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6-1彈性學習課程計畫(九貫版) 

臺南市立大灣高中 108學年度第一學期八年級彈性學習特殊需求領域(學習策略)課程計畫                                                   

教材來源 自編教材 教學節數 每週（4）節  本學期共（84）節 

課程目標 

1. 能摘要學習內容重點，並做出簡單組織圖。 

2. 能從上下文推測出語意內容、因果關係。 

3. 能主動發問。 

4. 能運用科技學習工具協助學習。 

相關領域 特殊需求領域 

能力指標 

(總綱核心素養) 

1-b-3 組織策略 

1-2-3-1 能自行標記學習內容的重點 

1-2-3-2 能摘要學習內容重點（如：課本及教科書內容、課堂講義等） 

1-3-3-1 能抽取學習內容重要的元素，做成大綱（如：主題大綱） 

1-3-3-2 能將學習內容做成組織圖（如：表格、圖表、蜘蛛網或概念構圖等 

1-b-4 理解策略 

1-1-4-1 能摘要口語說明的重點（如：指令、步驟等） 

1-1-4-2 能依據上下文脈，表達出學習材料的語意意涵 

1-1-4-6 能說明文章內容的字面字義 

1-2-4-1 能說明文章內容的因果關係 

3-b-2 學習輔助策略 

3-1-2-4 遇到學習問題，能主動發問（如：向老師或家人請教） 

3-1-2-5 能在他人示範下，運用學習工具（如：字典、計時器、計算機等）協助學習 

3-2-2-2 能運用網路檢索特定的學習資訊（如：網站、圖片等） 

3-3-2-1 能運用科技學習工具（如：電子字典、翻譯機等）協助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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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議題之能力指標

(議題實質內涵) 

環境教育 

1-1-1 能運用五官觀察體驗、探究環境中的事物 

1-2-1 覺知環境與個人身心健康的關係 

1-2-2 能藉由感官接觸環境中的動、植物和景觀，欣賞自然之美，並能以多元的方式表達內心感受 

1-2-4 覺知自己的生活方式對環境的影響 

1-4-1 覺知人類生活品質乃繫於資源的永續利用和維持生態平衡 

教學期程 
能力指標-代號 

(學習內容、學習表現) 
單元名稱 節數 表現任務(評量方式) 

備註 
融入議題能力指標 

第一週 

8/26~8/30 

第二週 

9/2~9/6 

第三週 

9/9~9/13 

第四週 

9/16~9/20 

第五週 

9/23~9/27 

第六週 

9/30~10/4 

第七週 

10/7~10/11 

1-b-3 組織策略 

1-2-3-1 能自行標記學習內容的重

點 

1-2-3-2 能摘要學習內容重點

（如：課本及教科書內容、課堂講

義等） 

1-3-3-1 能抽取學習內容重要的元

素，做成大綱（如：主題大綱） 

1-3-3-2 能將學習內容做成組織圖

（如：表格、圖表、蜘蛛網或概念

構圖等 

尋找蛛絲馬跡-標記文章重

點並摘要 

8 實作評量 1-1-1 能運用五官觀

察體驗、探究環境中

的事物 

蓋房子-找出文章重點，做

成大綱 

8 實作評量 1-2-1 覺知環境與個

人身心健康的關係 

大設計師-將學習內容做成

組織圖 

12 實作評量 1-2-1 覺知環境與個

人身心健康的關係 

第八週 

10/14~10/18 

第九週 

10/21~10/25 

1-b-4 理解策略 

1-1-4-1 能摘要口語說明的重點

（如：指令、步驟等） 

1-1-4-2 能依據上下文脈，表達出

耳聽八方-聽完一段話後條

列出重點 

8 口頭評量 1-2-2 能藉由感官接

觸環境中的動、植物

和景觀，欣賞自然之

美，並能以多元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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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週 

