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三、四類) 

臺南市公立南區新興國民小學 111學年度三年級彈性學習新興好素養課程計畫(■普通班/□藝才班/□體育班/□特教班) 

學習主題名稱 我們這一班 
實施年級 

(班級組別) 
三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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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朋友在此時處於對兩性的身體變化感到似懂非懂的階段，藉由活動讓小朋友能了解自己身體的成長，比較與異性的成長變化有何異同，能透過活動覺察自

己的人際溝通方式，並展現合宜的互動與溝通態度和技巧，訓練自我表達的適切性,並學習喜歡自己也尊重別人。 

讓學生實際探查學校環境，了解校園的危險角落，並透過活動及教學過程，知道校園內、校園外各種危險情境的因應之道，維護自身安全免於遭受危險的危

機，也避免遭受性侵害。 

本教育階段 

總綱核心素養 

或校訂素養 

綜-E-B1覺察自己的人際溝通方式，學習合宜的互動與溝通技巧，培養同理心，並應用於日常生活。 

綜-E-A1認識個人特質，初探生涯發展，覺察生命變化歷程，激發潛能，促進身心健全發展。 

防 E5 不同災害發生時的適當避難行為。 

綜-E-A3規劃、執行學習及生活計畫，運用資源或策略，預防危機、保護自己，並以創新思考方式，因應日常生活情境。 

綜-E-A2探索學習方法，培養思考能力與自律負責的態度，並透過體驗與實踐解決日常生活問題 

課程目標 

1.觀察自己從小到大的變化。 

2.認識兩性生長的異同。 

1.能感恩老師教學的辛苦，能真心讚美別人的優點。 

2.透過互相欣賞照片，學會與他人分享自己的家庭生活點滴。 

3.能運用影片所學知識，在防震演習時，做出正確的避難行為。 

4.認識惡作劇的危險性及了解過失傷害的法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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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讚美日記」。  

2.學習爺爺奶奶愛物惜物的精神,並能利用廢棄物創作。  

3. 辨識不當的身體碰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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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了解家庭暴力的意涵，並尋求方法終止。 

5.破除性別刻板印象。 

2.欣賞兩性的特質與優點。 
 

課程架構脈絡 

教學期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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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3週  

 

3 親師百分百 【健康與體育】 

3b-II-2能於引導

下，表現基本的人際

溝通互動技能。 

【語文】 

2-II-2運用適當詞

語、正確語法表達想

法。 

1. 溝通技巧 

2. 讚美的詞

彙 

Ba-II-1  自

我表達的適切

性。 

Ba-II-2  與

家人、同儕及

師長的互動技

巧。 

1知道孔子的生

平故事及祭孔

大典儀式的意

義。  

2能認識自己任

課老師的特點。  

3.能主動接近

老師，並感恩老

師教學的辛苦。  

一. 說明「親師百分百」活動  

1.介紹本學期所有任課的老師。  

2.說明所有任課老師的專長。  

3.找出一位自己最想要接近的老師

做更深一層的了解和認識。  

4.說明孔子生平的故事。  

5.介紹紀念孔子的「祭孔大典」儀

式。  

二. 進行「親師百分百」活動  

1.對想要更深一層認識的老師釋放

友善的情誼。  

2.讚美老師。  

3.老師給予學生口頭上的回饋，或

微笑及謝謝，或摸摸小朋友的頭，

告訴他他很會關心別人。  

4.老師也對該學生給予正面的肯定

與讚美。  

5.建立親密關係第一步──友善。  

三. 記錄「親師、讚美」活動師生

對話  

1.將師生互動的對話由學生記錄下

來。  

口頭報告  

填寫學習單  

「讚美日記」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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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整理師生對話。  

3.說一說讚美別人和被人讚美的感

覺。  

4.分享愛的喜悅。  

第 4-6週 3 爺爺奶奶不一樣 【綜合活動】 

2-2-3 參與家庭事

務，分享與家人休閒

互動的經驗和感受。 

【國語】 

2-2-2-3能發展仔細

聆聽與歸納要點的

能力。 

5-2-11-1 能和別人

分享閱讀的心得。 

 

2a-II-1 覺察自己

的人際溝通方式，展

現合宜的互動與溝

通態度和技巧。 

Ba-II-1  自

我表達的適切

性。 

Ba-II-2  與

家人、同儕及

師長的互動技

巧。 

1. 主動關心

祖父母。 

2. 體認祖父

母對自己的關

心。 

3. 學會廢物

利用的方法。 

一、引起動機 

教師展示吃完橘子後的果皮，請學

生回答平常自己都是怎麼處理果

皮。 

(1)丟垃圾桶。 

(2)當玩具(做成橘子皮子彈，利用

筆管發射)。 

(3)收集後交給爸媽，爸媽會做成清

潔劑。 

二、主要活動 

(一)爺爺奶奶不一樣 

1.教師講述繪本故事：怕浪費的奶

奶。 

2.學生進行小組討論以下問題。 

(1)奶奶最常說的一句話是什麼？ 

(2)故事中的奶奶發揮創意，讓哪些

東西可以繼續使用？他分別做成了

什麼東西？ 

(3)為什麼老奶奶會覺得開燈是一

種浪費的行為？你贊成老奶奶的說

法嗎？ 

(4)你最喜歡故事中奶奶做出的哪

一種物品，為什麼？ 

(5)如果你是故事中的小男孩，你喜

歡這樣的奶奶嗎？為什麼？ 

1.能踴躍發

表。 

2.能專心聆

聽。 

3.能認真參與

討論。 

4.能尊重同學

的想法。 

 

