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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立中興國民中學 109學年度特需領域教學計畫表 

領域 人文社會科學獨立研究 

班型 不分類資優資源班 

每週節數 2 節 教學者 陳仕杰 

組別/教學對象  二年級語資組/吳 O 儒.楊 O 婗.張 O 伶.吳 O 慈 

核心素養 

A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

與自我精進 

◼︎A2.系統思考

與問題解決 

◼︎A3.規劃執行

與創新應變 

B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

與溝通表達 

◼︎B2.科技資訊

與媒體素養 

◼︎B3.藝術涵養

與美感素養 

C社會參與 
◼︎C1.道德實踐

與公民意識 

◼︎C2.人際關係

與團隊合作 

◼︎C3.多元文化

與國際理解 

重大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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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教育◼︎閱讀素養◼︎戶外教育◼︎國際教育 

◼︎生涯規劃教育◼︎多元文化教育◼︎原住民族教育◼︎性別平等教育 

主題： 

如何辨別生活區域周圍可能面臨的天災，探討如何規避應變避難。

（防災教育） 

媒體新聞產業特質，如何利用並辨識假新聞（閱讀素養） 

從內轆社區戶外踏查，培養觀察力，提出問題假設，並尋找可能答

案。（戶外教育） 

從國際新聞中，尋找西方媒體及中東伊斯蘭教媒體論點，試圖理解

差異存在的原由。（國際教育） 

  

特殊需求領域學習表現： 

特獨 1a-IV-1 從日常生活經驗、自然環境觀察、領域學習課程、新

聞時事或社會重大議 題等向度發現並提出自己感興趣的內容。  

特獨 1a-IV-2 透過與同儕的討論，分享探索的樂趣。  

特獨 1a-IV-3 透過動手解決問題或驗證自己想法，而獲得成就感。  

特獨 1a-IV-4 透過獨立研究過程，了解獨立研究的意義、歷程及實

踐的重要價值。  

特獨 1b-IV-1 理解同儕報告，針對研究歷程提出相關的疑問或意

見，形成評價並提出建 議或改善方案。  

特獨 1b-IV-2 主動與同儕合作完成小組獨立研究活動內容並達成目

標。  

特獨 1b-IV-3 願意採納他人回饋，檢核研究歷程及成果，並持續修

正。  

特獨 1d-IV-1保護研究對象(含人、動物及環境) 於生理、社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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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上的福祉，尊重其權利、利益、尊嚴及隱私，並採取 匿名與保

密原則。 

特獨 1d-IV-2遵守誠實、負責、專業、客觀、嚴謹、公正原則，並

自我監控研究過程。  

特獨 1d-IV-3依據引註參考資料格式，註明資料的來源、出處與他

人的貢獻。  

特獨 2a-IV-1 選用適當的研究方法及程序，並運用於獨立研究中。  

特獨 2b-IV-1 將蒐集的數據或資料，加以分析、比較，提出關聯與

差異。  

特獨 2b-IV-2 比較與判斷自己及他人對於蒐集資料的解釋，在方法

及程序上合理性，並 提出問題或批判，並用實證加以驗證 之。  

特獨 2b-IV-4運用領域知識，提出自己的主張、理 由及證據，解

釋自己的觀點。  

特獨 2c-IV-1對問題尚未釐清的部分蒐集多元資 訊。 

特獨 2c-IV-2歸納不同解決問題的方式可能會產生 的結果。 

特獨 2c-IV-5承接問題，並能有效、合理的去處理， 獲得可信的

成果。  

特獨 2d-IV-1 與教師共同建構獨立研究內容或計 畫，決定學習範

圍、順序與進度。  

特獨 3a-IV-1從日常生活、課堂學習、自然環境、 科技運用及社

會議題中，進行有計畫 的多方觀察後進而察覺問題。 

特獨 3a-IV-2依據觀察、蒐集資料、閱讀、思考及 討論等提出多

個適合探究的問題或假 說，而後分辨並界定最重要之問題或 假

說。 

特獨 3b-IV-1依據教師指導，根據研究問題、資源、 期望成果

等，規劃最佳化研究計畫。 

特獨 3b-IV-2了解研究計畫內容，並能適時彈性調整。 

特獨 3c-IV-1 運用圖書館、網路、線上資料庫、期 刊等，依據研

究主題，搜尋相關資料。  

特獨 3c-IV-2 將蒐集文獻資料，運用適當檢驗原則 分辨資料的真

偽。  

特獨 3c-IV-3 將蒐集文獻資料，運用適當資料分類 方式進行整理

並評析。  

特獨 3e-IV-1 運用思考能力、撰寫研究日誌、製作 圖表、使用統

計等方法，有效整理、 分析及比較已有的資訊或數據。  

特獨 3e-IV-2 從得到的資訊或數據，分析出差異， 形成解釋、獲

知因果關係。  

特獨 3e-IV-3 從得到的資訊或數據，分析出差異， 提出研究結果

與發現。  

特獨 3e-IV-4 從得到的資訊或數據，分析出差異， 解決問題或發

現新問題。  

特獨 3f-IV-1 使用藝術與美感構成要素和形式原 理，融入研究成

果展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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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獨 3f-IV-3 靈活運用各種形式，嚴謹展現研究過 程、成果、價

