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嘉義縣南靖國小 109學年度校訂課程第三類特殊需求領域獨立研究課程教學內容規劃表   設計者:李孟穎        
 

一、教材來源：■自編□編選-參考教材○○  二、本領域每週學習節數： 3  節   三、教學對象：一般智能資優 5 年級 1 人﹑6年級 1 人共 2人  四﹑安置類

型：資優巡迴輔導班 

五、核心素養/課程目標 

領域核心素養 課程（學年）目標 

獨-E-A2  

具備探索問題的能力，能提出多種解決問題的構想，透過體驗與實踐，解決問題。  

獨-E-A3  

具備擬定研究計畫與實作能力，並嘗試以創新思考方式因應探究問題情境及執行

研究計畫。  

獨-E-B1  

能分析比較、製作簡單圖表，整理蒐集之資訊或數據，並運用簡單形式之口語、

文字、影像、繪圖或實物，表達獨立研究之過程、發現或成果。  

獨-E-C2  

透過獨立研究小組學習，養成同儕溝通、團隊合作及包容不同意見的態度與能力。  

1.研究主題選擇：依據觀察、蒐集資料、閱讀、思考及討論提出適合探

究的問題。 

2.研究計畫撰擬與評鑑：撰寫研究計畫，根據問題、資源規劃進度並檢

核執行過程。 

3.文獻蒐集與探討：使用進階搜尋方式蒐集研究相關資料，閱讀資料並

進行整理、摘錄重點。 

4.研究資料整理與分析：撰寫日誌、製作圖表、使用統計等，整理、分

析及比較研究取得之資訊或數據，形成解釋、解決問題或提出新發現。 

5.研究成果展現：運用複雜形式展現研究過程、成果、價值及限制等。 

6.研究成果評鑑：使用檢核表對研究過程與結果進行評鑑。 

創-E-A3  

善於覺察現象，擴充生活經驗，提出與眾不同的創新想法，因應日常生活情境。 

創-E-B1  

具備辨識創造力內涵的基本素養，並具有表現創造力所需的符號知能，在日常生

活及學習方面，自由順暢地表達所見所想所聞。  

創-E-C2  

具備友善人際情懷，接受他人協助、分享想法與接納他人意見，並參與團隊合作

建立良好互動關係。  

1.創思技巧訓練：運用六頂思考帽、六雙行動鞋等思考技巧。 

2.溝通技巧訓練：學習創意表達、溝通說服之技巧。 

3.創意執行實作:實踐創意思考內容 

4.創意成果評鑑:依據他人成果提供建議並尊重接納他人意見。 



情-E-A2  

具備分析壓力的能力，發展管理壓力的策略、面對害怕與衝突的方法，以強化生

命韌性，強化反思及解決生活問題的能力。  

情-E-C3  

具備探尋與述說自我文化的能力，理解自我文化中的多樣典範，關懷自我與世界

的關係。  

1.壓力覺察與調適：覺察壓力並主動表達，探索調適壓力的方法。 

2.世界公民行動：了解世界議題，認識公民行動，瞭解公民責任與影響

力。 

 

五、本學期課程內涵：第一學期 

教學進度 單元名稱 領域課程學習表現 學習目標 學習內容 表現任務（評量內容） 

1-6週 平衡的秘密 【獨立研究技能/界定研究問題】 

3a-Ⅲ-2能依據觀察、蒐集資料、

閱讀、思考及討論提出適合探究

的問題。 

【獨立研究技能/擬定研究計畫】 

3b-Ⅲ-2能根據研究問題、資源，

規劃研究計畫並依進度執行。 

1. 能製作平衡科學玩具 

2. 能推測影響平衡的原

因 

3. 能設計實驗研究證明

自己的推測 

4. 能依據設計完成實驗

研究 

觀察科學平衡玩具並猜測平衡原理，

透過操作活動了解平衡之秘訣，並猜

測影響平衡的原因，進一步設實驗 

1. 製作一個成功的平衡

玩具 

2. 說出影響平衡的因素 

3. 撰寫切合研究問題的

實驗流程 

4. 說明研究結果 

7-9週 公主救王子 【獨立研究技能/資料分析與解

釋】 

3e-Ⅲ-4能從得到的資訊或數據，

解決問題或發現新問題。 

 

1. 能完找出公主救王子

的方法 

2. 能簡化問題依序推論 

3. 能有系統的記錄解題

果程 

4. 能從紀錄中推論公式 

介紹數學故事公主救王子，簡化問題

進行解題，依序完成並找出規律，完

成公式的推理，並依據公式結果，延

伸思考至不同人數的問題。 

1. 記錄推論過程 

2. 說出解開問題的公式 

10 週 戶外教學 【適應環境、參與社會／文化認

同與國際連結】 

4d-Ⅲ-3能關心全球議題及自我與

世界的關係。 

1. 能知道地球的海洋汙

染問題 

2. 能完成淨灘活動 

3. 能整理淨灘垃圾記錄

於表格內 

服務學習-淨灘活動 1. 說出海洋目前面臨的

汙染問題 

2. 執行淨灘活動 

3. 紀錄淨灘垃圾 

11-14 週 創思技巧-思

考技法訓練 

【思考歷程/擴散性思考】 

2a-Ⅲ-5能善用各種創意技法產生

1. 能知道六頂思考帽的

意義 

認識思考技法-六頂思考帽子、六雙

行動鞋子，逐項進行實際練習，利用

1. 說出六頂思考帽的意

義 



不同的構想。 

【環境營造/支持回饋】 

4a-Ⅲ-3能根據他人的回饋改進錯

誤與失敗。 

【創意成果/獨創】 

3c-Ⅲ-3能在各構想中分辨其中新

的或不尋常的構想 

2. 能知道六雙行動鞋的

意義 

3. 能利用思考技法進行

圖文創作 

4. 能對他人作品進行評

鑑 

5. 能依據意見修改自己

的作品 

說書人圖卡結合思考技法進行思考，

合作進行圖文創作。 

2. 說出六雙行動鞋的意

義 

3. 利用所學思考技法完

成圖文創作 

4. 說明作品的創作理念 

5. 說出他人作品的優缺

點 

 

