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臺南市立西港國民中學 111學年度第一學期七~九年級社團辦理一覽總表 

社團編號 社團活動名稱 社團教學總節數 是否跨年級實施 預計實施方式 

1 跆拳道社 20 是  否□ 
□每週【  】節 

隔週【 2】節 

2 太鼓社 20 是  否□ 
□每週【  】節 

隔週【 2】節 

3 菁英領袖社 20 是  否□ 
□每週【  】節 

隔週【 2】節 

4 軟網社 20 是  否□ 
□每週【  】節 

隔週【 2】節 

5 武術社 20 是  否□ 
□每週【  】節 

隔週【 2】節 

6 童軍社 20 是  否□ 
□每週【  】節 

隔週【 2】節 

7 趣味英語社 20 是  否□ 
□每週【  】節 

隔週【 2】節 

8 高爾夫球社 20 是  否□ 
□每週【  】節 

隔週【 2】節 

9 PowerTech仿生機械獸創客社 20 是  否□ 
□每週【  】節 

隔週【 2】節 

     

◎如行列太多或不足，請自行增刪。 

◎上列全部社團請如實一一撰寫社團個別之 C6-1彈性學習課程計畫。 

◎實施如有跨年級實施也請敘明，實施週次如有與其他類課程對開也請於最右一欄如實說明。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臺南市立西港國民中學 111學年度第一學期七~九年級彈性學習課程計畫 

社團活動或技藝課程名稱 跆拳道社 實施年級 七~九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  20   )節 社團編號 1 

彈性學習課程規範 2. 社團活動與技藝課程(社團活動□技藝課程) 

總綱或領綱核心素養 
J-A1 具備良好的身心發展知能與態度，並展現自我潛能、探索人性、自我價值與生命意義、積極實踐。 
J-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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跆拳道相關基本踢法以及套路 
2.能藉由跆拳道學習正當體能活動 

課程架構脈絡 

教學期程 節數 單元或課程名稱 學習內容 學習目標 學習評量(評量方式) 備註 

2~4週 4 前踢教學 跆拳基本動作(前踢) 熟悉前踢姿勢與動作 分組對打練習  

6~8週 4 橫踢教學 跆拳基本動作(橫踢) 練習橫踢姿勢與動作 分組對打練習  

10~13週 6 側踢教學 跆拳基本動作(側踢) 熟悉側踢姿勢與動作 分組對打練習  

15~17週 4 對打技巧 對打練習 瞭解對打規則並練習 分組對打練習  

19週 2 套路練習 跆拳套路 學會基本套路 分組對打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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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臺南市立西港國民中學 111學年度第一學期七~九年級彈性學習課程計畫 

社團活動或技藝課程名稱 太鼓社 實施年級 七~九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  20   )節 社團編號 2 

彈性學習課程規範 2. 社團活動與技藝課程(社團活動□技藝課程) 

總綱或領綱核心素養 
J-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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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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太鼓相關打擊技巧並培養音樂素養 
2.能藉由太鼓團隊練習學習與人合作與團隊生活 

課程架構脈絡 

教學期程 節數 單元或課程名稱 學習內容 學習目標 學習評量(評量方式) 備註 

2~4週 4 節奏與拍子 太鼓節奏與拍子 能瞭解太鼓節奏與拍子 節奏跟拍練習  

6~8週 4 鼓與方位 太鼓擊鼓及站位 練習打鼓站位技巧 擊鼓站位練習  

10~13週 6 鼓與肢體 太鼓及身體律動 熟悉打鼓動作與訣竅 擊鼓動作練習  

15~17週 4 節奏組合 神氣曲目 能熟悉神氣鼓法 分組練習  

19週 2 節奏組合 神氣曲目 能熟悉神氣鼓法 團體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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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臺南市立西港國民中學 111學年度第一學期七~九年級彈性學習課程計畫 

社團活動或技藝課程名稱 菁英領袖社 實施年級 七~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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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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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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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在地社區相關文化以及歷史典故。 
2.能藉由社區活動學習與人合作以及團隊生活 

