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嘉義縣南新國小 109 學年度校訂課程第三類特殊需求領域社會技巧課程教學內容規劃表   設計者：蔡依霖、吳純玉 
 

一、教材來源：■自編□編選-參考教材  二、本領域每週學習節數：1節   三、教學對象：智能障礙 2年級 1人、情障 3年級 1人，共 2人  四﹑安置類型：不分類資源班 

五、核心素養/課程目標 

領域核心素養 課程（學年）目標 

特社-E-A1 
具備辨識、表達與處理正負向情緒的能力，促進身心健全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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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能面對基本及複雜的情緒，並有適當的處理態度。 

2. 能認識壓力且以正確的方式處理。 

3. 能瞭解他人表現出行為及口語的目的且運用適當的談話技巧與他人溝通。 

4. 能選擇適當的時機主動徵求他人同意後參與團體並在團體中表達自己的意

見。 

5. 能主動的表達自己遇到的困難與衝突且具體的說出需要協助的部分。 

6. 能在學校生活中與同儕建立適當的關係且對同儕進行關懷。 

五、本學期課程內涵：第一學期 

教學進度 單元名稱 領域課程學習表現 學習目標 學習內容 表現任務（評量內容） 

第 1-7週 情緒大捕手 特社 1-I-1 分辨與表達

基本的正向或負向情

緒。 

特社 1-II-1 嘗試因應與

處理基本的情緒及壓

力。 

1. 能認識且分辨不同

的情緒。 

2. 能表達出自己的情

緒。 

3. 能處理不同的情

緒。 

特社 A-Ⅰ-1基本情緒的認識與分辨。 

特社 A-Ⅱ-1基本情緒的表達。 

【活動一】認識不同的情緒，高興的情緒(社會性故事：分

享)/難過的情緒(社會性故事：難過時該怎麼辦)/生氣的情緒

(情緒控制—停、想、選、做：我變成一隻噴火龍了) 

【活動二】我會處理不同的情緒 

聰明小法寶：負向情緒處理五步驟 

1.停（心中數到３） 

2.深呼吸。 

3.吐氣。 

4.心裡想：「發生了什麼事情？」 

5.做計劃：等它過去/請求協助並說出自己的感覺/離開現場/

找事情做 

1. 能透過社會性故事認識

基本的情緒。 

2. 能透過負向情緒處理五

步驟處理負向情緒。 

第 8-14週 溝通的禮貌 特社 2-I-3 適當使用口

語、非口語或輔具與人

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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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能在不同情境要用

不同的方式和他人

溝通。 

2. 能了解他人表現出

口語與非口語的溝

通目的。 

特社 B-Ⅰ-1溝通訊息的意義。 

特社 B-Ⅱ-1訊息解讀的技巧。 

【活動一】透過學生日常生活的觀察，一起討論如何合宜的

溝通。 

討論「說話」的禮貌與技巧/當無法保持禮貌的溝通(生氣、

吵架時)，這個時候，該怎麼辦呢？ 

【活動二】情境演練 

1. 我睡過頭，上學遲到了，我現在正要走進教室(如何跟

老師說/道歉？)。 

1. 能透過日常生活的觀

察，了解他人表現出口

語與非口語溝通的目

的。 

2. 能透過情境演練表現出

適當的溝通方式。 



2. 我今天考試考了 100分，回家看到媽媽/爸爸(如何和媽

媽/爸爸分享喜悅？)。 

3. 我把同學解我的筆用壞了，同學…(如何跟同學道

歉？)。 

4. 在遊戲時，同學用力地打了我一下，讓我覺得很痛/生

氣(如何正確的表達負面的情緒)。 

第 15-21

週 

壓力的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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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能分辨壓力的來

