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南市公(私)立南區新興國民中(小)學 108學年度第一學期六年級彈性學習 特殊需求-溝通訓練課程計畫(□普通

班/☑特教班) 

教材來源 教師自編 教學節數 每週（ 5）節  本學期共（ 105）節 

課程目標 

一、認識自己身上的隱私部位，與他人保持適當距離。 

二、學習分辨時間及地點並學習使用正確的問候語及對話。 

三、認識不同的行業別，並且將不同的行業分門別類。 

相關領域 語文、社會 

能力指標 

(總綱核心素養) 

2-1-5-2能維護自己的隱私權 

(溝)2-1-3-3能配合情境進行簡單的招呼或應對 

1-2-1-2能列舉常見行業 

(生活-家庭) 

2-2-5-2能列舉生活中常見的錯誤性別價值觀(如：性別偏見) 

(社會-環境) 

3-2-2-3能在過年或節慶時看見熟悉的家人、鄰居、同學或老師時，主動並愉悅地說出應景的話語。 

1-2-2-2能列舉求職的準備工作 

融入議題之能力指標

(議題實質內涵) 

1-3-1 認知青春期不同性別者身體的發展與保健。  

2-3-1 瞭解家庭與學校中的分工，不應受性別的限制。  

2-3-2 學習在性別互動中，展現自我的特色。  

2-3-1 瞭解織品與生活的關係。  



2-3-2 瞭解自己的興趣、性向、價值觀及人格特質所適合發展的方向。  

2-3-3 瞭解社會發展階段與工作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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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2能維護自己的隱私權 

叮叮噹噹 

為期兩天的課程讓學生調

整開學後作息及新同學，並

且透過教材教具操作複習

學習過的技能，溫故知新。 

說出：我不要 

認識自己身上的隱私部位 

與人相處時保持適當距離，

不產生肢體接觸(約一隻手

臂的距離) 

能在他人觸碰身體時提出

拒絕或立即離開 

並且學習在拒絕後仍然被

觸碰能夠向他人求助 

 

 

 

 

 

 

 

 

40 

1. 能指出並說出身體穿

泳裝遮住的私密部

位，如：胸部、下體、

屁股。 

2. 能在他人觸碰私密部

位時，用力推開對方

表示拒絕。 

能大聲說出：我不要、

他摸我…等，讓第三者

容易察覺異狀的語詞。 

1-3-1 認知青

春期不同性別

者身體的發展

與保健。 

2-3-1 瞭 解 家

庭 與 學 校 中 的

分工，不應受性

別的限制。  

2-3-2 學 習 在

性別互動中，展

現自我的特色。 

2-3-1 瞭 解 織

品 與 生 活 的 關

係。  

2-3-2 瞭 解 自

己 的 興 趣 、 性

向、價值觀及人



第二週 

2-1-5-2能維護自己的隱私權 

(溝)2-1-3-3 能配合情境進行簡單

的招呼或應對 

叮叮噹噹 

為期兩天的課程讓學生調

整開學後作息及新同學，並

且透過教材教具操作複習

學習過的技能，溫故知新。 

說出：我不要 

認識自己身上的隱私部位 

與人相處時保持適當距離，

不產生肢體接觸(約一隻手

臂的距離) 

