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六、特殊教育班級彈性學習課程之課程計畫  

特殊教育班級彈性學習課程之課程計畫(表 7-6) 

特殊教育班級彈性學習課程(含特殊需求領域課程)之課程計畫 

資源班 

基隆市東光國民小學 111學年度第一學期資源班課程計畫 

領域 每週節數 班級 教學者 

數學 四節 資源班 方純連 

教學對象 
一(年級) 楊○豪 

共  1  人 

核心素養 

A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B3.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社會參與 ■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本學年 

學習重點 

學

習

表

現 

n-I-1 理解一千以內數的位值結構，據以做為四則運算之基礎。 

n-I-2 理解加法和減法的意義，熟練基本加減法並能流暢計算。 

n-I-7 理解長度及其常用單位，並做實測、估測與計算。 

n-I-9 認識時刻與時間常用單位。 

s-I-1 從操作活動，初步認識物體與常見幾何形體的幾何特徵。 

r-I-1 學習數學語言中的運算符號、關係符號、算式約定。 

r-I-2 認識加法和乘法的運算規律。 

學

習

內

容 

N-I-1 一百以內的數。 

N-I-2 加法和減法。 

N-I-3 基本加減法。 

N-I-5 長度。 

N-I-6 日常時間用語。 

S-I-2 形體的操作。 



R-I-1 算式與符號。 

R-I-2 兩數相加的順序不影響其和。 

融入之議題 (融入人權、品德、科技、生涯規劃、閱讀素養、戶外教育、海洋教育等議題) 

本學期學習目標 

1.能理解不同數學單元中的重要概念。 

2.能依據單元所學進行解題，並熟練計算規則。 

3.能使用學習策略，提升自己對於應用題型的理解。 

教學與評量說明 

(須說明調整原則) 

1.教材編輯與資源(根據學習內容調整結果) 

學習內容調整：■簡化   ■減量   ■分解   ■替代 

       □重整   □其他：      

教材資源：■學習單  ■教學影片  ■圖卡  ■其他： 南一版一年級課本、教具   

2.教學方法(學習歷程與環境調整) 

學習歷程：■工作分析  ■多元感官  ■直接教學  □多層次教學 

     □合作學習 □合作教學 □其他：      

環境調整：□教室位置  ■動線規劃  ■學習區安排   

     ■座位安排 □助理員  □輔具  □其他：      

3.教學評量(學習評量調整) 

■口語評量   ■觀察評量   ■實作評量   ■紙筆測驗 

□檔案評量   ■課程本位評量   □其他：      

週次 單元名稱 課程內容 

1 相見歡 講解本學習的上課規則，認識老師和同學。 

2 
數到 10  

一、教材編輯與資源 

參考南一版一年級課程內容予以簡化、減量、分解、替代，根據學生的起點

能力，自編單元學習單。 

二、教學方法 

3 

4 比長短 



5 1.運用具體教具操作與觀察，釐清單元基本概念。 

  由具體→抽象符號。 

2.搭配圖示與口訣教學，以加深基本概念印象。 

3.學習單呈現方式包含圖片及生活情境等，以具體的活動幫助學生建 

  立基本數學概念，並類化應用於日常生活。 

三、教學評量 

1.以多元方式評量：以學習單、口頭回答、操作教具等方式檢核學習 

  成效。 

6 
分與合 

7 

8 

排順序、比多少 

9 

10 期中評量  

11 
數到 30 

一、教材編輯與資源 

參考南一版一年級課程內容予以簡化、減量、分解、替代，根據學生的起點

能力，自編單元學習單。 

二、教學方法 

1.運用具體教具操作與觀察，釐清單元基本概念。 

  由具體→抽象符號。 

2.搭配圖示與口訣教學，以加深基本概念印象。 

3.學習單呈現方式包含圖片及生活情境等，以具體的活動幫助學生建 

  立基本數學概念，並類化應用於日常生活。 

三、教學評量 

1.以多元方式評量：以學習單、口頭回答、操作教具等方式檢核學習 

  成效。 

12 

13 
加一加 

14 

15 
認識形狀 

16 

17 
減一減與加減應用 

18 

19 
讀鐘錶 

20 

21 期末評量  



 

基隆市東光國民小學 111學年度第二學期資源班課程計畫 

領域 每週節數 班級 教學者 

數學 四節 資源班 方純連 

教學對象 
一(年級) 楊○豪 

共  1  人 

核心素養 

A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B3.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社會參與 ■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本學年 

學習重點 

學

習

表

現 

n-I-1 理解一千以內數的位值結構，據以做為四則運算之基礎。 

n-I-2 理解加法和減法的意義，熟練基本加減法並能流暢計算。 

n-I-3 應用加法和減法的計算或估算於日常應用解題。 

n-I-7 理解長度及其常用單位，並做實測、估測與計算。 

n-I-9 認識時刻與時間常用單位。 

r-I-1 學習數學語言中的運算符號、關係符號、算式約定。 

r-I-2認識加法和乘法的運算規律。 

d-I-1 認識分類的模式，能主動蒐集資料、分類，並做簡單的呈現與說明。 

學

習

內

容 

N-I-1 一百以內的數。 

N-I-2 加法和減法。 

N-I-3 基本加減法。 

N-I-4 解題：1元、5元、10元、50元、100元。 

N-I-5 長度。 

N-I-6 日常時間用語。 

R-I-1 算式與符號。 



R-I-2 兩數相加的順序不影響其和。 

D-I-1 簡單分類。 

融入之議題 (融入家庭、環境、科技、品德、資訊、閱讀素養、戶外教育等議題)  

本學期學習目標 

1.能理解不同數學單元中的重要概念。 

2.能依據單元所學進行解題，並熟練計算規則。 

3.能使用學習策略，提升自己對於應用題型的理解。 

教學與評量說明 

(須說明調整原則) 

1.教材編輯與資源(根據學習內容調整結果) 

學習內容調整：■簡化   ■減量   ■分解   ■替代 

       □重整   □其他：      

教材資源：■學習單  ■教學影片  ■圖卡  ■其他： 南一版一年級課本、教具   

2.教學方法(學習歷程與環境調整) 

學習歷程：■工作分析  ■多元感官  ■直接教學  □多層次教學 

     □合作學習 □合作教學 □其他：      

環境調整：□教室位置  ■動線規劃  ■學習區安排   

     ■座位安排 □助理員  □輔具  □其他：      

3.教學評量(學習評量調整) 

■口語評量   ■觀察評量   □實作評量   ■紙筆測驗 

□檔案評量   ■課程本位評量   □其他：      

週次 單元名稱 課程內容 

1 相見歡 講解本學習的上課規則，認識老師和同學。 

2 
數到 100 

一、教材編輯與資源 

參考南一版一年級課程內容予以簡化、減量、分解、替代，根據學生的起

點能力，自編單元學習單。 

二、教學方法 

3 

4 18以內的加法 



5 1.運用具體教具操作與觀察，釐清單元基本概念。 

  由具體→抽象符號。 

2.搭配圖示與口訣教學，以加深基本概念印象。 

3.學習單呈現方式包含圖片及生活情境等，以具體的活動幫助學生建 

  立基本數學概念，並類化應用於日常生活。 

三、教學評量 

1.以多元方式評量：以學習單、口頭回答、操作教具等方式檢核學習 

  成效。 

6 
長度 

7 

8 

 18以內的減法 

9 

10 期中評量  

11 
圖形和形體 

一、教材編輯與資源 

參考南一版一年級課程內容予以簡化、減量、分解、替代，根據學生的起點

能力，自編單元學習單。 

二、教學方法 

1.運用具體教具操作與觀察，釐清單元基本概念。 

  由具體→抽象符號。 

2.搭配圖示與口訣教學，以加深基本概念印象。 

3.學習單呈現方式包含圖片及生活情境等，以具體的活動幫助學生建 

  立基本數學概念，並類化應用於日常生活。 

三、教學評量 

1.以多元方式評量：以學習單、口頭回答、操作教具等方式檢核學習 

  成效。 

12 

13 
幾月幾日 

14 

15 
錢幣 

16 

17 
二位數的加減 

18 

19 
做紀錄 

20 

21 期末評量  



 

基隆市東光國民小學 111學年度第一學期資源班課程計畫 

領域 每週節數 班級 教學者 

數學 四節 資源班 方純連 

教學對象 
四(年級) 張○竺。 

共  1  人 

核心素養 

A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B3.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社會參與 ■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本學年 

學習重點 

學

習

表

現 

n-II-1 理解一億以內數的位值結構，並據以作為各種運算與估算之基礎。 

n-II-2 熟練較大位數之加、減、乘計算或估算，並能應用於日常解題。 

n-II-3 理解除法的意義，能做計算與估算，並能應用於日常解題。 

n-II-4 解決四則估算之日常應用問題。 

n-Ⅱ-5 在具體情境中，解決兩步驟應用問題。 

n-II-6 理解同分母分數的加、減、整數倍的意義、計算與應用。 

n-II-7 理解小數的意義與位值結構，並能做加、減、整數倍的直式計算與應用。 

n-II-9 理解長度、角度、面積、容量、重量的常用單位與換算，培養量感與估測能力，並能 

       做計算和應用解題。認識體積。 

r-Ⅱ-3 理解兩步驟問題的併式計算與四則混合之約定。 

r-Ⅱ-4 認識兩步驟計算中加減與部分乘除的規則並能應用。 

s-Ⅱ-2 認識平面圖形全等的意義。 

s-Ⅱ-3 透過平面圖形的構成要素，認識常見三角形、常見四邊形與圓。 

s-Ⅱ-4 在活動中，認識幾何概念的應用，如旋轉角、展開圖與空間形體。  

d-Ⅱ-1 報讀與製作一維表格、二維表格與長條圖，報讀折線圖，並據以做簡單推論。 

學

習

內

N-4-1 一億以內的數：位值單位 「萬」、「十萬」、「百萬」、 「千萬」。 

N-4-2 較大位數之乘除計算：處理乘數與除數為多位數之乘除直式計算。 

N-4-3 解題：兩步驟應用問題 



容 N-4-7 二位小數：位值單位「百分位」。位值單位換算。 

N-4-10 角度：「度」（同 S-4-1）。量角器的操作。 

N-4-5 同分母分數：一般同分母 分數教學（包括「真分數」、 「假分數」、「帶分數」名詞引 

      入）。假分數和帶分數 之變換。同分母分數的比 較、加、減與整數倍。 

N-4-9 長度：「公里」。生活實例 之應用。含其他長度單位的 換算與計算。 

R-4-1 兩步驟問題併式：併式是代數學習的重要基礎。 

R-4-2 四則計算規律(Ⅰ）：兩步驟計算規則。加減混合計 算、乘除混合計算。 

S-4-1 角度：「度」（同 N-4-10） 

S-4-2 解題：旋轉角。 

S-4-6 平面圖形的全等：以具體操作為主。 

S-4-7 三角形：以邊與角的特徵認識特殊三角形並能作圖。 

D-4-1 報讀長條圖與折線圖以及 製作長條圖：報讀與說明 生活中的長條圖與折線圖。 配合 

      其他領域課程，學習製 作長條圖。 

融入之議題 (融入人權、品德、科技、生涯規劃、閱讀素養、戶外教育、海洋教育等議題) 

本學期學習目標 

1.能理解不同數學單元中的重要概念。 

2.能依據單元所學進行解題，並熟練計算規則。 

3.能使用學習策略，提升自己對於應用題型的理解。 

教學與評量說明 

(須說明調整原則) 

1.教材編輯與資源(根據學習內容調整結果) 

學習內容調整：■簡化   ■減量   □分解   □替代 

       □重整   □其他：      

教材資源：■學習單  □教學影片  ■圖卡  ■其他： 康軒版四年級課本、教具   

2.教學方法(學習歷程與環境調整) 

