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南投縣立中興國民中學 111學年度特殊需求領域教學計畫表 

領域 特殊需求(學習策略) 

班型 分散式資源班 

每週節數 1節 教學者 簡慈萱 

組別/教學人數  七年級 16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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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閱讀素養：閱讀的歷程 

生涯規劃教育：生涯教育與自我探索 

學習重點 

學習表現 

特學 1-Ⅳ-1 根據環境或學習訊息轉換注意力及調整專注時間。 

特學 1-Ⅱ-5 將學習內容做成心智圖、組織圖或流程圖。 

特學 1-Ⅲ-6 自行找出並標記學習內容的重點。 

特學 1-Ⅳ-3 重新組織及歸納學習內容。 

特學 2-Ⅲ-1 在不同學習情境下調整自己的學習行為。 

特學 2-Ⅳ-1 表現積極的學習態度。 

特學 4-Ⅲ-2 整理自己常犯的錯誤並列出可能解決方法。 

特學 4-Ⅲ-5 安排自己的作息時間。 

特學 4-Ⅳ-4 監控並記錄學習計畫執行過程。 

學習內容 

特學 A-Ⅱ-2 適當的專注時間。 

特學 A-Ⅱ-4 心智圖、組織圖或流程圖。 

特學 A-Ⅲ-4 重點標記或圖示。 

特學 A-Ⅳ-2 多元的記憶和組織方法。 

特學 B-Ⅲ-1 學習行為的調整。 

特學 B-Ⅳ-1 積極的學習態度。 

特學 D-Ⅲ-3 解決或修正錯誤的方法。 

特學 D-Ⅳ-3 學習計畫的執行紀錄。 

特學 D-Ⅳ-4 依需求規劃的作息時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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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目標 

特殊需求領域課程學習目標 

1. 能記錄並檢核一段時間內的專注情形。 

2. 能了解自己的學習潛能並發展適合的學習策略。 

3. 能自行劃記文章中的學習重點。 

4. 能將學習重點整理成心智圖、組織圖或流程圖。 

5. 能依據考試結果發展適合自己的應試策略。 

6. 能規劃符合自己需求的作息時間表。 

7. 能監控作息時間表的執行情形並進行適當的調整。 

教學與評量說明 

1.教材編輯與資源 

□教科書（        版本，第        冊） 

█圖書繪本 □學術研究 █報章雜誌 

█影片資源 █網路  █新聞  █自編教材 

□其他：                  

2.教學方法 

█直接教學法□工作分析教學法█多層次教學法 □結構式教學法 

□交互教學法□圖片交換系統 □識字教學法 □社會故事教學

法 

█講述法 █討論法  □觀察法  □問思教學法 

□發表法 □自學輔導法 □探究教學法 □編序教學法 

█合作學習法□價值澄清法 □角色扮演法  

□問題解決教學法□其他：                  

3.教學調整 

□簡化 □減量 □分解 □替代 □重整 

□加深 □加廣 □加速 □濃縮 □其他：                  

4.教學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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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其他 

第一學期 

週次 單元名稱 單元目標 

1-2 
一、我的學習優弱勢 

(一)認識多元智能 

1. 能說出多元智能的類型(語文、邏輯數學、人際、音

樂、肢體動覺、內省、自然、視覺空間)。 

2. 能說出不同智能所代表的意義及特色。 

3-4 
一、我的學習優弱勢 

(二)多元智能檢測 

1. 能完成多元智能檢核表中的測驗。 

2. 能分析自己的優、弱勢智能。 

5-6 
一、我的學習優弱勢 

(三)多元智能應用 

1. 能分享自己的優勢智能運用於學業學習上的方式。 

2. 能製作紀錄表，監控應用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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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二、我的學習風格 

(一)認識學習風格 

1. 能知道學習類型的種類(視覺型、聽覺型、動覺型、

分析型)。 

2. 給一份心理測驗，能分析自己屬於哪個學習風格。 

9-10 
二、我的學習風格 

(二)學習風格小撇步 

1. 能認識不同學習風格的學習方式。 

2. 能選擇適合自己的學習方式。 

3. 能說出如何將適合自己的學習方式運用於學業學

習。 

11-14 
三、專注力訓練 

(一)番茄鐘工作法 

1. 能說出番茄鐘工作法的使用原則與方式。 

2. 能使用番茄鐘工作法，計畫一節課的學習進度。 

3. 能執行自己使用番茄鐘工作法所計畫的學習進度。 

4. 能分析自己在使用番茄鐘工作法時所遇到的困難與

解決方式。 

15-18 
三、專注力訓練 

(二)專注森林 APP 

1. 能實際下載並操作專注森林 app。 

2. 能說出專注森林 app的使用原則與方式。 

3. 能使用專注森林 app來監控一節課的學習表現。 

4. 能分析自己在使用專注森林 app時所遇到的困難與

解決方式。 

19-21 四、作筆記 

1. 能說出課堂中所介紹的筆記整理方式。 

2. 能選擇 1種筆記整理方式，完成某一科目的課文重

點整理。 

3. 能分析自己所整理的筆記優缺點，並說出可以改善

的部分。 

第二學期 

週次 單元名稱 單元目標 

1-2 
一、試試順利 

(一)考試常見問題 

1. 能指出學習單中，在考試時常發生的問題。 

2. 能說出自己在考試時容易出現的問題。 

3-5 
一、試試順利 

(二)考試技巧 

1. 能說出常用的考試技巧與策略(定位策略/關鍵字

詞、關係式或圖像策略/回想反思策略/時間分配) 

2. 能製作檢核表，記錄考試策略的執行情形。 

3. 能分析執行情形，並提出改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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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二、知識收納師 

(一)心智圖 

1. 能使用不同顏色螢光筆，畫記不同層次的課文重

點。(主標題、副標題、內文重點) 

2. 能依據畫記的重點，畫出心智圖的分層架構。 

3. 能將所畫記的重點內容，寫到心智圖的分層架構

上。 

10-13 
二、知識收納師 

(二)組織圖 

1. 能使用不同顏色螢光筆，畫記不同層次的課文重

點。(主標題、副標題、內文重點) 

2. 能依據不同顏色螢光筆所畫記的重點，畫出組織圖

的分層架構。 

3. 能將所畫記的重點內容，寫到組織圖的分層架構

上。 

14-17 
二、知識收納師 

(三)雙向細目表 

1. 給地理科文本(台灣的地形)，能用不同顏色螢光筆

圈出次主題(地形、特色)及文本重點。 

2. 能製作雙向細目表之表格。 

3. 能將次主題及文本重點寫入雙向細目表中。 

18-21 三、做時間的主人 

1. 給一張統計表，能計算自己每天花費的時間分布情

形。 

2. 給一張時間規畫表，能填入不同時段預計要完成的

事項。 

3. 給一張檢核表，能監控時間管理的執行情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