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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私立景文高級中學國中部 111學年度彈性學習課程計畫 

課程名稱 社團活動 
課程 

類別 

□統整性主題/專題/議題探究課程 

■社團活動與技藝課程 

□特殊需求領域課程 

□其他類課程 

實施年級 
■7年級  □8年級 □9年級 

■上學期 ■下學期 
節數 每隔週 2 節 與班週會課對開 上下學期共40節 

設計理念 1.為健全學生人格發展，激發學習意願；2.讓學生體驗經營社團即是經營自己；3.培養學生多元學習，正向品格，生活能力；4.透過團體自治，學習與他人互動。 

核心素養 

具體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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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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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重點 

學習 

表現 

1.能具備基礎的運動知能及籃、排球的基本技巧。 

2.能透過動力機械人製作及程式撰寫，培養基礎的問題解決及實作能力。 

3.能藉由社團分組競賽及社團成果展演，學習與他人溝通、互動及合作的能力。 

4.能結合多元化的社團活動，使學生將所學落實應用於真實生活情境。 

5.能利用服務學習的方式，讓學生學會尊重自己、關懷他人的能力。 

6.能學習藝術展演的一般知能及表現技巧，增進學生生活的豐富性與美感體驗。 

學習 

內容 

1.學術性社團：人際互動與解決問題能力。 

2.資訊性社團：邏輯思考、程式撰寫與資料處理方法。 

3.手作創造性社團：專注力與配色、藝術美感。 

4.藝文性社團：啟發大腦、修身養性及律動的美感。 

5.運動性社團：球類基本動作、技巧及團體合作。 

6.服務性社團：親近大自然，增加免疫力及舒解壓力。 
 

學術性社團 圍棋社、魔術社 

資訊性社團 動力機器人社 

手作創造性社團 珠寶手工藝社 

藝文性社團 吉他社、扯鈴社 

運動性社團 排球社、籃球社、高爾夫球社 

服務性社團 景文冒險王 

課程目標 

1.培養健全人格，成為德業兼修、文武全才的現代青年。  

2.擴大教學領域，輔導學生發覺自我能力，培養多元學習能力。  

3.協助學生，確立社團發展的目標，進而瞭解自我的生涯規劃。  

4.培養學生活動企畫能力，促進多元知能發展。 

5.學習新的生活技能，新的知能。  

6.學習為人處事及管理協調能力。  

7.擴大服務學習領域，培養學生人文關懷。  

8.積極進取的人生態度與終身學習的習慣。 

表現任務 

(總結性評

量) 

各種節慶進行指定社團展演活動 

各社團動靜態成果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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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進度 

週次/節數 
單元/子題 單元內容與學習活動 檢核點(形成性評量) 

第 

1 

學 

期 

第1-7週 選社/社團上課 依學生興趣選擇運動性社團、藝文性社團、創作性社團、服務性社團等等，在週五的社

團時間中進行不同課程的薰陶。 

1.排球社：排球基本動作及技巧教學、比賽規則說明，分組對抗。 

2.籃球社：籃球基本動作演練、分組對抗、競賽影片觀賞。 

3.動力機器人社：動力機械人製作及程式撰寫模擬。 

4.圍棋社：培養孩子邏輯思考，推展正當休閒活動，建立學生高尚品格。提升個人自我

價值與自信。 

5.高爾夫球社：教授基礎高爾夫球揮桿及推桿動作。 

6.景文冒險王：以戶外、人文、自然的探索社團。我們以台灣的原始山林，遼闊的海洋

為教室，登雪山、泳渡日月潭、單車騎行武嶺做課程，讓同學在自然中共同成長。 

7.魔術社：教授學生魔術常用技巧及科學原理的實務運用。 

8.吉他社：吉他常用和絃教授，培養吉他表演及自娛專長。進行方式：教師示範指導及

學生演練。 

9.扯鈴社：增進孩子手眼協調能力，利用扯鈴的訓練過程，培養學生專注度。 

10. 珠寶手工藝社：透過珠寶與線材的編織與組合，培養學生具備手創藝術品的基本能

力。 

1.社團紀錄簿(出席狀況) 

