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與體育學習領域
一、編寫說明
本手冊之編寫參考「國民中小學九年一貫課程」健康與體育學習領域能力指標，針對認知功能嚴重缺損之學生進行調整設計，包括低功能自
閉症學生、中重度智能障礙學生或中重度智能障礙伴隨有感官、肢體或情緒等其他障礙之多重障礙學生。透過評估學生的學習需求與身心特質，
進而了解學生起點行為與先備能力，分析普通教育課程能力指標和認知障礙嚴重缺損學生學習需求之適配性進行能力指標的調整，期能透過由低
至高逐步設計與調整課程層次，以漸進方式協助學生達成能力指標，並重視特殊需求學生與普通學生之交流與互動。
(一)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國民教育階段九年一貫課程將健康教育與體育合併成一個學習領域，七大學習領域之中，唯有「健康與體育」跟生命的延續息息相關。在我
們提倡生涯規劃、終身學習的同時，如果沒有健康的身心，一切都將是空談。健康教育的目標在於健康行為的實踐。由覺知進而形成一個人的價
值觀念，在教學上佔著極重要的分量，尤其以學生為中心的課程所形成的價值觀念，才能真正地影響他們的態度和行為。健康教育已由過去被認
為是「剝奪人生樂趣」的一門學科，轉變成為協助學生「解開人生價值結」的澄清過程，且應抱著「如何教比教什麼更重要」的態度來從事教學。
體育的目標旨在培養學生具備良好的體適能，而不是塑造一個競賽的勝利者去追求「贏」而已。也可以說，受過良好體育薰陶的學生，不論
其天分如何，皆應有機會參與身體活動，發展適合其年齡應有的運動技能，是身心健全且健康快樂的，它重視學生的自主學習和個別差異。教師
透過良好的課程規劃、教材選擇與教學方法來滿足學生不同的需求，培養學生成為成功的學習者。
「健康與體育」學習領域的課程目標如表 1-2 所示在培養學生擁有良好體適能，生活在健康的環境中，同時認識支持的法規與人群。鼓勵學
生藉著健康行為的養成、運動行為的培養與鍛鍊，改善自己的健康，同時在與別人互動中影響他人及社區與環境，以達到全人健康的目的。
「國民中小學九年一貫課程」健康與體育領域能力指標的編號共有三碼。第一碼為阿拉伯數字 1~7，分別代表主軸序號；第二碼為阿拉伯數
字 1~3，分別代表學習階段；第三碼亦為阿拉伯數字，代表能力指標的流水號，依各指標及學習階段而有不同的項數。例如指標【1-2-1】代表學
習主軸為生長、發展，學習階段為第二學習階段國小 4-6 年級。編碼方式如表 1-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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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健康與體育學習領域內涵架構表
健康與體育學習領域之內涵架構
課程總目標：培養健全的國民
七大主題軸

課程目標

五個安適狀態

1.生長、發展
2.人與食物
3.運動技能
4.運動參與
5.安全生活
6.健康心理
7.群體健康

1.養成尊重生命的觀念，豐富全人健康的生活。
2.充實促進健康的知識、態度與技能。
3.發展運動概念與運動技能，提升體適能。
4.培養增進人際關係與互動的能力。
5.培養營造健康社區與環境的責任感和能力。
6.培養擬定健康與體育策略及實踐的能力。
7.培養運用健康與體育的資訊、產品和服務的能力。

1. 身 體 適 能 (physical
fitness)
2.情緒適能(emotional
fitness)
3.社會適能(social fitness)
4. 精 神 適 能 (spiritual
fitness)
5. 文 化 適 能 (cultural
fitness)

表 1-2 九年一貫課綱能力指標編碼方式說明
主題軸
學習階段
a
b
1.生長、發展
1 第一學習階段：國小 1-3 年級（編號 1）
2 第二學習階段：國小 4-6 年級（編號 2）
2.人與食物
3 第三學習階段：國中 1-3 年級（編號 3）
3.運動技能

編號
c
流水號
流水號

4.運動參與

流水號
流水號

5.安全生活

流水號

6.健康心理

流水號

7.群體健康

流水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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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各分段能力指標學習內涵下之細項能力指標，分為四碼，前三碼為前項分段能力指標學習內涵的編號，第四碼則為該能力
指標學習內涵下的細項內涵流水號。例如指標【1-2-1-3】代表生長、發展學習主軸的第二個學習階段國小 4-6 年級能力指標的第三項內涵，其下
第三項學習內涵「1-2-1-3 敘述能促進或改變個人生長發育的生活型態，如：運動、飲食等。」。編碼方式如表 1-3 所示。
表 1-3 九年一貫課綱能力指標細項內涵編碼方式說明
主題軸
學習階段
編號
細項編號
a
b
c
d
1.生長、發展
1 第一學習階段：國小 1-3 年級（編號 1）
流水號
流水號
2 第二學習階段：國小 4-6 年級（編號 2）
2.人與食物
流水號
流水號
3 第三學習階段：國中 1-3 年級（編號 3）
3.運動技能
流水號
流水號
4.運動參與

流水號

流水號

5.安全生活

流水號

流水號

6.健康心理

流水號

流水號

7.群體健康

流水號

流水號

(二)調整後之能力指標
考量認知功能嚴重缺損學生可能安置於普通學校特教班或各特殊教育學校之中，其課程規劃應參照九年一貫課程，並依學生個別需要及能力
狀況進行調整。如在普通學校特教班就讀之學生，在此領域學習情形與一般學生差異大者，課程內容應以功能性為主要調整依據，如差異不大，
則回普通班級進行此領域之融合教育學習。
本手冊之綜合活動領域對於認知功能嚴重缺損的學生之指標調整及應用之編號，係依據「國民中小學九年一貫課程」綜合活動學習領域分段
能力指標再加以調整而得，共有四碼，前三碼與原分段能力指標編碼相同，第四碼則是根據第三碼流水號之分段能力指標
表 1-4 九年一貫課綱能力指標調整及應用編碼方式
主題軸
學習階段
編號
調整細項編號
a
b
c
d
1 第一學習階段：國小 1-3 年級（編號 1）
1.生長、發展
流水號
調整流水號
2 第二學習階段：國小 4-6 年級（編號 2）
2.人與食物
流水號
調整流水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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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運動技能
4.運動參與

