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6-1彈性學習課程計畫(九貫版) 

 

臺南市公立關廟區深坑國民小學 109學年度第 1學期 五 年級彈性學習 重大議題 課程計畫 
(普通班/□藝才班/□體育班/□特教班) 

教材來源 自編教材 教學節數 每週（1）節  本學期共（18）節 

課程目標 

【性別平等】 

1.從各種職業成功人物的探討中，了解一般人的刻板印象及產生的影響。 

2.藉由成功人物的故事，知道兩性生涯發展是可以突破性別的限制。 

【性侵害防治】 

1.了解預防性侵害的做法。 

2.知道性侵害發生時，正確的應變及求助管道。 

【家庭教育】 

1. 認識不同的家庭結構，瞭解家庭成員組成並非ㄧ成不變。 

2. 接受家庭結構會改變的事實，並培養抒發壓力與面對的勇氣。 

3. 感受父母對孩子的愛，進而珍惜愛護自己的生命。 

4.學習表達自己的情緒，提供家人愛與關懷。 

3.野菜有那些用途與功能 

【家庭暴力防治】 

1.能了解何謂家庭暴力。 

2.了解遭受家庭暴力者可能出現的徵兆。 

【環境教育】 

1.認識鄉村野菜的特性 

2.辨別鄉村野菜 

相關領域  

能力指標 

(總綱核心素養) 

【性別平等教育】 

1-3-1 知悉自己的生涯發展可以突破性別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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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了解兩性生涯發展歷程的異同。 

【性侵害防治】 

2-3-6  關懷受到性別歧視或性侵害的同儕。 

2-3-10分析各類問題與性別角色的關係。 

【家庭教育】 

I-1-3-3覺察家庭轉變，並以正向的態度面對家庭出現的轉變或逆境。 

【家庭暴力防治】 

6-2-2 了解家庭在增進個人發展與人際關係上的重要性。 

6-2-4 學習有效的溝通技巧與理性的情緒表達，並認識壓力。 

【環境教育】 

2-3-2-1察覺植物根、莖、葉、花、果、種子各具功能。照光、溫度、溼度、土壤影響植物的生活，不同棲息地適

應下來的植物也各不相同。發現植物繁殖的方法有許多種。 

融入議題之能力指標

(議題實質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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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週 

08/30-09/05 

08/31(一)開學日 

【性別平等教育】 

1-3-1 

◎性平國教輔導團教案 

【「火星」撞地球】 

活動一：觀賞影片「我的火

星媽媽」，並請學生分組討

論新住民的稱謂，最後各組

上台發表，教師總結要學會

尊重新住民，勿歧視。 

1 分組討論，上台發表 

 

第 2週 

09/06-09/12 

【性別平等教育】 ◎尊重別人 

活動一：導讀繪本【威廉的
1 讀懂故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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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洋娃娃】 

第 3週 

09/13-09/19 

【性別平等教育】 

1-3-1 

◎尊重別人 

活動二：討論【威廉的洋娃

娃】故事內容 

1 分組討論，說出故事大意 

 

第 4週 

09/20-09/26 

09/26(六)補 10/02 (五)彈

性放假課程 

【性別平等教育】 

1-3-1 

1-3-2 

◎職業大探索 

活動一：分組聯想，列出大

約 20 種職業名稱，請各組

選擇 4～5種職業，進行「人

物聯想」，寫出聯想到的人

物，請各組發表結果，並請

別組補充。 

活動二：分組討論對以下人

物的認識：居禮夫人、證嚴

法師、呂秀蓮女士。這些人

物成功的原因是什麼？請

各組討論後上台發表。 

2 
分組討論，完成人物聯想

單，上台發表。 

 

第 5週 

09/27-10/03 

10/01(四)中秋節 

10/2(五)彈性放假 

  0  

 

第 6週 

10/04-10/10 

10/9(五)彈性放假 

10/10(六)國慶日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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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週 

10/11-10/17 【性別平等教育】 

1-3-1 

1-3-2 

◎職業大探索 

活動三：分組討論，一般人

對職業存有哪些性別刻板

印象？影響一個人工作上

成功的因素是什麼？請各

組討論後上台發表。 

1 分組討論，上台發表 

 

