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三、四類) 

國立臺南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111學年度第一學期六年級彈性學習社會技巧課程調整計畫(□普通班/□藝才班/□體育班/■特教班) 

學習主題名稱 交朋友 實施年級 
六年級 

資源甲教室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 21 )節 

彈性學習課程 

四類規範 

3.■特殊需求領域課程 
   身障類:□生活管理▇社會技巧□學習策略□職業教育□溝通訓練□點字□定向行動□功能性動作訓練□輔助科技運用 
   資優類:□創造力□領導才能□情意發展□獨立發展 
   其他類:□藝術才能班及體育班專門課程 
4.□其他類課程 
  □本土語文/新住民語文□服務學習□戶外教育□班際或校際交流□自治活動□班級輔導□學生自主學習□領域補救教學                    

設計理念 培養主動結交朋友、與朋友溝通的技能。 

本教育階段 

總綱核心素養 

或校訂素養 

特社-E-B1  具備運用簡單的「聽、說、讀、寫、作」的語言技巧，和非語言的線索與人進行溝通。 

特社-E-C2  具備理解他人感受並樂於與人互動的態度。 

課程目標 

1.透過社會技巧，訓練結交朋友的能力。 

2.運用社會技巧，增進合宜的溝通技能。 

3.使用社會技巧，培養小組友善互動。 

配合融入之領

域或議題 

▇國語文  □英語文  □英語文融入參考指引 □本土語 

□數學    □社會    □自然科學  □藝術   ▇綜合活動 

□健康與體育   □生活課程   □科技  □科技融入參考指引 

□性別平等教育 ▇人權教育 □環境教育  □海洋教育  ▇品德教育 

□生命教育     □法治教育 □科技教育  □資訊教育  □能源教育 

□安全教育     □防災教育 □閱讀素養  ▇多元文化教育 

□生涯規劃教育 □家庭教育 □原住民教育□戶外教育  □國際教育      

表現任務 

1.最佳主角：能說出同儕的特點。 

2.暢所欲言：能分享二個以上的生活經驗或學習經驗。 

3.以禮待人：能在不同情境展現有禮貌的行為。 

4.紳士與淑女：能有禮貌的結束話題。 

5.友善小天使：能加入小組對話，並提供小組成員協助。 

課程架構脈絡 

教學期程 

(週次) 

節

數 
單元與活動名稱 

學習表現 
校訂或相關領域與 

參考指引或 
議題實質內涵 

學習內容

(校訂) 
學習目標 學習活動 學習評量 

自編自選教材 

或學習單 

1〜4 4 最佳主角 特社 2-III-5  明瞭

每個人都有獨特的

特社 B-Ⅲ-3 

自我經驗的分

提升欣賞他人

特點的能力 

1.動物世界 PPT：描述喜歡的動物 

  特點。 

學習單 

口頭發表 

1.「動物世界」PPT 

2.「各種各樣的人」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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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三、四類) 

地方，交友時不以單

一標準或條件選擇。 

國 2-Ⅲ-7  與他人

溝通時能尊重不同

意見。 

綜 1a-III-1  欣賞

並接納自己與他人。 

享。 2.「各種各樣的人」繪本：介紹這 

  個世界上有各種各樣的人，人和 

  人之間各種各樣的差異都是存在 

  的，讓學生懂得用平等的眼光接 

  納多樣的事物，讓孩子學會包容 

  ，學會平等看待與眾不同。 

3.特點大風吹：透過大風吹遊戲說， 

  出別人的特點。 

4.「最佳主角」學習單：引導學生 

  完成「最佳主角」學習單。喜歡 

  班上小朋友的哪些特點？請寫在 

  愛心小卡上，並送給這些小朋友 

  。 

實作評量   本 

3.「最佳主角」學習單 

5〜8 4 暢所欲言 特社 2-III-4  依據

情境，用適當的方式

與他人分享自己喜

歡的物品或生活經

驗。 

特社 B-Ⅲ-2 

話題的開啟與

延續。 

特社 B-Ⅲ-3 

自我經驗的分

享。 

提升經驗分享

的能力 

1.「分享」歌曲：藉由「分享」歌 

  詞，讓學生了解分享的意義。 

2.分享步驟討論： 

（1）分享什麼 

（2）何時分享 

（3）如何分享 

3.分享句型學習單：完成分享句型 

  學習單，並引導學生發表。 

學習單 

口頭發表 

實作評量 

1.「分享」歌曲 

2.「分享步驟」PPT 

3.「分享句型」學習單 

9〜13 5 以禮待人 特社 2-III-6  展現

合宜行為以維持長

時間的友誼。 

特社 B-Ⅲ-2 

話題的開啟與

延續。 

 

培養人際關係

間合宜的行為 

1.引導活動：教師說明禮貌的重要。 

2.禮貌情境演練： 

（1）打招呼：請學生想一想，看到 

     認識的人通常第一件事情要 

     做什麼？列舉打招呼的說法 

     有哪些？依照教師顯示的情 

     境來演戲，並做出合宜的打招 

     呼行為。 

口頭發表 

實作評量 

「禮貌情境演練」PPT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三、四類) 

