱或領綱核心素養 

綜-J-C2 運用合宜的人際互動技巧，經營良好的人際關係，發揮正向影響力，培養利他與合群的態度，提升團隊效

能，達成共同目標，培養利他與合群的態度。 

綜-J-B1 尊重、包容與欣欣賞他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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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目標 
藉由「做中學、學中做」的童軍活動，培養學生良好品行、團體群性、分工合作、領導統御、強健體魄、生活技能
等，並養成帶著走的能力，落實童軍運動的小隊、榮譽、徽章三大制度，期盼提升伙伴的責任心、服務他人的愛心，
以及增進人際關係溝通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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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週 1 童軍活動介紹 

童 Ab-IV-3童軍國際

交流活動的認識與理

解，並能選擇適合的

參與方式。 

童 Aa-IV-2 小隊制度

的分工、團隊合作與

團體動力的提升。 

1.團務：世界大露營說

明、提醒繳交三項登記費 

2.整理會議室 2樓  

3.扇舞教學練習 

參與學習表現 

團隊合作表現 

實作 

 

第 3週 1 工程繩結教學 

童 Cb-IV-1 露營知識

與技能的學習，以提

升野外生存能力。 

1.團務：迎新活動老人站

說明  

2.團康歌曲教唱：小隊

峇、伊比呀呀、極偉的貝

登堡 

3.工程教學：雙套、三套、

半扣結 

參與學習表現 

團隊合作表現 

實作 

 

第 4週 1 工程繩結教學 

童 Cb-IV-1 露營知識

與技能的學習，以提

升野外生存能力。 

1.團務：提醒繳交三項登

記費、空中大會報名說明 

參與學習表現 

團隊合作表現 

實作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2.團康歌曲教唱：國際友

誼歌、小白兔 

3.工程教學：繫木結、雀頭

結、背縴結、貓爪結 

第 5週 1 工程繩結教學 

童 Cb-IV-1 露營知識

與技能的學習，以提

升野外生存能力。 

1.團務：提醒繳交三項登

記費、空中大會報名說明 

2.團康歌曲教唱：國際友

誼歌、小白兔 

3.工程教學：繫木結、雀頭

結、背縴結、貓爪結 

參與學習表現 

團隊合作表現 

實作 

 

第 6週 1 工程繩結教學 

童 Ab-IV-1國內童軍

與青少年活動的認識

及參與，以增進生活

能力。 

童 Aa-IV-2 小隊制度

的分工、團隊合作與

團體動力的提升。 

1.團務：發空大須知 

2.團康歌曲教唱：拜火

歌、印第安歡呼 

3.工程教學：活索、槓桿

結，ㄚ棒使用教學，分組練

習使用ㄚ棒，練習打方回

結（十字架） 

參與學習表現 

團隊合作表現 

實作 

 

第 7週 1 國慶連假 無 無 無  

第 8週 1 工程繩結教學 

童 Cb-IV-1 露營知識

與技能的學習，以提

升野外生存能力。 

1.團務：發迎新須知 

2.團康歌曲教唱：歡迎歌

2、歡迎歌 3 

3.工程教學：分組練習使

用ㄚ棒，用特多龍繩練習

ㄚ棒打方回結（十字踩高

蹺） 

參與學習表現 

團隊合作表現 

實作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第 9週 1 

工程繩結教學 

校慶服務報名 

 

童 Ba-IV-2 校園關懷

服務活動的參與及分

享。 

童 Cb-IV-1 露營知識

與技能的學習，以提

升野外生存能力。 

1.團務：校慶服務說明及

報名 

2.團康歌曲教唱：記得

我、快樂歌、營火興旺 

3.工程教學：用特多龍繩

練習ㄚ棒打方回結（十字

踩高蹺驗收） 

參與學習表現 

團隊合作表現 

實作 

 

第 10週 1 
工程繩結教學 

國考服務報名 

童 Ba-IV-2 校園關懷

服務活動的參與及分

享。 

童 Cb-IV-1 露營知識

與技能的學習，以提

升野外生存能力。 

1.團務：報名國家考試服

務  

2.團康歌曲教唱：殺雞

歌、小野菊（含動作） 

3.工程教學：繩環打法（雙

８結、雙單結、工程蝴蝶

結），練習繩環打法 

參與學習表現 

團隊合作表現 

實作 

 

第 11週 1 工程類型說明 

童 Cb-IV-1 露營知識

與技能的學習，以提

升野外生存能力。 

1.團務：發校慶服務注意

事項 

2.工程教學：工程類型說

明 

參與學習表現  

第 12週 1 工程教學 

童 Cb-IV-1 露營知識

與技能的學習，以提

升野外生存能力。 

1.團務：確認校慶服務時

數、發國考服務單 

2.團康歌曲教唱：童軍精

神、We are Boy Scouts  

3.工程繩結教學：滑輪教

學及說明、示範椿及拋錨

場打法、三索橋說明 

參與學習表現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第 13週 1 工程實作 

童 Cb-IV-1 露營知識

與技能的學習，以提

升野外生存能力。 

工程實作：三索橋搭建（橋

墩 X字架、釘拋錨場） 

參與學習表現 

團隊合作表現 

實作 

 

第 14週 1 工程實作 

童 Cb-IV-1 露營知識

與技能的學習，以提

升野外生存能力。 

工程實作：三索橋搭建（完

成橋墩 X字架、釘拋錨場） 

參與學習表現 

團隊合作表現 

實作 

 

第 15週 1 工程實作 

童 Cb-IV-1 露營知識

與技能的學習，以提

升野外生存能力。 

工程實作：三索橋搭建（拉

繩 、 架 滑 輪 組 、 護

欄）        

參與學習表現 

團隊合作表現 

實作 

 

第 16週 1 工程實作 

童 Cb-IV-1 露營知識

與技能的學習，以提

升野外生存能力。 

工程實作：三索橋搭建（架

梯、護欄）    

活動參與表現 

團隊合作表現 

實作 

 

第 17週 1 工程實作 

童 Cb-IV-2 露營活動

組織分工、計畫、執

行、檢討與反思。 

2.工程實作：三索橋體驗、

討三索橋搭建成果 

活動參與表現 

團隊合作表現 

實作 

 

第 18週 1 

確認初級工作 

工程實作 

估測-永備尺 

童 Aa-IV-3 童軍禮節

與團隊規範的建立及

執行。 

童 Cb-IV-1 露營知識

與技能的學習，以提

升野外生存能力。 

1.團務：討論初級老人站

確認、提醒初級考驗活動

須知 

2.工程實作：拆除營門、三

索橋(走繩、X架、拋錨場) 

3.工程竹子、繩索整理歸

位 

4.測量個人永備尺 

參與學習表現 

團隊合作表現 

實作 

 

第 19週 1 元旦連假 無 無 無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第 20週  
工程設計 

討論同樂會 

童 Cb-IV-2 露營活動

組織分工、計畫、執

行、檢討與反思。 

童 Aa-IV-2 小隊制度

的分工、團隊合作與

團體動力的提升。 

1.繪製技能營營門設計圖 

2.討論期末同樂會 

參與學習表現 

團隊合作表現 
 

第 21週 1 同樂會 

童 Aa-IV-2 小隊制度

的分工、團隊合作與

團體動力的提升。 

期末檢討同樂會 
參與學習表現 

團隊合作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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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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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活動或技藝課程名稱 籃球社 A 實施年級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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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體-J-A1 具備體育與健康 的知能與態度,展 現自我運動與保 健潛能,探索人 性、自我價值與生 命意義,並積極實 

踐,不輕言放棄。  

健體-J-A2 具備理解體育與 健康情境的全 貌,並做獨立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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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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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目標 培養學生良好的運動習慣，並藉由籃球運動過程中，可以了解相關規則，並能從比賽中學習相互尊重。 

課程架構脈絡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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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運球（交叉、胯

下、背後、轉身）練

習 

Hb-IV-1 陣地攻守性

球類運動動作組合及

團隊戰術。 

交叉、胯下、背後、轉身

基本運球能力。 

觀察及判斷學生技能表

現。 
 

第 3週 1 

基本運球（交叉、胯

下、背後、轉身）練

習 

Hb-IV-1 陣地攻守性

球類運動動作組合及

團隊戰術。 

交叉、胯下、背後、轉身

基本運球能力。 

觀察及判斷學生技能表

現。 
 

第 4週 1 
上籃練習（左、右

手） 

Hb-IV-1 陣地攻守性

球類運動動作組合及

團隊戰術。 

以正確的腳步及手勢完

成左、右手上籃。 

觀察及判斷學生技能表

現。 
 

第 5週 1 
上籃練習（左、右

手） 

Hb-IV-1 陣地攻守性

球類運動動作組合及

團隊戰術。 

以正確的腳步及手勢完

成左、右手上籃。 

觀察及判斷學生技能表

現。 
 

第 6週 1 
上籃練習（左、右

手） 

Hb-IV-1 陣地攻守性

球類運動動作組合及

團隊戰術。 

以正確的腳步及手勢完

成左、右手上籃。 

觀察及判斷學生技能表

現。 
 

第 7週 1 國慶連假 無 無 無  

第 8週 1 
傳接球（平傳、地

板）練習 

Hb-IV-1 陣地攻守性

球類運動動作組合及

團隊戰術。 

以平傳、地板完成基本

傳球動作。 

觀察及判斷學生技能表

現。 
 

第 9週 1 
傳接球（左右地板、

過頂）練習 

Hb-IV-1 陣地攻守性

球類運動動作組合及

團隊戰術。 

以左右地板、過頂完成

基本傳球動作。 

觀察及判斷學生技能表

現。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第 10週 1 
全場傳接球（三傳、

五傳）上籃練習、 

Hb-IV-1 陣地攻守性

球類運動動作組合及

團隊戰術。 

能全場分別以三次及五

次傳球完成上籃動作。 

觀察及判斷學生技能表

現。 
 

第 11週 1 
全場傳接球（三傳、

五傳）上籃練習、 

Hb-IV-1 陣地攻守性

球類運動動作組合及

團隊戰術。 

能全場分別以三次及五

次傳球完成上籃動作。 

觀察及判斷學生技能表

現。 
 

第 12週 1 
單手投籃練習、 

裁判規則講解 

Hb-IV-1 陣地攻守性

球類運動動作組合及

團隊戰術。 

單手投籃基本動作及能

了解裁判手勢的意義 

觀察及判斷學生技能表

現。 
 

第 13週 1 
雙手投籃練習、 

裁判手勢講解 

Hb-IV-1 陣地攻守性

球類運動動作組合及

團隊戰術。 

雙手投籃基本動作及能

了解裁判手勢的意義 

觀察及判斷學生技能表

現。 
 

第 14週 1 
三點投籃練習、 

分組比賽 

Hb-IV-1 陣地攻守性

球類運動動作組合及

團隊戰術。 

分別能於三個固定點完

成投籃動作並分組比賽 

觀察及判斷學生技能表

現。 
 

第 15週 1 
四點投籃練習、 

分組比賽 

Hb-IV-1 陣地攻守性

球類運動動作組合及

團隊戰術。 

分別能於四個固定點完

成投籃動作並分組比賽 

觀察及判斷學生技能表

現。 
 

第 16週 1 
罰球練習、 

罰球卡位練習 

Hb-IV-1 陣地攻守性

球類運動動作組合及

團隊戰術。 

於罰球線後完成投籃並

了解如何完成罰球卡位 

觀察及判斷學生技能表

現。 
 

第 17週 1 
罰球練習、 

罰球卡位練習 

Hb-IV-1 陣地攻守性

球類運動動作組合及

團隊戰術。 

於罰球線後完成投籃並

了解如何完成罰球卡位 

觀察及判斷學生技能表

現。 
 

第 18週 1 
罰球練習、 

罰球卡位練習 

Hb-IV-1 陣地攻守性

球類運動動作組合及

於罰球線後完成投籃並

了解如何完成罰球卡位 

觀察及判斷學生技能表

現。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團隊戰術。 

第 19週 1 元旦連假 無 無 無  

第 20週  
三對三半場比賽、 

裁判手勢講解 

Hb-IV-1 陣地攻守性

球類運動動作組合及

團隊戰術。 

三對三半場對抗賽及了

解裁判規則 
量化記分評量  

第 21週 1 
三對三半場比賽、 

裁判手勢講解 

Hb-IV-1 陣地攻守性

球類運動動作組合及

團隊戰術。 

三對三半場對抗賽及了

解裁判規則 
量化記分評量  

◎教學期程請敘明週次起訖，如行列太多或不足，請自行增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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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南市立後甲國民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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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籃球社 B 實施年級 三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 20 )節 社團編號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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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備體育與健康的知能與態度，展現自我運動與保健潛能，探索人性、自我價值與生命意義，並積極實踐，不

輕言放棄。 

J-A2 具備理解體育與健康情境的全貌，並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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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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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目標 學習籃球技巧與規則，並在團隊練習中學習團隊合作與運動家精神。 

課程架構脈絡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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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球操 

Hb-Ⅳ-1 陣地攻守性 

球類運動動作組合及 

團隊戰術 

原地運球的穩定度與細

節。 
觀察學生動作完成度  

第 3週 1 球操 

Hb-Ⅳ-1 陣地攻守性 

球類運動動作組合及 

團隊戰術 

動態運球的穩定度。 觀察學生動作完成度  

第 4週 1 傳球訓練 

Hb-Ⅳ-1 陣地攻守性 

球類運動動作組合及 

團隊戰術 

動態傳球的方位穩定

度。 
觀察學生動作完成度  

第 5週 1 傳球訓練 

Hb-Ⅳ-1 陣地攻守性 

球類運動動作組合及 

團隊戰術 

動態傳球的方位穩定

度。 
觀察學生動作完成度  

第 6週 1 過人訓練 

Hb-Ⅳ-1 陣地攻守性 

球類運動動作組合及 

團隊戰術 

了解基本換手與轉身的

運用時機。 
觀察學生動作完成度  

第 7週 1 國慶連假 無 無 無  

第 8週 1 過人訓練 

Hb-Ⅳ-1 陣地攻守性 

球類運動動作組合及 

團隊戰術 

了解基本背後與胯下的

運用時機。 
觀察學生動作完成度  

第 9週 1 過人訓練 

Hb-Ⅳ-1 陣地攻守性 

球類運動動作組合及 

團隊戰術 

了解動態的背後與胯下

的時機與運球位置。 
觀察學生動作完成度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第 10週 1 上籃與投籃訓練 

Hb-Ⅳ-1 陣地攻守性 

球類運動動作組合及 

團隊戰術 

了解國際新規則的上籃

步法。 
觀察學生動作完成度  

第 11週 1 上籃與投籃訓練 

Hb-Ⅳ-1 陣地攻守性 

球類運動動作組合及 

團隊戰術 

善用國際新規則的上籃

步法。 
觀察學生動作完成度  

第 12週 1 團隊組合訓練 

Hb-Ⅳ-1 陣地攻守性 

球類運動動作組合及 

團隊戰術 

了解傳球後的跑位觀

念。 
觀察學生動作完成度  

第 13週 1 團隊組合訓練 

Hb-Ⅳ-1 陣地攻守性 

球類運動動作組合及 

團隊戰術 

了解團隊組織時，傳球

後如何跑位。 
觀察學生動作完成度  

第 14週 1 團隊組合訓練 

Hb-Ⅳ-1 陣地攻守性 

球類運動動作組合及 

團隊戰術 

了解擋人掩護後的切入

觀念。 
觀察學生動作完成度  

第 15週 1 團隊組合訓練 

Hb-Ⅳ-1 陣地攻守性 

球類運動動作組合及 

團隊戰術 

了解團隊組織時，擋人

掩護後的切入觀念。 
觀察學生動作完成度  

第 16週 1 團隊組合訓練 

Hb-Ⅳ-1 陣地攻守性 

球類運動動作組合及 

團隊戰術 

了解擋人掩護後的切入

與掩護者的跑位觀念和

分球。 

觀察學生動作完成度  

第 17週 1 團隊組合訓練 

Hb-Ⅳ-1 陣地攻守性 

球類運動動作組合及 

團隊戰術 

了解擋人掩護後的切入

與掩護者的跑位觀念和

分球。 

觀察學生動作完成度  

第 18週 1 對抗賽 
Hb-Ⅳ-1 陣地攻守性 

球類運動動作組合及 
善用組合訓練。 

觀察學生比賽過程中動

作運用成果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團隊戰術 

第 19週 1 元旦連假 無 無 無  

第 20週 1 對抗賽 

Hb-Ⅳ-1 陣地攻守性 

球類運動動作組合及 

團隊戰術 

善用傳球、運球過人與

組合訓練。 

觀察學生比賽過程中動

作運用成果 
 

第 21週 1 對抗賽 

Hb-Ⅳ-1 陣地攻守性 

球類運動動作組合及 

團隊戰術 

善用傳球、運球過人與

組合訓練。 

觀察學生比賽過程中動

作運用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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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南市立後甲國民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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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球社 實施年級 三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 20 )節 社團編號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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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 具備體育與健康的知能與態度，展現自我運動與保健潛能，探索人性、自我價值與生命意義，並積極實 

踐，不輕言放棄。  

健體-J-A2 具備理解體育與健康情境的全貌，並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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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體-J-B1具備情意表達的能力，能以同理心與人溝通互動，並理解體育與保健的基本概念，應用於日常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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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目標 
藉由課程培養學生良好運動習慣及正確態度，學習排球基礎動作、了解技戰術及比賽規則、培養與同儕良好溝通之
能力。 

課程架構脈絡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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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手傳球動作練習 

Hb-IV-1 陣地攻守性

球類運動動作組合及

團隊戰術。 

熟悉基本低手傳球動

作。 

觀察及判斷學生技能表

現。  

第 3週 1 高手托球動作練習 

Hb-IV-1 陣地攻守性

球類運動動作組合及

團隊戰術。 

熟悉基本高手托球動

作。 

觀察及判斷學生技能表

現。  

第 4週 1 
高、低手發球動作練

習 

Hb-IV-1 陣地攻守性

球類運動動作組合及

團隊戰術。 

擁有以低手或高手發球

將球發至對區之能力。 

觀察及判斷學生技能表

現。  

第 5週 1 
高、低手發球動作練

習 

Hb-IV-1 陣地攻守性

球類運動動作組合及

團隊戰術。 

擁有以低手或高手發球

將球發至對區之能力。 

觀察及判斷學生技能表

現。  

第 6週 1 
高、低手發球動作練

習 

Hb-IV-1 陣地攻守性

球類運動動作組合及

團隊戰術。 

以正確的低手或高手發

球動作進行發球，並擁

有控制發球路線之能

力。 

觀察及判斷學生技能表

現。 
 

第 7週 1 國慶連假 無 無 無  

第 8週 1 原地扣球動作練習 

Hb-IV-1 陣地攻守性

球類運動動作組合及

團隊戰術。 

熟悉基本扣球動作。 

觀察及判斷學生技能表

現。  

第 9週 1 起跳扣球動作練習 

Hb-IV-1 陣地攻守性

球類運動動作組合及

團隊戰術。 

熟悉攻擊步伐及扣球動

作，擁有將球扣至對區

之能力。 

觀察及判斷學生技能表

現。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第 10週 1 起跳扣球動作練習 

Hb-IV-1 陣地攻守性

球類運動動作組合及

團隊戰術。 

熟悉起跳扣球動作，並

擁有控制球路之能力。 

觀察及判斷學生技能表

現。  

第 11週 1 攔網動作練習 

Hb-IV-1 陣地攻守性

球類運動動作組合及

團隊戰術。 

熟悉基本攔網動作。 

觀察及判斷學生技能表

現。  

第 12週 1 接發球、扣球練習 

Hb-IV-1 陣地攻守性

球類運動動作組合及

團隊戰術。 

熟悉基本接發球及接扣

球之動作與觀念。 

觀察及判斷學生技能表

現。  

第 13週 1 接發球、扣球練習 

Hb-IV-1 陣地攻守性

球類運動動作組合及

團隊戰術。 

以正確的方式進行接發

球、接扣球。 

觀察及判斷學生技能表

現。 
 

第 14週 1 站位及球隊戰術介紹 

Hb-IV-1 陣地攻守性

球類運動動作組合及

團隊戰術。 

擁有場上站位及球隊技

戰術觀念。 

觀察及判斷學生技能表

現。  

第 15週 1 戰術組織搭配練習 

Hb-IV-1 陣地攻守性

球類運動動作組合及

團隊戰術。 

了解戰術組織之意義並

有效作出戰術搭配。 

觀察及判斷學生技能表

現。  

第 16週 1 
排球規則、裁判手勢

介紹 

Hb-IV-1 陣地攻守性

球類運動動作組合及

團隊戰術。 

了解排球規則、裁判手

勢之意義。 

觀察及判斷學生技能表

現。  

第 17週 1 發球練習、分組比賽 

Hb-IV-1 陣地攻守性

球類運動動作組合及

團隊戰術。 

加強發球之強度及路線

控制能力、分組對抗。 

 

量化記分評量  

第 18週 1 扣球練習、分組比賽 
Hb-IV-1 陣地攻守性

球類運動動作組合及

加強扣球之強度及路線

控制能力、分組對抗。 
量化記分評量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團隊戰術。 

第 19週 1 元旦連假 無 無 無  

第 20週  
接扣球練習、分組比

賽 

Hb-IV-1 陣地攻守性

球類運動動作組合及

團隊戰術。 

加強接扣球時的控制能

力、分組對抗。 
量化記分評量  

第 21週 1 
戰術搭配練習、分組

比賽 

Hb-IV-1 陣地攻守性

球類運動動作組合及

團隊戰術。 

加強戰術搭配成功率、

分組對抗。 
量化記分評量  

◎教學期程請敘明週次起訖，如行列太多或不足，請自行增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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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南市立後甲國民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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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施年級 三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 20 )節 社團編號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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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1具備體育與健康的知能態度，展現自我運動與保健潛能，探索人性、自我價值與生命意義，並積極實踐，

不輕言放棄。 

健體 J-A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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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2d-IV-2欣賞多元的生活文化，運用美學於日常生活中，展現美感。 

3c-IV-1表現局部或全身性的身體控制能力，發展專性運動技能。 

課程目標 認識羽球場地規則、正反手發球、正反手短球&短球勾對角、米字步法、單雙打比賽。 

課程架構脈絡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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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說明/上課規則講

解 

2c-IV-1 展現運動禮

節，具備運動的道德

思辨和實踐能力。 

讓學生了解課堂規範 口頭發問  

第 3週 1 基本握拍講解 

2c-IV-1 展現運動禮

節，具備運動的道德

思辨和實踐能力。 

羽球基本動作&球路 實作/口頭發問  

第 4週 1 正手發球 

3c-IV-1 表現局部或

全身性的身體控制能

力，發展專性運動技

能。 

羽球基本動作&球路 實作/口頭發問  

第 5週 1 反手發球 

3c-IV-1 表現局部或

全身性的身體控制能

力，發展專性運動技

能。 

羽球基本動作&球路 實作/口頭發問  

第 6週 1 
正手短球/正手勾對角

反手短球/反手勾對角 

3c-IV-1 表現局部或

全身性的身體控制能

力，發展專性運動技

能。 

羽球基本動作&球路 實作/口頭發問  

第 7週 1 國慶連假 無 無 無  

第 8週 1 正反拍平球 

3c-IV-1 表現局部或

全身性的身體控制能

力，發展專性運動技

能。 

羽球基本動作&球路 實作/口頭發問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第 9週 1 正反手防守 

3c-IV-1 表現局部或

全身性的身體控制能

力，發展專性運動技

能。 

羽球基本動作&球路 實作/口頭發問  

第 10週 1 全場米字步法 

3c-IV-1 表現局部或

全身性的身體控制能

力，發展專性運動技

能。 

羽球基本步法 實作/口頭發問  

第 11週 1 全場米字步法 

3c-IV-1 表現局部或

全身性的身體控制能

力，發展專性運動技

能。 

羽球基本步法 實作/口頭發問  

第 12週 1 長球(高遠球) 

3c-IV-1 表現局部或

全身性的身體控制能

力，發展專性運動技

能。 

羽球基本動作&球路 實作/口頭發問  

第 13週 1 長球(高遠球) 

3c-IV-1 表現局部或

全身性的身體控制能

力，發展專性運動技

能。 

羽球基本動作&球路 實作/口頭發問  

第 14週 1 前場正手壓球 

3c-IV-1 表現局部或

全身性的身體控制能

力，發展專性運動技

能。 

羽球基本動作&球路 實作/口頭發問  

第 15週 1 前場反手壓球 
3c-IV-1 表現局部或

全身性的身體控制能
羽球基本動作&球路 實作/口頭發問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力，發展專性運動技

能。 

第 16週 1 單打戰術 

3d-IV-1 運用運動技

術的學習策略。 

3d-IV-2 運用運動比

賽中的各種策略。 

單打基本球路 實作/口頭發問  

第 17週 1 單打戰術 

3d-IV-1 運用運動技

術的學習策略。 

3d-IV-2 運用運動比

賽中的各種策略。 

單打基本球路 實作/口頭發問  

第 18週 1 雙打戰術 

3d-IV-1 運用運動技

術的學習策略。 

3d-IV-2 運用運動比

賽中的各種策略。 

雙打基本球路 實作/口頭發問  

第 19週 1 元旦連假 無 無 無  

第 20週  雙打戰術 

3d-IV-1 運用運動技

術的學習策略。 

3d-IV-2 運用運動比

賽中的各種策略。 

雙打基本球路 實作/口頭發問  

第 21週 1 雙打戰術 

3d-IV-1 運用運動技

術的學習策略。 

3d-IV-2 運用運動比

賽中的各種策略。 

雙打基本球路 實作/口頭發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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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南市立後甲國民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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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足球社 實施年級 三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 20 )節 社團編號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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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E-C2 

理解他人感受，樂於與人互動，學習尊重他人，增進人際關係，與團隊成員合作達成團體目標。 

課程目標 
1.個人基本足球技術的提升 

2.足球比賽團體合作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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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週 1 足內側傳球 1 

2b-II-1 體會團隊合

作的意義，並能關懷

團隊的成員。 

2b-II-2 參加團體活

動，遵守紀律、重視榮

譽感，並展現負責的

態度。 

能準確使用腳內側部位

將球傳到目標。 

在 15M 的距離依規定方

式將球傳入球門內 
 

第 3週 1 足內側傳球 2 

2b-II-1 體會團隊合

作的意義，並能關懷

團隊的成員。 

2b-II-2 參加團體活

動，遵守紀律、重視榮

譽感，並展現負責的

態度。 

4 人一組將球精準傳球

至隊友位置上 

15M 的距離依規定方式

將球傳至隊友位置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第 4週 1 足內側傳球 3 

2b-II-1 體會團隊合

作的意義，並能關懷

團隊的成員。 

2b-II-2 參加團體活

動，遵守紀律、重視榮

譽感，並展現負責的

態度。 

8 人一組分 2 隊用傳球

的方式分組比賽 

4 人一隊 將球傳入對方

球門得分 
 

第 5週 1 分組比賽測試練習 

2b-II-1 體會團隊合

作的意義，並能關懷

團隊的成員。 

2b-II-2 參加團體活

動，遵守紀律、重視榮

譽感，並展現負責的

態度。 

將練習所習得技術使用

於比賽中。 
無  

第 6週 1 足外側傳球 1 

2b-II-1 體會團隊合

作的意義，並能關懷

團隊的成員。 

2b-II-2 參加團體活

動，遵守紀律、重視榮

譽感，並展現負責的

態度。 

能準確使用腳外側部位

將來球傳在目標內。 

在 15M 的距離依規定方

式將球傳入球門內 
 

第 7週 1 國慶連假 無 無 無  

第 8週 1 足外側傳球 3 

2b-II-1 體會團隊合

作的意義，並能關懷

團隊的成員。 

8 人一組分 2 隊用傳球

的方式分組比賽 

4 人一隊 將球傳入對方

球門得分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2b-II-2 參加團體活

動，遵守紀律、重視榮

譽感，並展現負責的

態度。 

第 9週 1 分組比賽測試練習 

2b-II-1 體會團隊合

作的意義，並能關懷

團隊的成員。 

2b-II-2 參加團體活

動，遵守紀律、重視榮

譽感，並展現負責的

態度。 

將練習所習得技術使用

於比賽中。 
無  

第 10週 1 足內側停球 1 

2b-II-1 體會團隊合

作的意義，並能關懷

團隊的成員。 

2b-II-2 參加團體活

動，遵守紀律、重視榮

譽感，並展現負責的

態度。 

準確使用腳內側部位將

球停到目標位置。 

在 15M 的距離，依規定

方式將球停在規定範圍

內。 

 

第 11週 1 足內側停球 2 

2b-II-1 體會團隊合

作的意義，並能關懷

團隊的成員。 

2b-II-2 參加團體活

動，遵守紀律、重視榮

譽感，並展現負責的

態度。 

跑動中用足內側將球停

到目標位置 

跑動中依規定方式將球

停在規定範圍內。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第 12週 1 足外側停球 1 

2b-II-1 體會團隊合

作的意義，並能關懷

團隊的成員。 

2b-II-2 參加團體活

動，遵守紀律、重視榮

譽感，並展現負責的

態度。 

準確使用腳內側部位將

球停到目標位置。 

在 15M 的距離，依規定

方式將球停在規定範圍

內。 

 

第 13週 1 足外側停球 2 

2b-II-1 體會團隊合

作的意義，並能關懷

團隊的成員。 

2b-II-2 參加團體活

動，遵守紀律、重視榮

譽感，並展現負責的

態度。 

跑動中用足內側將球停

到目標位置 

跑動中依規定方式將球

停在規定範圍內。 
 

第 14週 1 足內側外側傳球 

2b-II-1 體會團隊合

作的意義，並能關懷

團隊的成員。 

2b-II-2 參加團體活

動，遵守紀律、重視榮

譽感，並展現負責的

態度。 

依來球的位置決定傳球

部位，並能將球傳在目

標內。 

在 15M 的距離依來球位

置選擇傳球部位，並將

球傳入球門內 

 

第 15週 1 足內側外側停球 

2b-II-1 體會團隊合

作的意義，並能關懷

團隊的成員。 

2b-II-2 參加團體活

動，遵守紀律、重視榮

依來球的位置決定傳球

部位，並能將球停在目

標內。 

在 15M 的距離依來球位

置選擇停球部位，並將

球停在目標內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譽感，並展現負責的

態度。 

第 16週 1 分組比賽測試練習 

2b-II-1 體會團隊合

作的意義，並能關懷

團隊的成員。 

2b-II-2 參加團體活

動，遵守紀律、重視榮

譽感，並展現負責的

態度。 

將練習所習得技術使用

於比賽中。 
無  

第 17週 1 足內側高空傳球 

2b-II-1 體會團隊合

作的意義，並能關懷

團隊的成員。 

2b-II-2 參加團體活

動，遵守紀律、重視榮

譽感，並展現負責的

態度。 

能準確在高空使用腳內

側部位將來球傳在目標

內。 

在半空中的依規定方式

將球傳入球門內 
 

第 18週 1 足內側高空停球 

2b-II-1 體會團隊合

作的意義，並能關懷

團隊的成員。 

2b-II-2 參加團體活

動，遵守紀律、重視榮

譽感，並展現負責的

態度。 

能準確在高空使用腳內

側部位將來球停在目標

內 

在半空依規定方式將球

停下在規定範圍內。 
 

第 19週 1 國慶連假 無 無 無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第 20週 1 分組比賽測試練習 

2b-II-1 體會團隊合

作的意義，並能關懷

團隊的成員。 

2b-II-2 參加團體活

動，遵守紀律、重視榮

譽感，並展現負責的

態度。 

將練習所習得技術使用

於比賽中。 
無  

第 21週 1 分組比賽測試練習 

2b-II-1 體會團隊合

作的意義，並能關懷

團隊的成員。 

2b-II-2 參加團體活

動，遵守紀律、重視榮

譽感，並展現負責的

態度。 

將練習所習得技術使用

於比賽中。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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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南市立後甲國民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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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筆玩繪畫社 實施年級 三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 20 )節 社團編號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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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藝-J-A1 參與藝術活動， 增進美感知能。 

藝-J-A3 嘗試規劃與執行 藝術活動，因應情境需求發揮創意。 

課程目標 透過繪畫過程，培養同學對畫材的認識，創作個人作品。 

課程架構脈絡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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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介紹 

暖身繪畫活動 

視 P-Ⅳ-3 設計思考、生活美

感。 
了解課程規劃 

觀察評量 

實作評量 
 

第 3週 1 色鉛筆的線條練習 

視 E-Ⅳ-2 平面、立體及複合媒

材的 表現技法。 

視 A-Ⅳ-1 藝術常識、藝術鑑賞

方法。 

學習色鉛筆的線條技巧 
觀察評量 

實作評量 
 

第 4週 1 色鉛筆平塗練習 

視 E-Ⅳ-2 平面、立體及複合媒

材的 表現技法。 

視 A-Ⅳ-1 藝術常識、藝術鑑賞

方法。 

能使用色鉛筆平塗顏色 
觀察評量 

實作評量 
 

第 5週 1 色鉛筆平塗練習 

視 E-Ⅳ-2 平面、立體及複合媒

材的 表現技法。 

視 A-Ⅳ-1 藝術常識、藝術鑑賞

方法。 

能使用色鉛筆平塗顏色 
觀察評量 

實作評量 
 

第 6週 1 色鉛筆疊色練習 1 

視 E-Ⅳ-2 平面、立體及複合媒

材的 表現技法。 

視 A-Ⅳ-1 藝術常識、藝術鑑賞

方法。 

認識色鉛筆的疊色方式 
觀察評量 

實作評量 
 

第 7週 1 國慶連假 無 無 無  

第 8週 1 色鉛筆疊色練習 2 

視 E-Ⅳ-2 平面、立體及複合媒

材的 表現技法。 

視 A-Ⅳ-1 藝術常識、藝術鑑賞

方法。 

認識色鉛筆的疊色方式 
觀察評量 

實作評量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第 9週 1 水性色鉛筆的運用 

視 E-Ⅳ-2 平面、立體及複合媒

材的 表現技法。 

視 A-Ⅳ-1 藝術常識、藝術鑑賞

方法。 

練習水性色鉛筆的特性

和運用 

觀察評量 

實作評量 
 

第 10週 1 輪廓與沒有輪廓 

視 E-Ⅳ-2 平面、立體及複合媒

材的 表現技法。 

視 A-Ⅳ-1 藝術常識、藝術鑑賞

方法。 

能創作輪廓與非輪廓的

圖案 

觀察評量 

實作評量 
 

第 11週 1 微涼好食光 

視 E-Ⅳ-2 平面、立體及複合媒

材的 表現技法。 

視 A-Ⅳ-1 藝術常識、藝術鑑賞

方法。 

創作色鉛筆食物作品 
觀察評量 

實作評量 
 

第 12週 1 微涼好食光 

視 E-Ⅳ-2 平面、立體及複合媒

材的 表現技法。 

視 A-Ⅳ-1 藝術常識、藝術鑑賞

方法。 

創作色鉛筆食物作品 
觀察評量 

實作評量 
 

第 13週 1 秋日花草旅行 

視 E-Ⅳ-2 平面、立體及複合媒

材的 表現技法。 

視 A-Ⅳ-1 藝術常識、藝術鑑賞

方法。 

創作色鉛筆花草作品 
觀察評量 

實作評量 
 

第 14週 1 秋日花草旅行 

視 E-Ⅳ-2 平面、立體及複合媒

材的 表現技法。 

視 A-Ⅳ-1 藝術常識、藝術鑑賞

方法。 

創作色鉛筆花草作品 
觀察評量 

實作評量 
 

第 15週 1 聖誕的祝福卡 
視 E-Ⅳ-2 平面、立體及複合媒

材的 表現技法。 
創作色鉛筆聖誕卡片 

觀察評量 

實作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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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 A-Ⅳ-1 藝術常識、藝術鑑賞

方法。 

第 16週 1 聖誕的祝福卡 

視 E-Ⅳ-2 平面、立體及複合媒

材的 表現技法。 

視 A-Ⅳ-1 藝術常識、藝術鑑賞

方法。 

創作色鉛筆聖誕卡片 
觀察評量 

實作評量 
 

第 17週 1 聖誕的祝福卡 

視 E-Ⅳ-2 平面、立體及複合媒

材的 表現技法。 

視 A-Ⅳ-1 藝術常識、藝術鑑賞

方法。 

創作色鉛筆聖誕卡片 
觀察評量 

實作評量 
 

第 18週 1 冬日溫暖小物 

視 E-Ⅳ-2 平面、立體及複合媒

材的 表現技法。 

視 A-Ⅳ-1 藝術常識、藝術鑑賞

方法。 

創作色鉛筆作品 
觀察評量 

實作評量 
 

第 19週 1 元旦連假 無 無 無  

第 20週  新年的祈願 

視 E-Ⅳ-2 平面、立體及複合媒

材的 表現技法。 

視 A-Ⅳ-1 藝術常識、藝術鑑賞

方法。 

創作色鉛筆作品 
觀察評量 

實作評量 
 

第 21週 1 新年的祈願 

視 E-Ⅳ-2 平面、立體及複合媒

材的 表現技法。 

視 A-Ⅳ-1 藝術常識、藝術鑑賞

方法。 

創作色鉛筆作品 
觀察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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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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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南市立後甲國民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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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造型氣球吸管社 A 實施年級 三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 20 )節 社團編號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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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課程目標 

