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6-1彈性學習課程計畫(九貫版) 

 

臺南市公立北門區北門國民小學 109學年度第一學期三年級彈性學習特殊需求(社會技巧)課程計畫 

(□普通班/□藝才班/□體育班/V 特教班(自閉症巡迴輔導)) 

教材來源 

自編 

康軒綜合、健體領

域 

教學節數 每週 1節  本學期共 21節 

課程目標 

能主動與人對談，並依情境作適當的回應。(2-1-1-4、2-2-1-1) 

能辨識、察覺自己與他人的情緒，並能在引導下以適當的方式處理負面情緒。 

( 1-1-1-2、1-1-1-2、1-2-1-1、1-2-1-2) 

能主動加入團體，並表現出被接受的行為。(2-1-2-8、2-2-2-5) 

遇到問題時，能主動尋求協助或嘗詴自己想辦法解決。(1-1-3-6、2-1-3-9) 

能保持良好的衛生習慣，替自己營造好的形象。(3-1-1-2) 

能欣賞他人的優點，進而學習改善自己。(2-1-2-4) 

能在面對挫折時，選擇良好的方式調整自己的目標重新嘗詴。(1-1-2-4、1-1-3-3) 

能保持樂觀的態度，主動幫助他人。(2-1-3-7) 

相關領域  綜合 

能力指標 

(總綱核心素養) 

102 年修訂各教育階段特殊教育課程綱要 

社會技巧 

2-1-1-4 能依情境適當回答問題 

2-2-1-1 能禮貌地表達自己意見 

1-1-1-1 能分辨自己基本的正向或負向情緒（如：高興/快樂、生氣、傷心/難 過、害怕、討厭、害羞等）  

1-1-1-2 能表達自己基本的正向或負向情緒 

2-1-1-1 能適當使用非口語方式與人溝通（如：以眼神注視他人）  

2-1-1-2 能適當使用口語方式與人溝通 

1-1-2-4 能表達心理的壓力（如：媽媽的要求很多，讓我壓力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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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8 能主動加入團體 

1-1-3-6 能嘗詴使用策略解決自己的問題  

2-1-3-9 能在面對同儕或他人衝突時，（如：責罵、批評、嘲弄、欺負等）主動 尋求大人協助。 

1-1-3-3 能在遭逢不如意事件時，接受他人安慰並適當發洩情緒 

2-1-3-7 能嘗詴接受他人的拒絕（如：自己沒有被邀請加入活動等困窘的 狀況） 

3-1-1-2 能依指示完成簡單的工作（如：攜帶指定的物品/材料、抄聯絡簿 或收拾書包） 

2-1-2-4 能表達每個人都有獨特的地方，交友時不以單一標準或條件來選 擇（如：不以貌取人） 

融入議題之能力指標

(議題實質內涵) 

【生涯發展教育】 

1-2-1 培養自己的興趣、能力。 

2-2-2 激發對工作世界的好奇心 

【性別帄等教育】 

1-3-1 認知青春期不同性別者身體的發展與保健。 

【人權教育】 

1-3-3 瞭解帄等、正義的原則，並能在生活中實踐。 

【生涯發展教育】 

3-2-2 學習如何解決問題及做決定。 

【家政教育】 

3-3-5 運用消費知能選購合適的物品。 

【資訊教育】 

4-3-5 能利用搜尋引擎及搜尋技巧尋找合適的網路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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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1-9/4 
能主動與人對談，並依情境作適當

的回應。(2-1-1-4、2-2-1-1) 

發現不同的自己 

探索課程 
1 

(1)每個人的學習方法不太一

樣，請和同學討論，詴著整理

生涯發展教育 

1-2-1 培養自己的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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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辨識、察覺自己與他人的情緒，

並能在引導下以適當的方式處理負

面情緒。(1-1-1-2、1-1-1-2、

1-2-1-1、1-2-1-2) 