課程架構脈絡 

教學期程 節數 單元或課程名稱 學習內容 學習目標 學習評量(評量方式) 備註 

2~4週 4 慶安巡禮 慶安里社區民俗 學生能了解慶安社區 社區學習任務  

6~8週 4 西港大讚 西港里民俗文化 學習西港里傳統文化 社區學習任務  

10~13週 6 大廟采風 慶安宮文化習俗 學習慶安宮慶典禮俗 社區耆老訪談  

15~17週 4 劉厝風光 劉厝里特色 了解劉厝里沿革 社區路線規劃  

19週 2 我的西港 西港各地社區特色 綜合學習各里特色文化 社區學習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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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南市立西港國民中學 111學年度第一學期七~九年級彈性學習課程計畫 

社團活動或技藝課程名稱 軟網社 實施年級 七~九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  20   )節 社團編號 4 

彈性學習課程規範 2. 社團活動與技藝課程(社團活動□技藝課程) 

總綱或領綱核心素養 
J-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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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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軟網相關技巧並鍛鍊體能。 
2.能藉由軟網活動培養正當休閒習慣。 

課程架構脈絡 

教學期程 節數 單元或課程名稱 學習內容 學習目標 學習評量(評量方式) 備註 

2~4週 4 基礎揮拍 揮拍練習 學生習得正確揮拍動作 動作評量  

6~8週 4 基礎發球 發球動作 能夠將球發進發球區 發球測驗評量  

10~13週 6 基礎回擊球 回擊球動作 學生學會回擊球技巧 學生能回擊球五顆  

15~17週 4 對打基本技巧 兩人對打技巧 學生練習兩人對打 學生可以來回對打  

19週 2 對打模擬 對打練習 學生能進行兩邊對打 來回對打兩回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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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南市立西港國民中學 111學年度第一學期七~九年級彈性學習課程計畫 

社團活動或技藝課程名稱 武術隊 實施年級 七~九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  20   )節 社團編號 5 

彈性學習課程規範 2. 社團活動與技藝課程(社團活動□技藝課程) 

總綱或領綱核心素養 
J-A1 具備良好的身心發展知能與態度，並展現自我潛能、探索人性、自我價值與生命意義、積極實踐。 
J-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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武術相關技巧並鍛鍊體能。 
2.能藉由初級拳術培養武德精神與正確道德觀。 

課程架構脈絡 

教學期程 節數 單元或課程名稱 學習內容 學習目標 學習評量(評量方式) 備註 

2~4週 4 起手式 手眼身法 能了解武術手眼身法 完成教練指定姿勢  

6~8週 4 初級接觸 初級拳術 能學會初級拳術 能演練初級拳術  

10~13週 6 馬步起手 馬步雙衝拳 能學會馬步雙衝拳 能示範馬步雙衝拳  

15~17週 4 換步架打 換步架打 能學會換步架打 能演練換步架打  

19週 2 初級拳術 初級拳術全套 熟悉初級拳術全套 順利完成初級拳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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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臺南市立西港國民中學 111學年度第一學期七~九年級彈性學習課程計畫 

社團活動或技藝課程名稱 童軍社 實施年級 七~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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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展現自我潛能、探索人性、自我價值與生命意義、積極實踐。 
J-C2 具備利他與合群的知能與態度，並培育相互合作及與人和諧互動的素養。 

課程目標 
1.學習童軍相關技巧並培養團隊精神。 
2.能藉由童軍學習過程養成正當休閒習慣。 

課程架構脈絡 

教學期程 節數 單元或課程名稱 學習內容 學習目標 學習評量(評量方式) 備註 

2~4週 4 
追蹤記號及野外追蹤

技巧 
野外追蹤技巧 學生能學會野外追蹤 

學生能在校園準確找到

位置 
 

6~8週 4 初階結繩 初階繩結技巧 學生能完成各類結繩 學生打出三種以上結繩  

10~13週 6 
繩頭及繩索的整理 

方法 
繩索處理方法 學生能妥善處理繩索 能夠整理散亂繩索  

15~17週 4 
營帳的搭架、拆收和

保養 
營帳使用方法 學生能學會營帳使用 能與人一起搭拆營帳  

19週 2 旅行的計畫 旅行規劃技巧 
學生能規劃完善旅行計

畫 

能規劃個人與團隊旅行

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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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南市立西港國民中學 111學年度第一學期七~九年級彈性學習課程計畫 