能在他人觸碰身體時提出

拒絕或立即離開 

並且學習在拒絕後仍然被

觸碰能夠向他人求助 

魔境你好 

設計不同的情境圖卡學習

40 

30 
3. 能指出並說出身體穿

泳裝遮住的私密部

位，如：胸部、下體、

屁股。 

4. 能在他人觸碰私密部

位時，用力推開對方

表示拒絕。 

5. 能大聲說出：我不要、

他摸我…等，讓第三

者容易察覺異狀的語

詞。 

1. 能配合圖卡情境說出

適當的招呼用語 

如：太陽-早安-Good 

Morning。 

2. 在受到協助後用英語

說出感謝 

如：謝謝-Thank you。 

6. 能在被要求表示歉意時說

出SORRY。 

格 特 質 所 適 合

發展的方向。  

2-3-3 瞭 解 社

會 發 展 階 段 與

工作間的關係  

第三週 

第四週 

第五週 

第六週 

第七週 

第八週 

第九週 



分辨時間及地點 

並且配合情境圖卡練習使

用正確的問候語及對話 

(搭配語文課程)使用具有

中文翻譯的英文對話卡練

習 

第十週 

(溝)2-1-3-3 能配合情境進行簡單

的招呼或應對 

1-2-1-2能列舉常見行業 

魔境你好 

設計不同的情境圖卡學習

分辨時間及地點 

並且配合情境圖卡練習使

用正確的問候語及對話 

(搭配語文課程)使用具有

中文翻譯的英文對話卡練

習 

百業代興 

能藉由影片、圖片認識不同

的行業別 

30 

20 

3. 能配合圖卡情境說出

適當的招呼用語 

如：太陽-早安-Good 

Morning。 

4. 在受到協助後用英語

說出感謝 

如：謝謝-Thank you。 

5. 能在被要求表示歉意時說

出SORRY。 

1. 能在看見圖片後說出

行業的分類，如：水稻

-農業。 

2. 能在看見圖片後說出

行業的分類，如：店

員、加油站-服務業。 

第十一週 

第十二週 

第十三週 

第十四週 

第十五週 



如：農業、服務業、製造業、

養殖業、畜牧業 

並且能夠將不同的行業別

分類 

如：種植水稻、蔬果─農業，

乳牛、豬隻─畜牧業 

加油站、餐廳、服飾店─服

務業 

3. 能在看見圖片後說出

行業的分類，如：塑

膠、食品罐頭-製造

業。 

6. 能在看見圖片後說出

行業的分類，如：魚、

雞、牛-養殖業/畜牧

業。 

第十六週 

1-2-1-2能列舉常見行業 

百業代興 

能藉由影片、圖片認識不同

的行業別 

如：農業、服務業、製造業、

養殖業、畜牧業 

並且能夠將不同的行業別

分類 

如：種植水稻、蔬果─農業，

乳牛、豬隻─畜牧業 

加油站、餐廳、服飾店─服

務業 

20 

4. 能在看見圖片後說出

行業的分類，如：水稻

-農業。 

5. 能在看見圖片後說出

行業的分類，如：店

員、加油站-服務業。 

6. 能在看見圖片後說出

行業的分類，如：塑

膠、食品罐頭-製造

業。 

7. 能在看見圖片後說出

行業的分類，如：魚、

雞、牛-養殖業/畜牧

業。 

第十七週 

第十八週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臺南市公(私)立南區新興國民中(小)學 108學年度第二學期六年級彈性學習 特殊需求-溝通訓練課程計畫(□普通

班/☑特教班) 

教材來源 教師自編 
教學節

數 
每週（ 5）節  本學期共（ 110）節 

課程目標 

一、認識自己身上的隱私部位，與他人保持適當距離。 

二、學習分辨時間及地點並學習使用正確的問候語及對話。 

三、認識不同的行業別，並且將不同的行業分門別類。 

相關領域 語文、社會 

能力指標 

(總綱核心素養) 

2-1-5-2能維護自己的隱私權 

(溝)2-1-3-3能配合情境進行簡單的招呼或應對 

1-2-1-2能列舉常見行業 

(生活-家庭) 

2-2-5-2能列舉生活中常見的錯誤性別價值觀(如：性別偏見) 

(社會-環境) 

3-2-2-3能在過年或節慶時看見熟悉的家人、鄰居、同學或老師時，主動並愉悅地說出應景的話語。 

1-2-2-2能列舉求職的準備工作 

融入議題之能力指標

(議題實質內涵) 

1-3-1 認知青春期不同性別者身體的發展與保健。  

2-3-1 瞭解家庭與學校中的分工，不應受性別的限制。  

2-3-2 學習在性別互動中，展現自我的特色。  

2-3-1 瞭解織品與生活的關係。  



2-3-2 瞭解自己的興趣、性向、價值觀及人格特質所適合發展的方向。  

2-3-3 瞭解社會發展階段與工作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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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2能列舉生活中常見的錯誤

性別價值觀(如：性別偏見) 

彩虹市集 

將上學期的課程進行統整活

動作為先備知識，以建立新

學期加深教學內容的綜合活

動 

 

 

同心圓 

認識社會上常見的性別偏見 

如：男生－高壯、粗魯、活

潑；女生－矮小、溫柔、安

靜 

 