課程目標及內容簡介： 

●氣球造型的絕技,可以讓您交友,表演、上課、園遊會、公益活動、慈善會和與小朋友的相處上, 透過溫暖而活潑

的方式與人相處,帶來歡樂的氣氛  

● 由於市面上吸管種類繁多,色彩也非常豐富,只要稍加巧思便能任意做出造型,且花樣眾多, 

●生活是不斷學習,創造新事物; 手工藝術品也是從不斷的創造,說著創作者的自我挑戰與成長，在多元學習下結合
氣球及吸管課來帶給學生生活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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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週 1 螃蟹 

視 P-Ⅳ-3設計思考、 

生活美感。  

視 E-Ⅳ-1色彩理論、 

造形表現、符號意涵。 

大波巴吸管一隻剪出螃

蟹身體形狀，在剪二個

眼睛和腳，然後在用膠

連上組合完成 

實作練習  

第 3週 1 魚一 

視 P-Ⅳ-3設計思考、 

生活美感。  

視 E-Ⅳ-1色彩理論、 

造形表現、符號意涵。 

先拿一隻藝術吸管剪出

魚身尾巴形狀 
實作練習  

第 4週 1 魚二 
視 P-Ⅳ-3設計思考、 

生活美感。  

在拿一隻吸管剪出幾隻

魚翅形狀出來，在跟魚
實作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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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 E-Ⅳ-1色彩理論、 

造形表現、符號意涵。 

一做組合一楊拿一隻吸

管剪出幾隻長短顏色不

同在把他上膠固定做完

全組合作品 

第 5週 1 魚二 

視 P-Ⅳ-3設計思考、 

生活美感。  

視 E-Ⅳ-1色彩理論、 

造形表現、符號意涵。 

在拿一隻吸管剪出幾隻

魚翅形狀出來，在跟魚

一做組合一楊拿一隻吸

管剪出幾隻長短顏色不

同在把他上膠固定做完

全組合作品 

實作練習  

第 6週 1 復習 

視 P-Ⅳ-3設計思考、 

生活美感。  

視 E-Ⅳ-1色彩理論、 

造形表現、符號意涵。 

讓學生在前幾節課對吸

管基礎的步做了解或是

還沒有趕上進度學生跟

上進度 

實作練習  

第 7週 1 國慶連假 無 無 無  

第 8週 1 貓ㄧ 

視 P-Ⅳ-3設計思考、 

生活美感。  

視 E-Ⅳ-1色彩理論、 

造形表現、符號意涵。 

剪出二個貓朵，雙耳扳

起定形剪出身體尾部及

腳趾 

實作練習  

第 9週 1 貓二 

視 P-Ⅳ-3設計思考、 

生活美感。  

視 E-Ⅳ-1色彩理論、 

造形表現、符號意涵。 

先把前面二週剪好在上

膠固定，在加眼睛穿衣

服組合完成 

實作練習  

第 10週 1 總復習 
視 P-Ⅳ-3設計思考、 

生活美感。  

讓學生把前幾堂課所學

的吸管作品完成或學生
實作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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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 E-Ⅳ-1色彩理論、 

造形表現、符號意涵。 

不了解的地方可以提出

來問，才能了解學生吸

收成度 

第 11週 1 發氣球材料打氣筒 

視 P-Ⅳ-3設計思考、 

生活美感。  

視 E-Ⅳ-1色彩理論、 

造形表現、符號意涵。 

講解對氣球的選擇及保

養，還有打氣筒的分變

跟保養與維護。 

實作練習  

第 12週 1 氣球六個結法 

視 P-Ⅳ-3設計思考、 

生活美感。  

視 E-Ⅳ-1色彩理論、 

造形表現、符號意涵。 

對於初學所必須要了解

的步驟及一些技巧 
實作練習  

第 13週 1 復習 

視 P-Ⅳ-3設計思考、 

生活美感。  

視 E-Ⅳ-1色彩理論、 

造形表現、符號意涵。 

讓學生熟練記得氣球的

步驟往後上氣球的造型

就會比較容易上手 

實作練習  

第 14週 1 長頸鹿 

視 P-Ⅳ-3設計思考、 

生活美感。  

視 E-Ⅳ-1色彩理論、 

造形表現、符號意涵。 

先折出單泡結在折二個

小單泡結在把二個單泡

結合起來選轉變雙泡

結，在來的步驟從復做

二遍就可以折出一個長

頸鹿作品。 

實作練習  

第 15週 1 大象 

視 P-Ⅳ-3設計思考、 

生活美感。  

視 E-Ⅳ-1色彩理論、 

造形表現、符號意涵。 

拿出一條長條球後面預

留空間，套用之前所教

的六個結，先折一個單

泡結在折一個環結在折

一個熊耳結在折一個環

實作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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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頭就完成在折一個

單泡結在折一個雙泡結

折二次，大象作品就完

成了。 

第 16週 1 鸚鵡 

視 P-Ⅳ-3設計思考、 

生活美感。  

視 E-Ⅳ-1色彩理論、 

造形表現、符號意涵。 

先折一大一小單泡結變

成雙泡結，在折一個三

泡結折完在折一個雙泡

結就完成另外一個作

品。 

實作練習  

第 17週 1 兔子帽 

視 P-Ⅳ-3設計思考、 

生活美感。  

視 E-Ⅳ-1色彩理論、 

造形表現、符號意涵。 

先折一個小單泡結在折

一個環結做一隻寶劍，

另外在折一隻寶劍在把

二隻寶劍組合起來兎子

帽就完成。 

實作練習  

第 18週 1 小丑帽 

視 P-Ⅳ-3設計思考、 

生活美感。  

視 E-Ⅳ-1色彩理論、 

造形表現、符號意涵。 

拿出三條氣球預留一樣

的空間把三條各折一個

小單泡把第一條組合第

二條氣球上但是必須留

一個長度，在來步驟在

重複做一次，小丑帽就

完成了。 

實作練習  

第 19週 1 國慶連假 無 無 無  

第 20週  水槍.花 

視 P-Ⅳ-3設計思考、 

生活美感。  

視 E-Ⅳ-1色彩理論、 

拿二條氣球預留空間不

一樣，第一條先折單泡

結在折一個環結，在來

實作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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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形表現、符號意涵。 從後面倒做一樣的步

驟，第二條氣球對折穿

過去第一條氣球的環結

就完成。 

先折一個小單泡結在折

環結重復做幾個環結花

就完成了。 

第 21週 1 總復習 

視 P-Ⅳ-3設計思考、 

生活美感。  

視 E-Ⅳ-1色彩理論、 

造形表現、符號意涵。 

了解學生在所學的氣球

吸收多少，也可以在這

節課有問題可以問不了

解的地方在做詳細講解

讓學生了解。 

實作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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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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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活動或技藝課程名稱 造型氣球吸管社 B 實施年級 三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 20 )節 社團編號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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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課程目標 

課程目標及內容簡介： 

●氣球造型的絕技,可以讓您交友,表演、上課、園遊會、公益活動、慈善會和與小朋友的相處上, 透過溫暖而活潑

的方式與人相處,帶來歡樂的氣氛  

● 由於市面上吸管種類繁多,色彩也非常豐富,只要稍加巧思便能任意做出造型,且花樣眾多, 

●生活是不斷學習,創造新事物; 手工藝術品也是從不斷的創造,說著創作者的自我挑戰與成長，在多元學習下結合
氣球及吸管課來帶給學生生活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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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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螃蟹 

視 P-Ⅳ-3設計思考、 

生活美感。  

視 E-Ⅳ-1色彩理論、 

造形表現、符號意涵。 

大波巴吸管一隻剪出螃

蟹身體形狀，在剪二個

眼睛和腳，然後在用膠

連上組合完成 

實作練習  

第 3週 1 魚一 

視 P-Ⅳ-3設計思考、 

生活美感。  

視 E-Ⅳ-1色彩理論、 

造形表現、符號意涵。 

先拿一隻藝術吸管剪出

魚身尾巴形狀 
實作練習  

第 4週 1 魚二 

視 P-Ⅳ-3設計思考、 

生活美感。  

視 E-Ⅳ-1色彩理論、 

造形表現、符號意涵。 

在拿一隻吸管剪出幾隻

魚翅形狀出來，在跟魚

一做組合一楊拿一隻吸

管剪出幾隻長短顏色不

同在把他上膠固定做完

全組合作品 

實作練習  

第 5週 1 魚二 

視 P-Ⅳ-3設計思考、 

生活美感。  

視 E-Ⅳ-1色彩理論、 

造形表現、符號意涵。 

在拿一隻吸管剪出幾隻

魚翅形狀出來，在跟魚

一做組合一楊拿一隻吸

管剪出幾隻長短顏色不

同在把他上膠固定做完

全組合作品 

實作練習  

第 6週 1 復習 

視 P-Ⅳ-3設計思考、 

生活美感。  

視 E-Ⅳ-1色彩理論、 

讓學生在前幾節課對吸

管基礎的步做了解或是

還沒有趕上進度學生跟

實作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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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形表現、符號意涵。 上進度 

第 7週 1 國慶連假 無 無 無  

第 8週 1 貓ㄧ 

視 P-Ⅳ-3設計思考、 

生活美感。  

視 E-Ⅳ-1色彩理論、 

造形表現、符號意涵。 

剪出二個貓朵，雙耳扳

起定形剪出身體尾部及

腳趾 

實作練習  

第 9週 1 貓二 

視 P-Ⅳ-3設計思考、 

生活美感。  

視 E-Ⅳ-1色彩理論、 

造形表現、符號意涵。 

先把前面二週剪好在上

膠固定，在加眼睛穿衣

服組合完成 

實作練習  

第 10週 1 總復習 

視 P-Ⅳ-3設計思考、 

生活美感。  

視 E-Ⅳ-1色彩理論、 

造形表現、符號意涵。 

讓學生把前幾堂課所學

的吸管作品完成或學生

不了解的地方可以提出

來問，才能了解學生吸

收成度 

實作練習  

第 11週 1 發氣球材料打氣筒 

視 P-Ⅳ-3設計思考、 

生活美感。  

視 E-Ⅳ-1色彩理論、 

造形表現、符號意涵。 

講解對氣球的選擇及保

養，還有打氣筒的分變

跟保養與維護。 

實作練習  

第 12週 1 氣球六個結法 

視 P-Ⅳ-3設計思考、 

生活美感。  

視 E-Ⅳ-1色彩理論、 

造形表現、符號意涵。 

對於初學所必須要了解

的步驟及一些技巧 
實作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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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3週 1 復習 

視 P-Ⅳ-3設計思考、 

生活美感。  

視 E-Ⅳ-1色彩理論、 

造形表現、符號意涵。 

讓學生熟練記得氣球的

步驟往後上氣球的造型

就會比較容易上手 

實作練習  

第 14週 1 長頸鹿 

視 P-Ⅳ-3設計思考、 

生活美感。  

視 E-Ⅳ-1色彩理論、 

造形表現、符號意涵。 

先折出單泡結在折二個

小單泡結在把二個單泡

結合起來選轉變雙泡

結，在來的步驟從復做

二遍就可以折出一個長

頸鹿作品。 

實作練習  

第 15週 1 大象 

視 P-Ⅳ-3設計思考、 

生活美感。  

視 E-Ⅳ-1色彩理論、 

造形表現、符號意涵。 

拿出一條長條球後面預

留空間，套用之前所教

的六個結，先折一個單

泡結在折一個環結在折

一個熊耳結在折一個環

結，頭就完成在折一個

單泡結在折一個雙泡結

折二次，大象作品就完

成了。 

實作練習  

第 16週 1 鸚鵡 

視 P-Ⅳ-3設計思考、 

生活美感。  

視 E-Ⅳ-1色彩理論、 

造形表現、符號意涵。 

先折一大一小單泡結變

成雙泡結，在折一個三

泡結折完在折一個雙泡

結就完成另外一個作

品。 

實作練習  

第 17週 1 兔子帽 
視 P-Ⅳ-3設計思考、 

生活美感。  

先折一個小單泡結在折

一個環結做一隻寶劍，
實作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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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 E-Ⅳ-1色彩理論、 

造形表現、符號意涵。 

另外在折一隻寶劍在把

二隻寶劍組合起來兎子

帽就完成。 

第 18週 1 小丑帽 

視 P-Ⅳ-3設計思考、 

生活美感。  

視 E-Ⅳ-1色彩理論、 

造形表現、符號意涵。 

拿出三條氣球預留一樣

的空間把三條各折一個

小單泡把第一條組合第

二條氣球上但是必須留

一個長度，在來步驟在

重複做一次，小丑帽就

完成了。 

實作練習  

第 19週 1 元旦連假 無 無 無  

第 20週  水槍.花 

視 P-Ⅳ-3設計思考、 

生活美感。  

視 E-Ⅳ-1色彩理論、 

造形表現、符號意涵。 

拿二條氣球預留空間不

一樣，第一條先折單泡

結在折一個環結，在來

從後面倒做一樣的步

驟，第二條氣球對折穿

過去第一條氣球的環結

就完成。 

先折一個小單泡結在折

環結重復做幾個環結花

就完成了。 

實作練習  

第 21週 1 總復習 

視 P-Ⅳ-3設計思考、 

生活美感。  

視 E-Ⅳ-1色彩理論、 

造形表現、符號意涵。 

了解學生在所學的氣球

吸收多少，也可以在這

節課有問題可以問不了

解的地方在做詳細講解

實作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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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學生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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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南市立後甲國民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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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 20 )節 社團編號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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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E-A3具備擬定基本的運動計畫及實作能力，並以創新思考方式，因應日常生活情境 

體-J-B3具備審美與表現的能力，了解競技運動在美學上的特質與表現方式，以增進生活中豐富的美感體驗。 

體-U-A2具備系統思考、分析與探索競技運動的素養，深化後設思考，並積極面對挑戰，以解決人生中各種問題。 

體-J-C1具備生活中有關競技運動的道德思辨與實踐能力及環境意識，並主動參與公益團體活動，關懷社會。 

體-J-B1具備情意表達的能力，能以同理心與人溝通互動，並理解競技運動的基本概念，應用於日常生活中。 

課程目標 
第四階段國中生是學生身心及生理發展的快速期，也是自我探索與人際發展的關鍵期，課程中施以專業體育及運動
教育，輔導其適性發展與社會參與，培育運動專業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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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討桌球握拍方法 

Ha-Ⅳ-1 網/牆性球類

運動動作組合及團隊

戰術。 

分析各種握拍方式優、

缺點 

實作 

口試 

     同儕互評 

 

第 3週 1 
 

精進發球技術 

Ha-Ⅳ-1 網/牆性球類

運動動作組合及團隊

戰術。 

分辨發球旋轉性 實作 

口試 

     同儕互評 

 

第 4週 1 
 

精進發球技術 

Ha-Ⅳ-1 網/牆性球類

運動動作組合及團隊

如何控制發短球 實作 

口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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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術。      同儕互評 

第 5週 1 
 

精進發球技術 

Ha-Ⅳ-1 網/牆性球類

運動動作組合及團隊

戰術。 

如何控制發短球 實作 

口試 

     同儕互評 

 

第 6週 1 
 

精進發球技術 

Ha-Ⅳ-1 網/牆性球類

運動動作組合及團隊

戰術。 

分辨發球旋轉性 實作 

口試 

     同儕互評 

 

第 7週 1 國慶連假 無 無 無  

第 8週 1 
 

第一次術科測驗 

 各式發球測驗 實作 

口試 

     同儕互評 

 

第 9週 1 
 

精進發球技術 

Ha-Ⅳ-1 網/牆性球類

運動動作組合及團隊

戰術。 

下蹲發球動作流暢性 實作 

口試 

     同儕互評 

 

第 10週 1 
 

精進發球技術 

Ha-Ⅳ-1 網/牆性球類

運動動作組合及團隊

戰術。 

高拋發球流暢性 實作 

口試 

     同儕互評 

 

第 11週 1 
 

精進接發球技術 

Ha-Ⅳ-1 網/牆性球類

運動動作組合及團隊

戰術。 

展現接發球的變化 實作 

口試 

     同儕互評 

 

第 12週 1 
 

精進接發球技術 

Ha-Ⅳ-1 網/牆性球類

運動動作組合及團隊

戰術。 

展現接發球的變化 實作 

口試 

     同儕互評 

 

第 13週 1 
 

精進推檔球技術 

Ha-Ⅳ-1 網/牆性球類

運動動作組合及團隊

戰術。 

分辨擋球及快推的能力 實作 

口試 

     同儕互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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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4週 1 
 

第二次術科測驗 

 發球及接發球測驗 實作 

口試 

     同儕互評 

 

第 15週 1 
 

精進推檔球技術 

Ha-Ⅳ-1 網/牆性球類

運動動作組合及團隊

戰術。 

分辨加力推 

及減力擋能力 

實作 

口試 

     同儕互評 

 

第 16週 1 
 

精進搓球技術 

Ha-Ⅳ-1 網/牆性球類

運動動作組合及團隊

戰術。 

分辨慢搓及快搓得能
力 

實作 

口試 

     同儕互評 

 

第 17週 1 
 

精進搓球技術 

Ha-Ⅳ-1 網/牆性球類

運動動作組合及團隊

戰術。 

分辨不同性能球拍的搓

球 

實作 

口試 

     同儕互評 

 

第 18週 1 
 

精進搓球技術 

Ha-Ⅳ-1 網/牆性球類

運動動作組合及團隊

戰術。 

分辨搓求旋轉變化 實作 

口試 

     同儕互評 

 

第 19週 1 元旦連假 無 無 無  

第 20週  
精進攻球技術 Ha-Ⅳ-1 網/牆性球類

運動動作組合及團隊

戰術。 

了解正手近台攻球的
技巧 

實作 

口試 

     同儕互評 

 

第 21週 1 
第三次術科測驗  基本技術及綜合技術測

驗 

實作 

口試 

     同儕互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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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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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活動或技藝課程名稱 競技啦啦社 實施年級 三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 20 )節 社團編號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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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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自主行動－ A1.身心素養與自我精進 

B溝通互動 - B3.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社會參與 -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課程目標 
競技啦啦隊（cheerleading）是一種充滿活力的運動，結合體操、跳躍、口號、舞蹈編排及技巧動作的高度團隊性
合作項目，透過這項運動挑戰自我、實現自我。社課除了增加自己的體能以及實力外，也為將來的比賽做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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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能訓練 
Ab-Ⅳ-1 體適能促進

策略與活動方法。 
檢測學生的身體能力 

觀察評量 

實作評量 
 

第 3週 1 肌力訓練 
Ab-Ⅳ-1 體適能促進

策略與活動方法。 
訓練肌肉力量 

觀察評量 

實作評量 
 

第 4週 1 肌力訓練 
Ab-Ⅳ-1 體適能促進

策略與活動方法。 
訓練肌肉力量 

觀察評量 

實作評量 
 

第 5週 1  技巧練習 1 
Ce-Ⅳ-1 其他休閒運

動綜合應用。 
小組技巧動作學習 

觀察評量 

實作評量 
 

第 6週 1  技巧練習 2 
Ce-Ⅳ-1 其他休閒運

動綜合應用。 
小組技巧動作學習 

觀察評量 

實作評量 
 

第 7週 1 國慶連假 無 無 無  

第 8週 1 技巧練習 3 
Ce-Ⅳ-1 其他休閒運

動綜合應用。 
小組技巧動作學習 

觀察評量 

實作評量 
 

第 9週 1 技巧練習 4 
Ce-Ⅳ-1 其他休閒運

動綜合應用。 
小組技巧動作學習 

觀察評量 

實作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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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週 1 技巧練習 5 
Ce-Ⅳ-1 其他休閒運

動綜合應用。 
小組技巧動作學習 

觀察評量 

實作評量 
 

第 11週 1 技巧練習 6 
Ce-Ⅳ-1 其他休閒運

動綜合應用。 
小組技巧動作學習 

觀察評量 

實作評量 
 

第 12週 1 技巧練習 7 
Ce-Ⅳ-1 其他休閒運

動綜合應用。 
小組技巧動作學習 

觀察評量 

實作評量 
 

第 13週 1 舞蹈練習 1 

表 E-IV-1 

聲音、身體、情感、時

間、空間、勁力、即興、

動作等戲劇或舞蹈元

素。 

舞蹈教學 
觀察評量 

實作評量 
 

第 14週 1 舞蹈練習 2 

表 E-IV-1 

聲音、身體、情感、時

間、空間、勁力、即興、

動作等戲劇或舞蹈元

素。 

舞蹈練習 
觀察評量 

實作評量 
 

第 15週 1 舞碼練習 1 

表 E-IV-3 

戲劇、舞蹈與其他藝

術元素的結合演出。 

了解隊形變化、個人與

團隊之間的交流 

觀察評量 

實作評量 
 

第 16週 1 舞碼練習 2 

表 E-IV-3 

戲劇、舞蹈與其他藝

術元素的結合演出。 

了解隊形變化、個人與

團隊之間的交流 

觀察評量 

實作評量 
 

第 17週 1 舞碼練習 3 

表 E-IV-3 

戲劇、舞蹈與其他藝

術元素的結合演出。 

口號、舞蹈動作、技巧動

作的綜合排練。 

觀察評量 

實作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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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8週 1 舞碼練習 4 

表 E-IV-3 

戲劇、舞蹈與其他藝

術元素的結合演出。 

口號、舞蹈動作、技巧動

作的綜合排練。 

觀察評量 

實作評量 
 

第 19週 1 元旦連假 無 無 無  

第 20週  舞碼練習 6 

表 E-IV-3 

戲劇、舞蹈與其他藝

術元素的結合演出。 

團隊合作共同展演完整

的舞碼。 

觀察評量 

實作評量 
 

第 21週 1 期末驗收 

表 E-IV-3 

戲劇、舞蹈與其他藝

術元素的結合演出。 

團隊能準確無誤的完成

舞碼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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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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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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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活動或技藝課程名稱 體育專長 實施年級 三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 20 )節 社團編號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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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 J-A1  

具備增進競技體能、技術與態度，展現自我運動潛能，探索人性、自我價值與生命意義，並積極實踐。  

體 J-A2  

具備理解競技運動的全貌，並做獨立思考與分析的知能，進而運用適當的策略，處理與解決各項問題。  

體 J-A3  

具備善用競技運動的各項資源，擬定運動計畫，有效執行並發揮主動學習與創新求變的能力。 

體 J-B2  

具備善用相關科技、資訊及媒體，以增進競技運動學習的素養，並察覺、思辨人與科技、資訊、媒體的互動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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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 J-C2  

具備利他及合群的知能與態度，並在競技運動中培育相互合作及與人 

課程目標 

1. 田徑是運動之母，藉由參於田徑運動，了解運動知識、技能，提高學生體育運動水平。 

2. 加強團隊精神教育，建立正確觀念，適應新環境 

3. 加強修正個人基本動作，提升身體各項素質 

4. 建立積極正向的生活態度，養成主動參與體育活動，以促進自我肯定與實現。    

5. 培養學生自律、毅力、負責的態度，從中學習合作與運動員精神 

6. 探討健康的內涵，採取正確的自我照顧，以提升整體健康水準，並藉由探索自我與身體活動，了解實現自我的含意。 

7. 指導專業專項技能，導引學生正確方向與目標，期求達成生涯規畫之成果。 

8. 培養遵守共同規範，並尊重他人的態度，積極實踐安全生活。 

9. 培養學生對田徑運動的興趣，組織和吸收更多的學生參加田徑活動 

10.發展柔韌、協調、靈敏、速度、彈跳等運動素質學習和掌握田徑各項運動所需基本活動技能，逐步培養完成各種練習的正確姿勢，對 

   學生的特長培養 

12.提升人文、社會與科技的知能，加強邏輯思考、判斷、審美及創造的能力。  

13.涵養運動倫理，增進團隊合作與民主法治的精神及責任心，強化自我學習的能力及終身學習的態度。 

14.增強自我了解及生涯發展的能力，深植尊重生命與全球永續發展的觀念。  

15.增進競技體能及技術，提升運動競技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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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週 1 

訓練期 

基本動作、速耐力訓練 

體能學習 

P-Ⅳ-1 

了解與運用一般體能訓練之

原理原則 

P-Ⅳ-3 

1.培養更多的優秀田徑選手及

發掘優秀人才，計畫性的長期

訓練，以提升運動技能表現 

2.養成學生規律運動與健康生

活的習慣 

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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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與運用有氧訓練、無氧

訓練、間歇訓練、循環訓練

等之內容、負荷、安全原則

與運動防護 

技術學習 

T-Ⅳ-2理解並操作跑、

跳 、擲/踢、蹬、划等專項

技術 

 

第 3週 1 

訓練期 

基本動作、速耐力訓練 

體能學習 

P-Ⅳ-1 

了解與運用一般體能訓練之

原理原則 

P-Ⅳ-3 

了解與運用有氧訓練、無氧

訓練、間歇訓練、循環訓練

等之內容、負荷、安全原則

與運動防護 

技術學習 

T-Ⅳ-2理解並操作跑、

跳 、擲/踢、蹬、划等專項

技術 

 

1.培養更多的優秀田徑選手及

發掘優秀人才，計畫性的長期

訓練，以提升運動技能表現 

2.養成學生規律運動與健康生

活的習慣 

實作   

第 4週 1 

訓練期 

基本動作、速耐力訓練 

體能學習 

P-Ⅳ-1 

1.培養更多的優秀田徑選手及

發掘優秀人才，計畫性的長期

訓練，以提升運動技能表現 

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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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與運用一般體能訓練之

原理原則 

P-Ⅳ-3 

了解與運用有氧訓練、無氧

訓練、間歇訓練、循環訓練

等之內容、負荷、安全原則

與運動防護 

技術學習 

T-Ⅳ-2理解並操作跑、

跳 、擲/踢、蹬、划等專項

技術 

 

2.養成學生規律運動與健康生

活的習慣 

第 5週 1 

訓練期 

基本動作、速耐力訓練 

體能學習 

P-Ⅳ-1 

了解與運用一般體能訓練之

原理原則 

P-Ⅳ-3 

了解與運用有氧訓練、無氧

訓練、間歇訓練、循環訓練

等之內容、負荷、安全原則

與運動防護 

技術學習 

T-Ⅳ-2理解並操作跑、

跳 、擲/踢、蹬、划等專項

技術 

 

1.培養更多的優秀田徑選手及

發掘優秀人才，計畫性的長期

訓練，以提升運動技能表現 

2.養成學生規律運動與健康生

活的習慣 

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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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週 1 

訓練期 

基本動作、速耐力訓練 

體能學習 

P-Ⅳ-1 

了解與運用一般體能訓練之

原理原則 

P-Ⅳ-3 

了解與運用有氧訓練、無氧

訓練、間歇訓練、循環訓練

等之內容、負荷、安全原則

與運動防護 

技術學習 

T-Ⅳ-2理解並操作跑、

跳 、擲/踢、蹬、划等專項

技術 

 

1.培養更多的優秀田徑選手及

發掘優秀人才，計畫性的長期

訓練，以提升運動技能表現 

2.養成學生規律運動與健康生

活的習慣 

實作  

第 7週 1 國慶連假 無 無 無  

第 8週 1 

訓練期 

專項技術訓練 

體能學習 

P-Ⅳ-3 

了解與運用有氧訓練、無氧

訓練、間歇訓練、循環訓練

等之內容、負荷、安全原則

與運動防護 

技術學習 

T-Ⅳ-2  

1.經由技能肯定自我，建立自

信心 

2.培養學生獨立生活照護能力 

3.欣賞學生的才藝，促進良好人

際關係與團隊合作精神 
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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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並操作跑、跳 、擲/

踢、蹬、划等專項技術之進

階技術 

 

第 9週 1 

訓練期 

專項技術訓練 

體能學習 

P-Ⅳ-3 

了解與運用有氧訓練、無氧

訓練、間歇訓練、循環訓練

等之內容、負荷、安全原則

與運動防護 

技術學習 

T-Ⅳ-2  

理解並操作跑、跳 、擲/

踢、蹬、划等專項技術之進

階技術 

 

1.經由技能肯定自我，建立自

信心 

2.培養學生獨立生活照護能力 

3.欣賞學生的才藝，促進良好人

際關係與團隊合作精神 

實作  

第 10週 1 

訓練期 

專項技術訓練 

體能學習 

P-Ⅳ-3 

了解與運用有氧訓練、無氧

訓練、間歇訓練、循環訓練

等之內容、負荷、安全原則

與運動防護 

技術學習 

T-Ⅳ-2  

1.經由技能肯定自我，建立自

信心 

2.培養學生獨立生活照護能力 

3.欣賞學生的才藝，促進良好人

際關係與團隊合作精神 
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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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並操作跑、跳 、擲/

踢、蹬、划等專項技術之進

階技術 

 

第 11週 1 

訓練期 

專項技術訓練 

體能學習 

P-Ⅳ-3 

了解與運用有氧訓練、無氧

訓練、間歇訓練、循環訓練

等之內容、負荷、安全原則

與運動防護 

技術學習 

T-Ⅳ-2  

理解並操作跑、跳 、擲/

踢、蹬、划等專項技術之進

階技術 

 

1.經由技能肯定自我，建立自

信心 

2.培養學生獨立生活照護能力 

3.欣賞學生的才藝，促進良好人

際關係與團隊合作精神 

實作  

第 12週 1 

比賽前期 

質、量訓練 

意象訓練 

體能學習 

P-Ⅳ-3 

了解與運用有氧訓練、無氧

訓練、間歇訓練、循環訓練

等之內容、負荷、安全原則

與運動防護 

技術學習 

T-Ⅳ-2  

1.培養更多的優秀田徑選手及

發掘優秀人才，計畫性的長期

訓練，以提升運動技能表現 

2.建構學生運動的美學欣賞能

力及職涯準備所需之素養 
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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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並操作跑、跳 、擲/

踢、蹬、划等專項技術之進

階技術 

心理學習 

Ps-Ⅳ-1 

了解並運用心理技巧 

第 13週 1 

比賽前期 

質、量訓練 

意象訓練 

體能學習 

P-Ⅳ-3 

了解與運用有氧訓練、無氧

訓練、間歇訓練、循環訓練

等之內容、負荷、安全原則

與運動防護 

技術學習 

T-Ⅳ-2  

理解並操作跑、跳 、擲/

踢、蹬、划等專項技術之進

階技術 

心理學習 

Ps-Ⅳ-1 

了解並運用心理技巧 

1.培養更多的優秀田徑選手及

發掘優秀人才，計畫性的長期

訓練，以提升運動技能表現 

2.建構學生運動的美學欣賞能

力及職涯準備所需之素養 

實作  

第 14週 1 

比賽前期 

質、量訓練 

意象訓練 

體能學習 

P-Ⅳ-3 

了解與運用有氧訓練、無氧

訓練、間歇訓練、循環訓練

等之內容、負荷、安全原則

與運動防護 

1.培養更多的優秀田徑選手及

發掘優秀人才，計畫性的長期

訓練，以提升運動技能表現 

2.建構學生運動的美學欣賞能

力及職涯準備所需之素養 

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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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學習 

T-Ⅳ-2  

理解並操作跑、跳 、擲/

踢、蹬、划等專項技術之進

階技術 

心理學習 

Ps-Ⅳ-1 

了解並運用心理技巧 

第 15週 1 

比賽前期 

質、量訓練 

意象訓練 

體能學習 

P-Ⅳ-3 

了解與運用有氧訓練、無氧

訓練、間歇訓練、循環訓練

等之內容、負荷、安全原則

與運動防護 

技術學習 

T-Ⅳ-2  

理解並操作跑、跳 、擲/

踢、蹬、划等專項技術之進

階技術 

心理學習 

Ps-Ⅳ-1 

了解並運用心理技巧 

1.培養更多的優秀田徑選手及

發掘優秀人才，計畫性的長期

訓練，以提升運動技能表現 

2.建構學生運動的美學欣賞能

力及職涯準備所需之素養 

實作  

第 16週 1 

比賽前期 

質、量訓練 

意象訓練 

體能學習 

P-Ⅳ-3 

了解與運用有氧訓練、無氧

訓練、間歇訓練、循環訓練

1.培養更多的優秀田徑選手及

發掘優秀人才，計畫性的長期

訓練，以提升運動技能表現 

2.建構學生運動的美學欣賞能

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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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之內容、負荷、安全原則

與運動防護 

技術學習 

T-Ⅳ-2  

理解並操作跑、跳 、擲/

踢、蹬、划等專項技術之進

階技術 

心理學習 

Ps-Ⅳ-1 

了解並運用心理技巧 

力及職涯準備所需之素養 

第 17週 1 

比賽期 

專項技術反覆訓練 

意象訓練 

技術學習 

T-Ⅳ-2  

理解並操作跑、跳 、擲/

踢、蹬、划等專項技術之進

階技術 

戰術學習 

Ta-IV-1 

理解並執行配速、規則與情

報蒐集 

心理學習 

Ps-Ⅳ-2 

理解並演練溝通能力 

1.培養學生對體育問題解決及

規劃執行能力 

2.培養學生具體對體育運動的

知識、態度與技能增進體育的

素養 

3.培養學生獨立生活照護能力 
實作  

第 18週 1 

比賽期 

專項技術反覆訓練 

意象訓練 

技術學習 

T-Ⅳ-2  

1.培養學生對體育問題解決及

規劃執行能力 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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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並操作跑、跳 、擲/

踢、蹬、划等專項技術之進

階技術 

戰術學習 

Ta-IV-1 

理解並執行配速、規則與情

報蒐集 

心理學習 

Ps-Ⅳ-2 

理解並演練溝通能力 

2.培養學生具體對體育運動的

知識、態度與技能增進體育的

素養 

3.培養學生獨立生活照護能力 

第 19週 1 元旦連假 無 無 無  

第 20週 1 

放鬆期 

協調、柔軟度訓練 

體能學習 

P-Ⅳ-3 

了解與運用有氧訓練、無氧

訓練、間歇訓練、循環訓練等

之內容、負荷、安全原則與運

動防護 

1.培養學生對體育問題解決及

規劃執行能力 

2.發展學生體育相關之文化素

養與國際觀 

3.引導家長對子女學習成就之

多元認同，肯定多元價值 

實作  

第 21週 1 

放鬆期 

協調、柔軟度訓練 

體能學習 

P-Ⅳ-3 

了解與運用有氧訓練、無氧

訓練、間歇訓練、循環訓練等

之內容、負荷、安全原則與運

動防護 

1.培養學生對體育問題解決及

規劃執行能力 

2.發展學生體育相關之文化素

養與國際觀 

3.引導家長對子女學習成就之

多元認同，肯定多元價值 

專項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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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南市立後甲國民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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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閩南語社 實施年級 三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 20 )節 社團編號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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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閩-J-A1 

拓展閩南語文之學習內容，增進自我了解，並能透過選擇、分析與運用，感知其精神與文化特色，具備合宜的人性

觀與自我觀。 

閩-J-A2 

具備運用閩南語文從事閱讀理解、獨立思辨分析，並培養解決生活問題、適應未來社會的能力。 

閩-J- B1 

具備運用閩南語文表情達意的能力，並能以同理心與他人溝通互動，以運用於家庭、學校與社區之中。 

閩-J- B3 

透過閩南語文進行藝術欣賞，感知音韻之美，了解其中蘊涵的意義，並能體會藝文特色，具備寫作能力。 

閩-J- C1 

透過閩南語文的學習，具備成為社會公民的意識與責任感，並能關注社會問題與自然生態，主動參與社區活動。 

閩-J- C2 

善用閩南語文，增進溝通協調和群體參與的能力，建立良好的人際關係，並培養相互合作及與人和諧互動的素養。 

課程目標 

1.啟發學習閩南語文的興趣，培養探索、熱愛及主動學習閩南語文的態度與習慣。 

2.加強閩南語聽說讀寫的能力。 

3.透過課程內容設計，了解閩南語文文化藝術表演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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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閩南語演說欣賞 

Ab-Ⅳ-3 方音差異。 

Ab-Ⅳ-4 文白異讀。

Ac-Ⅳ-1 生活故事。 

1-Ⅳ-1 能聆聽並理解

閩南語對話的主題與內

容。 

心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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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Ⅳ-3 情緒表達。 

Be-Ⅳ-1 數位資源。 

Be-Ⅳ-2 影音媒材。 

 

1-Ⅳ-2 能聆聽閩南語

的表達，理解並思辨其

內容。 

2-Ⅳ-1 能適切的運用

閩南語口語表達，展現

合宜的人性觀與自我

觀。 

 

