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6-1彈性學習課程計畫(九貫版) 

 

  臺南市立永康區大灣高中 108學年度第一學期九年級彈性學習特殊需求領域(社會技巧)課程計畫 

教材來源 自選教材 教學節數 每週（1）節  本學期共（21）節 

課程目標 

1. 幫助學生適應學校生活(人際互動、社交技巧、溝通能力等) 

2. 協助教導學生做好情緒管理 

3. 引導學生建立友善同儕關係 

4. 協助學生能有效面對問題及處理衝突 

相關領域 社會技巧、情緒管理、輔導 

能力指標 

(總綱核心素養) 

2-3-1-1 能接受他人不同的意見或感受 

1-3-1-4 能根據情境或情緒強烈程度，選擇可被接受的方式表達自己的各種情緒（如：打人的行為能改用非自傷或非

攻擊他人的行為等） 

1-3-2-4 能從可行策略中自行選擇適當的方法 

1-3-3-5 能主動擬訂計畫解決問題 

2-3-2-3 能主動尋求志同道合（如：有相同興趣或話題等）的朋友 

2-3-2-5 能積極主動參與小組或團體活動以爭取團隊榮譽 

2-3-2-7 能在同儕友誼關係出現狀況時有修補的策略 

2-3-3-4 能在面對同儕間各種衝突情境時，選擇可被接受的方式回應（如：「謝謝你的建議，我會改進!」或「聽你這

樣說我很難過!」等）  

融入議題之能力指標

(議題實質內涵) 

【家政教育】 

家 4-4-1肯定自己，尊重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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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0~9/01 
2-3-1-1 能接受他人不同的意見或 建立關係-訂定上課規定 1 分享、觀察、表達 【家政教育】 



C6-1彈性學習課程計畫(九貫版) 

 

第二週 

9/02~9/08 

感受 

1-3-1-4 能根據情境或情緒強烈程

度，選擇可被接受的方式表達自己

的各種情緒（如：打人的行為能改

用非自傷或非攻擊他人的行為等） 

1-3-2-4 能從可行策略中自行選擇

適當的方法 

1-3-3-5 能主動擬訂計畫解決問題 

2-3-2-3 能 主 動 尋 求 志 同 道 合

（如：有相同興趣或話題等）朋友 

2-3-2-5 能積極主動參與小組或團

體活動以爭取團隊榮譽 

2-3-2-7 能在同儕友誼關係出現狀

況時有修補的策略 

2-3-3-4 能在面對同儕間各種衝突

情境時，選擇可被接受的方式回應

（如：「謝謝你的建議，我會改進!」

或「聽你這樣說我很難過!」等） 

 

桌遊-拉密數字牌 1 分享、觀察、表達 家 4-4-1肯定自

己，尊重他人 
第三週 

9/09~9/15 

情緒管理：教學媒體-生氣

時，我會學習冷靜 
1 分享、觀察、表達 

第四週 

9/16~9/22 

情緒管理：教學媒體-冷靜

不說衝動話 
1 分享、觀察、表達 

第五週 

9/23~9/29 

情緒管理：教學媒體-用智

慧解決問題 
1 分享、觀察、表達 

第六週 

9/30~10/06 

情緒管理：教學影音媒體-

我的這一班-一定有辦法 
1 分享、觀察、表達 

第七週 

10/07~10/13 

情緒管理：教學影音媒體-

我的這一班-我聰明的決定 
1 分享、觀察、表達 

第八週 

10/14~10/20 
處理情緒課程複習 1 分享、觀察、表達 

第九週 

10/21~10/27 
桌遊-探索心遊戲盤 1 分享、觀察、表達 

第十週 

10/28~11/03 

社交技巧：社會性故事-環

遊世界交朋友 
1 分享、觀察、表達 

第十一週 

11/04~11/10 

社交技巧：教學影音媒體-

這群人-如果你有這種朋友 
1 分享、觀察、表達 

第十二週 

11/11~11/17 

社交技巧：社會性故事-贏

得別人的信賴 
1 分享、觀察、表達 

第十三週 

11/18~11/24 

社交技巧：教學影音媒體-

我的這一班-龜兔賽跑 
1 分享、觀察、表達 

第十四週 

11/25~12/01 

社交技巧：社會性故事-好

朋友危機  
1 分享、觀察、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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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週 

12/02~12/08 

社交技巧：教學媒體-做我

的好朋友 
1 分享、觀察、表達 

第十六週 

12/09~12/15 

社交技巧：教學影音媒體-

我的這一班-友情變奏曲 
1 分享、觀察、表達 

第十七週 

12/16~12/22 
人際互動課程複習 1 分享、觀察、表達 

第十八週 

12/23~12/29 
桌遊-阿瓦隆 1 分享、觀察、表達 

第十九週 

12/30~01/05 

情緒管理：教學媒體-我會

反省做改變 
1 分享、觀察、表達 

第二十週 

01/06~01/12 

情緒管理：教學影音媒體-

我的這一班-重新出發 
1 分享、觀察、表達 

第二十一週 

01/13~01/19 
處理衝突課程複習 1 分享、觀察、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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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南市立大灣高中 108學年度第二學期九年級彈性學習特殊需求領域(社會技巧)課程計畫 