出各領域的學習方法。 

(2)說說看，在自己在哪些各

域表現特別出色，是以怎樣的

態度或方法學習呢？ 

(3.評量方式 

活動參與、學習紀錄、口頭發

表、討論發表、態度評量 

趣、能力。 

2-2-2 激發對工作世

界的好奇心 

第二週 9/7-9/11 
發現不同的自己 

努力學習 
1 

(1).兒童透過影片發表不同

學習方法和老師討論優異，教

師將各個方法分析整理。 

(3).教師引導兒童檢視並歸

納整理好的紀錄：想一想，學

習自己不擅長的不同領域的

知識或技能時，有哪些共同的

學習方法和學習態度？ 

並演練好的及合適的。 

(3.評量方式 

活動參與、學習紀錄、口頭發

表、討論發表、態度評量 

【資訊教育】 

4-3-5 能利用搜尋引

擎及搜尋技巧尋找合

適的網路資源。 

第三週 9/14-9/18 
我是生活大師 

當聆聽的主人 
1 

(1)能透過圖卡影片了解，願

意花最多時間去了解別人，愈

能發現他人喜歡的事情是什

麼。 

這件事情和他的興趣或專長

有關嗎？自己如何發現自己

【性別帄等教育】 

1-3-1 認知青春期不

同性別者身體的發展

與保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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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興趣或專長？ 

(2)能舉例哪些行為可以了解

他人？與人相處的界線包含

不可任意處碰他人，不攻擊與

自己不一樣的地方。 

(3.評量方式 

活動參與、學習紀錄、口頭發

表、討論發表、態度評量 

第四週 9/21-9/26 
我是生活大師 

時間管理高手 
1 

(1).透過舉例不同例子的時

間管理，讓個案能發表對哪些

活動感興趣呢？練習如何和

同學禮貌請教可以向同學請

教相關資訊。 

(2).發一張時間管理表，引導

下個案能回顧與統整自己的

興趣。該如何在生活中安排合

適的時間與兼顧學校表現。 

3.評量方式 

活動參與、學習紀錄、口頭發

表、討論發表、態度評量 

 

第五週 9/28-10/2 

能主動加入團體，並表現出接受的

行為。 (2-1-2-8、2-2-2-5) 

遇到問題時，能主動尋求協助或嘗

詴自己想辦法解決。(1-1-3-6、

2-1-3-9) 

寶貝我的家 

我們這一家 
1 

(1).能介紹不同家庭程原與

自己的關係，自己對家庭程原

的想法與感覺，畫出面對每個

人的心情溫度計。 

(2).教師引導下個案能擬定

【人權教育】 

1-3-3 瞭解帄等、正

義的原則，並能在生

活中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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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家人友好計畫的方向：你認

為自己目前能夠向什麼人抒

發怎麼樣的情緒？家人有什

麼興趣或專長可以陪伴我。 

(3.評量方式 

活動參與、學習紀錄、口頭發

表、討論發表、態度評量 

第六週 10/5-10/9 
寶貝我的家 

正義交流站 
1 

1.教師陪同個案兒童記錄與

分享曾經與家庭成員的衝

突。你帄時如何安解決、假日

和帄日是否相處的狀態不

同。將最主要的問題分析整理

記錄下來。 

2.教師引導兒童覺察：想一

想，實際進行的事和你預計要

做的事有什麼落差？為什麼

家人想的跟我不一樣？並將

主要問題找出最好的方法。 

(3.評量方式 

活動參與、學習紀錄、口頭發

表、討論發表、態度評量 

【環境教育】 

2-3-1 瞭解基本的生

態原則，以及人類與

自然和諧共生的關

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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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週 10/12-10/16 

 

寶貝我的家 

煩惱交流站 
1 

(1).情境討論：對於自己的煩

惱，通常會如何讓家人知道，

以往是否有不好的經驗。 

(2).歸納整理：家中每個人要

做的事情多寡不一，有些事情

可能也會造成家人的煩惱，舉

例在家中可以分擔及協助的

任務。 

(3.評量方式 

活動參與、學習紀錄、口頭發

表、討論發表、態度評量 

 