社團活動或技藝課程名稱 趣味英文社 實施年級 七~九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  20   )節 社團編號 7 

彈性學習課程規範 2. 社團活動與技藝課程(社團活動□技藝課程) 

總綱或領綱核心素養 
J-A1 具備良好的身心發展知能與態度，並展現自我潛能、探索人性、自我價值與生命意義、積極實踐。 
J-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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英語閱讀素養與學習英語基本字彙。 
2.能藉由閱讀與歌曲培養英語文能力。 

課程架構脈絡 

教學期程 節數 單元或課程名稱 學習內容 學習目標 學習評量(評量方式) 備註 

2~4週 4 英語拚一下 英語基本字彙 學生能復習英語字彙 答對五成英語字彙挑戰  

6~8週 4 大家歡唱 簡易英語歌曲 學生能唱出簡易英文歌 能唱出一首英文歌  

10~13週 6 英語短劇欣賞 英語聽力運用技巧 學生能看懂英語短劇 學生能寫下短劇大綱  

15~17週 4 英語歌挑戰 英語聽寫能力 學生能寫下聽到的英文 
學生能完成英語歌學習

單 
 

19週 2 Fun English 綜合成果 學生能簡易英語歌教唱 學生教唱一首英文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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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南市立西港國民中學 111學年度第一學期七~九年級彈性學習課程計畫 

社團活動或技藝課程名稱 高爾夫球社 實施年級 七~九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  20   )節 社團編號 8 

彈性學習課程規範 2. 社團活動與技藝課程(社團活動□技藝課程) 

總綱或領綱核心素養 
J-A1 具備良好的身心發展知能與態度，並展現自我潛能、探索人性、自我價值與生命意義、積極實踐。 
J-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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高爾夫球運動知識與技巧。 
2.能藉高爾夫球社團培養正向休閒活動。 

課程架構脈絡 

教學期程 節數 單元或課程名稱 學習內容 學習目標 學習評量(評量方式) 備註 

2~4週 4 推桿基本動作 推桿動作 學生能學會基本推桿 完成推桿動作  

6~8週 4 切桿教學 切桿技巧 
學生了解切桿技巧與操

作 
個人完成切桿動作  

10~13週 6 揮桿輔助動作練習 揮桿輔助動作 
學生學到揮桿輔助動作

運用 

個人能擺出揮桿輔助動

作 
 

15~17週 4 全揮桿練習 全揮桿動作 學生能全揮桿擊球 學生能完成全揮桿動作  

19週 2 切滾球、推桿 切滾球與推桿技巧 
學生能運用切滾球推桿

技巧 
學生能切滾球與推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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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南市立西港國民中學 111學年度第一學期七~九年級彈性學習課程計畫 

社團活動或技藝課程名稱 
PowerTech仿生機械獸 

創客社 
實施年級 七~九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  20   )節 社團編號 9 

彈性學習課程規範 2. 社團活動與技藝課程(社團活動□技藝課程) 

總綱或領綱核心素養 
J-A1 具備良好的身心發展知能與態度，並展現自我潛能、探索人性、自我價值與生命意義、積極實踐。 
J-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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課程主旨在學生親手(hands-on) 創作過程中培養「好思考、喜思考、樂創作、肯創作」之科技人的思維與習性，
培養青少年在科技上知識力與思考力的成長以及為我國未來的科技人材奠基實作能力。 

課程架構脈絡 

教學期程 節數 單元或課程名稱 學習內容 學習目標 學習評量(評量方式) 備註 

2~4週 4 
用機器人思考未來 

認識手工具 

1.PowerTech仿生獸

及競賽介紹 

2.認識工具使用 

學生能了解 PowerTech

仿生獸及競賽規則 
認識機器人學習單  

6~8週 4 
探索機器人的身體 

構造 

萬獸之王仿生獸設計

與製作 
學生能製作萬獸之王 

PowerTech 仿生獸機構

結構學習單 
 

10~13週 6 機器人運轉魔法 
萬獸之王仿生獸後續

製作 

學生能進行齒輪與動力

系統組裝 
認識齒輪與動力學習單  

15~17週 4 仿生獸計時賽 
改造出屬於自己風格

的機器人 

學生能發揮創意 

改造萬獸之王 
學生完成計時比賽  

19週 2 成果發表大會 綜合成果 學生能進行成果發表 成果發表  

◎教學期程請敘明週次起訖，如行列太多或不足，請自行增刪。 

◎備註可加註說明各社團以年段或班群實施現況、議題融入或教材設計說明，無則免填。 

◎各社團務必寫一份。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臺南市立西港國民中學 111學年度第二學期七~九年級社團辦理一覽總表 

