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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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學年度第一學期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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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節  本學期共（44）節 

課程目標 

1. 能以合宜態度及行為與不同性別者相處。 

2. 探討不同性別間的互動方式帶給當事人的感受及想法。 

3. 觀察不同性別間的互動並探討良好互動的關鍵因素。 

4. 訪問不同性別互動良好的代表人物。 

5. 學會維持良好人際關係的方法，能適當的化衝突、拒絕他人不合理的要求。 

6. 了解戶外活動中的注意事項。 

7. 討論小組分工檢核項目。 

8. 準備戶外活動背包個人物品。 

9. 探索自然與人文景觀。 

10. 檢視戶外探索之旅的發現。 

11. 討論並準備戶外探索展的內容。 

12. 討論自然與人文景觀的問題及改善方法。 

13. 探討和諧的人文與自然環境。 

14. 討論尊重自然與人文景觀的做法。 

15. 分享與家人互動的感受與想法。 

16. 省思自己與家人互動方式，並以合宜的行動去表達對家人的感謝與體諒。 

17. 訪問並觀察家人的生活方式。 

18. 找出影響家人生活方式的因素，覺察家人生活方式受到其價值觀、生活背景及工作等因素影響。 

19. 觀察並記錄家人的需求及困擾。 

20. 透過實踐行動，增加和家人之間的情感。 

21. 分享和家人互動後的感受與想法。 

22. 發現與家人常見的溝通方式。 

23. 探究不同溝通方式對生活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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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分析家人行為背後的原因。 

25. 針對家人的擔憂，找出讓家人放心的合宜表現。 

26. 用多元方式跟家人溝通，增進彼此了解。 

27. 省思自己的表現並調整改進。 

28. 認識並愛惜自我，學習拒絕網路不當誘惑。 

29. 覺察食品安全的重要性，認識食品中毒相關概念。 

30. 能檢視教室、校園、社區及居家環境的安全。 

31. 認識社會服務團體。 

32. 了解社會服務的意義。 

33. 規畫團體的社會服務方案。 

34. 實踐體驗團體的社會服務。 

35. 分享體驗社會服務對自己的意義。 

相關領域 健康與體育、綜合、藝術與人文、語文、社會 

能力指標 

(總綱核心素養) 

[社會] 

1-3-1瞭解生活環境的地方差異，並能尊重及欣賞各地的不同特色。 

7-3-1 瞭解個人透過參與各行各業的經濟活動，與他人形成分工合作的關係。 

[健康與體育] 

5-2-1 覺察生活環境中的潛在危機，並尋求協助。 

[綜合] 

3-3-1以合宜的態度與人相處，並能有效的處理人際互動的問題。 

4-3-1探討周遭環境或人為的潛藏危機，運用各項資源或策略化解危險。 

4-3-2參與計畫並從事戶外活動，從體驗中尊重自然及人文環境。 

[藝術與人文] 

1-3-3 嘗試以藝術創作的技法、形式，表現個人的想法和情感。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九貫版) 

 

[語文] 

2-3-2-1能在聆聽過程中，有系統的歸納他人發表之內容。 

6-3-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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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境教育】 

2-2-1 瞭解生活周遭的環境問題及其對個人、學校與社區的影響。 

1-3-1藉由觀察與體驗自然，以及以創作文章、美勞、音樂、戲劇表演等形式，表現自然環境之美與對環境的關懷 

【性別平等教育】 

1-3-1 認知青春期不同性別者身體的發展與保健。 

1-3-2 認知次文化對身體意象的影響。 

2-3-4尊重不同性別者在溝通過程中有平等表達的權利。 

1-3-4 理解性別特質的多元面貌。 

2-1-2 學習與不同性別者平等互動。 

2-2-1 瞭解不同性別者在團體中均扮演重要的角色。 

2-3-1 瞭解家庭與學校中的分工，不應受性別的限制。 

3-3-2參與團體活動與事務，不受性別的限制。 

3-3-3表達對社區公共事務的看法，不受性別限制。 

【家政教育】 

4-2-1 瞭解個人具有不同的特質。 

4-2-2 認識自己與家人在家庭中的角色。 

4-3-1 瞭解家人角色意義及其責任。 

4-3-2 運用溝通技巧與家人分享彼此的想法與感受。 

4-3-3 探索家庭生活問題及其對個人的影響。 

4-3-4 參與家庭活動、家庭共學，增進家人感情。 

【資訊教育】 

5-3-1能了解網路的虛擬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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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能了解與實踐資訊倫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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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三週 

