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一類-單元活動設計版) 

臺南市立後甲國民中學 111學年度(第一學期)八年級彈性學習文化探究(大系統)課程計畫 
(本表為第一類統整性主題/議題/專題探究課程填寫) 

學習主題名稱 

(中系統) 
 文化智多星 

實施年級 

(班級組別) 
八年級 

教學 

節數 
本學期共(  21   )節 

設計理念 

本課程希望透過探究問題與實作活動提供學生觀察生活、認識生活、運用知識到挑戰生活的機會，在學生的生活情境中引發

其主動閱讀學習的能力、並進一步探索文化進行傳承，讓學生從被動的知識接受者到主動的探索、尋找解決問題的能力者。 

核心概念關係與交互作用:體察人與社會的關係，並藉此涵養人與生活環境的互動。 

本教育階段 

總綱核心素養 

或校訂素養 

1. 自主行動-J-A3 具備善用資源以擬定計畫，有效執行，並發揮主動學習與創新求變的素養。  

2. 溝通互動-J-B2 具備善用科技、資訊與媒體以增進學習的素養。  

3. 社會參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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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目標 

1.培養學生有效自主學習，利用閱讀提升個人素養能力。 

2.學生能了解家庭成員的發展，產生情感連結。 

3.學生能理解議題內涵及其與個人生活、社會結構的關聯。  

4.培養學生善用科技媒體，運用分組討論、提問、蒐集資料等技巧增進分析統整能力。 

配合融入之領域

或議題 
有勾選的務必出現在

學習表現 

□國語文 □英語文 □英語文融入參考指引 □本土語 
□數學  □社會  □自然科學  □藝術   □綜合活動 

□健康與體育□生活課程 □科技 □科技融入參考指引 

□性別平等教育 □人權教育 □環境教育  □海洋教育  □品德教育 
□生命教育   □法治教育 □科技教育  □資訊教育  □能源教育 
□安全教育     □防災教育 □閱讀素養  □多元文化教育 
□生涯規劃教育 □家庭教育 □原住民教育 □戶外教育  

□國際教育       

表現任務 
須說明引導基準：學

生要完成的細節說明 

1. 學生能透過文本資料來覺察問題與分析公共議題。 
2. 結合生活經驗、結合重要概念，進行自我反省與覺察。 
3. 學生透過小組合作並運用資訊媒體搜集資料，進而完成公民行動方案的設計。 
4. 學生向全班發表小組所設計的公民行動方案。 
5. 與同學分享如何將公民行動方案落實在生活中。 
 
 

課程架構脈絡圖(單元請依據學生應習得的素養或學習目標進行區分)(單元脈絡自行增刪)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一類-單元活動設計版) 

 

本表為第 1單元教學流設計/(本學期共 3 個單元) 

單元名稱 如何培養閱讀能力？ 教學期程 第 1  週至第 5  週 教學節數 5  節 

學習

重點 

學習表現 
校訂或相關領域與 

參考指引或 
議題實質內涵 

社 1b-Ⅳ-1  

應用社會領域內容知識解析生活經驗或社會現象。 

公 1c-Ⅳ-1 

運用公民知識，提出自己對公共議題的見解 

社 3b-Ⅳ-3 

使用文字、言語等多種方式，呈現並解釋探究結果。 

國 5-IV-4 

應用閱讀策略增進學習效能,整合跨領域知識轉化為解決問題的能力。 

國 5-IV-5  

大量閱讀多元文本,理解議題內涵及其與個人生活、社會結構的關聯性。 

閱 J5  

活用文本，認識 並運用滿足基 本生活需求所 使用之文本。 閱 J6  

懂得在不同學習及生活情境 中使用文本之規則。 

閱 J9  

樂於參與閱讀相關的學習活動，並與他人交流。 

如何培養閱讀能力？(5節)
自主行動-J-A3 具備善用資
源以擬定計畫，有效執行，
並發揮主動學習與創新求變

的素養。

我想記得你的故事，在失去
以前
(5節)

溝通互動-J-B2 具備善用科
技、資訊與媒體以增進學習

的素養。

化被動為主動：公民行動從
你我開始！
(11節)