2.學生參與情形 

3.分組競賽 

第8-14週 社團上課 依學生興趣選擇運動性社團、藝文性社團、創作性社團、服務性社團等等，在週五的社

團時間中進行不同課程的薰陶。 

1.排球社：排球基本動作及技巧教學、比賽規則說明，分組對抗。 

2.籃球社：籃球基本動作演練、分組對抗、競賽影片觀賞。 

3.動力機器人社：動力機械人製作及程式撰寫模擬。 

4.圍棋社：培養孩子邏輯思考，推展正當休閒活動，建立學生高尚品格。提升個人自我

價值與自信。 

5.高爾夫球社：教授基礎高爾夫球揮桿及推桿動作。 

6.景文冒險王：以戶外、人文、自然的探索社團。我們以台灣的原始山林，遼闊的海洋

為教室，登雪山、泳渡日月潭、單車騎行武嶺做課程，讓同學在自然中共同成長。 

7.魔術社：教授學生魔術常用技巧及科學原理的實務運用。 

8.吉他社：吉他常用和絃教授，培養吉他表演及自娛專長。進行方式：教師示範指導及

學生演練。 

9.扯鈴社：增進孩子手眼協調能力，利用扯鈴的訓練過程，培養學生專注度。 

10. 珠寶手工藝社：透過珠寶與線材的編織與組合，培養學生具備手創藝術品的基本能

力。 

1.社團紀錄簿(出席狀況) 

2.學生參與情形 

3.分組競賽 

第 15-20

週 

社團上課 

社團成果展 

學生興趣選擇運動性社團、藝文性社團、創作性社團、服務性社團等等，在週五的社團

時間中進行不同課程的薰陶。 

1.排球社：排球基本動作及技巧教學、比賽規則說明，分組對抗。 

2.籃球社：籃球基本動作演練、分組對抗、競賽影片觀賞。 

3.動力機器人社：動力機械人製作及程式撰寫模擬。 

4.圍棋社：培養孩子邏輯思考，推展正當休閒活動，建立學生高尚品格。提升個人自我

價值與自信。 

5.高爾夫球社：教授基礎高爾夫球揮桿及推桿動作。 

6.景文冒險王：以戶外、人文、自然的探索社團。我們以台灣的原始山林，遼闊的海洋

為教室，登雪山、泳渡日月潭、單車騎行武嶺做課程，讓同學在自然中共同成長。 

7.魔術社：教授學生魔術常用技巧及科學原理的實務運用。 

8.吉他社：吉他常用和絃教授，培養吉他表演及自娛專長。進行方式：教師示範指導及

學生演練。 

1.社團紀錄簿(出席狀況) 

2.學生參與情形 

3.分組競賽 

4.社團成果發表(訂於每學期最後一次社團課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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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扯鈴社：增進孩子手眼協調能力，利用扯鈴的訓練過程，培養學生專注度。 

10. 珠寶手工藝社：透過珠寶與線材的編織與組合，培養學生具備手創藝術品的基本能

力。 

第 

2 

學 

期 

第1-7週 選社/社團上課 依學生興趣選擇運動性社團、藝文性社團、創作性社團、服務性社團等等，在週五的社

團時間中進行不同課程的薰陶。 

1.排球社：排球基本動作及技巧教學、比賽規則說明，分組對抗。 

2.籃球社：籃球基本動作演練、分組對抗、競賽影片觀賞。 

3.動力機器人社：動力機械人製作及程式撰寫模擬。 

4.圍棋社：培養孩子邏輯思考，推展正當休閒活動，建立學生高尚品格。提升個人自我

價值與自信。 

5.高爾夫球社：教授基礎高爾夫球揮桿及推桿動作。 

6.景文冒險王：以戶外、人文、自然的探索社團。我們以台灣的原始山林，遼闊的海洋

為教室，登雪山、泳渡日月潭、單車騎行武嶺做課程，讓同學在自然中共同成長。 

7.魔術社：教授學生魔術常用技巧及科學原理的實務運用。 

8.吉他社：吉他常用和絃教授，培養吉他表演及自娛專長。進行方式：教師示範指導及

學生演練。 

9.扯鈴社：增進孩子手眼協調能力，利用扯鈴的訓練過程，培養學生專注度。 

10. 珠寶手工藝社：透過珠寶與線材的編織與組合，培養學生具備手創藝術品的基本能

力。 

1.社團紀錄簿(出席狀況) 

