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立忠孝國民中學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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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40節 

設計理念 
培養及促進學生融入群體生活，並能享受與同學一起努力的成果，將各項活動內容內化成自我內涵，希望學生們可以正向發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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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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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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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重點 
學習 

表現 

1.分辨聆聽內容的邏輯性，找出解決問題的方法。

2.有效把握聽聞內容的邏輯，做出提問或回饋。

3.發覺生活經驗或社會現象與社會領域內容知識的關係。

4.運用公民知識，提出自己對公共議題的見解。

5.關心生活周遭的重要議題及其脈絡，發展本土意識與在地關懷。

6.珍視重要的公民價值並願意付諸行動。欣賞並願意維護自然與人文之美。



7. 聆聽他人意見，表達自我觀點，並能以同理心與他人討論。 

8.展現自己的興趣與多元能力，接納自我，以促進個人成長。 

9.培養主動積極的學習態度，掌握學習方法，養成自主學習與自我管理的能力。 

10.澄清個人價值觀，並統整個人能力、特質、家人期許及相關生涯與升學資訊。 

11.欣賞多元的生活文化，運用美學於日常生活中，展現美感。  

學習 

內容 

1.公民身分認同及社群。 

2.社會生活的組織及制度。 

3.社會的運作、治理及參與實踐。 

4.民主社會的理想與現實。 

5.飲食行為與綠色生活。 

6.家庭的發展變化與調適。 

7.自我探索與尊重差異。 

8.自我管理與態度培養。 

9.學習策略與資源。 

10.生涯發展與個人統整。 

11.人際關係與團體互動。 

課程目標 

1.學生能廣泛應用各種工具，有效與他人及環境互動。 

2.培養與他人或群體互動的素養，建立適切的合作模式與人際關係。 

3.能自我管理，並採取適切行動，提升身心素質。 

4.能夠在團體中善用觀察方法，並且精確表達自己的見聞。 



5.透過專題講座，融入教育議題，增加學生多元學習機會。

6.透過集會宣導，加強學生生活教育，提升學生團體生活紀律。

表現任務 

(總結性評

量) 

【班會】： 

1.口頭報告  2.學習單  3.同儕評量  4.課堂參與  5.課堂問答

※總結性評量→每位同學於最後一堂班會課發表感想或書寫心得。

【週會】： 

1.反罷凌宣導：提問回答

2.防災演練：提問回答、實作演練

3.優良學生選拔演說：實作評量、建立學習檔案、寫學習單分享心得

4.交通安全、視力保健、愛滋防治宣導、青少年性教育宣導、租稅教育、人身安全法治宣導：提問回答、寫學習單分享心得

5.新住民議題宣導：提問回答、觀察記錄、寫學習單分享心得

6.生涯發展教育、名人經驗分享：提問回答、寫學習單分享心得、建立學習檔案

7.藝術活動鑑賞：觀察記錄、建立學習檔案

※總結性評量→每位同學建立學習檔案，蒐集學習單，並於期末撰寫心得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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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 開學準備週 暖身活動：認識老師和同學，凝聚班級共識 
師生討論班規，了解行事曆上相

關班級和全校活動，建立學習正

確觀念 

第2週 班會 認識班會流程並制定班規 熟悉班會流程，並培養民主素

養，形塑班級秩序 



第3週 週會 反霸凌宣導 了解反霸凌的重要性 

第4週 班會 推荐班級優良學生代表 欣賞他人優點 

第5週 週會 防災演練 了解防災知識，並能實作演練 

第6週 班會 品格教育 了解品格的重要性 

第7週 國慶日放假 人權教育與法治教育 認識國慶日由來及民主法治得來

不易 

第8週 週會 優良學生選拔演說 欣賞他人優點，並能參與活動，

培養民主法治觀念 

第9週 班會 健康體位均衡飲食宣導 理解均衡飲食的重要性 

第10週 週會 交通安全 建立交通安全觀念 

第11週 班會 法治議題討論 從時事中理解法治觀念與重要性 

第12週 週會 視力保健 理解視力保健的重要性 

第13週 班會 青少年性教育宣導 透過討論，釐清性觀念的迷思 

第14週 週會 新住民議題宣導 了解新住民的背景與接納新住民 

第15週 班會 法律常識大會考 了解學生是否擁有法律常識 

第16週 週會 愛滋防治宣導 建立愛滋防治的觀念 



第17週 班會 家庭教育宣導 透過議題討論，了解多元家庭 

第18週 週會 青少年性教育宣導 透過講座與學習單，檢核學生性

觀念是否正確 

第19週 班會 品德教育 培養學生良好品德 

第20週 週會 生涯發展教育 了解學生對生涯發展的認識與自

我生涯規畫 

第 

2 

學 

期 

第1週 開學週 品德教育 透過學校生活實踐自律負責和規

劃能力 

第2週 重新檢視班規並修訂 熟悉班會流程，並培養民主素養，形塑班級秩

序 
認識班會流程並修訂班規 

第3週 和平紀念日 人權教育 認識人權與法治 

第4週 週會 反霸凌宣導 了解反霸凌的重要性 

第5週 週會 防災演練 了解防災知識，並能實作演練 

第6週 週會 租稅教育 建立租稅教育的觀念 

第7週 班會 弱勢族群議題討論 了解弱勢族群生活上適應的困難

與接納弱勢族群 

第8週 兒童節 生命教育 學習尊重自己和他人，了解生命

意義 

第9週 班會 家庭和諧 培養學生溝通技巧，並能促進家

庭和諧 

第10週 週會 品德教育 培養學生良好品德 



第11週 班會 節能教育 讓學生了解節能減碳的重要性 

第12週 週會 名人經驗分享 透過他人分享，了解自身的優點

與規劃生涯發展 

第13週 班會 團體與個人 了解個人在團體間所扮演的角色

與重要性 

第14週 週會 交通安全宣導 建立交通安全觀念 

第15週 班會 特教宣導 透過議題討論，了解特殊教育的

重要性與培養同理心 

第16週 週會 人身安全法治宣導 建立學生保護自己、不侵犯他人

的觀念 

第17週 班會 防溺議題討論 培養學生水上安全的觀念 

第18週 週會 生涯講座 透過他人分享，能自我規劃生涯

發展 

第19週 班會 生命教育 透過班級事務討論，凝聚班級向

心力 

第20週 期末考 期末總檢討 回顧與展望，學習規劃假期生活

和學習活動 

議題融入實

質內涵 

人 J5  了解社會上有不同的群體和文化，尊重並欣賞其差異。 

環 J12  認識不同類型災害可能伴隨的危險，學習適當預防與避難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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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7 了解霸凌防制的精神。 

涯 J13  培養生涯規劃及執行的能力。 



法 J3  認識法律之意義與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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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 J5  了解與家人溝通互動及相互支持的適切方式。 

評量規劃 上學期– 學習檔案50%、分組報告20%、學習單20%、課堂參與10% 

下學期– 學習檔案50%、分組報告20%、學習單20%、課堂參與10% 

教學設施 

設備需求 
1.單槍投影 2.電腦設備 3.學習單 4.音響設備 5.課程講義 6.相關教室

教材來源 教師自編 師資來源 校內與外聘師資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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