社會參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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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一類-單元活動設計版) 

學習內容 
(校訂) 

閱讀素養能力 

（運用生活議題文章引導學生思考、分析與批判） 

學習目標 

1.能應用社會領域知識及閱讀策略來察覺文本訊息。 

2.能運用公民知識，提出對慈善機構的見解。 

3.能使用數據、圖表來解釋探究蘋果公司企業的行為對股價的影響。 

4.透過大量閱讀多元文本，來理解各議題與個人生活的聯結。 

學習活動 
請依據其「學習表現」之動詞

具體規畫設計相關學習活動之

內容與教學流程。 

時間

節數

規劃 

教學流程 學習評量 教材或學習單 

1 教師運用生活情境引導學生能從文本訊息中覺察問題。 
1.文本練習 

2.小組合作 

3.上台發表 

4. 個 人 觀 點 分

享。 

自編教材 

1 學生利用分組，運用公民知識，分析與討論公共議題。 

1 學生能從數據與圖表來分析與解釋公司行為與股價的關係。 

1 個人觀察的經驗分享。 

1 除了股價之外，觀察生活中還有哪些經濟活動與現象。 

本表為第 2單元教學流設計/(本學期共 3 個單元) 

單元名稱 我想記得你的故事，在失去以前 教學期程 第 6  週至第  10 週 教學節數 5 節 

學習

重點 

學習表現 
校訂或相關領域與 

參考指引或 
議題實質內涵 

社 3b-Ⅳ-3 

使用文字、照片、言語等多種方式，呈現並解釋探究結果。 

國 6-Ⅳ-4  

依據需求書寫各類文本。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一類-單元活動設計版) 

綜 1a-IV-1  

探索自我與家庭發展的過程，覺察並分析影響個人成長因素及調適方法。 

家 J1  

分析家庭的發展歷程。 

學習內容 
(校訂) 

長輩的光陰故事（了解長輩的成長歷程） 

學習目標 能使用文字、照片與語言來呈現訪問長輩光陰故事的結果。 

學習活動 
請依據其「學習表現」之動詞

具體規畫設計相關學習活動之

內容與教學流程。 

時間

節數

規劃 

教學流程 學習評量 教材或學習單 

1 學生透過訪談長輩並繪製重大事件。 
1.繪製重大事件

時序表 

2.紀錄自家長輩

的故事 

自編教材 

1 學生運用語言、文字紀錄對長輩有興趣的光陰故事。 

2 與同學分享在長輩的生命經驗中，個人認為最有趣或是印象最深刻的事件。 

1 自我反省與思考，與長輩互動應有的正確態度。 

本表為第 3單元教學流設計/(本學期共 3 個單元) 

單元名稱 化被動為主動：公民行動從你我開始！ 教學期程 第 11  週至第 21 週 教學節數 11  節 

學習

重點 

學習表現 
校訂或相關領域與 

參考指引或 
議題實質內涵 

公 1c-Ⅳ-1 

運用公民知識，提出自己對公共議題的見解。 

社 3c-Ⅳ-1 

聆聽他人意見，表達 自我觀點，並能以同 理心與他人討論。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一類-單元活動設計版) 

國 2-IV-3 

依理解的內容,明確表達意見,進行有條理的論辯,並注重言談禮貌。 

國 5-IV-5  

大量閱讀多元文本,理解議題內涵及其與個人生活、社會結構的關聯性。 

閱 J9  

樂於參與閱讀相關的學習活動，並與他人交流。 

能 J7  

實際參與並鼓勵他人一同實踐節能減碳的行動。 

閱 J10  

主動尋求多元的詮釋，並試著表達自己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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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內容 
(校訂) 

1.公民參與的重要性。 

2.公民行動方案的特色。 

3.公民參與的方式與途徑。 

學習目標 能透過閱讀文本充分了解公民行動方案的特色及建構自己的行動方案 

學習活動 
請依據其「學習表現」之動詞

具體規畫設計相關學習活動之

內容與教學流程。 

時間

節數

規劃 

教學流程 學習評量 教材或學習單 

1 
透過文本探討，學生能運用公民知能了解公民參與的重要性。 

 