第 8週 

10/18-10/24 

【性侵害防治教育】 

2-3-6 

◎性侵害 Say NO！ 

活動一：請學生分組蒐集剪

報資料，討論發生在兒童性

侵害事件中，發生的地點、

時段及加害人，分析責任歸

屬，找出較危險的情境分別

列舉上述若干的危險情境

(如必須一個人走暗巷，剛

好也有一陌生男人在後面

時)，討論應變的方法、求助

的管道。 

1 蒐集剪報，分組討論 

 

第 9週 

10/25-10/31 【性侵害防治教育】 

2-3-6 

2-3-10 

◎性侵害 Say NO！ 

活動二：關於約會強暴：教

師補充說明如何避免約會

強暴？並重點歸納，對於性

侵害有正確的應變方式，並

能懂得預防。 

1 回答問題 

 

第 10週 

11/01-11/07 

【性侵害防治教育】 ◎性侵害 Say NO！ 

活動三：各組將探討的內
1 

完成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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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一 次 學 習 評 量

11/03(二)-11/04(三) 

2-3-10 容，選定主題，設計一張反

性侵害的主題海報，並討論

宣導方式(口頭、表演……) 

第 11週 

11/08-11/14 
【家庭教育】 

I-1-3-3 

◎永遠愛你 

活動一：導讀繪本【我有

兩個家】 

活動二：討論【我有兩個

家】故事內容 

1 
讀懂故事內容 

分組討論，說出故事大意 

 

第 12週 

11/15-11/21 
【家庭教育】 

I-1-3-3 

◎永遠愛你 

活動三：【我有兩個家】角

色扮演 

1 
分組取用故事中的一段

演出，並加入適當的台詞 

 

第 13週 

11/22-11/28 

【家庭教育】 

I-1-3-3 

◎永遠愛你 

活動四：愛的便利貼 
1 完成「愛的便利貼」海報 

 

第 14週 

11/29-12/05 

【家庭暴力防治】 

6-2-2 

◎不再忍氣吞聲 

活動一：影片欣賞：教師播

放「哪吒計畫－家庭暴力目

睹少年影帶」，教師進行家

庭暴力問答，並說明家庭暴

力對個人成長或生活可能

有的影響。 

1 欣賞影片，回答問題 

 

第 15週 

12/06-12/12 【家庭暴力防治】 

6-2-4 

◎不再忍氣吞聲 

活動二：情境急轉彎：教師

說明一則家暴情境故事。 

   小珍從小就在爸媽的呵

護下長大，不料這幾年，因

1 情境討論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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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爸爸經商失敗，使得家裡

的經濟狀況陷入窘境，爸爸

幾次的努力還是沒有結果，

後來爸爸開始酗酒來紓解

壓力，但喝完酒後，會對媽

媽拳打腳踢，而且情況越來

越嚴重。小珍每次看到這種

情況都會害怕哭泣，情緒上

也會恐懼、焦慮，擔心暴力

再度發生，害怕失去父母，

不敢表達憤怒的情緒……，

也覺得很羞恥，認為只有我

家有家庭暴力，覺得丟臉。 

教師進行情境探討。 

第 16週 

12/13-12/19 

【家庭暴力防治】 

6-2-4 

◎不再忍氣吞聲 

活動三：腦力激盪：教師根

據上堂課的內容請學生思

考萬一不幸面臨這些情況，

可以如何保護自己，請學生

自由發表並記錄於黑板，教

師依序澄清方法的可行性。 

1 回答問題，上台發表 

 

第 17週 

12/20-12/26 

【環境教育】 

2-3-2-1 

◎野菜大哉問 

活動一：教師以各類野菜資

料與圖片製成投影片向學

1 專心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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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說明野菜生長來源與特

性。 

第 18週 

12/27-01/02 

01/01(五)元旦 

  0  

 

第 19週 

01/03-01/09 
【環境教育】 

2-3-2-1 

◎野菜大哉問 

活動二：教師請學生發表舉

例一種野菜說明還有那些

用途。 

1 上台發表 

 

第 20週 

01/10-01/16 

 第 二 次 學 習 評 量

01/12(二)-01/13(三) 