（2）我是小記者：將學生分為(記 

     者)與(受訪者)2組，給予指 

     定採訪題目，老師引導學生思 

     考訪問他人時，該說什麼話做 

     為開頭，也可能直接進入問答 

     題目。並再引導學生思考，哪 

     種開場白是最有禮貌的。接著 

     進行配對採訪，上台練習採訪 

     實況，老師提醒注意事項，之 

     後互換身分再練習。 

（3）主客場：請學生想一想，當家 

     裡來了客人時，應該做什麼準 

     備，客人來了要說什麼話，做 

     那些事呢？請學生想一想，當 

     跟著爸爸媽媽到親戚朋友家 

     該說什麼話，該做什麼事。最 

     後進行狀況劇演練，分配角 

     色:小客人或小主人，演看看 

     該說什麼話，做哪些事。 

3.總結:讓學生發表上述演練心得 

  ，覺得什麼樣的話語聽起來有禮 

  貌，你喜歡別人對你說話有禮貌 

  嗎？ 

14〜17 4 紳士與淑女 特社 2-III-3  使用

適當的技巧與人談

話，並禮貌的結束話

題。 

特社 B-Ⅲ-4 

自我需求與困

難的表達。 

提升禮貌表達

需求的能力    

1.示範結束話題情境：教師示範如 

  何有禮貌的結束話題。 

2.「禮貌的結束話題」句型學習單 

  ：完成學習單，並引導學生發表 

  。 

3.「禮貌的結束話題」演練：透過 

學習單 

口頭發表 

實作評量 

1.「結束話題情境」PPT 

2.「禮貌的結束話題」 

  句型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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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角色扮演，練習如何禮貌的結束 

  話題。 

18〜21 4 友善小天使 特社 3-III-2  主動

參與課堂或小組討

論，並在小組中主動

對他人提供協助。 

綜 2b-III-1  參與

各項活動，適切表現

自己在團體中的角

色，協同合作達成共

同目標。 

特社 C-Ⅲ-1 

不同學習情境

變化的適應與

調整。 

 

提升小組互動

的能力 

1.加入對話：透過抽物品聊天的活 

  動練習加入對話。 

2、問題討論：透過問題探討加入對 

   話的時間點與內容。 

3、成功的步驟：認識並朗讀加入對 

   話的行為步驟。 

4、角色扮演：透過角色扮演單進行 

   模擬演練。 

5、加入對話賓果：透過卡牌進行主 

   題式對話，成功加入該主題對話 

   的人可以獲得一枚代幣，代幣在 

   賓果卡上連線成功者獲勝。 

6.友善互動-學生輪流投籃，並相互 

  鼓勵。 

7.問題探討： 

 (1)什麼是鼓勵？什麼時候要給 

    人鼓勵？為什麼要給人鼓勵？ 

 (2)什麼時候要提供協助？提供協 

     助時，你可以怎麼說？  

8.角色扮演：透過角色扮演單進行 

  各種情境的模擬演練。 

9.練習活動： 

 (1)活動-少了什麼。 

 (2)活動-板擦平衡接力賽。 

 (3)活動- 助人小站。 

口頭發表 

實作評量 

1.「加入對話」PPT 

2.「友善互動」PPT 

3.「練習活動」PPT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三、四類) 

國立臺南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111學年度第二學期六年級彈性學習社會技巧課程調整計畫(□普通班/□藝才班/□體育班/■特教班) 

學習主題名稱 性別的人我關係 實施年級 
六年級 

資源甲教室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 18 )節 

彈性學習課程 

四類規範 

3.■特殊需求領域課程 
   身障類:□生活管理▇社會技巧□學習策略□職業教育□溝通訓練□點字□定向行動□功能性動作訓練□輔助科技運用 
   資優類:□創造力□領導才能□情意發展□獨立發展 
   其他類:□藝術才能班及體育班專門課程 
4.□其他類課程 
  □本土語文/新住民語文□服務學習□戶外教育□班際或校際交流□自治活動□班級輔導□學生自主學習□領域補救教學                    

設計理念 培養良好的多元性別之互動技巧。 

本教育階段 

總綱核心素養 

或校訂素養 

特社-E-B1  具備運用簡單的「聽、說、讀、寫、作」的語言技巧，和非語言的線索與人進行溝通。 

特社-E-C1  具備理解道德與是非判斷的能力，並遵守學校基本規範與法律的約束。 

特社-E-C2  具備理解他人感受並樂於與人互動的態度。 

課程目標 

1.藉由社會技巧，與他人維持適當的空間及身體接觸。 

2.運用社會技巧，訓練合宜的多元性別互動技能。 

3.使用社會技巧，培養小組合作能力。 

配合融入之領

域或議題 

▇國語文  □英語文  □英語文融入參考指引 □本土語 

□數學    □社會    □自然科學  □藝術   ▇綜合活動 

□健康與體育   □生活課程   □科技  □科技融入參考指引 

▇性別平等教育 ▇人權教育 □環境教育  □海洋教育  □品德教育 

□生命教育     □法治教育 □科技教育  □資訊教育  □能源教育 

□安全教育     □防災教育 □閱讀素養  □多元文化教育 

□生涯規劃教育 □家庭教育 □原住民教育□戶外教育  □國際教育      

表現任務 

1.做自己身體的主人：對於不合宜的肢體接觸能勇敢說「不」。 

2.身體界限：能與他人維持適當的空間及身體接觸。 

3.多元性別面面觀：能用適當方式與多元性別的人進行互動。 

4.妥協與合作：展現小組合作能力。 

課程架構脈絡 

教學期程 

(週次) 

