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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北投國民中學 111學年度彈性學習課程計畫 

課程名稱 班週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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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上下學期均開設者，請均註記) 
節數 每週 1節(課程對開：班週會與社團活動單雙週對開) 

設計理念     藉由班週會的課程，建立學生的民主素養，因此在課程中，皆設計含讓學生勇於表達個人想法，並傾聽他人意見，凝聚團體共識的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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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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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培育相互合作與人和諧互動的素養。 

學習重點 

學習 

表現 

社-J-A1 探索自我潛能、自我價值與生命意義，培育合宜的人生觀。 

社-J-A2 覺察人類生活相關議題，進而分析判斷及反思，並嘗試改善或解決問題。 

社-J-B1 運用文字、語言、表格與圖像等表徵符號，表達人類生活的豐富面貌，並能促進相互溝通與理解。 

社-J-C2 具備同理與理性溝通的知能 與態度，發展與人合作的互動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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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 

內容 

公 Ab-Ⅳ-2  學生們在校園中享有哪些權利？如何在校園生活中實踐公民德性？ 

公 Bk-Ⅳ-1 為什麼少年應具備重要的兒童及少年保護的相關法律知識？我國制定保護兒童及少年相關法律的目的是什麼？有哪些相關的重要保護措施？ 

公 Ca-Ⅳ-3  中學生如何參與校園公共事務的決策過程？ 

公 Cc-Ⅳ-3  公平投票有哪些基本原則？中學生有哪些政治參與的管道？可能會面臨哪些限制？ 

公 De-Ⅳ-1  日常生活中，國中學生如何因應科技帶來的風險？ 

輔 Cb-IV-2 工作意義、工作態度、工作世界，突破傳統的性別職業框架，勇於探索未來的發展。 

輔 Db-IV-1 生活議題的問題解決、危機因應與克服困境的方法。 

輔 Dc-IV-1 同理心、人際溝通、衝突管理能力的培養與正向經營人際關係。 

輔 Dc-IV-2 團體溝通、互動與工作效能的提升。 

課程目標 1.能主動參與討論並表達自己意見。 

2.能將議題內容轉換為具體行動運用於日常生活。 

總結性評量 

-表現任務 

1.完成各項學習單(講座學習單、讀書成效分析、讀書計畫規劃表) 

2.完成班會紀錄簿 

3.完成行動方案簡報 

4.設計創意進場表演活動 

5.同儕及團體互評 

學習進度 

週次/節數 
單元/子題 單元內容與學習活動 形成性評量(檢核點)/期末總結性  

第 

1 
第 1週 【週會】防災教育 就地掩蔽與緊急逃生實際演練。 確實完成避難疏散演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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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期 
【班會】八年級各班推舉優良學生  各班推舉優良學生候選人，進行同學分工合作及選舉主題討論 