1.繪本---怕浪費的奶

奶。 

2.繪本---爺爺一定有

辦法。 

3.學習單。 

4.八開圖畫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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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你曾經被爺爺奶奶或外公外婆

說過太浪費了嗎？是發生了什麼事

情？你覺得他們的說法合理嗎？ 

(7)你的爺爺奶奶曾經說過或做過

什麼特殊的事情，讓你留下深刻的

印象嗎？ 

3.小組成員上台報告討論問題

3.5.6.7題。 

4.教師小結：家中的長輩看過的事

情比我們多，人生經歷也比我們豐

富許多，因此多和家中的長輩相

處，和他們聊天，也會學到許多知

識，幫助我們解決問題。 

~  第一節課結束  ~ 

5.學生閱讀繪本---爺爺一定有辦

法。 

6.學生於小組內討論出本故事的重

點，並分享閱讀後的心得。 

7.教師提問，由學生舉手回答問題。 

(1)爺爺為什麼一直願意幫約瑟想

辦法？ 

(2)約瑟從爺爺身上學到了什麼？ 

(3)如果你是約瑟，你想對爺爺說什

麼？ 

(4)故事中的爺爺和之前怕浪費的

奶奶有什麼相同的地方？又有什麼

不同的地方？ 

(5)你比較喜歡兩則故事中哪一位

長輩的做法？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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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你從這兩位長輩的身上學到了

什麼事？ 

8.教師小結：約瑟的爺爺因為關心

約瑟、疼愛約瑟，所以願意一直動

腦筋幫約瑟想辦法，我們的爺爺奶

奶也一樣疼愛我們，所以常常會默

默的幫我們做許多事，希望小朋友

回家後，除了多和爺爺奶奶再一

起，學習他們的智慧，也要多關心

他們的需求，讓爺爺奶奶知道你們

也很關心他們。 

9.教師發下學習單，指導學生回家

完成學習單。 

~  第二節課結束  ~ 

(二)創意無極限 

1.教師帶領學生回憶之前兩節課的

上課內容，請學生學習兩位長輩廢

物利用的創意，從下列物品中，選

出其中一項，再次改造成可以使用

的玩具或物品，並畫出使用說明書。 

(1)穿不下的舊衣服或褲子。 

(2)寶特瓶。 

(3)空紙箱。 

(4)壞掉的水桶。 

(5)其他：由學生自行決定物品。 

2.教師發下八開圖畫紙，並請學生

對折後，形成四頁小書。 

(1)第一頁：改造前物品的樣子。 

(2)第二頁：改造方法及改造後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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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樣子。 

(3)第三頁：成品使用說明。 

(4)第四頁：使用情形及設計者。 

3.學生成果發表：請學生將完成的

小書按照選擇改造的物品分類，放

在窗台展示。 

三、歸納統整 

教師總結：爺爺奶奶的愛心，除了

會發揮創意讓許多物品可以重新利

用，也會在日常生活中想辦法幫助

我們，讓我們露出開心的笑容。所

以我們除了學會廢物利用外，也要

珍惜爺爺奶奶的心意，好好報答他

們喔！ 

 

～ 本活動結束 ～ 

第 7-13週 6 看看自己，比較別人 性別平等教育 

1-2-1 覺知身體意象

對身心的影響。 

 

1-2-2 覺察性別特質

的刻板化印象。 

 

2-2-2 尊重不同性別

者做決定的

自主權。 

2a-II-1 覺察自己

的人際溝通方式，展

現合宜的互動與溝

通態度和技巧。 

Ba-II-1自我

表達的適切

性。  

Ba-II-2與家

人、同儕及師

長的互動。  

Ba-II-3人際

溝通的態度與

技巧。 

1.觀察自己從

小到大的變化。 

2.認識兩性生

長的異同。 

3.描述自己的

特性，並接受自

己和他人的不

同。 

2.分析自我與

他人的差異，從

中學會關心自

己、尊重他人與

異性，並建立個

一、引起動機 

1.請小朋友拿出自己所來的小時候

的照片，老師隨意拿出某個小朋友

的照片，問其他小朋友是否能猜出

他是哪一位同學。 

2.詢問小朋友單就照片他們可以分

辨出小嬰兒的性別嗎？如何看出

來？ 

3.請小朋友觀察小嬰兒有哪些共同

的特徵？ 

 

二、主要活動 

1.請小朋友說出現在的自己跟小時

小朋友能確實

帶來自己的

照片。 

 

 

 

 

 

 

 

 

 

 

1.學習單。 

2.兩性生理圖。 

3.學生小時候的照片 

4.國教輔導團學習主

題 1-看看自己，比較

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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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價值觀。 後的自己有什麼不同？ 

2.回想爸爸跟媽媽有哪些外表上的

差別？請小朋友發表意見，由老師

紀錄於黑板上。 

3.老師跟小朋友介紹男生跟女生身

體結構的差異，給予完整的觀念，

鼓勵小朋友提出問題並給予解答。 

 

三、歸納統整 

1.老師說明兩性隨著年紀的成長會

有外徵上的改變。 

2.老師強調認識自己身體的重要，

並且要學習尊重別人的身體和保護

自己身體的能力。 

 

 

 