1.文本練習 

2.小組討論 

3.成果發表 

自編教材 

2 
學生能透過教師介紹，理解公民行動方案的特色。 

 

3 讓學生了解，公民在公共議題形成的過程中扮演的角色。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一類-單元活動設計版) 

 5 建講自己的行動方案 

 
◎教學期程請敘明週次起訖，各個單元以教學期程順序依序撰寫，每個單元需有一個單元學習活動設計表，表太多或不足，請自行增刪。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一類-單元活動設計版) 

 

臺南市立後甲國民中學 111學年度(第二學期)八年級彈性學習文化探究(大系統)課程計畫 
(本表為第一類統整性主題/議題/專題探究課程填寫) 

 

學習主題名稱 

(中系統) 
文化智多星 

實施年級 

(班級組別) 
八年級 

教學 

節數 
本學期共(  20   )節 

設計理念 

本課程希望透過探究問題與實作活動提供學生觀察生活、認識生活、運用知識到挑戰生活的機會，在學生的生活情境中引發

其主動閱讀學習的能力、並進一步探索文化進行傳承，讓學生從被動的知識接受者到主動的探索、尋找解決問題的能力者。 

核心概念關係與交互作用:體察人與社會的關係，並藉此涵養人與生活環境的互動。 

本教育階段 

總綱核心素養 

或校訂素養 

1.自主行動-J-A2具備問題理解、思辨分析、推理批判的系統思考，並能行動與反思，以有效處理及解決生活、生命問題。 

2.溝通互動-J-B3具備藝術展演的一般知能及表現能力。 

3.社會參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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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目標 

1.具備理解司法正義概念，並具有思辨分析能力進行歷史事件的推理批判。 

2.運用藝術展演知能及模擬法庭劇本並進行演出。 

3.培養與同儕相互討論及和諧互動的基本素養。 

4.具備理解選擇、理性消費等一般生活知識，並能透過反思與行動來有效處理與解決生命中的經濟問題。 

配合融入之領域

或議題 
有勾選的務必出現在

學習表現 

□國語文 □英語文 □英語文融入參考指引 □本土語 
□數學  □社會  □自然科學  □藝術   □綜合活動 

□健康與體育□生活課程 □科技 □科技融入參考指引 

□性別平等教育 □人權教育 □環境教育  □海洋教育   

□品德教育□生命教育   □法治教育 □科技教育 □資訊教育   

□能源教育□安全教育  □防災教育 □閱讀素養  □多元文化教育

□生涯規劃教育 □家庭教育 □原住民教育  

□戶外教育  □國際教育      

表現任務 
須說明引導基準：學

生要完成的細節說明 

1.蒐集與分享噍吧哖事件有關的資訊。 

2.透過合作學習模式，分配撰寫模擬法庭劇本與，以了解各種司法人員的任務與權責 

3.分享分配及使用資源的經驗，並針對正確與不恰當的資源使用方式舉例。 

課程架構脈絡圖(單元請依據學生應習得的素養或學習目標進行區分)(單元脈絡自行增刪)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一類-單元活動設計版) 

 

本表為第 1單元教學流設計/(本學期共 3個單元) 

單元名稱 真相，只有一個嗎? 教學期程 第 1   週至第 9  週 教學節數 9  節 

學習

重點 

學習表現 
校訂或相關領域與 

參考指引或 
議題實質內涵 

社 1c-Ⅳ-1 

評估社會領域內容知識與多元觀點，並提出自己的看法。 

社 3c-Ⅳ-2 

理解成員特質並相互學習與合作。 

社 3d-Ⅳ-1 

規劃與執行創作活動。  

歷 1b-IV-2  

運用歷史資料,進行歷史事件的因果分析與詮釋。 

社 2a-Ⅳ-2 

關注生活周遭的重要議題及其脈絡，發展本土意識與在地關懷。 

國 2-Ⅳ-3  

依理解的內容，明確表達意見，進行有條理的論辯，並注重言談禮貌。 

法 J8 認識民事、刑事、行政法的基本原 則。 

人 J4 了解平等、正義的原則，並在生活中實踐。 

人 J2 關懷國內人權議題，提出一個符合正義的社會藍圖，並進行社會改進與行動。 

涯 J8 工作/教育環境的類型與現況。 

真相，只有一個嗎?
(9節)