第 3週 1 
台語演講稿「地動的

時陣」語詞解釋 

Aa-Ⅳ-1 羅馬拼音。 

Aa-Ⅳ-2 漢字書寫。 

Ab-Ⅳ-句型運用 

Ab-Ⅳ-3 方音差異。 

Ab-Ⅳ-4 文白異讀。 

Bd-Ⅳ-1 環境保護。 

Bd-Ⅳ-2 生態保育。 

 

1-Ⅳ -1  能聆聽並理解

閩南語對話的主題與內

容。 

3-Ⅳ-2 能從閩南語文

的閱讀中進行獨立思辨

分析與解決生活問題。 

3-Ⅳ-3 能運用標音符

號、羅馬字及漢字閱讀

閩南語文章，並了解文

意。 

      分組表演  

第 4週 1 
朗讀台語演講稿「地

動的時陣」 

Ab-Ⅳ-3 方音差異。 

Ab-Ⅳ-4 文白異讀。

Bg-Ⅳ-2 口語表達。 

Ba-Ⅳ-3 情緒表達。 

Bd-Ⅳ-1 環境保護。 

Bd-Ⅳ-2 生態保育。 

2-Ⅳ-1 能適切的運用

閩南語口語表達，展現

合宜的人性觀與自我

觀。 

3-Ⅳ-7 能透過閩南語

文的閱讀，建立公民意

識與責任感。 

3-Ⅳ-3 能運用標音符

分組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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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羅馬字及漢字閱讀

閩南語文章，並了解文

意。 

第 5週 1 
朗讀台語演講稿「地

動的時陣」 

Ab-Ⅳ-3 方音差異。 

Ab-Ⅳ-4 文白異讀。

Bg-Ⅳ-2 口語表達。 

Ba-Ⅳ-3 情緒表達。 

Bd-Ⅳ-1 環境保護。 

Bd-Ⅳ-2 生態保育。 

2-Ⅳ-1 能適切的運用

閩南語口語表達，展現

合宜的人性觀與自我

觀。 

3-Ⅳ-7 能透過閩南語

文的閱讀，建立公民意

識與責任感。 

3-Ⅳ-3 能運用標音符

號、羅馬字及漢字閱讀

閩南語文章，並了解文

意。 

分組表演  

第 6週 1 

1.以台語演講稿「地

動的時陣」內容為劇

本，學生分組討論飾

演角色 

2.學生根據自己扮演

角色，熟讀自己台詞 

Ab-Ⅳ-3 方音差異。 

Ab-Ⅳ-4 文白異讀。

Bg-Ⅳ-2 口語表達。 

Ba-Ⅳ-3 情緒表達。 

Ba-Ⅳ-4 性別尊重。 

2-Ⅳ-1 能適切的運用

閩南語口語表達，展現

合宜的人性觀與自我

觀。 

3-Ⅳ-7 能透過閩南語

文的閱讀，建立公民意

識與責任感。 

分組表演  

第 7週 1 國慶連假 無 無 無  

第 8週 1 

1. 以台語演講稿「地

動的時陣」內容為劇

本，學生分組對台詞

Ab-Ⅳ-3方音差異。 

Ab-Ⅳ-4文白異讀。

Bg-Ⅳ-2口語表達。 

1-Ⅳ-1 能聆聽並理解

閩南語對話的主題與內

容。 

分組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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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走位 Ba-Ⅳ-3情緒表達。 

Bf-Ⅳ-1 表演藝術。 

2-Ⅳ-2 能運用閩南語

表達並解決問題。 

3-Ⅳ-7 能透過閩南語

文的閱讀，建立公民意

識與責任感。 

2-Ⅳ-7 能以閩南語分

享團隊合作的心得與感

想。 

第 9週 1 
成果表演--「地動的

時陣」短劇演出 

Ab-Ⅳ-3方音差異。 

Ab-Ⅳ-4文白異讀。

Bg-Ⅳ-2口語表達。 

Ba-Ⅳ-3情緒表達。 

Bf-Ⅳ-1 表演藝術。 

1-Ⅳ-1 能聆聽並理解

閩南語對話的主題與內

容。 

2-Ⅳ-2 能運用閩南語

表達並解決問題。 

3-Ⅳ-7 能透過閩南語

文的閱讀，建立公民意

識與責任感。 

2-Ⅳ-7 能以閩南語分

享團隊合作的心得與感

想。 

分組表演  

第 10週 1 
介紹歌仔戲國寶—楊

麗花 

Be-Ⅳ-1 數位資源。 

Be-Ⅳ-2 影音媒材。 

Bf-Ⅳ-1 表演藝術。 

Bf-Ⅳ-2 藝術欣賞。 

1-Ⅳ-5 能聆聽並體會

閩南語相關藝文活動所

展現的內涵。 

2-Ⅳ-6 能透過閩南語

進行藝術欣賞，並說出

其藝文特色。 

4-Ⅳ-4 能在觀看影音

心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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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材與藝文活動後，以

閩南語文寫出感想。 

第 11週 1 
欣賞傳統戲劇—歌仔

戲(梁山伯與祝英台) 

Be-Ⅳ-1 數位資源。 

Be-Ⅳ-2 影音媒材。 

Bf-Ⅳ-1 表演藝術。 

Bf-Ⅳ-2 藝術欣賞。 

1-Ⅳ-5 能聆聽並體會

閩南語相關藝文活動所

展現的內涵。 

2-Ⅳ-6 能透過閩南語

進行藝術欣賞，並說出

其藝文特色。 

4-Ⅳ-4 能在觀看影音

媒材與藝文活動後，以

閩南語文寫出感想。 

心得分享  

第 12週 1 

 

 

 

欣賞傳統戲劇—歌仔

戲(梁山伯與祝英台) 

Be-Ⅳ-1 數位資源。 

Be-Ⅳ-2 影音媒材。 

Bf-Ⅳ-1 表演藝術。 

Bf-Ⅳ-2 藝術欣賞。 

1-Ⅳ-5 能聆聽並體會

閩南語相關藝文活動所

展現的內涵。 

2-Ⅳ-6 能透過閩南語

進行藝術欣賞，並說出

其藝文特色。 

4-Ⅳ-4 能在觀看影音

媒材與藝文活動後，以

閩南語文寫出感想。 

心得分享  

第 13週 1 台語諺語學習單 

Aa-Ⅳ-1 羅馬拼音。 

Aa-Ⅳ-2 漢字書寫。 

Ab-Ⅳ-2 句型運用。 

Ab-Ⅳ-3 方音差異。 

Bc-Ⅳ-2 公民素養。 

Bg-Ⅳ-1 生活應對。 

1-Ⅳ-6 能聽辨閩南語

話語中的用語和意涵，

並藉以增進溝通協調。 

2-Ⅳ-3 能以閩南語適

切地表達想法、情感，

並進行價值判斷。 

        筆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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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g-Ⅳ-2 口語表達。 

Bd-Ⅳ-1 環境保護。 

Bd-Ⅳ-2 生態保育。 

3-Ⅳ-7 能透過閩南語

文的閱讀，建立公民意

識與責任感。 

第 14週 1 
1.台語諺語學習單 

2.製作桌遊小卡 

Aa-Ⅳ-1 羅馬拼音。 

Aa-Ⅳ-2 漢字書寫。 

Ab-Ⅳ-2 句型運用。 

Ab-Ⅳ-3 方音差異。 

Bc-Ⅳ-2 公民素養。 

Bg-Ⅳ-1 生活應對。 

Bg-Ⅳ-2 口語表達。 

1-Ⅳ-6 能聽辨閩南語

話語中的用語和意涵，

並藉以增進溝通協調。 

2-Ⅳ-3 能以閩南語適

切地表達想法、情感，並

進行價值判斷。 

3-Ⅳ-7 能透過閩南語

文的閱讀，建立公民意

識與責任感。 

       筆試  

第 15週 1 玩台語桌遊 
Bg-Ⅳ-1 生活應對。 

Bg-Ⅳ-2 口語表達。 

2-Ⅳ-2 能運用閩南語

表達並解決問題。 

2-Ⅳ-7 能以閩南語分

享團隊合作的心得與感

想。 

         無  

第 16週 1 

影片欣賞—台語的魅

力，介紹台灣各地的

台語腔調與特色 

Ab-Ⅳ-1 語詞運用。 

Ab-Ⅳ-3 方音差異。 

Bh-Ⅳ-2 區域人文。 

Bh-Ⅳ-3 人文特色。 

1-Ⅳ-2 能聆聽閩南語

的表達，理解並思辨其

內容。 

1-Ⅳ-7 能聽辨閩南語

方音與語詞的差異性，

並培養多元文化的精

神。 

2-Ⅳ-4 能運用閩南語

表情達意，並能分享社

     心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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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參與的經驗。 

第 17週 1 台語新詩選讀 

Ab-Ⅳ-3 方音差異。 

Ab-Ⅳ-4 文白異讀。 

Ac-Ⅳ-2 詩歌短文。

Bh-Ⅳ-1 物產景觀。 

Bh-Ⅳ-2 區域人文。 

Bh-Ⅳ-3 人文特色。 

1-Ⅳ-2 能聆聽閩南語

的表達，理解並思辨其

內容。 

1-Ⅳ-7 能聽辨閩南語

方音與語詞的差異性，

並培養多元文化的精

神。3-Ⅳ-1 能主動閱

讀不同文體的閩南語文

作品，藉此增進自我了

解。 

3-Ⅳ-8 能透過閩南語

文作品的閱讀，理解、尊

重不同語言與文化的特

色。 

       口試  

第 18週 1 台語新詩選讀 

Ab-Ⅳ-3 方音差異。 

Ab-Ⅳ-4 文白異讀。 

Ac-Ⅳ-2 詩歌短文。

Bh-Ⅳ-1 物產景觀。 

Bh-Ⅳ-2 區域人文。 

Bh-Ⅳ-3 人文特色。 

1-Ⅳ-2 能聆聽閩南語

的表達，理解並思辨其

內容。 

1-Ⅳ-7 能聽辨閩南語

方音與語詞的差異性，

並培養多元文化的精

神。3-Ⅳ-1 能主動閱

讀不同文體的閩南語文

作品，藉此增進自我了

解。 

口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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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Ⅳ-8 能透過閩南語

文作品的閱讀，理解、尊

重不同語言與文化的特

色。 

第 19週 1 元旦連假 無 無 無  

第 20週  古詩吟唱 

Ab-Ⅳ-4 文白異讀。 

Ac-Ⅳ-2 詩歌短文。 

Ac-Ⅳ-3 詩歌選讀。 

1-Ⅳ-5 能聆聽並體會

閩南語相關藝文活動所

展現的內涵。 

2-Ⅳ-6 能透過閩南語

進行藝術欣賞，並說出

其藝文特色。 

3-Ⅳ-6 能透過閱讀閩

南語藝文作品及相關資

訊，體會作品的意境與

美感。 

口試  

第 21週 1 

1. 台語影片欣賞-- 

消失中的石虎 

選下學期社長 

Be-Ⅳ-1 數位資源。 

Be-Ⅳ-2 影音媒材。 

Bd-Ⅳ-1 環境保護。 

Bd-Ⅳ-2 生態保育。 

1-Ⅳ-3 能聽辨生活中

以閩南語表達的重要議

題，並激發創新應變的

潛能。 

2-Ⅳ-3 能以閩南語適

切地表達想法、情感，並

進行價值判斷。 

2-Ⅳ-4 能運用閩南語

表情達意，並能分享社

會參與的經驗。 

心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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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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南市立後甲國民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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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家語 實施年級 三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 20 )節 社團編號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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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ㄧ、促進自我與生涯發展，發展自我潛在能力並肯定自我價值，增進自主學習能力與強化自我管理，進而尊重並珍 

  惜生命，追求幸福美好人生。 

二、發展友善的互動知能與態度，建立良好的人際關係，增進妥適的情感表達和互動，培養卓越的團體合作與服務 

  領導之素養，提升生活品質，展現生活美感。  

三、落實社會與環境關懷，發展思辨能力與適切的處理策略，尊重多元文化，積極關懷人群與生態，養成公民意識 

  及社會責任感。 

四、建立健康生活型態，培養日常生活中之各種身體活動能力並具備欣賞能力等文化素養，以鍛鍊身心，培養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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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週 1 語詞及客家節慶介紹 

Ac-Ⅳ-2 客家語進階日常用

句。 

Ae-Ⅳ-1 客家語思 

維及情意表達。 

Ba-Ⅳ-1 性格特質 

學會客家節慶語詞說法 口語練習，分組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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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性向探索。 

Bc-Ⅳ-1 休閒育樂。 

Cb-Ⅳ-1 客家歷史 

文化。 

第 3週 1 拼音.語詞練習 

Aa-Ⅳ-1 客家語聲韻

調系統的綜合運用。 

Ac-Ⅳ-2 客家語進階

日常用句。 

能使用客語拼音及語詞 

口語練習，分組練習  

第 4週 1 拼音.語詞練習 

Aa-Ⅳ-1 客家語聲韻

調系統的綜合運用。 

Ac-Ⅳ-2 客家語進階

日常用句。 

能使用客語拼音及語詞 

口語練習，分組練習  

第 5週 1 拼音.語詞練習 

Aa-Ⅳ-1 客家語聲韻

調系統的綜合運用。 

Ac-Ⅳ-2 客家語進階

日常用句。 

能使用客語拼音及語詞 

口語練習，分組練習  

第 6週 1 
語詞練習及客家影片

欣賞 

Aa-Ⅳ-1 客家語聲韻

調系統的綜合運用。 

Ac-Ⅳ-2 客家語進階

日常用句。 

Ae-Ⅳ-1 客家語思 

維及情意表達。 

Bc-Ⅳ-1 休閒育樂。 

Cb-Ⅳ-1 客家歷史 

文化 

能使用客語語詞及發表

觀看影片心得 

口語練習，分組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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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週 1 國慶連假 無 無 無  

第 8週 1 拼音.語詞練習 

Aa-Ⅳ-1 客家語聲韻

調系統的綜合運用。 

Ac-Ⅳ-2 客家語進階

日常用句。 

能使用客語拼音及語詞 

口語練習，分組練習  

第 9週 1 
客家藍衫介紹與藍染

物品實作 

Ac-Ⅳ-2 客家語進階

日常用句。 

Ae-Ⅳ-1 客家語思 

維及情意表達。 

能使用客語拼音及語詞 

說出客家藍衫說法及其

內涵與實做藍染作品 

口語練習,手工實做 

 

第 10週 1 拼音.語詞練習 

Aa-Ⅳ-1 客家語聲韻

調系統的綜合運用。 

Ac-Ⅳ-2 客家語進階

日常用句。 

能使用客語拼音及語詞 

口語練習，分組練習  

第 11週 1 客家朗讀文章分享 

Aa-Ⅳ-1 客家語聲 

韻調系統的綜合運 

用。 

Ac-Ⅳ-2 客家語進 

階日常用句。 

Ae-Ⅳ-1 客家語思 

維及情意表達。 

能使用客語拼音及語詞 

並聽懂客語語詞及用客 

家語文與其他語文對 

譯。 

口語練習，分組練習 

 

第 12週 1 
語詞練習及客家影片

欣賞 

Aa-Ⅳ-1 客家語聲韻

調系統的綜合運用。 

Ac-Ⅳ-2 客家語進階

日常用句。 

Ae-Ⅳ-1 客家語思 

能使用客語語詞及發表

觀看影片心得 

 

 

口語練習，分組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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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及情意表達。 

Bc-Ⅳ-1 休閒育樂。 

Cb-Ⅳ-1 客家歷史 

文化 

第 13週 1 拼音.語詞練習 

Aa-Ⅳ-1 客家語聲韻

調系統的綜合運用。 

Ac-Ⅳ-2 客家語進階

日常用句。 

能使用客語拼音及語詞 

口語練習，分組練習  

第 14週 1 拼音.語詞練習 

Aa-Ⅳ-1 客家語聲韻

調系統的綜合運用。 

Ac-Ⅳ-2 客家語進階

日常用句。 

能使用客語拼音及語詞 口語練習，分組練習 

 

第 15週 1 客家朗讀文章分享 

Aa-Ⅳ-1 客家語聲 

韻調系統的綜合運 

用。 

Ac-Ⅳ-2 客家語進 

階日常用句。 

Ae-Ⅳ-1 客家語思 

維及情意表達。 

能使用客語拼音及語詞 

並聽懂客語語詞及用客 

家語文與其他語文對 

譯。 

口語練習，分組練習 

 

第 16週 1 拼音.語詞練習 

Aa-Ⅳ-1 客家語聲韻

調系統的綜合運用。 

Ac-Ⅳ-2 客家語進階

日常用句。 

能使用客語拼音及語詞 口語練習，分組練習 

 

第 17週 1 
語詞練習及客家影片

欣賞 

Aa-Ⅳ-1 客家語聲韻

調系統的綜合運用。 

能使用客語語詞及發表

觀看影片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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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Ⅳ-2 客家語進階

日常用句。 

Ae-Ⅳ-1 客家語思 

維及情意表達。 

Bc-Ⅳ-1 休閒育樂。 

Cb-Ⅳ-1 客家歷史 

文化 

口語練習，分組練習 

第 18週 1 拼音.語詞練習 

Aa-Ⅳ-1 客家語聲韻

調系統的綜合運用。 

Ac-Ⅳ-2 客家語進階

日常用句。 

能使用客語拼音及語詞 口語練習，分組練習 

 

第 19週 1 元旦連假 無 無 無  

第 20週  

期末測驗 Aa-Ⅳ-1 客家語聲 

韻調系統的綜合運 

用。 

Ac-Ⅳ-2 客家語進 

階日常用句。 

Ae-Ⅳ-1 客家語思 

維及情意表達。 

Ba-Ⅳ-1 性格特質 

與性向探索。 

Bc-Ⅳ-1 休閒育樂。 

Cb-Ⅳ-1 客家歷史 

文化 

能使用客語拼音，唱客

家歌曲,用本學期所學

客家語表達出來。 

口語練習，分組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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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1週 1 

心得分享 Aa-Ⅳ-1 客家語聲 

韻調系統的綜合運 

用。 

Ac-Ⅳ-2 客家語進 

階日常用句。 

Ae-Ⅳ-1 客家語思 

維及情意表達。 

Ba-Ⅳ-1 性格特質 

與性向探索。 

Bc-Ⅳ-1 休閒育樂。 

Cb-Ⅳ-1 客家歷史 

文化 

能使用客語拼音，唱客

家歌曲,用客家語與他

人分享心得 

口語練習，分組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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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南市立後甲國民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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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學 A 實施年級 三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 20 )節 社團編號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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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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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能夠透過進階數學、基礎物理、基礎化學課程，提升運算思維能力與興趣。 

2.學生能夠建構連結生活中的自然現象、數學組合與其影響。 

3.學生能夠自主學習，察覺自我學習的理解狀況與投入程度。 

課程架構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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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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與式 

數 N-10-1 實數：數 

線，十進制小數的意 

義，三一律，有理數 

的十進制小數特徵， 

無理數之十進制小數 

的估算，科學記號數 

字的運算 

能夠學會數與數線 

1.口頭發表 

2.學習單 

3.上台解題 

 

第 3週 1 數與式 

數 N-10-1 實數：數 

線，十進制小數的意 

義，三一律，有理數 

的十進制小數特徵， 

無理數之十進制小數 

的估算，科學記號數 

字的運算 

能夠學會數與數線 

1.口頭發表  

2.學習單  

3.上台解題 

 

第 4週 1 數與式 

數 N-10-2 絕對值： 

絕對值方程式與不等 

式 

能夠學會算幾不等式、 

絕對值的性質 

1.口頭發表 

2.學習單  

3.上台解題 

 

第 5週 1 數與式 

數 N-10-2 絕對值： 

絕對值方程式與不等 

式 

能夠學會算幾不等式、 

絕對值的性質 

1.口頭發表 

2.學習單  

3.上台解題 

 

第 6週 1 
簡單多項式函數及其 

圖形 

數 A-10-1式的運算：

三次乘法公式， 

根式與分式的運算 

能夠認識多項式函數定

義及其圖形 

1.口頭發表 

2.學習單 

3.上台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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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週 1 國慶連假 無 無 無  

第 8週 1 多項式的運算與應用 

數 A-10-2 多項式之

除法原理：因式定理

與餘式定理，多項式

除以(𝑥−𝑎)之運算，並

將其表為 (𝑥−𝑎)之形

式的多項式 

能夠認識多項式基本概

念與除法原理、餘式定

理、因式定理 

1.口頭發表 

2.學習單 

3.上台解題 

 

第 9週 1 多項式方程式 

數 F-10-1 一次與二

次函數：從方程式到 

𝑓(𝑥) 的形式轉換，一

次函數圖形與𝑦=𝑚𝑥

圖形的關係，數線上

的分點公式與一次函

數求值。用配方將二

次函數化為標準式，

二 次 函 數 圖 形 與

𝑦=𝑎𝑥2 圖形的關係，

情境中的應用問題 

能夠瞭解與運算多項式

方程式 

1.口頭發表 

2.學習單 

3.上台解題 

 

第 10週 1 
多項式函數的圖形與 

多項式不等式 

數 F-10-2 三次函數

的圖形特徵：二次、三

次函數圖形的對稱

性， 兩 者 圖 形 的 

大 域(global)特徵

由最高次項決定，而

能夠認識與畫出多項式

函數的圖形 

1.口頭發表 

2.學習單 

3.上台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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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部(local)則近似

一條直線 

數 F-10-3 多項式不

等式：解一次、二次、

或已分解之多項式不

等 

式的解區間，連結多

項式函數的圖形 

第 11週 1 
多項式函數的圖形與 

多項式不等式 

數 F-10-3 多項式不

等式：解一次、二次、

或已分解之多項式不

等式的解區間，連結

多項式函數的圖形 

能夠認識與應用多項式

不等式 

1.口頭發表 

2.學習單 

3.上台解題 

 

第 12週 1 指數函數 

數 N-10-3指數：非負

實數之小數或分數次

方的意義，幾何平均

數 

與算幾不等式，複習

指數律，實數指數的

意義，使用計算機的 

𝑥𝑦鍵 

能夠瞭解何謂指數及其

相關運用 

1.口頭發表 

2.學習單 

3.上台解題 

 

第 13週 1 對數函數 

數 N-10-4常用對數：

log 的意義，常用對

數與科學記號連結，

使用計算機的 10𝑥鍵

和 log鍵 

能夠瞭解何謂對數及其

相關運用 

1.口頭發表 

2.學習單 

3.上台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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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4週 1 指數與對數的應用 

數 N-10-6數列、級數

與遞迴關係：有限項

遞迴數列，有限項等

比級數，常用的求和

公式，數學歸納法 

能夠學會指數與對數的

應用 

1.口頭發表 

2.學習單 

3.上台解題 

 

第 15週 1 指數與對數的應用 

數 N-10-6數列、級數

與遞迴關係：有限項

遞迴數列，有限項等

比級數，常用的求和

公式，數學歸納法 

能夠學會指數與對數的

應用 

1.口頭發表 

2.學習單 

3.上台解題 

 

第 16週 1 積木學數學 

數 n-IV-7 辨識數列

的規律性，以數學符

號表徵生活中的數量

關係與規律，認識等

差數列與等比數列，

並能依首項與公差或

公比計算其他各項 

能夠看見抽象的數學概

念 

1.口頭發表 

2. Soma Cube練習 
 

第 17週 1 摺紙玩數學 

數 s-IV-2 理解角的

各種性質、三角形與

凸多邊形的內角和外

角的意義、三角形的

外角和、與凸多邊形

的內角和，並能應用

於解決幾何與日常生

活的問題 

能夠使用摺紙來解數學

方程式以及理解幾何 

1.口頭發表 

2.摺紙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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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8週 1 
臺南一中科學班試題

(數學) 

數 n-IV-1理解因數、

倍數、質數、最大公因

數、最小公倍數的意

義及熟練其計算，並

能運用到日常生活的

情境解決問題 

數 n-IV-4理解比、比

例式、正比、反比和連

比的意義和推理，並

能運用到日常生活的

情境解決問題 

能夠學會與熟悉數學題

型與邏輯 

1.口頭發表 

2.上台解題 
 

第 19週 1 元旦連假 無 無 無  

第 20週  
臺南一中科學班試題 

(化學) 
 

能夠學會與精熟化學題

型與應用 

1.口頭發表 

2.上台解題 
 

第 21週 1 
臺南一中科學班試題 

(數學) 

數 n-IV-5 理解二次

方根的意義、符號與

根式的四則運算，並

能運用到日常生活的

情境解決問題 

數 a-IV-1 理解並應

用符號及文字敘述表

達概念、運算、推理及

證明 

能夠學會與精熟數學題

型與邏輯 

1.口頭發表 

2.上台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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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南市立後甲國民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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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學 B 實施年級 三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 20 )節 社團編號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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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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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能夠透過進階數學、基礎物理、基礎化學課程，提升運算思維能力與興趣。 

2.學生能夠建構連結生活中的自然現象、數學組合與其影響。 

3.學生能夠自主學習，察覺自我學習的理解狀況與投入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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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與式 

數 N-10-1 實數：數 

線，十進制小數的意 

義，三一律，有理數 

的十進制小數特徵， 

無理數之十進制小數 

的估算，科學記號數 

字的運算 

能夠學會數與數線 

1.口頭發表 

2.學習單 

3.上台解題 

 

第 3週 1 數與式 

數 N-10-1 實數：數 

線，十進制小數的意 

義，三一律，有理數 

的十進制小數特徵， 

無理數之十進制小數 

能夠學會數與數線 

1.口頭發表  

2.學習單  

3.上台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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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估算，科學記號數 

字的運算 

第 4週 1 數與式 

數 N-10-2 絕對值： 

絕對值方程式與不等 

式 

能夠學會算幾不等式、 

絕對值的性質 

1.口頭發表 

2.學習單  

3.上台解題 

 

第 5週 1 數與式 

數 N-10-2 絕對值： 

絕對值方程式與不等 

式 

能夠學會算幾不等式、 

絕對值的性質 

1.口頭發表 

2.學習單  

3.上台解題 

 

第 6週 1 
簡單多項式函數及其 

圖形 

數 A-10-1式的運算：

三次乘法公式， 

根式與分式的運算 

能夠認識多項式函數定

義及其圖形 

1.口頭發表 

2.學習單 

3.上台解題 

 

第 7週 1 多項式的運算與應用 

數 A-10-2 多項式之

除法原理：因式定理

與餘式定理，多項式

除以(𝑥−𝑎)之運算，並

將其表為 (𝑥−𝑎)之形

式的多項式 

能夠認識多項式基本概

念與除法原理、餘式定

理、因式定理 

1.口頭發表 

2.學習單 

3.上台解題 

 

第 8週 1 多項式的運算與應用 

數 A-10-2 多項式之

除法原理：因式定理

與餘式定理，多項式

除以(𝑥−𝑎)之運算，並

將其表為 (𝑥−𝑎)之形

式的多項式 

能夠認識多項式基本概

念與除法原理、餘式定

理、因式定理 

1.口頭發表 

2.學習單 

3.上台解題 

 

第 9週 1 國慶連假 無 無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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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週 1 
多項式函數的圖形與 

多項式不等式 

數 F-10-2 三次函數

的圖形特徵：二次、三

次函數圖形的對稱

性， 兩 者 圖 形 的 

大 域(global)特徵

由最高次項決定，而

局部(local)則近似

一條直線 

數 F-10-3 多項式不

等式：解一次、二次、

或已分解之多項式不

等 

式的解區間，連結多

項式函數的圖形 

能夠認識與畫出多項式

函數的圖形 

1.口頭發表 

2.學習單 

3.上台解題 

 

第 11週 1 
多項式函數的圖形與 

多項式不等式 

數 F-10-3 多項式不

等式：解一次、二次、

或已分解之多項式不

等式的解區間，連結

多項式函數的圖形 

能夠認識與應用多項式

不等式 

1.口頭發表 

2.學習單 

3.上台解題 

 

第 12週 1 指數函數 

數 N-10-3指數：非負

實數之小數或分數次

方的意義，幾何平均

數 

與算幾不等式，複習

指數律，實數指數的

意義，使用計算機的 

能夠瞭解何謂指數及其

相關運用 

1.口頭發表 

2.學習單 

3.上台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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𝑥𝑦鍵 

第 13週 1 對數函數 

數 N-10-4常用對數：

log 的意義，常用對

數與科學記號連結，

使用計算機的 10𝑥鍵

和 log鍵 

能夠瞭解何謂對數及其

相關運用 

1.口頭發表 

2.學習單 

3.上台解題 

 

第 14週 1 指數與對數的應用 

數 N-10-6數列、級數

與遞迴關係：有限項

遞迴數列，有限項等

比級數，常用的求和

公式，數學歸納法 

能夠學會指數與對數的

應用 

1.口頭發表 

2.學習單 

3.上台解題 

 

第 15週 1 指數與對數的應用 

數 N-10-6數列、級數

與遞迴關係：有限項

遞迴數列，有限項等

比級數，常用的求和

公式，數學歸納法 

能夠學會指數與對數的

應用 

1.口頭發表 

2.學習單 

3.上台解題 

 

第 16週 1 積木學數學 

數 n-IV-7 辨識數列

的規律性，以數學符

號表徵生活中的數量

關係與規律，認識等

差數列與等比數列，

並能依首項與公差或

公比計算其他各項 

能夠看見抽象的數學概

念 

1.口頭發表 

2. Soma Cube練習 
 

第 17週 1 摺紙玩數學 
數 s-IV-2 理解角的

各種性質、三角形與

能夠使用摺紙來解數學

方程式以及理解幾何 

1.口頭發表 

2.摺紙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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凸多邊形的內角和外

角的意義、三角形的

外角和、與凸多邊形

的內角和，並能應用

於解決幾何與日常生

活的問題 

第 18週 1 
臺南一中科學班試題

(數學) 

數 n-IV-1理解因數、

倍數、質數、最大公因

數、最小公倍數的意

義及熟練其計算，並

能運用到日常生活的

情境解決問題 

數 n-IV-4理解比、比

例式、正比、反比和連

比的意義和推理，並

能運用到日常生活的

情境解決問題 

能夠學會與熟悉數學題

型與邏輯 

1.口頭發表 

2.上台解題 
 

第 19週 1 元旦連假 無 無 無  

第 20週  
臺南一中科學班試題 

(化學) 
 

能夠學會與精熟化學題

型與應用 

1.口頭發表 

2.上台解題 
 

第 21週 1 
臺南一中科學班試題 

(數學) 

數 n-IV-5 理解二次

方根的意義、符號與

根式的四則運算，並

能運用到日常生活的

情境解決問題 

能夠學會與精熟數學題

型與邏輯 

1.口頭發表 

2.上台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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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 a-IV-1 理解並應

用符號及文字敘述表

達概念、運算、推理及

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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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南市立後甲國民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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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計職群 

(合作學校-光華高中) 
實施年級 九年級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 52 )節 社團編號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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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自主行動  A1  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A3  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 溝通互動  B2  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B3  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課程目標 

1.設計職群之色彩學認識、基礎描繪、電腦繪圖等主題認識與應用 
2.加深生涯認識、培養學生生涯發展之基本能力。 
3.由職群的實務學習中，加深對未來生涯之試探。 
4.培育人本情懷與統整能力。 
5.培養自我發展、創造思考及適應變遷的能力。 
6.建立正確的生涯價值觀及奠定生涯準備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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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 0 停課 -- -- -- 8/30開學典禮 

第 2週 3 職群概論 
1.設計職群之基本介

紹及職業安全與道德 

1.培養學生瞭解本職群

課程內容及並具備敬業
問答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2.設計的定義、分類

與設計產業的重要性 

合作之職業道德及工作

態度 

2.認識文字描述其設計

特色或繪製彩色簡易圖

例 

第 3週 3 電腦繪圖 電腦繪圖 

1.瞭解電腦繪圖 

2.認識電腦硬體與軟體 

3.認識電腦繪圖簡史 

實作  

第 4週 3 電腦繪圖 點陣繪圖 
2.瞭解各種質感，如立

體筆觸、光影等 
實作  

第 5週 3 電腦繪圖 點陣繪圖 
1.瞭解影像複製與拼貼 

2.瞭解色調控制與調整 
實作  

第 6週 3 電腦繪圖 影像處理 
1.認識去背景及色彩轉

換技巧 
實作 第一次段考 

第 7週 0 停課 -- -- -- 國慶日放假 

第 8週 1 技藝教育講座 認識 15群科  
認識 15群科及其升學

方式 
問答  

第 9週 3 設計基礎 何謂設計 
瞭解設計的意義與本質

及其在生活中的應用 
實作  

第 10週 3 基礎描繪 基礎描繪與素描概說 

1.認識描繪的意義及目

的 

2.瞭解描繪和設計表現

的關係 

3.瞭解描繪的表現內容

及形式 

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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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週 3 基礎描繪 基礎描繪的工具 瞭解工具與基本技法 實作  

第 12週 3 基礎描繪 形體的觀察與描繪 
知道形體的簡化、整體

感技巧 
實作  

第 13週 3 電腦繪圖 影像處理 
1.知道立體效果、圖像

拼貼技巧 
實作 第二次段考 

第 14週 3 電腦繪圖 影像處理 
知道解析度調整、輸出

與列印技巧 
實作  

第 15週 3 電腦繪圖 實務應用 瞭解編排設計技巧 實作  

第 16週 3 電腦繪圖 實務應用 認識各種圖像繪製技巧 實作  

第 17週 3 
電腦繪圖 

綜合運用 
瞭解文字造型與編排、

插圖製作技巧 
實作  

第 18週 3 基礎描繪 
光影明暗的觀察與表

現 

1.瞭解光影明暗的觀察

與描繪技巧 

2.瞭解光影明暗的表現

與象徵手法 

實作  

第 19週 0 停課 -- -- -- 元旦放假 

第 20週 3 色彩學 
1.色彩的認識 

2.色彩的本質 

1.瞭解色彩觀察的方式 

2.運用4-6色表現溫暖

的色調 

實作  

第 21週 3 色彩學 色彩特性與應用 

1.認識色彩三要素 

2.瞭解色樣本(色票)介

紹 

實作 第三次段考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3.瞭解色鉛筆畫繪畫技

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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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立後甲國民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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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政職群 

(合作學校-光華高中) 
實施年級 九年級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 52 )節 社團編號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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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自主行動  A1  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A3  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 溝通互動  B1  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3  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 社會參與  C2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課程目標 

1.家政職群之職群概論、美容、美髮、服飾、幼兒保育等主題認識與應用 
2.加深生涯認識、培養學生生涯發展之基本能力。 
3.由職群的實務學習中，加深對未來生涯之試探。 
4.培育人本情懷與統整能力。 
5.培養自我發展、創造思考及適應變遷的能力。 
6.建立正確的生涯價值觀及奠定生涯準備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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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 0 停課 -- -- -- 8/30開學典禮 

第 2週 3 職群概論 

1.家政職群的意義與

範圍 

2.家政相關的行業與

工作 

3.職業安全與道德 

培養學生瞭解並具備敬

業合作之職業道德及工

作態度。 

問答  

第 3週 3 美容 皮膚保養 

1.皮膚的認識與清潔 

2.保養品的認識與使用 

3.認識皮膚保養的程序 

4.認識居家皮膚保養的

技巧 

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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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週 3 美容 臉部的按摩 
1.認識按摩用品的種類 

2.瞭解臉部按摩的技巧 
實作  

第 5週 3 美容 紙上化妝 各式眉型的認識 實作  

第 6週 3 美容 紙上化妝 認識彩妝紙上化妝 實作 第一次段考 

第 7週 0 停課 -- -- -- 國慶日放假 

第 8週 1 技藝教育講座 認識 15群科  
認識15群科及其升學方

式 
問答  

第 9週 3 幼兒保育 幼兒藝術創作 
認識幼兒音樂、律動及

戲劇技巧 
實作  

第 10週 3 幼兒保育 幼兒藝術創作 
認識幼兒繪畫及美勞技

巧 
實作  

第 11週 3 幼兒保育 幼兒藝術創作 認識幼兒遊戲技巧 實作  

第 12週 3 服飾 基本手縫應用 
認識基本手縫法的用途 

學會基本手縫法 
實作  

第 13週 3 服飾 服裝飾品與應用 

認識服飾品的類別與用

途 

瞭解服飾品的搭配要素 

實作 第二次段考 

第 14週 3 
服飾 

服裝飾品的製作 瞭解服裝飾品製作 實作  

第 15週 3 美髮 按摩服務與實作 
認識按摩指壓的操作手

法及指壓的種類 
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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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6週 3 美髮 洗髮技巧與實作 

1.認識洗髮劑的種類及

應用 

2.認識洗髮前的準備工

作 

3.認識洗髮應注意事項 

實作  

第 17週 3 美髮 編髮的技巧與實作 
1.認識編髮的技巧 

2.認識編髮基本型 
實作  

第 18週 3 美髮 
電鉗操作的技巧與實

作 

1.認識電鉗的構造與功

用 

2.認識電鉗的操作方式 

實作  

第 19週 0 停課 -- -- -- 元旦放假 

第 20週 3 美髮 
吹風的基本技巧（延

伸） 

瞭解吹風機與梳子的拿

法、直吹內彎髮型及外

翻髮型 

實作  

第 21週 3 美容 基礎化妝 
瞭解化妝程序及注意事

項 
實作 第三次段考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臺南市立後甲國民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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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力機械職群班 實施年級 九年級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 52 )節 社團編號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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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 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C 社會參與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課程目標 