源。 

2. 能察覺到自己處於

有壓力的情況。 

3. 能以正確的方式處

理壓力。 

特社 A-Ⅰ-2壓力的察覺與面對。 

特社 A-Ⅱ-2壓力源的評估與處理。 

【活動一】比手畫腳 

分成兩階段，遊戲結束後讓學生討論在兩個階段的感受，尤

其是當想要表達卻不能說出來時，心理的感受。 

階段 1－表達的一方可以說話，只是不能說出要對方猜的詞

語。 

階段 2－表達的一方完全不能說話，只能用肢體語言表達語

詞。 

【活動二】訓練學生覺察壓力來源、表達心裡的壓力 

減壓大師：壓力處理四步驟 

1.覺察：藉由生理反應察覺自己面對壓力的情緒反應 

2.分析：想一想引起壓力的可能是事件或是想法。句型以

「好像」起頭。 

3.找人：請學生去找平時幫過他的人、較能聽他說話的人，

甚至是特定的、人，例如：導師、輔導老師等。 

4.說分明：說出面對壓力時的「心情」與面對的壓力「事

件」。 

1. 能透過遊戲來感覺壓力

的存在。 

2. 能透過壓力處理四步驟

覺察壓力來源、表達心

裡壓力及如何處理壓

力。 

第二學期 

教學進度 單元名稱 領域課程學習表現 學習目標 學習內容 表現任務（評量內容） 

第 1-7週 遇到困難與

衝突我會說 

特社 2-I-8 分辨與表達

衝突的原因、情境與後

果。 

特社 3-II-4 遇到困難

時，具體說明需要的協

助。 

1. 能分辨衝突的原

因。 

2. 能在遇到衝突或困

難時具體說出需要

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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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一】遇到衝突、看到問題我會問 

以「下課花路米」節目為主設計 PPT並與學生一起討論影片

中的人物遇到哪些衝突與困難。教導學生主動發問的技巧及

時間點和在各情境下的應用。 

主動發問的技巧：發問前先想誰可以解決我的問題/提問時注

意禮貌/提問後要耐心等待答案/問題解決後感謝對方的幫忙 

【活動二】桌遊-狼人真言-主動發問找出答案 

教室透過情境設定，讓學生藉由聆聽他人的說法和自己提問

找出遊戲中的兇手，藉以訓練學生找出困難與衝突的點，並

提出需要幫助的地方。 

1. 能透過影片一同討論出

衝突的原因。 

2. 能透過遊戲與情境演練

在遇到困難或衝突時主

動說出需要的協助。 

第 8-14週 參與團體活 特社 2-I-12 與他人相處 1. 能遵守團體活動的 特社 B-Ⅰ-3人際關係的建立。 1. 能透過影片了解何謂正



動 時，遵守基本的禮儀。 

特社 2-II-3 遵守團體規

範，並依情境回應他人

的邀請或主動加入團

體。 

規範，與他人相處

的禮儀。 

2. 能依情境邀請他人

參與團體活動。 

3. 能依情境以正確方

式表達想要參與團

體的意願。 

特社 B-Ⅱ-3團體的基本規範。 

【活動一】我想和你玩 

運用影片呈現錯誤的玩遊戲方式，教師讓學生們觀賞影片

後，一起討論問題/教師教導學生何謂正確參與團體的方法。 

我想和你玩-三步驟 

1.確定想加入遊戲-(1)看起來很好玩-想加入 (2)不想玩-離

開 

2.觀察怎麼玩-(1)我會了-可以加入遊戲(2)不會玩-請他人教

我玩 

3.詢問可不可以加入遊戲-(1)讓你加入遊戲-可以一起玩。但

要遵守遊戲規則、輪流一起玩和接受遊戲結果。(2)不讓你加

入遊戲-離開、找別的遊戲玩。 

【活動二】桌遊-拔雞毛遊戲 

遊戲中會出現加入遊戲與退出遊戲的情境，透過遊戲讓學生

練習如何以正確的方式加入遊戲而不與他人起衝突，且在遊

戲中表達自己的意見與想法。 

確參與團體的方法。 

2. 能透過影片了解何謂正

確與他人相處的禮儀。 

3. 能以正確的方式表達加

入遊戲的意願。 

第 15-21

週 

當我們同在

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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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能知道與他人相處

會有不同的問題產

生。 

2. 能依情境表現出適

當的相處方式。 

特社 B-Ⅰ-3人際關係的建立。 

【活動一】繪本閱讀-當我們同在一起 

藉由繪本讓學生發覺人際相處可能會出現的問題，並從故事

內容中討論遇到相處問題時有哪些處理的方式。 

與不喜歡的人相處/與喜歡的人相處/當相處時遇到爭執/如何

使用適當的方式與他人相處 

【活動二】桌遊-諾亞方舟 

透過自我瞭解選擇一隻與自己個性相同的動物作為代表，選

擇與其他人個性相同的動物作為互動對象，透過遊戲帶領學

生討論與不同性格的人相處該怎麼做。 

1. 能透過繪本察覺與他人

相處時會有不同的情境

和狀況。 

2. 能在遊戲中表現出與不

同性格的人相處的方式

有所不同。 

註 1：集中式特教班﹑資源班﹑身障類及資優類巡迴輔導特需領域皆使用此表格。 

註 2：請以單元為單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