●小朋友能認

真聽老師的

解說。 

第 14-17 週 4 我要抱抱，不要家暴 【健康與體育】 

3b-II-3運用基本的

生活技能，因應不同

的生活情境。 

【綜合活動】 

3a-II-1覺察生活中

潛藏危機的情境，提

出並演練減低或避

免危險的方法。 

 

【健康與體

育】 

Db-II-3身體

自主權及其危

害之防範與求

助策略。 

【綜合活動】 

Ca-II-3生活

周遭潛藏危機

的處理與演

練。 

1. 說出家暴

發生時，可以保

護自己的方法。 

2. 能夠向家

人表達自己的

愛。 

3. 能夠知道

家暴事件發生

時的求助管道。 

一、引起動機 

播放周杰倫的「爸，我回來

了」，請學生仔細聆聽，並說出這首

歌的主題是什麼？ 

二、主要活動 

(一)「爸，我回來了」 

教師呈現「爸，我回來了」

的歌詞，由全班一起練習演唱，

再提問以下問題，由學生舉手回

答。 

1.請問歌詞中的主角看到了什

麼？ 

2.主角的爸爸為什麼會動手打

媽媽？ 

3.主角和媽媽做錯了什麼事？ 

4.作者周杰倫為什麼想要寫這

1.能專心聆

聽。 

2.能舉手回答

問題。 

3.能說出保護

歌詞主角的

方法。 

4.能說出被暴

力怪附身的

人會出現的

舉動。 

5.能知道暴力

怪不是只會

附身在男生

身上，也會

附身在女生

1.「爸，我回來了」歌

詞。 

2.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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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首歌？ 

5.以現在的說法，這首歌的主角

家中發生了什麼樣的事件？

可以打電話向哪一個單位求

救？ 

5.歌詞中的主角打算怎麼幫助

媽媽？ 

6.如果你是主角的好朋友，你會

怎麼幫助主角？ 

7.如果你是歌詞中的主角，除了

帶媽媽逃離爸爸，還可以做些

什麼事情來幫助媽媽？ 

8.你覺得跟歌詞中的爸爸比起

來，你的爸爸對你好嗎？為什

麼？ 

9.你最喜歡爸爸對你做什麼動

作？最不喜歡爸爸對你做什

麼動作？ 

(二)可惡的暴力怪 

教師說明暴力怪的特徵。 

【暴力怪】 

這個世界上有一種怪獸，他

的名字叫做暴力怪。暴力怪很喜

歡打人，特別是對方被他打得哇

哇叫時，是他最開心的時候。偏

偏他的力量很小，就算他故意動

手打人，也會因為力量太小，讓

別人根本沒感覺，讓他一點都開

心不起來。但是，暴力怪還有一

個絕招，那就是附身！只要被他

身上。 

6.能確實完成

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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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身的人，就會變得跟他一樣很

喜歡動手打人，而且他發現當那

個被他附身的人在生氣，或是喝

醉酒的時候，他們動手的力量都

特別大，總是可以把人打得哇哇

叫，所以他最喜歡附身在這種人

身上。而暴力怪最討厭每天都很

開心，隨時都笑咪咪的人，所以

暴力怪都會離這種人遠遠的，絕

對不會附身在這種人身上。 

教師說明在爸我回來了歌

曲中的爸爸就是處於被暴力怪

附身的狀態，所以才會沒有原因

就動手打人，而且喜歡打得很大

力，讓人感到害怕。而暴力怪附

身在家人身上之後，就會變成家

暴怪獸，引發家暴案件。 

請學生舉手回答下列問題： 

1.暴力怪最喜歡附身在什麼樣

的人身上？ 

2.你曾經被暴力怪附身過嗎？

那種時候你做了什麼事？ 

3.暴力怪只會附身在男生身上

嗎？你有沒有看過被暴力怪

附身的女生？ 

4.變成家暴怪獸的人最喜歡用

什麼方式攻擊別人？ 

5.當你被家暴怪獸攻擊時，應該

採取什麼樣的方式來保護自

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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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學生想像暴力怪的模

樣，將它畫在學習單上，並且將

保護自己的方法寫下來。 

  (三)我的家庭真可愛 

由於暴力怪最討厭每天都

笑咪咪的人，因此如果我們不希

望自己或家人被暴力怪附身，最

好的方法就是保持愉快的心

情。所以請小朋友寫出能夠讓爸

媽保持愉快心情的三種方法，讓

他們可以遠離暴力怪的身邊。 

三、歸納統整 

平時我們可以讓自己和家人保

持開心的心情，避免暴力怪附身到

我們身上。例如幫忙家人做事或是

給家人一個愛的擁抱都是很好的方

法。但是如果家人已經被暴力怪附

身，變成家暴怪獸時，也要能夠採

取報護自己的措施，將傷害減到最

低，讓自己可以平安的生活。 

～ 本活動結束 ～ 

第 18-21 週 3 安全小達人 【社會】 

6-2-2 舉例說明兒

童權、學習權、隱私

權及環境權與自己

的關係，並知道維護

自己的權利。 

【健康與體育】 

5-2-1 覺察生活環

境中的潛在危機並

【健康與體

育】 

Db-II-3 身體

自主權及其

危害之防範

與 求 助 策

略。 

【 綜 合 活

動】 

Ca-II-3 生活

1.探查校園環

境，了解校園環

境。 

2.知道校園內

外的危險，並學

會處理危險。 

3.知道保護自

身安全的方法。 

4.能實際演練

準備活動 

教師於課前先先畫出校園

簡略地圖﹝影印放大使用﹞，並

校園地圖分成六大區域，讓六組

學童各負責一個區域，供學童於

課程中使用。 

 

