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主學習—

自己就是學習的主人!!
111.10.12



108新課綱希望培養出勇於探索自我與未來志
向的學生。

不論是面對將來更高領域的就學、就業或生活，
都能透過自主學習，能讓自己更有多元方向的
發展。

自主學習的背景

https://academy.snapask.com/zh-tw/channel/158


何謂自主？

自主能力是自我察覺、視野培養和行動嘗試的
勇氣，這些都必須在一次一次為自己抉擇，從
成功或誤判中累積經驗而來，不能光靠單純的
知識灌輸而得。

所以，自主能力不是一種知識，而是對自己生
命的抉擇與負責。



何謂自主學習？

自己

找到一個有興趣的主題

設定目標

在一定的時間內

按照計畫執行該做的任務

最後思考並寫下學習過程帶來的反饋



自主學習的意義

不只是單純的自習，也不應是獨自學習；而
是一種主動的、有目標的學習。

不是強調學到什麼知識，而是學習知識的過
程和方法。



自主學習的基本要素

學生主導學習經驗

發展技能(包括學習方法)

學生學習自我挑戰

學生自我管理

自我激勵(動機)與自我評估

絕非獨自學習

更需要合作學習

善用科技變利器

學習方法是關鍵

自我了解與定向是
根源

資料來源：學生自主學習策略

曾玉村教授，國立中正大學師資培育中心暨教育學研究所



會思考
會表達
會自主學習
會面對未知變局

圖片來源：https://news.ltn.com.tw/news/society/breakingnews/1285740

年輕人未來應備四大能力：



自主學習與考招新制



自主學習與考招新制

大學個人申請

絕大多數參採「自主學習計畫與成果」詳如網址。

大學招生委員會聯合會學習歷程參採

四技二專甄選

參採校系比一般大學少，僅指標性校系，將彈
性學習時間表現列入。詳如網址。

111學年度四技二專各入學管道招生選才內涵

https://www.cac.edu.tw/cacportal/jbcrc/LearningPortfolios_MultiQuery_ppa/index.php
https://www.techadmi.edu.tw/111new/apply/


一般大學參採自主學習表現



技專校院參採自主學習表現



111學年度大學申請入學參採高中學習歷程資料統計表

87%
以上
採計



自主學習的步驟：



大家想像的自主學習與成果

項目：專題研究
成果：小論文、科展報告

項目：學科充實補強
成果：成績提升



閱讀書籍，撰寫心得

實驗操作，科學研究

網路漫遊，線上課程

演說訓練，提升表達

這些可以是
自主學習的
主題嗎？



繪畫舞蹈，藝術創作

旅遊規劃，文化體驗

田野調查，街頭訪問

體能訓練，運動競技

這些可以是
自主學習的
主題嗎？



自主學習的指導老師安排

客家美食

學說話

溜冰



教師的角色

教師導向學習中的教師 自主學習中的教師

決定課程目標與內容 教學生選擇自己的學習目標

呈現課程內容給學生
教學生依據目標，訂定資源獲取之方
向與技能

準備學生的習題與作業
針對學生提議的學習活動，給予支持
或建議

督促學生課業的進度與正確性 引領學生走過自我挑戰的活動

檢測與評定學生的表現 回顧學生的自我評估

資料來源：學生自主學習策略曾玉村教授，國立中正大學師資培育中心暨教育學研究所



自主學習開始執行
 學生做什麼？

依通過的計畫執行(每週一節)

自我管理、激勵、評估、調整

 指導老師做什麼？

不授課

秩序及環境維護、出缺勤點名

接受學習諮詢

「協助」進度監督、調整

填寫指導教師總體意見

https://youtu.be/X0jBBSG70uw


自主學習計畫

主題目標 內容進度
方法策略 監控評估 省思評鑑



如何自主規劃學習？

 (1)確立學習主題及目標

選擇主題、範圍界定、預定達成目標

 (2)擬定學習內容、進度

安排時間、分辨資源、找到教材、加入社群、練習

 (3)選擇方法和策略

激勵、自律、夥伴、諮詢、協調、分工

 (4)監控學習過程

跟上或調整進度、階段性成效

 (5)學習省思與成效評估

成果發表？目標落差？檢討、改進之道、接續？



自主學習指導細節，第一階段

 確定學習主題

從「興趣和價值」著手診斷

分析目前學習需求

可用六何法、KWL、曼陀羅思考等方法釐清主題

 擬定具體學習目標

例如：檢定標準、完成作品、參賽、做完某件事…

 規劃內容和進度

配合目標達成的可能性，界定學習內容的範圍

尋找、諮詢、選擇教材(含練習作業)