學習歷程：□工作分析  ■多元感官  ■直接教學  □多層次教學 

     □合作學習 □合作教學 □其他：      

環境調整：□教室位置  ■動線規劃  ■學習區安排   



     ■座位安排 □助理員  □輔具  □其他：      

3.教學評量(學習評量調整) 

■口語評量   □觀察評量   ■實作評量   ■紙筆測驗 

□檔案評量   ■課程本位評量   □其他：      

週次 單元名稱 課程內容 

1 相見歡 講解本學習的上課規則，認識老師和同學。 

2 
一億以內的數 

一、教材編輯與資源 

參考康軒版四年級課程內容予以簡化、減量，根據學生的起點能力，自編單

元學習單。 

二、教學方法 

1.運用具體教具操作與觀察，釐清單元基本概念。 

  由具體→抽象符號。 

2.搭配圖示與口訣教學，以加深基本概念印象。 

3.學習單呈現方式包含圖片及生活情境等，以具體的活動幫助學生建 

  立基本數學概念，並類化應用於日常生活。 

三、教學評量 

1.以多元方式評量：以學習單、口頭回答、操作教具等方式檢核學習 

  成效。 

3 

4 
整數的乘法 

5 

6 
角度 

7 

8 

整數的除法 

9 

10 三角形  

11 
四則計算 

一、教材編輯與資源 

參考康軒版四年級課程內容予以簡化、減量，根據學生的起點能力，自編單

元學習單。 

二、教學方法 

12 

13 公里 



14 1.運用具體教具操作與觀察，釐清單元基本概念。 

  由具體→抽象符號。 

2.搭配圖示與口訣教學，以加深基本概念印象。 

3.學習單呈現方式包含圖片及生活情境等，以具體的活動幫助學生建 

  立基本數學概念，並類化應用於日常生活。 

三、教學評量 

1.以多元方式評量：以學習單、口頭回答、操作教具等方式檢核學習 

  成效。 

15 
分數 

16 

17 
小數 

18 

19 
統計圖 

20 

21 期末評量  

 

 

 

 

 

 

 

 

 

 

 

 

 

 



 

基隆市東光國民小學 111學年度第二學期資源班課程計畫 

領域 每週節數 班級 教學者 

數學 四節 資源班 方純連 

教學對象 
四(年級) 張○竺。 

共  1  人 

核心素養 

A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B3.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社會參與 ■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本學年 

學習重點 

學

習

表

現 

n-II-2 熟練較大位數之加、減、乘計算或估算，並能應用於日常解題。 

n-II-3 理解除法的意義，能做計算與估算，並能應用於日常解題。 

n-Ⅱ-4 解決四則估算之日常應用問題。 

n-II-6 理解同分母分數的加、減、整數倍的意義、計算與應用。認識等值分數的意義，並應 

       用於認識簡單異分母分數之比較與加減的意義。 

n-II-7 理解小數的意義與位值結構，並能做加、減、整數倍的直式計算與應用。 

n-Ⅱ-8 能在數線標示整數、分數、小數並做比較與加減，理解整數、分數、小數都是數。 

n-II-9 理解長度、角度、面積、容量、重量的常用單位與換算，培養量感與估測能力，並能 

       做計算和應用解題。認識體積。 

n-II-10 理解時間的加減運算，並應用於日常的時間加減問題。 

s-II-3 透過平面圖形的構成要素，認識常見三角形、常見四邊形與圓。 

s-Ⅱ-1 理解正方形和長方形的面積與周長公式與應用。 

r-II-2 認識一維及二維之數量模式，並能說明與簡單推理。 

r-Ⅱ-3 理解兩步驟問題的併式計算與四則混合計算之約定。 

r-Ⅱ-4 認識兩步驟計算中加減與部分乘除計算的規則並能應用。 

r-Ⅱ-5 理解以文字表示之數學公式。 

 

學

習

N-4-2 較大位數之乘除計算：處理乘數與除數為多位數之乘除直式計算。 

N-4-4 解題：對大數取概數。具體 生活情境。四捨五入法、無 條件進入、無條件捨去。 



內

容 

N-4-6 等值分數：由操作活動中 理解等值分數的意義。簡單異分母分數的比較、加、減 的 

      意義。簡單分數與小數的互換。 

N-4-7 二位小數：位值單位「百分位」。位值單位換算。比較、計算與解題。 

N-4-8 數線與分數、小數：連結分小數長度量的經驗。以標記和簡單的比較與計算，建立整 

      數、分數、小數一體的認識。 

N-4-11 面積：「平方公尺」。實測、量感、估測與計算。 

N-4-12 體積與「立方公分」：以具 體操作為主。體積認識基於 1 立方公分之正方體。 

N-4-13 解題：日常生活的時間加減問題。跨時、跨午、跨日、24小時制。含時間單位換算。 

S-4-5 垂直與平行：以具體操作為主。直角是 90度。直角常用記號。 

S-4-8 四邊形：以邊與角的特徵（含平行）認識特殊四邊形並能作圖。 

S-4-3 正方形與長方形的面積與周長：理解邊長與周長或面積的關係，並能理解其公式與應 

      用。簡單複合圖形。 

S-4-4 體積：以具體操作為主。在 活動中認識體積的意義與 比較。認識 1 立方公分之正 

      方體，能理解並計數正方體堆疊的體積。 

R-4-1 兩步驟問題併式：併式是代數學習的重要基礎。含四則混合計算的約定（由左往右算、 

      先乘除後加減、括號先算）。學習逐次減項計算。 

R-4-2 四則計算規律（Ⅰ）：兩步驟計算規則。加減混合計算、乘除混合計算。在四則混合計 

      算中運用數的運算性質。 

R-4-3 以文字表示數學公式：理解以文字和運算符號聯合表示的數學公式，並能應用公式。。 

R-4-4 數量模式與推理 

融入之議題 (融入人權、品德、科技、生涯規劃、閱讀素養、戶外教育、海洋教育等議題) 

本學期學習目標 

1.能理解不同數學單元中的重要概念。 

2.能依據單元所學進行解題，並熟練計算規則。 

3.能使用學習策略，提升自己對於應用題型的理解。 

教學與評量說明 1.教材編輯與資源(根據學習內容調整結果) 



(須說明調整原則) 學習內容調整：■簡化   ■減量   □分解   □替代 

       □重整   □其他：      

教材資源：■學習單  □教學影片  ■圖卡  ■其他： 康軒版四年級課本、教具   

2.教學方法(學習歷程與環境調整) 

學習歷程：□工作分析  ■多元感官  ■直接教學  □多層次教學 

     □合作學習 □合作教學 □其他：      

環境調整：□教室位置  ■動線規劃  ■學習區安排   

     ■座位安排 □助理員  □輔具  □其他：      

3.教學評量(學習評量調整) 

■口語評量   □觀察評量  ■實作評量   ■紙筆測驗 

□檔案評量   ■課程本位評量   □其他：      

週次 單元名稱 課程內容 

1 
相見歡、多位數的乘與

除 
講解本學習的上課規則，認識老師和同學。 

2 
多位數的乘與除 

 

一、教材編輯與資源 

參考康軒版四年級課程內容予以簡化、減量，根據學生的起點能力，自編單

元學習單。 

二、教學方法 

1.運用具體教具操作與觀察，釐清單元基本概念。 

  由具體→抽象符號。 

2.搭配圖示與口訣教學，以加深基本概念印象。 

3.學習單呈現方式包含圖片及生活情境等，以具體的活動幫助學生建 

  立基本數學概念，並類化應用於日常生活。 

三、教學評量 

3 

4 
四邊形 

5 

6 
簡化計算 

7 

8 周長與面積 



9 

1.以多元方式評量：以學習單、口頭回答、操作教具等方式檢核學習 

  成效。 

10 期中評量小數乘法  

11 
小數乘法、等值分數 

一、教材編輯與資源 

參考康軒版四年級課程內容予以簡化、減量，根據學生的起點能力，自編單

元學習單。 

二、教學方法 

1.運用具體教具操作與觀察，釐清單元基本概念。 

  由具體→抽象符號。 

2.搭配圖示與口訣教學，以加深基本概念印象。 

3.學習單呈現方式包含圖片及生活情境等，以具體的活動幫助學生建 

  立基本數學概念，並類化應用於日常生活。 

三、教學評量 

1.以多元方式評量：以學習單、口頭回答、操作教具等方式檢核學習 

  成效。 

12 

13 
數量規律 

14 

15 
概數 

16 

17 
時間的計算 

18 

19 
立方公分 

20 

21 期末評量  

 

 

 

 

 

 



 

基隆市東光國民小學 111學年度第一學期資源班課程計畫 

領域 每週節數 班級 教學者 

社會技巧 A組 一節 資源班 方純連 

教學對象 
一(年級) 楊○豪、二(年級) 曾○熏、三(年級)謝○修、錢○軒、陳○謙。 

共  5  人 

核心素養 

A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B3.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社會參與 ■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本學年 

學習重點 

學

習

表

現 

特社 2-I-1 了解別人發出的訊息，是要我注意或是有事情要溝通。 

特社 2-I-6 主動打招呼和自我介紹。 

特社 3-I-5 遵守教室規則。 

學

習

內

容 

特社 B-Ⅰ-1 溝通訊息的意義。 

特社 B-Ⅰ-3 人際關係的建立。 

特社 C-Ⅰ-1 學校規則的認識與遵守。 

融入之議題 (融入性別平等、人權、品德、法治、家庭教育等議題) 

本學期學習目標 

1.能主動和他人建立友善關係。 

2.能遵守課室規則。 

3.能遵從教師的指令。 

教學與評量說明 

(須說明調整原則) 

1.教材編輯與資源(根據學習內容調整結果) 

學習內容調整：■簡化   ■減量   □分解   □替代 

       □重整   □其他：      

教材資源：■學習單  ■教學影片  □圖卡  ■其他： 繪本、桌遊   

2.教學方法(學習歷程與環境調整) 



學習歷程：■工作分析  □多元感官  ■直接教學  ■多層次教學 

     ■合作學習 □合作教學 □其他：      

環境調整：□教室位置  ■動線規劃  ■學習區安排   

     ■座位安排 □助理員  □輔具  □其他：      

3.教學評量(學習評量調整) 

■口語評量   ■觀察評量   ■實作評量   □紙筆測驗 

□檔案評量   □課程本位評量   □其他：      

週次 單元名稱 課程內容 

1 相見歡 講解本學習的上課規則，認識老師和同學。 

2 打招呼－實例探討 

參考「Super Skills」一書羅列的社會技巧來教學。透過實例探討，帶領

學生了解「打招呼」的重要性，並教導學生應該「怎麼做」，最後，透過模

擬情境讓學生「試試看」。 

3 打招呼－怎麼做 

4 打招呼－試試看 

5 打招呼－試試看 

6 自我介紹－實例探討 

參考「Super Skills」一書羅列的社會技巧來教學。透過實例探討，帶領

學生了解「自我介紹」的重要性，並教導學生應該「怎麼做」，最後，透過

模擬情境讓學生「試試看」。 

7 自我介紹－怎麼做 

8 自我介紹－試試看 

9 自我介紹－試試看 

10 注意聽－實例探討 
參考「Super Skills」一書羅列的社會技巧來教學。透過實例探討，帶領

學生了解「注意聽」的重要性，並教導學生應該「怎麼做」，最後，透過模

擬情境讓學生「試試看」。 

11 注意聽－怎麼做 

12 注意聽－試試看 



13 注意聽－試試看 

14 遵從指令－實例探討 

參考「Super Skills」一書羅列的社會技巧來教學。透過實例探討，帶領

學生了解「遵從指令」的重要性，並教導學生應該「怎麼做」，最後，透過

模擬情境讓學生「試試看」。 

15 遵從指令－怎麼做 

16 遵從指令－試試看 

17 遵從指令－試試看 

18 團體遊戲 1 
能專心聽老師講解遊戲規則，並於遊戲過程中演練本學期所學的社會技巧，

不懂之處能適時提問。遊戲過程中若出現不適切的舉止，能在老師的提醒

下參照黑板上的成功步驟做出修正。 

19 團體遊戲 2 

20 團體遊戲 3 

21 本學期課程回顧 回顧本學期所學習的社會技巧課程內容。 

 

