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6-1彈性學習課程計畫(九貫版) 

 

臺南市公立北區公園國民小學 108學年度第一學期四年級彈性學習社會技巧課程計畫 

教材來源 自編 教學節數 每週（2）節  本學期共（44）節 

課程目標 
1.在情境引導下，提升對自我及他人的情緒感受，並能嘗試應用適當的情緒處理方式。 

2.透過角色扮演及遊戲互動，加強自我概念及問題解決能力。 

相關領域  

能力指標 

(總綱核心素養) 

1-2-1-1 能分辨自己複雜的正向或負向情緒與強度（如：幸福、輕鬆、驕傲、得意、羨慕、滿足、嫉妒、煩惱、恐慌、

擔憂、焦慮、後悔、孤單、懊惱、委屈、厭煩等） 

1-2-1-2 能表達自己複雜的正向或負向情緒 

1-2-1-3 能理性評估引發不同情緒的原因 1-2-1-4 能分辨他人複雜的正向或負向情緒 

1-2-1-5 能表達他人複雜的正向或負向情緒 

1-2-1-6 能嘗試處理自己複雜的負向情緒 

1-2-3-1 能接納自己的優勢及弱勢能力 

1-2-3-3 能在遭遇不如意事件時自我安慰 

1-2-3-6 能理性評估行為與後果之間的關係 

1-2-3-7 能明瞭凡事須盡力，但不過度重視結果或成敗 

融入議題之能力指標

(議題實質內涵) 

生涯規劃教育 涯 E6 覺察個人的優勢能力。 

             涯 E7 培養良好的人際互動能力。 

教學期程 
能力指標-代號 

(學習內容、學習表現) 
單元名稱 節數 表現任務(評量方式) 

備註 
融入議題能力指標 

第一週 

 

開學相見歡 2 

 涯 E6 覺察個人

的優勢能力。             

涯 E7 培養良好

的人際互動能



C6-1彈性學習課程計畫(九貫版) 

 

第二週~第四週 

1-2-1-1 能依情境選出符合自己複

雜的正向或負向情緒與強度 

1-2-1-2 能說出自己複雜的正向或

負向情緒 

1-2-1-3 能理性評估引發不同情緒

的原因 1-2-1-4 能依情境選出符合

分辨他人複雜的正向或負向情緒 

1-2-1-5 能說出他人複雜的正向或

負向情緒 

1-2-1-6 能選擇適當的方式，嘗試

處理自己複雜的負向情緒 

啵啵情緒站 1 6 觀察、口語、實作評量 

力。 

第五週~第七週 啵啵情緒站 2 6 觀察、口語、實作評量 

第八週~第十週 啵啵情緒站 3 6 
觀察、口語、紙筆、實作評

量 

第十一週~第十三週 

1-2-1-6 能選擇適當的方式，嘗試

處理自己複雜的負向情緒 

1-2-3-1 能在討論下，察覺自己的

優勢及弱勢能力 

1-2-3-3 能在遭遇不如意事件時說

出適當的自我安慰語言 

1-2-3-6 能理性評估行為與後果之

間的關係 

1-2-3-7 能明瞭凡事須盡力，但不

過度重視結果或成敗 

做自己的主人 1 6 觀察、口語、實作評量 

第十四週~第十六週 做自己的主人 2 6 觀察、口語、實作評量 

第十七週~第十九週 做自己的主人 3 6 
觀察、口語、紙筆、實作評

量 

第二十週~第二十二週 

1-2-1-1 能依情境選出符合自己複

雜的正向或負向情緒與強度 

1-2-1-2 能說出自己複雜的正向或

負向情緒 

期末總結 6 
觀察、口語、紙筆、實作評

量 



C6-1彈性學習課程計畫(九貫版) 

 

1-2-1-3 能理性評估引發不同情緒

的原因 1-2-1-4 能依情境選出符合

分辨他人複雜的正向或負向情緒 

1-2-1-5 能說出他人複雜的正向或

負向情緒 

1-2-1-6 能選擇適當的方式，嘗試

處理自己複雜的負向情緒 

1-2-3-1 能在討論下，察覺自己的

優勢及弱勢能力 

1-2-3-3 能在遭遇不如意事件時說

出適當的自我安慰語言 

1-2-3-6 能理性評估行為與後果之

間的關係 

1-2-3-7 能明瞭凡事須盡力，但不

過度重視結果或成敗 

◎「備註」欄請填入可融入教學之重大議題的「能力指標（學習重點）序號」，及是否為「自編」單元，或主題課程。 

◎表現任務(評量方式)請具體敘寫。 

◎教學期程請敘明週次起訖，如行列太多或不足，請自行增刪。 

 