一、引起動機 

老師播放網路上校園意外

1.能認真觀賞

影片。 

2.能認真參與

活動。 

3 認真參與討

論及踴躍發

表意見。 

1.學校地圖。 

2.校園意外影片。 

6.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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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求協助。 

5-2-2 判斷影響個

人及他人安全的因

素並能進行改善。 

5-2-3 評估危險情

境的可能處理方法

及其結果。 

【綜合活動】 

4-2-1 辨識各種人

為的危險情境，並演

練自我保護的方法。 

4-2-3 了解自己在

各種情境中可能的

反應，並學習抗拒誘

惑。 

周遭潛藏危

機的處理與

演練。 

遠離危險的因

應之道。 

的相關影片一則，讓學童認識校

園到處充滿危險，提醒學童在學

校活動時，隨時注意自己的安

全。 

二、主要活動 

1.進行「校園大探索」活動： 

﹝1﹞老師說明活動進行方式：

將學生分為六組，發下校

園簡略地圖，請各組學生

分別到所負責的區域進行

探查，並紀錄危險的地點

及可能發生的危險於地圖

上。 

﹝2﹞老師提醒學童注意事項：

請各組學童到校園進行探

查時，要注意自己的安

全，並且保持安靜，不可

嬉鬧而影響他人上課。 

﹝3﹞老師說明記錄要點：將危

險的地方用紅色彩色筆直

接標註在地圖上，並在旁

邊紀錄可能發生的危險。 

﹝4﹞與學童約定時間，時間到

請回到教室集合。 

2.各組學童到所負責的區域，實

際進行探查活動，並做紀錄。 

3.請各組學童派代表分享探查

的結果，並說明校園危險的地

方，老師適時加以說明，並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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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童能在分享過程裡，提出問

題加入討論。 

4.老師歸納說明校園的危險地

方，及所發生的危險，請學童

非必要不要到危險的地方玩

耍，以免發生危險。 

三、統整活動 

老師總結歸納說明透過探

查活動，我們將更了解校園的環

境，也可以發現校園到處都有危

險，尤其角落或頂樓，很容易發

生危險，而且校園是一個開放的

環境，雖有門禁管制，但有心人

士仍可能會闖進來，所以在校園

裡應隨時保持警覺，隨時注意自

身的安全，才能免於危險之中。 

 

～ 第一、二節課結束 ～ 

 

一、引起動機 

老師大略講述「小紅帽與大野

狼」的故事，說明小紅帽貪玩、沒

有提高警覺，讓大野狼有機可趁，

以致於自己和外婆都陷入危險。如

果小紅帽能多對四周環境提高警

覺，也許她就可以避開許多危險。 

 

二、主要活動 

1.老師引導全班共同討論校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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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安全問題：討論校園中哪些

角落較危險？ 

（陰暗角落、地下室、停車場、

偏僻的地方、廁所，這些地方

容易躲藏壞人、容易發生意

外。） 

2.老師討論引導全班共同在校

園內如何注意自己的安全？ 

﹝1﹞不要太早到學校。 

﹝2﹞盡量不要一個人自己四處

玩。 

﹝3﹞上廁所盡量結伴而行。 

﹝4﹞不要隨便和校園內的陌生

人交談或帶他前往一些地

方。 

﹝5﹞遵守校園安全規則。 

﹝6﹞遇到可疑的人、事、物要

馬上報告師長。 

三、歸納統整 

老師歸納說明校園內有些

地方較少人，應盡量避免到那些

地方，若有不得已，也不要單獨

前往。不要以為校園一定安全，

還是有一些危險，而當你在校園

內發生危險，可以大叫求救，而

當你看到同學發生危險也應該

協助他並馬上通知校園內的師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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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節課結束 ～ 

 

◎教學期程請敘明週次起訖，如行列太多或不足，請自行增刪。 
◎依據「學習表現」之動詞來具體規劃符應「學習活動」之流程，僅需敘明相關學習表現動詞之學習活動即可。 
◎彈性學習課程之第 4類規範(其他類課程)，如無特定「自編自選教材或學習單」，敘明「無」即可。 
 
 

臺南市公立南區新興國民小學 111學年度三年級彈性學習新興好素養課程計畫(■普通班/□藝才班/□體育班/□特教班) 

學習主題名稱 我們這一班 
實施年級 

(班級組別) 
三年級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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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陌生人的性騷擾學生通常都會具有較高的警覺性，但是如果發生在熟識的人身上，反而就容易被忽略，因此希望透過本活動的設計，讓學生能夠重視發

生在家中的性騷擾，並且了解發生在家中的性騷擾，也是屬於家暴的一種。 

現在的學生往往強調自己所擁有的權利，但是卻忘了也有應盡的義務因此希望透過本活動的設計，讓孩子查覺到自己所負的義務，並且更積極的參與家庭活

動，了解參與家庭活動的重要性。 

本教育階段 

總綱核心素養 

或校訂素養 

綜-E-A3 規劃、執行學習及生活計畫，運用資源或策略，預防危機、保護自己，並以創新思考方式，因應日常生活情境。  

綜-E-A1 認識個人特質，初探生涯發展，覺察生命變化歷程，激發潛能，促進身心健全發展。  

綜-E-B1 覺察自己的人際溝通方式，學習合宜的互動與溝通技巧，培養同理心，並應用於日常生活。  

社-E-C1培養良好的生活習慣，理解並遵守社會規範，參與公共事務，養成社會責任感，尊重並維護自己和他人的人權，關懷自然環境與活動，關懷自然生

態與人類永續發展，而展現知善、樂善與行善的品德。  

藝-E-C2透過藝術實踐，學習理解他人感受與團隊合作的能力。  

 