3 第三學習階段：國中 1-3 年級（編號 3）

流水號
流水號

調整流水號
調整流水號

5.安全生活

流水號

調整流水號

6.健康心理

流水號

調整流水號

7.群體健康
流水號
調整流水號
經簡化、減量、分解或替代等方式，調整為該能力指標學習內涵下新增的細項內涵流水號，並參酌「特殊教育學校(班)國民教育階段智能障
礙類課程學習目標檢核手冊」
、
「教育部中部辦公室 97 年度特殊教育學校(班)工作小組議題研討」之「智能障礙學生能力發展手冊」及阿寶的天空
網站之網路 IEP 內之學生學習目標，將分段能力指標再行調整成適用於中、重度智能障礙學生教學目標之分項。編碼方式如表 1-4 所示。能力指
標調整與應用的編碼方式以 a-b-c-d 表之。
1.第一碼＜a＞為主題軸序號：
健康與體育領域能力指標的內容共分為七大主題軸，第一主題軸「生長、發展」
，第二主題軸「人與食物」
，第三主題軸「運動技能」
，第四主題
軸「運動參與」，第五主題軸「安全生活」，第六主題軸「健康心理」，第七主題軸「群體健康」。這些主題軸的序號分別以 1~7 代表。
2.第二碼＜b＞為學習階段序號：
九年一貫課程安排自小學一年級到國中三年級，將其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為國小一至三年級，第二階段為國小四至六年級，第三階段為國
中 1-3 年級。這三個學習階段的序號分別以 1~3 代表
3.第三碼＜c＞為流水號：
能力指標的流水號，表示在該學習階段下能力指標的個數。
4.第四碼＜d＞經調整後之流水號：
將流水號之指標再加以簡化、減量、分解或替代等方式，調整成適合認知功能嚴重缺損學生學習能力的學習指標。例如指標【1-2-1-3】代表生
長、發展學習主軸，第二個學習階段國小 4-6 年級，生長、發展能力指標的第三項內涵，其下第三項學習內涵：
「1-2-1-3 敘述能促進或改變個
人生長發育的生活型態，如：運動、飲食等。」
二、調整應用
(一)應用原則
1.對於認知功能嚴重缺損學生的學習內容應注重功能性與實用性，符合認知功能嚴重缺損的學生學習需求，透過課程與教材鬆綁，調整九年
一貫課程綱要內容，以適合學生學習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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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調整的方式採用比較具體化、具像化，並具功能性的學習目標，選擇重要且實用的學習內容來調整。
3.將九年一貫課程內容與原國民教育階段啟智學校(班)課程綱要的六大領域連結，不致於對原特殊教育的教材及教學內容產生過大的衝擊。
4.以學生的生活為中心，在實際的生活情境活動中營造學習情境進行教學，指導學生學習生活自理與自我照護技巧。提供可以幫助學生增進
精細與粗大動作協調能力的活動。
5.考慮學生個別差異，若學生能力可達成原九年一貫綜合活動領域之三碼能力指標，則可依其能力指標進行教學，不必再行簡化、減量、分
解或替代之調整指標。
6.健康與體育學習領域以統整教學為原則，各校得視該校之師資、場地、器材、設備等環境條件做彈性調整。
7.學校為提升學生健康，可配合綜合活動及學校自主之時間，進行各項健康教學活動，如：晨間檢查、視力保健、口腔衛生、午餐營養教育、
B 型肝炎防治、菸害教育、藥物濫用教育、環保教育、防火、防震、防颱等活動；並設立健康中心，以利實施健康服務，及配合健康教學
之進行。
8.學校為提升學生體適能狀況及培養學生健康休閒生活的觀念，應利用綜合活動、學校自主時間與課外時間安排體能及其他休閒活動，每週
至少實施 3 次，並鼓勵學生參與運動競賽、表演與欣賞等活動。
9.依部頒各級學校設備標準之規定，充實各項健康與體育相關之軟硬體設備，以利教學之進行。
10.學校應指定專人定期檢修健康與體育設備，教師應於教學前檢視設備之安全性，預防意外事件之發生。。
(二)應用方式
1.指標的調整係依照九年一貫健康與體育學習領域中分年細目指標進行調整，在第一欄列出九年一貫原有的能力指標及參考細目供老師參
考，讓老師在選擇指標時能進行對照，以了解各分年細目指標教學之統整性。建議老師在選擇能力指標時，能考慮學生的個別差異，若學
生能力可達成原九年一貫健康與體育學習領域之三碼能力指標(如 2-1-1)，則可依其能力選擇原有指標「體會食物在生理及心理需求上的
重要性」進行教學，不必選擇第二欄所編列簡化、減量、分解或替代之調整指標。在實際教學時以學生 IEP 為主，打破年級界線設計適合
學生學習之教學目標。
2.若學生能力無法達成原有指標能力，則老師可以進一步參考第二欄之指標調整，謹以九年一貫能力指標【2-1-1】為例，編輯小組依據其
指標內涵，配合認知能力嚴重缺損學生之能力，調整出【2-1-1-1】至【2-1-1-7】等七項調整細項能力指標，老師在教學時可依據個別學
生能力，經由調整指標中選擇適合學生學習的教學目標，或自行調整更適合學生學習的教學目標。編輯小組並於第三攔列出此能力指標的
建議教學重點，祈透過教學重點之提供，協助老師在實際進行教學活動設計時有所參考，教師在實際運用時可依循編輯小組所列舉之教學
重點，設計發展出更適合學生的教學活動。第四攔則列出可供運用之教學資源，作為教師選擇教材時之參考，惟因人力、時間及能力有限，
無法囊括所有適合之教學資源，若有不足或疏漏之處尚祈指正。各欄位示例請參見表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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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 九年一貫課綱能力指標調整及應用說明示例
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指標調整
2-1-1 體會食物在生理及心理需
求上的重要性
2-1-1-1 體會與討論飢餓及飽足
2-1-1-1 能分辨飢餓感與飽足感的
感和食物攝取的關係。
差異。
2-1-1-2 體認人對有誘人味道、 2-1-1-2 能瞭解飢餓及飽足和食物
外表、氣味、聲音或質地的食
攝取有關係。
物會產生吃的動機。
2-1-1-3 看到食物之後，能分辨出自
2-1-1-3 討論提供成長及身體活
己想吃或不想吃。
動所需的六大類食物。
2-1-1-4 能將食物分類。
2-1-1-4 每日攝取多樣化食物，以 2-1-1-5 能攝取各類食物，維持身體
維持身體健康
健康。
2-1-1-5 依據健康原則準備簡單 2-1-1-6 能準備簡單且立即可吃的
且立即可吃的食物，並滿足生
食物。
理及心理的需求。
2-1-1-7 能瞭解多吃會胖，少吃會
2-1-1-6 瞭解食物的熱量高低與
瘦。
肥胖之關連性。
2-1-1-7 瞭解運動時的營養需求。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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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重點
能在適當時機（例如：中午用
餐前與用餐後）
，詢問學生是否
肚子餓或吃飽了，讓學生能分
辨飢餓感與飽足感的差異，及
與食物攝取的關係。
對於認知功能嚴重缺損的特殊
學生而言，食物分類的精細度
則依據學生能力的不同來調
整，例如：分三類（飯、菜、
水果）
，四類（飯、肉、菜、水
果）
，五類（飯、肉、菜、湯、
水果）等。
指導學生各類食物都要吃，
飯、麵、菜、肉、湯、水果等
等每一樣都吃，以維持身體健
康。
簡單且立即可食的食物包含餅
乾、糖果、水果、沖泡式飲品、
罐頭點心或罐頭食品、泡麵。
讓學生觀察及比較自己與他人
的飲食份量，瞭解吃的多會
胖，吃得少會瘦的情形。