第八週 10/19-10/23 
寶貝我的家 

互動一家親 
1 

(1).教師舉例個案分析並歸

納經驗：想一想，哪些與家人

相處的方式較適當？哪些較

不適當？會造成不洽當的原

因有哪些？ 

(2).在教師引導下個案能省

思及說明：再次檢視能減少家

人擔心的行為，分配協助家務

的時間。歸納管理自己務品的

方式。 

3.評量方式 

活動參與、學習紀錄、口頭發

表、討論發表、態度評量 

 

第九週 10/26-10/30 遇到問題時，能主動尋求協助或嘗 反制危機大作戰 1 1.教師舉例校園常見破壞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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詴自己想辦法解決。 (1-1-3-6、

2-1-3-9) 

能保持良好的衛生習慣，替自己營

造好的形象。(3-1-1-2) 

危機要提防 則行為，請個案分享規定的重

要性，包含：如何避免影響他

人？如何確保自己的身體安

全？  

2.舉例常現破壞規則的行為

分析會這樣做的原因，個案能

夠一一回答：例趕時間、太累

了、好玩等等 

3.評量方式 

活動參與、學習紀錄、口頭發

表、討論發表、態度評量 

第十週 11/2-11/6 
反制危機大作戰 

危機急轉彎 
1 

3.教師發給每人一張「時間規

畫表」學習單（詳見教師手冊

第 56頁），請兒童討論並規

畫：想一想，本週日你要做的

事情有哪些？把需要完成的

事列出來，再運用「時間規畫

表」來安排執行的順序並分配

時間。 

4.想一想，你分配時間的原則

是什麼？再次檢視自己的規

畫表後，你認同自己的時間安

排嗎？為什麼？和同學分享

你的「時間規畫表」和安排時

間的原則，說說看，你發現哪

【生涯發展教育】 

3-2-2 學習如何解決

問題及做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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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差異？對於這些差異你有

什麼想法？聽完同學的分享

後，你會如何調整自己的時間

運用呢？依照調整後的「時間

規畫表」實際做做看吧！ 

4.評量方式 

活動參與、學習紀錄、口頭發

表、討論發表、態度評量 

第十一週 11/9-11/13 
反制危機大作戰 

化險為夷 
1 

1.教師說明並示範「溫和道

歉」的神情與語氣表現。 

2.教師指導學生進行練習

一：(1)兩人一組，一人互相

討論合適與不合適的道歉方

式。(2)依指定情境隨機詢問

道歉的方式，可以透過寫小紙

條、找老師陪同、等、主動協

助其他事等。 

4.評量方式 

活動參與、學習紀錄、口頭發

表、討論發表、態度評量 

 

第十二週 11/16-11/20 
反制危機大作戰 

化險為夷 
1 

1.教師請學生閱讀繪本中主

決吵架的原因，並說明吵架之

間改變了什麼，有哪些珍惜的

回憶被忽略了。 

2.教師補充說明請學生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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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討論在佳中兄弟姊妹手

足、與長輩的親子關係，有什

麼令人尷尬的衝突，並描述心

情。 

4.評量方式 

活動參與、學習紀錄、口頭發

表、討論發表、態度評量 

4.討論發表 

5.態度評量 

第十三週 11/23-11/27 

能在面對挫折時，選擇良好的方式

調整自己的目標重新嘗詴。

(1-1-2-4、1-1-3-3) 

能保持樂觀的態度，主動幫助他

人。(2-1-3-7) 
發現不同的自己 

持續發展 
1 

1.說明同儕之間讓人趕到敬

佩的地方，並寫在小卡上兆喜

歡的程度排序。 

2.聆聽別人對自己的想法。 

3.討論該如何在生活中提起

他人的優點。 

4.評量方式 

活動參與、學習紀錄、口頭發

表、討論發表、態度評量 

【生涯發展教育】 

1-2-1 培養自己的興

趣、能力 

第十四週 11/30-12/4 
發現不同的自己 

溫暖心田 
1 

1.了解自己也有另人肯定的

地方，自己覺得意外的想法。 

2.把自己覺得可以改進的缺

點寫在小卡上。 

3.曾經因為可以改進的缺點

出糗的經驗，後來透過什麼方

式讓自己好一點，引導喜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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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物與正確紓壓的方法。。 