節

數 
單元與活動名稱 

學習表現 
校訂或相關領域與 

參考指引或 
議題實質內涵 

學習內容

(校訂) 
學習目標 學習活動 學習評量 

自編自選教材 

或學習單 

1〜5 5 做自己身體的主人 特社 2-III-14  勇

敢表達對他人不當

觸摸或語言的反感。 

特社 B-Ⅲ-4 

自我需求與困

難的表達。 

建立自我保護

的能力。 

1.認識合宜的肢體接觸：經過對方 

  同意之下的碰觸就是合宜的肢體 

  接觸。 

學習單 

口頭發表 

實作評量 

1.「做自己身體的主 

  人」PPT 

2.「勇敢說不」學習單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三、四類) 

綜 3a-III-1  辨識

周遭環境的潛 藏危

機，運用各項資源或

策略化解危機。 

特社 B-Ⅲ-5 

多元性別互動

與自主。 

2.做自己身體的主人：從人體圖中 

  ，用紅色的筆標示出不能被碰觸 

  的隱私處。 

3.認識令人感到不舒服的接觸行為 

  與言語類型。 

4.「勇敢說不」學習單：引導學生 

  選擇正確的表達方法。 

5.「勇敢說不」演練：透過角色扮 

  演，練習「勇敢說不」。 

6〜10 5 身體界限 特社 2-III-15  保

持與他人相處時的

身體界限。 

國 2-Ⅲ-7  與他人

溝通時能尊重不同

意見。 

特社 B-Ⅲ-5 

多元性別互動

與自主。 

建立適當的肢

體接觸方式。 

1.要與他人維持適當的空間及身體 

  接觸的原因： 

（1）讓別人和自己有舒適的感受 

（2）尊重別人的身體 

（3）避免病菌的傳染 

2.分辨不同的對象，有不同的方式： 

（1）父母：可以擁抱、親吻，拉拉 

     手。  

（2）長輩：說話時可能要至少保持 

     50 公分的距離，不要太靠 

     近，以免給予壓迫感。  

（3）同學和朋友：講話時至少保持 

     30 公分的距離，不要隨意碰 

    觸對方的身體，但可以拍拍肩 

    膀。  

（4）陌生人：對馬路上不熟悉的陌 

    生人不要太靠近，可以保持一 

    公尺的距離。若有狀況可以馬 

    上離開。  

（5）醫生或護士：可能因為醫療的 

口頭發表 

實作評量 

「身體界限」PPT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三、四類) 

     需要，醫生或 護士會碰觸較 

    隱私的部分。 

3.教師示範與學生練習：每位學生 

  演練後，表現正確者給予正增強 

  ；老師針對學生的缺點示範一次 

  正確的表示，然後讓學生再練習 

  一遍。 

11〜14 4 多元性別面面觀 特社 2-III-16  以

平等、尊重的態度與

方式欣賞與對待各

種性別的人。 

綜 2a-III-1  覺察

多元性別的互動方

式與情感表達，並運

用同理心增進人際

關係。 

特社 B-Ⅲ-5 

多元性別互動

與自主。 

提升多元性別

互動能力 

1.「多元性別微電影-西灣女孩」網 

  路影片欣賞：引導學生認識多元 

  性別。 

2.師生討論：與西灣女孩相處的方 

  式有哪些？ 

3.教師介紹多元性別族群。 

4.「多元性別互動」演練：透過角 

  色扮演，練習如何用適當方式與 

  多元性別的人進行互動。 

口頭發表 

實作評量 

1.「西灣女孩」網路 

  影片 

2.「多元性別族群」PPT 

 

15〜18 4 妥協與合作 特社 3-III-3  服從

小組決議並完成指

派的工作。 

綜 2b-III-1  參與

各項活動，適切表現

自己在團體中的角

色，協同合作達成共

同目標。 

 

特社 C-Ⅲ-1 

不同學習情境

變化的適應與

調整。 

 

培養小組合作

能力 

1.暖身活動-小組以肢體排字。 

2.問題探討： 

 (1)妥協是什麼？為什麼要妥 

    協？  

 (2)什麼時候需要合作？為什 

    麼合作很重要？ 

3.角色扮演：透過角色扮演單進 

  行各種情境的模擬演練。 

4.練習活動： 

(1)活動-畫購物中心。 

(2)桌遊-漢英七彩卡。 

(3)活動-搭橋過河。 

口頭發表 

實作評量 

1.「妥協與合作」PPT 

2.「練習活動」PPT 

3.「漢英七彩卡」桌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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