[社會] 7-3-1  [綜合] 3-3-1 

[藝術與人文] 1-3-3 

[語文] 2-3-2-1 

性別大觀園 6 實作、口說 

【性別平等教育】1-3-1    

1-3-4  2-3-4 1-3-2 

第四週 
| 

第五週 

[語文] 6-3-3-1 

[綜合] 4-3-1 3-3-1 
婦幼隊到校宣講 

(性侵害防治) 
4 口說、紙筆 

【性別平等教育】2-3-1   

1-3-4  【家政教育】4-3-3 

第六週 
| 

第七週 

[健康與體育]5-2-1 

[綜合]3-3-1 

 
杜絕家庭暴力 

(家暴防治) 
4 紙筆、口說 

【環境教育】 

2-2-1 

【性別平等教育】1-3-2      

2-1-2  2-3-1 

【家政教育】 

4-2-1  4-3-2  4-3-1  4-

3-4 

第八週 
| 

第十一週 

[綜合] 4-3-2 

[藝術與人文]1-3-3 

[語文] 2-3-2-1 6-3-3-1 

[社會]1-3-1 

戶外教育 

(環境教育) 
8 

口說、實作、紙

筆 

【環境教育】1-3-1 

【性別平等教育】3-3-2   

3-3-3 

【家政教育】4-2-1 

第十二週 
| 

第十三週 

[健康與體育]5-2-1 

[語文] 6-3-3-1 

[社會] 7-3-1 

一家一無限大 

(家庭教育) 
4 口說、實作 

【家政教育】 

4-2-1  4-3-2  4-3-1  4-

3-4 

第十四週 
| 

[綜合] 4-3-1 

[藝術與人文] 1-3-3 

大甲好孩子劇團 

網路成癮防治、 
14 

實作、口說、紙

筆 

【環境教育】2-2-1 

【性別平等教育】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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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廿週  健康促進、 

人權宣導、 

交通安全 

2-3-4  2-1-2  3-3-2 

【家政教育】4-3-3 

【資訊教育】5-3-1  5-3-2 

第廿一週 
| 

第廿二週 

[綜合]3-3-1  4-3-1 大甲囝仔動起來 

(服務學習) 
4 實作 

 【環境教育】2-2-1 

【性別平等教育】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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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公立仁德區大甲國小學 109學年度第二學期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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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節  本學期共（36）節 

課程目標 

1. 能以合宜態度及行為與不同性別者相處。 

2. 探討不同性別間的互動方式帶給當事人的感受及想法。 

3. 觀察不同性別間的互動並探討良好互動的關鍵因素。 

4. 訪問不同性別互動良好的代表人物。 

5. 學會維持良好人際關係的方法，能適當的化衝突、拒絕他人不合理的要求。 

6. 分享與家人互動的感受與想法。 

7. 省思自己與家人互動方式，並以合宜的行動去表達對家人的感謝與體諒。 

8. 訪問並觀察家人的生活方式。 

9. 找出影響家人生活方式的因素，覺察家人生活方式受到其價值觀、生活背景及工作等因素影響。 

10. 觀察並記錄家人的需求及困擾。 

11. 透過實踐行動，增加和家人之間的情感。 

12. 分享和家人互動後的感受與想法。 

13. 發現與家人常見的溝通方式。 

14. 探究不同溝通方式對生活的影響。 

15. 分析家人行為背後的原因。 

16. 熟練跑步、球類及協調運動，並在活動過程中培養合群的態度。 

17. 掌握身體律動的技巧，激發肢體創作的能力。 

18. 學習團隊合作的運動項目，並展現肢體的協調能力。 

19. 利用環境異常變化心智圖分析環境變化原因、影響和因應策略。 

20. 討論全球暖化對臺灣環境和生態的衝擊。 

21. 討論全球暖化對日常生活的影響。 

22. 分享臺灣環境異常變化的想法和感受。 

23. 落實節能減碳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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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討論並落實節電、節水行動。 

25. 共同討論節能減碳宣言的做法。 

26. 認識並愛惜自我，學習拒絕網路不當誘惑。 

27. 覺察食品安全的重要性，認識食品中毒相關概念。 

28. 能檢視教室、校園、社區及居家環境的安全。 

29. 認識社會服務團體。 

30. 了解社會服務的意義。 

31. 規畫團體的社會服務方案。 

32. 實踐體驗團體的社會服務。 

33. 分享體驗社會服務對自己的意義。 

相關領域 健康與體育、綜合、藝術與人文、語文、社會 

能力指標 

(總綱核心素養) 