 

 

 

 

 

 

 

 

 

 

 

 



基隆市東光國民小學 111 學年度第二學期資源班課程計畫 

領域 每週節數 班級 教學者 

社會技巧 A組 一節 資源班 方純連 

教學對象 
一(年級) 楊○豪、二(年級) 曾○熏、三(年級)謝○修、錢○軒、陳○謙。 

共 5 人 

核心素養 

A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B3.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社會參與 ■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本學年 

學習重點 

學

習

表

現 

特社 1-I-1 分辨與表達基本的正向或負向情緒。 

特社 2-I-7 了解與人相處的情境、簡單規則，建立友善的關係。 

特社 3-I-4 以適當的身體動作或口語表達需求。 

學

習

內

容 

特社 A-Ⅰ-1 基本情緒的認識與分辨。 

特社 B-Ⅰ-2 溝通的媒介。 

特社 B-Ⅰ-3 人際關係的建立。 

融入之議題 (融入性別平等、人權、品德、法治、家庭教育等議題) 

本學期學習目標 

1.能參與團體遊戲、活動。 

2.遭遇困難時，能向他人請求協助。 

3.能解讀他人的表情，辨識喜怒哀樂。 

教學與評量說明 

(須說明調整原則) 

1.教材編輯與資源(根據學習內容調整結果) 

學習內容調整：■簡化   ■減量   □分解   □替代 

       □重整   □其他：      

教材資源：■學習單  ■教學影片  □圖卡  ■其他： 繪本、桌遊   

2.教學方法(學習歷程與環境調整) 

學習歷程：■工作分析  □多元感官  ■直接教學  ■多層次教學 



     ■合作學習 □合作教學 □其他：      

環境調整：□教室位置  ■動線規劃  ■學習區安排   

     ■座位安排 □助理員  □輔具  □其他：      

3.教學評量(學習評量調整) 

■口語評量   ■觀察評量   ■實作評量   □紙筆測驗 

□檔案評量   □課程本位評量   □其他：      

週次 單元名稱 課程內容 

1 相見歡 講解本學習的上課規則，認識老師和同學。 

2 加入別人的活動－實例探討 

參考「Super Skills」一書羅列的社會技巧來教學。透過實例探討，

帶領學生了解當自己想要「加入別人的活動」時，應該要「怎麼做」，

最後，透過模擬情境讓學生「試試看」。 

3 加入別人的活動－怎麼做 

4 加入別人的活動－試試看 

5 加入別人的活動－試試看 

6 邀請別人一起玩－實例探討 

參考「Super Skills」一書羅列的社會技巧來教學。透過實例探討，

帶領學生了解當自己想要「邀請別人一起玩」時，應該要「怎麼做」，

最後，透過模擬情境讓學生「試試看」。 

7 邀請別人一起玩－怎麼做 

8 邀請別人一起玩－試試看 

9 邀請別人一起玩－試試看 

10 請求協助－實例探討 
參考「Super Skills」一書羅列的社會技巧來教學。透過實例探討，

帶領學生了解當自己遭遇到困難，需要「請求協助」時，應該要「怎

麼做」，最後，透過模擬情境讓學生「試試看」。 

11 請求協助－怎麼做 

12 請求協助－試試看 



13 請求協助－試試看 

14 解讀表情－實例探討 

參考「Super Skills」一書羅列的社會技巧來教學。透過實例探討，

帶領學生了解「解讀表情」的重要性，並教導學生應該「怎麼做」，

最後，透過模擬情境讓學生「試試看」。 

15 解讀表情－怎麼做 

16 解讀表情－試試看 

17 解讀表情－試試看 

18 團體遊戲 1 
能專心聽老師講解遊戲規則，並於遊戲過程中演練本學期所學的社會

技巧，不懂之處能適時提問。遊戲過程中若出現不適切的舉止，能在

老師的提醒下參照黑板上的成功步驟做出修正。 

19 團體遊戲 2 

20 團體遊戲 3 

21 本學期課程回顧 回顧本學期所學習的社會技巧課程內容。 

 

 

 

 

 

 

 

 

 

 

 

 

 



基隆市東光國民小學 111 學年度第一學期資源班課程計畫 

領域 每週節數 班級 教學者 

社會技巧 B組 一節 資源班 方純連 

教學對象 
四(年級) 張○竺、蘇○睿。 

共  2  人 

核心素養 

A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B3.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社會參與 ■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本學年 

學習重點 

學

習

表

現 

特社 1-II-4嘗試使用策略解決問題並接納後果。 

特社 2-II-1解讀他人口語與非口語溝通的情緒及目的，並反思自己是否有應留意或 

           改善之處。 

特社 2-II-2主動引起話題，並禮貌地表達和傾聽他人的意見。 

特社 2-II-5無法執行他人的期待，以適當的方式回應困境。 

學

習

內

容 

特社 B-Ⅱ-1訊息解讀的技巧。 

特社 B-Ⅱ-2表達與傾聽的時機。 

特社 B-Ⅱ-4衝突情境的因應。 

融入之議題 (融入性別平等、人權、品德、家庭教育等議題) 

本學期學習目標 

1.能在他人發表意見時，仔細聆聽。 

2.能夠解讀他人的肢體語言。 

3.能用不引發衝突的方式拒絕他人的請求。 

教學與評量說明 

(須說明調整原則) 

1.教材編輯與資源(根據學習內容調整結果) 

學習內容調整：■簡化   ■減量   □分解   □替代 

       □重整   □其他：      

教材資源：■學習單  ■教學影片  □圖卡  ■其他： 繪本、桌遊   



2.教學方法(學習歷程與環境調整) 

學習歷程：■工作分析  □多元感官  ■直接教學  ■多層次教學 

     ■合作學習 □合作教學 □其他：      

環境調整：□教室位置  ■動線規劃  ■學習區安排   

     ■座位安排 □助理員  □輔具  □其他：      

3.教學評量(學習評量調整) 

■口語評量   ■觀察評量   ■實作評量   □紙筆測驗 

□檔案評量   □課程本位評量   □其他：      

週次 單元名稱 課程內容 

1 相見歡 講解本學習的上課規則，認識老師和同學。 

2 處理憤怒－實例探討 

參考「Super Skills」一書羅列的社會技巧來教學。透過實例探討，

帶領學生了解「處理憤怒」的重要性，並教導學生應該「怎麼做」，

最後，透過模擬情境讓學生「試試看」。 

3 處理憤怒－怎麼做   

4 處理憤怒－試試看   

5 處理憤怒－試試看   

6 團體遊戲 1 能專心聽老師講解遊戲規則，並於遊戲過程中演練本學期所學的社會

技巧，不懂之處能適時提問。遊戲過程中若出現不適切的舉止，能在

老師的提醒下參照黑板上的成功步驟做出修正。 
7 團體遊戲 2 

8 解讀肢體語言－實例探討 

參考「Super Skills」一書羅列的社會技巧來教學。透過實例探討，

帶領學生了解「解讀肢體語言」的重要性，並教導學生應該「怎麼做」，

最後，透過模擬情境讓學生「試試看」。 

9 解讀肢體語言－怎麼做 

10 解讀肢體語言－試試看 

11 解讀肢體語言－試試看 



12 團體遊戲 1 能專心聽老師講解遊戲規則，並於遊戲過程中演練本學期所學的社會

技巧，不懂之處能適時提問。遊戲過程中若出現不適切的舉止，能在

老師的提醒下參照黑板上的成功步驟做出修正。 
13 團體遊戲 2 

14 使用友善的談話－實例探討 

參考「Super Skills」一書羅列的社會技巧來教學。透過實例探討，

帶領學生了解當自己想要「使用友善的談話」時，應該要「怎麼做」，

最後，透過模擬情境讓學生「試試看」。 

15 使用友善的談話－怎麼做 

16 使用友善的談話－試試看 

17 使用友善的談話－試試看 

18 團體遊戲 1 
能專心聽老師講解遊戲規則，並於遊戲過程中演練本學期所學的社會

技巧，不懂之處能適時提問。遊戲過程中若出現不適切的舉止，能在

老師的提醒下參照黑板上的成功步驟做出修正。 

19 團體遊戲 2 

20 團體遊戲 3 

21 本學期課程回顧 回顧本學期所學習的社會技巧課程內容。 

 

 

 

 

 

 

 

 

 

 

 



基隆市東光國民小學 111 學年度第二學期資源班課程計畫 

領域 每週節數 班級 教學者 

社會技巧 B組 一節 資源班 方純連 

教學對象 
四(年級) 張○竺、蘇○睿。 

共  2  人 

核心素養 

A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B3.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社會參與 ■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本學年 

學習重點 

學

習

表

現 

特社 1-I-1 分辨與表達基本的正向或負向情緒。  

特社 1-I-2 藉由生理反應察覺及辨識壓力與情緒的反 應。 

特社 1-II-1 嘗試因應與處理基本的情緒及壓力。 

特社 2-I-5 依情境適當回答問題。 

特社 2-I-8 分辨與表達衝突的原因、情境與後果。 

特社 2-II-4 分辨與採用適當的方式解決衝突，並能理性評估和接受衝突的後果。 

學

習

內

容 

特社 A-I-1 基本情緒的認識與分辨。 

特社 A-I-2 壓力的察覺與面對。 

特社 A-Ⅱ-1 基本情緒的表達。 

特社 B-Ⅰ-3 人際關係的建立。 

特社 B-I-4 衝突的原因及情境分析。 

特社 B-Ⅱ-4 衝突情境的因應。 

融入之議題 (融入人權、品德、法治、家庭教育等議題) 

本學期學習目標 

1.能運用不同的策略，管理自己的情緒。 

2.遭遇不如意的情境時，能用適當的方式表達自己的情緒。 

3.遇到衝突情境時，能夠知道要如何應對。 

教學與評量說明 1.教材編輯與資源(根據學習內容調整結果) 



(須說明調整原則) 學習內容調整：■簡化   ■減量   □分解   □替代 

       □重整   □其他：      

教材資源：■學習單  ■教學影片  □圖卡  ■其他： 繪本、桌遊   

2.教學方法(學習歷程與環境調整) 

學習歷程：■工作分析  □多元感官  ■直接教學  ■多層次教學 

     ■合作學習 □合作教學 □其他：      

環境調整：□教室位置  ■動線規劃  ■學習區安排   

     ■座位安排 □助理員  □輔具  □其他：      

3.教學評量(學習評量調整) 