教學資源
參考書籍：全家三餐健康吃，
謝宜芳著，民 91，臺北市，臺
視文化公司。
文建會兒童文化館－繪本花園
（2010.04.05）http：
//children.cca.gov.tw/gard
en/
教育部學習加油站 http：
//contentl.edu.tw/
教育部「健康醫學學習網」
http：
//health.edu.tw/health/
行政院衛生署食品資訊網
http：//food.doh.gov.tw/
食品營養特區 http：
//www.jtf.org.tw/nutrition
/
健康九九衛生教育網 http：
//health99.doh.gov.tw/
綠十字健康網 http：
//www.greencross.org.tw/

（三）指標調整及教學重點
學習領域：健康與體育

領域 主題軸：1.生長、發展

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1-1-1 知道並描述對於出
生、成長、老化及死亡的
概念與感覺。
1-1-1-1 瞭解出生、成長、老
化、死亡是每個人一生的
必經過程。
1-1-1-2 認識新生命的形
成，並瞭解各項身體的特
徵是遺傳的結果。
1-1-1-3 認識並分享人生必
經階段對自己生活的影
響，如：新生兒的誕生、
成長的喜悅等。
1-1-1-4 描述自己出生至今
的生長發育變化，以及對
這些變化的感覺。
1-1-1-5 以健康的態度面對
已故或瀕死的家人、同伴
或其他生物。

國小：

指標調整
＊

1-1-1-1 能瞭解人一生的必經過
程。
1-1-1-2 瞭解新生兒即是一個新
生命，能尊重及愛護新生命。
1-1-1-3 能分辨出自己及他人的
父母。
1-1-1-4 能享受自己現階段的人
生，快樂的過生活。
1-1-1-5 能瞭解「我長大了」。
1-1-1-6 能瞭解「死掉」的意義。
1-1-1-7 能表達出對於已故的家
人、親戚朋友或寵物的想念與
祝福（例如：畫卡片）。

＊

＊

＊
＊

＊

1-6

年級

教學重點
用相片、圖片排列或戲劇表演等方
式，讓學生瞭解出生、成長、老化、
死亡是每個人一生的必經過程及順
序。
以飼養小動物的方式，讓學生能瞭解
新生兒即是一個新生命，藉由照顧弱
小動物的心情，進而能夠延伸至尊重
及愛護新生命，並培養學生的愛心及
耐心。
學生能辨認出自己的父母，對於其它
同學的父母也能分辨並配對，可進而
衍生用動物的相片或圖片進行配對遊
戲。
讓學生瞭解自己現階段的生活，包含
上學、吃飯、玩遊戲等。
「我長大了」包含：我上小學了、我
是一年級學生、我升上二年級了、我
9 歲了、我會自己穿衣服了、我會洗
碗了等等。
引導學生將自己的想念與祝福，繪畫
成圖畫或製作祝福卡，並將圖畫或卡
片做妥善的處理（例如：自己保留、
放進瓶子裡或埋起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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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考教材：順序圖卡第三輯成長
篇（理特尚文化實業有限公
司）、寶寶要出生了（角野榮子
著，秦好史郎繪，米雅譯，民 93，
臺北市，東方出版社）。
觀賞影片：「花田一路」、「生日
快樂」等。
文建會兒童文化館－繪本花園
（2010.04.05）http：
//children.cca.gov.tw/garde
n/
教育部生命教育學習網：http：
//www.life.edu.tw
張老師全球資訊網 http：
//www.1980.org.tw
教育部學習加油站 http：
//contentl.edu.tw/
行政院衛生署兒童健康網
http：
//www.doh.gov.tw/cht/CHI/in
dex.htm
內政部兒童局 http：
//www.cbi.gov.tw/
兒童醫學網 http：

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1-1-2 觀察並比較不同人生
階段的異同。
1-1-2-1 分辨家人們所處之
人生階段，並指出其外觀
之異同。
1-1-2-2 比較人生各階段個
人的活動能力、需求及照
顧的異同，如：嬰兒、老
人等。
1-1-2-3 描述不同人生階段
的責任與成就感，如：青
少年、壯年。
1-1-2-4 比較人生各階段運
動能力及活動需求。

指標調整

1-1-2-1 能分辨出大人及小孩的
不同。
1-1-2-2 能分辨出大人及小孩在
照顧上的分別。（亦即：大人
照顧小孩）
1-1-2-3 能分辨出大人的事及小
孩的事。
1-1-2-4 能分辨出大人的活動及
小孩的活動。

教學重點

＊ 依據學生的能力，將人生分成不同的
發展階段，從 2 階段（大人、小孩）、
3 階段（小孩、大人、老人）、4 階段
（嬰幼兒、兒童、大人、老人）等，
循序漸進地，讓學生用圖卡或相片進
行排序。
＊ 觀賞動物影片或用戲劇表演方式，瞭
解大人照顧小孩的情形。
＊ 大人的事：上班、蓋房子、開車、照
顧小嬰兒、炒菜等等。小孩的事：上
學、寫功課、玩樂等等。
＊ 大人活動與小孩活動的區別在於活動
策劃及領導者的不同，大人活動的項
目非常廣泛：舉凡體育活動、旅遊、
郊遊露營、聚會等均可，領導或策劃
者均是大人。小孩的活動則是自己玩
拼圖、攀爬遊戲器材，或一起玩籃球、
躲避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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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vghtpe.gov.tw/~peds/i
ndex.htm
參考教材：順序圖卡第三輯成長
篇（理特尚文化實業有限公
司）、寶寶要出生了（角野榮子
著，秦好史郎繪，米雅譯，民 93，
臺北市，東方出版社）。
文建會兒童文化館－繪本花園
（2010.04.05）http：
//children.cca.gov.tw/garde
n/
教育部學習加油站 http：
//contentl.edu.tw/
教育部「健康醫學學習網」
http：
//health.edu.tw/health/
行政院衛生署兒童健康網
http：
//www.doh.gov.tw/cht/CHI/in
dex.htm
內政部兒童局 http：
//www.cbi.gov.tw/
兒童醫學網 http：
//www.vghtpe.gov.tw/~peds/i
ndex.htm