4.評量方式 

活動參與、學習紀錄、口頭發

表、討論發表、態度評量 

第十五週 12/7-12/11 
發現不同的自己 

喜歡自己 
1 

1.老師舉例哪些活動讓自己

心情較為開心與放鬆，詢問孩

子的感覺並請孩子舉例。 

2.對別人的休閒活動題出讚

美及自己可以學習的地方，不

能模仿的限制。 

3.了解自己的活動也有人欣

賞，一起輪流帶同儕詴詴看，

互相在團體中合作。 

4.評量方式 

活動參與、學習紀錄、口頭發

表、討論發表、態度評量 

 

第十六週 12/14-12/18 
發現不同的自己 

興趣發展 
1 

1.透過前一單元聆聽他人的

休閒活動，及如何面對沮喪的

心情。說明自己在家練習或嘗

詴的感覺。 

2.了解每個人的喜好不一

樣，多多嘗詴不同的興趣，嘗

詴將自己喜歡的列入生活作

息中。  

3.透過範例了解他人的生活

【環境教育】 

2-3-1 瞭解基本的生

態原則，以及人類與

自然和諧共生的關

係。 



C6-1彈性學習課程計畫(九貫版) 

 

作息如何安排休閒活動亦與

學校表現兼顧答到帄衡。 

4.評量方式 

活動參與、學習紀錄、口頭發

表、討論發表、態度評量 

第十七週 12/21-12/25 

能欣賞他人的優點，進而學習改善

自己。(2-1-2-4) 

能主動加入團體，並表現出被接受

的行為。(2-1-2-8、2-2-2-5) 

保持專心收穫多 

飲食要改變 
1 

1.分享每一位同學喜歡的食

物，了解每個人喜歡的食物不

同。  

2.製作實務營養表，上網搜尋

了解不同食物在飲食中所含

的不同營養。  

3.檢視自己常吃食物是否太

多糖、多油，太少纖維。 

4.評量方式 

活動參與、學習紀錄、口頭發

表、討論發表、態度評量 

【資訊教育】 

4-3-5 能利用搜尋引

擎及搜尋技巧尋找合

適的網路資源。 

第十八週 12/28-1/1 
保持專心收穫多 

飲食要改變 
1 

1.輪流分享老師與同學的食

物營養表，並由老師的範例提

出自己的疑問，請學生提出建

議，在老師分享時，學生可以

表現出聆聽的技巧，在中途中

不插話，並對他人的表達提出

詢問。 

2.能對別人的飲食表提出值

得學習的部分，能夠保持專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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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分魚、綠色葉菜，並說明

為什麼。 

3.鼓勵學生提出他人的優

點，並對不同的食材營養對自

己的例行飲食提出更好的修

改。 

1.活動參與 

2.學習紀錄 

3.口頭發表 

4.討論發表 

5.態度評量 

第十九週 1/4-1/8 
服務收穫多 

服務中成長 
1 

老師與學生進行角色扮演 

1.學校場景 

(1)你和同學一起做勞作時，

大家同時都想要用剪刀，你可

以…. 

(2) 吃營養午餐時，你和同學

同時走到盛飯菜的地方，你可

以…. 

2.家中場景 

(1)媽媽叫你和姐姐去洗晚餐

的餐盤，你和姊姊都想要看電

視，你可以…. 