社團編號 社團活動名稱 社團教學總節數 是否跨年級實施 預計實施方式 

1 跆拳道社 20 是  否□ 
□每週【  】節 

隔週【 2】節 

2 太鼓社 20 是  否□ 
□每週【  】節 

隔週【 2】節 

3 菁英領袖社 20 是  否□ 
□每週【  】節 

隔週【 2】節 

4 軟網社 20 是  否□ 
□每週【  】節 

隔週【 2】節 

5 武術社 20 是  否□ 
□每週【  】節 

隔週【 2】節 

6 童軍社 20 是  否□ 
□每週【  】節 

隔週【 2】節 

7 趣味英語社 20 是  否□ 
□每週【  】節 

隔週【 2】節 

8 鑑古觀今社 20 是  否□ 
□每週【  】節 

隔週【 2】節 

9 愛閱作家社 20 是  否□ 
□每週【  】節 

隔週【 2】節 

     

◎如行列太多或不足，請自行增刪。 

◎上列全部社團請如實一一撰寫社團個別之 C6-1彈性學習課程計畫。 

◎實施如有跨年級實施也請敘明，實施週次如有與其他類課程對開也請於最右一欄如實說明。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臺南市立西港國民中學 111學年度第二學期七~九年級彈性學習課程計畫 

社團活動或技藝課程名稱 跆拳道社 實施年級 七~九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  20   )節 社團編號 1 

彈性學習課程規範 2. 社團活動與技藝課程(社團活動□技藝課程) 

總綱或領綱核心素養 
J-A1 具備良好的身心發展知能與態度，並展現自我潛能、探索人性、自我價值與生命意義、積極實踐。 
J-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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跆拳道相關基本踢法以及套路 
2.能藉由跆拳道學習正當體能活動 

課程架構脈絡 

教學期程 節數 單元或課程名稱 學習內容 學習目標 學習評量(評量方式) 備註 

2~4週 4 前踢教學 跆拳基本動作(前踢) 熟悉前踢姿勢與動作 分組對打練習 
 

6~8週 4 橫踢教學 跆拳基本動作(橫踢) 練習橫踢姿勢與動作 分組對打練習 
 

10~13週 6 側踢教學 跆拳基本動作(側踢) 熟悉側踢姿勢與動作 分組對打練習 
 

15~17週 4 對打技巧 對打練習 瞭解對打規則並練習 分組對打練習 
 

19週 2 套路練習 跆拳套路 學會基本套路 分組對打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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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臺南市立西港國民中學 111學年度第二學期七~九年級彈性學習課程計畫 

社團活動或技藝課程名稱 太鼓社 實施年級 七~九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  20   )節 社團編號 2 

彈性學習課程規範 2. 社團活動與技藝課程(社團活動□技藝課程) 

總綱或領綱核心素養 
J-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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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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太鼓相關打擊技巧並培養音樂素養 
2.能藉由太鼓團隊練習學習與人合作與團隊生活 

課程架構脈絡 

教學期程 節數 單元或課程名稱 學習內容 學習目標 學習評量(評量方式) 備註 

2~4週 4 節奏與拍子 太鼓節奏與拍子 能瞭解太鼓節奏與拍子 節奏跟拍練習  

6~8週 4 鼓與方位 太鼓擊鼓及站位 練習打鼓站位技巧 擊鼓站位練習  

10~13週 6 鼓與肢體 太鼓及身體律動 熟悉打鼓動作與訣竅 擊鼓動作練習  

15~17週 4 節奏組合 神氣曲目 能熟悉神氣鼓法 分組練習  

19週 2 節奏組合 神氣曲目 能熟悉神氣鼓法 團體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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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臺南市立西港國民中學 111學年度第二學期七~九年級彈性學習課程計畫 

社團活動或技藝課程名稱 菁英領袖社 實施年級 七~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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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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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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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在地社區相關文化以及歷史典故。 
2.能藉由社區活動學習與人合作以及團隊生活 