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1-1-3 認識身體發展的順序
與個別差異。
1-1-3-1 比較不同生長速率
對身體活動的影響。
1-1-3-2 比較不同的身體型
態
1-1-3-3 知道身體發展在特
殊時期會趨於成熟。

指標調整
＊
1-1-3-1 能察覺出自己與他人活
動能力的不同。
1-1-3-2 能察覺出自己與他人在 ＊
身體型態上的不同。
1-1-3-3 能知道自己的身體發展
是否成熟（長成大人）。
＊

＊

教學重點
進行有關身體活動時（例如：跳高、
跳遠、籃球投籃等各種活動）
，能觀察
並瞭解自己及他人的活動能力都不一
樣。
讓學生面對大鏡子（例如：韻律教室
的大鏡子）
，能觀察並瞭解自己與他人
在身體型態上的不同，例如：高、矮、
胖、瘦。
設計美勞課程：地板鋪上海報紙，讓
學生躺在上面（可由學生自行擺姿
勢）
，由老師描繪學生的人形圖，剪下
後，互相比較自己與同學人形圖的高
矮胖瘦或身體形狀的不同。
對於認知功能嚴重缺損、年齡層在一
至三年級階段的學生，只要知道自己
還是小孩子，還沒長成大人即可。

1-1-4 養成良好的健康態度
＊ 依據學生的能力，讓學生從身體的基
和習慣，並能表現於生活
本部位（例如：頭、眼睛、鼻子、嘴
1-1-4-1 能認識身體各部位的名
中。
巴、耳朵、身體、手、腳）
，循序漸進
1-1-4-1 認識人體各部位的
稱。
的引導至較細部名稱及位置（例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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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考教材：認識我們的身體（張
高雄主編，台北縣，陽銘出版
社）、長大的感覺真好（Claire
Patterson 著尹萍譯，民 94，臺
北市，天下文化）、。
文建會兒童文化館－繪本花園
（2010.04.05）http：
//children.cca.gov.tw/garde
n/
教育部學習加油站 http：
//contentl.edu.tw/
教育部「健康醫學學習網」
http：
//health.edu.tw/health/
行政院衛生署兒童健康網
http：
//www.doh.gov.tw/cht/CHI/in
dex.htm
內政部兒童局 http：
//www.cbi.gov.tw/
兒童醫學網 http：
//www.vghtpe.gov.tw/~peds/i
ndex.htm
嗅覺瓶的製作方式：可在食品材
料行尋找各式的香料（例如：香
蕉油、椰子油等）滴入瓶子裡，
或食用完畢的罐頭（撕下外包裝

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正確名稱及其基本功能，
並懂得愛惜身體各部位。
1-1-4-2 體會眼睛、耳朵、牙
齒的重要性，列舉並實行
眼、耳、鼻、口腔的保健
方法。
1-1-4-3 瞭解姿勢對生長的
影響，並表現出坐、站立、
行走、閱讀及提物時的正
確姿勢。
1-1-4-4 瞭解健康習慣對整
體形象的影響，並表現出
整體的舒適感，如：身體
清潔、衣著打扮等。
1-1-4-5 建立日常生活中的
健康習慣，如：正確的洗
手方式、正確使用廁所及
按時如廁。
1-1-4-6 表現願意於日常生
活中實踐健康習慣的意
願。
1-1-4-7 養成運動流汗後擦
乾、更衣，並補充水分之
習慣。

指標調整
1-1-4-2 能瞭解身體各部位的功
能。
1-1-4-3 能愛惜自己的身體。
1-1-4-4 能瞭解眼睛、耳朵、牙
齒很重要，要愛護它們。
1-1-4-5 能瞭解正確姿勢對身體
很重要，姿勢不對身體會受
傷。
1-1-4-6 能表現出坐、站立、行
走、閱讀及提物時的正確姿
勢。
1-1-4-7 能瞭解健康習慣可以展
現出良好的形象。
1-1-4-8 能整理儀容，表現出合
宜的外表。
1-1-4-9 能建立日常生活中的健
康習慣。
1-1-4-10 能於日常生活中實踐
健康習慣。
1-1-4-11 能做出運動流汗後擦
乾、更衣並補充水分的行為及
習慣。

＊
＊

＊

＊

＊

教學重點
眉毛、牙齒、手肘、手心、手背、拇
指、食指、中指、無名指、小指、腳
跟、腳趾）。
運用人體模型來認識身體，例如：牙
齒模型。
設計與身體相關主題的美勞課程，運
用各種美勞材料（例如：油黏土）
，藉
由著色、繪畫、剪貼、指印畫、捏塑
等方式，引導學生認識身體各部位的
位置、形狀及特徵。
設計音樂、韻律或遊戲課程，藉由歌
唱、跳舞、身體律動或團體遊戲（例
如：請你跟我這樣做）等方式，引導
學生認識身體各部位的位置及其名稱
（例如：眼睛、鼻子、嘴巴、耳朵、
頭、肩、手、手指、胸部、腰、背部、
腿、膝蓋、腳）。
於日常生活中，提醒或指示學生用眼
睛看老師、用眼睛看東西、用耳朵聽
音樂、用手拿球、用腳踩一踩地板、
用腳跑步等動作，讓學生瞭解身體部
位的功能。
設計各式遊戲，例如：閃示卡、尋找
藏起來的鬧鐘、矇眼聽鈴鼓聲移動、
藏寶箱、嗅覺瓶、闖關遊戲等，讓學
生能在遊戲中，善用身體的各項能力
（視覺、聽覺、觸覺、味覺及身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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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亦可。
參考教材：認識我們的身體（張
高雄主編，台北縣，陽銘出版
社）。
文建會兒童文化館－繪本花園
（2010.04.05）http：
//children.cca.gov.tw/garde
n/
教育部學習加油站 http：
//contentl.edu.tw/
教育部「健康醫學學習網」
http：
//health.edu.tw/health/
行政院衛生署兒童健康網
http：
//www.doh.gov.tw/cht/CHI/in
dex.htm
內政部兒童局 http：
//www.cbi.gov.tw/
兒童醫學網 http：
//www.vghtpe.gov.tw/~peds/i
ndex.htm
綠十字健康網 http：
//www.greencross.org.tw/
全民休閒運動宣傳網 http：
//www.hisport.com.tw/
我的 E 政府－兒童館 http：