10/28~11/1 

第十一週 

11/4~11/8 

第十二週 

11/11~11/15 

第十三週 

11/18~11/22 

第十四週 

11/25~11/29 

學習材料的語意意涵 

1-1-4-6 能說明文章內容的字面字

義 

1-2-4-1 能說明文章內容的因果關

係 

式表達內心感受 

整理高手-看完一段文章

後，歸納出重點 

8 口頭評量 1-2-2 能藉由感官接

觸環境中的動、植物

和景觀，欣賞自然之

美，並能以多元的方

式表達內心感受 

大偵探-看完一篇文章後，

歸納出前後因果關係 

12 口頭評量 1-2-4 覺知自己的生

活方式對環境的影

響 

第十五週 

12/2~12/6 

第十六週 

12/9~12/13 

第十七週 

12/16~12/20 

第十八週 

12/23~12/27 

第十九週 

12/30~1/3 

第二十週 

1/6~1/10 

第二十一週 

1/13~1/17 

3-b-2 學習輔助策略 

3-1-2-4 遇到學習問題，能主動發

問 

3-1-2-5 能在他人示範下，運用學

習工具協助學習 

3-2-2-2 能運用網路檢索特定的學

習資訊 

舉手發問-遇到問題時，能

主動尋找協助 

4 實作評量 1-2-4 覺知自己的生

活方式對環境的影

響 

學習小幫手-使用學習工具

（如：字典、計算機等）協

助學習 

12 實作評量 1-4-1 覺知人類生活

品質乃繫於資源的

永續利用和維持生

態平衡 

網路高手-運用網路搜尋相

關的學習資訊（如：網站、

圖片等） 

12 實作評量 1-4-1 覺知人類生活

品質乃繫於資源的

永續利用和維持生

態平衡 

◎「備註」欄請填入可融入教學之重大議題的「能力指標（學習重點）序號」，及是否為「自編」單元，或主題課程。 

◎表現任務(評量方式)請具體敘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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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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6-1彈性學習課程計畫(九貫版) 

臺南市立大灣高中 108學年度第二學期八年級彈性學習特殊需求領域(學習策略)課程計畫 

課程目標 

1. 能連結舊經驗及知識，溫故知新。 

2. 閱讀文章後能整理出文意重點，並條列出來。 

3. 能運用科技學習工具協助學習。 

相關領域 特殊需求領域 

能力指標 

(總綱核心素養) 

1-b-2 記憶策略 

1-1-2-4 能將新訊息和舊經驗、知識連結（如：聯想配對、關鍵字等） 

1-2-2-3 能將學習內容賦予特定圖形的意義（如：心像法、位置法等） 

1-3-2-1 能自己評估精熟程度，決定反覆練習方式與次數 

1-b-4 理解策略 

1-2-4-3 能表達出文章內容的核心與重要概念 

1-2-4-6 能透過自問自答的方式，確認理解的程度 

1-2-4-7 能依據上下文脈預測文意重點 

3-b-2 學習輔助策略 

3-3-2-3 能運用網路資料庫搜尋特定學習領域的相關資訊 

3-3-2-4 能運用網路資料庫整理收集到的特定學習資料 

融入議題之能力指標

(議題實質內涵) 

性別平等教育 

1-1-1 認識不同性別者身心的異同 

1-1-2 尊重不同性別者的特質 

1-2-2 覺察性別特質的刻板化印象 

1-2-3 欣賞不同性別者的創意表現 

1-3-3 認識多元的性取向 

1-3-4 理解性別特質的多元面貌 

1-3-5 認識不同性別者的成就與貢獻 

教學期程 能力指標-代號 單元名稱 節數 表現任務(評量方式)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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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內容、學習表現) 融入議題能力指標 

第一週 

2/10~2/14 

第二週 

2/17~2/21 

第三週 

2/24~2/28 

第四週 

3/2~3/6 

第五週 

3/9~3/13 

第六週 

3/16~3/20 

第七週 

3/23~3/27 

1-b-2 記憶策略 

1-1-2-4 能將新訊息和舊經驗、知

識連結 

1-2-2-3 能將學習內容賦予特定圖

形的意義（如：心像法、位置法等） 

1-3-2-1 能自己評估精熟程度，決

定反覆練習方式與次數 

記憶高手-配對遊戲 8 實作評量 1-1-1認識不同性

別者身心的異同 

大設計師 2-畫出自己了解

的心智圖 

8 實作評量 1-1-2尊重不同性

別者的特質 

自我監督-評估自己學習狀

況，決定練習次數 

12 實作評量 1-2-2覺察性別特

質的刻板化印象 

第八週 

3/30~4/3 

第九週 

4/6~4/10 

第十週 

4/13~4/17 

第十一週 

4/20~4/24 

第十二週 

4/27~5/1 

第十三週 

5/4~5/8 

1-b-4 理解策略 

1-2-4-3 能表達出文章內容的核心

與重要概念 

1-2-4-6 能透過自問自答的方式，

確認理解的程度 

1-2-4-7 能依據上下文脈預測文意

重點 

整理高手 2-說出文章重要

概念 

12 口頭評量 1-2-3欣賞不同性

別者的創意表現 

大偵探 2-依據上下文文意

內容，說出文章重點 

16 口頭評量 1-3-3認識多元的

性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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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週 

5/11~5/15 

第十五週 

5/18~5/22 

第十六週 

5/25~5/29 

第十七週 

6/1~6/5 

第十八週 

6/8~6/12 

第十九週 

6/15~6/19 
第二十周 
6/22~6/26 

3-b-2 學習輔助策略 

3-3-2-3 能運用網路資料庫搜尋特

定學習領域的相關資訊 

3-3-2-4 能運用網路資料庫整理收

集到的特定學習資料 

網路高手 2-運用網路搜尋

學習上遇到的困難 

12 實作評量 1-3-4理解性別特

質的多元面貌 

網路高手 3-會使用雲端硬

碟整理資料 

12 實作評量 1-3-5認識不同性

別者的成就與貢獻 

◎「備註」欄請填入可融入教學之重大議題的「能力指標（學習重點）序號」，及是否為「自編」單元，或主題課程。 

◎表現任務(評量方式)請具體敘寫。 

◎教學期程請敘明週次起訖，如行列太多或不足，請自行增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