1.認識動力機械職群的基本知識。 

2.習得動力機械職群的基本技能及未來生涯進路發展。 

3.養成正確的工作態度及職業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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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 0 停課 -- -- -- 8/30開學典禮 

第 2週 3 職群概論 

1.動力機械職群之基 

本介紹及職業安全與

道德 

2.能源與動力機械介

紹 

3.內、外燃機種類  

瞭解工廠消防設備操作 問答  

第 3週 3 機車基本認識 機車動力系統 
認識機車各種引擎構造

及檢查方式 
實作  

第 4週 3 機車基本認識 機車動力系統 
認識機車各種引擎構造

及檢查方式 
實作  

第 5週 3 機車基本認識 機車車架系統 
機車各種車型車架結構

設計差異與實習 
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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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週 3 機車基本認識 機車車架系統 
機車各種車型車架結構

設計差異與實習 
實作 第一次段考 

第 7週 0 停課 -- -- -- 國慶日放假 

第 8週 1 技藝教育講座 認識 15群科  
認識 15群科及其升學

方式 
問答  

第 9週 3 機車基本認識 機車電路系統 
瞭解機車基本迴路應用

原理與實習 
實作  

第 10週 3 機車基本認識 機車定期保養 
瞭解機車保養基本檢查

項目與要領實習 
實作  

第 11週 3 汽車基本認識 汽車引擎 
瞭解汽車各種引擎構造

及檢查方式實習 
實作  

第 12週 3 汽車基本認識 汽車底盤 
瞭解底盤各系統功能應

用與實習 
實作  

第 13週 3 汽車基本認識 電路系統 
瞭解汽車基本迴路應用

與實習 
實作 第二次段考 

第 14週 3 汽車基本認識 汽車定期保養 
瞭解汽車保養基本檢查

項目與要領實習 
實作  

第 15週 3 汽車基本認識 汽車底盤主件拆裝 
瞭解各種車型剎車系統

結構拆裝 
實作  

第 16週 3 引擎基礎實習 基本工具及設備使用 
認識各種工具及正確使

用 
實作  

第 17週 3 引擎基礎實習 引擎調整 
瞭解使用特殊工具檢查

與調整引擎 
實作  

第 18週 3 引擎基礎實習 引擎基本檢查、清潔 
瞭解引擎內各種油脂認

識與檢查 
實作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第 19週 0 停課 -- -- -- 元旦放假 

第 20週 3 引擎基礎實習 主要附屬零件拆裝 
認識附屬系統元件及拆

裝 
實作  

第 21週 3 汽車美容 車身外部清潔維護 

操作相關設備與工具使

用，車身外部清潔與打

蠟實習 

實作 第三次段考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臺南市立後甲國民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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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品職群 

(合作學校-慈幼工商) 
實施年級 九年級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 52 )節 社團編號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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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 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3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 社會參與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課程目標 
1.認識食品職群之中式麵食加工、烘焙等主題基本知識、技能。 
2.認識食品職群的基本技能及未還生涯進路發展 
3.瞭解正確工作態度及職業道德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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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週 0 停課 -- -- -- 8/30開學典禮 

第 2週 3 職群概論 

1.食品職群基本介紹 

  及職業安全與道德 

2.食品加工範圍與產

業 

3.食品原料與機具 

4.食品安全與衛生 

5.食品檢驗分析及生

物技術 

1.各種設備與  器具使

用練習 

2.可可雪球製作 

1.問答 

2.實作 
 

第 3週 3 中式麵食加工 
基本單元: 酥(油)

皮、糕(漿)皮類 
鳳梨酥製作 

1.實作 

2.每人製作 10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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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週 3 中式麵食加工 
 酥(油)皮、糕(漿)皮

類 
Q心酥製作 

1.實作 

2.每人製作 8個 
 

第 5週 3 中式麵食加工 
酥(油)皮、糕(漿)皮

類 
酥皮蛋塔製作 

1.實作 

2.每人製作 8個 
 

第 6週 3 中式麵食加工 
酥(油)皮、糕(漿)皮

類 
台式月餅製作 

1.實作 

2.每人製作 8個 
第一次段考 

第 7週 0 停課 -- -- -- 國慶日放假 

第 8週 1 技藝教育講座 認識 15群科  
認識 15群科及其升學

方式 
問答  

第 9週 3 中式麵食加工 
酥(油)皮、糕(漿)皮

類 
椰蓉酥製作 

1.實作 

2.每人製作 6個 
 

第 10週 3 中式麵食加工 
酥(油)皮、糕(漿) 

皮類 
菊花酥製作 

1.實作 

2.每人製作 8個 
 

第 11週 3 烘  焙 蛋糕類 海綿蛋糕製作 
1.實作 

2.每人製作 1個 
 

第 12週 3 烘  焙 蛋糕類 巧克力戚風蛋糕捲製作 
1.實作 

2.每人製作 1條 
 

第 13週 3 烘  焙 蛋糕類 大理石奶油蛋糕製作 
1.實作 

2.每人製作 1個 
第二次段考 

第 14週 3 烘  焙 蛋糕類 
橘皮葡萄乾麥芬蛋糕製

作 

1.實作 

2.每人製作 10個 
 

第 15週 3 烘  焙 西點類 果醬菊花酥製作 
1.實作 

2.每人製作 25個 
 

第 16週 3 烘  焙 
進階西點類(延伸單

元) 
披薩製作 

1.實作 

2.每人製作 5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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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7週 3 烘  焙 
進階西點類(延伸單

元) 
瑪利酥製作 

1.實作 

2.每人製作 10個 
 

第 18週 3 烘  焙 
進階蛋糕類 (延伸單

元) 
彩紋戚風蛋糕捲製作 

1.實作 

2.每人製作 1條 
 

第 19週 0 停課 -- -- -- 元旦放假 

第 20週 3 烘  焙 西點類 南瓜子脆片製作 
1.實作 

2.每人製作 30個 
 

第 21週 3 烘  焙 蛋糕類 檸檬炸彈製作 
1.實作 

2.每人製作 10個 
第三次段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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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立後甲國民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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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旅職群 

(合作學校-南英商工) 
實施年級 九年級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 52 )節 社團編號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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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自主行動  A1  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B 溝通互動  B3  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 社會參與  C2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課程目標 

1.餐旅職群之中餐廚藝製作、飲料調製實務、旅館實務、餐飲服務技術、西餐廚藝製作等主題認識與應用 

2.加深生涯認識、培養學生生涯發展之基本能力。 

3.由職群的實務學習中，加深對未來生涯之試探。 

4.培育人本情懷與統整能力。 

5.培養自我發展、創造思考及適應變遷的能力。 

6.建立正確的生涯價值觀及奠定生涯準備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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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 0 停課 -- -- -- 8/30開學典禮 

第 2週 3 職群概論 
1.餐旅職群實習科目 

2.未來升學進路介紹 

1.認識餐旅職群。 

2.認識餐旅職群的基本

技能及未來生涯進路發

展。 

3.瞭解正確工作態度及

職業道德的重要性。 

問答  

第 3週 3 房務作業 
1.單人床鋪床作業 

2.轉(開)夜床作業 

1.認識旅館實務的基本

知識。 
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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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習得旅館設施及房務

作業的基本操作。 

3.習得櫃檯服務作業的

基本操作。 

4.增進對旅館實務的學

習興趣並建立良好工作

態度。 

第 4週 3 
廚房器具的認識、使

用與衛生安全 

1.認識廚房設備與器

具 

2.正確的使用刀具 

3.基礎刀工介紹及練

習 

4.翡翠炒飯、蕃茄炒

蛋實作 

1.認識中餐廚藝製作的

基本知識。 

2.習得基本烹調法的技

能。 

3.增進對中餐廚藝製作

的學習興趣並建立良好

工作態度。 

實作  

第 5週 3 
食材的認識、保存與

烹調法介紹 

1. 六大類食物與營

養素 

2.食材辨識 

3.食物保存與原則 

4.基本烹調法(五彩

豆乾丁、清蒸魚) 

1.認識中餐廚藝製作的

基本知識。 

2.習得基本烹調法的技

能。 

3.增進對中餐廚藝製作

的學習興趣並建立良好

工作態度。 

實作  

第 6週 3 基本烹調法實習 

蕃茄炒蛋、培根炒高

麗菜、榨菜炒肉絲練

習 

1.認識中餐廚藝製作的

基本知識。 

2.習得基本烹調法的技

能。 

3.增進對中餐廚藝製作

實作 第一次段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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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學習興趣並建立良好

工作態度。 

第 7週 0 停課 -- -- -- 國慶日放假 

第 8週 1 技藝教育講座 認識 15群科  
認識 15群科及其升學

方式 
問答  

第 9週 3 基本烹調法實習 

煮、滷、燴-煮白

飯、滷雞翅、燴三鮮

練習 

1.認識中餐廚藝製作的

基本知識。 

2.習得基本烹調法的技

能。 

3.增進對中餐廚藝製作

的學習興趣並建立良好

工作態度。 

實作  

第 10週 3 基本烹調法實習 

蒸、羹-清蒸魚、粉

蒸排骨、茶碗蒸、三

色豆腐羹練習 

1.認識中餐廚藝製作的

基本知識。 

2.習得基本烹調法的技

能。 

3.增進對中餐廚藝製作

的學習興趣並建立良好

工作態度。 

實作  

第 11週 3 基本烹調法實習 

煎、炸-蔥花煎蛋、

鹽酥雞、五味炸肉條

練習 

1.認識中餐廚藝製作的

基本知識。 

2.習得基本烹調法的技

能。 

3.增進對中餐廚藝製作

的學習興趣並建立良好

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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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態度。 

第 12週 3 口布摺疊 
不同功能的口布摺法

練習 

1.認識餐飲服務技術的

基本知識。 

2.習得儀態與儀容練

習、社交接待禮儀、口

布的摺疊及基本的服務

技能。 

3.增進對餐飲服務技術

的學習興趣並建立良好

工作態度。 

實作  

第 13週 3 飲料調製介紹 

1.認識飲料的定義、

種類 

2.認識機具設備及器

皿 

3.飲料調製方法練習

4.紅石榴、紫色、繽

紛氣泡飲實作 

1.認識飲料調製的基本

知識。 

2.習得乳品、果汁、碳

酸飲料調製及茶沖泡的

基本技能。 

3.增進對飲料調製實務

的學習興趣並建立良好

工作態度。 

實作 第二次段考 

第 14週 3 
乳品、果汁及碳酸飲

料 

1.認識乳製品種類、

特性與應用 

2.飲品的變化與調製 

3.造型鮮奶茶、奇異

之吻實作 

1.認識飲料調製的基本

知識。 

2.習得乳品、果汁、碳

酸飲料調製及茶沖泡的

基本技能。 

3.增進對飲料調製實務

的學習興趣並建立良好

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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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態度。 

第 15週 3 
乳品、果汁及碳酸飲

料 

1.認識乳製品種類、

特性與應用 

2.飲品的變化與調製 

3.香蕉西瓜船、西瓜

汁、香蕉牛奶實作 

1.認識飲料調製的基本

知識。 

2.習得乳品、果汁、碳

酸飲料調製及茶沖泡的

基本技能。 

3.增進對飲料調製實務

的學習興趣並建立良好

工作態度。 

實作  

第 16週 3 
乳品、果汁及碳酸飲

料 

1.認識碳酸飲料及礦

泉水的種類 

2.認識茶的分類及特

性 

3.柳橙鳳梨船、鳳梨

冰沙、柳橙蘇打實作 

1.認識飲料調製的基本

知識。 

2.習得乳品、果汁、碳

酸飲料調製及茶沖泡的

基本技能。 

3.增進對飲料調製實務

的學習興趣並建立良好

工作態度。 

實作  

第 17週 3 茶的分類及沖泡 

1.茶的基本沖泡 

2.冰水蜜桃紅茶、伯

爵奶茶、綠茶多多實

作 

1.認識飲料調製的基本

知識。 

2.習得乳品、果汁、碳

酸飲料調製及茶沖泡的

基本技能。 

3.增進對飲料調製實務

的學習興趣並建立良好

工作態度。 

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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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8週 3 茶的分類及沖泡 

1.茶的基本沖泡 

2.黑糖波霸奶茶、奶

泡紅茶、白鬍子綠茶

實作 

1.認識飲料調製的基本

知識。 

2.習得乳品、果汁、碳

酸飲料調製及茶沖泡的

基本技能。 

3.增進對飲料調製實務

的學習興趣並建立良好

工作態度。 

實作  

第 19週 0 停課 -- -- -- 元旦放假 

第 20週 3 盤飾技巧運用 

1.麵塑原料的介紹 

2.麵塑技巧的運用 

 

認識麵塑原料的基本知

識。 
實作  

第 21週 3 杯飾技巧運用 
創意紙花、水果花實

作 

習得創意杯飾運用應用

能力。 
實作 第三次段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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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立後甲國民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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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業與管理職群 

(合作學校:南英商工) 
實施年級 九年級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 52 )節 社團編號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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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自主行動  A1  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A3  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 溝通互動  B2  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B3  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課程目標 

1.商業與管理職群之中英文文書主題、產品行銷實務主題等主題認識與應用。 
2.加深生涯認識、培養學生生涯發展之基本能力。 
3.由職群的實務學習中，加深對未來生涯之試探。 
4.培育人本情懷與統整能力。 
5.培養自我發展、創造思考及適應變遷的能力。 
6.建立正確的生涯價值觀及奠定生涯準備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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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 0 停課 -- -- -- 8/30開學典禮 

第 2週 3 職群概論 

1.商業與管理職群實

習科目與未來升學進

路介紹 

2.銷售的定義與範圍

與產品推廣實務簡介 

3.輸入法簡介與文書

處理軟體環境與實例

簡介 

4.記帳的意義與重要

性 

1. 認識商業與管理職

群。 

2. 認識商業與管理職

群的基本技能及未來生

涯進路發展。 

3. 瞭解正確工作態度

及職業道德的重要性。 

問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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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週 3 中英文輸入 

1.視窗環境 

2.鍵盤認識及操作 

3.基本指法 

4.英文輸入法及實作 

5.中文輸入法及實作 

瞭解中英文文書處理的

基本知識。 
實作  

第 4週 3 文書處理 文書處理軟體簡介 

1. 瞭解中英文文書處

理的基本知識。 

2. 習得電腦文書處理

的基本操作能力。 

實作  

第 5週 3 文書處理 文書處理軟體實作 
習得商業文書運用與檔

案管理的操作能力。 
實作  

第 6週 3 綜合應用 課表製作 
習得商業文書運用與檔

案管理的操作能力。 
實作 第一次段考 

第 7週 0 停課 -- -- -- 國慶日放假 

第 8週 1 技藝教育講座 認識 15群科 
認識 15群科及其升學

方式 
問答  

第 9週 3 綜合應用 卡片製作 
習得商業文書運用與檔

案管理的操作能力。 
實作  

第 10週 3 綜合應用 自傳 
習得商業文書運用與檔

案管理的操作能力。 
實作  

第 11週 3 商業文書應用 履歷表製作 
習得商業文書運用與檔

案管理的操作能力。 
實作  

第 12週 3 商業文書應用 合併列印操作教學 
習得商業文書運用與檔

案管理的操作能力。 
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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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3週 3 產品推廣概念 

1.行銷策略簡介 

2.產品推廣的方式及

價格計算操作 

3.商品陳列的技巧 

瞭解產品行銷的基本知

識。 
實作 第二次段考 

第 14週 3 店面廣告與直寄信函 
店面廣告 POP 的簡

介與實作 

瞭解產品行銷的基本知

識。 
實作  

第 15週 3 店面廣告與直寄信函 
直寄信函 DM的簡介

與實作 

瞭解產品行銷的基本知

識。 
實作  

第 16週 3 包裝 包裝的技巧簡介 

1.瞭解產品行銷的基本

知識。 

2.習得商品包裝與陳列

的基本技能 

實作  

第 17週 3 包裝 包裝實習 
習得商品包裝與陳列的

基本技能。 
實作  

第 18週 3 商品的擺設 
1.商品陳列參觀 

2.商品陳列的實習 

習得商品包裝與陳列的

基本技能。 
實作  

第 19週 0 停課 -- -- -- 元旦放假 

第 20週 3 節慶活動行銷實務 
節慶行銷活動企劃案

設計 

習得商業簡報與節慶活

動行銷的基本技能。 
實作  

第 21週 3 節慶活動行銷實務 
節慶行銷活動企劃案

演練 

習得商業簡報與節慶活

動行銷的基本技能。 
實作 第三次段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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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南市立後甲國民中學 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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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仿真多肉植物 18 是□  否■ 
■每週【 1 】節 

□隔週【  】節 

2 綜合手工社 
18 

是□  否■ 
■每週【 1 】節 

□隔週【  】節 

3 桌遊社 
18 

是□  否■ 
■每週【 1 】節 

□隔週【  】節 

4 街舞社 
18 

是□  否■ 
■每週【 1 】節 

□隔週【  】節 

5 吉他社 
18 

是□  否■ 
■每週【 1 】節 

□隔週【  】節 

6 直笛團 
18 

是□  否■ 
■每週【 1 】節 

□隔週【  】節 

7 合唱團 
18 

是□  否■ 
■每週【 1 】節 

□隔週【  】節 

8 音樂欣賞 A 
18 

是□  否■ 
■每週【 1 】節 

□隔週【  】節 

9 音樂欣賞 B 
18 

是□  否■ 
■每週【 1 】節 

□隔週【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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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童軍社 
18 

是□  否■ 
■每週【 1 】節 

□隔週【  】節 

11 籃球社 A 
18 

是□  否■ 
■每週【 1 】節 

□隔週【  】節 

12 籃球社 B 
18 

是□  否■ 
■每週【 1 】節 

□隔週【  】節 

13 排球社 
18 

是□  否■ 
■每週【 1 】節 

□隔週【  】節 

14 羽球社 
18 

是□  否■ 
■每週【 1 】節 

□隔週【  】節 

15 足球社 
18 

是□  否■ 
■每週【 1 】節 

□隔週【  】節 

16 動筆玩繪畫社 
18 

是□  否■ 
■每週【 1 】節 

□隔週【  】節 

17 造型氣球吸管社 A 
18 

是□  否■ 
■每週【 1 】節 

□隔週【  】節 

18 造型氣球吸管社 B 
18 

是□  否■ 
■每週【 1 】節 

□隔週【  】節 

19 桌球社 
18 

是□  否■ 
■每週【 1 】節 

□隔週【  】節 

20 競技啦啦社 
18 

是□  否■ 
■每週【 1 】節 

□隔週【  】節 

21 體育專長社 
18 

是□  否■ 
■每週【 1 】節 

□隔週【  】節 

22 閩南語社 
18 

是□  否■ 
■每週【 1 】節 

□隔週【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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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客家語社 
18 

是□  否■ 
■每週【 1 】節 

□隔週【  】節 

24 科學班 A 
18 

是□  否■ 
■每週【 1 】節 

□隔週【  】節 

25 科學班 B 
18 

是□  否■ 
■每週【 1 】節 

□隔週【  】節 

26 
抽離式技藝課程－家政職群 

(合作學校:光華高中) 
44節 是□  否■ 

■每週【3】節，共 13週次。每週【1】

節，共 5週次。 

□隔週【  】節 

27 
抽離式技藝課程－餐旅職群 

(合作學校:光華高中) 
44節 是□  否■ 

■每週【3】節，共 13週次。每週【1】

節，共 5週次。 

□隔週【  】節 

28 
抽離式技藝課程-電機電子職群 

(合作學校:慈幼工商) 
44節 是□  否■ 

■每週【3】節，共 13週次。每週【1】

節，共 5週次。 

□隔週【  】節 

29 
抽離式技藝課程-醫護職群 

(合作學校: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44節 是□  否■ 

■每週【3】節，共 13週次。每週【1】

節，共 5週次。 

□隔週【  】節 

30 
抽離式技藝課程-藝術職群 

(合作學校:南英商工) 
44節 是□  否■ 

■每週【3】節，共 13週次。每週【1】

節，共 5週次。 

□隔週【  】節 

31 
抽離式技藝課程-餐旅職群 

(合作學校:南英商工) 
44節 是□  否■ 

■每週【3】節，共 13週次。每週【1】

節，共 5週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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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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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立後甲國民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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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仿真多肉植物社 實施年級 三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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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3 
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課程目標 
應用黏土雕塑之特性來設計，加上造花技巧再運用著色與盆栽組合搭配，形成時下流行的療癒系桌上綠色小品，布
置周遭環境促使心情愉悅，達到手作休閒裝飾的搭配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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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 1 福娘錦 
視 P-IV-3 設計思考.造

型表現 

利用圓搓水滴.輕壓成

高爾夫球桿數顆 

視-2-IV- 能體驗藝術作

品 
 

第 2週 1 福娘錦 
視 P-IV-3 設計思考.造

型表現 

利用圓搓水滴.輕壓成

高爾夫球桿數顆 

視-2-IV- 能體驗藝術作

品 
 

第 3週 1 福娘錦結枝 
視 P-IV-3 設計思考.造

型表現 
利用綠色膠帶結成枝 

視-1-IV-1 能使用構成要

素和形式原理，加強色

彩表現 

 

第 4週 1 福娘錦結枝 
視 P-IV-3 設計思考.造

型表現 
利用綠色膠帶結成枝 

視-1-IV-1 能使用構成要

素和形式原理，加強色

彩表現 

 

第 5週 1 福娘錦結枝 
視 P-IV-3 設計思考.造

型表現 
利用綠色膠帶結成枝 

視-1-IV-1 能使用構成要

素和形式原理，加強色

彩表現 

 

第 6週 1 福娘錦上色 
視 P-IV-3 設計思考.造

型表現 
油膏顏料 8.40.1 

視-2-IV- 能體驗藝術作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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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週 1 福娘錦上色 
視 P-IV-3 設計思考.造

型表現 
油膏顏料 8.40.1 

視-2-IV- 能體驗藝術作

品 
 

第 8週 1 史瑞克耳朵 
視 E-IV-1 色彩理論，

造型表現 

利用圓搓長水滴.利用

工具做出凹洞成耳朵樣

子 

視-1-IV-1 能使用構成要

素和形式原理，加強色

彩表現 

 

第 9週 1 史瑞克耳朵 
視 E-IV-1 色彩理論，

造型表現 

利用圓搓長水滴.利用

工具做出凹洞成耳朵樣

子 

視-1-IV-1 能使用構成要

素和形式原理，加強色

彩表現 

 

第 10週 1 史瑞克耳朵 
視 E-IV-1 色彩理論，

造型表現 

利用圓搓長水滴.利用

工具做出凹洞成耳朵樣

子 

視-1-IV-1 能使用構成要

素和形式原理，加強色

彩表現 

 

第 11週 1 史瑞克結枝 
視 E-IV-1 色彩理論，

造型表現 

利用圓搓長水滴.利用

工具做出凹洞成耳朵樣

子 

視-1-IV-1 能使用構成要

素和形式原理，加強色

彩表現 

 

第 12週 1 史瑞克結枝 
視 E-IV-1 色彩理論，

造型表現 

利用圓搓長水滴.利用

工具做出凹洞成耳朵樣

子 

視-1-IV-1 能使用構成要

素和形式原理，加強色

彩表現 

 

第 13週 1 史瑞克上色 
視 E-IV-1 色彩理論，

造型表現 
油膏顏料 31.17 

視-2-IV- 能體驗藝術作

品 
 

第 14週 1 史瑞克上色 
視 E-IV-1 色彩理論，

造型表現 
油膏顏料 31.17 

視-2-IV- 能體驗藝術作

品 
 

第 15週 1 玻璃瓶設計 視-2-IV- 能體驗藝術 利用壓克力上色 

視-1-IV-1 能使用構成要

素和形式原理，加強色

彩表現 

 

第 16週 1 玻璃瓶設計 視-2-IV- 能體驗藝術 利用壓克力上色 
視-1-IV-1 能使用構成要

素和形式原理，加強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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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表現 

第 17週 1 組合 視-3-IV-3 能體驗藝術 利用成品組合在花器上 
視-3-IV-3 用設計思考及

藝術知能 
 

第 18週 1 作品欣賞 視-3-IV-3 能體驗藝術 各組分享作品 
視-3-IV-3 用設計思考及

藝術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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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南市立後甲國民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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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手工社 實施年級 三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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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藝-J-A2嘗試設計思考，探索藝術實踐解決問題的途徑。 

藝-J-B1應用藝術符號，以表達觀點與風格。 

藝-J-B3善用多元感官，探索理解藝術與生活的關聯，以展現美感意識。 

藝-J-C2透過藝術實踐，建立利他與合群的知能，培養團隊合作與溝通協調的能力。 

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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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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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運用合宜的人際互動技巧，經營良好的人際關係，發揮正向影響力，培養利他與合群的態度，提升團隊效能，達成共同目標。 

課程目標 學習利用手邊現有的素材，設計製作出吸引人的手工作品，提升生活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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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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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週 1 
＊課程內容介紹，說

明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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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這學期的學習課程。 
※是否準時抵達上課地點 

※是否能確實遵守上課規範 
 

第 2週 1 ＊羊毛氈創作 

☉視 E-Ⅳ-1色彩理論、造形表現、

符號意涵。 

☉視 E-Ⅳ-2 平面、立體及複合媒

材的表現技法。 

☉視 P-Ⅳ-3設計思考、生活美感。 

☉家 Cc-IV-2 生活用品的創意

設計與製作，以及個人興趣與能

力的覺察。 

※運用羊毛的特性，戳出想要的形

狀，創作自己喜歡的主題作品。 

※是否準時抵達上課地點 

※是否有確實攜帶上課用材料和用具 

※是否能確實遵守上課規範 

 

第 3週 1 ＊羊毛氈創作 

☉視 E-Ⅳ-1色彩理論、造形表現、

符號意涵。 

☉視 E-Ⅳ-2 平面、立體及複合媒

材的表現技法。 

☉視 P-Ⅳ-3設計思考、生活美感。 

☉家 Cc-IV-2 生活用品的創意

設計與製作，以及個人興趣與能

力的覺察。 

※運用羊毛的特性，戳出想要的形

狀，創作自己喜歡的主題作品。 

※是否準時抵達上課地點 

※是否有確實攜帶上課用材料和用具 

※是否能確實遵守上課規範 

 

第 4週 1 ＊羊毛氈創作 

☉視 E-Ⅳ-1色彩理論、造形表現、

符號意涵。 

☉視 E-Ⅳ-2 平面、立體及複合媒

材的表現技法。 

☉視 P-Ⅳ-3設計思考、生活美感。 

※運用羊毛的特性，戳出想要的形

狀，創作自己喜歡的主題作品。 

※是否準時抵達上課地點 

※是否有確實攜帶上課用材料和用具 

※是否能確實遵守上課規範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家 Cc-IV-2 生活用品的創意

設計與製作，以及個人興趣與能

力的覺察。 

第 5週 1 ＊羊毛氈創作 

☉視 E-Ⅳ-1色彩理論、造形表現、

符號意涵。 

☉視 E-Ⅳ-2 平面、立體及複合媒

材的表現技法。 

☉視 P-Ⅳ-3設計思考、生活美感。 

☉家 Cc-IV-2 生活用品的創意

設計與製作，以及個人興趣與能

力的覺察。 

※運用羊毛的特性，戳出想要的形

狀，創作自己喜歡的主題作品。 

※是否準時抵達上課地點 

※是否有確實攜帶上課用材料和用具 

※是否能確實遵守上課規範 

 

第 6週 1 ＊羊毛氈創作 

☉視 E-Ⅳ-1色彩理論、造形表現、

符號意涵。 

☉視 E-Ⅳ-2 平面、立體及複合媒

材的表現技法。 

☉視 P-Ⅳ-3設計思考、生活美感。 

☉家 Cc-IV-2 生活用品的創意

設計與製作，以及個人興趣與能

力的覺察。 

※運用羊毛的特性，戳出想要的形

狀，創作自己喜歡的主題作品。 

※是否準時抵達上課地點 

※是否有確實攜帶上課用材料和用具 

※是否能確實遵守上課規範 

 

第 7週 1 ＊羊毛氈創作 

☉視 E-Ⅳ-1色彩理論、造形表現、

符號意涵。 

☉視 E-Ⅳ-2 平面、立體及複合媒

材的表現技法。 

☉視 P-Ⅳ-3設計思考、生活美感。 

☉家 Cc-IV-2 生活用品的創意

設計與製作，以及個人興趣與能

※運用羊毛的特性，戳出想要的形

狀，創作自己喜歡的主題作品。 

※是否準時抵達上課地點 

※是否有確實攜帶上課用材料和用具 

※是否能確實遵守上課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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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覺察。 

第 8週 1 ＊羊毛氈創作 

☉視 E-Ⅳ-1色彩理論、造形表現、

符號意涵。 

☉視 E-Ⅳ-2 平面、立體及複合媒

材的表現技法。 

☉視 P-Ⅳ-3設計思考、生活美感。 

☉家 Cc-IV-2 生活用品的創意

設計與製作，以及個人興趣與能

力的覺察。 

※運用羊毛的特性，戳出想要的形

狀，創作自己喜歡的主題作品。 

※是否準時抵達上課地點 

※是否有確實攜帶上課用材料和用具 

※是否能確實遵守上課規範 

 

第 9週 1 ＊羊毛氈創作 

☉視 E-Ⅳ-1色彩理論、造形表現、

符號意涵。 

☉視 E-Ⅳ-2 平面、立體及複合媒

材的表現技法。 

☉視 P-Ⅳ-3設計思考、生活美感。 

☉家 Cc-IV-2 生活用品的創意

設計與製作，以及個人興趣與能

力的覺察。 

※運用羊毛的特性，戳出想要的形

狀，創作自己喜歡的主題作品。 

※是否準時抵達上課地點 

※是否有確實攜帶上課用材料和用具 

※是否能確實遵守上課規範 

 

第 10週 1 ＊羊毛氈創作 

☉視 E-Ⅳ-1色彩理論、造形表現、

符號意涵。 

☉視 E-Ⅳ-2 平面、立體及複合媒

材的表現技法。 

☉視 P-Ⅳ-3設計思考、生活美感。 

☉家 Cc-IV-2 生活用品的創意

設計與製作，以及個人興趣與能

力的覺察。 

※運用羊毛的特性，戳出想要的形

狀，創作自己喜歡的主題作品。 

※是否準時抵達上課地點 

※是否有確實攜帶上課用材料和用具 

※是否能確實遵守上課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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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週 1 ＊羊毛氈創作 

☉視 E-Ⅳ-1色彩理論、造形表現、

符號意涵。 

☉視 E-Ⅳ-2 平面、立體及複合媒

材的表現技法。 

☉視 P-Ⅳ-3設計思考、生活美感。 

☉家 Cc-IV-2 生活用品的創意

設計與製作，以及個人興趣與能

力的覺察。 

※運用羊毛的特性，戳出想要的形

狀，創作自己喜歡的主題作品。 

※是否準時抵達上課地點 

※是否有確實攜帶上課用材料和用具 

※是否能確實遵守上課規範 

 

第 12週 1 ＊羊毛氈創作 

☉視 E-Ⅳ-1色彩理論、造形表現、

符號意涵。 

☉視 E-Ⅳ-2 平面、立體及複合媒

材的表現技法。 

☉視 P-Ⅳ-3設計思考、生活美感。 

☉家 Cc-IV-2 生活用品的創意

設計與製作，以及個人興趣與能

力的覺察。 

※運用羊毛的特性，戳出想要的形狀，

創作自己喜歡的主題作品。 

※完成並繳交羊毛氈作品。 

※是否準時抵達上課地點 

※是否有確實攜帶上課用材料和用具 

※是否能確實遵守上課規範 

※是否能確完成作品並繳交 

 

第 13週 1 
＊閃亮晶鑽牛仔零錢

包創作 

☉視 E-Ⅳ-1色彩理論、造形表現、

符號意涵。 

☉視 E-Ⅳ-2 平面、立體及複合媒

材的表現技法。 

☉視 P-Ⅳ-3設計思考、生活美感。 

☉家 Cc-IV-2 生活用品的創意

設計與製作，以及個人興趣與能

力的覺察。 

※利用牛仔零錢包和貼鑽，設計輔

合自己喜好的零錢包。 

※是否準時抵達上課地點 

※是否有確實攜帶上課用材料和用具 

※是否能確實遵守上課規範 

 

第 14週 1 
＊閃亮晶鑽牛仔零錢

包創作 

☉視 E-Ⅳ-1色彩理論、造形表現、

符號意涵。 

※利用牛仔零錢包和貼鑽，設計輔

合自己喜好的零錢包。 

※是否準時抵達上課地點 

※是否有確實攜帶上課用材料和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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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 E-Ⅳ-2 平面、立體及複合媒

材的表現技法。 

☉視 P-Ⅳ-3設計思考、生活美感。 

☉家 Cc-IV-2 生活用品的創意

設計與製作，以及個人興趣與能

力的覺察。 

※是否能確實遵守上課規範 

第 15週 1 
＊閃亮晶鑽牛仔零錢

包創作 

☉視 E-Ⅳ-1色彩理論、造形表現、

符號意涵。 

☉視 E-Ⅳ-2 平面、立體及複合媒

材的表現技法。 

☉視 P-Ⅳ-3設計思考、生活美感。 

☉家 Cc-IV-2 生活用品的創意

設計與製作，以及個人興趣與能

力的覺察。 

※利用牛仔零錢包和貼鑽，設計輔

合自己喜好的零錢包。 

※是否準時抵達上課地點 

※是否有確實攜帶上課用材料和用具 

※是否能確實遵守上課規範 

 

第 16週 1 
＊閃亮晶鑽牛仔零錢

包創作 

☉視 E-Ⅳ-1色彩理論、造形表現、

符號意涵。 

☉視 E-Ⅳ-2 平面、立體及複合媒

材的表現技法。 

☉視 P-Ⅳ-3設計思考、生活美感。 

☉家 Cc-IV-2 生活用品的創意

設計與製作，以及個人興趣與能

力的覺察。 

※利用牛仔零錢包和貼鑽，設計輔

合自己喜好的零錢包。 

※是否準時抵達上課地點 

※是否有確實攜帶上課用材料和用具 

※是否能確實遵守上課規範 

 

第 17週 1 
＊閃亮晶鑽牛仔零錢

包創作 

☉視 E-Ⅳ-1色彩理論、造形表現、

符號意涵。 

☉視 E-Ⅳ-2 平面、立體及複合媒

材的表現技法。 

※利用牛仔零錢包和貼鑽，設計輔

合自己喜好的零錢包。 

※是否準時抵達上課地點 

※是否有確實攜帶上課用材料和用具 

※是否能確實遵守上課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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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 P-Ⅳ-3設計思考、生活美感。 

☉家 Cc-IV-2 生活用品的創意

設計與製作，以及個人興趣與能

力的覺察。 

第 18週 1 
＊閃亮晶鑽牛仔零錢

包創作 

☉視 E-Ⅳ-1色彩理論、造形表現、

符號意涵。 

☉視 E-Ⅳ-2 平面、立體及複合媒

材的表現技法。 

☉視 P-Ⅳ-3設計思考、生活美感。 

☉家 Cc-IV-2 生活用品的創意

設計與製作，以及個人興趣與能

力的覺察。 

※利用牛仔零錢包和貼鑽，設計輔

合自己喜好的零錢包。 

※是否準時抵達上課地點 

※是否有確實攜帶上課用材料和用具 

※是否能確實遵守上課規範 

※完成並繳交牛仔零錢包貼鑽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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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南市立後甲國民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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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桌遊社 實施年級 三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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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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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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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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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識何謂桌上遊戲？透過桌上遊戲的活動，增加學生人際間互動的學習。 

2. 藉由研讀桌遊說明書，增加學生閱讀及歸納重點的能力。 

了解自我喜好，能夠選擇喜歡的桌遊類型並教導其他人進行遊戲。 

課程架構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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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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 1 
桌遊進階---輕策略桌