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指標調整

＊
＊

＊

＊

＊

＊

教學重點
各種動作或運動能力）
，瞭解身體各部
位的功能。
教導學生愛惜自己的身體，避免自傷
行為。
以遊戲方式，設計相關的身障體驗活
動（例如：矇眼行走）
，讓學生體會並
瞭解眼睛、耳朵、牙齒很重要，要愛
護它們。
觀賞相關受傷的影片，或進行表演活
動，以角色扮演模仿駝背老公公老婆
婆在走路、行動或做事時的模樣，讓
學生能觀察並瞭解正確姿勢對身體很
重要，姿勢不對身體會受傷。
進行美姿美儀先生小姐或模特兒比
賽，讓學生模仿或表現出合適的坐
姿、站立、行走、背書包、提物時的
正確姿勢，鼓勵同學互相學習。
此項目的健康習慣著重於身體清潔方
面，例如：每日洗澡、使用廁所後會
洗手、飯後刷牙等。讓學生瞭解愛乾
淨的小孩人人愛，展現出良好的形象。
以圖片、相片、繪本故事、戲劇表演
或角色扮演等方式，讓學生比較髒小
孩和乾淨小孩之間的異同，說出或指
出自己的感覺或喜好，讓學生瞭解並
體會健康習慣對身體外觀整體形象的
影響，並進而養成良好的健康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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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ic.www.gov.tw/kids/
健康九九衛生教育網 http：
//health99.doh.gov.tw/
教育部體適能網站 http：
//www.fitness.org.tw/

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指標調整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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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1 描述對身體不同的
感覺與情感。
1-1-5-2 描述遊戲、擁抱、親
吻等身體接觸，並說出對
這些身體接觸的感覺。
1-1-5-3 瞭解隱私是一種個
人需求，並學習尊重自己
與別人的身體自主權及隱
私權。

＊

1-1-5-1 能分辨出自己身體感覺
的喜好或厭惡，例如：不喜歡 ＊
被碰觸。
1-1-5-2 能分辨遊戲中的身體接
觸，與擁抱、親吻的身體接
觸，兩者不同。
1-1-5-3 能瞭解自己的身體具有 ＊
自主權及隱私權。
1-1-5-4 能尊重別人身體的自主 ＊

教學重點
整理儀容的重點在於身體乾淨，頭髮
及衣著整理合宜，表現出合宜的外表。
可進行美齒（潔齒）
、美髮（潔髮且梳
理平順）或漂亮寶貝（儀容整潔）比
賽，鼓勵同學互相學習。
教導學生日常生活中基本的生活自理
能力及衛生、健康的習慣，建立正確
的盥洗能力，例如：洗手、刷牙漱口、
洗臉、使用廁所等，並能養成良好的
衛生習慣。
學生做運動流汗時，讓學生能觀察並
體驗流汗的感覺及現象（例如：頭髮
濕濕的、額頭或鼻子有水流下來、衣
服濕濕的）
，並教導學生進行擦乾、更
衣並補充水分的行為。
進行團體遊戲、戲劇表演或角色扮
演，讓學生從遊戲及角色中體驗不同
身體接觸的感覺，並分辨出喜好或厭
惡。
遊戲中的身體接觸，與擁抱、親吻的
身體接觸，兩者對於身體的碰觸方式
及碰觸面積不同，教導學生要能分辨
兩者的不同，並教導學生如何保護自
己，當然學生自己也不要做出不當舉
動。
身體的自主權：對於自己的身體具有
主權，不得被侵犯或控制。
身體的隱私權：對於自己的身體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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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考教材：認識我們的身體（張
高雄主編，台北縣，陽銘出版
社）、人際關係與溝通（陳皎眉
著，民 95，臺北縣，弘揚圖書有
限公司）、長大的感覺真好
（Claire Patterson 著尹萍譯，
民 94，臺北市，天下文化）、。
文建會兒童文化館－繪本花園
（2010.04.05）http：
//children.cca.gov.tw/garde
n/
教育部學習加油站 http：

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指標調整
教學重點
保護權，不得被窺探或侵犯。
1-1-5-4 保持身體清潔，包括
權及隱私權。
生殖器官的清潔，並保持 1-1-5-5 能保持整體儀表的舒適 ＊ 對於自己的身體，教導學生要能自我
保護，而且也要尊重別人的身體，不
整體儀表舒適。
乾淨。
得侵犯別人或做出攻擊的行為舉動。
1-1-5-5 體會媒體對身體意 1-1-5-6 能接納自己的身體外
＊
儀表舒適乾淨的重點在於身體、頭
象的影響，並建立正確的
型。
髮、衣著的乾淨舒適、指甲修剪整齊。
身體意象與接受自己的外
＊ 可進行走秀活動或遊行表演，讓每一
型。
位學生都有機會上台表現自我，接納
自己的身體外型，發現自己身體上的
優點。

教學資源
//contentl.edu.tw/
教育部「健康醫學學習網」
http：
//health.edu.tw/health/
國民健康局青少年網站－性福 e
學園 http：
//www.young.gov.tw/
張老師全球資訊網 http：
//www.1980.org.tw

1-2-1 辨識影響個人成長與
行為的因素。
1-2-1-1 分析影響個人生長
發育的因素，瞭解個別差
異的存在。
1-2-1-2 敘述個人生長發育
的速度受遺傳的影響，
如：男孩與女孩在不同年
齡的生長速度不同。
1-2-1-3 敘述能促進或改變
個人生長發育的生活型
態，如：運動、飲食等。
1-2-1-4 分析影響個人成長
與行為的環境因素，如：
家庭環境、信仰、傳播媒
體等。

參考教材：認識我們的身體（張
高雄主編，台北縣，陽銘出版
社）、長大的感覺真好（Claire
Patterson 著尹萍譯，民 94，臺
北市，天下文化）。
文建會兒童文化館－繪本花園
（2010.04.05）http：
//children.cca.gov.tw/garde
n/
教育部學習加油站 http：
//contentl.edu.tw/
教育部「健康醫學學習網」
http：
//health.edu.tw/health/
國民健康局青少年網站－性福 e
學園 http：
//www.young.gov.tw/