(2)家裡要訂一個披薩吃，哥

哥喜歡辣味香腸不喜歡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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腿，你喜歡火腿不喜歡辣味香

腸，你可以… 

在上述情境說明合適的做法> 

 

第廿週 1/11-1/15 
服務收穫多 

服務中成長 
1 

1.練習與老師的件意和自己

想的方法達成妥協：  

2 想方法讓每個人都能做他們

想要的一部分 

a.每個想法都做 

b.輪流 

c.每個人都放棄一部分 

d.做完全不同的選擇 

（2）用友善的表情和音調 

（3）交換建議 

（4）達成共識 

 (5) 照著做 

3.評量方式 

活動參與、學習紀錄、口頭發

表、討論發表、態度評量 

 

 

第廿一週 1/18-1/22 

能辨識、察覺自己與他人的情緒，

並能在引導下以適當的方式處理負

面情緒。(1-1-1-2、1-1-1-2、

1-2-1-1、1-2-1-2) 

能保持樂觀的態度，主動幫助他

回顧我我能主動協

助 
1 

1.繪本故事討論「別讓鴿子開

公車！」 

2.從繪本故事內容，討論「妥

協」的重要，分享在賣場買東

西時會遇到需要買和不准買

【家政教育】 

3-3-5 運用消費知能

選購合適的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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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2-1-3-7) 的物品。 

3.評量方式 

活動參與、學習紀錄、口頭發

表、討論發表、態度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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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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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公立北門區北門國民小學 109 學年度第二學期三年級彈性學習特殊需求(社會技巧)課程計畫 

(□普通班/□藝才班/□體育班/V 特教班(自閉症巡迴輔導)) 

教材來源 自編 教學節數 每週 1節  本學期共 20節 

課程目標 

1.在團體活動中，可以使用正向語句的表達，以因應與同儕合作機會。(1-1-1-4、1-1-3-2、2-1-2-10、2-1-3-6、

3-1-1-6、3-1-1-8) 

2.能說明壓力並在壓力中替自己找到紓壓的方式。(1-1-1-1、1-1-1-2、1-1-1-4) 

3.能舉例在學校情境中處理情緒的技巧。(1-1-1-1、1-1-1-2) 

4.能舉例在學校中與人相處的技巧。(2-1-1-4、2-1-1-7) 

5.能舉例在公共場合中，面對突發事件的處理方式。(2-1-1-4、1-1-2-3、1-1-3-3、2-1-3-9) 

相關領域 
健康與體育、綜合 

能力指標 

(總綱核心素養) 

2-1-1-4 能依情境適當回答問題 

1-1-1-1 能分辨自己基本的正向或負向情緒（如：高興/快樂、生氣、傷心/難 過、害怕、討厭、害羞等）  

1-1-1-2 能表達自己基本的正向或負向情緒 

1-1-1-4 能嘗詴處理自己的負向情緒 

1-1-2-3 學習新的或困難事物時能面對可能遭遇的失敗 

1-1-3-2 能察覺他人對自己的看法或態度 

1-1-3-3 能在遭逢不如意事件時，接受他人安慰並適當發洩情緒 

2-1-1-7 能傾聽他人對壓力事件的抱怨 

2-1-2-8 能主動加入團體 

2-1-2-10 能用適當的方式與他人分享或贈與自己喜歡的物品（如：「我們一起玩我帶來的玩具好 

嗎？」或「這個東西送給你好嗎？」等） 

2-1-3-6 在面對抱怨情境時能維持心情的沈穩 

2-1-3-9 能在面對同儕衝突（如：責罵、批評、嘲弄、欺負等）主動尋求大人協助 

3-1-1-6 能在課堂或小組討論適當回應老師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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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8 能在小組中與同學分工合作完成自己分內的工作 

融入議題之能力指標

(議題實質內涵) 

【生涯發展教育】 

1-2-1 培養自己的興趣、能力。  

【性別帄等教育】 

1-3-1 認知青春期不同性別者身體的發展與保健。 

【人權教育】 

1-3-3 瞭解帄等、正義的原則，並能在生活中實踐。 

【生涯發展教育】 

3-2-2 學習如何解決問題及做決定。 

【家政教育】 

3-3-5 運用消費知能選購合適的物品。 

【資訊教育】 

4-3-5 能利用搜尋引擎及搜尋技巧尋找合適的網路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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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2/19 

1.在團體活動中，可以使用正向語

句的表達，以因應與同儕合作機

會。(1-1-1-4、1-1-3-2、2-1-2-10、

2-1-3-6、3-1-1-6、3-1-1-8) 

