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6-1彈性學習課程計畫(九貫版) 

 

臺南市公立仁德區大甲國小學 108學年度第一學期四年級彈性學習議題宣導課程計畫 

教材來源 自編 教學節數 每週（1）節  本學期共（22）節 

課程目標 

1. 參與小組與班級的自治活動；訂定並執行愛班行動；參與討論、學習聆聽與發表意見；樂於承擔班級與小組的

工作，養成自律、負責與遵守規範的態度。 

2. 覺察校園環境中潛藏的危險，並避免危險發生；覺察居家環境中潛藏的危險，並避免危險發生。 

3. 覺察個人的飲食、衣著、儀態及生活禮儀等日常行為；具備個人生活技能，並於日常生活中應用。 

4. 參與戶外教育，覺察不同環境中的差異，培養因應環境的能力。 

5. 覺察個人對於戶外活動的喜好，並培養多元活動的興趣。 

6. 享受生活中運用生活技能帶來的樂趣；主動動手做家事。 

7. 覺察不同性別者在生活事務中展現的異同；了解產生性別差異的原因及其影響；了解性別差異與個別差異的不

同；欣賞不同性別者在生活中展現的差異。 

相關領域 綜合、語文、藝術與人文、健康與體育 

能力指標 

(總綱核心素養) 

[綜合] 

1-2-3 辨識與他人相處時自己的情緒。 

2-2-1 實踐個人生活所需的技能，提升生活樂趣。 

4-2-1 探討生活中潛藏的危機，並提出減低或避免危險的方法。 

4-2-3 辨別各種環境保護及改善的活動方式，選擇適合的項目落實於生活中。 

[健體] 

5-2-3 評估危險情境的可能處理方法及其結果。 

[藝術與人文] 

1-2-1 探索各種媒體、技法與形式，瞭解不同創作要素的效果與差異，以方便進行藝術創作活動。 

[語文] 

6-2-5-1 能養成觀察周圍事物，並寫下重點的習慣。 

融入議題之能力指標

(議題實質內涵) 

【性別平等教育】 

1-2-3 欣賞不同性別者的創意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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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瞭解不同性別者在團體中均扮演重要的角色。 

2-2-3 分辨性別刻板的情緒表達方式。 

2-2-4 尊重自己與他人的身體自主權。 

2-2-5 認識性騷擾與性侵害的類型。 

2-2-7 認識家庭暴力及其求助管道。 

【環境教育】 

1-2-1 覺知環境與個人身心健康的關係。 

1-2-4 覺知自己的生活方式對環境的影響。 

2-2-2 認識生活周遭的環境問題形成的原因，並探究可能改善的方法。 

3-2-2 培養對自然環境的熱愛與對戶外活動的興趣，建立個人對自然的責任感。 

【家政教育】 

4-2-3 適當地向家人表達自己的需求與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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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六週 

[綜合] 1-2-3 

[健體]1-1-3 

[藝術與人文]1-2-1 
 

性別平等藝起來 6 

實作、口說 【性別平等教

育】 

2-2-1 2-2-3 2-

2-4 

第七週 
| 

第九週 

[綜合] 4-2-1 

[健體] 5-2-3 

[語文] 6-2-5-1 
保護自己有方法Ⅰ 

（性侵害防治） 
3 

紙筆、口說 【性別平等教

育】2-2-5 

【家政教育】 

4-2-3 

第十週 
| 

第十六週 

[語文] 6-2-5-1 

[健體] 5-2-3 

[綜合] 4-2-3 

戶外教育（環境教育） 7 

實作、口說、紙筆 【環境教育】 

3-2-2  

2-2-2 1-2-4 

第十七週 
| 

[綜合] 1-2-3 2-2-1 4-2-1  保護自己有方法Ⅱ 3 
紙筆、口說 【性別平等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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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週 [語文] 6-2-5-1 （家庭暴力防治） 育】2-2-7 

2-2-3 

【家政教育】 

4-2-3 

第廿週 

| 
第廿二週 

[藝術與人文]1-2-1 

[綜合]1-2-3 
甜蜜家庭 

（家庭教育） 
3 

實作、口說 【家政教育】 

4-2-3 

【性別平等教

育】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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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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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公立仁德區大甲國小學 108學年度第二學期四年級彈性學習議題宣導課程計畫 