遊 

Ce-Ⅲ-1 其他休閒運

動進階技能 

研讀說明書及規納遊戲

規則 
學生自評、同儕互評  

第 2週 1 
桌遊進階---輕策略桌

遊 

Ce-Ⅲ-1 其他休閒運

動進階技能 
遊戲試玩及策略討論 學生自評、同儕互評  

第 3週 1 
桌遊進階---輕策略桌

遊 

Ce-Ⅲ-1 其他休閒運

動進階技能 
遊戲試玩及策略討論 學生自評、同儕互評  

第 4週 1 
桌遊進階---輕策略桌

遊 

Ce-Ⅲ-1 其他休閒運

動進階技能 
遊戲試玩及策略討論 學生自評、同儕互評  

第 5週 1 
桌遊進階---輕策略桌

遊 

Ce-Ⅲ-1 其他休閒運

動進階技能 
遊戲試玩及策略討論 學生自評、同儕互評  

第 6週 1 桌遊進階---家庭遊戲 
Ce-Ⅲ-1 其他休閒運

動進階技能 

研讀說明書及規納遊戲

規則 
學生自評、同儕互評  

第 7週 1 桌遊進階---家庭遊戲 
Ce-Ⅲ-1 其他休閒運

動進階技能 
遊戲試玩及策略討論 學生自評、同儕互評  

第 8週 1 桌遊進階---家庭遊戲 
Ce-Ⅲ-1 其他休閒運

動進階技能 
遊戲試玩及策略討論 學生自評、同儕互評  

第 9週 1 桌遊進階---家庭遊戲 
Ce-Ⅲ-1 其他休閒運

動進階技能 
遊戲試玩及策略討論 學生自評、同儕互評  

第 10週 1 桌遊進階---家庭遊戲 
Ce-Ⅲ-1 其他休閒運

動進階技能 
遊戲試玩及策略討論 學生自評、同儕互評  

第 11週 1 興趣桌遊 
Ce-Ⅴ-1 其他休閒運

動自我挑戰。 

了解自我的喜好 

學會挑選適合的桌遊 
學生自評、同儕互評  

第 12週 1 興趣桌遊 
Ce-Ⅴ-1 其他休閒運

動自我挑戰。 

了解自我的喜好 

學會挑選適合的桌遊 
學生自評、同儕互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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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3週 1 興趣桌遊 
Ce-Ⅴ-1 其他休閒運

動自我挑戰。 

了解自我的喜好 

學會挑選適合的桌遊 
學生自評、同儕互評  

第 14週 1 興趣桌遊 
Ce-Ⅴ-1 其他休閒運

動自我挑戰。 

了解自我的喜好 

學會挑選適合的桌遊 
學生自評、同儕互評  

第 15週 1 興趣桌遊 
Ce-Ⅴ-1 其他休閒運

動自我挑戰。 

了解自我的喜好 

學會挑選適合的桌遊 
學生自評、同儕互評  

第 16週 1 興趣桌遊 
Ce-Ⅴ-1 其他休閒運

動自我挑戰。 

了解自我的喜好 

學會挑選適合的桌遊 
學生自評、同儕互評  

第 17週 1 興趣桌遊 
Ce-Ⅴ-1 其他休閒運

動自我挑戰。 

了解自我的喜好 

學會挑選適合的桌遊 
學生自評、同儕互評  

第 18週 1 期末桌遊認知遊戲 
Ce-Ⅴ-1 其他休閒運

動自我挑戰。 

認識桌遊近況發展 

測驗解決問題的能力 
老師評量  

◎教學期程請敘明週次起訖，如行列太多或不足，請自行增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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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南市立後甲國民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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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街舞社 實施年級 三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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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自主行動 -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B溝通互動 - B3.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社會參與 -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課程目標 透過音樂結合舞蹈提升學員對音樂感覺的表現，且透由街舞律動來提升身體協調反應，並瞭解各式不同的嘻哈文化 

課程架構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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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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 1 街舞介紹與社團分享 

藝-J-B3 

善用多元感官，探索

理解藝術與生活的關

聯，以展現美感意

識。 

了解音樂、文化與社團

的連結運用 
師生互動問答  

第 2週 1 進階基礎律動(一)-1 

藝 E-V-5 

身體、聲音、戲劇、舞

蹈之即興與創作 

身體與四肢協調 節奏搭配身體協調  

第 3週 1 進階基礎律動(一)-2 

藝 E-V-5 

身體、聲音、戲劇、舞

蹈之即興與創作。 

身體與四肢協調 節奏搭配身體協調  

第 4週 1 進階基礎律動(一)-2 

藝 E-V-5 

身體、聲音、戲劇、舞

蹈之即興與創作。 

身體與四肢協調 節奏搭配身體協調  

第 5週 1 團體排舞(二)-1 

藝 E-V-5 

身體、聲音、戲劇、舞

蹈之即興與創作。 

動作與音樂配合協調 
個人協調與 

音樂配合方式 
 

第 6週 1 團體排舞(二)-2 

藝 E-V-5 

身體、聲音、戲劇、舞

蹈之即興與創作。 

動作與音樂配合協調 
個人協調與 

音樂配合方式 
 

第 7週 1 團體排舞(二)-3 

藝 E-V-5 

身體、聲音、戲劇、舞

蹈之即興與創作。 

動作與音樂配合協調 
個人協調與 

音樂配合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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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週 1 團體排舞(二)-4 

藝 E-V-5 

身體、聲音、戲劇、舞

蹈之即興與創作。 

動作與音樂配合協調 
個人協調與 

音樂配合方式 
 

第 9週 1 團體排舞(二)-4 

藝 E-V-5 

身體、聲音、戲劇、舞

蹈之即興與創作。 

動作與音樂配合協調 
個人協調與 

音樂配合方式 
 

第 10週 1 排舞複習與測驗(一) 

藝-J-C2 

透過藝術實踐，建立

利他與合群的知能，

培養團隊合作與溝通

協調的能力。 

動作與音樂配合協調 
個人協調與 

音樂配合方式 
 

第 11週 1 團體排舞(三)-1 

藝 E-V-5 

身體、聲音、戲劇、舞

蹈之即興與創作。 

了解隊形變化、個人與

團隊之間的交流 

個人協調與 

音樂配合方式 
 

第 12週 1 團體排舞(三)-2 

藝 E-V-5 

身體、聲音、戲劇、舞

蹈之即興與創作。 

了解隊形變化、個人與

團隊之間的交流 

個人協調與 

音樂配合方式 
 

第 13週 1 舞蹈分享 

表 E-Ⅳ-2 

肢體動作與語彙、角

色建立與表演、各類

型文本分析與創作。 

學習創作與編排舞蹈 自由創作舞蹈小品  

第 14週 1 

期中分組 

複習排舞（一） 

& 測驗排舞(二) 

藝-J-C2 

透過藝術實踐，建立

利他與合群的知能，

培養團隊合作與溝通

協調的能力。 

增進與組員間的默契配

合與團體活動 

將課程所學之兩段舞蹈

完整呈現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第 15週 1 團體排舞(三)-3 

藝 E-V-5 

身體、聲音、戲劇、舞

蹈之即興與創作。 

了解隊形變化、個人與

團隊之間的交流 

個人協調與 

音樂配合方式 
 

第 16週 1 團體排舞(三)-4 

藝 E-V-5 

身體、聲音、戲劇、舞

蹈之即興與創作。 

了解隊形變化、個人與

團隊之間的交流 

個人協調與 

音樂配合方式 
 

第 17週 1 
嘻哈文化時事介紹 

、期末分組驗收 

藝-J-C3 

理解在地及全球藝術

與文化的多元與差

異。 

音樂搭配團體排舞呈現

完整表演 
團體分組成果展現  

第 18週 1 
期末分組驗收與舞蹈

驗收講評 

表 E-Ⅳ-2 

肢體動作與語彙、角

色建立與表演、各類

型文本分析與創作。 

思考與探討該學年之學

習狀況 
師生互動問答評量  

◎教學期程請敘明週次起訖，如行列太多或不足，請自行增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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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南市立後甲國民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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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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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藝-J-A2 

嘗試設計思考，探索藝術實踐解決問題的途徑。 

藝-J-B1 

應用藝術符號，以表達觀點與風格。 

藝-J-B3 

善用多元感官，探索理解藝術與生活的關聯，以展現美感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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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目標 培養音樂美感增益生活情趣，建立慢工出細活的耐心，並能以音樂舒發內心情邁，建立更好的人際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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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 1 
圓滑音/上行圓滑音左

手 Hammer 技巧 

音 E-Ⅳ-2  

樂器的構造、發音原

理、演奏技巧，以及

不同的演奏形式。 

捶出上行圓滑音 無  

第 2週 1 
下行圓滑音 

左手 Pull 技巧 

音 E-Ⅳ-2  

樂器的構造、發音原

理、演奏技巧，以及不

同的演奏形式。 

勾出下行圓滑音 無  

第 3週 1 
滑行圓滑音 

左手 slide 技巧 

音 E-Ⅳ-2  

樂器的構造、發音原

理、演奏技巧，以及不

同的演奏形式。 

滑出 slide 圓滑音 無  

第 4週 1 
滑行圓滑音 

左手 slide 技巧 

音 E-Ⅳ-2  

樂器的構造、發音原

理、演奏技巧，以及不

同的演奏形式。 

滑出 slide 圓滑音 無  

第 5週 1 
強烈節奏  

POWER CHROUS 

音 E-Ⅳ-4  

音樂元素，如：音色、

調式、和聲等。 

刷奏強力和弦 無  

第 6週 1 歌曲入陣曲 
音 E-Ⅳ-1  

多元形式歌曲。基礎
彈唱 / 伴奏入陣曲 配合音樂彈出強力和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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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唱技巧，如：發聲技

巧、表情等。 

第 7週 1 封閉和弦 

音 E-Ⅳ-2  

樂器的構造、發音原

理、演奏技巧，以及不

同的演奏形式。 

横 按兩弦封閉 無  

第 8週 1 進階三至六弦封閉 

音 E-Ⅳ-2  

樂器的構造、發音原

理、演奏技巧，以及不

同的演奏形式。 

横  按進階三至六弦封

閉 
無  

第 9週 1 進階三至六弦封閉 

音 E-Ⅳ-2  

樂器的構造、發音原

理、演奏技巧，以及不

同的演奏形式。 

横  按進階三至六弦封

閉 
無  

第 10週 1 各型封閉和弦 

音 E-Ⅳ-2  

樂器的構造、發音原

理、演奏技巧，以及不

同的演奏形式。 

練習各型封閉和弦  F 

Fm B Bm... 等 

聆聽各封閉和弦是否仍

有弦沒按好 
 

第 11週 1 
悶音刷法練習節奏技

巧 

音 E-Ⅳ-3  

音樂符號與術語、記

譜法或簡易音樂軟

體。 

刷奏悶音技巧 無  

第 12週 1 歌曲 : 我還年輕 

音 E-Ⅳ-1  

多元形式歌曲。基礎

歌唱技巧，如：發聲技

巧、表情等。 

彈唱我還年輕 練習 
配合音樂彈出伴奏悶音

節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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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3週 1 
超級實用 16Beats 節

拍分析 

音 E-Ⅳ-4  

音樂元素，如：音色、

調式、和聲等。 

拍手拍出  16Beats 節

拍 
無  

第 14週 1 各種 16Beats 節拍 

音 E-Ⅳ-3  

音樂符號與術語、記

譜法或簡易音樂軟

體。 

刷奏各種  16Beats 節

拍 

隨機視譜刷  16Beats 

節拍 
 

第 15週 1 
其他音樂風格 MARCH 

進行曲 

音 E-Ⅳ-3  

音樂符號與術語、記

譜法或簡易音樂軟

體。 

分辨與彈出進行曲風格 無  

第 16週 1 SLOW ROCK 慢搖滾 

音 E-Ⅳ-3  

音樂符號與術語、記

譜法或簡易音樂軟

體。 

分辨與彈出慢搖滾風格 無  

第 17週 1 SWING & SHUFFLE 

音 E-Ⅳ-3  

音樂符號與術語、記

譜法或簡易音樂軟

體。 

分辨與彈出搖擺曲風格 無  

第 18週 1 簡易指彈獨奏 

音 E-Ⅳ-3  

音樂符號與術語、記

譜法或簡易音樂軟

體。 

彈奏簡易獨奏 
是否順暢彈奏指彈獨奏

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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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南市立後甲國民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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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笛團 實施年級 三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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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現自我潛、探索人性價值生命意義積極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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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目標 

1. 激發學生習吹奏直笛的動機和興趣 激發學生習吹奏直笛的動機和興趣 

2. 認識不同直笛樂器的功能，琢磨獨奏和合奏技巧認識不同直笛樂器的功能，琢磨獨奏和合奏技巧 

3. 為了參加台南市直笛比賽做準備，俾始吹奏技巧更精進為了參加台南市直笛比賽做準備，俾始吹奏技巧更精進 

4. 為了能進級全國直笛比賽做準備，學校爭取榮譽為了能進級全國直笛比賽做準備，學校爭取榮譽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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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 1 Pearl  Suite 

音 E-Ⅳ-2 樂器的構

造、發音原理演奏技

造、發音原理演奏技

造、發音原理演奏技

造、發音原理演奏技

造、發音原理演奏技

巧，以及不同的演奏

形式 

能理解音樂符號，進而

演奏，展現音樂美感意

識。 

全國音樂比賽決賽 

指定曲、自選曲分部練

習與合奏 

 

第 2週 1 
Midsummer Meadow 

Suite 

音 E-Ⅳ-2 樂器的構

造、發音原理演奏技

造、發音原理演奏技

造、發音原理演奏技

造、發音原理演奏技

能理解音樂符號，進而

演奏，展現音樂美感意

識。 

全國音樂比賽決賽 

指定曲、自選曲分部練

習與合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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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發音原理演奏技

巧，以及不同的演奏

形式 

第 3週 1 
Midsummer Meadow 

Suite 

音 E-Ⅳ-2 樂器的構

造、發音原理演奏技

造、發音原理演奏技

造、發音原理演奏技

造、發音原理演奏技

造、發音原理演奏技

巧，以及不同的演奏

形式 

能理解音樂符號，進而

演奏，展現音樂美感意

識。 

音樂發表會曲目分部練

習與合奏 
 

第 4週 1 
Midsummer Meadow 

Suite 

音 E-Ⅳ-2 樂器的構

造、發音原理演奏技

造、發音原理演奏技

造、發音原理演奏技

造、發音原理演奏技

造、發音原理演奏技

巧，以及不同的演奏

形式 

能理解音樂符號，進而

演奏，展現音樂美感意

識。 

音樂發表會曲目分部練

習與合奏 
 

第 5週 1 Singin’in the rain 

音 E-Ⅳ-2 樂器的構

造、發音原理演奏技

造、發音原理演奏技

造、發音原理演奏技

造、發音原理演奏技

造、發音原理演奏技

巧，以及不同的演奏

能理解音樂符號，進而

演奏，展現音樂美感意

識。 

音樂發表會曲目分部練

習與合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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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 

第 6週 1 Singin’in the rain 

音 E-Ⅳ-2 樂器的構

造、發音原理演奏技

造、發音原理演奏技

造、發音原理演奏技

造、發音原理演奏技

造、發音原理演奏技

巧，以及不同的演奏

形式 

能理解音樂符號，進而

演奏，展現音樂美感意

識。 

音樂發表會曲目分部練

習與合奏 
 

第 7週 1 
Arrietty’s song 

Singin’in the rain 

音 E-Ⅳ-2 樂器的構

造、發音原理演奏技

造、發音原理演奏技

造、發音原理演奏技

造、發音原理演奏技

造、發音原理演奏技

巧，以及不同的演奏

形式 

能理解音樂符號，進而

演奏，展現音樂美感意

識。 

音樂發表會曲目分部練

習與合奏 
 

第 8週 1 
Arrietty’s song 

Singin’in the rain 

音 E-Ⅳ-2 樂器的構

造、發音原理演奏技

造、發音原理演奏技

造、發音原理演奏技

造、發音原理演奏技

造、發音原理演奏技

巧，以及不同的演奏

形式 

能理解音樂符號，進而

演奏，展現音樂美感意

識。 

音樂發表會曲目分部練

習與合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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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週 1 
Arrietty’s song 

Singin’in the rain 

音 E-Ⅳ-2 樂器的構

造、發音原理演奏技

造、發音原理演奏技

造、發音原理演奏技

造、發音原理演奏技

造、發音原理演奏技

巧，以及不同的演奏

形式 

能理解音樂符號，進而

演奏，展現音樂美感意

識。 

音樂發表會曲目分部練

習與合奏 
 

第 10週 1 紅蓮華 

音 E-Ⅳ-2 樂器的構

造、發音原理演奏技

造、發音原理演奏技

造、發音原理演奏技

造、發音原理演奏技

造、發音原理演奏技

巧，以及不同的演奏

形式 

能理解音樂符號，進而

演奏，展現音樂美感意

識。 

音樂發表會曲目分部練

習與合奏 
 

第 11週 1 紅蓮華 

音 E-Ⅳ-2 樂器的構

造、發音原理演奏技

造、發音原理演奏技

造、發音原理演奏技

造、發音原理演奏技

造、發音原理演奏技

巧，以及不同的演奏

形式 

能理解音樂符號，進而

演奏，展現音樂美感意

識。 

音樂發表會曲目分部練

習與合奏 
 

第 12週 1 紅蓮華 
音 E-Ⅳ-2 樂器的構

造、發音原理演奏技

能理解音樂符號，進而

演奏，展現音樂美感意

音樂發表會曲目分部練

習與合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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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發音原理演奏技

造、發音原理演奏技

造、發音原理演奏技

造、發音原理演奏技

巧，以及不同的演奏

形式 

識。 

第 13週 1 紅蓮華 

音 E-Ⅳ-2 樂器的構

造、發音原理演奏技

造、發音原理演奏技

造、發音原理演奏技

造、發音原理演奏技

造、發音原理演奏技

巧，以及不同的演奏

形式 

能理解音樂符號，進而

演奏，展現音樂美感意

識。 

音樂發表會曲目分部練

習與合奏 
 

第 14週 1 Let it go 

音 E-Ⅳ-2 樂器的構

造、發音原理演奏技

造、發音原理演奏技

造、發音原理演奏技

造、發音原理演奏技

造、發音原理演奏技

巧，以及不同的演奏

形式 

能理解音樂符號，進而

演奏，展現音樂美感意

識。 

音樂發表會曲目分部練

習與合奏 
 

第 15週 1 Let it go 

音 E-Ⅳ-2 樂器的構

造、發音原理演奏技

造、發音原理演奏技

造、發音原理演奏技

能理解音樂符號，進而

演奏，展現音樂美感意

識。 

音樂發表會曲目分部練

習與合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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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發音原理演奏技

造、發音原理演奏技

巧，以及不同的演奏

形式 

第 16週 1 Let it go 

音 E-Ⅳ-2 樂器的構

造、發音原理演奏技

造、發音原理演奏技

造、發音原理演奏技

造、發音原理演奏技

造、發音原理演奏技

巧，以及不同的演奏

形式 

能理解音樂符號，進而

演奏，展現音樂美感意

識。 

音樂發表會曲目分部練

習與合奏 
 

第 17週 1 Let it go 

音 E-Ⅳ-2 樂器的構

造、發音原理演奏技

造、發音原理演奏技

造、發音原理演奏技

造、發音原理演奏技

造、發音原理演奏技

巧，以及不同的演奏

形式 

能理解音樂符號，進而

演奏，展現音樂美感意

識。 

音樂發表會曲目分部練

習與合奏 
 

第 18週 1 Rumba 

音 E-Ⅳ-2 樂器的構

造、發音原理演奏技

造、發音原理演奏技

造、發音原理演奏技

造、發音原理演奏技

造、發音原理演奏技

能理解音樂符號，進而

演奏，展現音樂美感意

識。 

音樂發表會曲目分部練

習與合奏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巧，以及不同的演奏

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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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南市立後甲國民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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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唱團 實施年級 三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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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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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目標 體驗藉由合唱練習的過程讓學生認是音樂符號及歌曲所要傳達的情感來對世界有更多的感受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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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 1 人聲的認識 
藝-J-A1 參與藝術活

動，增進美感知能。 
認識人聲的不同種類 實作評量  

第 2週 1 認識自己的聲音 

藝-J-B3 善用多元感

官，探索理解藝術與

生活的關聯，以展現

美感意識。 

了解自己聲音的特質 

分聲部 
實作評量  

第 3週 1 合唱介紹 

藝-J-C3 理解在地及

全球藝術與文化的多

元與差異。 

介紹合唱的種類，男聲

女聲和混聲 
實作評量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第 4週 1 發聲法介紹 

藝-J-A1 參與藝術活

動，增進美感知能。 

藝-J-B3 善用多元感

官，探索理解藝術與

生活的關聯，以展現

美感意識。 

 

發聲原理的了解和實作 實作評量  

第 5週 1 呼吸練習(一) 

藝-J-B3 善用多元感

官，探索理解藝術與

生活的關聯，以展現

美感意識。 

腹式呼吸法的介紹和練

習 
實作評量  

第 6週 1 呼吸練習(二) 

藝-J-B3 善用多元感

官，探索理解藝術與

生活的關聯，以展現

美感意識。 

腹式呼吸法的介紹和練

習 
實作評量  

第 7週 1 發聲練習(一) 

藝-J-B3 善用多元感

官，探索理解藝術與

生活的關聯，以展現

美感意識。 

舌母音的發聲練習 

(AEI) 
實作評量  

第 8週 1 發聲練習(二) 

藝-J-B3 善用多元感

官，探索理解藝術與

生活的關聯，以展現

美感意識。 

唇母音的發聲練習 

(OU) 
實作評量  

第 9週 1 樂譜習唱(一) 
藝-J-A1 參與藝術活

動，增進美感知能。 

Dies irae 

A段習唱 
實作評量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第 10週 1 樂譜習唱(二) 
藝-J-A1 參與藝術活

動，增進美感知能。 

Dies irae   

B段習唱 
實作評量  

第 11週 1 樂譜習唱(三) 
藝-J-A1 參與藝術活

動，增進美感知能。 

Can you hear me 前段

習唱 
實作評量  

第 12週 1 樂譜習唱(四) 
藝-J-A1 參與藝術活

動，增進美感知能。 

Can you hear me 後段

習唱 
實作評量  

第 13週 1 歌曲的演繹(一) 

藝-J-C3 理解在地及

全球藝術與文化的多

元與差異。 

Dies irae 宗教音樂的

表達 
實作評量  

第 14週 1 歌曲的演繹(二) 

藝-J-C3 理解在地及

全球藝術與文化的多

元與差異。 

Dies irae 宗教音樂的

演唱 
實作評量  

第 15週 1 歌曲的演繹(三) 

藝-J-C3 理解在地及

全球藝術與文化的多

元與差異。 

Can you hear me 客家

歌謠的樂曲特色 
實作評量  

第 16週 1 歌曲的演繹(四) 

藝-J-C3 理解在地及

全球藝術與文化的多

元與差異。 

Can you hear me 客家

歌謠的演唱 
實作評量  

第 17週 1 演唱與賞析(一) 

藝-J-C2 透過藝術實

踐，建立利他與合群

的知能，培養團隊合

作與溝通協調的能

力。 

分組演唱及賞析 實作評量  

第 18週 1 演唱與賞析(二) 

藝-J-C2 透過藝術實

踐，建立利他與合群

的知能，培養團隊合

分組演唱及賞析 實作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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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與溝通協調的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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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南市立後甲國民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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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樂欣賞 A 實施年級 三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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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藝-J-B2:思辨科技資訊、媒體與藝術的關係，進行創作與鑑賞 

音 2-Ⅳ-1:能使用適當的音樂語彙，賞析各類音樂作品，體會藝術文化之美。 

音 A-Ⅳ-1:器樂曲與聲樂曲，如：傳統戲曲、音樂劇、世界音樂、電影配樂等多元風格之樂曲。各種音樂展演形式，

以及樂曲之作曲家、音樂表演團體與創作背景。 

音 2-Ⅳ-2:能透過討論，以探究樂曲創作背景與社會文化的關聯及其意義，表達多元觀點。 

課程目標 希望透過不同時代背景的音樂家的作曲特色,讓學生未來可以運用在自己的演奏音樂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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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 1 

浪漫時期特色介紹 2-1藉由音樂史論之

進接學習，強化音樂

審美知能，奠定專題

眼討之基礎 

藝-J-B2:思辨科技資

訊、媒體與藝術的關

係，進行創作與鑑賞 

認識一些從未見過的樂

器 
 

第 2週 1 

浪漫時期-帕格尼尼. 

韋伯. 羅西尼 

2-1 藉由音樂史論之

進接學習，強化音樂

審美知能，奠定專題

音 A-Ⅳ-1:器樂曲與聲

樂曲，如：傳統戲曲、音

樂劇、世界音樂、電影配

透過不同時代的特色,

將所學的文字,轉化為

音樂的語言放在自己的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眼討之基礎 樂等多元風格之樂曲。

各種音樂展演形式，以

及樂曲之作曲家、音樂

表演團體與創作背景。 

音樂裡面 

第 3週 1 

浪漫時期-舒伯特.董

尼采第 

2-1 藉由音樂史論之

進接學習，強化音樂

審美知能，奠定專題

眼討之基礎 

音 A-Ⅳ-1:器樂曲與聲

樂曲，如：傳統戲曲、音

樂劇、世界音樂、電影配

樂等多元風格之樂曲。

各種音樂展演形式，以

及樂曲之作曲家、音樂

表演團體與創作背景。 

比較不同時代的所使用

的音樂,與自己常見的

音樂有所不同 

 

第 4週 1 

浪漫時期-白遼士. 老

約翰 史特勞斯 

小約翰.史特勞斯 

2-1 藉由音樂史論之

進接學習，強化音樂

審美知能，奠定專題

眼討之基礎 

音 A-Ⅳ-1:器樂曲與聲

樂曲，如：傳統戲曲、音

樂劇、世界音樂、電影配

樂等多元風格之樂曲。

各種音樂展演形式，以

及樂曲之作曲家、音樂

表演團體與創作背景 

一些不常見的音樂演奏

方式,透過片欣賞的方

式來加以理解 

 

第 5週 1 

浪漫時期-孟德爾頌 

蕭邦 

2-1 藉由音樂史論之

進接學習，強化音樂

審美知能，奠定專題

眼討之基礎 

藝 -J-B2:思辨科技資

訊、媒體與藝術的關係，

進行創作與鑑賞 

一些不常見的音樂演奏

方式,透過片欣賞的方

式來加以理解 

 

第 6週 1 
浪漫時期-舒曼 李斯

特 華格納 

2-1 藉由音樂史論之

進接學習，強化音樂

審美知能，奠定專題

眼討之基礎 

音 2-Ⅳ-2:能透過討論，

以探究樂曲創作背景與

社會文化的關聯及其意

義，表達多元觀點。 

一些不常見的音樂演奏

方式,透過片欣賞的方

式來加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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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週 1 第一次段考 

2-1 藉由音樂史論之

進接學習，強化音樂

審美知能，奠定專題

眼討之基礎 

藝-J-C2:透過藝術實 

踐，建立利他與合群的

知能，培養團隊合作與

溝通協調的能力。 

透過筆試的方式,讓學

生加深理解 
 

第 8週 1 國民樂派特色介紹 

2-1 藉由音樂史論之

進接學習，強化音樂

審美知能，奠定專題

眼討之基礎 

音 2-Ⅳ-1:能使用適當

的音樂語彙，賞析各類

音樂作品，體會藝術文

化之美。 

透過不同時代的特色,

將所學的文字,轉化為

音樂的語言放在自己的

音樂裡面 

 

第 9週 1 
國民樂派-葛令卡 

史麥塔納 

2-1 藉由音樂史論之

進接學習，強化音樂

審美知能，奠定專題

眼討之基礎 

音 2-Ⅳ-2:能透過討論，

以探究樂曲創作背景與

社會文化的關聯及其意

義，表達多元觀點。 

比較不同時代的所使用

的音樂,與自己常見的

音樂有所不同 

 

第 10週 1 國民樂派-俄國五人組 

2-1 藉由音樂史論之

進接學習，強化音樂

審美知能，奠定專題

眼討之基礎 

藝 -J-B2:思辨科技資

訊、媒體與藝術的關係，

進行創作與鑑賞 

一些不常見的音樂演奏

方式,透過片欣賞的方

式來加以理解 

 

第 11週 1 
國民樂派-柴可夫斯基 

德弗札克 

2-1 藉由音樂史論之

進接學習，強化音樂

審美知能，奠定專題

眼討之基礎 

藝 -J-B1:應用藝術符

號，以表達觀點與風格。 

透過不同時代的特色,

將所學的文字,轉化為

音樂的語言放在自己的

音樂裡面 

 

第 12週 1 
國民樂派-葛利格 林

姆斯基.高沙可夫 

2-1 藉由音樂史論之

進接學習，強化音樂

審美知能，奠定專題

眼討之基礎 

音 2-Ⅳ-2:能透過討論，

以探究樂曲創作背景與

社會文化的關聯及其意

義，表達多元觀點。 

透過不同時代的特色,

將所學的文字,轉化為

音樂的語言放在自己的

音樂裡面 

 

第 13週 1 
國民樂派-西貝流士 

巴爾托克 

2-1 藉由音樂史論之

進接學習，強化音樂

音 2-Ⅳ-2:能透過討論，

以探究樂曲創作背景與

透過不同時代的特色,

將所學的文字,轉化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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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美知能，奠定專題

眼討之基礎 2 

社會文化的關聯及其意

義，表達多元觀點。 

音樂的語言放在自己的

音樂裡面 

第 14週 1 第二次段考 

2-1 藉由音樂史論之

進接學習，強化音樂

審美知能，奠定專題

眼討之基礎 

藝-J-C2:透過藝術實 

踐，建立利他與合群的

知能，培養團隊合作與

溝通協調的能力。 

透過筆試的方式,讓學

生加深理解 
 

第 15週 1 印象樂派特色介紹 

2-1 藉由音樂史論之

進接學習，強化音樂

審美知能，奠定專題

眼討之基礎 

音 2-Ⅳ-1:能使用適當

的音樂語彙，賞析各類

音樂作品，體會藝術文

化之美。 

透過不同時代的特色,

將所學的文字,轉化為

音樂的語言放在自己的

音樂裡面 

 

第 16週 1 
印象樂派-德布西 拉

威爾 

2-1 藉由音樂史論之

進接學習，強化音樂

審美知能，奠定專題

眼討之基礎 

藝 -J-B1:應用藝術符

號，以表達觀點與風格。 

比較不同時代的所使用

的音樂,與自己常見的

音樂有所不同 

 

第 17週 1 表現樂派特色介紹 

2-1 藉由音樂史論之

進接學習，強化音樂

審美知能，奠定專題

眼討之基礎 

音 A-Ⅳ-1:器樂曲與聲

樂曲，如：傳統戲曲、音

樂劇、世界音樂、電影配

樂等多元風格之樂曲。

各種音樂展演形式，以

及樂曲之作曲家、音樂

表演團體與創作背景。 

透過不同時代的特色,

將所學的文字,轉化為

音樂的語言放在自己的

音樂裡面 

 

第 18週 1 表現樂派-旬白克 

2-1 藉由音樂史論之

進接學習，強化音樂

審美知能，奠定專題

眼討之基礎 

音 2-Ⅳ-1:能使用適當

的音樂語彙，賞析各類

音樂作品，體會藝術文

化之美。 

比較不同時代的所使用

的音樂,與自己常見的

音樂有所不同 

 

◎教學期程請敘明週次起訖，如行列太多或不足，請自行增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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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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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南市立後甲國民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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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樂欣賞 B 實施年級 三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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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藝-J-B2:思辨科技資訊、媒體與藝術的關係，進行創作與鑑賞 

音 2-Ⅳ-1:能使用適當的音樂語彙，賞析各類音樂作品，體會藝術文化之美。 

音 A-Ⅳ-1:器樂曲與聲樂曲，如：傳統戲曲、音樂劇、世界音樂、電影配樂等多元風格之樂曲。各種音樂展演形式，

以及樂曲之作曲家、音樂表演團體與創作背景。 

音 2-Ⅳ-2:能透過討論，以探究樂曲創作背景與社會文化的關聯及其意義，表達多元觀點。 

課程目標 希望透過不同時代背景的音樂家的作曲特色,讓學生未來可以運用在自己的演奏音樂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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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 1 

浪漫時期特色介紹 2-1藉由音樂史論之

進接學習，強化音樂

審美知能，奠定專題

眼討之基礎 

藝-J-B2:思辨科技資

訊、媒體與藝術的關

係，進行創作與鑑賞 

認識一些從未見過的樂

器 
 

第 2週 1 

浪漫時期-帕格尼尼. 