2.學生參與情形 

3.分組競賽 

第8-14週 社團上課 依學生興趣選擇運動性社團、藝文性社團、創作性社團、服務性社團等等，在週五的社

團時間中進行不同課程的薰陶。 

1.排球社：排球基本動作及技巧教學、比賽規則說明，分組對抗。 

2.籃球社：籃球基本動作演練、分組對抗、競賽影片觀賞。 

3.動力機器人社：動力機械人製作及程式撰寫模擬。 

4.圍棋社：培養孩子邏輯思考，推展正當休閒活動，建立學生高尚品格。提升個人自我

價值與自信。 

5.高爾夫球社：教授基礎高爾夫球揮桿及推桿動作。 

6.景文冒險王：以戶外、人文、自然的探索社團。我們以台灣的原始山林，遼闊的海洋

為教室，登雪山、泳渡日月潭、單車騎行武嶺做課程，讓同學在自然中共同成長。 

7.魔術社：教授學生魔術常用技巧及科學原理的實務運用。 

8.吉他社：吉他常用和絃教授，培養吉他表演及自娛專長。進行方式：教師示範指導及

學生演練。 

9.扯鈴社：增進孩子手眼協調能力，利用扯鈴的訓練過程，培養學生專注度。 

10. 珠寶手工藝社：透過珠寶與線材的編織與組合，培養學生具備手創藝術品的基本能

力。 

1.社團紀錄簿(出席狀況) 

2.學生參與情形 

3.分組競賽 

第 15-20

週 

社團上課 

社團成果展 

學生興趣選擇運動性社團、藝文性社團、創作性社團、服務性社團等等，在週五的社團

時間中進行不同課程的薰陶。 

1.排球社：排球基本動作及技巧教學、比賽規則說明，分組對抗。 

2.籃球社：籃球基本動作演練、分組對抗、競賽影片觀賞。 

3.動力機器人社：動力機械人製作及程式撰寫模擬。 

4.圍棋社：培養孩子邏輯思考，推展正當休閒活動，建立學生高尚品格。提升個人自我

價值與自信。 

5.高爾夫球社：教授基礎高爾夫球揮桿及推桿動作。 

6.景文冒險王：以戶外、人文、自然的探索社團。我們以台灣的原始山林，遼闊的海洋

為教室，登雪山、泳渡日月潭、單車騎行武嶺做課程，讓同學在自然中共同成長。 

7.魔術社：教授學生魔術常用技巧及科學原理的實務運用。 

8.吉他社：吉他常用和絃教授，培養吉他表演及自娛專長。進行方式：教師示範指導及

學生演練。 

1.社團紀錄簿(出席狀況) 

2.學生參與情形 

3.分組競賽 

4.社團成果發表(訂於每學期最後一次社團課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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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扯鈴社：增進孩子手眼協調能力，利用扯鈴的訓練過程，培養學生專注度。 

10. 珠寶手工藝社：透過珠寶與線材的編織與組合，培養學生具備手創藝術品的基本能

力。 

議題融入實

質內涵 

環J3經由環境美學與自然文學了解自然環境的倫理價值。 
環J4了解永續發展的意義（環境、社會、與經濟的均衡發展）與原則 
環J15認識產品的生命週期，探討其生態足跡、水足跡及碳足跡。 
能J7實際參與並鼓勵他人一同實踐節能減碳的行動。 
能 J8養成動手做探究能源科技的態度。 
家J2探討社會與自然環境對個人及家庭的影響。 
家J5了解與家人溝通互動及相互支持的適切方式。 
家 J6覺察與實踐青少年在家庭中的角色責任。 
家J11規劃與執行家庭的各種活動(休閒、節慶等)。 
品J2重視群體規範與榮譽。 
品J7同理分享與多元接納。 
品J8理性溝通與問題解決。 
品 J9知行合一與自我反省。 
生J1思考生活、學校與社區的公共議題，培養與他人理性溝通的素養。  
生J5覺察生活中的各種迷思，在生活作息、健康促進、飲食運動、休閒娛樂、人我關係等課題上進行價值思辨，尋求解決之道。  
安J3了解日常生活容易發生事故的原因。 
安 J4探討日常生活發生事故的影響因素 
安J5了解特殊體質學生的運動安全。 
安 J6了解運動設施安全的維護 
安J9遵守環境設施設備的安全守則。 
涯J3覺察自己的能力與興趣。 
涯J4了解自己的人格特質與價值觀。 
涯J5探索性別與生涯規劃的關係。 
涯 J6建立對於未來生涯的願景。 
涯J13培養生涯規劃及執行的能力。 
涯 J14培養並涵化道德倫理意義於日常生活。 
閱J3理解學科知識內的重要詞彙的意涵，並懂得如何運用該詞彙與他人進行溝通。 
戶J3理解知識與生活環境的關係，獲得心靈的喜悅，培養積極面對挑戰的能力與態度。 
戶J4理解永續發展的意義與責任，並在參與活動的過程中落實原則。 
戶 J5在團隊活動中，養成相互合作與互動的良好態度與技能。 
國J4尊重與欣賞世界不同文化的價值。 