教材來源 自編 教學節數 每週（1）節  本學期共（21）節 

課程目標 

1. 了解身為家庭一分子的權力和責任，並能表現對家人的尊重與關懷，參與家庭活動的討論。 

2. 了解各種學習活動的內容與意義，並能主動參與各種學習活動。 

3. 探究生活中可能潛藏的危機，並討論校園內外與學童安全密切相關的事物，與可能發生的狀況。 

4. 引導學生學習觀察並認識居住地方的自然與建築景觀與各項公共資源等，從中學習善用並珍惜居住地方的環境

與資源。 

5. 參與戶外教育，覺察不同環境中的差異，培養因應環境的能力。 

6. 覺察個人對於戶外活動的喜好，並培養多元活動的興趣。 

相關領域 綜合、語文、藝術與人文、健康與體育、社會 

能力指標 

(總綱核心素養) 

[藝術與人文] 

1-2-3 參與藝術創作活動，能用自己的符號記錄所獲得的知識、技法的特性及心中的感受。 

[社會] 

3-2-1理解並關懷家庭內外環境的變化與調適。 

[綜合] 

1-2-3 辨識與他人相處時自己的情緒。 

4-2-3 辨別各種環境保護及改善的活動方式，選擇適合的項目落實於生活中。 

 [健體] 

1-1-3 認識身體發展的順序與個別差異。 

3-2-3 瞭解運動規則，參與比賽，表現運動技能。 

6-2-3 參與團體活動，體察人我互動的因素及增進方法 

[語文] 

6-2-5-1 能養成觀察周圍事物，並寫下重點的習慣。 

融入議題之能力指標

(議題實質內涵) 

【家政教育】 

3-2-3養成良好的生活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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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認識自己與家人在家庭中的角色。 

4-2-3適當地向家人表達自己的需求與情感。 

4-2-4察覺家庭生活與家人關係。 

4-3-1了解家人角色意義及其責任。 

【性別平等教育】 

1-2-1覺知身體意象對身心的影響。 

1-2-2覺察性別特質的刻板化印象。 

2-2-2尊重不同性別者做決定的自主權。 

2-2-3分辨性別刻板的情緒表達方式。 

2-2-4尊重自己與他人的身體自主權。 

2-2-6認識多元的家庭型態。 

2-2-7認識家庭暴力及其求助管道。 

【環境教育】 

2-2-1了解生活周遭的環境問題及其對個人、學校與社區的影響 

3-2-2培養對自然環境的熱愛與對戶外活動的興趣，建立個人對自然環境的責任感。 

4-1-2能經由家長與師長指導，以文字、圖畫等方式記錄校園與住家環境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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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六週 

[藝術與人文]1-2-3 

[綜合] 1-2-3 

[語文]6-2-5-1 
性別大不同 6 

實作、口說 【家政教育】 

4-2-2 

【 性 別 平 等 教

育】 

1-2-1 1-2-2 

2-2-2 2-2-3 2-

2-4  

第七週 
| 

第九週 

[綜合] 1-2-3 

[語文]6-2-5-1 
婦幼隊到校宣講 

（性侵害防治） 
3 

紙筆、口說 【 性 別 平 等 教

育】 

1-2-1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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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3-2-1 

[健體]1-1-3 

2-2-2 2-2-3  

2-2-4 

第十週 
| 

第十六週 

[健體] 3-2-3  6-2-3 

運動會 

（家庭教育） 
6 

實作 【家政教育】 

4-2-3 4-3-1 

【性別平等教

育】2-2-4 

第十七週 
| 

第十九週 

[健體] 6-2-3 

[社會] 3-2-1 

[語文] 6-2-5-1 大甲好孩子劇團來囉！ 

（家暴防治） 
3 

實作、口說 【性別平等教

育】2-2-7 

【環境教育】 

2-2-1 

 

第廿週 

| 
第廿一週 

[綜合] 4-2-3 
二仁溪淨灘去 

（環境教育） 
3 

實作、口說 【環境教育】 

3-2-2  2-2-1 

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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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