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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附屬國光高級中學學生自主學習實施規定 

106年 12月 14日 106學年度第 1學期第 3次課發會通過 

107年 3月 27日 106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課發會修正 

107年 10月 19日 107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課發會修正 

108年 6月 26日 107學年度第 2學期第 3次課發會修正 

壹、 課程名稱：自主學習 

貳、 學 分 數：零學分 

參、 課程時間： 

由學生於彈性學習時間，甚至平日課餘、假日、寒暑假自行安排學習時間及進度。 

肆、 課程目標： 

透過學生自行規劃與實踐學習方案的過程，激發學生自主、多元的學習，進一步累積做

人、做事、做學問之能力，以達成具有「溝通表達合作、清晰思辨、自學解決問題」能力，「積

極參與的公民責任感、迎向全球化社會」特質之目標。 

課程目標 能力指標 

1. 溝通表達合作
1-1 邏輯思考  1-2 樂觀自信  1-3 時間管理 

1-4 專注傾聽  1-5 理解感受  1-6 欣賞他人 

2. 清晰思辨
2-1 資料判讀  2-2 邏輯思考  2-3 理解感受 

2-4 蒐集資料  2-5 尋求策略  2-6 分享回饋 

3. 自學解決問題
3-1 思考辨別  3-2 主動探究  3-3 問題解決 

3-4 擬定策略  3-5 運用資訊  3-6 分享回饋 

4. 積極參與的公民責

任感

4-1 奉獻服務  4-2 尊重多元  4-3 環境關懷 

4-4 社區關懷  4-5 文化傳承  4-6 公共參與 

5. 迎向全球化社會
5-1 語文能力  5-2 全球議題  5-3 國際交流 

5-4 文化理解  5-5 終身學習  5-6 全球思維 

伍、 課程內涵： 

本課程所稱「自主學習」，係指本校學生個人或固定小組（至多 3人）自行發起，結合課

程目標及能力指標，主動規劃學習主題與預期效益，進行學習及實踐，並於自主學習計畫完

成時進行成果整理與反思檢討。 

自主學習計畫應為具主題性或具自我挑戰精神之學習實踐計畫，主題內容包含下列學習活

動。 

一、專業知能精進：專業學科延伸學習、生涯進路規劃與實踐等。 

二、服務學習實踐：扶助弱勢、環境保護、生態保育、文化建設、醫療保健、社區發展等。 

三、多元文化學習：在地特色文化研究或推廣、壯遊、海外體驗學習、國際交流活動等。 

四、創意作品研發：生活創意發明或改良、藝文創作等。 

五、活動規劃舉辦：團隊領導、參與公共事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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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自主學習方案流程： 

一、擬訂計畫：選擇執行年段並依規定撰寫計畫(如附件 1)。 

撰寫計畫 計畫審查 計畫修正 執行計畫 

年段 週次 週次 週次 年段 週次 

高一上 9-16 17-19 20 高一下 1-21 

高一下 9-16 17-19 20 高二上 1-21 

高二上 9-16 17-19 20 高二下 1-21 

高二下 9-16 17-19 20 高三上 1-21 

二、審查計畫：由監督教師進行審查，並於當學期結束前回饋審查意見。 

三、修正計畫：學生依據審查意見修正計畫，修正後再審。 

四、實施計畫：學生依據審查通過之自主學習計畫執行，並填寫「自主學習日誌」（如附件

2）。 

柒、 行政工作執掌： 

事項 主辦單位 主責人員 實施時間 說明 

辦理自主學習計畫

撰寫說明會 
教務處 教學組 

高一上學期 說明自主學習相關事宜及各項

工作辦理期程。(相關規定及申

請表單於說明會前公告於校網

頁) 

高一下學期 

高二上學期 

高二下學期 

擬訂自主學習計畫 教務處 
學生 

任課老師 

高一上學期 

第 9-16週 

1. 高一上學期第 9-16週學生個

別擬訂高一下自主學習計畫。 

2. 高一下學期第 9-16週學生個

別擬訂高二上自主學習計畫。 

3. 高二上學期第 9-16週學生個

別擬訂高二下自主學習計畫。 

4. 高二下學期第 9-16週學生個

別擬訂高三上自主學習計畫。 

5. 學生視規劃主題及需求向任

課老師諮詢。 

高一下學期 

第 9-16週 

高二上學期 

第 9-16週 

高二下學期 

第 9-16週 

審查自主學習計畫 教務處 審查小組 

高一上學期 

第 17-19週 

1. 由監督教師、導師組成。 

2. 當學期結束前回饋審查意

見。 

高一下學期 

第 17-19週 

高二上學期 

第 17-19週 

高二下學期 

第 17-19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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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項 主辦單位 主責人員 實施時間 說明 

修正自主學習計畫 教務處 學生 

高一上學期 

第 20週 

1. 由初審教師複審。

高一下學期 

第 20週 

高二上學期 

第 20週 

高二下學期 

第 20週 

地點(教室)配置 教務處 
教學組/ 

設備組 

高一上學期 

第 21週 

1. 統計學生提出之地點需求，

由設備組進行分配。

高一下學期 

第 21週 

高二上學期 

第 21週 

高二下學期 

第 21週 

實施自主學習計畫 各行政單位 監督教師 
高一、二、三 

依計畫內容 

1. 地點分別在：電腦教室、專

題研究教室、一般教室、實

驗室或其他。

2. 學生核實填寫「自主學習日

誌」。

缺曠課統計、通知 學務處 生輔組 高一、二、三 

執行檢核 教務處 監督教師 高一、二、三 

「自主學習日誌」由監督教師檢

核後，期末考週送交教務處辦理

陳核、留存、備查。 

核予節數 教務處 審查小組 高一、二、三 審查小組決議。 

成果發表 
教務處 

實驗研究

組 
高一 公告成果展辦理相關事宜及期

程 
圖書館 圖書館 高二 

捌、 注意事項： 

一、學生於修業年限內，其自主學習應至少十八節，並應安排於一至二學期內實施。 

二、計畫應尊重他人智慧財產權及創意，不可抄襲、模仿或剽竊他人作品或創意。 

玖、 本規定經本校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陳校長核准後實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