15-18 週 國際高峰會 【適應環境、參與社會／文化認

同與國際連結】 

4d-Ⅲ-3能關心全球議題及自我與

世界的關係。 

【環境營造/支持回饋】 

4a-Ⅲ-2創思活動時，能維護相互

尊重與開放討論的環境。 

1. 能知道各國對於新冠

病毒的防疫措施 

2. 能說出不同防疫措施

的優缺點 

3. 能了解在防疫活動中

自己該做的事 

4. 能根據故事背景提出

有效的防疫措施 

認識國際議題，新冠病毒，並介紹各

國的防疫措施，討論其優缺點，完成

後給予不同的經濟及國情背景，擬定

防疫計畫，並與同儕進行辯論。 

1. 列舉不同防疫行動的

優缺點 

2. 說出自己在防疫中能

做的貢獻 

3. 撰寫防疫措施的提案 

19-21 週 獨立研究-激

盪想法 

【獨立研究技能/界定研究問題】 

3a-Ⅲ-2能依據觀察、蒐集資料、

閱讀、思考及討論提出適合探究

的問題。 

 

1. 能搜尋不同的獨立研

究作品 

2. 能分享喜歡的研究作

品 

3. 能從他人研究中延伸

思考發想研究主題 

欣賞獨立研究及科展作品，選擇有

興趣的進行探討，發想研究主題。 

1. 分享自己喜歡的研究

作品 

2. 提出研究主題 

 

  



第二學期 

教學進度 單元名稱 領域課程學習表現 學習目標 學習內容 表現任務（評量內容） 

1-4週 獨立研究-撰

寫研究計畫 

【獨立研究技能/擬定研究計畫】 

3b-Ⅲ-2能根據研究問題、資源，

規劃研究計畫並依進度執行。 

 

1. 能依據研究主題蒐

集相關資料 

2. 能將蒐集的資料進

行摘錄及整理 

3. 能擬定研究計畫 

依據研究主題蒐集相關資料，並綜合

資料及興趣討論研究目的，依據目的

設定研究子題，擬定研究計畫。 

1. 完成資料摘錄表 

2. 撰寫研究計畫 

6-12週 獨立研究-研

究實作、執

行研究 

【獨立研究技能/文獻蒐集與分析】 

3c-Ⅲ-3能將教師提供或自行蒐集

文獻資料閱讀並進行整理及摘錄重

點。 

【獨立研究技能/資料分析與解釋】 

3e-Ⅲ-4能從得到的資訊或數據，

解決問題或發現新問題。 

 

1. 能依據計畫製作需

要的研究工具 

2. 能設計研究流程 

3. 能執行研究 

4. 能記錄研究數據、

資料 

實施研究計畫，製作研究工具、設計

研究流，並依據實際情況進行修改調

整，並於研究過程中蒐集記錄研究數

據及資料。 

1. 製作研究工具 

2. 撰寫研究流程 

3. 紀錄實驗數據 

13 週 戶外教學 【適應環境、參與社會／文化認同

與國際連結】 

4d-Ⅲ-3能關心全球議題及自我與

世界的關係。 

1. 能規劃踏查路線 

2. 能在踏查中記錄社

區內的有效資源 

社區踏查，認識社區資源。 1. 繪製踏查路線圖 

2. 記錄踏查成果 

14-15 週 生涯發展與

調適壓力 

【增能應變、發展生涯／壓力調

適】 

2a-Ⅲ-3能探索調適壓力的方法。 

1. 能認識資優名人及

其生平 

2. 能說出自己目前所

面對的壓力 

3. 能找出調解壓力的

方法 

資優名人介紹，了解其生涯並訂定自

己的生涯規劃，並討論自己的優勢及

弱勢，從中發現困難處及壓力，進一

步討論壓力造成什麼樣的影響，介紹

調適壓力的方法，找出自己調適壓力

之方法。 

1. 說出自己目前的壓力 

2. 提出具體解決的辦法 

3. 記錄自己壓力的變化

情形 

16-19 週 獨立研究-撰

寫研究報

告、資料分

析解釋 

【獨立研究技能/資料分析與解釋】 

3e-Ⅲ-4能從得到的資訊或數據，

解決問題或發現新問題。 

 

1. 能分析實驗紀錄 

2. 能解釋研究結果 

3. 能從實驗中延伸新

的問題 

統整及分析研究資料，紀錄整合資料

並完成研究報告，並利用檢核表進行

評鑑。 

1. 根據實驗記錄繪製統

計圖 

2. 撰寫實驗結果 

3. 提出新的研究問題 

20-21 週 成果發表會-

研究成果展

【獨立研究技能/研究成果展現】 

3f-Ⅲ-3能以個人或小組合作方

1. 能規劃成果發表會 

2. 能完成成果發表 

成果發表會規劃及練習，並實際進

行成果發表。 

1.說明成果發表計畫 

2.進行成果發表 



現 式，運用複雜形式展現研究過程、

成果、價值及限制等。 

註 1：集中式特教班﹑資源班﹑身障類及資優類巡迴輔導特需領域皆使用此表格。 

註 2：請以單元為單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