【環境教育】 

2-3-2-1 

◎野菜大哉問 

活動三：教師請學生查詢平

板電腦如何愛護野菜，並做

成海報。 

1 完成海報 

 

第 21週 

01/17-01/20 

01/20(三)休業式 

 

 0 

  

總節數 18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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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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公立關廟區深坑國民小學 109學年度第 2學期 五 年級彈性學習 重大議題 課程計畫 
(普通班/□藝才班/□體育班/□特教班) 

教材來源 自編教材 教學節數 每週（1）節  本學期共（18）節 

課程目標 

【性別平等】 

1.知道各種行業都是成功的道路，職業沒有分貧賤、性別之分。  

【性侵害防治】 

1.了解預防性侵害的做法。 

2.知道性侵害發生時，正確的應變及求助管道。 

【家庭教育】 

1.向祖父母學習老祖先留下來的智慧。 

2.能養成對自然環境保護的觀念。 

3.能了解自己與社會的關係是密不可分。 

【性別平等教育】 

1.由想像未來的自己，初探自己的生涯規畫。 

2.知道兩性生涯發展是可以突破性別的限制。 

【家庭暴力防治】 

1.能了解何謂家庭暴力。 

2.了解遭受家庭暴力者可能出現的徵兆。 

【環境教育】 

1.認識海龜的特性 

2.知道要減塑才能讓海龜生存 

相關領域  

能力指標 

(總綱核心素養) 

【性別平等教育】 

1-3-1 知悉自己的生涯發展可以突破性別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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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侵害防治】 

2-3-10分析各類問題與性別角色的關係。 

【家庭教育】 

I-1-3-3覺察家庭轉變，並以正向的態度面對家庭出現的轉變或逆境。 

環 3-1-1經由接觸而喜愛生物,不隨意傷害生物和支持生物生長的環境條件。 

【家庭暴力防治】 

6-2-2 了解家庭在增進個人發展與人際關係上的重要性。 

6-2-4 學習有效的溝通技巧與理性的情緒表達，並認識壓力。 

【環境教育】 

環 1-1-1能運用五官觀察來探究環境中的事物。 

融入議題之能力指標

(議題實質內涵) 

【家庭教育】 

I-1-3-4參與家庭活動，並省思文化及傳統如何影響個人與家庭發展。 

I-2-2-4參與家庭活動並分享參與家庭活動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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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週 

02/17-02/20 
02/18(四)開學日 

02/20 (六)補 2/17課 

【性別平等教育】 

性 1-3-1 

◎性平國教輔導團教案 

【小媽媽也能勇敢追夢】 

活動一：學生於課前先讀完

《依莉的娃娃》繪本。 

活動二：從新聞談起—播放

新聞，針對新聞內容，請學

生發表感想 

活動三：教師提問與分享 

1 回答問題 

 

第 2週 

02/21-02/27 

【性別平等教育】 ◎性平國教輔導團教案 

【小媽媽也能勇敢追夢】 
1 分組討論與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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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1-3-1 活動四： 

針對「未成年懷孕少女的處

境，國家是否已經有一些 

法令在支持呢?」為題進行

分組討論。 

活動五：各組上台發討論結

果，教師並作總結。 

第 3週 

02/28-03/06 

02/28(日)228和平紀念日 

03/01(一)彈性放假 

【性別平等教育】 

性 1-3-1 

◎行行出狀元 

活動一： 

1.教師討論「行行出狀元」

的意思。 

2.找出例證：請學生以實例

說明。 

1 回答問題 

 

第 4週 

03/07-03/13 

【性別平等教育】 

性 1-3-1 

◎行行出狀元 

活動二： 

演出「行行出狀元」：請學生

以圖畫方式，表達「行行出

狀元」的內涵。 

1 

完成畫作  

第 5週 

03/14-03/20 

【性別平等教育】 

性 1-3-1 

◎行行出狀元 

活動三： 

學生帶著自己的畫作上台

發表。 

1 

上台發表  

第 6週 

03/21-03/27 

【性別平等教育】 

性 1-3-1 

◎行行出狀元 

活動四：引導學生對自己的

1 

能做出生涯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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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涯做規劃，並告知學生職

業不分男女。 

第 7週 

03/28-04/03 

04/02(五)兒童節及民族掃

墓節彈性放假 

 