■口語評量   ■觀察評量   ■實作評量   □紙筆測驗 

□檔案評量   □課程本位評量   □其他：      

週次 單元名稱 課程內容 

1 相見歡 講解本學習的上課規則，認識老師和同學。 

2 對別人表示關注－實例探( 

參考「Super Skills」一書羅列的社會技巧來教學。透過實例探討，

帶領學生了解「對別人表示關注」的重要性，並教導學生應該「怎麼

做」，最後，透過模擬情境讓學生「試試看」。 

3 對別人表示關注－怎麼做 

4 對別人表示關注－試試看 

5 對別人表示關注－試試看 

6 團體遊戲 1 能專心聽老師講解遊戲規則，並於遊戲過程中演練本學期所學的社會

技巧，不懂之處能適時提問。遊戲過程中若出現不適切的舉止，能在

老師的提醒下參照黑板上的成功步驟做出修正。 
7 團體遊戲 2 

8 處理錯誤－實例探討 
參考「Super Skills」一書羅列的社會技巧來教學。透過實例探討，

帶領學生了解當自己想要「處理錯誤」時，應該要「怎麼做」，最後，9 處理錯誤－怎麼做 



10 處理錯誤－試試看 透過模擬情境讓學生「試試看」。 

11 處理錯誤－試試看 

12 團體遊戲 1 能專心聽老師講解遊戲規則，並於遊戲過程中演練本學期所學的社會

技巧，不懂之處能適時提問。遊戲過程中若出現不適切的舉止，能在

老師的提醒下參照黑板上的成功步驟做出修正。 
13 團體遊戲 2 

14 避免衝突－實例探討 

參考「Super Skills」一書羅列的社會技巧來教學。透過實例探討，

帶領學生了解「避免衝突」的重要性，並教導學生應該「怎麼做」，

最後，透過模擬情境讓學生「試試看」。 

15 避免衝突－怎麼做 

16 避免衝突－試試看 

17 避免衝突－試試看 

18 團體遊戲 1 
能專心聽老師講解遊戲規則，並於遊戲過程中演練本學期所學的社會

技巧，不懂之處能適時提問。遊戲過程中若出現不適切的舉止，能在

老師的提醒下參照黑板上的成功步驟做出修正。 

19 團體遊戲 2 

20 團體遊戲 3 

21 本學期課程回顧 回顧本學期所學習的社會技巧課程內容。 

 

 

 

 

 

 

 

 



 

 

 

 

基隆市東光國民小學 111學年度第一學期資源班課程計畫 

領域 每週節數 班級 教學者 

學習策略(國語) 二節 資源班 方純連 

教學對象 
三(年級) 謝○修、錢○軒、陳○謙、四(年級) 張○竺。 

共  4 人 

核心素養 

A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B3.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社會參與 ■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本學年 

學習重點 

學

習

表

現 

三年級 

特學 1-Ⅱ-1 察覺訊息中的重要項目。 

特學 1-Ⅱ-3 延長專注時間。 

特學 1-Ⅱ-4 找出並練習標記學習內容的重點。 

特學 1-Ⅱ-5 將學習內容做成心智圖、組織圖或流程圖。 

四年級 

特學 1-Ⅱ-9 指出文章內容相關處或前後關係。 

特學 1-Ⅱ-11 說出文章內容的重點與重要概念。 

特學 1-Ⅱ-12 表達不清楚或不明白的學習內容。 

特學 1-Ⅱ-13 透過討論或對話理解學習內容。 

學

習

內

容 

三年級 

特學 A-Ⅱ-1 訊息中的重要項目或重點。 

特學 A-Ⅱ-2 適當的專注時間。 

特學 A-Ⅱ-3 學習內容的重點。 



特學 A-Ⅱ-4 心智圖、組織圖或流程圖。 

四年級 

特學 A-Ⅱ-5 反覆練習策略。 

特學 A-Ⅱ-6個人或生活經驗。  

特學 A-Ⅱ-7 學習或文章內容脈絡。  

特學 A-Ⅱ-8 學習內容的疑問和討論 

融入之議題 (融入品德、生命、多元文化、閱讀素養等議題) 

本學期學習目標 

1.能運用不同的理解策略，如：畫線、圈關鍵字、圖示等，增進自己的閱讀理解能力。 

2.能運用不同的組織圖，歸納出文章的重點，並說出文章大意。 

3.能說出閱讀完故事後的心得感想。 

4.能理解故事中的語詞意義，並清楚使用時機。 

教學與評量說明 

(須說明調整原則) 

1.教材編輯與資源(根據學習內容調整結果) 

學習內容調整：■簡化   ■減量   □分解   □替代 

       □重整   □其他：      

教材資源：■學習單  ■教學影片  □圖卡  ■其他： 「伊索寓言」繪本    

2.教學方法(學習歷程與環境調整) 

學習歷程：□工作分析  ■多元感官  ■直接教學  ■多層次教學 

     ■合作學習 □合作教學 □其他：      

環境調整：□教室位置  ■動線規劃  ■學習區安排   

     ■座位安排 □助理員  □輔具  □其他：      

3.教學評量(學習評量調整) 

■口語評量   □觀察評量   □實作評量   ■紙筆測驗 

□檔案評量   ■課程本位評量   □其他：      

週次 單元名稱 課程內容 

1 相見歡 講解本學習的上課規則，認識老師和同學。 



2 
北風和太陽 

參考「伊索寓言」繪本，透過聆聽、觀賞繪本故事培養學生閱讀的習慣。並

透過討論書中的內容，讓學生能夠瞭解本書的大意；最後，請學生以自己的

話說出故事內容。 3 

4 
烏鴉喝水 

參考「伊索寓言」繪本，透過聆聽、觀賞繪本故事培養學生閱讀的習慣。並

透過討論書中的內容，讓學生能夠瞭解本書的大意；最後，請學生以自己的

話說出故事內容。 5 

6 
擠牛奶的姑娘 

參考「伊索寓言」繪本，透過聆聽、觀賞繪本故事培養學生閱讀的習慣。並

透過討論書中的內容，讓學生能夠瞭解本書的大意；最後，請學生以自己的

話說出故事內容。 7 

8 
肉骨頭丟了 

參考「伊索寓言」繪本，透過聆聽、觀賞繪本故事培養學生閱讀的習慣。並

透過討論書中的內容，讓學生能夠瞭解本書的大意；最後，請學生以自己的

話說出故事內容。 9 

10 期中評量  

11 
父子和驢 

參考「伊索寓言」繪本，透過聆聽、觀賞繪本故事培養學生閱讀的習慣。並

透過討論書中的內容，讓學生能夠瞭解本書的大意；最後，請學生以自己的

話說出故事內容。 12 

13 
蟬和螞蟻 

參考「伊索寓言」繪本，透過聆聽、觀賞繪本故事培養學生閱讀的習慣。並

透過討論書中的內容，讓學生能夠瞭解本書的大意；最後，請學生以自己的

話說出故事內容。 14 

15 
孔雀和白鶴 

參考「伊索寓言」繪本，透過聆聽、觀賞繪本故事培養學生閱讀的習慣。並

透過討論書中的內容，讓學生能夠瞭解本書的大意；最後，請學生以自己的

話說出故事內容。 16 

17 
兩個仇人 

參考「伊索寓言」繪本，透過聆聽、觀賞繪本故事培養學生閱讀的習慣。並

透過討論書中的內容，讓學生能夠瞭解本書的大意；最後，請學生以自己的

話說出故事內容。 18 



19 
農夫和蛇 

參考「伊索寓言」繪本，透過聆聽、觀賞繪本故事培養學生閱讀的習慣。並

透過討論書中的內容，讓學生能夠瞭解本書的大意；最後，請學生以自己的

話說出故事內容。 20 

21 本學期課程回顧 回顧本學期所學習的社會技巧課程內容。 

 

 

基隆市東光國民小學 111學年度第二學期資源班課程計畫 

領域 每週節數 班級 教學者 

學習策略(國語) 二 節 資源班 方純連 

教學對象 
三(年級) 謝○修、錢○軒、陳○謙、四(年級) 張○竺。 

共  4 人 

核心素養 

A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B3.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社會參與 ■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本學年 

學習重點 

學

習

表

現 

三年級 

特學 1-Ⅱ-1 察覺訊息中的重要項目。 

特學 1-Ⅱ-3 延長專注時間。 

特學 1-Ⅱ-4 找出並練習標記學習內容的重點。 

特學 1-Ⅱ-5 將學習內容做成心智圖、組織圖或流程圖。 

 

四年級 

特學 1-Ⅱ-9 指出文章內容相關處或前後關係。 

特學 1-Ⅱ-11 說出文章內容的重點與重要概念。 

特學 1-Ⅱ-12 表達不清楚或不明白的學習內容。 

特學 1-Ⅱ-13 透過討論或對話理解學習內容。 



學

習

內

容 

三年級 

特學 A-Ⅱ-1 訊息中的重要項目或重點。 

特學 A-Ⅱ-2 適當的專注時間。 

特學 A-Ⅱ-3 學習內容的重點。 

特學 A-Ⅱ-4 心智圖、組織圖或流程圖。 

四年級 

特學 A-Ⅱ-5 反覆練習策略。 

特學 A-Ⅱ-6個人或生活經驗。  

特學 A-Ⅱ-7 學習或文章內容脈絡。  

特學 A-Ⅱ-8 學習內容的疑問和討論 

融入之議題 (融入品德、生命、多元文化、閱讀素養等議題) 

本學期學習目標 

1.能運用不同的理解策略，如：畫線、圈關鍵字、圖示等，增進自己的閱讀理解能力。 

2.能運用不同的組織圖，歸納出文章的重點，並說出文章大意。 

3.能說出閱讀完故事後的心得感想。 

4.能理解故事中的語詞意義，並清楚使用時機。 

教學與評量說明 

(須說明調整原則) 

1.教材編輯與資源(根據學習內容調整結果) 

學習內容調整：■簡化   ■減量   □分解   □替代 

       □重整   □其他：      

教材資源：■學習單  ■教學影片  □圖卡  ■其他： 「伊索寓言」繪本    

2.教學方法(學習歷程與環境調整) 

學習歷程：□工作分析  ■多元感官  ■直接教學  ■多層次教學 

     ■合作學習 □合作教學 □其他：      

環境調整：□教室位置  ■動線規劃  ■學習區安排   

     ■座位安排 □助理員  □輔具  □其他：      

3.教學評量(學習評量調整) 



■口語評量   □觀察評量   □實作評量   ■紙筆測驗 

□檔案評量   ■課程本位評量   □其他：      

週次 單元名稱 課程內容 

1 相見歡 講解本學習的上課規則，認識老師和同學。 

2 
狐狸和山羊 

參考「伊索寓言」繪本，透過聆聽、觀賞繪本故事培養學生閱讀的習慣。並

透過討論書中的內容，讓學生能夠瞭解本書的大意；最後，請學生以自己的

話說出故事內容。 3 

4 
狐狸和烏鴉 

參考「伊索寓言」繪本，透過聆聽、觀賞繪本故事培養學生閱讀的習慣。並

透過討論書中的內容，讓學生能夠瞭解本書的大意；最後，請學生以自己的

話說出故事內容。 5 

6 
雞和金蛋 

參考「伊索寓言」繪本，透過聆聽、觀賞繪本故事培養學生閱讀的習慣。並

透過討論書中的內容，讓學生能夠瞭解本書的大意；最後，請學生以自己的

話說出故事內容。 7 

8 
狐狸和葡萄 

參考「伊索寓言」繪本，透過聆聽、觀賞繪本故事培養學生閱讀的習慣。並

透過討論書中的內容，讓學生能夠瞭解本書的大意；最後，請學生以自己的

話說出故事內容。 9 

10 期中評量  

11 
樹和斧頭 

參考「伊索寓言」繪本，透過聆聽、觀賞繪本故事培養學生閱讀的習慣。並

透過討論書中的內容，讓學生能夠瞭解本書的大意；最後，請學生以自己的

話說出故事內容。 12 

13 
父親和他的兒子們 

參考「伊索寓言」繪本，透過聆聽、觀賞繪本故事培養學生閱讀的習慣。並

透過討論書中的內容，讓學生能夠瞭解本書的大意；最後，請學生以自己的

話說出故事內容。 14 

15 馱鹽和馱棉花的驢 參考「伊索寓言」繪本，透過聆聽、觀賞繪本故事培養學生閱讀的習慣。並



16 
透過討論書中的內容，讓學生能夠瞭解本書的大意；最後，請學生以自己的

話說出故事內容。 

17 
守財奴 

參考「伊索寓言」繪本，透過聆聽、觀賞繪本故事培養學生閱讀的習慣。並

透過討論書中的內容，讓學生能夠瞭解本書的大意；最後，請學生以自己的

話說出故事內容。 18 

19 
愛美的烏鴉 

參考「伊索寓言」繪本，透過聆聽、觀賞繪本故事培養學生閱讀的習慣。並

透過討論書中的內容，讓學生能夠瞭解本書的大意；最後，請學生以自己的

話說出故事內容。 20 

21 本學期課程回顧 回顧本學期所學習的社會技巧課程內容。 

 