韋伯. 羅西尼 

2-1 藉由音樂史論之

進接學習，強化音樂

審美知能，奠定專題

眼討之基礎 

音 A-Ⅳ-1:器樂曲與聲

樂曲，如：傳統戲曲、音

樂劇、世界音樂、電影配

樂等多元風格之樂曲。

各種音樂展演形式，以

及樂曲之作曲家、音樂

表演團體與創作背景。 

透過不同時代的特色,

將所學的文字,轉化為

音樂的語言放在自己的

音樂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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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週 1 

浪漫時期-舒伯特.董

尼采第 

2-1 藉由音樂史論之

進接學習，強化音樂

審美知能，奠定專題

眼討之基礎 

音 A-Ⅳ-1:器樂曲與聲

樂曲，如：傳統戲曲、音

樂劇、世界音樂、電影配

樂等多元風格之樂曲。

各種音樂展演形式，以

及樂曲之作曲家、音樂

表演團體與創作背景。 

比較不同時代的所使用

的音樂,與自己常見的

音樂有所不同 

 

第 4週 1 

浪漫時期-白遼士. 老

約翰 史特勞斯 

小約翰.史特勞斯 

2-1 藉由音樂史論之

進接學習，強化音樂

審美知能，奠定專題

眼討之基礎 

音 A-Ⅳ-1:器樂曲與聲

樂曲，如：傳統戲曲、音

樂劇、世界音樂、電影配

樂等多元風格之樂曲。

各種音樂展演形式，以

及樂曲之作曲家、音樂

表演團體與創作背景 

一些不常見的音樂演奏

方式,透過片欣賞的方

式來加以理解 

 

第 5週 1 

浪漫時期-孟德爾頌 

蕭邦 

2-1 藉由音樂史論之

進接學習，強化音樂

審美知能，奠定專題

眼討之基礎 

藝 -J-B2:思辨科技資

訊、媒體與藝術的關係，

進行創作與鑑賞 

一些不常見的音樂演奏

方式,透過片欣賞的方

式來加以理解 

 

第 6週 1 
浪漫時期-舒曼 李斯

特 華格納 

2-1 藉由音樂史論之

進接學習，強化音樂

審美知能，奠定專題

眼討之基礎 

音 2-Ⅳ-2:能透過討論，

以探究樂曲創作背景與

社會文化的關聯及其意

義，表達多元觀點。 

一些不常見的音樂演奏

方式,透過片欣賞的方

式來加以理解 

 

第 7週 1 第一次段考 

2-1 藉由音樂史論之

進接學習，強化音樂

審美知能，奠定專題

眼討之基礎 

藝-J-C2:透過藝術實 

踐，建立利他與合群的

知能，培養團隊合作與

溝通協調的能力。 

透過筆試的方式,讓學

生加深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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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週 1 國民樂派特色介紹 

2-1 藉由音樂史論之

進接學習，強化音樂

審美知能，奠定專題

眼討之基礎 

音 2-Ⅳ-1:能使用適當

的音樂語彙，賞析各類

音樂作品，體會藝術文

化之美。 

透過不同時代的特色,

將所學的文字,轉化為

音樂的語言放在自己的

音樂裡面 

 

第 9週 1 
國民樂派-葛令卡 

史麥塔納 

2-1 藉由音樂史論之

進接學習，強化音樂

審美知能，奠定專題

眼討之基礎 

音 2-Ⅳ-2:能透過討論，

以探究樂曲創作背景與

社會文化的關聯及其意

義，表達多元觀點。 

比較不同時代的所使用

的音樂,與自己常見的

音樂有所不同 

 

第 10週 1 國民樂派-俄國五人組 

2-1 藉由音樂史論之

進接學習，強化音樂

審美知能，奠定專題

眼討之基礎 

藝 -J-B2:思辨科技資

訊、媒體與藝術的關係，

進行創作與鑑賞 

一些不常見的音樂演奏

方式,透過片欣賞的方

式來加以理解 

 

第 11週 1 
國民樂派-柴可夫斯基 

德弗札克 

2-1 藉由音樂史論之

進接學習，強化音樂

審美知能，奠定專題

眼討之基礎 

藝 -J-B1:應用藝術符

號，以表達觀點與風格。 

透過不同時代的特色,

將所學的文字,轉化為

音樂的語言放在自己的

音樂裡面 

 

第 12週 1 
國民樂派-葛利格 林

姆斯基.高沙可夫 

2-1 藉由音樂史論之

進接學習，強化音樂

審美知能，奠定專題

眼討之基礎 

音 2-Ⅳ-2:能透過討論，

以探究樂曲創作背景與

社會文化的關聯及其意

義，表達多元觀點。 

透過不同時代的特色,

將所學的文字,轉化為

音樂的語言放在自己的

音樂裡面 

 

第 13週 1 
國民樂派-西貝流士 

巴爾托克 

2-1 藉由音樂史論之

進接學習，強化音樂

審美知能，奠定專題

眼討之基礎 2 

音 2-Ⅳ-2:能透過討論，

以探究樂曲創作背景與

社會文化的關聯及其意

義，表達多元觀點。 

透過不同時代的特色,

將所學的文字,轉化為

音樂的語言放在自己的

音樂裡面 

 

第 14週 1 第二次段考 
2-1 藉由音樂史論之

進接學習，強化音樂

藝-J-C2:透過藝術實 

踐，建立利他與合群的

透過筆試的方式,讓學

生加深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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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美知能，奠定專題

眼討之基礎 

知能，培養團隊合作與

溝通協調的能力。 

第 15週 1 印象樂派特色介紹 

2-1 藉由音樂史論之

進接學習，強化音樂

審美知能，奠定專題

眼討之基礎 

音 2-Ⅳ-1:能使用適當

的音樂語彙，賞析各類

音樂作品，體會藝術文

化之美。 

透過不同時代的特色,

將所學的文字,轉化為

音樂的語言放在自己的

音樂裡面 

 

第 16週 1 
印象樂派-德布西 拉

威爾 

2-1 藉由音樂史論之

進接學習，強化音樂

審美知能，奠定專題

眼討之基礎 

藝 -J-B1:應用藝術符

號，以表達觀點與風格。 

比較不同時代的所使用

的音樂,與自己常見的

音樂有所不同 

 

第 17週 1 表現樂派特色介紹 

2-1 藉由音樂史論之

進接學習，強化音樂

審美知能，奠定專題

眼討之基礎 

音 A-Ⅳ-1:器樂曲與聲

樂曲，如：傳統戲曲、音

樂劇、世界音樂、電影配

樂等多元風格之樂曲。

各種音樂展演形式，以

及樂曲之作曲家、音樂

表演團體與創作背景。 

透過不同時代的特色,

將所學的文字,轉化為

音樂的語言放在自己的

音樂裡面 

 

第 18週 1 表現樂派-旬白克 

2-1 藉由音樂史論之

進接學習，強化音樂

審美知能，奠定專題

眼討之基礎 

音 2-Ⅳ-1:能使用適當

的音樂語彙，賞析各類

音樂作品，體會藝術文

化之美。 

比較不同時代的所使用

的音樂,與自己常見的

音樂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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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南市立後甲國民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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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童軍社 實施年級 三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 18 )節 社團編號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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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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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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目標 
藉由「做中學、學中做」的童軍活動，培養學生良好品行、團體群性、分工合作、領導統御、強健體魄、生活技能
等，並養成帶著走的能力，落實童軍運動的小隊、榮譽、徽章三大制度，期盼提升伙伴的責任心、服務他人的愛心，
以及增進人際關係溝通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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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週 1 估測 

童 Ca-IV-2地圖判

讀、旅行裝備使用及

安全知能的培養。 

學習長寬高估測法教

學、校園實際測量題目 

實作評量 

學習參與表現 
 

第 2週 1 估測 

童 Ca-IV-2 地圖判

讀、旅行裝備使用及

安全知能的培養。 

完成校園實際測量題

目、檢討估測解答 

實作評量 

學習參與表現 
 

第 3週 1 製圖 

童 Ca-IV-2 地圖判

讀、旅行裝備使用及

安全知能的培養。 

學習路線圖紀錄、路線

圖繪製練習 

實作評量 

學習參與表現 
 

第 4週 1 製圖 

童 Ca-IV-2 地圖判

讀、旅行裝備使用及

安全知能的培養。 

學習路線圖紀錄、路線

圖繪製練習 

實作評量 

學習參與表現 
 

第 5週 1 製圖 

童 Ca-IV-3 各種童軍

旅行的規劃、執行並

體驗其樂趣。 

練習校園旅行記錄、路

線圖繪製練習 

實作評量 

學習參與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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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週 1 製圖 

童 Ca-IV-3 各種童軍

旅行的規劃、執行並

體驗其樂趣。 

練習校園旅行路線圖繪

製 

實作評量 

學習參與表現 
 

第 7週 1 製圖—東興公園 

童 Ca-IV-2 地圖判

讀、旅行裝備使用及

安全知能的培養。 

地圖繪製實測 
實作評量 

學習參與表現 
 

第 8週 1 製圖—東興公園 

童 Ca-IV-2 地圖判

讀、旅行裝備使用及

安全知能的培養。 

地圖繪製實測 
實作評量 

學習參與表現 
 

第 9週 1 製圖—東興公園 

童 Ca-IV-2 地圖判

讀、旅行裝備使用及

安全知能的培養。 

地圖繪製實測 
實作評量 

學習參與表現 
 

第 10週 1 製圖—繪製公園地圖 

童 Ca-IV-2 地圖判

讀、旅行裝備使用及

安全知能的培養。 

練習公園地圖繪製 
實作評量 

學習參與表現 
 

第 11週 1 
製圖—繪製公園地圖 

活動公告 

童 Ca-IV-2 地圖判

讀、旅行裝備使用及

安全知能的培養。 

1.練習公園地圖繪製 

2.瞭解歡送會、聯誼排

球賽活動事項 

實作評量 

學習參與表現 
 

第 12週 1 
製圖—繪製公園地圖 

興趣小組 

童 Ca-IV-2 地圖判

讀、旅行裝備使用及

安全知能的培養。 

1.練習公園地圖繪製及

分享 

2.興趣小組說明及分編 

實作評量 

學習參與表現 
 

第 13週 1 興趣小組 

輔 Bc-IV-2多元能力

的學習展現與經驗統

整。 

童 Cc-IV-2戶外休閒

活動知能的整合與運

分組撰寫興趣報告 學習參與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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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第 14週 1 興趣小組 

輔 Bc-IV-2多元能力

的學習展現與經驗統

整。 

童 Cc-IV-2戶外休閒

活動知能的整合與運

用。 

分組撰寫興趣報告 學習參與表現  

第 15週 1 興趣小組 

輔 Bc-IV-2多元能力

的學習展現與經驗統

整。 

童 Cc-IV-2戶外休閒

活動知能的整合與運

用。 

分組撰寫興趣報告 學習參與表現  

第 16週 1 興趣小組 

輔 Bc-IV-2多元能力

的學習展現與經驗統

整。 

童 Cc-IV-2戶外休閒

活動知能的整合與運

用。 

分組撰寫興趣報告 學習參與表現  

第 17週 1 興趣小組 

輔 Bc-IV-2多元能力

的學習展現與經驗統

整。 

童 Cc-IV-2戶外休閒

活動知能的整合與運

用。 

各組上台分享興趣報告 
實作評量 

學習參與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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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8週 1 興趣小組 

輔 Bc-IV-2多元能力

的學習展現與經驗統

整。 

童 Cc-IV-2戶外休閒

活動知能的整合與運

用。 

各組上台分享興趣報告 
實作評量 

學習參與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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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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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活動或技藝課程名稱 籃球社 A 實施年級 三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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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體-J-A1 具備體育與健康 的知能與態度,展 現自我運動與保 健潛能,探索人 性、自我價值與生 命意義,並積極實 

踐,不輕言放棄。  

健體-J-A2 具備理解體育與 健康情境的全 貌,並做獨立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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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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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目標 培養學生良好的運動習慣，並藉由籃球運動過程中，可以了解相關規則，並能從比賽中學習相互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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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 1 
基本運球（交叉、胯

下、背後、轉身）練

Hb-IV-1 陣地攻守性

球類運動動作組合及

交叉、胯下、背後、轉

身基本運球能力。 

觀察及判斷學生技能表

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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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 團隊戰術。 

第 2週 1 

基本運球（交叉、胯

下、背後、轉身）練

習 

Hb-IV-1 陣地攻守性

球類運動動作組合及

團隊戰術。 

交叉、胯下、背後、轉身

基本運球能力。 

觀察及判斷學生技能表

現。 
 

第 3週 1 
上籃練習（左、右

手） 

Hb-IV-1 陣地攻守性

球類運動動作組合及

團隊戰術。 

以正確的腳步及手勢完

成左、右手上籃。 

觀察及判斷學生技能表

現。 
 

第 4週 1 
上籃練習（左、右

手） 

Hb-IV-1 陣地攻守性

球類運動動作組合及

團隊戰術。 

以正確的腳步及手勢完

成左、右手上籃。 

觀察及判斷學生技能表

現。 
 

第 5週 1 
上籃練習（左、右

手） 

Hb-IV-1 陣地攻守性

球類運動動作組合及

團隊戰術。 

以正確的腳步及手勢完

成左、右手上籃。 

觀察及判斷學生技能表

現。 
 

第 6週 1 
傳接球（平傳、地

板）練習 

Hb-IV-1 陣地攻守性

球類運動動作組合及

團隊戰術。 

以平傳、地板完成基本

傳球動作。 

觀察及判斷學生技能表

現。 
 

第 7週 1 
傳接球（左右地板、

過頂）練習 

Hb-IV-1 陣地攻守性

球類運動動作組合及

團隊戰術。 

以左右地板、過頂完成

基本傳球動作。 

觀察及判斷學生技能表

現。 
 

第 8週 1 
全場傳接球（三傳、

五傳）上籃練習、 

Hb-IV-1 陣地攻守性

球類運動動作組合及

團隊戰術。 

能全場分別以三次及五

次傳球完成上籃動作。 

觀察及判斷學生技能表

現。 
 

第 9週 1 
全場傳接球（三傳、

五傳）上籃練習、 

Hb-IV-1 陣地攻守性

球類運動動作組合及

團隊戰術。 

能全場分別以三次及五

次傳球完成上籃動作。 

觀察及判斷學生技能表

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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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週 1 
全場傳接球（三傳、

五傳）上籃練習、 

Hb-IV-1 陣地攻守性

球類運動動作組合及

團隊戰術。 

能全場分別以三次及五

次傳球完成上籃動作。 

觀察及判斷學生技能表

現。 
 

第 11週 1 
單手投籃練習、 

裁判規則講解 

Hb-IV-1 陣地攻守性

球類運動動作組合及

團隊戰術。 

單手投籃基本動作及能

了解裁判手勢的意義 

觀察及判斷學生技能表

現。 
 

第 12週 1 
雙手投籃練習、 

裁判手勢講解 

Hb-IV-1 陣地攻守性

球類運動動作組合及

團隊戰術。 

雙手投籃基本動作及能

了解裁判手勢的意義 

觀察及判斷學生技能表

現。 
 

第 13週 1 
三點投籃練習、 

分組比賽 

Hb-IV-1 陣地攻守性

球類運動動作組合及

團隊戰術。 

分別能於三個固定點完

成投籃動作並分組比賽 

觀察及判斷學生技能表

現。 
 

第 14週 1 
四點投籃練習、 

分組比賽 

Hb-IV-1 陣地攻守性

球類運動動作組合及

團隊戰術。 

分別能於四個固定點完

成投籃動作並分組比賽 

觀察及判斷學生技能表

現。 
 

第 15週 1 
罰球練習、 

罰球卡位練習 

Hb-IV-1 陣地攻守性

球類運動動作組合及

團隊戰術。 

於罰球線後完成投籃並

了解如何完成罰球卡位 

觀察及判斷學生技能表

現。 
 

第 16週 1 
罰球練習、 

罰球卡位練習 

Hb-IV-1 陣地攻守性

球類運動動作組合及

團隊戰術。 

於罰球線後完成投籃並

了解如何完成罰球卡位 

觀察及判斷學生技能表

現。 
 

第 17週 1 
罰球練習、 

罰球卡位練習 

Hb-IV-1 陣地攻守性

球類運動動作組合及

團隊戰術。 

於罰球線後完成投籃並

了解如何完成罰球卡位 

觀察及判斷學生技能表

現。 
 

第 18週 1 
三對三半場比賽、 

裁判規則講解 

Hb-IV-1 陣地攻守性

球類運動動作組合及

三對三半場對抗賽及了

解裁判規則 
量化記分評量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團隊戰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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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南市立後甲國民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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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籃球社 B 實施年級 三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 18 )節 社團編號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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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備體育與健康的知能與態度，展現自我運動與保健潛能，探索人性、自我價值與生命意義，並積極實踐，不

輕言放棄。 

J-A2 具備理解體育與健康情境的全貌，並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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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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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目標 學習籃球技巧與規則，並在團隊練習中學習團隊合作與運動家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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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 1 球操 

Hb-Ⅳ-1 陣地攻守性 

球類運動動作組合及 

團隊戰術 

原地運球的穩定度與細

節。 
觀察學生動作完成度  

第 2週 1 球操 

Hb-Ⅳ-1 陣地攻守性 

球類運動動作組合及 

團隊戰術 

動態運球的穩定度。 觀察學生動作完成度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第 3週 1 傳球訓練 

Hb-Ⅳ-1 陣地攻守性 

球類運動動作組合及 

團隊戰術 

動態傳球的方位穩定

度。 
觀察學生動作完成度  

第 4週 1 傳球訓練 

Hb-Ⅳ-1 陣地攻守性 

球類運動動作組合及 

團隊戰術 

動態傳球的方位穩定

度。 
觀察學生動作完成度  

第 5週 1 過人訓練 

Hb-Ⅳ-1 陣地攻守性 

球類運動動作組合及 

團隊戰術 

了解基本換手與轉身的

運用時機。 
觀察學生動作完成度  

第 6週 1 過人訓練 

Hb-Ⅳ-1 陣地攻守性 

球類運動動作組合及 

團隊戰術 

了解基本背後與胯下的

運用時機。 
觀察學生動作完成度  

第 7週 1 過人訓練 

Hb-Ⅳ-1 陣地攻守性 

球類運動動作組合及 

團隊戰術 

了解動態的背後與胯下

的時機與運球位置。 
觀察學生動作完成度  

第 8週 1 上籃與投籃訓練 

Hb-Ⅳ-1 陣地攻守性 

球類運動動作組合及 

團隊戰術 

了解國際新規則的上籃

步法。 
觀察學生動作完成度  

第 9週 1 上籃與投籃訓練 

Hb-Ⅳ-1 陣地攻守性 

球類運動動作組合及 

團隊戰術 

了解國際新規則的上籃

步法。 
觀察學生動作完成度  

第 10週 1 上籃與投籃訓練 

Hb-Ⅳ-1 陣地攻守性 

球類運動動作組合及 

團隊戰術 

善用國際新規則的上籃

步法。 
觀察學生動作完成度  

第 11週 1 團隊組合訓練 
Hb-Ⅳ-1 陣地攻守性 

球類運動動作組合及 

了解傳球後的跑位觀

念。 
觀察學生動作完成度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團隊戰術 

第 12週 1 團隊組合訓練 

Hb-Ⅳ-1 陣地攻守性 

球類運動動作組合及 

團隊戰術 

了解團隊組織時，傳球

後如何跑位。 
觀察學生動作完成度  

第 13週 1 團隊組合訓練 

Hb-Ⅳ-1 陣地攻守性 

球類運動動作組合及 

團隊戰術 

了解擋人掩護後的切入

觀念。 
觀察學生動作完成度  

第 14週 1 團隊組合訓練 

Hb-Ⅳ-1 陣地攻守性 

球類運動動作組合及 

團隊戰術 

了解團隊組織時，擋人

掩護後的切入觀念。 
觀察學生動作完成度  

第 15週 1 團隊組合訓練 

Hb-Ⅳ-1 陣地攻守性 

球類運動動作組合及 

團隊戰術 

了解擋人掩護後的切入

與掩護者的跑位觀念和

分球。 

觀察學生動作完成度  

第 16週 1 團隊組合訓練 

Hb-Ⅳ-1 陣地攻守性 

球類運動動作組合及 

團隊戰術 

了解擋人掩護後的切入

與掩護者的跑位觀念和

分球。 

觀察學生動作完成度  

第 17週 1 對抗賽 

Hb-Ⅳ-1 陣地攻守性 

球類運動動作組合及 

團隊戰術 

善用組合訓練。 
觀察學生比賽過程中動

作運用成果 
 

第 18週 1 對抗賽 

Hb-Ⅳ-1 陣地攻守性 

球類運動動作組合及 

團隊戰術 

善用組合訓練。 
觀察學生比賽過程中動

作運用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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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南市立後甲國民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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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球社 實施年級 三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 18 )節 社團編號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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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 具備體育與健康的知能與態度，展現自我運動與保健潛能，探索人性、自我價值與生命意義，並積極實 

踐，不輕言放棄。  

健體-J-A2 具備理解體育與健康情境的全貌，並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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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體-J-B1具備情意表達的能力，能以同理心與人溝通互動，並理解體育與保健的基本概念，應用於日常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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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目標 
藉由課程培養學生良好運動習慣及正確態度，學習排球基礎動作、了解技戰術及比賽規則、培養與同儕良好溝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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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週 1 低手傳球動作練習 

Hb-IV-1 陣地攻守性

球類運動動作組合及

團隊戰術。 

熟悉基本低手傳球動

作。 

觀察及判斷學生技能表

現。  

第 2週 1 高手托球動作練習 

Hb-IV-1 陣地攻守性

球類運動動作組合及

團隊戰術。 

熟悉基本高手托球動

作。 

觀察及判斷學生技能表

現。  

第 3週 1 基本站位教學 

Hb-IV-1 陣地攻守性

球類運動動作組合及

團隊戰術。 

擁有以低手或高手發球

將球發至對區之能力。 

觀察及判斷學生技能表

現。  

第 4週 1 基本站位教學 
Hb-IV-1 陣地攻守性

球類運動動作組合及

擁有以低手或高手發球

將球發至對區之能力。 

觀察及判斷學生技能表

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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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戰術。 

第 5週 1 
高、低手發球動作練

習 

Hb-IV-1 陣地攻守性

球類運動動作組合及

團隊戰術。 

以正確的低手或高手發

球動作進行發球，並擁

有控制發球路線之能

力。 

觀察及判斷學生技能表

現。 
 

第 6週 1 原地扣球動作練習 

Hb-IV-1 陣地攻守性

球類運動動作組合及

團隊戰術。 

熟悉基本扣球動作。 

觀察及判斷學生技能表

現。  

第 7週 1 原地扣球動作練習 

Hb-IV-1 陣地攻守性

球類運動動作組合及

團隊戰術。 

熟悉基本扣球動作。 

觀察及判斷學生技能表

現。  

第 8週 1 分組比賽 

Hb-IV-1 陣地攻守性

球類運動動作組合及

團隊戰術。 

綜合各項基本動作，進

行分組比賽。 

觀察及判斷學生技能表

現。  

第 9週 1 分組比賽 

Hb-IV-1 陣地攻守性

球類運動動作組合及

團隊戰術。 

綜合各項基本動作，進

行分組比賽。 

觀察及判斷學生技能表

現。  

第 10週 1 攔網動作練習 

Hb-IV-1 陣地攻守性

球類運動動作組合及

團隊戰術。 

熟悉基本攔網動作。 

觀察及判斷學生技能表

現。  

第 11週 1 分組比賽 

Hb-IV-1 陣地攻守性

球類運動動作組合及

團隊戰術。 

綜合各項基本動作，進

行分組比賽。 

觀察及判斷學生技能表

現。  

第 12週 1 接發球、扣球練習 
Hb-IV-1 陣地攻守性

球類運動動作組合及

以正確的方式進行接發

球、接扣球。 

觀察及判斷學生技能表

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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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戰術。 

第 13週 1 分組比賽 

Hb-IV-1 陣地攻守性

球類運動動作組合及

團隊戰術。 

綜合各項基本動作，進

行分組比賽。 

觀察及判斷學生技能表

現。  

第 14週 1 戰術組織搭配練習 

Hb-IV-1 陣地攻守性

球類運動動作組合及

團隊戰術。 

了解戰術組織之意義並

有效作出戰術搭配。 

觀察及判斷學生技能表

現。  

第 15週 1 
排球規則、裁判手勢

介紹 

Hb-IV-1 陣地攻守性

球類運動動作組合及

團隊戰術。 

了解排球規則、裁判手

勢之意義。 

觀察及判斷學生技能表

現。  

第 16週 1 分組比賽 

Hb-IV-1 陣地攻守性

球類運動動作組合及

團隊戰術。 

綜合各項基本動作，進

行分組比賽。 

 

量化記分評量  

第 17週 1 扣球練習、分組比賽 

Hb-IV-1 陣地攻守性

球類運動動作組合及

團隊戰術。 

加強扣球之強度及路線

控制能力、分組對抗。 
量化記分評量  

第 18週 1 分組比賽 

Hb-IV-1 陣地攻守性

球類運動動作組合及

團隊戰術。 

綜合各項基本動作，進

行分組比賽。 
量化記分評量  

◎教學期程請敘明週次起訖，如行列太多或不足，請自行增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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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南市立後甲國民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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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施年級 三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 18 )節 社團編號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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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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1具備體育與健康的知能態度，展現自我運動與保健潛能，探索人性、自我價值與生命意義，並積極實踐，

不輕言放棄。 

健體 J-A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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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2d-IV-2欣賞多元的生活文化，運用美學於日常生活中，展現美感。 

3c-IV-1表現局部或全身性的身體控制能力，發展專性運動技能。 

課程目標 認識羽球場地規則、正反手發球、正反手短球&短球勾對角、米字步法、單雙打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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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週 1 
活動說明/上課規則講

解 

2c-IV-1展現運動禮

節，具備運動的道德

思辨和實踐能力。 

讓學生了解課堂規範 口頭發問  

第 2週 1 基本握拍講解 

2c-IV-1 展現運動禮

節，具備運動的道德

思辨和實踐能力。 

羽球基本動作&球路 實作/口頭發問  

第 3週 1 正手發球 

3c-IV-1 表現局部或

全身性的身體控制能

力，發展專性運動技

能。 

羽球基本動作&球路 實作/口頭發問  

第 4週 1 反手發球 

3c-IV-1 表現局部或

全身性的身體控制能

力，發展專性運動技

能。 

羽球基本動作&球路 實作/口頭發問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第 5週 1 正手短球/正手勾對角 

3c-IV-1 表現局部或

全身性的身體控制能

力，發展專性運動技

能。 

羽球基本動作&球路 實作/口頭發問  

第 6週 1 反手短球/反手勾對角 

3c-IV-1 表現局部或

全身性的身體控制能

力，發展專性運動技

能。 

羽球基本動作&球路 實作/口頭發問  

第 7週 1 正拍平球 

3c-IV-1 表現局部或

全身性的身體控制能

力，發展專性運動技

能。 

羽球基本動作&球路 實作/口頭發問  

第 8週 1 反拍平球 

3c-IV-1 表現局部或

全身性的身體控制能

力，發展專性運動技

能。 

羽球基本動作&球路 實作/口頭發問  

第 9週 1 正手防守 

3c-IV-1 表現局部或

全身性的身體控制能

力，發展專性運動技

能。 

羽球基本動作&球路 實作/口頭發問  

第 10週 1 反手防守 

3c-IV-1 表現局部或

全身性的身體控制能

力，發展專性運動技

能。 

羽球基本動作&球路 實作/口頭發問  

第 11週 1 前場兩點步法 
3c-IV-1 表現局部或

全身性的身體控制能
羽球基本步法 實作/口頭發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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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發展專性運動技

能。 

第 12週 1 中場兩邊步法 

3c-IV-1 表現局部或

全身性的身體控制能

力，發展專性運動技

能。 

羽球基本步法 實作/口頭發問  

第 13週 1 後場兩點步法 

3c-IV-1 表現局部或

全身性的身體控制能

力，發展專性運動技

能。 

羽球基本步法 實作/口頭發問  

第 14週 1 前場正手壓球 

3c-IV-1 表現局部或

全身性的身體控制能

力，發展專性運動技

能。 

羽球基本動作&球路 實作/口頭發問  

第 15週 1 前場反手壓球 

3c-IV-1 表現局部或

全身性的身體控制能

力，發展專性運動技

能。 

羽球基本動作&球路 實作/口頭發問  

第 16週 1 長球(高遠球) 

3c-IV-1 表現局部或

全身性的身體控制能

力，發展專性運動技

能。 

羽球基本動作&球路 實作/口頭發問  

第 17週 1 單打戰術講解 

3d-IV-1 運用運動技

術的學習策略。 

3d-IV-2 運用運動比

賽中的各種策略。 

單打基本球路 實作/口頭發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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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8週 1 單打戰術講解 

3d-IV-1 運用運動技

術的學習策略。 

3d-IV-2 運用運動比

賽中的各種策略。 

單打基本球路 實作/口頭發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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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南市立後甲國民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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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足球社 實施年級 三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 18 )節 社團編號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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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b-Ⅱ-1 陣地攻守性球類運動相關的拍球、拋接球、 傳接球、擲球及踢球、帶球、追逐球、停球 之時間、空間及人
與人、人與球關係攻防概 念。 

課程目標 
1.個人基本足球技術的提升 

2.足球比賽團體合作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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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週 1 足內側傳球 1 

健體-J-A1 具備體育

與健康 的知能與態

度，展 現自我運動

與保 健潛能，探索

人 性、自我價值與

生 命意義，並積極

實 踐，不輕言放

棄。 

能準確使用腳內側部位

將球傳到目標。 

在 15M的距離依規定方

式將球傳入球門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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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週 1 足內側傳球 2 

健體 -J-A1 具備體育

與健康  的知能與態

度，展 現自我運動與

保  健潛能，探索人 

性、自我價值與生 命

意義，並積極實 踐，

不輕言放棄。 

4 人一組將球精準傳球

至隊友位置上 

15M 的距離依規定方式

將球傳至隊友位置 
 

第 3週 1 足內側傳球 3 

健體 -J-A1 具備體育

與健康  的知能與態

度，展 現自我運動與

保  健潛能，探索人 

性、自我價值與生 命

意義，並積極實 踐，

不輕言放棄。 

8 人一組分 2 隊用傳球

的方式分組比賽 

4 人一隊 將球傳入對方

球門得分 
 

第 4週 1 足內側傳球 3 

健體 -J-A1 具備體育

與健康  的知能與態

度，展 現自我運動與

保  健潛能，探索人 

性、自我價值與生 命

意義，並積極實 踐，

不輕言放棄。 

8 人一組分 2 隊用傳球

的方式分組比賽 

4 人一隊 將球傳入對方

球門得分 
 

第 5週 1 分組比賽測試練習 

健體 -J-A1 具備體育

與健康  的知能與態

度，展 現自我運動與

保  健潛能，探索人 

性、自我價值與生 命

將練習所習得技術使用

於比賽中。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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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義，並積極實 踐，

不輕言放棄。 

第 6週 1 足外側傳球 1 

健體 -J-A1 具備體育

與健康  的知能與態

度，展 現自我運動與

保  健潛能，探索人 

性、自我價值與生 命

意義，並積極實 踐，

不輕言放棄。 

能準確使用腳外側部位

將來球傳在目標內。 

15M 的距離依規定方式

將球傳入球門內 
 

第 7週 1 足外側傳球 2 

健體 -J-A1 具備體育

與健康  的知能與態

度，展 現自我運動與

保  健潛能，探索人 

性、自我價值與生 命

意義，並積極實 踐，

不輕言放棄。 

4 人一組將球精準傳球

至隊友位置上 

15M 的距離依規定方式

將球傳至隊友位置 
 

第 8週 1 足外側傳球 3 

健體 -J-A1 具備體育

與健康  的知能與態

度，展 現自我運動與

保  健潛能，探索人 

性、自我價值與生 命

意義，並積極實 踐，

不輕言放棄。 

8 人一組分 2 隊用傳球

的方式分組比賽 

4 人一隊 將球傳入對方

球門得分 
 

第 9週 1 足外側傳球 3 

健體 -J-A1 具備體育

與健康  的知能與態

度，展 現自我運動與

8 人一組分 2 隊用傳球

的方式分組比賽 

4 人一隊 將球傳入對方

球門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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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  健潛能，探索人 

性、自我價值與生 命

意義，並積極實 踐，

不輕言放棄。 

第 10週 1 分組比賽測試練習 

健體 -J-A1 具備體育

與健康  的知能與態

度，展 現自我運動與

保  健潛能，探索人 

性、自我價值與生 命

意義，並積極實 踐，

不輕言放棄。 

將練習所習得技術使用

於比賽中。 
無  

第 11週 1 足內側停球 1 

健體 -J-A1 具備體育

與健康  的知能與態

度，展 現自我運動與

保  健潛能，探索人 

性、自我價值與生 命

意義，並積極實 踐，

不輕言放棄。 

準確使用腳內側部位將

球停到目標位置 

15M的距離，依規定方式

將球停在規定範圍內。 
 

第 12週 1 足內側停球 2 

健體 -J-A1 具備體育

與健康  的知能與態

度，展 現自我運動與

保  健潛能，探索人 

性、自我價值與生 命

意義，並積極實 踐，

不輕言放棄。 

跑動中用足內側將球停

到目標位置 

跑動中依規定方式將球

停在規定範圍內。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第 13週 1 足外側停球 1 

健體 -J-A1 具備體育

與健康  的知能與態

度，展 現自我運動與

保  健潛能，探索人 

性、自我價值與生 命

意義，並積極實 踐，

不輕言放棄。 

準確使用腳內側部位將

球停到目標位置 

15M的距離，依規定方式

將球停在規定範圍內。 
 

第 14週 1 足外側停球 2 

健體 -J-A1 具備體育

與健康  的知能與態

度，展 現自我運動與

保  健潛能，探索人 

性、自我價值與生 命

意義，並積極實 踐，

不輕言放棄。 

跑動中用足內側將球停

到目標位置 

跑動中依規定方式將球

停在規定範圍內 
 

第 15週 1 足內側外側傳球 

健體 -J-A1 具備體育

與健康  的知能與態

度，展 現自我運動與

保  健潛能，探索人 

性、自我價值與生 命

意義，並積極實 踐，

不輕言放棄。 

依來球的位置決定傳球

部位，並能將球傳在目

標內。 

15M 的距離依來球位置

選擇傳球部位，並將球

傳入球門內 

 

第 16週 1 足內側外側停球 

健體 -J-A1 具備體育

與健康  的知能與態

度，展 現自我運動與

保  健潛能，探索人 

性、自我價值與生 命

依來球的位置決定傳球

部位，並能將球停在目

標內。 

15M 的距離依來球位置

選擇停球部位，並將球

停在目標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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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義，並積極實 踐，

不輕言放棄。 

第 17週 1 分組比賽測試練習 

健體 -J-A1 具備體育

與健康  的知能與態

度，展 現自我運動與

保  健潛能，探索人 

性、自我價值與生 命

意義，並積極實 踐，

不輕言放棄。 

將練習所習得技術使用

於比賽中。 
無  

第 18週 1 足內側高空傳球 

健體 -J-A1 具備體育

與健康  的知能與態

度，展 現自我運動與

保  健潛能，探索人 

性、自我價值與生 命

意義，並積極實 踐，

不輕言放棄。 

能準確在高空使用腳內

側部位將來球傳在目標

內。 

在半空中的依規定方式

將球傳入球門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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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南市立後甲國民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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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筆玩繪畫社 實施年級 三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 18 )節 社團編號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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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藝-J-A1 參與藝術活動， 增進美感知能。 

藝-J-A3 嘗試規劃與執行 藝術活動，因應情境需求發揮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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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目標 透過繪畫創作過程，增進生活美感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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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週 1 

課程介紹 

繪畫活動 

(打底劑創作) 

視 P-Ⅳ-3 設計思考、生活

美感。 

視 E-Ⅳ-2 平面、立體及複合媒

材的 表現技法。 

了解課程規劃 
觀察評量 

實作評量 
 

第 2週 1 
繪畫活動 

(打底劑作品上色) 

視 E-Ⅳ-2 平面、立體及複合媒

材的 表現技法。 
以色彩搭配作品呈現 

觀察評量 

實作評量 
 

第 3週 1 
繪畫活動 

(抽象藝術創作) 

視 E-Ⅳ-2 平面、立體及複合媒

材的表現技法。 

視 A-Ⅳ-1 藝術常識、藝術鑑賞

方法。 

完成抽象作品 
觀察評量 

實作評量 
 

第 4週 1 
繪畫活動 

(抽象藝術創作) 

視 E-Ⅳ-2 平面、立體及複合媒

材的表現技法。 

視 A-Ⅳ-1 藝術常識、藝術鑑賞

方法。 

完成抽象作品 
觀察評量 

實作評量 
 

第 5週 1 
禪繞畫基本練習 

(直線、曲線、簽名) 

視 P-Ⅳ-3 設計思考、生活

美感。 

視 E-Ⅳ-2 平面、立體及複合媒

材的 表現技法。 

了解禪繞畫基本概念 
觀察評量 

實作評量 
 

第 6週 1 

禪繞畫陰影、強化練

習 

(圖樣：立體公路、春

視 P-Ⅳ-3 設計思考、生活美

感。 

視 E-Ⅳ-2 平面、立體及複合媒

完成禪繞白色方磚作品 
觀察評量 

實作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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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慕卡) 材的 表現技法。 

第 7週 1 

圖樣練習 

(流動、大浪、錯落

磚、芒琴) 

視 P-Ⅳ-3 設計思考、生活美

感。 

視 E-Ⅳ-2 平面、立體及複合媒

材的 表現技法。 

完成禪繞白色方磚作品 
觀察評量 

實作評量 
 

第 8週 1 

圖樣練習 

(韻律、花簇、乾草

捆、新月) 

視 P-Ⅳ-3 設計思考、生活

美感。 

視 E-Ⅳ-2 平面、立體及複合媒

材的 表現技法。 

完成白色方磚作品 
觀察評量 

實作評量 
 

第 9週 1 

圖樣練習 

(韻律、花簇、乾草

捆、新月) 

視 P-Ⅳ-3 設計思考、生活

美感。 

視 E-Ⅳ-2 平面、立體及複合媒

材的 表現技法。 

完成白色方磚作品 
觀察評量 

實作評量 
 

第 10週 1 網絡與片段 

視 P-Ⅳ-3 設計思考、生活

美感。 

視 E-Ⅳ-2 平面、立體及複合媒

材的 表現技法。 

繪製網絡與片段圖案 
觀察評量 

實作評量 
 

第 11週 1 
主題創作：我的形象

纏繞 

視 P-Ⅳ-3 設計思考、生活

美感。 

視 E-Ⅳ-2 平面、立體及複合媒

材的 表現技法。 

創作主題作品 
觀察評量 

實作評量 
 

第 12週 1 
主題創作：我的形象

纏繞 

視 P-Ⅳ-3 設計思考、生活

美感。 

視 E-Ⅳ-2 平面、立體及複合媒

材的 表現技法。 

創作主題作品 
觀察評量 

實作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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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3週 1 

圖樣練習 

(繁花、流水、尼澤

珀、騎士橋) 

視 P-Ⅳ-3 設計思考、生活

美感。 

視 E-Ⅳ-2 平面、立體及複合媒

材的 表現技法。 

完成彩色方磚作品 
觀察評量 

實作評量 
 

第 14週 1 

圖樣練習 

(悖論、立方藤、扇

子、海草) 

視 P-Ⅳ-3 設計思考、生活

美感。 

視 E-Ⅳ-2 平面、立體及複合媒

材的 表現技法。 

完成茶色方磚作品 
觀察評量 

實作評量 
 

第 15週 1 

圖樣練習 

(沙漩渦、嫩葉／商陸

根、大蒜瓣、雜耍球) 

視 P-Ⅳ-3 設計思考、生活

美感。 

視 E-Ⅳ-2 平面、立體及複合媒

材的 表現技法。 

完成黑色方磚作品 
觀察評量 

實作評量 
 

第 16週 1 

圖樣練習 

(烏賊、蕨、風鈴串、

太極小球) 

視 P-Ⅳ-3 設計思考、生活

美感。 

視 E-Ⅳ-2 平面、立體及複合媒

材的 表現技法。 

完成白色圓磚作品 
觀察評量 

實作評量 
 

第 17週 1 ZIA禪繞延伸創作 

視 P-Ⅳ-3 設計思考、生活

美感。 

視 E-Ⅳ-2 平面、立體及複合媒

材的 表現技法。 

完成禪繞延伸作品 
觀察評量 

實作評量 
 

第 18週 1 ZIA禪繞延伸創作 

視 P-Ⅳ-3 設計思考、生活

美感。 

視 E-Ⅳ-2 平面、立體及複合媒

材的 表現技法。 

完成禪繞延伸作品 
觀察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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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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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南市立後甲國民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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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造型氣球吸管社 A 實施年級 三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 18 )節 社團編號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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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課程目標 

課程目標及內容簡介： 

●氣球造型的絕技,可以讓您交友,表演、上課、園遊會、公益活動、慈善會和與小朋友的相處上, 透過溫暖而活潑

的方式與人相處,帶來歡樂的氣氛  

● 由於市面上吸管種類繁多,色彩也非常豐富,只要稍加巧思便能任意做出造型,且花樣眾多, 

●生活是不斷學習,創造新事物; 手工藝術品也是從不斷的創造,說著創作者的自我挑戰與成長，在多元學習下結合
氣球及吸管課來帶給學生生活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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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週 1 毛毛蟲一 

