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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立中興國民中學 109學年度上學期特殊需求領域教學計畫表 

領域 特殊需求—領導才能 

班型 不分類資優資源班 

每週節數 1 節 教學者 楊雅婷 

組別/教學對象  九年級數理組、語文組、一般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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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教育—國際素養 

品德教育—品德關鍵議題 

學習 

重點 

學習 

表現 

特領 2b-Ⅳ-3提供成員解決問題的學習典範。 

特領 2c-Ⅳ-1在合作中營造互相激勵的學習情境。 

特領 3a-Ⅳ-4分析自己與競爭者各項條件的差異。 

特領 3a-Ⅳ-5欣賞各種領導藝術的風格和價值。 

特領 3b-Ⅳ-6尊重與欣賞團隊成員的多元性。 

學習 

內容 

特領 B-Ⅳ-1 各種領導風格的特質與影響。 

特領 B-Ⅳ-2不同團隊成員特質之差異與影響。 

特領 B-Ⅳ-7 各種領導風格蘊含的真善美。 

特領 C-Ⅳ-2 各種文化背景之團體特色。 

特領 C-Ⅳ-6 各類媒體與資訊執行行動的利用方法。 

學習目標 

1. 能列點說明自己的夢想，並評估自身優弱勢能力，說出接近／達

成夢想的方法。 

2. 能列出訪談大綱，訪談楷模人物，並將結果製成簡報或影片分享。 

3. 能列點說明 2020國內外大事，並繪製網狀圖，說明事件之因果與

相關。 

4. 能藉由 SWOT 分析 2020 的臺灣地位，並列點說明臺灣未來可能的

發展面向。 

教學與評量說明 

1.教材編輯與資源 

1-1 教師自編教材，以及新聞、廣告、現身說法等。 

1-2 學習單內容以問答為主，引導學生說明自己想法，以達開放式設計的目

標 

2.教學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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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引導學生建立個人價值觀，並能實踐在生活中。 

2-2 利用合作學習方式，引導學生對話、合作以解決生活中的相關問題。 

2-3 透過講述法、提問法、討論法、實作法、個別輔導、社區服務等方式進

行課程 

2-4 減少教師講述，增加以學生為主之討論、報告與創作。 

 

3.教學評量 

發展適合的評量工具：依據各教學子單元需求，進行學習評量的調整：口頭

發表、小組報告、實作評量。 

第一學期 

週次 單元名稱/內容 週次 單元名稱/內容 

1 

從困境中找到新(心)的方向/教師透

過 簡 報 與 影 片 介 紹 楷 模 人 物

Bethany Hamilton；小組討論學習單

問題並做分享。 

12 
向外挑戰，讓自己過得不一樣/小組

製作簡報。 

2 

從困境中找到新(心)的方向/進行

「追尋人生目標」分組活動，教師總

結活動問題與討論。 

13 

向外挑戰，讓自己過得不一樣/小組

發表訪談楷模人物之結果與心得；

自由發表個人對人生意義與價值的

期許。 

3 

天生我材必有用/體驗活動：綁手綁

腳的人生；影片欣賞深入了解楷模人

物力克胡哲；小組互相討論活動感受

並分享。 

14 
期中評量週 
我的 2020/分享各國、各單位所選出

的年度代表字，並探討其背後意涵。 
4 

天生我材必有用/教師導讀力克胡

哲語錄學生分組討論完成學習單並

分享。 

15 

5 

做自己，沒有理由不自信/透過簡報

檔與文本閱讀介紹楷模人物吳季

剛，並請學生摘要片與文本重點 

16 

我的 2020/學生選出自我年度代表

字並分享。教師引導討論，促使學生

自我反思並思索改進之道。 

6 

做自己，沒有理由不自信/藉由「停、

說、聽、看」四個步驟的提問單，讓

學生分享思考討論結果，釐清擁有夢

想與實現夢想的距離與方法。 

17 

全世界的 2020/回顧 2020 年度十大

國內、國際新聞；學生分組蒐集這十

大新聞的相關背景、前因後果、來龍

去脈。 

7 
期中評量週 
實現自己，成就別人/藉由書寫學習

單，學生分享自己的夢想職業。 

18 

全世界的 2020/分組報告這十大國

內國際新聞的內容以及對國內國際

情勢的影響。 

8 19 

全世界的 2020/學生分組自我選定

2020 十大國際新聞，分享並敘明理

由。 

9 

實現自己，成就別人/教師藉由影片

介紹珍古德，並引導學生思考自己的

夢想職業對於自己或他人會有何益

處 

20 

全世界的 2020/教師引導討論，焦點

著重在學生思考台灣在 2020世界中

的一席之地為何？學生未來又可以

在世界中扮演什麼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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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向外挑戰，讓自己過得不一樣/教師

藉由學習單，讓學生分組討論人生的

意義與價值，並做分享。 

21 
期末評量週 
學期反思與回饋 

11 

向外挑戰，讓自己過得不一樣/教師

藉由影片介紹宋睿祥醫生；學生分

組選擇二名楷模人物，訪談其人生

意義。 

  

 

南投縣立中興國民中學 109學年度下學期特殊需求領域教學計畫表 

領域 特殊需求—情意教育（生涯發展） 

班型 不分類資優資源班 

每週節數 1 節 教學者 楊雅婷 

組別/教學對象  九年級數理組、語文組、一般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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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涯規劃教育—生涯教育與自我探索 