認識常見的職業錯誤迷思

如：女生－護士、教師、家

庭主婦；男生－警察、軍

人、工地主任 

47 

1. 指認/說出錯誤常見

的性別偏見，如：男生

不可以哭、女生只能

穿裙子 

2. 對常見的性別偏見指

出/說出正確的描述，

如：男生哭沒關係，女

生也可以穿褲子。 

說出/指出穿著制服在各

行各業的角色性別，

如：女醫生、男老師 

1-3-1 認知青

春期不同性別

者身體的發展

與保健。 

2-3-1 瞭解家庭

與 學 校 中 的 分

工，不應受性別

的限制。  

2-3-2 學習在性

別互動中，展現

自我的特色。 

2-3-1 瞭解織品

與生活的關係。 

2-3-2 瞭解自己

的興趣、性向、

價 值 觀 及 人 格

特 質 所 適 合 發

展的方向。  

第二週 2-2-5-2 能列舉生活中常見的錯誤

性別價值觀(如：性別偏見) 

彩虹市集 

將上學期的課程進行統整活

動作為先備知識，以建立新

學期加深教學內容的綜合活

47 

30 

3. 指認/說出錯誤常見

的性別偏見，如：男生

不可以哭、女生只能

第三週 

第四週 



第五週 3-2-2-3 能在過年或節慶時看見熟

悉的家人、鄰居、同學或老師時，主

動並愉悅地說出應景的話語。 

動 

 

 

同心圓 

認識社會上常見的性別偏見 

如：男生－高壯、粗魯、活

潑；女生－矮小、溫柔、安

靜 

 

認識常見的職業錯誤迷思

如：女生－護士、教師、家

庭主婦；男生－警察、軍

人、工地主任 

Happy Day 

透過圖片學習不同情境的節

慶用語 

在圖片情境的辨識了解不同

節慶的慶祝用語及對象 

如：聖誕節 - Merry X’mas 

– 聖誕老人 

  新年 –  Happy New 

Year – 春聯 

並且使用在節慶中學習向他

人送上祝賀詞。 

穿裙子 

4. 對常見的性別偏見指

出/說出正確的描述，

如：男生哭沒關係，女

生也可以穿褲子。 

5. 說出/指出穿著制服

在各行各業的角色性

別，如：女醫生、男老

師 

1. 說出/指出適合過新

年的祝賀詞，如：新年

快樂 

2. 說出/指出適合聖誕

節的祝賀詞，如：聖誕

節快樂 

3. 能根據教師提供險所

說出/指出正確的節

日，如：春聯、鞭炮─

過新年 

6. 能根據教師提供險所

說出/指出正確的節

日，如：聖誕樹、禮物

2-3-3 瞭解社

會發展階段與

工作間的關係  

第六週 

第七週 

第八週 



─聖誕節 

第九週 

3-2-2-3 能在過年或節慶時看見熟

悉的家人、鄰居、同學或老師時，主

動並愉悅地說出應景的話語。 

1-2-2-2能列舉求職的準備工作 

Happy Day 

透過圖片學習不同情境的節

慶用語 

在圖片情境的辨識了解不同

節慶的慶祝用語及對象 

如：聖誕節 - Merry X’mas 

– 聖誕老人 

  新年 –  Happy New 

Year – 春聯 

並且使用在節慶中學習向他

人送上祝賀詞。 

面面句到 

認識履歷表，並且知道履歷

表的使用時機及功能。 

由教師協助將個人能力列印

成貼紙，並協助貼在履歷表

上 

能認識休假及工作日的分

別。 

能認識職業項目的適配性。 

30 

45 

4. 說出/指出適合過新

年的祝賀詞，如：新年

快樂 

5. 說出/指出適合聖誕

節的祝賀詞，如：聖誕

節快樂 

6. 能根據教師提供險所

說出/指出正確的節

日，如：春聯、鞭炮─

過新年 

7. 能根據教師提供險所

說出/指出正確的節

日，如：聖誕樹、禮物

─聖誕節 

1. 能說出/指出求職時

需要「履歷表」 

2. 選出自己姓名、連絡

電話的貼紙內容於表

格內貼上 

8. 能藉由圖片說出/選

出圖片內人物在工作

第十週 

第十一週 

第十二週 

第十三週 

第十四週 



還是休息 

第十五週 

1-2-2-2能列舉求職的準備工作 

面面句到 

認識履歷表，並且知道履歷

表的使用時機及功能。 

由教師協助將個人能力列印

成貼紙，並協助貼在履歷表

上 

能認識休假及工作日的分

別。 

能認識職業項目的適配性。 

45 

3. 能說出/指出求職時

需要「履歷表」 

4. 選出自己姓名、連絡

電話的貼紙內容於表

格內貼上 

5. 能藉由圖片說出/選

出圖片內人物在工作

還是休息 

第十六週 

第十七週 

第十八週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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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