[社會] 

1-3-1瞭解生活環境的地方差異，並能尊重及欣賞各地的不同特色。 

7-3-1 瞭解個人透過參與各行各業的經濟活動，與他人形成分工合作的關係。 

[健體] 

3-2-4 了解運動規則，參與比賽，表現運動技能。 

5-2-1 覺察生活環境中的潛在危機，並尋求協助。 

[綜合] 

3-3-1以合宜的態度與人相處，並能有效的處理人際互動的問題。 

4-3-1探討周遭環境或人為的潛藏危機，運用各項資源或策略化解危險。 

4-3-2參與計畫並從事戶外活動，從體驗中尊重自然及人文環境。 

[藝術與人文] 

1-3-3 嘗試以藝術創作的技法、形式，表現個人的想法和情感。 

[語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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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1能在聆聽過程中，有系統的歸納他人發表之內容。 

6-3-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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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境教育】 

2-2-1 瞭解生活周遭的環境問題及其對個人、學校與社區的影響。 

1-3-1藉由觀察與體驗自然，以及以創作文章、美勞、音樂、戲劇表演等形式，表現自然環境之美與對環境的關懷 

【性別平等教育】 

1-3-1 認知青春期不同性別者身體的發展與保健。 

1-3-2 認知次文化對身體意象的影響。 

1-3-4 理解性別特質的多元面貌。 

2-1-2 學習與不同性別者平等互動。 

2-2-1 瞭解不同性別者在團體中均扮演重要的角色。 

2-3-1 瞭解家庭與學校中的分工，不應受性別的限制。 

3-3-2參與團體活動與事務，不受性別的限制。 

3-3-3表達對社區公共事務的看法，不受性別限制。 

【家政教育】 

4-2-1 瞭解個人具有不同的特質。 

4-2-2 認識自己與家人在家庭中的角色。 

4-3-1 瞭解家人角色意義及其責任。 

4-3-2 運用溝通技巧與家人分享彼此的想法與感受。 

4-3-3 探索家庭生活問題及其對個人的影響。 

4-3-4 參與家庭活動、家庭共學，增進家人感情。 

【資訊教育】 

5-3-1能了解網路的虛擬特性。 

5-3-2能了解與實踐資訊倫理。 

教學期程 能力指標-代號 單元名稱 節數 表現任務(評量方式)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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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內容、學習表現) 融入議題能力指標 

第一週 
| 

第三週 

[語文]2-3-2-1  6-3-3-1 

[藝術與人文]1-3-3 

[社會] 7-3-1 

性別平權你我一起 6 口說、實作 

【性別平等教育】

1-3-1    2-2-1  

3-3-2 

第四週 
| 

第五週 

[社會] 7-3-1[語文]6-3-3-1 歸仁分局到校宣講 

(性侵害防治) 
4 紙筆、口說 

【性別平等教育】

1-3-2 2-2-1   

第六週 
| 

第七週 

[綜合]3-3-1 

[語文]2-3-2-1 家庭暴力 NO! 4 紙筆、口說 
【家政教育】4-2-2  

4-3-1 4-3-2 4-3-3 

第八週 
| 

第十一週 

[健體] 3-2-4 

[綜合] 3-3-1 
運動會 

（家庭教育） 
8 實作 

【家政教育】4-3-4 

【性別平等教育】

3-3-2 

第十二週 

| 
第十三週 

[社會]1-3-1 

[健體] 5-2-1 

[綜合] 4-3-2 

大甲溼地踏查趣 

(環境教育) 
4 實作、口說 

【環境教育】 

2-2-1 

第十四週 
| 

第十六週 

[社會]1-3-1 

[健體]5-2-1 

[藝術與人文]1-3-3 

大甲好孩子劇團 

網路沈癮防治、 

健康促進、 

人權宣導、 

交通安全 

6 實作、紙筆、口說 

【資訊教育】 5-3-

1  5-3-2 

【家政教育】4-3-2 

第十七週 
| 

第十八週 

[綜合]3-3-1  4-3-1 

大甲囝仔動起來 

(服務學習) 
4 實作 

【環境教育】 

2-2-1 

【性別平等教育】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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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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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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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