課程目標 

1.能觀察並清楚敘述與家人和親戚互動的情形。 

2.察覺與家人和親戚之間互相關懷互助的情誼。 

3.能正確並有禮貌的稱呼親友。 

4.知道如何和家人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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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能計畫一個適合全家的休閒活動。 

6.認識家庭潛在危機的預防方法。 

7.了解家庭潛在危機的處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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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覺「家庭危險訊號」,發展社會資源網絡，減低暴力傷害。 

2.隨時提高警覺，懂得保護自己。 

3.能和家人一起規劃進行休閒活動。 

課程架構脈絡 

教學期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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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週-第 4

週 

4 我要安全的家 【性別平等教育】 

2-2-4 尊重自己與他

人的身體自主權。 

2-2-5 認識性騷擾與

性侵害的類型。 

【綜合活動】 

2-2-3 參與家庭事

務，分享與家人休閒

互動的經驗和感受。 

【社會】 

6-2-2 舉例說明兒童

權(包含學習權、隱

私權及身體自主權

等)與自己的關係，

並知道維護自己的

權利。 

【健康與體

育】 

Db-II-3身體

自主權及其危

害之防範與求

助策略。 

【綜合活動】 

Ca-II-3生活

周遭潛藏危機

的處理與演

練。 

 

1. 認識性騷

擾。 

2. 學會遇到

性騷擾時的處

理方法。 

3. 懂得求助

的方法。 

一、引起動機 

教師展示一張大人正要親吻小朋友

的照片。請學生舉手發表，如果那

個小朋友是自己，但是大人是代表

不同身分的人，他會有什麼樣的感

受？ 

(1)是一個陌生人。 

(2)是爸媽認識的人，但是自己不認

識。 

(3)是平常很熟的親戚。 

(4)自己的爸媽。 

二、主要活動 

(一)認識隱私權及性騷擾 

1.教師請學生舉手發表。 

(1)自己不喜歡別人碰觸身體的什

麼地方？  

 

1.能仔細聆聽

並認真思

考。 

2.能踴躍回

答。 

3.能確實完成

學習單 

1.大人正要親吻小朋

友的照片。 

2.三種情境單各兩份。 

3.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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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與體育】 

1-1-5 討論對於身體

的感覺與態度，學習

尊重身體的自主權

與隱私權。 

(2)如果有人碰到自己的這些部

位，你會有什麼樣的感覺？ 

(3)如果對方是不小心碰觸到這些

部位，你可以怎麼做？ 

(4)如果對方只是偷看，沒有碰觸你

的身體，這樣做可以嗎？為什麼？ 

(5)如果有人想要碰觸你的身體或

是故意碰觸到這些部位，你可以怎

麼做？ 

2.教師引導說明。 

(1)每個人對自己的生活、身體擁有

的自主權，這個權利就是隱私權，

任何人沒有經過你的同意，都不能

也不可以碰觸你。 

(2)只要是會讓心裡不舒服或是感

到恐懼的行為，都是性騷擾，就算

只有用眼睛偷看，沒有用手直接碰

到身體也是不可以的。 

(3)當對方是不小心碰到自己，讓自

己感到不舒服時，應該要勇敢地說

出來，請他不要再這樣。如果是我

們不小心碰到對方，也要立刻向他

說對不起，並且不可以再做出同樣

的行為。 

(4)當對方是故意這樣做時，要立刻

逃開，或是告訴他不可以這樣做，

並且找到父母或老師，請這些大人

幫忙。 

(二)我要安全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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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將班上成員分成六小組，每一小

組派一位同學抽取情境單，請各小

組針對不同情境下，所遭遇到的問

題進行討論，並想出合適的解決方

法。 

情境一：家裡的阿姨總是喜歡趁爸

爸、媽媽不在時，說我很乖、很可

愛，並且摸我的頭、背部及屁股… 

情境二：爸爸每次喝酒之後，就喜

歡拉著我，一直對我說他很喜歡

我、很愛我，因為我很乖、很聽話，

而且還會抱我、親我、摸我的身體… 

情境三：哥哥每次都說要跟我比看

看誰的力氣比較大，然後故意壓在

我身上，一直都不肯下來… 

2.小組發表：請各小組上台說明所

抽到的情境內容，並且提出小組討

論後的解決方法。教師於各組發表

後，進行解說。 

3.教師引導說明：這些不愉快的碰

觸就算發生的對象是自己的家人或

是認識的人，只要讓人感到緊張、

害怕或是不舒服，仍然要勇敢地拒

絕、避免和他單獨在一起，並且告

訴父母或是值得信賴的大人。 

4.教師提問，學生舉手回答。 

(1)你認為剛才所提到的情境，如果

一直重複發生，算不算家暴呢？ 

(2)你所知道的家暴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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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遇到家暴時，除了告訴父母，還