課堂口頭發表 

紀錄討論內容於班會紀錄簿 

第 3週 

【週會】防災教育 就地掩蔽與緊急逃生實際演練。 確實完成避難疏散演練 

【班會】優良學生發表方式討論 進行同學分工合作及彩排 
節目彩排 

紀錄討論內容於班會紀錄簿 

第 5週 

【週會】優良學生競選活動 優良學生競選發表會 優良學生口頭發表 

【班會】新學期讀書計畫 讀書計畫目標訂定 
課堂口頭發表 

完成個人讀書目標訂定 

第 7週 

【週會】向陽法治教育講座  增進學生法治知能，並於日常生活中實踐。 完成學習單 

【班會】敬師活動    討論及設計我們班的教師節活動 計畫方案簡報 

第 9週 

【週會】藥物濫用宣導講座 
使同學能了解毒品的種類及危害並知悉使用、持有和販賣的法律責任，讓

學生避免誤觸毒品，增進學生身心健康，營造良好友善之校園。 
完成學習單 

【班會】校慶活動 擬定並執行班級校慶工作內容與合作分工 
校慶方案與執行分工 

紀錄討論內容於班會紀錄簿 

第 11週 

【週會】校慶活動預演 校慶活動預演 校慶活動預演 

【班會】校慶活動預演 校慶活動預演 校慶活動預演 

第 13週 

【週會】健康促進講座 建立正確的保健觀念，並培養良好的生活習慣。 完成學習單 

【班會】校園生活問卷填寫 
透過問卷調查，以利追蹤、管制及提升輔導效能，防制校園霸凌事件，營

造友善校園 
完成問卷填寫 

第 15週 

【週會】技職教育宣導講座 透過技職教育講座安排認識不同的升學管道。 完成學習單 

【班會】自我價值 任性還是做自己？這二者有什麼前提？ 
課堂口頭發表 

紀錄討論內容於班會紀錄簿 

第 17週 

【週會】社會知識大競賽 選拔參與全國地理知識參賽選手 筆試評量 

【班會】學習輔導 
請先個人思考三個以上能讓自己專注的方法。接著，在四人小組中輪流分

享自己的方法。 

最後，彙整組內點子與全班分享。 

課堂口頭發表 

紀錄討論內容於班會紀錄簿 

第 19週 

【週會】性別平等教育講座 學習尊重，了解性別權益相關的資訊若遇到相關問題該如何因應。 完成學習單 

【班會】關於我們班… 
每個同學想一個我們班上的優點/待改進的地方？並在課堂上，選出一個大

家都同意的優點。最應該要改進的事情？如何改進？ 

課堂口頭發表 

紀錄討論內容於班會紀錄簿 

第 

2 

學 

期 

第 1週 

【週會】防災教育 就地掩蔽與緊急逃生實際演練。 確實完成避難疏散演練 

【班會】新學期讀書計畫   讀書計畫目標訂定 
課堂口頭發表 

完成個人讀書目標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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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週 

【週會】防災教育 就地掩蔽與緊急逃生實際演練。 確實完成避難疏散演練 

【班會】合作教育 
通過活動讓學生認識合作的含義，明白協調合作的重要性，同時在活動中

掌握合作的技巧。 

課堂口頭發表 

紀錄討論內容於班會紀錄簿 

第 5週 

【週會】軍訓室巡迴講座 交通安全講座-意外事故預防與處理。 學習單 

【班會】投中面對面  每個同學想一個北投國中可以更好的地方？並說明為什麼？ 
課堂口頭發表 

紀錄討論內容於班會紀錄簿 

第 7週 

【週會】環境教育講座 
能主動關注與環境相關的公共議題 並積極參與相關的社會活動，關懷自然

生態與人類永續發展。 

口頭發表 

完成學習單 

【班會】品德教育 
透過主題活動，讓學生了解誠信的重要性，培養學生對自身或他人的行為

的「誠信度」。 

 

原文網址：https://read01.com/NoJROgz.html 

課堂口頭發表 

紀錄討論內容於班會紀錄簿 

第 9週 

【週會】藥物濫用講座     宣導識毒、拒毒及反毒觀念。 完成學習單 

【班會】「態度」決定成功與否 透過主題活動，讓學生了解「態度」決定成功與否、習慣成就一生。 
課堂口頭發表 

紀錄討論內容於班會紀錄簿 

第 11週 

【週會】營養教育講座     
認識天然食物與加工食品的差異、對人體健康的影響，建立正確飲食習

慣。 
完成學習單 

【班會】好好說話 練習表達技巧，培養對話能力，讓孩子開啟連結、找到歸屬的聊天力。 
課堂口頭發表 

紀錄討論內容於班會紀錄簿 

第 13週 

【週會】包高中祈福活動 配合九年級包高中祈福活動 包高中祈福活動 

【班會】成為情緒的主人 
正確理解情緒、體察接納自身真實情緒的基礎上，掌握調適不良情緒的有

效方法與技巧。 

課堂口頭發表 

紀錄討論內容於班會紀錄簿 

第 15週 

【週會】才藝發表會 才藝發表會 才藝發表會 

【班會】才藝發表會 才藝發表會 才藝發表會 

第 17週 

【週會】性別平等宣導講座 提升學生的性別平等教育知能，建立自我保護意識。 完成學習單 

【班會】海洋教育：奪或是永續 
欣賞海洋教育影片，討論海洋環境教育議題，以及如何力行實踐海洋生態

保育工作。 

課堂口頭發表 

紀錄討論內容於班會紀錄簿 

議題融入 

實質內涵 

品德教育 

  品 J1溝通合作與和諧人際關係。 

  品 J2重視群體規範與榮譽。 

法治教育 

  法 J1探討平等。  

  法 J2避免歧視。  

  法 J7理解少年的法律地位。 

安全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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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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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7了解霸凌防制的精神。 

  安J8演練校園災害預防的課題。 

性別平等   

  性J1接納自我與尊重他人的性傾向、性別特質與性別認同 

  性J4認識身體自主權相關議題，維護自己與尊重他人的身體自主權。 

  性J5辨識性騷擾、性侵害與性霸凌的樣態，運用資源解決問題。 

  性J7解析各種媒體所傳遞的性別迷思、偏見與歧視。 

環境教育 

  環J2了解人與周遭動物的互動關係，認識動物需求，並關切動物福利。 

  環J8了解臺灣生態環境及社會發展面對氣候變遷的脆弱性與韌性。 

海洋教育 

  海J7探討與海洋相關產業之發展對臺灣經濟的影響。 

  海J14探討海洋生物與生態環境之關聯。 

評量規劃 班會紀錄簿 20%、口頭發表 30%、觀察紀錄 10%、學習單 20%、同儕評量 5%、行動方案 10%、創意表演 5% 

教學設施 

設備需求 
影音播放設備 

教材來源 本校教師及外聘講座所提供之教材 師資來源 本校教師及外聘講座 

備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