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九貫版) 
 

臺南市天主教聖功女中 108 學年度第一學期八年級彈性學習    靈智教育   課程計畫(普通班) 

教材來源 自編教材 教學節數 每週（1 ）節  本學期共（21 ）節 

課程目標 

1、認識各種形式的愛，並了解愛的真諦  

2、認識聖經中耶穌與人的關係 

3、認識本年度愛心月主題，並能積極參與相關活動 

4、認識聖方濟與聖女貞德的精神 

相關領域 綜合活動、藝術與生活、社會 

能力指標 
(總綱核心素

養) 

1. 瞭解自我與發展潛能 
2. 欣賞、表現與創新 
4.   表達與溝通分享 
5.   尊重、關懷與團隊合作 
6.   文化學習與國際了解 
7.   規劃組織與實踐 

融入議題之能

力指標(議題實

質內涵) 

性平教育： 
2-4-2 適當表達自己對他人的情感 
3-4-4 建立性別平等與尊重的互動模式 
家政教育： 
4-4-1 肯定自己，尊重他人 
人權教育： 
1-4-2 瞭解關懷弱勢者行動之規劃、組織與執行，表現關懷、寬容、和平與博愛的情懷，並尊重與關懷生命。 
2-4-1 瞭解文化權並能欣賞、包容文化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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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明課程主題、學期評量方式、評分準則以及課堂規範。 課程簡介 1 
觀察評量：課程投入程度 
口語發表：問答踴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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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三週 

【能力指標】 
    4.表達與溝通分享、5.尊重、關懷與團隊合作 
【學習內容】 
      生命中(人與他人)愛的關係與形式，及愛的真諦。 
【學習表現】 
     能藉由愛的三角形理論與效法耶穌大愛的精神，知曉

人與他人之間愛的關係、形式，並瞭解愛的真諦。 

生命中的愛 2 
觀察評量：課程投入程度 
口語發表：問答踴躍度 
實作評量：完成學習單 

自編教材 
性別 2-4-2 
性別 3-4-4 
家政 4-4-1 

第四~六週 

【能力指標】 
    1.瞭解自我與發展潛能 4.表達與溝通分享 
【學習內容】 
      聖方濟、聖女貞德生平故事 
【學習表現】 
     能領會生命所受的苦難之意義與精神，面對並勇於突

破人生的各種挫折與逆境，改變與開創生命價值。 

熱愛生命 
奉獻自己 3 

觀察評量：課程投入程度 
口語發表：問答踴躍度 
實作評量：完成學習單 

自編教材 
家政 4-4-1 
人權 1-4-2 

第七週  靜心練習 1 實作評量：減壓呼吸練習  

第八~十三週 

【能力指標】 
     2.欣賞、表現與創新 4.表達與溝通分享 5.  尊重、關懷

與團隊合作 6. 文化學習與國際了解  7.規劃組織與實踐 
【學習內容】 
      耶穌聖經故事-《稅吏匝凱》、《浪子回頭》、《贈餅

奇蹟》。 
【學習表現】 
     能藉由聆聽、設計與演出聖經故事，學習與他人團隊

合作，並仿效與領會耶穌博愛之精神與事蹟。 

戲說聖經 6 
觀察評量：課程投入程度 
實作評量：完成戲說聖經演

出  

自編教材 
家政 4-4-1 
人權 1-4-2 
人權 2-4-1 

第十四週  靜心練習 1 實作評量：減壓呼吸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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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十九週 

【能力指標】 
    2.欣賞、表現與創新 4.表達與溝通分享 5.  尊重、關懷

與團隊合作 6.  文化學習與國際了解  
【學習內容】 
      本年度愛心月主題、精神與意義。 
【學習表現】 
     認識愛心月精神與意義，行動與落實關懷弱勢之舉。 