寫下每週進度分配



自主學習指導細節，第二階段之1

 學習策略及方法選擇(舉例)

小組或個人學習(優缺點分析)？

如何自我激勵(自律or自我管理的方法)？

以通過檢定或考試為目標、同儕競爭法、合
者作提醒及約束…

頭懸樑、錐刺骨…、父母打賞？

如何快樂學習？

註冊線上學習平台 or 社群

多媒體運用(例︰youtube、MOOCs影音…)

增加趣味性

真實情境的參與式學習(例︰當圖書館志工)



自主學習指導細節，第二階段之2

如何自我檢視、監控、調整進度？

例︰設計自我檢核表

如何查找資訊？

利用圖書館或電子資源？

人、事、時、地、物

如何解決學習問題？

線上討論社群

專業教師諮詢

空間及設備需求？

參考本校自主學習計畫申請表勾選項

如果使用其它場域該如何申請？



自主學習指導細節，第三階段

 擬定成果發表

動態或靜態？

展覽、網路分享、具體比賽或測驗成績

討論其它創意表現方式

 學習歷程省思與評鑑

檢視自主學習教師指導紀錄表

填寫學習成果表單

自我學習成效評估

指導教師的最後的評語或建議



O: 學習主題、預期成果。(不是很厲害才開始做，

而是開始做了才有機會變厲害)

G: 具體的各階段學習目標。(拿給同學看， 不用解

釋同學也能很清楚知道你要做什麼)

S: 用甚麼方式達成？需要甚麼資源？

M: OGS的各項描述盡量具體可測量

計畫撰寫與檢視

OGSM



確認最後目標與階段目標才有辦法編排時間
多數人沒有
規劃學習時間
經驗

內容+策略=18周

的規劃

寫出所有你覺得

該做的事再來思

考時間安排



學習不能更自由自在一點嗎?

為甚麼要有時間限制和目標?



目標，帶你走在既定的路上(可以調整)

時間，是一種很重要的成本



自主學習要看你規畫和執行學習的能力



還是不知道自己要什麼？

職業或升學科系準備

找師長父母聊聊

校網上公告的競賽、語言或技能檢定

 AI機器人程式設計(資訊科技實務選修課)

志工服務(整理環境、各科小秘書協助老師備課)

藝文創作(結合社團、營隊、電子書創作)

專題製作、小論文比賽、閱讀心得比賽(現實需求)

期刊閱讀(線上免費)、華藝線上圖書館學報閱讀

課程加深、加廣的延伸學習、補強性學習

任何工作都有學習價值



 線上課程影片

中華開放教育 或 eWant含計畫範本 通過證書

線上期刊閱讀

Acer 或 華藝線上期刊

外語資料庫利用

Tumblebooks、pelapela、空英...

 均一教育平台(高中數學）

 TED for Ed 線上主題式影片

還是不知道自己要什麼？



可參考的
數位資源



300多種數位雜誌，協助你找
到主題

北市圖數位閱讀資源-雜誌

https://tpml.ebook.hyread.com.tw/Template/RWD3.0/magazine-list.jsp?magazineclass=M02


舉例



善用google工具

1. google 快訊 網址教學

a. 建立快訊

b. 多語查詢 deepL

2. google進階搜尋 網址教學

3. Chrome擴充功能

a. 把網頁變成PDF 網址教學

https://www.google.com.tw/alerts?hl=zh-tw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B6hif_wT9k&list=PLvFXncIU6f9uNAS1-CwBaEvCzHLWod_er&index=28
https://www.deepl.com/translator
https://www.google.com/advanced_search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6CKzX_ooU4&list=PLvFXncIU6f9uNAS1-CwBaEvCzHLWod_er&index=31
https://chrome.google.com/webstore/detail/print-friendly-pdf/ohlencieiipommannpdfcmfdpjjmeolj?hl=zh-TW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2NfMMH6pvc&list=PLvFXncIU6f9uNAS1-CwBaEvCzHLWod_er&index=29




1. 註冊 (教學)

2. 修一門課程 (參考:分鏡教學)

3. 了解線上學習的方式

4. 和不同背景同學互動(擴充虛擬人脈)

5. 擷圖(相片拼貼)或是購買證書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XRtFeuAwTg&list=PLvFXncIU6f9uNAS1-CwBaEvCzHLWod_er&index=21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XRtFeuAwTg&list=PLvFXncIU6f9uNAS1-CwBaEvCzHLWod_er&index=21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XRtFeuAwTg&list=PLvFXncIU6f9uNAS1-CwBaEvCzHLWod_er&index=21
https://www.ewant.org/admin/tool/mooccourse/mnetcourseinfo.php?hostid=9&id=3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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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聆聽
敬請指教

Q&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