 

 

 

 

 

 

 

 

 

 

 

 

 

 

 



基隆市東光國民小學 111 學年度第一學期資源班課程計畫 

領域 每週節數 班級 教學者 

學習策略(數學)  三節 資源班 方純連 

教學對象 
三(年級)錢○軒(2節) 四年級陳○晴(3節)、蘇○睿(1節)、張○竺(1節)。 

共  4  人 

核心素養 

A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B3.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社會參與 ■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本學年 

學習重點 

學

習

表

現 

特學 1-Ⅱ-4 找出並練習標記學習內容的重點。 

特學 1-Ⅱ-6 運用反覆練習策略，複習學習過的內容。 

特學 1-Ⅱ-12 表達不清楚或不明白的學習內容。 

特學 2-Ⅱ-1 在提醒下完成課前和課後的學習工作。 

特學 4-Ⅱ-1 主動依時限完成作業或考試。 

學

習

內

容 

特學 A-Ⅱ-1 訊息中的重要項目或重點。 

特學 A-Ⅱ-3 學習內容的重點。 

特學 D-Ⅱ-1 有時限的作業或考試。 

特學 D-Ⅱ-2 自我檢查錯誤的方法。 

融入之議題 (融入科技、資訊、閱讀素養等議題) 

本學期學習目標 

1.能運用學習輔助策略，增進題意理解、解題技巧。 

2.能整理出自己常錯的題目類型，並找到適當的解題策略。 

3.能在數學運算過程中保持專注。 

教學與評量說明 

(須說明調整原則) 

1.教材編輯與資源(根據學習內容調整結果) 

學習內容調整：■簡化   ■減量   □分解   □替代 

       □重整   □其他：      

教材資源：■學習單  ■教學影片  □圖卡  ■其他： 教具   



2.教學方法(學習歷程與環境調整) 

學習歷程：□工作分析  ■多元感官  ■直接教學  ■多層次教學 

     ■合作學習 □合作教學 □其他：      

環境調整：□教室位置  ■動線規劃  ■學習區安排   

     ■座位安排 □助理員  □輔具  □其他：      

3.教學評量(學習評量調整) 

■口語評量   □觀察評量   □實作評量   ■紙筆測驗 

□檔案評量   ■課程本位評量   □其他：      

週次 單元名稱 課程內容 

1 
數到 10000(三年級) 

一億以內的數(四年級) 

(1)參考南一版三年級、康軒版四年級課程，並析解出每個單元的數學概念。 

(2)利用學生帶來資源班寫的習作或練習簿內的題目，從中觀察與釐清其解 

   題盲點。 

(3)提供解題的思考步驟流程，藉此訓練如何理解題意的脈絡，並適時提出 

   疑問。 

2 

3 
四位數的加減(三年級) 

整數的乘法(四年級) 

(1)參考南一版三年級、康軒版四年級課程，並析解出每個單元的數學概念。 

(2)利用學生帶來資源班寫的習作或練習簿內的題目，從中觀察與釐清其解 

   題盲點。 

(3)提供解題的思考步驟流程，藉此訓練如何理解題意的脈絡，並適時提出 

   疑問。 

4 

5 
四位數的加減(三年級) 

角度(四年級) 

乘法(三年級)  

角度(四年級) 

 

(1)參考南一版三年級、康軒版四年級課程，並析解出每個單元的數學概念。 

(2)利用學生帶來資源班寫的習作或練習簿內的題目，從中觀察與釐清其解 

   題盲點。 

(3)提供解題的思考步驟流程，藉此訓練如何理解題意的脈絡，並適時提出 

   疑問。 

6 



7 
乘法(三年級) 

整數的除法(四年級) 

(1)參考南一版三年級、康軒版四年級課程，並析解出每個單元的數學概念。 

(2)利用學生帶來資源班寫的習作或練習簿內的題目，從中觀察與釐清其解 

   題盲點。 

(3)提供解題的思考步驟流程，藉此訓練如何理解題意的脈絡，並適 

   時提出疑問。 

8 

9 
幾毫米(三年級) 

三角形(四年級) 

(1)參考南一版三年級、康軒版四年級課程，並析解出每個單元的數學概念。 

(2)利用學生帶來資源班寫的習作或練習簿內的題目，從中觀察與釐清其解 

   題盲點。 

(3)提供解題的思考步驟流程，藉此訓練如何理解題意的脈絡，並適 

   時提出疑問。 

10 

11 角、正方形和長方形(三

年級) 

四則計算(四年級) 

(1)參考南一版三年級、康軒版四年級課程，並析解出每個單元的數學概念。 

(2)利用學生帶來資源班寫的習作或練習簿內的題目，從中觀察與釐 

   清其解題盲點。 

(3)提供解題的思考步驟流程，藉此訓練如何理解題意的脈絡，並適 

   時提出疑問。 

12 

13 
除法(三年級) 

公里(四年級) 

(1)參考南一版三年級、康軒版四年級課程，並析解出每個單元的數學概念。 

(2)利用學生帶來資源班寫的習作或練習簿內的題目，從中觀察與釐 

   清其解題盲點。 

(3)提供解題的思考步驟流程，藉此訓練如何理解題意的脈絡，並適 

   時提出疑問。 

14 

15 找規律(三年級) 

分數(四年級) 

 

(1)參考南一版三年級、康軒版四年級課程，並析解出每個單元的數學概念。 

(2)利用學生帶來資源班寫的習作或練習簿內的題目，從中觀察與釐清其解 

   題盲點。 

(3)提供解題的思考步驟流程，藉此訓練如何理解題意的脈絡，並適時提出 

   疑問。 

16 



17 
分數(三年級) 

小數(四年級) 

(1)參考南一版三年級、康軒版四年級課程，並析解出每個單元的數學概念。 

(2)利用學生帶來資源班寫的習作或練習簿內的題目，從中觀察與釐清其解 

   題盲點。 

(3)提供解題的思考步驟流程，藉此訓練如何理解題意的脈絡，並適時提出 

   疑問。 

18 

19 
圓(三年級) 

統計圖(四年級) 

(1)參考南一版三年級、康軒版四年級課程，並析解出每個單元的數學概念。 

(2)利用學生帶來資源班寫的習作或練習簿內的題目，從中觀察與釐清其解 

 題盲點。 

(3)提供解題的思考步驟流程，藉此訓練如何理解題意的脈絡，並適時提出 

   疑問。 

20 

21 總複習  

 

 

 

 

 

 

 

 

 

 

 

 

 

 



基隆市東光國民小學 111 學年度第二學期資源班課程計畫 

領域 每週節數 班級 教學者 

學習策略(數學) 三節 資源班 方純連 

教學對象 
三(年級)錢○軒(2節) 四年級陳○晴(3節)、蘇○睿(1節)、張○竺(1節)。 

共  4  人 

核心素養 

A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B3.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社會參與 ■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本學年 

學習重點 

學

習

表

現 

特學 1-Ⅱ-4 找出並練習標記學習內容的重點。 

特學 1-Ⅱ-6 運用反覆練習策略，複習學習過的內容。 

特學 1-Ⅱ-12 表達不清楚或不明白的學習內容。 

特學 2-Ⅱ-1 在提醒下完成課前和課後的學習工作。 

特學 4-Ⅱ-1 主動依時限完成作業或考試。 

學

習

內

容 

特學 A-Ⅱ-1 訊息中的重要項目或重點。 

特學 A-Ⅱ-3 學習內容的重點。 

特學 D-Ⅱ-1 有時限的作業或考試。 

特學 D-Ⅱ-2 自我檢查錯誤的方法。 

融入之議題 (融入科技、資訊、閱讀素養等議題) 

本學期學習目標 

1.能運用學習輔助策略，增進題意理解、解題技巧。 

2.能整理出自己常錯的題目類型，並找到適當的解題策略。 

3.能在數學運算過程中保持專注。 

教學與評量說明 

(須說明調整原則) 

1.教材編輯與資源(根據學習內容調整結果) 

學習內容調整：■簡化   ■減量   □分解   □替代 

       □重整   □其他：      

教材資源：■學習單  ■教學影片  □圖卡  ■其他： 教具   



2.教學方法(學習歷程與環境調整) 

學習歷程：□工作分析  ■多元感官  ■直接教學  ■多層次教學 

     ■合作學習 □合作教學 □其他：      

環境調整：□教室位置  ■動線規劃  ■學習區安排   

     ■座位安排 □助理員  □輔具  □其他：      

3.教學評量(學習評量調整) 

■口語評量   □觀察評量   □實作評量   ■紙筆測驗 

□檔案評量   ■課程本位評量   □其他：      

週次 單元名稱 課程內容 

1  

多位數的乘與除(四年

級) 

除法(三年級) 

(1)參考康軒版四年級課程，並析解出每個單元的數學概念。 

(2)利用學生帶來資源班寫的習作或練習簿內的題目，從中觀察與釐 

   清其解題盲點。 

(3)提供解題的思考步驟流程，藉此訓練如何理解題意的脈絡，並適 

   時提出疑問。 

2 

3 
四邊形(四年級) 

公升和毫升(三年級) 

(1)參考南一版三年級、康軒版四年級課程，並析解出每個單元的數學概念。 

(2)利用學生帶來資源班寫的習作或練習簿內的題目，從中觀察與釐 

   清其解題盲點。 

(3)提供解題的思考步驟流程，藉此訓練如何理解題意的脈絡，並適 

   時提出疑問。 

4 

5 
簡化計算(四年級) 

時間(三年級) 

(1)參考南一版三年級、康軒版四年級課程，並析解出每個單元的數學概念。 

(2)利用學生帶來資源班寫的習作或練習簿內的題目，從中觀察與釐 

   清其解題盲點。 

(3)提供解題的思考步驟流程，藉此訓練如何理解題意的脈絡，並適 

   時提出疑問。 

6 



7 
周長與面積(四年級) 

兩步驟的計算(三年級) 

(1)參考南一版三年級、康軒版四年級課程，並析解出每個單元的數學概念。 

(2)利用學生帶來資源班寫的習作或練習簿內的題目，從中觀察與釐 

   清其解題盲點。 

(3)提供解題的思考步驟流程，藉此訓練如何理解題意的脈絡，並適 

   時提出疑問。 

8 

9 
小數乘法(四年級) 

面積(三年級) 

(1)參考南一版三年級、康軒版四年級課程，並析解出每個單元的數學概念。 

(2)利用學生帶來資源班寫的習作或練習簿內的題目，從中觀察與釐 

   清其解題盲點。 

(3)提供解題的思考步驟流程，藉此訓練如何理解題意的脈絡，並適 

   時提出疑問。 

10 

11 
等值分數(四年級) 

公斤和公克(三年級) 

(1)參考南一版三年級、康軒版四年級課程，並析解出每個單元的數學概念。 

(2)利用學生帶來資源班寫的習作或練習簿內的題目，從中觀察與釐 

   清其解題盲點。 

(3)提供解題的思考步驟流程，藉此訓練如何理解題意的脈絡，並適 

   時提出疑問。 

12 

13 
數量規律(四年級) 