愛心月活動 5 

觀察評量：課程投入程度 
口語發表：問答踴躍度 
實作評量：完成影片觀賞學

習單 

自編教材 
家政 4-4-1 
人權 1-4-2 

第二十週 

【能力指標】 
     4.表達與溝通分享 5.  尊重、關懷與團隊合作 6.  文化學

習與國際了解  
【學習內容】 
      課程總回顧 
【學習表現】 

     學生能領會本學期教學授課之目標與精神，藉由認識

聖方濟、聖女貞德、聖經故事，並參與愛心月活動等，感

悟耶穌博愛精神，並能落實於生活中。 

期末回顧與

回饋 1 
觀察評量：課程投入程度 
口語發表：問答踴躍度 

自編教材 
家政 4-4-1 
人權 1-4-2 
人權 2-4-1 

第二十一週  靜心練習 1 
實作評量：減壓呼吸練習觀

察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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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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天主教聖功女中 108 學年度第二學期八年級彈性學習靈智教育課程計畫(普通班) 

教材來源 自編教材 教學節數 每週（1）節  本學期共（ 21）節 

課程目標 

1.瞭解四旬期的意義。 
2.準備聖潔的身心，切實奉行祈禱和仁愛的工作。 
3.瞭解抉擇與責任的關係。 
4.學習為自己的抉擇負責。 
5.認識生命的意義與可貴。 
6.能珍惜自己與他人的生命。 

相關領域 

綜合活動 
綜 1-4-1 探索自我發展的過程，並分享個人的經驗與感受 
綜 1-4-4 適當運用調適策略來面對壓力處理情緒。 
綜 1-4-5 體會生命的價值，珍惜自己與他人生命，並協助他人 
綜 2-4-2 探討人際交往與未來家庭、婚姻的關係 
綜 2-4-4 面對逆境能樂觀積極的解決問題 
綜 3-4-1 參與各項團體活動，與他人有效溝通與合作，並負責完成分內工作 
綜 3-4-3 關懷世人與照顧弱勢團體，以強化服務情懷 

能力指標 
(總綱核心素養) 

4.表達與溝通分享 
5.尊重、關懷與團隊合作 
10.獨立思考與解決問題 

融入議題之能力指標

(議題實質內涵) 

性平教育： 
1-4-5 接納自己的性別特質。 
1-4-6 探求不同性別者追求成就的歷程。 
1-4-7 瞭解生涯規劃可以突破性別的限制。 
3-4-1 運用各種資訊、科技與媒體資源解決問題，不受性別的限制。 
3-4-4 參與公共事務，不受性別的限制。 
生涯教育： 
3-3-1 培養正確工作態度及價值觀。  
3-3-3 培養解決生涯問題及做決定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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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 1-4-1 課程簡介 1 
觀察評量：課程投入程

度 
口語發表：問答踴躍度 

 

第二週~第六週 能力指標 4.5.10. 
綜 1-4-1、綜 1-4-4、綜 2-4-4 抉擇與責任 5 

觀察評量：課程投入程

度 
口語發表：問答踴躍度 
實作評量：完成學習單 

自編單元 
生 3-3-1 
生 3-3-3 

第七週 綜 1-4-4 靜心練習 1 實作評量：減壓呼吸練習  

第八週~第十二週 能力指標 4.5.10. 
綜 1-4-1、綜 2-4-4 、綜 3-4-3 四旬期活動 5 

觀察評量：課程投入程度 
口語發表：問答踴躍度 
實作評量：完成影片觀賞

學習單 

自編單元 
性 3-4-4 

第十三週 綜 1-4-4 靜心練習 1 實作評量：減壓呼吸練習  

第十四週~第十九週 能力指標 4.5.10. 
綜 1-4-1、綜 1-4-4、綜 1-4-5、綜 2-4-4 珍愛生命 6 

觀察評量：課程投入程度 
口語發表：問答踴躍度 
實作評量：完成學習單 

自編單元 
性 1-4-5 
性 1-4-6 
性 1-4-7 
性 3-4-1 
性 3-4-4 

第二十週 綜 1-4-4 靜心練習 1 實作評量：減壓呼吸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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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