評量規劃 
上下學期皆以～ 

學習態度與參與40% 個人實作60% 

教學設施 

設備需求 
單槍投影機、各運動場地、各領域教室、各專科教室 

教材來源 自編教材 師資來源 校內教師、外聘教師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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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主管之高級中等學校學生社團活動課程實施要點 

 

一、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為協助教育部主管之高級中等學校（以下簡稱學校）實施高級中等學校課程綱要（以下簡稱課綱）所定學生社團活動課程，特訂定本要點。 

 

二、 

    本要點用詞，定義如下： 

  (一)學生：指具有學籍之在學學生。 

  (二)社團活動課程（以下簡稱社團活動）：指在課綱所定學習節數每週三十五節內之團體活動時間，學校依學生興趣、性向與需求、師資、設備及社區狀況成立之社團，在教師輔導下進行學習活

動之課程。 

  社團活動其每週教學節數，學校得因應實際需求，自行整體規劃及彈性安排，每學年不得低於二十四節。 

 

三、 

    學校實施學生社團活動，應考量學生之興趣、需要及身心發展情形，並兼顧學校發展及社區資源，透過體驗、省思及實踐，建構自我價值觀與意義、增強解決問題能力、強化團隊合作服務及促進

全人發展。 

 

四、 

    學生社團活動，由學生事務處負責規劃辦理；其掌理事項如下： 

  (一)擬訂學生社團活動補充規定（以下簡稱補充規定），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其內容應包括社團成立、停止運作、解散之條件與程序、幹部選任、經費收支管理、收退費基準、選社、轉社、

退社、社團輔導、場地與設備管理、師資聘任、爭議審議及其他相關事項。 

  (二)邀集學校行政人員代表、教師代表、家長代表及學生代表成立審議小組，就補充規定所定事項審議之。 

  (三)規劃年度社團活動實施時間、課程內容、地點及費用，於學生選社開始前公告之。 

  (四)指導或輔助學生社團辦理活動、製作媒體文宣、簽訂契約或其他相關事項；社團以學校名義辦理跨校、校外競賽或活動者，應報學校同意後，始得為之，學校並應於補充規定內明確規範。 

 

五、 

    學校應依學生多元興趣及學校發展特色，辦理各類社團活動，並應遵行下列規定： 

  (一)學校規劃學校或學生建議學校成立之社團，其成員不受班級、年級之限制；社團總數，以學校核定總班級數之一點二倍至一點五倍為原則。 

  (二)安全優先：學校辦理學生社團活動，應提供校內各項設施及設備；需使用校外之其他場所、設施或設備時，應以師生安全為優先考量。 

  (三)學生選社：學生依其興趣、性向，以自願選社為優先，並依補充規定所定選社方式辦理。 

  (四)經費合理：辦理社團活動所需經費，應具必要及合理性；其收費項目及經費收支，應予公開。 

 

六、 

    社團活動指導教師，應優先遴聘校內教師擔任；有外聘師資必要者，由學校就具有相關專長及下列資格之一，依序聘任之，並核發聘書： 

  (一)合格教師。 

  (二)大學以上相關系、所畢業或在學學生。 

  (三)直轄市、縣（市）級以上公開鑑定或競賽前三名，或參加中央、直轄市、縣（市）政府主辦之相關才藝公開表演、展示者。 

  (四)未具備前三款資格，而有特殊專長者。 

  每一學生社團，以置指導教師一人為原則；有特殊情形者，得視教學需要，分組上課。 

  外聘之社團活動指導教師鐘點費，適用或準用公立中小學兼任及代課教師鐘點費支給基準辦理。 

  學校外聘社團活動指導教師前，應依性別平等教育法第二十七條第四項、性侵害犯罪加害人登記報到查訪及查閱辦法、不適任教育人員之通報與資訊蒐集及查詢辦法相關規定查閱。 

  學校外聘社團活動指導教師時，應簽訂勞動契約，並依契約規定其權利、義務。 

 