＊ 讓學生排成一排面對大鏡子，讓學生
瞭解自己與他人長的都不一樣，每個
1-2-1-1 能瞭解每個人的生長發
人的生長發育都不同。
育是不同的。
＊ 對於認知功能嚴重缺損的學生，要瞭
解生長發育速度較為困難，若學生無
1-2-1-2 能瞭解男生與女生展發
育的速度不同。
法理解，則讓學生分成同齡的男女一
1-2-1-3 能瞭解不同的生活形
組，互相比較高矮。
態，生長發育也會不同。
＊ 不同的生活形態包含運動、飲食等。
1-2-1-4 能瞭解不同的環境，生
教學重點在於教導學生瞭解運動或飲
長發育也會不同。
食的多寡，其生長發育也會不同（胖
或瘦）。
＊ 不同的環境可包含本國及外國，藉由
影片欣賞，讓學生瞭解各種不同的環
境下，人們的生長發育也都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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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1-2-2 應 用 肢 體 發 展 之 能
力，從事適當的身體活動。
1-2-2-1 瞭解不同人生階段
的身心發展特徵。
1-2-2-2 從事身體活動時會
善用自己的肢體，如：身
高、臂力等。
1-2-2-3 從事自己喜歡的身
體活動。
1-2-2-4 增進身體臨機應變
與克服障礙的能力。
1-2-2-5 瞭解有助成長和發
展的身體活動。

指標調整

1-2-2-1 能分辨出大人與小孩身
體外觀上的不同。
1-2-2-2 從事身體活動時，能善
用自己的肢體能力。
1-2-2-3 能從事自己喜歡且適當
的身體活動，例如：跑步、盪
鞦韆。
1-2-2-4 遇到突發狀況或發生危
險時，身體能做出適當的反應
能力。
1-2-2-5 遇到障礙物時，身體能
做出克服障礙的動作。
1-2-2-6 能做出有助成長和發展
的身體活動。

教學重點

＊ 以圖片、照片或帶學生觀察來來往往
的人們，讓學生從身體外觀上分辨出
大人與小孩。
＊ 從事身體活動的項目，可包含整潔打
掃活動或體育活動等項目。
＊ 進行整潔打掃活動的工作分配時，老
師可說出學生的身體特徵及其適合的
工作性質（例如：較高的人擦窗戶，
較有力氣的人拖地）
，藉此讓學生瞭解
並善用自己肢體的能力。
＊ 進行體育活動時，老師安排同學做示
範的動作，讓示範的同學能表現出最
佳的肢體動作能力，同學也能跟著模
仿並瞭解自己的肢體動作能力。
＊ 安排自由活動時間，讓學生從事自己
喜歡且適當的身體活動。
＊ 進行躲避球的活動，教導學生的身體
能做出閃躲的反應動作。
＊ 尋找一處安全的空間，地上鋪上軟
墊，在軟墊上進行撲倒、側倒、翻滾
等各種動作遊戲，訓練學生的身體能
做出適當的動作及反應。
＊ 設計闖關遊戲或障礙物賽跑，可利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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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資源
健康九九衛生教育網 http：
//health99.doh.gov.tw/
教育部體適能網站 http：
//www.fitness.org.tw/
參考教材：順序圖卡第三輯成長
篇（理特尚文化實業有限公
司）、寶寶要出生了（角野榮子
著，秦好史郎繪，米雅譯，民 93，
臺北市，東方出版社）、認識我
們的身體（張高雄主編，台北
縣，陽銘出版社）、長大的感覺
真好（Claire Patterson 著尹萍
譯，民 94，臺北市，天下文化）
、。
文建會兒童文化館－繪本花園
（2010.04.05）http：
//children.cca.gov.tw/garde
n/
教育部學習加油站 http：
//contentl.edu.tw/
教育部「健康醫學學習網」
http：
//health.edu.tw/health/
行政院衛生署兒童健康網
http：
//www.doh.gov.tw/cht/CHI/in
dex.htm
內政部兒童局 http：

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指標調整

＊

1-2-3 認 健 康 行 為 的 重 要
性，並運用做決定的技巧
來促進健康。
1-2-3-1 落實眼睛、口腔之定
期檢查與矯治，並應用正確
的保健方法，如：正確使用
牙線。
1-2-3-2 解釋健康行為對身
體功能、人際關係與生活
品質的影響，及其與疾病
的相關性。
1-2-3-3 分辨何謂健康行
為，檢視並改進自己的生
活習慣。
1-2-3-4 運用思考、澄清、反
省、判斷、做決定的技巧
來解決健康問題。
1-2-3-5 培養終生實踐健康
行為的能力與意願。

＊

1-2-3-1 能接受眼睛、口腔之定
期檢查與矯治。
1-2-3-2 能做出正確的眼睛及口
腔保健方法。
1-2-3-3 能分辨出健康行為及
不健康的行為。
1-2-3-4 能分辨自己的生活習慣
是否符合健康行為。
1-2-3-5 能察覺自己不健康的生
活習慣，並加以改進。
1-2-3-6 能表現生活自理能力及
良好的衛生習慣。

＊

＊
＊

＊

＊

教學重點
地形之便（例如：沙坑、網架）或放
置平衡板、跳格子等設施，讓學生的
身體能做出各種克服障礙的動作及反
應。
以各式的運動圖片或相片，在師長的
指導下，依據學生的能力及身體情
況，讓學生選出或做出有助成長和發
展的身體活動。
進行眼睛、口腔之定期檢查時，能表
現出接受、不排斥的態度，若有需要
做矯治，也能接受、有耐心的進行矯
治。
視覺的保健方法之一：看書寫字要光
線充足且姿勢正確；連續看書、看電
視或看電腦螢幕不超過 1 小時。
視覺的保健方法之二：進行望遠凝視
法
視覺的保健方法之三：指導學生認識
哪些是危險的遊戲和玩具（例如：尖
銳的玩具），以減少眼部外傷。
視覺的保健方法之四：指導學生養成
良好的衛生習慣，不隨便用手或其它
物品接觸眼睛（例如：揉眼睛）
，以避
免傳染眼疾；若感染眼疾時，盡量減
少外出。
牙齒的保健方法一：刷牙。刷牙時要
面對著鏡子，張牙咧嘴才看得到刷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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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資源
//www.cbi.gov.tw/
兒童醫學網 http：
//www.vghtpe.gov.tw/~peds/i
ndex.htm
健康九九衛生教育網 http：
//health99.doh.gov.tw/
教育部體適能網站 http：
//www.fitness.org.tw/
參考教材：認識我們的身體（張
高雄主編，台北縣，陽銘出版
社）。
文建會兒童文化館－繪本花園
（2010.04.05）http：
//children.cca.gov.tw/garde
n/
教育部學習加油站 http：
//contentl.edu.tw/
教育部「健康醫學學習網」
http：
//health.edu.tw/health/
行政院衛生署兒童健康網
http：
//www.doh.gov.tw/cht/CHI/in
dex.htm
內政部兒童局 http：
//www.cbi.gov.tw/
兒童醫學網 http：