課程架構脈絡 

教學期程 節數 單元或課程名稱 學習內容 學習目標 學習評量(評量方式) 備註 

2~4週 4 慶安巡禮 慶安里社區民俗 學生能了解慶安社區 社區學習任務  

6~8週 4 西港大讚 西港里民俗文化 學習西港里傳統文化 社區學習任務  

10~13週 6 大廟采風 慶安宮文化習俗 學習慶安宮慶典禮俗 社區耆老訪談  

15~17週 4 劉厝風光 劉厝里特色 了解劉厝里沿革 社區路線規劃  

19週 2 我的西港 西港各地社區特色 綜合學習各里特色文化 社區學習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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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南市立西港國民中學 111學年度第二學期七~九年級彈性學習課程計畫 

社團活動或技藝課程名稱 軟網社 實施年級 七~九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  20   )節 社團編號 4 

彈性學習課程規範 2. 社團活動與技藝課程(社團活動□技藝課程) 

總綱或領綱核心素養 
J-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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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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軟網相關技巧並鍛鍊體能。 
2.能藉由軟網活動培養正當休閒習慣。 

課程架構脈絡 

教學期程 節數 單元或課程名稱 學習內容 學習目標 學習評量(評量方式) 備註 

2~4週 4 基礎揮拍 揮拍練習 學生習得正確揮拍動作 動作評量  

6~8週 4 基礎發球 發球動作 能夠將球發進發球區 發球測驗評量  

10~13週 6 基礎回擊球 回擊球動作 學生學會回擊球技巧 學生能回擊球五顆  

15~17週 4 對打基本技巧 兩人對打技巧 學生練習兩人對打 學生可以來回對打  

19週 2 對打模擬 對打練習 學生能進行兩邊對打 來回對打兩回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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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南市立西港國民中學 111學年度第二學期七~九年級彈性學習課程計畫 

社團活動或技藝課程名稱 武術隊 實施年級 七~九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  20   )節 社團編號 5 

彈性學習課程規範 2. 社團活動與技藝課程(社團活動□技藝課程) 

總綱或領綱核心素養 
J-A1 具備良好的身心發展知能與態度，並展現自我潛能、探索人性、自我價值與生命意義、積極實踐。 
J-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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武術相關技巧並鍛鍊體能。 
2.能藉由初級拳術培養武德精神與正確道德觀。 

課程架構脈絡 

教學期程 節數 單元或課程名稱 學習內容 學習目標 學習評量(評量方式) 備註 

2~4週 4 起手式 手眼身法 能了解武術手眼身法 完成教練指定姿勢  

6~8週 4 初級接觸 初級拳術 能學會初級拳術 能演練初級拳術  

10~13週 6 馬步起手 馬步雙衝拳 能學會馬步雙衝拳 能示範馬步雙衝拳  

15~17週 4 換步架打 換步架打 能學會換步架打 能演練換步架打  

19週 2 初級拳術 初級拳術全套 熟悉初級拳術全套 順利完成初級拳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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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臺南市立西港國民中學 111學年度第二學期七~九年級彈性學習課程計畫 

社團活動或技藝課程名稱 童軍社 實施年級 七~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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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展現自我潛能、探索人性、自我價值與生命意義、積極實踐。 
J-C2 具備利他與合群的知能與態度，並培育相互合作及與人和諧互動的素養。 

課程目標 
1.學習童軍相關技巧並培養團隊精神。 
2.能藉由童軍學習過程養成正當休閒習慣。 

課程架構脈絡 

教學期程 節數 單元或課程名稱 學習內容 學習目標 學習評量(評量方式) 備註 

2~4週 4 
追蹤記號及野外追蹤

技巧 
野外追蹤技巧 學生能學會野外追蹤 

學生能在校園準確找到

位置 
 

6~8週 4 初階結繩 初階繩結技巧 學生能完成各類結繩 學生打出三種以上結繩  

10~13週 6 
繩頭及繩索的整理 

方法 
繩索處理方法 學生能妥善處理繩索 能夠整理散亂繩索  

15~17週 4 
營帳的搭架、拆收和

保養 
營帳使用方法 學生能學會營帳使用 能與人一起搭拆營帳  

19週 2 旅行的計畫 旅行規劃技巧 
學生能規劃完善旅行計

畫 

能規劃個人與團隊旅行

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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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南市立西港國民中學 111學年度第二學期七~九年級彈性學習課程計畫 