可以撥打那些電話號碼求助？ 

5.教師歸納說明：家暴可以分為身

體上、精神上以及性侵害三方面，

不管發生哪一種家暴情形，都不是

小朋友的錯，而是無法自我控制的

家人所造成的問題，因此遇到家暴

時，應該要勇敢的說出來，才能夠

有一個安全的家。 

6.教師指導學生完成學習單。 

三、歸納統整 

遇到家暴事件時，一定要記得曾經

學過保護自己的方法，避免自己受

傷，並且設法向其他人求救。如果

是知道其他人遇到家暴，也可以想

辦法幫忙他們，小朋友的年紀雖然

比較小，但是仍然可以發揮幫助別

人的力量的。 

～ 本活動結束 ～ 

第 5週-第 8

週 

3 安全小達人 3a-II-1 覺察生活

中潛藏危機的情

境，提出並 演練減

低或避免危險的方

法。 

Ca-II-1生活

周遭潛藏危機

的情境。  

Ca-II-2生活

周遭危機情境

的辨識方法。  

Ca-II-3生活

周遭潛藏危機

的處理與演

練。 

1.能夠了解自

己是身體的主

人，他人不可隨

意碰觸。 

2.能夠知道保

護自己免於遭

受性侵害的行

為。 

3.能夠辨認加

害者並沒有一

一、引起動機 

全班共讀繪本〝怪叔叔〞﹝小豬胖

臉兒和他的朋友小領結非常擔心會

碰到怪叔叔，他們絞盡腦汁想光了

他們可以想到的辦法要去對付不懷

好意的怪叔叔……﹞。 

共讀後，進行全班討論： 

﹝1﹞主角想了哪些方法對付怪叔

叔？ 

﹝2﹞壞人可能會利用什麼方式接

1.能專心觀看

影片。 

 

 

 

2.能用心演練

出正確的應

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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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外貌或樣

子。 

5.了解預防性

騷擾的做法。 

6.指出遇到性

騷擾或不安全

狀況時，可以採

取的做法。 

近小朋友？ 

二、主要活動 

1.配合學生的日常生活經驗，由小

組討論與分享、表達每天的上學途

中可能遇到的人、事、物等景象，

想想自己在途中，可能會遇到那些

危險。 

2.老師引導全班共同討論校外的安

全問題： 

﹝1﹞討論校外哪些地方容易發生

危險？ 

﹝2﹞討論在校外如何注意自己的

安全？ 

不要單獨一人。 

放學後趕快回家。 

不和陌生人交談，或隨便透露家

中資料。 

不接受陌生人的東西。 

盡量走大馬路。 

3.學生分組討論當發生危險時，該

怎麼辦？ 

﹝1﹞被跟蹤時，趕快進入最近的商

店求救。 

﹝2﹞有人要捉你，大叫趕快逃離。 

﹝3﹞利用身邊的器具攻擊壞人。 

4.展示教師所收集到的學校附近社

區地圖，引導學童了解如果遇到危

險，可以向哪些商店或哪裡求救。 

三、歸納統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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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歸納說明在校外也容易發生危

險，隨時注意自身的安全，當有危

險發生時一定要保持冷靜，不要慌

張，設法向附近的大人、商家求助。 

 

一、引起動機 

觀看兒童性侵害防治網/影片學習

區/〝隨時提高警覺〞~如果在路邊

玩耍遇到壞人的話，該如何反應

呢？千萬不要呆呆的任人擺佈喔！ 

二、主要活動 

1.學童分組演練下面各情境，應該

要如何反應： 

情境一：在學校廁所看到怪怪的人。 

情境二：在路上有陌生人跟蹤我。 

情境三：隔壁鄰居阿姨說爸媽出車

禍在醫院，要帶我去看爸媽。 

情境四：自己在家，有陌生人按電

鈴。 

2.老師播放兒童性侵害防治網/兒

童繪本區/〝安全好習慣〞~媽媽常

教的事，原來是有原因的。真正走

到黑夜的空地上才能看到沒拉上窗

簾的房間，拉窗簾是個安全的好習

慣。老師歸納說明平時生活中，要

隨時提高警覺，養成注意自己安全

的習慣，才能避免陷於危險之中。 

3.老師指導學童完成「安全小達人」

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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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歸納統整 

老師歸納說明不管在校內還是校

外，隨時都要提高警覺，才能讓自

己免於危險。在日常生活中，每個

人都有可能遇到危險，除了要盡量

避免自己獨處外，真正遇到危險時

要保持冷靜，盡快逃離現場並求救。 

第 9週-第 11

週 

3 休閒活動大不同 【綜合活動】 

2-2-3 參與家庭事

務，分享與家人休閒

互動的經驗和感受。 

【社會】 

6-2-3 實踐個人對其

所屬之群體(如家庭

和學校班級)所擁有

之權利和所負之義

務。【家政教育】 

3-2-2 察覺自己家庭

的生活習慣。 

4-2-5 瞭解參與家庭

活動的重要性。 

 

Ba-II-1  自

我表達的適切

性。 

Ba-II-2  與

家人、同儕及

師長的互動技

巧。 

1. 知道參與

家庭活動的重

要性。 

2. 樂於參與

家庭活動。 

3. 實踐自己

在家庭中的義

務。 

、引起動機 

教師發下九宮格單，請學生在限時

4 分鐘內，設法在空白的八個格子

內，填入對於家庭的聯想。接著，

教師舉例說明：如果是學校，則可

以聯想到教室、操場、同學、上課

等。然後由學生提問是否還有其他

疑問，若無，則開始計時，學生開

始填寫聯想內容。 

 