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指標調整
＊

＊
＊

＊

＊
1-2-4 探討各年齡層的生理
變化，並有能力處理個體
成長過程中的重要轉變
1-2-4-1 描述兩性在成長過
程中共同的生理變化，
如：生殖器官的成熟、長
高、體重增加等。
1-2-4-2 認識青春期的到來
及兩性第二性徵的異同。
1-2-4-3 面對並處理青春期
的生理問題，如：認識月

＊

1-2-4-1 能瞭解男生與女生都會 ＊
成長為大人。
1-2-4-2 能察覺自己青春期的到
來。
＊
1-2-4-3 能處理青春期的生理問
題。
1-2-4-4 能分享自己在成長中的
重要轉變。
＊

教學重點
的方式對不對以及刷乾淨了沒有。
牙齒的保健方法二：對著鏡子正確使
用牙線，且牙線必須用過即丟，不得
重複使用。
以圖片、相片或觀察等方式，讓學生
能分辨出健康行為及不健康行為。
對於認知功能嚴重缺損的學生，要察
覺自己不健康的生活習慣有時並不容
易，需在師長或同學的提示下才能改
進。
學生的健康出問題，或學生察覺自己
生病時，才會在師長的提示下，運用
反省、分辨、做決定的技巧來解決健
康問題。
此項目的健康行為，重點在於生活自
理能力及衛生的習慣
運用圖片、相片、故事或繪本，讓學
生瞭解男生與女生都會長成大人的樣
子。
對於認知功能嚴重缺損的學生，要瞭
解青春期的到來需很具體，例如：男
生開始長鬍子、女生開始有月經。
處理青春期的生理問題，例如：女生
使用衛生棉的方法、男生夢遺後的處
理方式。此項目需由家長及老師互相
配合。
在師長的協助下，運用適當的儀容修
331

教學資源
//www.vghtpe.gov.tw/~peds/i
ndex.htm
健康九九衛生教育網 http：
//health99.doh.gov.tw/

參考教材：順序圖卡第三輯成長
篇（理特尚文化實業有限公
司）、寶寶要出生了（角野榮子
著，秦好史郎繪，米雅譯，民 93，
臺北市，東方出版社）、認識我
們的身體（張高雄主編，台北
縣，陽銘出版社）、長大的感覺
真好（Claire Patterson 著尹萍
譯，民 94，臺北市，天下文化）
、。
文建會兒童文化館－繪本花園
（2010.04.05）http：

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經及經期衛生與保健等。
1-2-4-4 解釋人們如何處理
個體成長中的重要轉變，
如：慶祝青春期的到來、
成年禮等。
1-2-4-5 思考人們身體外觀
的改造，如：染髮、身體
穿洞、皮膚漂白、紋眉紋
身等行為，對個人身體意
象與健康的影響。
1-2-4-6 探討兒童、青少年、
中年、老年及瀕死等生理
功能的變化。
1-2-5 檢視兩性固有的印象
及其對兩性發展的影響。
1-2-5-1 討論且比較兩性的
差異，並探索社會文化與
媒體訊息對性別的期待及
影響。
1-2-5-2 學習認同與悅納自
己，建立性別平等與尊重
的互動關係。
1-2-5-3 探討並列舉被異性
吸引與吸引異性的心理及
生理因素。
1-2-5-4 學習在與異性相處及
身體活動中表現合宜、尊重

指標調整
1-2-4-5 能瞭解身體外觀自然整
潔，就是健康美麗的人。
1-2-4-6 能瞭解小孩、大人及老
人等的生理功能是不同的。

教學重點
整及美食饗宴，慶祝青春期的到來，
例如：男生修鬍子，女生搭配適當的
衣著（包括內衣或胸罩）及配件（例
如：帽子、領帶、鞋子等）
，讓男學生
及女學生能接納自己身體外觀的改
變，分享自己在成長中的重要轉變。
＊ 對於認知功能嚴重缺損的學生，只要
瞭解自己的外觀自然整潔，就是健康
美麗的人。勿進行身體外觀的改造行
為。
＊ 生理功能可包含視覺、聽覺、行動能
力等。

教學資源
//children.cca.gov.tw/garde
n/
教育部學習加油站 http：
//contentl.edu.tw/
教育部「健康醫學學習網」
http：
//health.edu.tw/health/
健康九九衛生教育網 http：
//health99.doh.gov.tw/
國民健康局青少年網站－性福 e
學園 http：
//www.young.gov.tw/

＊ 指導學生運用繪畫、繪本故事或角色
扮演等方式，讓學生表達出當女生或
1-2-5-1 能說出自己的性別。
男生的好處或優點。
1-2-5-2 能喜歡自己的性別角
＊ 進行戲劇表演或角色扮演，依據自己
色。
的性別演出相關的角色（例如：演童
1-2-5-3 能表現出符合自己性別
話故事或家庭單元劇）
，從中表現出符
角色的行為舉止。
合自己性別角色的行為舉止，並能接
納、喜愛自己的性別角色。
1-2-5-4 能建立性別平等的互動
關係。
＊ 設計有關男生與女生一起做同一件事
1-2-5-5 能覺察出自己喜歡異性
的情境（例如：一起打掃）
，引導學生
的對象及感覺。
建立性別平等的概念。
1-2-5-6 與異性互動時能表現出 ＊ 若師長發現學生有喜歡的對象時，則
合宜、尊重與有禮貌的行為。
讓該生進行「選秀活動」
（選出自己最
1-2-5-7 能分辨性騷擾及性侵害
喜歡的人，並送他卡片、小禮物或

參考教材：認識我們的身體（張
高雄主編，台北縣，陽銘出版
社）、長大的感覺真好（Claire
Patterson 著尹萍譯，民 94，臺
北市，天下文化）、。
觀賞影片：「花田一路」、「生日
快樂」等。
文建會兒童文化館－繪本花園
（2010.04.05）http：
//children.cca.gov.tw/garde
n/
教育部生命教育學習網：http：
//www.life.edu.tw
張老師全球資訊網 ht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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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指標調整
與有禮的行為，避免騷擾及
的行為。
侵害行為。
1-2-5-8 能做出拒絕被性騷擾及
性侵害的行為。

＊

＊

＊

1-2-6 解釋個人與群體對性
方面之行為，表現出不同
的信念與價值觀。
1-2-6-1 討論人類性愛與愛
表達的情感動力。
1-2-6-2 認識不同社會文化
對性表達的接受度不同，
性的信念與標準亦不同。
1-2-6-3 建立正確的性觀
念，避免受到媒體不當的
影響。
1-2-6-4 以建設性的方式表
達愛與性，並知道性行為
是夫妻間表達愛的一種親
密行為。