分數的加減(三年級) 

(1)參考南一版三年級、康軒版四年級課程，並析解出每個單元的數學概念。 

(2)利用學生帶來資源班寫的習作或練習簿內的題目，從中觀察與釐 

   清其解題盲點。 

(3)提供解題的思考步驟流程，藉此訓練如何理解題意的脈絡，並適 

   時提出疑問。 

14 

15 
概數(四年級) 

乘除的應用(三年級) 

(1)參考南一版三年級、康軒版四年級課程，並析解出每個單元的數學概念。 

(2)利用學生帶來資源班寫的習作或練習簿內的題目，從中觀察與釐 

   清其解題盲點。 

(3)提供解題的思考步驟流程，藉此訓練如何理解題意的脈絡，並適 

   時提出疑問。 

16 



17 
時間的計算(四年級) 

小數(三年級) 

(1)參考南一版三年級、康軒版四年級課程，並析解出每個單元的數學概念。 

(2)利用學生帶來資源班寫的習作或練習簿內的題目，從中觀察與釐 

   清其解題盲點。 

(3)提供解題的思考步驟流程，藉此訓練如何理解題意的脈絡，並適 

   時提出疑問。 

18 

19 
立方公分(四年級) 

報讀表格(三年級) 

(1)參考南一版三年級、康軒版四年級課程，並析解出每個單元的數學概念。 

(2)利用學生帶來資源班寫的習作或練習簿內的題目，從中觀察與釐 

   清其解題盲點。 

(3)提供解題的思考步驟流程，藉此訓練如何理解題意的脈絡，並適 

   時提出疑問。 

20 

21 總複習  

 

 

 

 

 

 

 

 

 

 

 

 

 

 



基隆市東光國民小學 111 學年度第一學期資源班課程計畫 

領域 每週節數 班級 教學者 

功能性動作訓練 一節 資源班 方純連 

教學對象 
一(年級)楊○豪 、三(年級) 謝○修、錢○軒、四(年級)張○竺、陳○晴。 

共 5 人 

核心素養 

A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B3.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社會參與 ■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本學年 

學習重點 

學

習

表

現 

特功 2-7 具備手部精細操作技能。 

特功 2-8 具備雙側協調與眼手協調技能。 

特功 2-2 具備改變身體姿勢技能 

特功 2-3 具備移位技能  

特功 2-4 具備移動技能 

學

習

內

容 

特功 VIII-3 拇指合併其他手指及手掌的抓握。 

特功 IX-6 疊高積木。 

特功 IX-13 直線或曲線的描畫。 

特功 IX-14 範圍內的著色。 

特功 C-3 地板坐姿與站姿的轉換  

特功 C-4 座椅坐姿與站姿的轉換  

特功 C-5 蹲姿與站姿的轉換  

特功 C-6 彎腰拾物 

特功 E-2 腹部貼地的匍伏前進  

特功 E-3 腹部離地以手和膝蓋的爬行  

特功 E-4 扶物側走  

特功 E-17 繞過障礙物  



特功 E-19 不同樓層間的移動 

融入之議題 (融入生命、安全等議題)  

本學期學習目標 

1.參考物理、職能治療師的建議，設計教學活動，訓練學生的手部精細操作技能。 

2.參考物理、職能治療師的建議，設計教學活動，訓練學生的雙側協調與眼手協調技能。 

3. 參考物理、職能治療師的建議，設計教學活動，訓練學生不同情境的移位能力。 

教學與評量說明 

(須說明調整原則) 

1.教材編輯與資源(根據學習內容調整結果) 

學習內容調整：■簡化   ■減量   □分解   □替代 

       □重整   □其他：      

教材資源：□學習單  ■教學影片  □圖卡  ■其他： 圖畫紙、色紙、積木、桌遊   

2.教學方法(學習歷程與環境調整) 

學習歷程：■工作分析  ■多元感官  □直接教學  ■多層次教學 

     ■合作學習 □合作教學 □其他：      

環境調整：□教室位置  ■動線規劃  ■學習區安排   

     ■座位安排 □助理員  □輔具  □其他：      

3.教學評量(學習評量調整) 

□口語評量   ■觀察評量   ■實作評量   □紙筆測驗 

□檔案評量   □課程本位評量   □其他：      

週次 單元名稱 課程內容 

1 相見歡 講解本學習的上課規則，認識老師和同學。 

2 著色高手（生活用品） 

著色高手（交通工具） 

參考物理、職治療師的建議，藉由「著色」活動訓練學生手部精細

操作技能和雙側協調與眼手協調技能。 3 



4 

5 
姿勢我最正 

參考物理、職治療師的建議，藉由「坐、蹲、站」等活動訓練學生

姿體動作協調技能，掌握彎腰拾物等技巧。 6 

7 
摺紙達人（植物） 

參考物理、職治療師的建議，藉由「摺紙」活動訓練學生手部精細

操作技能和雙側協調與眼手協調技能。 

8 

9 
摺紙達人（動物） 

10 

11 匍伏前進 

參考物理、職治療師的建議，藉由「老師講解各種動作姿勢技巧和

練習」提升小朋友不同情境的移位能力 

12 爬行 

13 扶物側走 

14          繞過障 礙物  

15       不同樓 層間的移動 

16 積木堆高（圖形 1） 

參考物理、職治療師的建議，藉由「積木堆高」活動訓練學生手部

精細操作技能和雙側協調與眼手協調技能。 

17 積木堆高（圖形 2） 

18 積木堆高（圖形 3） 

19 積木堆高（圖形 4） 

20 積木堆高（圖形 5） 

21 本學期課程回顧 回顧本學期所學習的功能性動作訓練課程內容。 



 

基隆市東光國民小學 111學年度第二學期資源班課程計畫 

領域 每週節數 班級 教學者 

功能性動作訓練 一節 資源班 方純連 

教學對象 
一(年級)楊○豪 、三(年級) 謝○修、錢○軒、四(年級)張○竺、陳○晴。 

共 5 人 

核心素養 

A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B3.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社會參與 ■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本學年 

學習重點 

學

習

表

現 

特功 2-7 具備手部精細操作技能。 

特功 2-8 具備雙側協調與眼手協調技能。 

特功 2-2 具備改變身體姿勢技能。 

特功 2-3 具備移位技能。 

特功 2-4 具備移動技能。 

學

習

內

容 

特功 VIII-3 拇指合併其他手指及手掌的抓握。 

特功 IX-6 疊高積木。 

特功 IX-13 直線或曲線的描畫。 

特功 IX-14 範圍內的著色。 

特功 C-3 地板坐姿與站姿的轉換 。 

特功 C-4 座椅坐姿與站姿的轉換 。 

特功 C-5 蹲姿與站姿的轉換。  

特功 C-6 彎腰拾物。 

特功 E-2 腹部貼地的匍伏前進 。 

特功 E-3 腹部離地以手和膝蓋的爬行 。 

特功 E-4 扶物側走 。 



特功 E-17 繞過障礙物 。 

特功 E-19 不同樓層間的移動。 

融入之議題 (融入生命、安全等議題)  

本學期學習目標 

1.參考物理、職能治療師的建議，設計教學活動，訓練學生的手部精細操作技能。 

2.參考物理、職能治療師的建議，設計教學活動，訓練學生的雙側協調與眼手協調技能。 

3. 參考物理、職能治療師的建議，設計教學活動，訓練學生不同情境的移位能力。 

教學與評量說明 

(須說明調整原則) 

1.教材編輯與資源(根據學習內容調整結果) 

學習內容調整：■簡化   ■減量   □分解   □替代 

       □重整   □其他：      

教材資源：□學習單  ■教學影片  □圖卡  ■其他： 圖畫紙、色紙、積木、   

2.教學方法(學習歷程與環境調整) 

學習歷程：■工作分析  ■多元感官  □直接教學  ■多層次教學 

     ■合作學習 □合作教學 □其他：      

環境調整：□教室位置  ■動線規劃  ■學習區安排   

     ■座位安排 □助理員  □輔具  □其他：      

3.教學評量(學習評量調整) 

□口語評量   ■觀察評量   ■實作評量   □紙筆測驗 

□檔案評量   □課程本位評量   □其他：      

週次 單元名稱 課程內容 

1 相見歡 講解本學習的上課規則，認識老師和同學。 

2 著色高手（生活用品） 

著色高手（交通工具） 

參考物理、職治療師的建議，藉由「著色」活動訓練學生手部精細

操作技能和雙側協調與眼手協調技能。 3 



4 

5 
姿勢我最正 

參考物理、職治療師的建議，藉由「坐、蹲、站」等活動訓練學生

姿體動作協調技能，掌握彎腰拾物等技巧。 6 

7 
摺紙達人（植物） 

參考物理、職治療師的建議，藉由「摺紙」活動訓練學生手部精細

操作技能和雙側協調與眼手協調技能。 

8 

9 
摺紙達人（動物） 

10 

11 匍伏前進 

參考物理、職治療師的建議，藉由「老師講解各種動作姿勢技巧和

練習」提升小朋友不同情境的移位能力 

12 爬行 

13 扶物側走 

14          繞過障 礙物  

15       不同樓 層間的移動 

16 積木堆高（圖形 1） 

參考物理、職治療師的建議，藉由「積木堆高」活動訓練學生手部

精細操作技能和雙側協調與眼手協調技能。 

17 積木堆高（圖形 2） 

18 積木堆高（圖形 3） 

19 積木堆高（圖形 4） 

20 積木堆高（圖形 5） 

21 本學期課程回顧 回顧本學期所學習的功能性動作訓練課程內容。 



 

基隆市東光國民小學 111學年度第一學期資源班課程計畫 

領域 每週節數 班級 教學者 

生活管理 A組 一節 資源班 方純連 

教學對象 
一(年級) 楊○豪、二(年級) 曾○熏、三(年級)謝○修、錢○軒 

共 4 人 

核心素養 

A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B3.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社會參與 ■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本學年 

學習重點 

學

習

表

現 

特生 1-sP-3 食用前進行洗滌、剝皮或打開包裝等。 

特生 1-sP-4 表現合宜的用餐禮儀與協助餐後整理。 

特生 1-sP-5 選擇乾淨新鮮且於保存期限內的食物。 

特生 1-sP-6 自我檢視並控制飲食行為和習慣。 

特生 1-sP-7 表達穿著衣物的不適感並請求更換。 

特生 1-sP-8 維持衣著整潔，並每日換洗貼身衣物。 

特生 1-sP-14 精熟如廁技巧，如攜帶衛生紙、穿脫褲子、擦拭、沖 水、洗手等。 

特生 1-sP-16 具備洗手、洗臉、刷牙及使用牙線的技能。 

特生 1-sP-23 描述不適症狀， 請求協助或表達就醫需求。 

特生 1-sP-24 認識身體構造、器官、常見疾病及症狀。 

特生 1-sP-26表現規律的生活習慣與作息，從事適當的運動與休閒。 

特生 2-sP-1 妥善保管個人財物並避免遺失。 

特生 2-sP-3 使用物品時表現節約與珍惜資源的態度和行為。 

特生 2-sP-12培養對休閒活動的認識與興趣。 

特生 3-sP-1 獨立行動的能力。 

特生 3-sP-2 認識社區環境與資源。  



特生 3-sP-3認識及避免常見的危險情境。  

特生 3-sP-5遵守公共場所及設施的使用規範。 

特生 4-sP-1 認識自己並接受自己的特質。 

特生 4-sP-2 具備日常生活中做決定的能力。 

特生 4-sP-3 能自行設定目標。 

特生 4-sP-4 能解決日常生活的問題。 

特生 4-sP-5能反省自己的行為 與學習表現。 

 