二、主要活動 

1.九宮格填寫完成後，教師引導學

生將聯想到的內容進行分類。 

(1)依照權利或義務進行分類。 

(2)依照家人、家庭活動等項目進行

分類。 

2.教師與學生共同討論。 

(1)在家庭中，我們所享有的權利和

義務，除了同學聯想到的部分，還

有哪些？ 

(2)你在家裡面享受權利時，有什麼

感覺？ 

1.能填寫出九

宮格單。 

2.能將聯想內

容分類。 

3.能認真參與

討論。 

4.能踴躍發

表。 

九宮格單。 

2.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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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為什麼除了享有權利，我們還需

要盡義務？ 

(4)如果家人們都只享受權利，而不

肯盡義務，會發生什麼情況？ 

(5)你曾經為了你的家庭做過哪些

事情？當你完成之後，有什麼感

覺？ 

(6)聽完同學的分享，你認為自己在

家裡還可以做到哪些事情呢？ 

3.教師小結：我們在家中有許多事

要大家共同完成，雖然有些時候，

做這些事情會讓我們覺得遊戲的時

間減少了，但是如果能夠全家人一

起完成這些事，在過程中也會找到

不一樣的樂趣，因此希望小朋友還

是能夠多多幫忙家裡面的事情。 

4.教師引到學生回憶九宮格中所列

出的休閒活動，並思考還有哪些家

中經常進行的休閒活動。教師可引

導學生了解休閒活動不一定是戶外

活動，在家中一起下棋也是屬於休

閒活動的一種。 

5.教師發下學習單，引導學生完成

學習單。 

6.學生利用學習單，於小組內分享

平時家中所進行的休閒活動，及自

己參與休閒活動時的感受。 

7.教師提問，由學生舉手回答問題。 

(1)和家人一起進行休閒活動，讓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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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什麼感覺？ 

(2)這些休閒活動通常是由誰規

劃？你會怎麼表達自己的想法？ 

(3)安排休閒活動有哪些需要注意

的地方？ 

8.學生以小組為單位，共同討論規

劃一次的家庭休閒活動。內容須包

含：活動名稱、時間、地點、參與

的家庭成員、活動內容、需要攜帶

的物品、如果需要外出所使用的交

通方式及其他。 

9.小組上臺發表討論成果。其他同

學可針對該組別設計內容進行提

問。 

10.學生發表自己最喜歡哪一組的

設計內容及原因。 

11.教師口頭講評，並給予學生鼓

勵。 

12.教師提問，由學生舉手回答問

題。 

(1)你覺得和家人一起進行休閒活

動有哪些優點？ 

(2)當你和家人在進行休閒活動

時，如果吵架了，你會怎麼做？ 

(3)你認為和家人一起進行休閒活

動重要嗎？為什麼？ 

(4)如果你和同學約好要一起出去

玩，可是回家後卻發現家人已經安

排好一起出去玩，你會怎麼做？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三、四類) 

(5)當你期待著要和家人一起進行

休閒活動，爸爸或媽媽卻突然因為

公司的事情而無法陪伴你時，你會

有什麼反應？這時候你會怎麼做？ 

三、歸納統整 

教師總結：和家人一起參與休閒活

動，可以增進家人間的感情，讓彼

此更有話聊，也可以放鬆心情，讓

忙碌的生活得到休息，可以說是好

處多多，而同學們了解如何規劃休

閒活動後，下次也可以試試根家人

一統討論規劃休閒活動，讓全家人

都更開心！ 

 

～ 本活動結束 ～ 

第 12 週-第

17 週 

6 大家一起來 2-2-1 瞭解不同性別

者在團體中均扮演

重要的角色。 

3-2-2 檢視校園中資

源運用與分配在性

別上的差異。 

 

 

 

Bd-II-3生活

問題的創意解

決。 

 

Aa-II-1  自

己能做的事。

Aa-II-2  自

己感興趣的

人、事、物。 

Aa-II-3  自

我探索的想法

與感受。 

1.能了解作家

事無關性別。 

2.灌輸小朋友

家中每個人都

有責任負擔家

事，只要有能力

就要主動幫忙 

一、引起動機 

1.老師詢問小朋友「要使我們的班

級或校園看起來乾乾淨淨、上起課

來舒舒服服的方法有哪些？」 

2.老師詢問「我們班上在整潔活動

時間要做哪些工作？負責哪些區

域？」 

 

二、主要活動 

（一）活動進行 

1.老師先幫小朋友分組，依照打掃

區域的組別分組坐好，並選出主席

和記錄。 

2.「你所負責整潔工作有沒有發現

1.能舉手後再

發言。 

 

2.尊重每位組

員的看法和意

見並確實紀

錄。 

3.專心聆聽各

組的報告。 

 

 

 

 

學習單 

國教輔導團學習主題

2-分工合作最溫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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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什麼方法可以掃得又快又乾淨

的？」請小朋友討論並記錄下來。 

3.「我們所負責的整潔工作，有哪

些是男（女）生不能做的」？「什

麼樣的工作由男（女）生來做會女

（男）生做的好？」請小朋友討論

並記錄下來。 

4.「如果每個人的整潔工作都要重

新調整，你最想做哪一樣工作？為

什麼？」 

（二）結論發表 

1.老師請各組發表對老師所提問的

問題所做的討論結果。 

2.請小朋友能給發表者有所回饋 

ex：給予掌聲或適時發問… 

 

三、歸納統整 

1.老師對各組小朋友所發表結果的

加以統整，並詢問小朋友對此結論

有何看法。 

2.老師說明整潔工作並沒有性別上

的區分，只要肯用心去做，每一個

人都能順利完成自己所負責的工

作。 

 