C6-1彈性學習課程計畫(九貫版) 

 

臺南市公立北區公園國民小學 108學年度第二學期四年級彈性學習社會技巧課程計畫 

教材來源 自編 教學節數 每週（2）節  本學期共（42）節 

課程目標 
1.透過情境討論及演練，提升自我表達及衝突處理能力。 

2.在具體範例引導下，培養良好的情緒管理能力。 

相關領域  

能力指標 

(總綱核心素養) 

2-2-2-2 能判斷朋友的優缺點並結交適當的楷模 

2-2-2-5 能適當表現被團體接受的行為 2-2-3-1 能在面對衝突情境時（如：責罵、批評、嘲弄、欺負等），以能被接

受的方式表達自己負面的情緒 

2-2-3-1 能在面對衝突情境時（如：責罵、批評、嘲弄、欺負等），以能被接受的方式表達自己負面的情緒 

2-2-3-2 能理性評估衝突的代價（如：失去友誼或處罰等） 

2-2-3-3 能在事後接受衝突的後果 

2-2-3-10 能檢視發生衝突的原因並自我修正 

2-2-3-11 能在不願遵從他人的要求時，主動表達自己的意見 

2-2-3-12 能在無法執行他人的要求或期待時，清楚表達自己的困難 

融入議題之能力指標

(議題實質內涵) 

生涯規劃教育 涯 E7 培養良好的人際互動能力。 

             涯 E12 學習解決問題與做決定的能力。 

教學期程 
能力指標-代號 

(學習內容、學習表現) 
單元名稱 節數 表現任務(評量方式) 

備註 
融入議題能力指標 

第一週 

 

寒假生活分享、課程預覽 2 

 涯 E7 培養良好

的人際互動能

力。 



C6-1彈性學習課程計畫(九貫版) 

 

第二週~第四週 

2-2-2-2 能在討論下，分辨朋友的

優缺點並結交適當的楷模 

2-2-2-5 能適當表現被團體接受的

行為 

2-2-3-2 能在提示下說出衝突的代

價（如：失去友誼或處罰等） 

2-2-3-3 能在事後接受衝突的後果 

2-2-3-10 能理性說出發生衝突的

原因並自我修正 

好的模範 1 6 觀察、口語、紙筆評量 

涯 E12 學習解

決問題與做決定

的能力 

第五週~第七週 好的模範 2 6 
觀察、口語、紙筆、實作評

量 

第八週~第十週 朋友不 NG 1 6 觀察、口語、紙筆評量 

第十一週~第十三週 朋友不 NG 2 6 
觀察、口語、紙筆、實作評

量 

第十四週~第十六週 

2-2-2-2 能在討論下，分辨朋友的

優缺點並結交適當的楷模 

2-2-2-5 能適當表現被團體接受的

行為 

2-2-3-1 能在面對衝突情境時

（如：責罵、批評、嘲弄、欺負等），

以能被接受的方式表達自己負面的

情緒 

2-2-3-10 能理性說出發生衝突的

原因並自我修正 

2-2-3-11 能在不願遵從他人的要

求時，簡單表達自己的需求 

遇到困難，我會說 1 6 觀察、口語、實作評量 

第十七週~第十九週 遇到困難，我會說 2 6 
觀察、口語、紙筆、實作評

量 



C6-1彈性學習課程計畫(九貫版) 

 

第二十週~第二十一週 

2-2-2-2 能在討論下，分辨朋友的

優缺點並結交適當的楷模 

2-2-2-5 能適當表現被團體接受的

行為 

2-2-3-1 能在面對衝突情境時

（如：責罵、批評、嘲弄、欺負等），

以能被接受的方式表達自己負面的

情緒 

2-2-3-2 能在提示下說出衝突的代

價（如：失去友誼或處罰等） 

2-2-3-3 能在事後接受衝突的後果 

2-2-3-10 能理性說出發生衝突的

原因並自我修正 

2-2-3-11 能在不願遵從他人的要

求時，簡單表達自己的需求 

 

期末總結 4 
觀察、口語、紙筆、實作評

量 

◎「備註」欄請填入可融入教學之重大議題的「能力指標（學習重點）序號」，及是否為「自編」單元，或主題課程。 

◎表現任務(評量方式)請具體敘寫。 

◎教學期程請敘明週次起訖，如行列太多或不足，請自行增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