學

習

內

容 

特生 A-sP-4 食物的認識。 

特生 A-sP-7 餐前準備與餐後收拾的技巧。 

特生 B-sP-1 衣物穿脫技巧。 

特生 C-sP-1 如廁技巧。 

特生 D-sP-1 身體器官與功能的認識。 

特生 D-sP-4 健康的生活習慣。 

特生 E-sP-1 日常財物的使用與保管。 

特生 E-sP-2 金錢的概念。  

特生 E-sP-3 塑膠貨幣與行動支付的認識與使用。 

特生 I-sP-4 身體隱私與界限的認識與保護。 

特生 L-sP-1 自我目標的設定。 

特生 J-sP-1 交通工具的認識。  

特生 J-sP-2 道路交通規則的認識與遵守。 

特生 J-sP-3 各類交通工具資訊的辨識與使用。 

特生 K-sP-1 就讀學校的認識。 

特生 K-sP-2 社區環境與資源的認識。 

特生 K-sP-3 社區活動的參與。 



特生 K-sP-4 社區危險情境的辨識與防範。 

特生 K-sP-5 購物的流程與技巧。 

融入之議題 (融入性別平等、人權、品德、法治、家庭教育等議題) 

本學期學習目標 

1.能學習餐前的準備與餐後收拾工作。 

2.能學習獨立、減少依賴，嘗試自己做決定並學習自我管理、解決所遇到的生活問題。 

3.能設定自我作息的時間表並學習訂下每週可完成的目標。 

教學與評量說明 

(須說明調整原則) 

1.教材編輯與資源(根據學習內容調整結果) 

學習內容調整：■簡化   ■減量   □分解   □替代 

       □重整   □其他：      

教材資源：■學習單  ■教學影片  □圖卡  ■其他： 繪本、桌遊   

2.教學方法(學習歷程與環境調整) 

學習歷程：■工作分析  □多元感官  ■直接教學  ■多層次教學 

     ■合作學習 □合作教學 □其他：      

環境調整：□教室位置  ■動線規劃  ■學習區安排   

     ■座位安排 □助理員  □輔具  □其他：      

3.教學評量(學習評量調整) 

■口語評量   ■觀察評量   ■實作評量   □紙筆測驗 

□檔案評量   □課程本位評量   □其他：      

週次 單元名稱 課程內容 

1 相見歡 講解本學習的上課規則，認識老師和同學。 

2 我長大了(一) 透過實際操作食用前進行洗滌、剝皮或打開包裝等活動，餐後餐後收拾的



3 技巧，選擇乾淨新鮮且於保存期限內的食物，表現合宜的用餐禮儀與協助

餐後整理。自我檢視並控制飲食行為和習慣。精熟如廁技巧，如攜帶衛生

紙、穿脫褲子、擦拭、沖 水、洗手等。維持衣著整潔，並每日換洗貼身衣

物。金錢貨幣的認識與保管個人財務與物品等，來建立生活自理能力的提

升。 

4 

5 

6 

7 

8 

我很重要(一) 

我會保護自己 

我要認識自己 

我肯定自己 

透過影片、繪本教導學生認識自己的身體器官與功能。認識自己的身體構

造、器官、常見疾病及症狀。會自己描述自己身體不適症狀， 請求協助或

表達就醫需求。並了解自己身體的隱私權與界限並知道如何保護自己的安

全，不受侵犯，如果遇到被侵犯事件，學習告訴父母和師長。認識自己並

接受自己的特質，肯定自己是獨一無二的生命個體，不必和別人比較，只

要不斷學習正確的事，就會一天一天進步。 

9 

10 

11 

12 

13 

14 

我是社區導覽員(一) 

 

1.透過影片和實際校園導覽與活動進行認識學校重要建築物與活動區域。 

2.透過影片或校外教學認識社區重要機構與資源。  

3.認識各機構重要的功能 並依圖卡內的建築物或是招牌提示，分辨並指認

社區的重要場所。 

4.學習規劃休閒娛樂內容，學習充實休閒時間 。 

5.認識社區內常見的交通工具，能說出基本的交通規則與規範和能夠辨認

常用的交通工具 並依目的地選擇搭乘。  

15 

16 

17 

18 

19 



20 

21 本學期課程回顧 回顧本學期所學習的生活管理課程內容。 

 

 

 

 

 

 

 

 

 

 

 

 

 

 

 

 

 

 

 

 

 

 



基隆市東光國民小學 111 學年度第二學期資源班課程計畫 

領域 每週節數 班級 教學者 

生活管理 A組 一節 資源班 方純連 

教學對象 
一(年級) 楊○豪、二(年級) 曾○熏、三(年級)謝○修、錢○軒 

共 4 人 

核心素養 

A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B3.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社會參與 ■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本學年 

學習重點 

學

習

表

現 

特生 1-sP-3 食用前進行洗滌、剝皮或打開包裝等。 

特生 1-sP-4 表現合宜的用餐禮儀與協助餐後整理。 

特生 1-sP-5 選擇乾淨新鮮且於保存期限內的食物。 

特生 1-sP-6 自我檢視並控制飲食行為和習慣。 

特生 1-sP-7 表達穿著衣物的不適感並請求更換。 

特生 1-sP-8 維持衣著整潔，並每日換洗貼身衣物。 

特生 1-sP-14 精熟如廁技巧，如攜帶衛生紙、穿脫褲子、擦拭、沖 水、洗手等。 

特生 1-sP-16 具備洗手、洗臉、刷牙及使用牙線的技能。 

特生 1-sP-23 描述不適症狀， 請求協助或表達就醫需求。 

特生 1-sP-24 認識身體構造、器官、常見疾病及症狀。 

特生 1-sP-26表現規律的生活習慣與作息，從事適當的運動與休閒。 

特生 2-sP-1 妥善保管個人財物並避免遺失。 

特生 2-sP-3 使用物品時表現節約與珍惜資源的態度和行為。 

特生 2-sP-12培養對休閒活動的認識與興趣。 

特生 3-sP-1 獨立行動的能力。 

特生 3-sP-2 認識社區環境與資源。  

特生 3-sP-3認識及避免常見的危險情境。  



特生 3-sP-5遵守公共場所及設施的使用規範。 

特生 4-sP-1 認識自己並接受自己的特質。 

特生 4-sP-2 具備日常生活中做決定的能力。 

特生 4-sP-3 能自行設定目標。 

特生 4-sP-4 能解決日常生活的問題。 

特生 4-sP-5能反省自己的行為 與學習表現。 

學

習

內

容 

特生 A-sP-4 食物的認識。 

特生 A-sP-7 餐前準備與餐後收拾的技巧。 

特生 B-sP-1 衣物穿脫技巧。 

特生 C-sP-1 如廁技巧。 

特生 D-sP-1 身體器官與功能的認識。 

特生 D-sP-4 健康的生活習慣。 

特生 E-sP-1 日常財物的使用與保管。 

特生 E-sP-2 金錢的概念。  

特生 E-sP-3 塑膠貨幣與行動支付的認識與使用。 

特生 I-sP-4 身體隱私與界限的認識與保護。 

特生 L-sP-1 自我目標的設定。 

特生 J-sP-1 交通工具的認識。  

特生 J-sP-2 道路交通規則的認識與遵守。 

特生 J-sP-3 各類交通工具資訊的辨識與使用。 

特生 K-sP-1 就讀學校的認識。 

特生 K-sP-2 社區環境與資源的認識。 

特生 K-sP-3 社區活動的參與。 

特生 K-sP-4 社區危險情境的辨識與防範。 

特生 K-sP-5 購物的流程與技巧。 



融入之議題 (融入性別平等、人權、品德、法治、家庭教育等議題) 

本學期學習目標 

1.能學習餐前的準備與餐後收拾工作。 

2.能學習獨立、減少依賴，嘗試自己做決定並學習自我管理、解決所遇到的生活問題。 

3.能設定自我作息的時間表並學習訂下每週可完成的目標。 

教學與評量說明 

(須說明調整原則) 

1.教材編輯與資源(根據學習內容調整結果) 

學習內容調整：■簡化   ■減量   □分解   □替代 

       □重整   □其他：      

教材資源：■學習單  ■教學影片  □圖卡  ■其他： 繪本、桌遊   

2.教學方法(學習歷程與環境調整) 

學習歷程：■工作分析  □多元感官  ■直接教學  ■多層次教學 

     ■合作學習 □合作教學 □其他：      

環境調整：□教室位置  ■動線規劃  ■學習區安排   

     ■座位安排 □助理員  □輔具  □其他：      

3.教學評量(學習評量調整) 

■口語評量   ■觀察評量   ■實作評量   □紙筆測驗 

□檔案評量   □課程本位評量   □其他：      

週次 單元名稱 課程內容 

1 相見歡 講解本學習的上課規則，認識老師和同學。 

2 

我長大了(二) 

透過實際操作食用前進行洗滌、剝皮或打開包裝等活動，餐後餐後收拾的

技巧，選擇乾淨新鮮且於保存期限內的食物，表現合宜的用餐禮儀與協助

餐後整理。自我檢視並控制飲食行為和習慣。精熟如廁技巧，如攜帶衛生

紙、穿脫褲子、擦拭、沖 水、洗手等。維持衣著整潔，並每日換洗貼身衣

物。金錢貨幣的認識與保管個人財務與物品等，來建立生活自理能力的提

3 

4 

5 



6 升。 

7 

8 

我很重要(二) 

我會保護自己 

我要認識自己 

我肯定自己 

透過影片、繪本教導學生認識自己的身體器官與功能。認識自己的身體構

造、器官、常見疾病及症狀。會自己描述自己身體不適症狀， 請求協助或

表達就醫需求。並了解自己身體的隱私權與界限並知道如何保護自己的安

全，不受侵犯，如果遇到被侵犯事件，學習告訴父母和師長。認識自己並

接受自己的特質，肯定自己是獨一無二的生命個體，不必和別人比較，只

要不斷學習正確的事，就會一天一天進步。 

9 

10 

11 

12 

13 

14 

我是社區導覽員(二) 

 

1.透過影片和實際校園導覽與活動進行認識學校重要建築物與活動區域。 

2.透過影片或校外教學認識社區重要機構與資源。  

3.認識各機構重要的功能 並依圖卡內的建築物或是招牌提示，分辨並指認 

  社區的重要場所。 

4.學習規劃休閒娛樂內容，學習充實休閒時間  

5.認識社區內常見的交通工具，能說出基本的交通規則與規範和能夠辨認 

  常用的交通工具 並依目的地選擇搭乘。  

15 

16 

17 

18 

19 

20 

21 本學期課程回顧 回顧本學期所學習的生活管理課程內容。 

 

 



 

基隆市東光國民小學 111學年度第一學期資源班課程計畫 

領域 每週節數 班級 教學者 

生活管理 B組 一節 資源班 方純連 

教學對象 
四(年級) 張○竺、蘇○睿 

共 2 人 

核心素養 

A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B3.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社會參與 ■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本學年 