 

重新認識我 1 

說明團體約定和規範 

暖身：音樂律動 

找朋友：音樂停止時，聽老師指令去

找一位同學做出指定的動作互動。 

評量方式：活動參與、學習紀錄、口

頭發表、討論發表、態度評量 

 

第二週 2/22-2/26 我們回憶 1 
畫圖創作：關於我 

提示可畫我、房子、樹和我喜歡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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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品 

引導說話和聆聽禮儀：目光注視、音

量、肢體動作 

發表分享自我評量方式：活動參與、

學習紀錄、口頭發表、討論發表、態

度評量 

第三週 3/01-3/05 班級適應 1 

擬定基本的「班級生存技巧」：上課

坐好、保持安靜、舉手發言、準備好

學用品、上課專心、聽從老師的指

令、參與團體作息、保持座位整齊等 

討論成功的步驟 

演練情境，逐步融入在社交課程及原

班中練習。 

3.分享自我評量方式：活動參與、學

習紀錄、口頭發表、討論發表、態度

評量 

 

第四週 3/08-3/12 身體的界線 1 

擬定基本的「班級生存技巧」：上課

坐好、保持安靜、舉手發言、準備好

學用品、上課專心、聽從老師的指

令、參與團體作息、保持座位整齊等 

討論成功的步驟 

演練情境，逐步融入在社交課程及原

班中練習 

評量方式：活動參與、學習紀錄、口

頭發表、討論發表、態度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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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週 3/15-3/19 

2.能說明壓力並在壓力中替自己找

到紓壓的方式。(1-1-1-1、

1-1-1-2、1-1-1-4) 

 

EQ小達人 

 

1 

共讀繪本、自編社會性故事 

抽情境卡模擬演練 

書寫當生氣時的「約定單」 

評量方式：活動參與、學習紀錄、口

頭發表、討論發表、態度評量 

 

 

第六週 3/22-3/26 

EQ小達人 

 

1 

1.比手畫腳猜心情遊戲 

2.使用電子繪本搜尋生氣湯，的大意

請同學分享預測。 

3.共讀《生氣湯》：討論情緒的指數、

表達的方式是否合適、對應自己的經

驗 

4.討論消氣的方法和自己的生氣湯。 

評量方式：活動參與、學習紀錄、口

頭發表、討論發表、態度評量 

【資訊教育】 

4-3-5 能利用搜

尋引擎及搜尋技

巧尋找合適的網

路資源。 

 

第七週 3/29-4/02 尋求幫助 1 

討論上學可能發生的困難和應變方

法：没帶文具、聽不懂、受傷了 

抽問題狀況卡實境應變演練。 

評量方式：活動參與、學習紀錄、口

頭發表、討論發表、態度評量 

 

第八週 4/05-4/09 處理別人的戲弄 1 

討論自己的經歷和解決方法 

2.也討論自己和別人帶給別人的喜

樂和困擾 

3.示範處理的成功步驟 

4.角色扮演、演練 

【生涯發展教

育】 

3-2-2 學習如何

解決問題及做決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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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週 4/12-4/16 

3.能舉例在學校情境中處理情緒的

技巧。(1-2-1-1、1-2-2-2) 

 

問題解決技巧 

1 

1.情境一：遇挫折的求助 

2.情境二：排遣下課時間 

3.討論成功步驟、示範、演練 

4.評量方式：活動參與、學習紀錄、

口頭發表、討論發表、態度評量 

 

【生涯發展教

育】 

1-2-1 培養自己

的興趣、能力。 

第十週 4/19-4/23 
和別人一起玩 

 
1 

1. 共讀繪本 

2. 指導學生選一樣遊戲，然後請他

邀請別人和他一起玩。如果被邀

請的孩子拒絕，要求邀請者禮貌

地找下一位同學。限時 5到 7分

鐘後，重新邀請別人。 

3. 指導社交和團康遊戲的規則和

口頭溝通技巧 

4.玩桌遊：「卡卡城」 

評量方式：活動參與、學習紀錄、口

頭發表、討論發表、態度評量 

 