人權教育—人權違反與救濟 

學習 

重點 

學習 

表現 

特情 1b-Ⅳ-4 辨識自己的優弱勢能力。 

特情 1d-Ⅳ-1 學習探索人生意義與價值。 

特情 2d-Ⅳ-1 蒐集生涯發展相關資訊來源。 

特情 2d-Ⅳ-2 仿效角色楷模，探索自己的生涯角色定位。 

特情 3b-Ⅳ-3 善用各項資源，規劃與執行個人生活中重要事務。 

學習 

內容 

特情 A-Ⅳ-6 學習目標與期望設定的影響。 

特情 B-Ⅳ-3 引發動機的條件（心理需求、自我效能、目標價值等）。 

特情 B-Ⅳ-5 生涯發展相關訊息。 

特情 C-Ⅳ-2 同理心的內涵與實踐方法：對他人情緒的感同身受、支

持與分享交流。 

特情 D-Ⅳ-3 尋求家人支持與協助的有效方法。 

學習目標 1. 說明「為弱勢發聲」之具體對象、訴求，並擬出演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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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能分析楷模人物踏出那一步的情境，並以角色扮演的方式來呈現

其中可能的內心掙扎與決心。 

3. 列表分析個人優弱勢能力與未來方向；並以連連看的方式，將能

力與目標進行配對。 

教學與評量說明 

1.教材編輯與資源 

1-1 教師自編教材，以及新聞、廣告、現身說法等。 

1-2 學習單內容以問答為主，引導學生說明自己想法，以達開放式設計的目

標 

 

2.教學方法 

2-1 引導學生建立個人價值觀，並能實踐在生活中。 

2-2 利用合作學習方式，引導學生對話、合作以解決生活中的相關問題。 

2-3 透過講述法、提問法、討論法、實作法、個別輔導、社區服務等方式進

行課程 

2-4 減少教師講述，增加以學生為主之討論、報告與創作。 

 

3.教學評量 

發展適合的評量工具：依據各教學子單元需求，進行學習評量的調整：口頭

發表、小組報告、實作評量。 

第二學期 

週次 單元名稱/內容 週次 單元名稱/內容 

1 

I am ……/請學生寫出 10個以「我」

為開頭的句子來描述自己，互相分享

後，教師再請學生將判斷句、表態句、

有無句、靜態動詞句子刪除，並再度

分享總結。 

11 

不一樣的路，不一樣的天空下/邀請

良師典範演講，主題為生涯規劃的

選擇。 

2 

I am ……/以簡報、影片介紹馬拉

拉‧優薩福扎伊；學生討論簡報中主

詞與動詞的改變並分享結論。 

12 

不一樣的路，不一樣的天空下/為自

己訂下目標，並與同儕分享自己的

未來願景。 

3 

I am ……/觀看馬拉拉‧優薩福扎伊

在聯合國的演講，並閱讀演講稿；學

生分組選擇任一弱勢群體，蒐集相關

資料。 

13 

不一樣的路，不一樣的天空下/與同

儕互相鼓勵，並約定一同為目標努

力。 

4 
I am ……/學生依據蒐集相關資料，

為該弱勢群體撰寫一篇演講稿。 

14 
期中評量週 
學期反思與回饋 

5 15 
 

6 
I am ……/各組上台報告，教師引導

總結。 
16  

7 期中評量週 17 
 



5 

 

8 

跨出去的那一步/以簡報、影片介紹

梅莉‧史翠普，學生討論她兩次跨出

去的原因並分享。 

18 
 

9 

跨出去的那一步/閱讀梅莉‧史翠普

對自己的優劣勢分析，請學生對三年

級的自己做一評估。 

19 
 

10 

跨出去的那一步/學生分享對自我的

評估，以及對未來是否跨出那一步，

教師引導總結。 

20 
 

 

註1 班型名稱：集中式特教班、不分類資源班、巡迴輔導班、在家教育班、普通班接受
特殊教育服務、資優資源班。 

註2 領域名稱：語文、數學、社會、自然科學、生活科技、綜合活動、藝術、健康與體
育、生活、特殊需求（生活管理、職業教育、社會技巧、定向行動、點字課程、溝
通訓練、功能性動作訓練、輔助科技應用、學習策略、領導才能、情意發展、創造
力、獨立研究） 

註3 學習重點及學習目標之撰寫，以簡潔扼要為原則，精簡摘錄即可。 
註4 特殊需求領域若未獨立開課，而是採融入方式到其他領域教學，請將引用之特殊

需求領域學習重點及學習目標列出。 
註5 學習內容調整：簡化、減量、分解、替代、重整、加深、加廣、加速、濃縮。 
註6 教學評量方式：紙筆測驗、口頭測驗、指認、觀察評量、實作評量、檔案評量、同

儕互評、自我評量、其他。 
註7 融入重大議題：性別平等、人權、環境、海洋、品德、生命、法治、科技、資訊、

能源、安全、防災、家庭教育、生涯規劃、多元文化、閱讀素養、戶外教育、國際
教育或原住民族教育等議題。 

註8 學校課程計畫必須確定包含特殊教育班（含集中式特殊教育班、分散式資源班與
巡迴輔導班）課程之各領域/科目教學大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