學習重點 

學

習

表

現 

特生 1-sP-3 食用前進行洗滌、剝皮或打開包裝等。 

特生 1-sP-4 表現合宜的用餐禮儀與協助餐後整理。 

特生 1-sP-5 選擇乾淨新鮮且於保存期限內的食物。 

特生 1-sP-6 自我檢視並控制飲食行為和習慣。 

特生 1-sP-7 表達穿著衣物的不適感並請求更換。 

特生 1-sP-8 維持衣著整潔，並每日換洗貼身衣物。 

特生 1-sP-14 精熟如廁技巧，如攜帶衛生紙、穿脫褲子、擦拭、沖 水、洗手等。 

特生 1-sP-16 具備洗手、洗臉、刷牙及使用牙線的技能。 

特生 1-sP-23 描述不適症狀， 請求協助或表達就醫需求。 

特生 1-sP-24 認識身體構造、器官、常見疾病及症狀。 

特生 1-sP-26表現規律的生活習慣與作息，從事適當的運動與休閒。 

特生 2-sP-1 妥善保管個人財物並避免遺失。 

特生 2-sP-3 使用物品時表現節約與珍惜資源的態度和行為。 

特生 2-sP-12培養對休閒活動的認識與興趣。 

特生 3-sP-1 獨立行動的能力。 

特生 3-sP-2 認識社區環境與資 源。  



特生 3-sP-3認識及避免常見的危險情境。  

特生 3-sP-5遵守公共場所及設施的使用規範。 

特生 4-sP-1 認識自己並接受自己的特質。 

特生 4-sP-2 具備日常生活中做決定的能力。 

特生 4-sP-3 能自行設定目標。 

特生 4-sP-4 能解決日常生活的問題。 

特生 4-sP-5能反省自己的行為 與學習表現。 

 

學

習

內

容 

特生 A-sP-4 食物的認識。 

特生 A-sP-7 餐前準備與餐後收拾的技巧。 

特生 B-sP-1 衣物穿脫技巧。 

特生 C-sP-1 如廁技巧。 

特生 D-sP-1 身體器官與功能的認識。 

特生 D-sP-4 健康的生活習慣。 

特生 E-sP-1 日常財物的使用與保管。 

特生 E-sP-2 金錢的概念。  

特生 E-sP-3 塑膠貨幣與行動支付的認識與使用。 

特生 I-sP-4 身體隱私與界限的認識與保護。 

特生 L-sP-1 自我目標的設定。 

特生 J-sP-1 交通工具的認識。  

特生 J-sP-2 道路交通規則的認識與遵守。 

特生 J-sP-3 各類交通工具資訊的辨識與使用。 

特生 K-sP-1 就讀學校的認識。 

特生 K-sP-2 社區環境與資源的認識。 

特生 K-sP-3 社區活動的參與。 



特生 K-sP-4 社區危險情境的辨識與防範。 

特生 K-sP-5 購物的流程與技巧。 

1.  

融入之議題 (融入性別平等、人權、品德、法治、家庭教育等議題) 

本學期學習目標 

1.能學習餐前的準備與餐後收拾工作。 

2.能學習獨立、減少依賴，嘗試自己做決定並學習自我管理、解決所遇到的生活問題。 

3.能設定自我作息的時間表並學習訂下每週可完成的目標。 

教學與評量說明 

(須說明調整原則) 

1.教材編輯與資源(根據學習內容調整結果) 

學習內容調整：■簡化   ■減量   □分解   □替代 

       □重整   □其他：      

教材資源：■學習單  ■教學影片  □圖卡  ■其他： 繪本、桌遊   

2.教學方法(學習歷程與環境調整) 

學習歷程：■工作分析  □多元感官  ■直接教學  ■多層次教學 

     ■合作學習 □合作教學 □其他：      

環境調整：□教室位置  ■動線規劃  ■學習區安排   

     ■座位安排 □助理員  □輔具  □其他：      

3.教學評量(學習評量調整) 

■口語評量   ■觀察評量   ■實作評量   □紙筆測驗 

□檔案評量   □課程本位評量   □其他：      

週次 單元名稱 課程內容 

1 相見歡 講解本學習的上課規則，認識老師和同學。 

2 我長大了(一) 透過實際操作食用前進行洗滌、剝皮或打開包裝等活動，餐後餐後收拾的



3 技巧，選擇乾淨新鮮且於保存期限內的食物，表現合宜的用餐禮儀與協助

餐後整理。自我檢視並控制飲食行為和習慣。精熟如廁技巧，如攜帶衛生

紙、穿脫褲子、擦拭、沖 水、洗手等。維持衣著整潔，並每日換洗貼身衣

物。金錢貨幣的認識與保管個人財務與物品等，來建立生活自理能力的提

升。 

4 

5 

6 

7 

8 

我很重要(一) 

我會保護自己 

我要認識自己 

我肯定自己 

透過影片、繪本教導學生認識自己的身體器官與功能。認識自己的身體構

造、器官、常見疾病及症狀。會自己描述自己身體不適症狀， 請求協助或

表達就醫需求。並了解自己身體的隱私權與界限並知道如何保護自己的安

全，不受侵犯，如果遇到被侵犯事件，學習告訴父母和師長。認識自己並

接受自己的特質，肯定自己是獨一無二的生命個體，不必和別人比較，只

要不斷學習正確的事，就會一天一天進步。 

9 

10 

11 

12 

13 

14 

我是社區導覽員(一) 

 

 

 

 

我是社區導覽員(一) 

 

1.透過影片和實際校園導覽與活動進行認識學校重要建築物與活動區域。 

2.透過影片或校外教學認識社區重要機構與資源。  

3.認識各機構重要的功能 並依圖卡內的建築物或是招牌提示，分辨並指認

社區的重要場所。 

4.學習規劃休閒娛樂內容，學習充實休閒時間 。 

5.認識社區內常見的交通工具，能說出基本的交通規則與規範和能夠辨認

常用的交通工具 並依目的地選擇搭乘。  

 

15 

16 

17 

18 

19 



20  

21 本學期課程回顧 回顧本學期所學習的生活管理課程內容。 

 

 

 

 

 

 

 

 

 

 

 

 

 

 

 

 

 

 

 

 

 

 



基隆市東光國民小學 111 學年度第二學期資源班課程計畫 

領域 每週節數 班級 教學者 

生活管理 B組 一節 資源班 方純連 

教學對象 
四(年級) 張○竺、蘇○睿 

共 2 人 

核心素養 

A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B3.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社會參與 ■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本學年 

學習重點 

學

習

表

現 

特生 1-sP-3 食用前進行洗滌、剝皮或打開包裝等。 

特生 1-sP-4 表現合宜的用餐禮儀與協助餐後整理。 

特生 1-sP-5 選擇乾淨新鮮且於保存期限內的食物。 

特生 1-sP-6 自我檢視並控制飲食行為和習慣。 

特生 1-sP-7 表達穿著衣物的不適感並請求更換。 

特生 1-sP-8 維持衣著整潔，並每日換洗貼身衣物。 

特生 1-sP-14 精熟如廁技巧，如攜帶衛生紙、穿脫褲子、擦拭、沖 水、洗手等。 

特生 1-sP-16 具備洗手、洗臉、刷牙及使用牙線的技能。 

特生 1-sP-23 描述不適症狀， 請求協助或表達就醫需求。 

特生 1-sP-24 認識身體構造、器官、常見疾病及症狀。 

特生 1-sP-26表現規律的生活習慣與作息，從事適當的運動與休閒。 

特生 2-sP-1 妥善保管個人財物並避免遺失。 

特生 2-sP-3 使用物品時表現節約與珍惜資源的態度和行為。 

特生 2-sP-12培養對休閒活動的認識與興趣。 

特生 3-sP-1 獨立行動的能力。 

特生 3-sP-2 認識社區環境與資 源。  

特生 3-sP-3認識及避免常見的危險情境。  



特生 3-sP-5遵守公共場所及設施的使用規範。特生 4-sP-1 認識自己並接受自己的特質。 

特生 4-sP-2 具備日常生活中做決定的能力。 

特生 4-sP-3 能自行設定目標。 

特生 4-sP-4 能解決日常生活的問題。 

特生 4-sP-5能反省自己的行為 與學習表現。 

學

習

內

容 

特生 A-sP-4 食物的認識。 

特生 A-sP-7 餐前準備與餐後收拾的技巧。 

特生 B-sP-1 衣物穿脫技巧。 

特生 C-sP-1 如廁技巧。 

特生 D-sP-1 身體器官與功能的認識。 

特生 D-sP-4 健康的生活習慣。 

特生 E-sP-1 日常財物的使用與保管。 

特生 E-sP-2 金錢的概念。  

特生 E-sP-3 塑膠貨幣與行動支付的認識與使用。 

特生 I-sP-4 身體隱私與界限的認識與保護。 

特生 L-sP-1 自我目標的設定。 

特生 J-sP-1 交通工具的認識。  

特生 J-sP-2 道路交通規則的認識與遵守。 

特生 J-sP-3 各類交通工具資訊的辨識與使用。 

特生 K-sP-1 就讀學校的認識。 

特生 K-sP-2 社區環境與資源的認識。 

特生 K-sP-3 社區活動的參與。 

特生 K-sP-4 社區危險情境的辨識與防範。 

特生 K-sP-5 購物的流程與技巧。 

融入之議題 (融入性別平等、人權、品德、法治、家庭教育等議題) 



本學期學習目標 

1.能學習餐前的準備與餐後收拾工作。 

2.能學習獨立、減少依賴，嘗試自己做決定並學習自我管理、解決所遇到的生活問題。 

3.能設定自我作息的時間表並學習訂下每週可完成的目標。 

教學與評量說明 

(須說明調整原則) 

1.教材編輯與資源(根據學習內容調整結果) 

學習內容調整：■簡化   ■減量   □分解   □替代 

       □重整   □其他：      

教材資源：■學習單  ■教學影片  □圖卡  ■其他： 繪本、桌遊   

2.教學方法(學習歷程與環境調整) 

學習歷程：■工作分析  □多元感官  ■直接教學  ■多層次教學 

     ■合作學習 □合作教學 □其他：      

環境調整：□教室位置  ■動線規劃  ■學習區安排   

     ■座位安排 □助理員  □輔具  □其他：      

3.教學評量(學習評量調整) 

■口語評量   ■觀察評量   ■實作評量   □紙筆測驗 

□檔案評量   □課程本位評量   □其他：      

週次 單元名稱 課程內容 

1 相見歡 講解本學習的上課規則，認識老師和同學。 

2 

我長大了(二) 

透過實際操作食用前進行洗滌、剝皮或打開包裝等活動，餐後餐後收拾的

技巧，選擇乾淨新鮮且於保存期限內的食物，表現合宜的用餐禮儀與協助

餐後整理。自我檢視並控制飲食行為和習慣。精熟如廁技巧，如攜帶衛生

紙、穿脫褲子、擦拭、沖 水、洗手等。維持衣著整潔，並每日換洗貼身衣

物。金錢貨幣的認識與保管個人財務與物品等，來建立生活自理能力的提

升。 

3 

4 

5 

6 



7 

8 

我很重要(二) 

我會保護自己 

我要認識自己 

我肯定自己 

透過影片、繪本教導學生認識自己的身體器官與功能。認識自己的身體構

造、器官、常見疾病及症狀。會自己描述自己身體不適症狀， 請求協助或

表達就醫需求。並了解自己身體的隱私權與界限並知道如何保護自己的安

全，不受侵犯，如果遇到被侵犯事件，學習告訴父母和師長。認識自己並

接受自己的特質，肯定自己是獨一無二的生命個體，不必和別人比較，只

要不斷學習正確的事，就會一天一天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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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11 

12 

13 

14 

我是社區導覽員(二) 

 

1.透過影片和實際校園導覽與活動進行認識學校重要建築物與活動區域。 

2.透過影片或校外教學認識社區重要機構與資源。  

3.認識各機構重要的功能 並依圖卡內的建築物或是招牌提示，分辨並指認

社區的重要場所。 

4.學習規劃休閒娛樂內容，學習充實休閒時間 。 

5.認識社區內常見的交通工具，能說出基本的交通規則與規範和能夠辨認

常用的交通工具 並依目的地選擇搭乘。  

15 

16 

17 

18 

19 

20 

21 本學期課程回顧 回顧本學期所學習的生活管理課程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