視 P-Ⅳ-3 設計思

考、 生活美感。  

視 E-Ⅳ-1 色彩理

論、 造形表現、符

號意涵。 

葉子髮束吸管-分三週

將毛毛蟲軀幹完成 
實作練習  

第 2週 1 毛毛蟲二 

視 P-Ⅳ-3 設計思

考、 生活美感。  

視 E-Ⅳ-1色彩理論、 

造形表現、符號意涵。 

葉子髮束吸管-分三週

將毛毛蟲軀幹完成 
實作練習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第 3週 1 毛毛蟲三 

視 P-Ⅳ-3 設計思

考、 生活美感。  

視 E-Ⅳ-1色彩理論、 

造形表現、符號意涵。 

葉子髮束吸管-分三週

將毛毛蟲軀幹完成 
實作練習  

第 4週 1 毛毛蟲 

視 P-Ⅳ-3 設計思

考、 生活美感。  

視 E-Ⅳ-1色彩理論、 

造形表現、符號意涵。 

葉子髮束吸管-將之前

未完成部分作完  
實作練習  

第 5週 1 毛毛蟲組合 

視 P-Ⅳ-3 設計思

考、 生活美感。  

視 E-Ⅳ-1色彩理論、 

造形表現、符號意涵。 

葉子髮束吸管-將軀幹

完整組合成作品 
實作練習  

第 6週 1 花一 

視 P-Ⅳ-3 設計思

考、 生活美感。  

視 E-Ⅳ-1色彩理論、 

造形表現、符號意涵。 

花-使用剪刀將吸管剪

成葉子形狀 
實作練習  

第 7週 1 花二 

視 P-Ⅳ-3 設計思

考、 生活美感。  

視 E-Ⅳ-1色彩理論、 

造形表現、符號意涵。 

花-使用剪刀將吸管剪

成花蕊形狀 
實作練習  

第 8週 1 花三 

視 P-Ⅳ-3 設計思

考、 生活美感。  

視 E-Ⅳ-1色彩理論、 

造形表現、符號意涵。 

花-將前兩週檢出的花

蕊與葉子坐上膠組合  
實作練習  

第 9週 1 花組合 
視 P-Ⅳ-3 設計思

考、 生活美感。  

花-將前幾週未完成處

做完 
實作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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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 E-Ⅳ-1色彩理論、 

造形表現、符號意涵。 

第 10週 1 發氣球與打氣筒 

視 P-Ⅳ-3 設計思

考、 生活美感。  

視 E-Ⅳ-1色彩理論、 

造形表現、符號意涵。 

學習打氣桶使用方法 實作練習  

第 11週 1 發氣球與打氣筒 

視 P-Ⅳ-3 設計思

考、 生活美感。  

視 E-Ⅳ-1色彩理論、 

造形表現、符號意涵。 

學習打氣桶使用方法 實作練習  

第 12週 1 氣球打結法 

視 P-Ⅳ-3 設計思

考、 生活美感。  

視 E-Ⅳ-1色彩理論、 

造形表現、符號意涵。 

學習快速打結的方法 實作練習  

第 13週 1 氣球七種打結法 

視 P-Ⅳ-3 設計思

考、 生活美感。  

視 E-Ⅳ-1色彩理論、 

造形表現、符號意涵。 

運用所交之打結法做氣

球的變化 
實作練習  

第 14週 1 天鵝 

視 P-Ⅳ-3 設計思

考、 生活美感。  

視 E-Ⅳ-1色彩理論、 

造形表現、符號意涵。 

運用單泡結與環結做出

天鵝氣球 
實作練習  

第 15週 1 奶油獅 

視 P-Ⅳ-3 設計思

考、 生活美感。  

視 E-Ⅳ-1色彩理論、 

造形表現、符號意涵。 

運用單泡結與雙泡結做

出奶油獅氣球 
實作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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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6週 1 青蛙 

視 P-Ⅳ-3 設計思

考、 生活美感。  

視 E-Ⅳ-1色彩理論、 

造形表現、符號意涵。 

運用單泡結與雙泡結做

出青蛙氣球 
實作練習  

第 17週 1 花 

視 P-Ⅳ-3 設計思

考、 生活美感。  

視 E-Ⅳ-1色彩理論、 

造形表現、符號意涵。 

運用單泡結與環結做出

花氣球 
實作練習  

第 18週 1 毛毛蟲一 

視 P-Ⅳ-3 設計思

考、 生活美感。  

視 E-Ⅳ-1色彩理論、 

造形表現、符號意涵。 

葉子髮束吸管-分三週

將毛毛蟲軀幹完成 
實作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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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南市立後甲國民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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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造型氣球吸管社 B 實施年級 三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 18 )節 社團編號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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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課程目標 

課程目標及內容簡介： 

●氣球造型的絕技,可以讓您交友,表演、上課、園遊會、公益活動、慈善會和與小朋友的相處上, 透過溫暖而活潑

的方式與人相處,帶來歡樂的氣氛  

● 由於市面上吸管種類繁多,色彩也非常豐富,只要稍加巧思便能任意做出造型,且花樣眾多, 

●生活是不斷學習,創造新事物; 手工藝術品也是從不斷的創造,說著創作者的自我挑戰與成長，在多元學習下結合
氣球及吸管課來帶給學生生活樂趣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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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 1 蝦子一 

視 P-Ⅳ-3 設計思

考、 生活美感。  

視 E-Ⅳ-1 色彩理

論、 造形表現、符

號意涵。 

蝦子將吸管剪出頭-分

二週將軀幹完成 
實作練習  

第 2週 1 蝦子二 

視 P-Ⅳ-3 設計思

考、 生活美感。  

視 E-Ⅳ-1色彩理論、 

造形表現、符號意涵。 

蝦子完成驅幹在剪出蝦

子前腳螯跟腳上膠組合

完成作品 

實作練習  

第 3週 1 蚱蜢ㄧ 

視 P-Ⅳ-3 設計思

考、 生活美感。  

視 E-Ⅳ-1色彩理論、 

造形表現、符號意涵。 

蚱蜢運用吸管剪剪出形

狀在編織身體 
實作練習  

第 4週 1 蚱蜢二 

視 P-Ⅳ-3 設計思

考、 生活美感。  

視 E-Ⅳ-1色彩理論、 

造形表現、符號意涵。 

蚱蜢編織完成在剪觸角

及腳跟翅膀  
實作練習  

第 5週 1 蚱蜢三 

視 P-Ⅳ-3 設計思

考、 生活美感。  

視 E-Ⅳ-1色彩理論、 

造形表現、符號意涵。 

蚱蜢將所有的完全上膠

組成完整組合成作品 
實作練習  

第 6週 1 老鼠ㄧ 
視 P-Ⅳ-3 設計思

考、 生活美感。  

老鼠-使用剪刀將吸管

剪成老鼠身體形狀 
實作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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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 E-Ⅳ-1色彩理論、 

造形表現、符號意涵。 

第 7週 1 老鼠二 

視 P-Ⅳ-3 設計思

考、 生活美感。  

視 E-Ⅳ-1色彩理論、 

造形表現、符號意涵。 

老鼠-在剪出腳跟鬍鬚

在與身體上膠組合 
實作練習  

第 8週 1 龍ㄧ 

視 P-Ⅳ-3 設計思

考、 生活美感。  

視 E-Ⅳ-1色彩理論、 

造形表現、符號意涵。 

龍 -先刀將吸管剪龍的

身體形狀  
實作練習  

第 9週 1 龍二 

視 P-Ⅳ-3 設計思

考、 生活美感。  

視 E-Ⅳ-1色彩理論、 

造形表現、符號意涵。 

龍-在剪龍鬚跟龍嘴 實作練習  

第 10週 1 龍三 

視 P-Ⅳ-3設計思

考、 生活美感。  

視 E-Ⅳ-1色彩理論、 

造形表現、符號意涵。 

龍 -在把龍先用前部分

全部上膠組合完成作品 
實作練習  

第 11週 1 心中心 

視 P-Ⅳ-3 設計思

考、 生活美感。  

視 E-Ⅳ-1色彩理論、 

造形表現、符號意涵。 

先用長條氣球折一個愛

心在拿一顆愛心球做組

合 

實作練習  

第 12週 1 比亦鳥 

視 P-Ⅳ-3 設計思

考、 生活美感。  

視 E-Ⅳ-1色彩理論、 

造形表現、符號意涵。 

先折出一個大心在折出

二隻鳥在與愛心做組合 
實作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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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3週 1 鸚鵡 

視 P-Ⅳ-3 設計思

考、 生活美感。  

視 E-Ⅳ-1色彩理論、 

造形表現、符號意涵。 

運用雙泡結跟三泡結氣

球的變化 
實作練習  

第 14週 1 場佈ㄧ 

視 P-Ⅳ-3 設計思

考、 生活美感。  

視 E-Ⅳ-1色彩理論、 

造形表現、符號意涵。 

運用平常所練習造型氣

球怎麼組合運用 
實作練習  

第 15週 1 場佈二 

視 P-Ⅳ-3 設計思

考、 生活美感。  

視 E-Ⅳ-1色彩理論、 

造形表現、符號意涵。 

運用正式場所要如何規

劃跟襬設氣球 
實作練習  

第 16週 1 總復習 

視 P-Ⅳ-3 設計思

考、 生活美感。  

視 E-Ⅳ-1色彩理論、 

造形表現、符號意涵。 

總復習是要讓學生一學

期在造型氣球或是吸管

上了解多少 

實作練習  

第 17週 1 蝦子一 

視 P-Ⅳ-3 設計思

考、 生活美感。  

視 E-Ⅳ-1色彩理論、 

造形表現、符號意涵。 

蝦子將吸管剪出頭-分

二週將軀幹完成 
實作練習  

第 18週 1 蝦子二 

視 P-Ⅳ-3 設計思

考、 生活美感。  

視 E-Ⅳ-1色彩理論、 

造形表現、符號意涵。 

蝦子完成驅幹在剪出蝦

子前腳螯跟腳上膠組合

完成作品 

實作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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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南市立後甲國民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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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 18 )節 社團編號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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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E-A3具備擬定基本的運動計畫及實作能力，並以創新思考方式，因應日常生活情境 

體-J-B3具備審美與表現的能力，了解競技運動在美學上的特質與表現方式，以增進生活中豐富的美感體驗。 

體-U-A2具備系統思考、分析與探索競技運動的素養，深化後設思考，並積極面對挑戰，以解決人生中各種問題。 

體-J-C1具備生活中有關競技運動的道德思辨與實踐能力及環境意識，並主動參與公益團體活動，關懷社會。 

體-J-B1具備情意表達的能力，能以同理心與人溝通互動，並理解競技運動的基本概念，應用於日常生活中。 

課程目標 
第四階段國中生是學生身心及生理發展的快速期，也是自我探索與人際發展的關鍵期，課程中施以專業體育及運動
教育，輔導其適性發展與社會參與，培育運動專業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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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 1 
 

精進發球技術 

Ha-Ⅳ-1 網/牆性球

類運動動作組合及團

隊戰術。 

分辨發球旋轉性 實作 

口試 

同儕互評 

 

第 2週 1 
 

精進發球技術 

Ha-Ⅳ-1 網/牆性球

類運動動作組合及團

隊戰術。 

分辨發球旋轉性 實作 

口試 

同儕互評 

 

第 3週 1 
 

精進發球技術 

Ha-Ⅳ-1 網/牆性球

類運動動作組合及團

隊戰術。 

如何控制發短球 實作 

口試 

同儕互評 

 

第 4週 1 
 

精進發球技術 

Ha-Ⅳ-1 網/牆性球

類運動動作組合及團

隊戰術。 

如何控制發短球 實作 

口試 

同儕互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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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週 1 
 

第一次術科測驗 

 各式發球測驗 實作 

口試 

同儕互評 

 

第 6週 1 
 

精進發球技術 

Ha-Ⅳ-1 網/牆性球類

運動動作組合及團隊

戰術。 

下蹲發球動作流暢性 實作 

口試 

同儕互評 

 

第 7週 1 
 

精進發球技術 

Ha-Ⅳ-1 網/牆性球類

運動動作組合及團隊

戰術。 

高拋發球流暢性 實作 

口試 

同儕互評 

 

第 8週 1 
 

精進接發球技術 

Ha-Ⅳ-1 網/牆性球類

運動動作組合及團隊

戰術。 

展現接發球的變化 實作 

口試 

同儕互評 

 

第 9週 1 
 

精進接發球技術 

Ha-Ⅳ-1 網/牆性球類

運動動作組合及團隊

戰術。 

展現接發球的變化 實作 

口試 

同儕互評 

 

第 10週 1 
 

精進接發球技術 

Ha-Ⅳ-1 網/牆性球類

運動動作組合及團隊

戰術。 

展現接發球的變化 實作 

口試 

同儕互評 

 

第 11週 1 
 

第二次術科測驗 

 發球及接發球測驗 實作 

口試 

     同儕互評 

 

第 12週 1 
 

精進推檔球技術 

Ha-Ⅳ-1 網/牆性球類

運動動作組合及團隊

戰術。 

分辨加力推 

及減力擋能力 

實作 

口試 

     同儕互評 

 

第 13週 1 
 

精進搓球技術 

Ha-Ⅳ-1 網/牆性球類

運動動作組合及團隊

戰術。 

分辨慢搓及快搓得能力 實作 

口試 

     同儕互評 

 

第 14週 1 
 

精進搓球技術 

Ha-Ⅳ-1 網/牆性球類

運動動作組合及團隊

分辨不同性能球拍的搓

球 

實作 

口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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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術。     同儕互評 

第 15週 1 
 

精進搓球技術 

Ha-Ⅳ-1 網/牆性球類

運動動作組合及團隊

戰術。 

分辨搓求旋轉變化 實作 

口試 

    同儕互評 

 

第 16週 1 
精進攻球技術 Ha-Ⅳ-1 網/牆性球類

運動動作組合及團隊

戰術。 

了解正手中遠台攻球的

技巧 

實作 

口試 

     同儕互評 

 

第 17週 1 
精進攻球技術 Ha-Ⅳ-1 網/牆性球類

運動動作組合及團隊

戰術。 

了解正手近台攻球的技

巧 

實作 

口試 

     同儕互評 

 

第 18週 1 
第三次術科測驗  基本技術及綜合技術測

驗 

實作 

口試 

     同儕互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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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南市立後甲國民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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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競技啦啦社 實施年級 三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 18 )節 社團編號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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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自主行動－ A1.身心素養與自我精進 

B溝通互動 - B3.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社會參與 -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課程目標 
競技啦啦隊（cheerleading）是一種充滿活力的運動，結合體操、跳躍、口號、舞蹈編排及技巧動作的高度團隊性
合作項目，透過這項運動挑戰自我、實現自我。社課除了增加自己的體能以及實力外，也為將來的比賽做準備。 

課程架構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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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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 1 體能訓練 
Ab-Ⅳ-1 體適能促進

策略與活動方法。 
檢測學生的身體能力 

觀察評量 

實作評量 
 

第 2週 1 肌力訓練 
Ab-Ⅳ-1 體適能促進

策略與活動方法。 
訓練肌肉力量 

觀察評量 

實作評量 
 

第 3週 1 肌力訓練 
Ab-Ⅳ-1 體適能促進

策略與活動方法。 
訓練肌肉力量 

觀察評量 

實作評量 
 

第 4週 1  技巧練習 1 
Ce-Ⅳ-1 其他休閒運

動綜合應用。 
小組技巧動作學習 

觀察評量 

實作評量 
 

第 5週 1  技巧練習 2 
Ce-Ⅳ-1 其他休閒運

動綜合應用。 
小組技巧動作學習 

觀察評量 

實作評量 
 

第 6週 1 技巧練習 3 
Ce-Ⅳ-1 其他休閒運

動綜合應用。 
小組技巧動作學習 

觀察評量 

實作評量 
 

第 7週 1 技巧練習 4 
Ce-Ⅳ-1 其他休閒運

動綜合應用。 
小組技巧動作學習 

觀察評量 

實作評量 
 

第 8週 1 技巧練習 5 
Ce-Ⅳ-1 其他休閒運

動綜合應用。 
小組技巧動作學習 

觀察評量 

實作評量 
 

第 9週 1 技巧練習 5 
Ce-Ⅳ-1 其他休閒運

動綜合應用。 
小組技巧動作學習 

觀察評量 

實作評量 
 

第 10週 1 技巧練習 6 
Ce-Ⅳ-1 其他休閒運

動綜合應用。 
小組技巧動作學習 

觀察評量 

實作評量 
 

第 11週 1 技巧練習 7 
Ce-Ⅳ-1 其他休閒運

動綜合應用。 
小組技巧動作學習 

觀察評量 

實作評量 
 

第 12週 1 技巧練習 8 
Ce-Ⅳ-1 其他休閒運

動綜合應用。 
小組技巧動作學習 

觀察評量 

實作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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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3週 1 技巧練習 9 
Ce-Ⅳ-1 其他休閒運

動綜合應用。 
小組技巧動作學習 

觀察評量 

實作評量 
 

第 14週 1 技巧練習 10 
Ce-Ⅳ-1 其他休閒運

動綜合應用。 
小組技巧動作學習 

觀察評量 

實作評量 
 

第 15週 1 舞碼練習 1 

表 E-IV-3 

戲劇、舞蹈與其他藝

術元素的結合演出。 

了解隊形變化、個人與

團隊之間的交流 

觀察評量 

實作評量 
 

第 16週 1 舞碼練習 2 

表 E-IV-3 

戲劇、舞蹈與其他藝

術元素的結合演出。 

了解隊形變化、個人與

團隊之間的交流 

觀察評量 

實作評量 
 

第 17週 1 舞碼練習 3 

表 E-IV-3 

戲劇、舞蹈與其他藝

術元素的結合演出。 

口號、舞蹈動作、技巧動

作的綜合排練。 

觀察評量 

實作評量 
 

第 18週 1 期末驗收 

表 E-IV-3 

戲劇、舞蹈與其他藝

術元素的結合演出。 

團隊能準確無誤的完成

舞碼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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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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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南市立後甲國民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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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育專長 實施年級 三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 18 )節 社團編號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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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 具備體育與健康的知能與態度，展現自我運動與保健潛能，探索人性、自我價值與生命意義，並積極實

踐， 

不輕言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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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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 2d-IV-2欣賞多元的生活文化，運用美學於日常生活中，展現美感。 

綜合 3c-Ⅳ-1 表現局部或全身性的身體控制能力，發展專項運動技能。 

課程目標 
認識網球場地規則、正確持拍動作、網球基本步伐、正手接發高遠球、正反手挑球、正反手切球，並進行正反拍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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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週 1 
活動說明/分組/網球

小故事 

2c-Ⅳ-1 展現運動禮

節，具備運動的道德

思辨和實踐能力。 

讓學生了解課堂規範 課堂提問  

第 2週 1 正反拍練習、發球 

3c-Ⅳ-1 表現局部或

全身性的身體控制能

力，發展專項運動技

能。 

學會正反拍、學習如何

發球 

各打三十顆球無失誤、

左右發球個三十顆 
 

第 3週 1 
截擊、接發球、半場

挑戰賽 

3c-Ⅳ-1 表現局部或

全身性的身體控制能

力，發展專項運動技

能。 

3d-Ⅳ-1 運用運動技

術的學習策略。 

3d-Ⅳ-2 運用運動比

賽中的各種策略。截

擊練習 

學習截擊、接發球、認識

競賽規則與練習 

截擊左右各進十顆、接

發球對打、實作 
 

第 4週 1 
截擊、接發球、半場

挑戰賽 

3c-Ⅳ-1 表現局部或

全身性的身體控制能

學習截擊、接發球、認識

競賽規則與練習 

截擊左右各進十顆、接

發球對打、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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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發展專項運動技

能。 

3d-Ⅳ-1 運用運動技

術的學習策略。 

3d-Ⅳ-2 運用運動比

賽中的各種策略。截

擊練習 

第 5週 1 核心練習、體能訓練 

3c-Ⅳ-1 表現局部或

全身性的身體控制能

力，發展專項運動技

能。 

增強腹部力量、耐力 
一分鐘核心循環、五次

長短跑 
 

第 6週 1 抽球、雙打輪轉 

3d-Ⅳ-1 運用運動技

術的學習策略。 

3d-Ⅳ-2 運用運動比

賽中的各種策略。截

擊練習 

控球能力、雙打概念 來回四十顆抽球、實作  

第 7週 1 模擬比賽 

3d-Ⅳ-1 運用運動技

術的學習策略。 

3d-Ⅳ-2 運用運動比

賽中的各種策略。截

擊練習 

模擬比賽情形 比賽輸贏  

第 8週 1 正反拍、截擊 

3c-Ⅳ-1 表現局部或

全身性的身體控制能

力，發展專項運動技

能。 

學會正反拍、截擊 
各打三十顆球無失誤、

截擊左右各進二十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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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週 1 正反拍、截擊 

3c-Ⅳ-1 表現局部或

全身性的身體控制能

力，發展專項運動技

能。 

學會正反拍、截擊 
各打三十顆球無失誤、

截擊左右各進二十顆 
 

第 10週 1 發球 

3c-Ⅳ-1 表現局部或

全身性的身體控制能

力，發展專項運動技

能。 

學習如何發球 左右發球各三十顆  

第 11週 1 接發球 

3c-Ⅳ-1 表現局部或

全身性的身體控制能

力，發展專項運動技

能。 

學習接發球 接發球對打  

第 12週 1 體能訓練 

3c-Ⅳ-1 表現局部或

全身性的身體控制能

力，發展專項運動技

能。 

耐力 五次長短跑  

第 13週 1 抽球 

3c-Ⅳ-1 表現局部或

全身性的身體控制能

力，發展專項運動技

能。 

控球能力 來回四十顆抽球  

第 14週 1 雙打 跑位輪轉 

3c-Ⅳ-1 表現局部或

全身性的身體控制能

力，發展專項運動技

能。 

雙打基本技術 實作/口頭發問  

第 15週 1 雙打跑位 比賽 
3d-Ⅳ-1 運用運動技

術的學習策略。 
雙打基本技術 實作/口頭發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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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Ⅳ-2 運用運動比

賽中的各種策略。 

第 16週 1 單打戰術演練 

3d-Ⅳ-1 運用運動技

術的學習策略。 

3d-Ⅳ-2 運用運動比

賽中的各種策略。 

單打基本技術 實作/口頭發問  

第 17週 1 單打比賽 

3d-Ⅳ-1 運用運動技

術的學習策略。 

3d-Ⅳ-2 運用運動比

賽中的各種策略。 

單打基本技術 實作/口頭發問  

第 18週 1 比賽 

3d-Ⅳ-1 運用運動技

術的學習策略。 

3d-Ⅳ-2 運用運動比

賽中的各種策略。截

擊練習 

模擬比賽情形 比賽輸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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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南市立後甲國民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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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閩南語社 實施年級 三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 18 )節 社團編號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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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閩-J-A1 

拓展閩南語文之學習內容，增進自我了解，並能透過選擇、分析與運用，感知其精神與文化特色，具備合宜的人性

觀與自我觀。 

閩-J-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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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備運用閩南語文從事閱讀理解、獨立思辨分析，並培養解決生活問題、適應未來社會的能力。 

閩-J- B1 

具備運用閩南語文表情達意的能力，並能以同理心與他人溝通互動，以運用於家庭、學校與社區之中。 

閩-J- B3 

透過閩南語文進行藝術欣賞，感知音韻之美，了解其中蘊涵的意義，並能體會藝文特色，具備寫作能力。 

閩-J- C1 

透過閩南語文的學習，具備成為社會公民的意識與責任感，並能關注社會問題與自然生態，主動參與社區活動。 

閩-J- C2 

善用閩南語文，增進溝通協調和群體參與的能力，建立良好的人際關係，並培養相互合作及與人和諧互動的素養。 

課程目標 

1.啟發學習閩南語文的興趣，培養探索、熱愛及主動學習閩南語文的態度與習慣。 

2.加強閩南語聽說讀寫的能力。 

3.透過課程內容設計，了解閩南語文文化藝術表演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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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 1 
台灣鄉土傳奇故事---

基隆白米甕仙洞傳奇 

Ab-Ⅳ-3 方音差異。 

Ab-Ⅳ-4 文白異讀。

Ac-Ⅳ-1 生活故事。 

Ba-Ⅳ-3 情緒表達。 

Be-Ⅳ-1 數位資源。 

Be-Ⅳ-2 影音媒材。 

 

1-Ⅳ-1 能聆聽並理解

閩南語對話的主題與內

容。 

1-Ⅳ-2 能聆聽閩南語

的表達，理解並思辨其

內容。 

2-Ⅳ-1 能適切的運用

閩南語口語表達，展現

合宜的人性觀與自我

觀。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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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週 1 

閱讀白米甕仙洞故事

文章，解說文章內

容，架構及詞語 

Aa-Ⅳ-1 羅馬拼音。 

Aa-Ⅳ-2 漢字書寫。 

Ab-Ⅳ-句型運用 

Ab-Ⅳ-3 方音差異。 

Ab-Ⅳ-4 文白異讀。 

Bd-Ⅳ-1 環境保護。 

Bd-Ⅳ-2 生態保育。 

 

1-Ⅳ -1  能聆聽並理解

閩南語對話的主題與內

容。 

3-Ⅳ-2 能從閩南語文

的閱讀中進行獨立思辨

分析與解決生活問題。 

3-Ⅳ-3 能運用標音符

號、羅馬字及漢字閱讀

閩南語文章，並了解文

意。 

      朗讀文章  

第 3週 1 
朗讀白米甕仙洞故事

文章 

Ab-Ⅳ-3 方音差異。 

Ab-Ⅳ-4 文白異讀。

Bg-Ⅳ-2 口語表達。 

Ba-Ⅳ-3 情緒表達。 

Bd-Ⅳ-1 環境保護。 

Bd-Ⅳ-2 生態保育。 

2-Ⅳ-1 能適切的運用

閩南語口語表達，展現

合宜的人性觀與自我

觀。 

3-Ⅳ-7 能透過閩南語

文的閱讀，建立公民意

識與責任感。 

3-Ⅳ-3 能運用標音符

號、羅馬字及漢字閱讀

閩南語文章，並了解文

意。 

朗讀文章  

第 4週 1 
朗讀白米甕仙洞故事

文章 

Ab-Ⅳ-3 方音差異。 

Ab-Ⅳ-4 文白異讀。

Bg-Ⅳ-2 口語表達。 

Ba-Ⅳ-3 情緒表達。 

Bd-Ⅳ-1 環境保護。 

2-Ⅳ-1 能適切的運用

閩南語口語表達，展現

合宜的人性觀與自我

觀。 

朗讀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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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d-Ⅳ-2 生態保育。 3-Ⅳ-7 能透過閩南語

文的閱讀，建立公民意

識與責任感。 

3-Ⅳ-3 能運用標音符

號、羅馬字及漢字閱讀

閩南語文章，並了解文

意。 

第 5週 1 
改編白米甕仙洞故事

(用台語說故事) 

Ab-Ⅳ-3 方音差異。 

Ab-Ⅳ-4 文白異讀。

Bg-Ⅳ-2 口語表達。 

Ba-Ⅳ-3 情緒表達。 

Ba-Ⅳ-4 性別尊重。 

2-Ⅳ-1 能適切的運用

閩南語口語表達，展現

合宜的人性觀與自我

觀。 

3-Ⅳ-7 能透過閩南語

文的閱讀，建立公民意

識與責任感。 

    分組討論  

第 6週 1 
好戲上場--分組上台

說故事 

Ab-Ⅳ-3 方音差異。 

Ab-Ⅳ-4 文白異讀。

Bg-Ⅳ-2 口語表達。 

Ba-Ⅳ-3 情緒表達。 

2-Ⅳ-1 能適切的運用

閩南語口語表達，展現

合宜的人性觀與自我

觀。 

3-Ⅳ-7 能透過閩南語

文的閱讀，建立公民意

識與責任感。 

    分組演說  

第 7週 1 

台華語漢字、構詞的

對應和轉換 

(台華語構詞相同) 

Aa-Ⅳ-1 羅馬拼音。 

Aa-Ⅳ-2 漢字書寫。 

Ab-Ⅳ-2 句型運用。 

Ab-Ⅳ-3 方音差異。 

Ab-Ⅳ-4 文白異讀。 

1-Ⅳ-2 能聆聽閩南語的表

達，理解並思辨其內容。 

1-Ⅳ-7 能聽辨閩南語方音

與語詞的差異性，並培

養多元文化的精神。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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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Ⅳ-4 性別尊重。 4-Ⅳ-2 能運用閩南語文

的書寫，進行表達溝通。 

第 8週 1 

台華語漢字、構詞的

對應和轉換 

(台華語構詞部分相

同) 

Aa-Ⅳ-1 羅馬拼音。 

Aa-Ⅳ-2 漢字書寫。 

Ab-Ⅳ-2 句型運用。 

Ab-Ⅳ-3 方音差異。 

Ab-Ⅳ-4 文白異讀。 

Ba-Ⅳ-4 性別尊重。 

1-Ⅳ-2 能聆聽閩南語的表

達，理解並思辨其內容。 

1-Ⅳ-7 能聽辨閩南語方音

與語詞的差異性，並培

養多元文化的精神。 

4-Ⅳ-2 能運用閩南語文

的書寫，進行表達溝通。 

無  

第 9週 1 

台華語漢字、構詞的

對應和轉換 

(台華語構詞部分相

同) 

Aa-Ⅳ-1 羅馬拼音。 

Aa-Ⅳ-2 漢字書寫。 

Ab-Ⅳ-2 句型運用。 

Ab-Ⅳ-3 方音差異。 

Ab-Ⅳ-4 文白異讀。 

Ba-Ⅳ-4 性別尊重。 

1-Ⅳ-2 能聆聽閩南語的表

達，理解並思辨其內容。 

1-Ⅳ-7 能聽辨閩南語方音

與語詞的差異性，並培

養多元文化的精神。 

4-Ⅳ-2 能運用閩南語文

的書寫，進行表達溝通。 

無  

第 10週 1 

台華語漢字、構詞的

對應和轉換 

(台華語構詞完全不

同) 

Aa-Ⅳ-1 羅馬拼音。 

Aa-Ⅳ-2 漢字書寫。 

Ab-Ⅳ-2 句型運用。 

Ab-Ⅳ-3 方音差異。 

Ab-Ⅳ-4 文白異讀。 

Ba-Ⅳ-4 性別尊重。 

1-Ⅳ-2 能聆聽閩南語的表

達，理解並思辨其內容。 

1-Ⅳ-7 能聽辨閩南語方音

與語詞的差異性，並培

養多元文化的精神。 

4-Ⅳ-2 能運用閩南語文

的書寫，進行表達溝通。 

無  

第 11週 1 

台華語漢字、構詞的

對應和轉換 

(台華語構詞完全不同

Aa-Ⅳ-1 羅馬拼音。 

Aa-Ⅳ-2 漢字書寫。 

Ab-Ⅳ-2 句型運用。 

1-Ⅳ-2 能聆聽閩南語的表

達，理解並思辨其內容。 無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且語意完全相反) Ab-Ⅳ-3 方音差異。 

Ab-Ⅳ-4 文白異讀。 

Ba-Ⅳ-4 性別尊重。 

1-Ⅳ-7 能聽辨閩南語方音

與語詞的差異性，並培

養多元文化的精神。 

4-Ⅳ-2 能運用閩南語文

的書寫，進行表達溝通。 

第 12週 1 

台華語漢字、構詞的

對應和轉換 

(考試) 

Aa-Ⅳ-1 羅馬拼音。 

Aa-Ⅳ-2 漢字書寫。 

Ab-Ⅳ-2 句型運用。 

Ab-Ⅳ-3 方音差異。 

Ab-Ⅳ-4 文白異讀。 

Ba-Ⅳ-4 性別尊重。 

1-Ⅳ-2 能聆聽閩南語的表

達，理解並思辨其內容。 

1-Ⅳ-7 能聽辨閩南語方音

與語詞的差異性，並培

養多元文化的精神。 

4-Ⅳ-2 能運用閩南語文

的書寫，進行表達溝通。 

    口試、筆試  

第 13週 1 

台語盤喙錦 

(介紹台語繞口令特

色) 

Ab-Ⅳ-3方音差異。 

Bh-Ⅳ-2區域人文。 

Bh-Ⅳ-3人文特色。 

Be-Ⅳ-1數位資源。 

Be-Ⅳ-2 影音媒材。

Bg-Ⅳ-2口語表達。 

 

2-Ⅳ-6 能透過閩南語進

行藝術欣賞，並說出其

藝文特色。 

1-Ⅳ-5 能聆聽並體會閩

南語相關藝文活動所展

現的內涵。 

 

練習台語繞口令  

第 14週 1 
台語盤喙錦 

(繞口令挑戰賽) 

Ab-Ⅳ-3方音差異。 

Bh-Ⅳ-2區域人文。 

Bh-Ⅳ-3人文特色。 

Be-Ⅳ-1數位資源。 

Be-Ⅳ-2 影音媒材。

Bg-Ⅳ-2口語表達。 

 

2-Ⅳ-6 能透過閩南語進

行藝術欣賞，並說出其

藝文特色。 

1-Ⅳ-5 能聆聽並體會閩

南語相關藝文活動所展

現的內涵。 

 

  挑戰誰念得最快最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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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5週 1 

台灣傳說故事— 

赤崁樓九隻石龜 

(解說文章內容，架構

及詞語) 

Aa-Ⅳ-1羅馬拼音。 

Ab-Ⅳ-2句型運用。 

Ab-Ⅳ-3方音差異。 

Ac-Ⅳ-1生活故事。 

Bh-Ⅳ-3人文特色。 

1-Ⅳ-2 能聆聽閩南語的

表達，理解並思辨其內

容。 

3-Ⅳ-3 能運用標音符

號、羅馬字及漢字閱讀

閩南語文章，並了解文

意。 

3-Ⅳ-8 能透過閩南語文

作品的閱讀，理解、尊重

不同語言與文化的特

色。 

無  

第 16週 1 

台灣傳說故事— 

赤崁樓九隻石龜 

(解說文章內容，架構

及詞語) 

Aa-Ⅳ-1羅馬拼音。 

Ab-Ⅳ-2句型運用。 

Ab-Ⅳ-3方音差異。 

Ac-Ⅳ-1生活故事。 

Bh-Ⅳ-3人文特色。 

1-Ⅳ-2 能聆聽閩南語的

表達，理解並思辨其內

容。 

3-Ⅳ-3 能運用標音符

號、羅馬字及漢字閱讀

閩南語文章，並了解文

意。 

3-Ⅳ-8 能透過閩南語文

作品的閱讀，理解、尊重

不同語言與文化的特

色。 

無  

第 17週 1 

台灣傳說故事— 

赤崁樓九隻石龜 

 

Aa-Ⅳ-1羅馬拼音。 

Ab-Ⅳ-2句型運用。 

Ab-Ⅳ-3方音差異。 

Ac-Ⅳ-1生活故事。 

1-Ⅳ-2 能聆聽閩南語的

表達，理解並思辨其內

容。 

      心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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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h-Ⅳ-3人文特色。 3-Ⅳ-3 能運用標音符

號、羅馬字及漢字閱讀

閩南語文章，並了解文

意。 

3-Ⅳ-8 能透過閩南語文

作品的閱讀，理解、尊重

不同語言與文化的特

色。 

第 18週 1 
台語影片欣賞 

--漁業 100年紀錄片 

Ab-Ⅳ-3方音差異。 

Bd-Ⅳ-1環境保護。 

Bd-Ⅳ-2生態保育。 

Bd-Ⅳ-3 海洋保育。

Be-Ⅳ-1數位資源。 

Be-Ⅳ-2 影音媒材。

Bg-Ⅳ-2口語表達。 

1-Ⅳ-2 能聆聽閩南語

的表達，理解並思辨其

內容。 

1-Ⅳ-3 能聽辨生活中

以閩南語表達的重要議

題，並激發創新應變的

潛能。 

1-Ⅳ-6 能聽辨閩南語

話語中的用語和意涵，

並藉以增進溝通協調。 

2-Ⅳ-3 能以閩南語適

切地表達想法、情感，並

進行價值判斷。 

      心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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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南市立後甲國民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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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家語 實施年級 三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 18 )節 社團編號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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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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ㄧ、促進自我與生涯發展，發展自我潛在能力並肯定自我價值，增進自主學習能力與強化自我管理，進而尊重並珍 

  惜生命，追求幸福美好人生。 

二、發展友善的互動知能與態度，建立良好的人際關係，增進妥適的情感表達和互動，培養卓越的團體合作與服務 

  領導之素養，提升生活品質，展現生活美感。  

三、落實社會與環境關懷，發展思辨能力與適切的處理策略，尊重多元文化，積極關懷人群與生態，養成公民意識 

  及社會責任感。 

四、建立健康生活型態，培養日常生活中之各種身體活動能力並具備欣賞能力等文化素養，以鍛鍊身心，培養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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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週 1 語詞及客家節慶介紹 