第十一週 4/26-4/30 

處理困難和挫折 

1 

1. 介紹課堂要練習的技能→提供

協助。 

2. 指導學生用角色扮演的方式，演

出常見的提供協助事件，並教導

遇到那些狀況可以如何因應。 

3. 評量方式：活動參與、學習紀

錄、口頭發表、討論發表、態度

評量 

【人權教育】 

1-3-3 瞭解帄

等、正義的原

則，並能在生活

中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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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週 5/03-5/07 

表達情緒 

1 

1. 共讀繪本「菲菲生氣了」、討論 

2. 演練情緒處理方式 

3. 評量方式：活動參與、學習紀

錄、口頭發表、討論發表、態度

評量 

 

第十三週 5/10-5/14 

4.能舉例在學校中與人相處的技

巧。(2-1-1-4、2-1-1-7) 

表達情緒 

1 

1. 看看他：標定情緒表情、肢體動

作 

2. 聽聽他：標定情緒聲調 

3. 為情緒命名：由前兩項來猜測表

達的情緒 

4. 實境演練 

5. 評量方式：活動參與、學習紀

錄、口頭發表、討論發表、態度

評量 

 

第十四週 5/17-5/21 身體的界線 1 

1. 認識身體的「紅黃綠燈區」，保

護自己也尊重別人 

2. 看影片演練與人應對的身體界

限 

3. 評量方式：活動參與、學習紀

錄、口頭發表、討論發表、態度

評量 

【性別帄等教

育】 

1-3-1 認知青春

期不同性別者身

體的發展與保

健。 

第十五週 5/24-5/28 友誼紅綠燈 1 

1. 桌遊：合作玩「超級犀牛」 

2. 團康：肢體對對碰、搶椅子 

3. 給夥伴回饋和感謝 

4. 評量方式：活動參與、學習紀

【家政教育】 

3-3-5 運用消費

知能選購合適的

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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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口頭發表、討論發表、態度

評量 

第十六週 5/31-6/04 
體驗感覺毛茸茸和

刺刺的 
1 

1. 體驗「絨絨」和「刺刺」的感覺：

應用布偶和菜瓜布接觸皮膚；老

師分享說話的內容和語氣，也會

帶給別人「絨絨」好的感受或「刺

刺」不舒服的感受 

2. 討論「絨絨的話」內容(令人舒

服的話)和帶給別人的感受(舒

服、溫暖、愉快……) 

3. 演練用舒服的話讚美一位一起

上課的同伴 

4. 評量方式：活動參與、學習紀

錄、口頭發表、討論發表、態度

評量 

 

第十七週 6/07-6/11 

5.能舉例在公共場合中，面對突發

事件的處理方式。(2-1-1-4、

1-1-2-3、1-1-3-3、2-1-3-9) 

同理溫暖的表達 1 

1. 複習「絨絨」和「刺刺」說話的

感受和方式 

2. 演練絨絨的說話技巧和內容 

3. 找一位同伴表達「絨絨的話」：

讚美、鼓勵或建議 

4. 融入「表達」的肢體和目光。 

5. 評量方式：活動參與、學習紀

錄、口頭發表、討論發表、態度

評量。 

 

第十八週 6/14-6/18 一起玩動態遊戲 1 1. 說明遊戲流程  



C6-1彈性學習課程計畫(九貫版) 

 

 2. 加入和邀請同伴的應對演練 

3.一起玩：鬼抓人、一二三木頭人等

動態肢體遊戲 

4.分享、檢討 

第十九週 6/21-6/25 

一起玩桌遊 

1 

1. 說明遊戲流程 

2. 練習合作、輪流 

3. 一起玩桌遊：巧巧龜 

4. 演練贏家和輸家的應對 

 

第廿週 6/28-7/2 運動家精神 

1 

 

1. 討論競賽、合作的「運動家精神」 

2. 說明成功的步驟、演練 

3. 共玩小遊戲 

4. 演練贏家和輸家的應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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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