 0 

  

第 8週 

04/04-04/10 

04/05(一)兒童節及民族掃

墓節彈性放假 

【性侵害防治教育】 

2-3-6 

2-3-10 

◎性侵害完全防治一起來 

活動一：分組探討：教師請

學生分組探討在家中、公

車、校園內及公園可能發生

的危險情境，並補充說明當

時的氣候、時間與相關資

訊，讓學生可以參考並加以

運用。 

1 分組討論 

 

第 9週 

04/11-04/17 

【性侵害防治教育】 

2-3-10 

◎性侵害完全防治一起來 

活動二：教師請學生分組探

討在家中、公車、校園內及

公園可能發生的危險情境，

並補充說明當時的氣候、時

間與相關資訊，讓學生可以

參考並加以運用。 

1 

回答問題  

第 10週 

04/18-04/24 

 第 一 次 學 習 評 量

04/20(二)-04/21(三) 

【性侵害防治教育】 

2-3-10 

◎性侵害完全防治一起來 

活動三：各組將探討的內

容，選定主題，設計一張反

1 

完成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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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侵害的主題海報，並討論

宣導方式(口頭、表演……) 

第 11週 

04/25-05/01 【家庭教育】 

I-1-3-4 

I-2-2-4 

◎少年小樹之歌 

活動一：導讀【少年小樹

之歌】 

活動二：討論【少年小樹

之歌】故事內容 

1 

已在寒假閱讀完【少年小

樹之歌】這本書 

能讀懂故事內容 

分組討論，說出故事大意 

 

第 12週 

05/02-05/08 

05/03(一)母親節慶祝活動

暨成果發表會(05/01)補假 

【家庭教育】 

I-1-3-4 

I-2-2-4 

◎少年小樹之歌 

活動三：我是插畫家 
1 

學生能畫出書中主角與

爺爺奶奶互動的情形 

 

第 13週 

05/09-05/15 

【家庭教育】 

I-1-3-4 

I-2-2-4 

◎少年小樹之歌 

活動四：我想對您說 
1 

完成「給爺爺/奶奶/長

輩」的卡片 

 

第 14週 

05/16-05/22 

【家庭暴力防治】 

6-2-2 

6-2-4 

◎家暴認識 

活動一：家庭暴力問答：教

師詢問學生是否聽過家庭

暴力，並設計生活中的情

境，例如：打人、家長罰不

能吃飯等選項，請學生思考

回答是否屬於家庭暴力，並

說明家庭暴力對個人成長

或生活可能有的影響。 

1 

回答問題  

第 15週 

05/23-05/29 

【家庭暴力防治】 ◎家暴認識 

活動二：教師在黑板上寫下
1 

回答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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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6-2-4 

許多組電話號碼，學生舉手

搶答是否知道是哪個單位

的電話，例如：披薩店、警

察局……，家庭防治專線的

電話號碼，放在最後詢問學

生是否知道，引入主題，答

對最多者教師給予鼓勵。 

第 16週 

05/30-06/05 

六年級畢業考 06/01(二)-

06/02(三) 

【家庭暴力防治】 

6-2-2 

6-2-4 

◎家暴認識 

活動三：各組將探討的內

容，選定主題，設計一張反

性侵害的主題海報，並討論

宣導方式(口頭、表演……) 

1 

完成海報  

第 17週 

06/06-06/12 

【環境教育】 

環 1-1-1 

環 3-1-1 

◎減塑活動 

活動一：教師播放為「海龜

找生路」的影片 

1 

欣賞影片  

第 18週 

06/13-06/19 

06/14(一)端午節 

【環境教育】 

環 1-1-1 

環 3-1-1 

◎減塑活動 

活動二：教師根據影片，提

問問題，並請學生回答問

題。 

1 

回答問題  

第 19週 

06/20-06/26 

 第 二 次 學 習 評 量

06/22(二)-06/23(三) 

【環境教育】 

環 1-1-1 

◎減塑活動 

活動三：教師發下學習單，

學生完成學習單。 

1 

完成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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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 3-1-1 

第 20週 

06/27-06/30 

06/30(三)休業式 

 

 0 

  

總節數 18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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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