Ac-Ⅳ-2 客家語進階日常用

句。 

Ae-Ⅳ-1 客家語思 

維及情意表達。 

Ba-Ⅳ-1 性格特質 

與性向探索。 

Bc-Ⅳ-1 休閒育樂。 

Cb-Ⅳ-1 客家歷史 

文化。 

學會客家節慶語詞說法 口語練習，分組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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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週 1 語詞及客家節慶介紹 

Ac-Ⅳ-2 客家語進階日常用

句。 

Ae-Ⅳ-1 客家語思 

維及情意表達。 

Ba-Ⅳ-1 性格特質 

與性向探索。 

Bc-Ⅳ-1 休閒育樂。 

Cb-Ⅳ-1 客家歷史 

文化。 

學會客家節慶語詞說法 口語練習，分組練習  

第 3週 1 拼音.語詞練習 

Aa-Ⅳ-1 客家語聲韻

調系統的綜合運用。 

Ac-Ⅳ-2 客家語進階

日常用句。 

能使用客語拼音及語詞 

口語練習，分組練習  

第 4週 1 拼音.語詞練習 

Aa-Ⅳ-1 客家語聲韻

調系統的綜合運用。 

Ac-Ⅳ-2 客家語進階

日常用句。 

能使用客語拼音及語詞 

口語練習，分組練習  

第 5週 1 拼音.語詞練習 

Aa-Ⅳ-1 客家語聲韻

調系統的綜合運用。 

Ac-Ⅳ-2 客家語進階

日常用句。 

能使用客語拼音及語詞 

口語練習，分組練習  

第 6週 1 拼音.語詞練習 

Aa-Ⅳ-1 客家語聲韻

調系統的綜合運用。 

Ac-Ⅳ-2 客家語進階

日常用句。 

能使用客語拼音及語詞 

口語練習，分組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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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週 1 客家文章分享 

Aa-Ⅳ-1 客家語聲 

韻調系統的綜合運 

用。 

Ac-Ⅳ-2 客家語進 

階日常用句。 

Ae-Ⅳ-1 客家語思 

維及情意表達。 

能使用客語拼音及語詞 

並聽懂客語語詞及用客 

家語文與其他語文對 

譯。 

口語練習，分組練習 

 

第 8週 1 語詞及客家節慶介紹 

Ac-Ⅳ-2 客家語進階日常用

句。 

Ae-Ⅳ-1 客家語思 

維及情意表達。 

Ba-Ⅳ-1 性格特質 

與性向探索。 

Bc-Ⅳ-1 休閒育樂。 

Cb-Ⅳ-1 客家歷史 

文化。 

學會客家節慶語詞說法 口語練習，分組練習  

第 9週 1 語詞及客家節慶介紹 

Ac-Ⅳ-2 客家語進階日常用

句。 

Ae-Ⅳ-1 客家語思 

維及情意表達。 

Ba-Ⅳ-1 性格特質 

與性向探索。 

Bc-Ⅳ-1 休閒育樂。 

Cb-Ⅳ-1 客家歷史 

文化。 

學會客家節慶語詞說法 口語練習，分組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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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週 1 客家文章分享 

Aa-Ⅳ-1 客家語聲 

韻調系統的綜合運 

用。 

Ac-Ⅳ-2 客家語進 

階日常用句。 

Ae-Ⅳ-1 客家語思 

維及情意表達。 

能使用客語拼音及語詞 

並聽懂客語語詞及用客 

家語文與其他語文對 

譯。 

口語練習，分組練習 

 

第 11週 1 拼音.語詞練習 

Aa-Ⅳ-1 客家語聲韻

調系統的綜合運用。 

Ac-Ⅳ-2 客家語進階

日常用句。 

能使用客語拼音及語詞 

口語練習，分組練習  

第 12週 1 拼音.語詞練習 

Aa-Ⅳ-1 客家語聲韻

調系統的綜合運用。 

Ac-Ⅳ-2 客家語進階

日常用句。 

能使用客語拼音及語詞 

口語練習，分組練習  

第 13週 1 拼音.語詞練習 

Aa-Ⅳ-1 客家語聲韻

調系統的綜合運用。 

Ac-Ⅳ-2 客家語進階

日常用句。 

能使用客語拼音及語詞 

口語練習，分組練習  

第 14週 1 
語詞練習及客家影片

欣賞 

Aa-Ⅳ-1 客家語聲韻

調系統的綜合運用。 

Ac-Ⅳ-2 客家語進階

日常用句。 

Ae-Ⅳ-1 客家語思 

維及情意表達。 

Bc-Ⅳ-1 休閒育樂。 

能使用客語語詞及發表

觀看影片心得 

 

 

口語練習，分組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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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Ⅳ-1 客家歷史 

文化 

第 15週 1 客家文章分享 

Aa-Ⅳ-1 客家語聲 

韻調系統的綜合運 

用。 

Ac-Ⅳ-2 客家語進 

階日常用句。 

Ae-Ⅳ-1 客家語思 

維及情意表達。 

能使用客語拼音及語詞 

並聽懂客語語詞及用客 

家語文與其他語文對 

譯。 

口語練習，分組練習 

 

第 16週 1 拼音.語詞練習 

Aa-Ⅳ-1 客家語聲韻

調系統的綜合運用。 

Ac-Ⅳ-2 客家語進階

日常用句。 

能使用客語拼音及語詞 

口語練習，分組練習  

第 17週 1 

期末測驗 Aa-Ⅳ-1 客家語聲 

韻調系統的綜合運 

用。 

Ac-Ⅳ-2 客家語進 

階日常用句。 

Ae-Ⅳ-1 客家語思 

維及情意表達。 

Ba-Ⅳ-1 性格特質 

與性向探索。 

Bc-Ⅳ-1 休閒育樂。 

Cb-Ⅳ-1 客家歷史 

文化 

能使用客語拼音，唱客

家歌曲,用本學期所學

客家語表達出來。 

口語練習，分組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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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8週 1 

心得分享 Aa-Ⅳ-1 客家語聲 

韻調系統的綜合運 

用。 

Ac-Ⅳ-2 客家語進 

階日常用句。 

Ae-Ⅳ-1 客家語思 

維及情意表達。 

Ba-Ⅳ-1 性格特質 

與性向探索。 

Bc-Ⅳ-1 休閒育樂。 

Cb-Ⅳ-1 客家歷史 

文化 

能使用客語拼音，唱客

家歌曲,用客家語與他

人分享心得 

口語練習，分組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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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南市立後甲國民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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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學 A 實施年級 三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 18 )節 社團編號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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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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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能夠透過進階數學、基礎物理、基礎化學課程，提升運算思維能力與興趣。 

2. 學生能夠建構連結生活中的自然現象、數學組合與其影響。  

3. 學生能夠自主學習，察覺自我學習的理解狀況與投入程度。 

課程架構脈絡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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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 1 基礎物理課程 運動與力 

能夠認識生活中常見的

運動(直線運動、鉛直

上拋運動、拋體運動、

斜面上的運動、等速率

圓周運動) 

1. 口頭發表 

2.學習單 

 

第 2週 1 基礎物理課程 運動與力 

能夠認識生活中常見的

運動(直線運動、鉛直上

拋運動、拋體運動、斜面

上的運動、等速率圓周

運動) 

1.口頭發表 

2.學習單 

 

第 3週 1 基礎物理課程 運動與力 

能夠認識力的作用(接

觸力與超距力、力的合

成與分解、張力、虎克定

律、串聯&並聯、慣性定

律、牛頓第二運動定律、

作用力與反作用力、向

心力、萬有引力) 

1.口頭發表 

2.學習單 
 

第 4週 1 基礎物理課程 運動與力 

能夠認識力的作用(接

觸力與超距力、力的合

成與分解、張力、虎克定

律、串聯&並聯、慣性定

律、牛頓第二運動定律、

作用力與反作用力、向

心力、萬有引力) 

1.口頭發表 

2.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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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週 1 進階數學課程 數與式 
能夠學會數與數線、數

線上的幾何 

1.口頭發表 

2.學習單 

3.上台解題 

 

第 6週 1 進階數學課程 多項式函數 

能夠學會多項式的運算

與應用、多項式函數的

圖形與多項式不等式 

1.口頭發表 

2.學習單 

3.上台解題 

 

第 7週 1 基礎化學課程 
原子構造與元素週期

表 

能夠認識原子的結構、

原子中電子的排列 

1.口頭發表 

2.學習單 
 

第 8週 1 基礎化學課程 
原子構造與元素週期

表 

能夠認識原子的結構、

原子中電子的排列 

1.口頭發表 

2.學習單 
 

第 9週 1 基礎化學課程 
原子構造與元素週期

表 

能夠認識元素性質的規

律性、元素週期表 

1.口頭發表 

2.學習單 
 

第 10週 1 基礎物理課程 熱 

能夠探究溫度與熱、熱

量與比熱、熱對物質的

影響、熱的傳播 

1.口頭發表 

2.學習單 
 

第 11週 1 基礎物理課程 光 

能夠探究光的傳播、光

的反射、光的折射、光與

生活 

1.口頭發表 

2.學習單 
 

第 12週 1 基礎物理課程 聲音 
能夠理解波動的觀察、

聲音的反射 

1.口頭發表 

2.學習單 
 

第 13週 1 基礎化學課程 化學反應 

能夠認識化學式、化學

反應式與平衡、化學計

量、化學反應中的能量

變化 

1.口頭發表 

2.學習單 
 

第 14週 1 基礎化學課程 化學反應 
能夠認識化學式、化學

反應式與平衡、化學計

1.口頭發表 

2.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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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化學反應中的能量

變化 

3.上台解題 

第 15週 1 進階數學課程 指數與對數函數 
能夠學會指數與對數的

應用 

1.口頭發表 

2.學習單 

3.上台解題 

 

第 16週 1 基礎物理課程 運動與力 

能夠認識生活中常見的

運動(直線運動、鉛直上

拋運動、拋體運動、斜面

上的運動、等速率圓周

運動) 

1.口頭發表 

2.學習單 

 

第 17週 1 基礎物理課程 運動與力 

能夠認識生活中常見的

運動(直線運動、鉛直上

拋運動、拋體運動、斜面

上的運動、等速率圓周

運動) 

1.口頭發表 

2.學習單 

 

第 18週 1 基礎物理課程 運動與力 

能夠認識生活中常見的

運動(直線運動、鉛直上

拋運動、拋體運動、斜面

上的運動、等速率圓周

運動) 

1.口頭發表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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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南市立後甲國民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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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學 B 實施年級 三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 18 )節 社團編號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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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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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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能夠透過進階數學、基礎物理、基礎化學課程，提升運算思維能力與興趣。 

2. 學生能夠建構連結生活中的自然現象、數學組合與其影響。  

3. 學生能夠自主學習，察覺自我學習的理解狀況與投入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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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 1 基礎物理課程 運動與力 

能夠認識生活中常見的

運動(直線運動、鉛直

上拋運動、拋體運動、

斜面上的運動、等速率

圓周運動) 

1. 口頭發表 

2.學習單 

 

第 2週 1 基礎物理課程 運動與力 

能夠認識生活中常見的

運動(直線運動、鉛直上

拋運動、拋體運動、斜面

上的運動、等速率圓周

運動) 

1.口頭發表 

2.學習單 

 

第 3週 1 基礎物理課程 運動與力 

能夠認識力的作用(接

觸力與超距力、力的合

成與分解、張力、虎克定

律、串聯&並聯、慣性定

律、牛頓第二運動定律、

作用力與反作用力、向

1.口頭發表 

2.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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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力、萬有引力) 

第 4週 1 基礎物理課程 運動與力 

能夠認識力的作用(接

觸力與超距力、力的合

成與分解、張力、虎克定

律、串聯&並聯、慣性定

律、牛頓第二運動定律、

作用力與反作用力、向

心力、萬有引力) 

1.口頭發表 

2.學習單 
 

第 5週 1 進階數學課程 數與式 
能夠學會數與數線、數

線上的幾何 

1.口頭發表 

2.學習單 

3.上台解題 

 

第 6週 1 進階數學課程 多項式函數 

能夠學會多項式的運算

與應用、多項式函數的

圖形與多項式不等式 

1.口頭發表 

2.學習單 

3.上台解題 

 

第 7週 1 基礎化學課程 
原子構造與元素週期

表 

能夠認識原子的結構、

原子中電子的排列 

1.口頭發表 

2.學習單 
 

第 8週 1 基礎化學課程 
原子構造與元素週期

表 

能夠認識原子的結構、

原子中電子的排列 

1.口頭發表 

2.學習單 
 

第 9週 1 基礎化學課程 
原子構造與元素週期

表 

能夠認識元素性質的規

律性、元素週期表 

1.口頭發表 

2.學習單 
 

第 10週 1 基礎物理課程 熱 

能夠探究溫度與熱、熱

量與比熱、熱對物質的

影響、熱的傳播 

1.口頭發表 

2.學習單 
 

第 11週 1 基礎物理課程 光 
能夠探究光的傳播、光

的反射、光的折射、光與

1.口頭發表 

2.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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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 

第 12週 1 基礎物理課程 聲音 
能夠理解波動的觀察、

聲音的反射 

1.口頭發表 

2.學習單 
 

第 13週 1 基礎化學課程 化學反應 

能夠認識化學式、化學

反應式與平衡、化學計

量、化學反應中的能量

變化 

1.口頭發表 

2.學習單 
 

第 14週 1 基礎化學課程 化學反應 

能夠認識化學式、化學

反應式與平衡、化學計

量、化學反應中的能量

變化 

1.口頭發表 

2.學習單 

3.上台解題 

 

第 15週 1 進階數學課程 指數與對數函數 
能夠學會指數與對數的

應用 

1.口頭發表 

2.學習單 

3.上台解題 

 

第 16週 1 基礎物理課程 運動與力 

能夠認識生活中常見的

運動(直線運動、鉛直上

拋運動、拋體運動、斜面

上的運動、等速率圓周

運動) 

1.口頭發表 

2.學習單 

 

第 17週 1 基礎物理課程 運動與力 

能夠認識生活中常見的

運動(直線運動、鉛直上

拋運動、拋體運動、斜面

上的運動、等速率圓周

運動) 

1.口頭發表 

2.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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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8週 1 基礎物理課程 運動與力 

能夠認識生活中常見的

運動(直線運動、鉛直上

拋運動、拋體運動、斜面

上的運動、等速率圓周

運動) 

1.口頭發表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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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南市立後甲國民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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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政職群 

(合作學校-光華高中) 
實施年級 九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44)節 社團編號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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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自主行動  A1  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A3  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 溝通互動  B1  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3  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 社會參與  C2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課程目標 

1.家政職群之職群概論、美容、美髮、服飾、幼兒保育等主題認識與應用 
2.加深生涯認識、培養學生生涯發展之基本能力。 
3.由職群的實務學習中，加深對未來生涯之試探。 
4.培育人本情懷與統整能力。 
5.培養自我發展、創造思考及適應變遷的能力。 
6.建立正確的生涯價值觀及奠定生涯準備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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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 1 停課 -- -- -- 2/13開學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第 1週 3 職群概論 

1. 家政職群之基本

介紹及職業安全

與道德 

2. 家政職群的法規

與理論 

3.家政相關的行業與

工作 

1.家政職群實習科目介

紹 

2.家政職群未來升學進

路介紹 

3.安全的工作態度 

4.敬業合作之職業道德 

5.家政職群 相關法規

介紹 

6.家政職群的網路資安 

7.家政職場的相關行業 

8.各家政行業的工作內

涵 

9.家政職場的工作價值 

問答 2/18補上 2/27課程 

第 2週 3 美髮 按摩服務與實作 
認識按摩指壓的操作手

法及種類 
實作  

第 3週 0 停課 -- -- -- 二二八補假 

第 4週 3 美髮 洗髮技巧與實作 

1.認識洗髮劑的種類及

應用 

2.瞭解洗髮前的準備工

作及應注意事項 

實作  

第 5週 3 美髮 
1.洗髮技巧與實作 

2.編髮的技巧與實作 

1.知道洗髮技巧 

2.認識編髮基本型 
實作  

第 6週 3 美髮 編髮的技巧與實作 識編髮的技巧及基本型 實作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第 6週 3 美髮 

1編髮的技巧與實作 

2電鉗操作的技巧與

實作 

認識電鉗的構造與功用 實作 3/25補上 4/03課程 

第 7週 3 美髮 
電鉗操作的技巧與實

作 
認識電鉗的操作方式 實作  

第 8週 0 停課 -- -- -- 兒童節補假 

第 9週 3 美容 皮膚保養 

1.皮膚的認識與清潔 

2.保養品的認識 

3.認識皮膚保養的程序

及技巧 

實作  

第 10週 3 美容 臉部的按摩 
1.認識按摩用品的種類 

2.知道臉部按摩的技巧 
實作  

第 11週 3 美容 臉部的按摩 
1.認識按摩用品的種類 

2.知道臉部按摩的技巧 
實作  

第 12週 3 美容 紙上化妝 
1.各式眉型的認識 

2.認識彩妝紙上化妝 
實作  

第 13週 1 技藝教育講座 認識 15群科  
認識 15群科及其升學

方式 
問答  

第 14週 1 技藝教育講座 認識 15群科  
認識 15群科及其升學

方式 
問答  

第 15週 1 技藝教育講座 認識 15群科  
認識 15群科及其升學

方式 
問答  

第 16週 3 美容 紙上化妝 認識彩妝紙上化妝 實作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第 17週 3 美容 基礎化妝 

1.瞭解化妝的程序及注

意事項 

2.認識基礎化妝 

實作  

第 18週 1 技藝教育結業式 -- -- --  

第 19週 0 停課 -- -- -- 三年級已畢業 

第 20週 0 停課    三年級已畢業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臺南市立後甲國民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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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旅職群 

(合作高中-光華高中) 
實施年級 九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44)節 社團編號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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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自主行動  A1  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B 溝通互動  B3  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 社會參與  C2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課程目標 

1.餐旅職群之職群概論、餐飲服務技術、旅館實務、飲料調製、廚藝製作等主題認識與應用 
2.加深生涯認識、培養學生生涯發展之基本能力。 
3.由職群的實務學習中，加深對未來生涯之試探。 
4.培育人本情懷與統整能力。 
5.培養自我發展、創造思考及適應變遷的能力。 
6.建立正確的生涯價值觀及奠定生涯準備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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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 1 技藝教育開訓 -- -- -- 2/13開學 

第 1週 3 職群概論 

1.餐旅職群之基本介

紹及職業安全與道德 

2 餐旅職群概論 

1.餐旅職群實習科目介

紹 

2.餐旅職群未來升學進

路介紹 

3.安全的工作態度 

4.敬業合作之職業道德 

問答 2/18補上 2/27課程 

第 2週 3 中餐廚藝製作 
廚房器具的認識 

使用與衛生安全 

1.認識廚房設備與器具 

2.正確的使用刀具 

3.基礎刀工介紹及練習 

實作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第 3週 0 停課 -- -- -- 二二八補假 

第 4週 3 中餐廚藝製作 
食材的認識、保存與

烹調法介紹 

1.六大類食物與營養素 

2.食材辨識 

3.食物保存與原則 

4.基本烹調法 

實作  

第 5週 3 中餐廚藝製作 中餐基本烹調法實習 

1.瞭解煮、滷、燴-煮

白飯、滷雞翅、燴三鮮

等製作方式 

實作  

第 6週 3 中餐廚藝製作 中餐基本烹調法實習 

瞭解蒸、羹-清蒸魚、

粉蒸排骨、茶碗蒸、三

色豆腐羹等製作方式 

實作  

第 6週 3 飲料調製實務 1飲料調製介紹 

1.認識飲料的定義、種

類 

2.認識機具設備及器皿 

3.飲料調製方法練習 

實作 3/25補上 4/03課程 

第 7週 3 飲料調製實務 
乳品、果汁及碳酸飲

料 

1.認識乳製品種類、特

性與應用 

2.認識碳酸飲料及礦泉

水的種類 

3.瞭解藍色珊瑚礁、西

瓜牛奶等製作方式 

實作  

第 8週 0 停課 -- -- -- 兒童節補假 

第 9週 3 飲料調製實務 
乳品、果汁及碳酸飲

料 

1.認識飲品的變化與調

製 
實作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2.瞭解多多綠茶、蜜桃

冰沙等製作方式 

第 10週 3 中餐廚藝製作 中餐基本烹調法實習 

認識炒-蕃茄炒蛋、培

根炒高麗菜、榨菜炒肉

絲等製作方式 

實作  

第 11週 3 中餐廚藝製作 中餐基本烹調法實習 

認識煎、炸-蔥花煎

蛋、 鹽酥雞、五味炸

肉條等製作方式 

實作  

第 12週 3 飲料調製實務 

1.乳品、果汁及碳酸

飲料 

2.茶的分類及沖泡 

1.認識飲品的變化與調

製 

2.認識茶的分類及特性  

實作  

第 13週 1 技藝教育講座 認識 15群科  
認識 15群科及其升學

方式 
問答  

第 14週 1 技藝教育講座 認識 15群科  
認識 15群科及其升學

方式 
問答  

第 15週 1 技藝教育講座 認識 15群科  
認識 15群科及其升學

方式 
問答  

第 16週 3 飲料調製實務 茶的分類及沖泡 

1.認識茶的分類及特性 

2.瞭解金桔檸檬紅茶、

珍珠奶茶等製作方式 

實作  

第 17週 3 飲料調製實務 茶的分類及沖泡 

1.認識茶的分類及特性 

2.瞭解冰蜂蜜菊花茶、 

百香柚子茶等製作方式 

實作  

第 18週 1 技藝教育結業式 -- -- --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第 19週 0 停課 -- -- -- 三年級已畢業 

第 20週 0 停課 -- -- -- 三年級已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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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南市立後甲國民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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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機電子職群 

(合作學校-慈幼工商) 
實施年級 九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 44 )節 社團編號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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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自主行動  A1  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A3  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 溝通互動  B2  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C 社會參與  C2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課程目標 
1.認識電機與電子職群的基本知識 
2.習得電機與電子職群的基本技能及未來生涯發展進路 
3.養成正確的工作態度及職業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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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 1 技藝教育開訓 -- -- -- 2/13開學 

第 1週 3 職群概論 

1.電機與電子職群之 
  基本介紹及職業安 
  全與道德 
2.電機與電子職群的 
  進路簡介 
3.電子元件與儀表簡 
  介  

4.電機器具與設備簡 

  介 

1.能瞭解學習上須具備 

  何種準備 

2.瞭解實習工廠消防設 

  備操作 

問答 2/18補上 2/27課程 

第 2週 3 基本電子應用 

常用基本電子元件  
的識別及量測： 
1.電阻器、電容器、
及感應器的識別。    
2.電阻器、電容器、
及感應器的量測。 
3.二極體及電晶體的 
識別與量測。 

認識各式電子元件符號

及其功能 
實作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第 3週 0 停課 -- -- -- 二二八補假 

第 4週 3 基本電子應用 
焊接練習：低功率銲
接工具的使用。 

能完成基本焊接的練習 實作  

第 5週 3 基本電子應用 
焊接練習：焊接要領
及實作 

能完成平面及立體焊接 實作  

第 6週 3 基本電子應用 
常用電子儀表的認識
及操作：三用電表的
使用。 

能正確使用三用電表 實作  

第 6週 3 基本電子應用 
常用邏輯實驗儀器  
的使用：麵包板之結
構介紹與使用練習 

能瞭解使用麵包板完成

電路裝配 
實作 3/25補上 4/03課程 

第 7週 3 技藝教育講座 認識 15群科  
認識 15群科及其升學

方式 
問答  

第 8週 0 停課 -- -- -- 兒童節補假 

第 9週 3 基本室內配線 

室內配線簡介：  
1.室內配線的工作安  
全要求介紹。 
2.室內配線的基本應  
  用。 
3.室內配線工具的認  
識及使用  

能瞭解室內配線各式工

具正確使用要領並練習 
實作  

第 10週 3 基本室內配線 

導線的連接及處  
理： 
1.常用導線認識 
2.導線的連接 

能完成指定導線連接種

類的施作 
實作  

第 11週 3 
基本室內配線 導線的連接及處  

理：導線的壓接及絕
緣處理 

能完成指定導線連接種

類的施作 
實作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第 12週 3 基本室內配線 

電儀表的認識及使  
用： 
1.電壓表的使用。 
2.電流表的使用。 
3.三用電表的使用。 

能瞭解各式電儀表的使

用流程 
實作  

第 13週 1 技藝教育講座 認識 15群科  
認識 15群科及其升學

方式 
問答  

第 14週 1 技藝教育講座 認識 15群科  
認識 15群科及其升學

方式 
問答  

第 15週 1 技藝教育講座 認識 15群科  
認識 15群科及其升學

方式 
問答  

第 16週 3 基本室內配線 

基本室內配線裝  
置： 
1.開關、插座及器具  
的裝配認識 
2.基本電燈、插座及  
電鈴回路控制 

能正確完成指定的日光

燈電路施作 
實作  

第 17週 3 基本室內配線 
基本室內配線裝  
置：照明燈具的控制 

能完成單相二線式的基

本配線施作 
實作  

第 18週 1 技藝教育結業式 -- -- --  

第 19週 0 停課 -- -- -- 三年級已畢業 

第 20週 0 停課 -- -- -- 三年級已畢業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臺南市立後甲國民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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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護職群 

(合作學校-中華醫事科技

大學) 

實施年級 九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 44 )節 社團編號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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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 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3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 社會參與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課程目標 
1.認識醫護職群之職群概論、護理基本工作、視光實務等主題基本知識、技能。 
2.認識醫護職群的基本技能及未來生涯進路發展 
3.瞭解正確工作態度及職業道德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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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週 1 技藝教育開訓 -- -- -- 2/13開學 

第 1週 3 職群概論 

1.醫護職群之基本介
紹及職業安全與道德 
2.醫護職群的職業特
性與狀況 
3.認識醫護工作 

1.醫護職群實習科目介
紹 
2.醫護職群未來升學進
路介紹 
3.安全的工作態度 
4.敬業合作之職業道德 
5.醫護職群的特性與範
圍 
6.醫護職群的現況和發
展 
7.醫事類工作介紹 
8.護理類工作介紹 
9.醫護職群之生涯介紹 

實作 2/18補上 2/27課程 

第 2週 3 護理基本工作 基本單元 :基本護理
的內涵 

1.護理的意義 

2.人類基本需要與護理 實作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第 3週 0 停課 -- -- -- 二二八補假 

第 4週 3 護理基本工作 生命徵象觀察與測量
(二) 

1.血壓之判讀 

2.血壓測量實作 實作  

第 5週 3 護理基本工作 生命徵象觀察與測量
(一)  

1.生命徵象的意義 

2.體溫、脈搏、呼吸之

判讀與實作 
實作  

第 6週 3 護理基本工作 
1.生命徵象觀察與測
量(一) 
2.給藥與用藥安全 

1.體溫、脈搏、呼吸之
判讀與實作 
2.各種給藥方法介紹 

3.用藥安全原則 

實作  

第 6週 3 護理基本工作 
1.給藥與用藥安全 
2.醫療環境與物品之
維護 

1.口服給藥法 
2.舌下含服給藥法 
3.感染的定義與影響 

實作 3/25補上 4/03課程 

第 7週 3 護理基本工作 醫療環境與物品之維
護 

1.感染的定義與影響 
2.感染控制的原則與實
作 

3.清潔與消毒 

實作  

第 8週 0 停課 -- -- -- 兒童節補假 

第 9週 3 視光實務 視覺與光學 
1.光學透鏡的基本作用 
2.眼球構造之介紹 

3.眼部附屬構造功能 
實作  

第 10週 3 視光實務 視力異常 

1.正視眼與近視眼的形
成 
2.遠視眼和散光的成因 

3.屈光參差與老花眼的

成因 

4.視力表的種類 

5.視力表的檢查與應用

時機 

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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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週 3 視光實務 視力檢查與紀錄 
1.遠方視力檢查與紀錄 

2.近方視力檢查與紀錄 實作  

第 12週 3 視光實務 
1.視力檢查與紀錄 
2.視覺檢查紀錄與判
讀 

1.他覺式驗光基本概念 

2.色彩視覺檢查與紀錄 實作  

第 13週 1 技藝教育講座 認識 15群科  
認識 15群科及其升學

方式 
問答  

第 14週 1 技藝教育講座 認識 15群科  
認識 15群科及其升學

方式 
問答  

第 15週 1 技藝教育講座 認識 15群科  
認識 15群科及其升學

方式 
問答  

第 16週 3 視光實務 

1.視覺檢查紀錄與判
讀 
2.配鏡技術基本技能
與創意設計 

1.立體視覺檢查與紀錄 

2.配鏡基本技能 實作  

第 17週 3 視光實務 
3.配鏡技術基本技能

與創意設計 

1.眼鏡美學 

2.創意造型設計 實作  

第 18週 1 技藝教育結業式 -- -- --  

第 19週 0 停課 -- -- -- 三年級已畢業 

第 20週 0 停課 -- -- -- 三年級已畢業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臺南市立後甲國民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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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藝術職群 

(合作學校-南英商工) 
實施年級 九年級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 44 )節 社團編號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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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自主行動  A1  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A3  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 溝通互動  B1  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3  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 社會參與  C2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課程目標 

1.藝術職群之職群概論、電影電視類展演實務、表演藝術類展實務等主題認識與應用 
2.加深生涯認識、培養學生生涯發展之基本能力。 
3.由職群的實務學習中，加深對未來生涯之試探。 
4.培育人本情懷與統整能力。 
5.培養自我發展、創造思考及適應變遷的能力。 
6.建立正確的生涯價值觀及奠定生涯準備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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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 1 技藝教育開訓 -- -- -- 2/13開學 

第 1週 3 職群概論 

1.藝術職群之基本介

紹及職業安全與道德 

2.藝術的起源、種類

和藝術相關產業 

3.藝術與生活 

1.藝術職群實習科目介

紹 

2.藝術職群未來升學進

路介紹 

3.安全的工作態度 

4.敬業合作之職道德 

5.藝術的起源 

6.藝術的種類 

7.藝術相關產業介紹 

8.藝術與生活的介紹 

實作 

2/18補上 2/27課程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9.藝術行政與管理介紹 

第 2週 3 表演藝術類展演實務 
基本單元:表演基礎

訓練 

1.暖身練習 

2.肢體潛能開發與訓練 

實作 
 

第 3週 0 停課 -- -- -- 二二八補假 

第 4週 3 表演藝術類展演實務 表演基礎訓練 
1.聲音與肢體整合練習 

2.情境練習 

實作 
 

第 5週 3 表演藝術類展演實務 表演基礎訓練 演出訓練-小品練習 
實作 

 

第 6週 3 表演藝術類展演實務 
1.表演基礎訓練 

2.肢體基礎訓練 

1.演出訓練-小品練習 

2.肢體放鬆與收縮練習 

3.肢體的協調性與節奏

感練習 

實作 

 

第 6週 3 表演藝術類展演實務 
1.肢體基礎訓練 

2.聲音基礎訓練 

1.流動與組合動作的練

習 

2.呼吸及發聲技巧練習 

3.換聲及高音練習 

4.歌唱方法及曲練習 

實作 

3/25補上 4/03課程 

第 7週 3 表演藝術類展演實務 聲音基礎訓練 
1.換聲及高音練習 

2.歌唱方法及曲練習 
實作  

第 8週 0 停課 -- -- -- 兒童節補假 

第 9週 3 電影電視類展演實務 基礎攝影 
1.相機原理及功能介紹 

2.相機拍攝模式介紹 

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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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週 3 電影電視類展演實務 基礎攝影 

1.畫面構圖及色彩組成

操作 

2.鏡頭焦距操作 

實作 

 

第 11週 3 電影電視類展演實務 影視攝影 

1.攝影機介紹 

2.攝影機運作及拍攝技

法 運用 

實作 

 

第 12週 3 電影電視類展演實務 影視攝影 
攝影機高度運用及畫面

構圖操作 
實作  

第 13週 1 技藝教育講座 認識 15群科  
認識 15群科及其升學

方式 
問答  

第 14週 1 技藝教育講座 認識 15群科  
認識 15群科及其升學

方式 
問答  

第 15週 1 技藝教育講座 認識 15群科  
認識 15群科及其升學

方式 
問答  

第 16週 3 電影電視類展演實務 影音剪輯 

1.認識影音剪接及版權

槪念 

2.故事發想及影像拍攝

創作 

3.聲音選取與編輯 操

作 

實作  

第 17週 3 電影電視類展演實務 影音剪輯 
1.影像、聲音合成操作 

2.影像輸出及發佈操作 
實作  

第 18週 1 技藝教育結業式 -- -- --  

第 19週 0 停課 -- -- -- 三年級已畢業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第 20週 0 停課 -- -- -- 三年級已畢業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臺南市立後甲國民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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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旅職群 

(合作學校-南英商工) 
實施年級 九年級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 44 )節 社團編號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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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自主行動  A1  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B 溝通互動  B3  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 社會參與  C2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課程目標 

1.餐旅職群之中餐廚藝製作、飲料調製實務、旅館實務、餐飲服務技術、西餐廚藝製作等主題認識與應用 

2.加深生涯認識、培養學生生涯發展之基本能力。 

3.由職群的實務學習中，加深對未來生涯之試探。 

4.培育人本情懷與統整能力。 

5.培養自我發展、創造思考及適應變遷的能力。 

6.建立正確的生涯價值觀及奠定生涯準備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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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 1 停課 -- -- -- 2/13開學 

第 1週 3 職群概論 

1.餐旅職群之基本介

紹及職業安全與道德 

2 .餐旅職群概論 

1餐旅職群實習科目介

紹 

2.餐旅職群未來升學進

路介紹 

3.安全的工作態度 

4.敬業合作之職業道德 

問答 2/18補上 2/27課程 

第 2週 3 中餐廚藝製作 
廚房器具的認識、使

用與衛生安全 

1.認識廚房設備與器具 

2.正確的使用刀具 
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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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認識基礎刀工 

4.瞭解翡翠炒飯、蕃茄

炒蛋製作方式 

第 3週 0 停課 -- -- -- 二二八補假 

第 4週 3 中餐廚藝製作 
食材的認識、保存與

烹調法介紹 

1.認識六大類食物與營

養素 

3.知識食材辨識 

3.瞭解食物保存與原則 

4.認識基本烹調法 

5.認識五彩豆乾丁、清

蒸魚等製作方式 

實作  

第 5週 3 中餐廚藝製作 基本烹調法實習 

認識炒-蕃茄炒蛋、培

根炒高麗菜、榨菜炒肉

絲等製作方式 

實作  

第 6週 3 中餐廚藝製作 基本烹調法實習 

認識煮、滷、燴-煮白

飯、滷雞翅、燴三鮮練

習等製作方式 

實作  

第 6週 3 中餐廚藝製作 基本烹調法實習 

認識蒸、羹-清蒸魚、

粉蒸排骨、茶碗蒸、三

色豆腐羹等製作方式 

實作 3/25補上 4/03課程 

第 7週 3 中餐廚藝製作 基本烹調法實習 

1.認識煎、炸-蔥花煎

蛋、鹽酥雞、五味炸肉

條等製作方式 

實作  

第 8週 0 停課 -- -- -- 兒童節補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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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週 3 飲料調製實務 飲料調製介紹 

1.認識飲料的定義、種

類 

2.認識機具設備及器皿 

3.飲料調製方法練習 

實作  

第 10週 3 飲料調製實務 
乳品、果汁及碳酸飲

料 

1.認識乳製品種類、特

性與應用 

2.認識飲品的變化與調

製 

3.瞭解造型鮮奶茶、奇

異之吻等製作方式 

實作  

第 11週 3 飲料調製實務 
乳品、果汁及碳酸飲

料 

1.認識乳製品種類、特

性與應用 

2.認識飲品的變化與調

製 

3.瞭解香蕉西瓜船、西

瓜汁、香蕉牛奶等製作

方式 

實作  

第 12週 3 飲料調製實務 
乳品、果汁及碳酸飲

料 

1.認識碳酸飲料及礦泉

水的種類 

2.認識茶的分類及特性 

3.瞭解柳橙鳳梨船、鳳

梨冰沙、柳橙蘇打等製

作方式 

實作  

第 13週 1 技藝教育講座 認識 15群科  
認識 15群科及其升學

方式 
問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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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4週 1 技藝教育講座 認識 15群科  
認識 15群科及其升學

方式 
問答  

第 15週 1 技藝教育講座 認識 15群科  
認識 15群科及其升學

方式 
問答  

第 16週 3 飲料調製實務 茶的分類及沖泡 

1.認識茶的基本沖泡 

2.瞭解冰水蜜桃紅茶、

伯爵奶茶、綠茶多多製

作方式 

實作  

第 17週 3 飲料調製實務 茶的分類及沖泡 

1.認識茶的基本沖泡 

2.認識黑糖波霸奶茶、

奶泡紅茶、白鬍子綠茶

製作方式 

實作  

第 18週 1 技藝教育結業式 -- -- --  

第 19週 0 停課 -- -- -- 三年級已畢業 

第 20週 0 停課 -- -- -- 三年級已畢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