值及限制等。  

 

特殊需求領域學習內容： 

特獨 A-V-1 學術研究倫理課程/案件的探討。  

特獨 B-IV-1批判思考能力訓練。 

特獨 B-IV-2研究方法:個案研究、歷史研究等。  

特獨 B-IV-3科技設備操作技能。 

特獨 B-IV-4資料蒐集與運用技能:線上資料庫、期刊雜誌等。 

特獨 C-IV-1 研究主題的選擇:問題評定標準訂定、訂定問題。  

特獨 C-IV-2 研究計畫管理:可運用資源及時間評估、研究時間表。  

特獨 C-IV-3 文獻蒐集管道:書刊、線上資料庫、文獻資料的引用與

附註方式。  

特獨 C-IV-4文獻資料探討方法:資料評論/評析。  

特獨 C-IV-5研究資料蒐集方式:文件/紀錄分析。  

特獨 C-IV-6論文格式與架構。 

學習目標 

1.理解人文社會科學之範疇 

2.明瞭人文社會科學使用之驗證方法 

3.熟悉各種人文社會研究學門的研究動點 

4.學習從日常生活中發現問題 尋找解釋 提出假說 驗證之 

5.學習自學獲取可用且客觀的公開資料，並將該資料轉譯成有用之知

識。 

教學與評量說明 

1.教材編輯與資源 

1-1以八大領域學科教材為基礎，社會及國際時事為研究題材，理解

各社會學門的學科特點。 

1-2 歷史學方法，地理學方法理解社會文化百象 

2.教學方法 

2-1由老師講述，學生製作專題報告，扣課程學習重點與學習目標，

讓學生理解或運用課程內容。 

2-2圖書館利用  

2-3 田野社區調查 

3.教學評量 

3-1學生上課參與討論及報告之表現。 

第一學期 

週次 單元名稱/內容 週次 單元名稱/內容 

1 
圖書及政府開放數據應用 

期刊論文電子書博碩士論文索引 
12 

職場權利與義務 

淺談工作倫理與社會契約 

2 

從社區及生活經驗嘗試發現問題，提

出假設 

尋找佐證的資料 

13 
寺廟建築空間與藝術 

從寺廟看華夏文明的倫常 

3 
物質文明的探討 

個體經濟學的觀點 
14 期中評量週 

口頭簡報技巧 

簡報軟體應用Ⅱ 4 
地緣政治學 

從地理學觀點探討國際局勢的變遷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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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網路聲量與媒體識讀 

數據判讀的迷失～淺談統計學 
16 

社會科學文章選讀Ⅱ 

口頭報告及書面探討 

6 
如何閱讀一本書 

快速瀏覽及擷取信息 
17 

全球化下的產業發展 

雁行理論及能源詛咒 

7 期中評量週 

口頭簡報技巧 

簡報軟體應用Ｉ 

18 
從歷史地圖看地景演變 

從地景演變回推歷史線索 

8 19 
選舉行為：投票的心理社會分析 

民主政治與民粹政治 

9 
社會科學文章選讀Ｉ 

口頭報告及書面探討 
20 期末評量週 

大數據的取得與應用 

數據地圖的製作 10 
問卷的規劃設計 

Google表單的應用 
21 

11 
小小論文撰寫：動機、驗證方法、目

的及理論建構 
  

第二學期 

1 
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觀點 

人文科學與社會科學的差異 
11 

性別認同與性別差異 

生理性別及心理性別 

2 
數據及統計圖表的製作 

善用適當之統計圖表詮釋社會現象 
12 

一美元的全球經濟 

比較利益，匯率與通貨膨漲 

3 
政治思潮與人類社會 

法西斯主義及和平主義 
13 

認知心理學 古典制約理論 

行為心理學 犯罪心理學 

4 
瘟疫與人類歷史 

瘟疫與存在主義 人類思潮 
14 期中評量週 

媒體接近使用權 

網紅的社會現象 5 
全球化的利與弊 

歐盟與全球經濟組織 
15 

6 
錯視與消費心理學 

錨定效應的應用 
16 

社會科學文章選讀Ⅳ 

口頭報告及書面探討 

7 期中評量週 

社會科學文章選讀Ⅲ 

口頭報告及書面探討 

17 
環境正義探討 

低價消費的背後 

8 18 
霧峰林家的興起與中落 

臺中平原發展與林家的政治抉擇 

9 
氣候變異與全球暖化 

糧食危機與脆弱度 
19 

企業的地緣政治 

科技能力與戰略 

10 
都市規劃與都市紋理 

烏托邦式的花園城市 
20 

期末評量週 

台灣難波萬  

開放社會及其敵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