～ 本活動結束 ～ 

第 18 週-第

20 週 

3 『藝』起動起來 2d-II-1體察並感知

生活中美感的普遍

Bd-II-1生活

美感的普遍性

1. 透過彈珠

滾色的遊戲，發

【活動一】 線條變變變 

(一)引起動機：教師在空中虛畫線

 參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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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與多樣性。  

2d-II-2分享自己運

用創意解決生活問

題的經驗與觀察。 

與多樣性。  

Bd-II-2生活

美感的體察與

感知。  

Bd-II-3生活

問題的創意解

決。 

現線條的種

類、變化及趣味

性。 

2. 能從身體

的事物中激發

創意，聯想出不

同的線條變化。 

3. 加強美學

的認識。 

4. 能將線條

的變化表現在

作品上。 

5. 能正確使

用撕貼的技巧。 

6. 能分享、

欣賞及展示作

品。 

條。 

(二)彈珠滾色 

1.方盒滾色 

(1)教師指導學生將圖畫紙四邊折

起約 3公分，並在重疊的正方形折

線上任選一邊剪開，四邊都各剪好

一個缺口後，再向內折並用釘書機

固定，變成無蓋方盒。可做多個方

盒，以便試驗不同滾動形式的表現。 

(2)將彈珠沾上顏料後放入紙盒中

滾動。 

2.圓形物滾色 

(1)找一個圓形物體(如飛盤、喜餅

盒蓋等)，在圖畫紙上描出形狀，剪

下來後平放於圓形物的底部。 

(2)將彈珠或短鉛筆沾上顏料後放

入滾動。 

3.活動研究：讓學生自行感受不同

形狀的盒形會有什麼不同的滾動方

式，例如：直線滾動、左右搖擺滾

動、快速滾動及慢速滾動、前後滾

動、自由滾動，依照想像的圖形滾

動(如樹葉形、海浪形)、圓形或曲

線滾動 

4.和學生一同觀察並討論這些滾動

方式產生的不同軌跡，並將學生的

發言寫於黑板。 

(1)「你滾出了幾種不同的線條

操作體驗 

 

集體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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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複習直線、曲線、折線、

長線、短線。 

(2)「你覺得哪些線條好像在動？哪

些線條像是靜止的呢？」－觀察線

條律動。 

(3)「仔細看一看，你覺得哪一條線

的速度最快？哪一條線看起來速度

最慢？」－讓學生從討論中體會線

條的速度感。 

(三)線條聯想 

1.「說說看，你滾出來的線條像什

麼？」並讓學生自由發表討論，也

可以請學生讓全班猜謎，激發創

意，增加趣味性，最後再用鉛筆輕

輕勾勒出來。 

2.將找出來的形狀塗上暖色系的顏

色，其餘的用較暗的或較亮的顏色

塗滿。 

※在「線條聯想」中，教師可配合

美學形式的線條情感，提出一些不

易於彈珠滾色中表現出來的特殊線

條形式，讓學生觀察並作實物聯

想，例如：閃電、雨、龍捲風或麻

花捲等。 

～第一節結束～ 

【活動二】創造‧創作 

(一) 教師帶領全班複習上一堂課

的線條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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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線條有哪些常見的種類？ 

2.除了基本的直線、曲線，我們還

想到了哪些變化？日常生活中有哪

些有趣的線條？ 

(二)教師發下一張圖畫紙(或回收

紙)，讓學生以手撕紙的方式嘗試撕

出線條。 

1.撕成直線、弧線、曲線、轉折線。 

2.請學生想一想，要怎樣才能撕成

最長的一條線？要怎麼撕會比較

直？試試看，撕曲線時要如何撕才

不會在轉彎的地方斷裂？ 

3.介紹徒手撕紙的小技巧 

    (1)速度要緩慢輕柔，尤其是轉

折的地方，要以另一手的指腹輕壓

以控制形狀。 

    (2)撕細長線條時，用指甲稍微

控制方向。 

4.教師提醒學生，還可利用捲、折、

撕成鬚鬚狀等技巧，讓線條更有變

化。 

(三)各小組發下一張對開的書面紙

及各色四開書面紙進行集體創作。 

1.請小組成員每個人選定一種代表

線條、創作中只能以選定的線條依

小組需要做變化。例如：有一個學

生選擇代表直線，在創作中他必須

提供各種不同的直線(長的、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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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的、細的……)，供畫面所需；另

一個學生選擇曲線，他就必須提供

大轉折曲線、小轉折曲線、波浪

線……。 

2.請小組先選定主題並先討論需要

的線條種類、形狀、長短、大

小……，再開始進行創作，將撕下

的紙條作組合，構成畫面。 

3.黏貼時膠水在紙條背面，勿塗底

紙再黏貼色紙，以色底紋紙多餘的

膠水會弄髒畫面。底紙可選用彩色

畫面紙，或是作品完成後再畫上點

景的人或物品。 

※小組的主題不一定侷限於具象的

物體 

 (四)欣賞與分享 

1.觀察及欣賞畫面中使用的線條變

化。 

2.創作心得分享與回饋 

～第二、三節結束～ 

◎教學期程請敘明週次起訖，如行列太多或不足，請自行增刪。 
◎依據「學習表現」之動詞來具體規劃符應「學習活動」之流程，僅需敘明相關學習表現動詞之學習活動即可。 
◎彈性學習課程之第 4類規範(其他類課程)，如無特定「自編自選教材或學習單」，敘明「無」即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