七、 

    學校應將學生社團收費數額於選社開始前公告之；所收費用，不得支付於指導教師鐘點費或其交通費等；除已公告數額外，學期中不得另行收取其他費用。有收取費用之社團活動，不得強迫學生

參加。 

  社團活動經費之收支，應詳列帳冊及保管單據，於每學期向學生社團成員公布；社團活動指導教師及校內相關單位應負監督輔導之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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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私立景文雙語高中國中部110學年度 

聯課活動社團選社申請表 

依據：教育部主管之高級中等學校學生社團活動課程實施要點 

編號 社團名稱 活動內容說明 上課日期及時間 上課地點 

1 
高爾夫球社 
王人立 老師 

教授基礎高爾夫球揮桿及推桿動作。練習費用每次80元，共8次合計640元。 

上學期 

共10次 

 

 

下學期 

共10次 

 

合計20次 

 

週五(5.6節) 

13:20~14:10 

14:20~15:10 

新店家樂福 
高爾夫練習場 

(第一次在5F 活動中心集合) 

2 
籃球社 

甘志安 老師 
籃球是團隊運動，讓學生從個人基本動作開始，掌握運球、投籃、傳球、上籃要領，進而學習防守
的技巧及小組配合的樂趣，最終對抗賽考驗與隊友配合的默契與團隊精神的展現。 

籃球場 
（如雨天，改室內運動場） 

3 
排球社 

蔣知霓 老師 
排球基本動作及技巧教學、比賽規則說明，分組對抗。 

排球場 
（如雨天，改室內運動場） 

4 
動力機器人社 
連世勇 老師 

動力機械人製作及程式撰寫模擬，材料由校方提供，另部分動力模型材料由學生自費，材料費用約
500元，作成之成品學生可帶回。表現績優同學，可培訓對外參賽。 

科教中心 

謙敬樓 

205教室 

5 
景文冒險王 
王  磊 老師 

冒險王是戶外、人文、自然的探索社團。我們以台灣的原始山林，遼闊的海洋為教室，登雪山、泳
渡日月潭、單車騎行武嶺做課程，讓同學在自然中共同成長，期待大家都能夠具備實踐自己夢想的
勇氣。 

景文樓 

304教室 

6 
扯鈴社 

 李皇龍 老師 
為推廣民俗體育運動盡一份力，從學習技藝開始，更是讓孩子在快樂學習中認識人生真諦，提供學
生鍛鍊身體，培養正當休閒活動的學習機會。需自備扯鈴。 

恆光公園 

(雨天改為五樓活動中心) 

7 
魔術社 

陳育軒 老師 
教授學生魔術常用技巧及科學原理的實務運用。需繳交材料費500元，可帶回做為個人表演道具。 

景文樓 

303教室 

8 
吉他社 

劉育昇 老師 
常用和絃教授，培養吉他表演及自娛專長。進行方式：教師示範指導及學生演練。吉他自備 

景文樓 

401教室 

9 
圍棋社 

許  字 老師 
以圍棋教學為主，讓頭腦適度的「思考&想像」運動一下，刺激腦部活化而促進大腦記憶力、定向
力、思考力等功能。 

景文樓 
302教室 

10 
珠寶手工藝社 
李思岑 老師 

透過手做金屬線輕珠寶手環，培養學生具備手創藝術品的基本能力。需材料費約500元。 
景文樓 
301教室 

本回條請家長簽名後於9/8(一) 中午前以班級為單位，將回條送至國中部生教組，以便後續安排。 

 

111學年聯課活動社團選社申請志願回條 

□希望可以進入的社團，志願：1.       ；2.       ；3.          

*志願請務必填滿，不可填相同社團，若未依要求，社團由生教組另外安排！ 

班級：     座號：     姓名：             家長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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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私立景文雙語高中國中部111學年度第1學期 

                       學生社團活動計劃 

社團名稱  社團

編號 
 

社團

教室 

 

指導老師  社團性質  

社團宗旨  

授課方式  

社

團

學

期

活

動

內

容 

次數 週次 月/日 課程內容與進度 

1    

2    

3    

4    

5    

6    

7    

8    

9    

10    

所需材料、資源  

社團

成果

會 

成果呈現方

式 

本學年預計舉辦一個社團成果發表會，請各社團提早規

劃。以下請說明欲辦理方式並做說明。 

□ 靜態    □動態 

社團資料夾 

社團網頁 
請於110年  月  日前完成，並定期更新。 

指導老師：                     生教組長：             

主任：                         校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