教材來源 自選教材 教學節數 每週（1 ）節  本學期共（18 ）節 

課程目標 

1.幫助學生適應學校生活(人際互動、社交技巧、溝通能力等) 

2.教導學生處理衝突情境及如何面對兩難的技巧 

3.協助教導學生多元性別互動關係的建立 

相關領域 社會技巧、情緒管理、兩性互動 

能力指標 

(總綱核心素養) 

2-3-1-2 能以他人可接受的方式提出自己的意見 

2-3-2-2 能欣賞朋友的獨特性建立不同層次的友誼（如：點頭之交、手帕交等） 

2-3-3-2 能在面對同儕的抱怨時，能安撫情緒以緩和衝突狀況 

2-3-3-7 能在面對兩難的情境時，主動選擇對自己較為有利的情境 

2-3-4-3 能使用技巧拒絕他人不當的觸摸或語言 

2-3-4-4 能與不同性別朋友共同參與團體或活動 

2-3-4-6 能尊重不同性別的意願，不侵犯對方身體 

2-3-4-9 能以適當方式處理自己的性衝動 

融入議題之能力指標

(議題實質內涵) 

【家政教育】 

家 4-4-1肯定自己，尊重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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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2/16 
2-3-1-2 能以他人可接受的方式提

出自己的意見 

2-3-2-2 能欣賞朋友的獨特性建立

不同層次的友誼（如：點頭之交、

手帕交等） 

建立關係-訂定上課規定 1 分享、觀察、表達 
【家政教育】 

家 4-4-1肯定自

己，尊重他人 

第二週 

2/17~2/23 
 桌遊-你是不是沒有朋友 1 分享、觀察、表達 

第三週 

2/24~3/01 
社交技巧：教學媒體-網路 1 分享、觀察、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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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2 能在面對同儕的抱怨時，

能安撫情緒以緩和衝突狀況 

2-3-3-7 能在面對兩難的情境時，

主動選擇對自己較為有利的情境 

2-3-4-3 能使用技巧拒絕他人不當

的觸摸或語言 

2-3-4-4 能與不同性別朋友共同參

與團體或活動 

2-3-4-6 能尊重不同性別的意願，

不侵犯對方身體 

2-3-4-9 能以適當方式處理自己的

性衝動 

交友知多少 

第四週 

3/02~3/08 

社交技巧：教學影音媒體-

這群人-網路交友經典語錄 
1 分享、觀察、表達 

第五週 

3/09~3/15 

社交技巧：教學影音媒體-

我的這一班-網路好朋友 
1 分享、觀察、表達 

第六週 

3/16~3/22 
人際互動課程複習 1 分享、觀察、表達 

第七週 

3/23~3/29 
桌遊-過河拆橋 1 分享、觀察、表達 

第八週 

3/30~4/05 

情緒管理：教學媒體-我不

愛抱怨 
1 分享、觀察、表達 

第九週 

4/06~4/12 

情緒管理：教學影音媒體-

我的這一班-所謂勇敢 
1 分享、觀察、表達 

第十週 

4/13~4/19 

情緒管理：教學影音媒體-

我的這一班-夾心餅乾滋味 
1 分享、觀察、表達 

第十一週 

4/20~4/26 

情緒管理：教學影音媒體-

我的這一班-柯南的兩難 
1 分享、觀察、表達 

第十二週 

4/27~5/03 
處理衝突課程複習 1 分享、觀察、表達 

第十三週 

5/04~5/10 
桌遊-矮人礦坑 1 分享、觀察、表達 

第十四週 

5/11~5/17 

社交技巧：教學媒體-我想

認識妳 
1 分享、觀察、表達 

第十五週 

5/18~5/24 

社交技巧：教學媒體-如何

與異性互動 
1 分享、觀察、表達 

第十六週 社交技巧：教學影音媒體- 1 分享、觀察、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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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5~5/31 我的這一班-愛情智多星 

第十七週 

6/01~6/07 

社交技巧：教學媒體-你碰

到我了、保持距離 
1 分享、觀察、表達 

第十八週 

6/08~6/14 

社交技巧：教學媒體-認識

性騷擾 
1 分享、觀察、表達 

第十九週 

6/15~6/21 

 

學生畢業 學生畢業 / / / 
第二十週 

6/22~6/28 

第二十一週 

6/29~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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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