由噍哖事件看司法正義，並進行
模擬法庭

你擁有金錢防禦術嗎?
(6節)

理性消費的正確態度

斜角巷的購物考驗
(5節)

運用數學能力來解決現實生活經
濟問題，並擬定解決計畫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一類-單元活動設計版) 

學習內容 
(校訂) 

1. 由噍哖事件看司法正義 

2. 模擬法庭 

學習目標 
1.能運用社會領域內容知識與多元觀點分析焦吧哖事件。 

2.能關注國內司法正義的議題及其脈絡發展。 

學習活動 
請依據其「學習表現」之動詞

具體規畫設計相關學習活動之

內容與教學流程。 

時間

節數

規劃 

教學流程 學習評量 教材或學習單 

2 老師運用影片引導學生採多元觀點分析焦吧哖事件。 
1.口頭發表 

2學習單撰 

3.模擬法庭劇本

創作與演出 

自編教材 

2 學生透過學習單思考並討論司法正義的議題 

3 能透過小組合作編寫模擬法庭劇本並將創作進行發表。 

2 了解不同職業角色的工作內容與環境。 

本表為第 2單元教學流設計/(本學期共 3個單元) 

單元名稱 你擁有金錢防禦術嗎? 教學期程 第 10   週至第 15 週 教學節數 6 節 

學習

重點 

學習表現 
校訂或相關領域與 

參考指引或 
議題實質內涵 

公 Bl-Ⅳ-3  

個人為什麼需要做選擇？如何選擇？ 

社 1b-Ⅳ-1  

應用社會領域內容知識解析生活經驗。 

家 J7  

運用家庭資源，規劃個人生活目標。  

學習內容 
(校訂) 

1.了解個人為什麼需要做選擇以及如何做選擇。 

2.應用社會領域內容知識來解析自己的消費行為。 

3.建立使用金錢的正確態度。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一類-單元活動設計版) 

學習目標 

1.選擇的重要性。 

2.理性消費的正確態度。 

學習活動 
請依據其「學習表現」之動詞

具體規畫設計相關學習活動之

內容與教學流程。 

時間

節數

規劃 

教學流程 學習評量 教材或學習單 

1 老師運用案例讓學生分析為什麼要選擇以及如何做選擇。 
文本練習 

口頭發表 

 

自編教材 

2 老師引導學生思考【需要】與【想要】的差別，進而做好選擇。 

3 透過生活廣告反思自己的消費行為，並列舉減少非理性消費的策略。 

本表為第 3單元教學流設計/(本學期共 3個單元) 

單元名稱 斜角巷的購物考驗 教學期程 第 16  週至第 20 週 教學節數 5 節 

學習

重點 

學習表現 
校訂或相關領域與 

參考指引或 
議題實質內涵 

社 1b-Ⅳ-1 應用社會領域內容知識解析生活經驗。 

數-J-A3  具備識別現實生活問題和數學的關聯的能力,可從多元、彈性角度擬訂問題解決計畫。 

家 J8 探討家庭消費與財物管理策略。 

涯 J6 建立對於未來生涯的願景。 

學習內容 
(校訂) 

1.支付工具的種類。 

2.個人收入來源。 

3.良好的消費習慣。 

學習目標 

1.能應用領域知識來分析生活中消費支付的工具與經驗。 

2.能探索與開發自我潛能，為未來工作職業做準備。 

2.能運用數學能力來解決現實生活經濟的問題，並可從中擬定解決的計畫。 

學習活動 
請依據其「學習表現」之動詞

具體規畫設計相關學習活動之

時間

節數

規劃 

教學流程 學習評量 教材或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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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與教學流程。 
1 老師運用學生在生活中的付款經驗來討論市面上各種支付工具。 

文本練習 

口頭發表 

舉例分享 2 

 

自編教材 

2 
透過學生反思目前的收入與支出，規劃未來想從事的行業並了解職業收入

的狀況。 

2 
運用數學計算能力了解自我是否屬於不理性消費者，藉此檢視自我消費習

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