社團活動或技藝課程名稱 趣味英文社 實施年級 七~九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  20   )節 社團編號 7 

彈性學習課程規範 2. 社團活動與技藝課程(社團活動□技藝課程) 

總綱或領綱核心素養 
J-A1 具備良好的身心發展知能與態度，並展現自我潛能、探索人性、自我價值與生命意義、積極實踐。 
J-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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英語閱讀素養與學習英語基本字彙。 
2.能藉由閱讀與歌曲培養英語文能力。 

課程架構脈絡 

教學期程 節數 單元或課程名稱 學習內容 學習目標 學習評量(評量方式) 備註 

2~4週 4 英語拚一下 英語基本字彙 學生能復習英語字彙 答對五成英語字彙挑戰  

6~8週 4 大家歡唱 簡易英語歌曲 學生能唱出簡易英文歌 能唱出一首英文歌  

10~13週 6 英語短劇欣賞 英語聽力運用技巧 學生能看懂英語短劇 學生能寫下短劇大綱  

15~17週 4 英語歌挑戰 英語聽寫能力 學生能寫下聽到的英文 
學生能完成英語歌學習

單 
 

19週 2 Fun English 綜合成果 學生能簡易英語歌教唱 學生教唱一首英文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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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南市立西港國民中學 111學年度第二學期七~九年級彈性學習課程計畫 

社團活動或技藝課程名稱 鑑古觀今社 實施年級 七~九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  20   )節 社團編號 8 

彈性學習課程規範 2. 社團活動與技藝課程(社團活動□技藝課程) 

總綱或領綱核心素養 
J-A1 具備良好的身心發展知能與態度，並展現自我潛能、探索人性、自我價值與生命意義、積極實踐。 
J-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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國內外趣味歷史相關知識。 
2.能藉由閱讀培養敏銳觀察力及文史應用能力。 

課程架構脈絡 

教學期程 節數 單元或課程名稱 學習內容 學習目標 學習評量(評量方式) 備註 

2~4週 4 東方歷史趣聞 東方趣味野史 學生能了解東方有趣非

正式歷史 

學生說出一個有趣的東

方歷史 
 

6~8週 4 西方歷史趣聞 西方罕見歷史 學生能找到西方有趣歷

史故事 

製作西方歷史故事小海

報 
 

10~13週 6 近代新聞大觀 近代新聞 學會搜尋新聞中與歷史

相關資訊 

學生找出兩篇新聞 
 

15~17週 4 中西方野史對照 歷史比較技巧 能比較不同歷史異同 學生完成學習單 
 

19週 2 我的個人趣味史記 個人歷史紀錄技巧 學生能寫下一篇自己的

歷史 

學生分享個人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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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南市立西港國民中學 111學年度第二學期七~九年級彈性學習課程計畫 

社團活動或技藝課程名稱 愛閱作家 實施年級 七~九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  20   )節 社團編號 9 

彈性學習課程規範 2. 社團活動與技藝課程(社團活動□技藝課程) 

總綱或領綱核心素養 
J-A1 具備良好的身心發展知能與態度，並展現自我潛能、探索人性、自我價值與生命意義、積極實踐。 
J-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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閱讀素養與寫作產出。 
2.能藉由閱讀與寫作過程培養語文能力。 

課程架構脈絡 

教學期程 節數 單元或課程名稱 學習內容 學習目標 學習評量(評量方式) 備註 

2~4週 4 快速閱讀 閱讀技巧(速讀) 學生能熟悉速讀技巧 能速讀後講出大綱 
 

6~8週 4 精彩閱讀 閱讀技巧(精讀) 學生能熟習精讀技巧 能精讀後講出故事細節 
 

10~13週 6 快寫神手 寫作技巧(速寫) 學生能學會速寫要領 學生能速寫一篇短文 
 

15~17週 4 寫作高手 寫作技巧(摹寫) 學生能了解摹寫要領 學生能摹寫一篇文章 
 

19週 2 輸入與產出 綜合成果 學生能閱讀後寫作 學生產出自己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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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