＊
＊
1-2-6-1 能瞭解「愛」的情感。
1-2-6-2 能以適當的方式向喜歡
的異性表達愛的情感及行為。 ＊
1-2-6-3 面對被示愛的情形，能
做出適當的反應。
1-2-6-4 能建立正確的性觀念。
1-2-6-7 能知道性行為是夫妻間 ＊
的一種親密行為，而非任何的
對象或情境所能做的行為。

教學重點
花）
，讓學生能自己覺察喜歡異性的對
象及感覺。
設計有關男女互動或進行身體活動的
情境（例如：郊遊、打籃球）
，引導學
生做出合宜、尊重及有禮貌的行為。
運用圖片、相片、報章雜誌、影片、
人體模型或模擬表演等方式，讓學生
具體瞭解性騷擾及性侵害的行為、舉
動（例如：觸摸胸部、臀部、下體，
攻擊下體）或感覺。
教導學生做出拒絕性騷擾及性侵害的
言詞、行為或舉動，例如：說「不要」
或說「走開」
，做出推開對方的手或身
體、逃跑等動作。
「愛」的情感包含親情及愛情，二者
的區別只在於家人及外人。
用戲劇表演或角色扮演方式，教導學
生如何表達愛的情感及行為，例如：
送花、小禮物。
對於中重度且在學階段的特殊學生而
言，面對被示愛的情形，家長與教師
可互相協調出適當的方式教導學生做
出反應。
對於中重度的特殊學生而言，性觀念
的教育需特別保守及嚴謹，要引導學
生建立正確的性觀念，並嚴格建立只
有結婚了之後的一種親密行為，而非
任何的對象或情境所能做的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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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資源
//www.1980.org.tw
教育部學習加油站 http：
//contentl.edu.tw/
教育部「健康醫學學習網」
http：
//health.edu.tw/health/
國民健康局青少年網站－性福 e
學園 http：
//www.young.gov.tw/

參考教材：認識我們的身體（張
高雄主編，台北縣，陽銘出版
社）、人際關係與溝通（陳皎眉
著，民 95，臺北縣，弘揚圖書有
限公司）、長大的感覺真好
（Claire Patterson 著尹萍譯，
民 94，臺北市，天下文化）、。
觀賞影片：「花田一路」、「生日
快樂」等。
文建會兒童文化館－繪本花園
（2010.04.05）http：
//children.cca.gov.tw/garde
n/

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指標調整

教學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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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資源
教育部生命教育學習網：http：
//www.life.edu.tw
張老師全球資訊網 http：
//www.1980.org.tw
教育部學習加油站 http：
//contentl.edu.tw/
教育部「健康醫學學習網」
http：
//health.edu.tw/health/
國民健康局青少年網站－性福 e
學園 http：
//www.young.gov.tw/

學習領域：健康與體育

領域 主題軸：2.人與食物

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2-1-1 體會食物在生理及心
理需求上的重要性
2-1-1-1 體會與討論飢餓及
飽足感和食物攝取的關
係。
2-1-1-2 體認人對有誘人味
道、外表、氣味、聲音或
質地的食物會產生吃的
動機。
2-1-1-3 討論提供成長及身
體活動所需的六大類食
物。
2-1-1-4 每日攝取多樣化食
物，以維持身體健康
2-1-1-5 依據健康原則準備
簡單且立即可吃的食物，
並滿足生理及心理的需
求。
2-1-1-6 瞭解食物的熱量高
低與肥胖之關連性。
2-1-1-7 瞭解運動時的營養
需求。
2-1-2 瞭解環境因素如何影
響到食物的質與量，並探
討影響飲食習慣的因素
2-1-2-1 討論食物生產及分

階段年級：國小

指標調整

1-6

年級

教學重點
能在適當時機（例如：中午用餐前與
用餐後）
，詢問學生是否肚子餓或吃飽
了，讓學生能分辨飢餓感與飽足感的
差異，及與食物攝取的關係。
對於認知功能嚴重缺損的特殊學生而
言，食物分類的精細度則依據學生能
力的不同來調整，例如：分三類（飯、
菜、水果）
，四類（飯、肉、菜、水果）
，
五類（飯、肉、菜、湯、水果）等。
指導學生各類食物都要吃，飯、麵、
菜、肉、湯、水果等等每一樣都吃，
以維持身體健康。
簡單且立即可食的食物包含餅乾、糖
果、水果、沖泡式飲品、罐頭點心或
罐頭食品、泡麵。
讓學生觀察及比較自己與他人的飲食
份量，瞭解吃的多會胖，吃得少會瘦
的情形。

教學資源
參考書籍：全家三餐健康吃，謝
宜芳著，民 91，臺北市，臺視文
化公司。
文建會兒童文化館－繪本花園
（2010.04.05）http：
//children.cca.gov.tw/garde
n/
教育部學習加油站 http：
//contentl.edu.tw/
教育部「健康醫學學習網」
http：
//health.edu.tw/health/
行政院衛生署食品資訊網
http：//food.doh.gov.tw/
食品營養特區 http：
//www.jtf.org.tw/nutrition/
健康九九衛生教育網 http：
//health99.doh.gov.tw/
綠十字健康網 http：
//www.greencross.org.tw/

＊ 觀賞有關農業產品的影片或讀物，了
解不同的食物有不同的產地。
＊ 以實物、圖片或照片讓學生說出自己
2-1-2-1 能瞭解不同的食物有不
或家人喜愛的食品，若說不出食品名

參考書籍：全家三餐健康吃，謝
宜芳著，民 91，臺北市，臺視文
化公司。
文建會兒童文化館－繪本花園

＊
2-1-1-1 能分辨飢餓感與飽足感
的差異。
2-1-1-2 能瞭解飢餓及飽足和食 ＊
物攝取有關係。
2-1-1-3 看到食物之後，能分辨
出自己想吃或不想吃。
2-1-1-4 能將食物分類。
2-1-1-5 能攝取各類食物，維持 ＊
身體健康。
2-1-1-6 能準備簡單且立即可吃
的食物。
＊
2-1-1-7 能瞭解多吃會胖，少吃
會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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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布情形與食物攝取的關
係。
2-1-2-2 比較家庭內成員及不
同家庭的飲食型態。
2-1-2-3 討論媒體訊息、食品
廣告、朋友、不同飲食場
所等周遭環境因素，對個
人飲食習慣的影響。
2-1-2-4 認識本土、外來食物
及飲料對飲食習慣的影
響。

指標調整
教學重點
同的生長地。
稱可用指認方式。
2-1-2-2 能說出或指認出自己或 ＊ 讓學生各自發表自己喜愛的食品，尚
家人喜歡的飲食。
未輪到的同學能表現出耐心、有禮貌
2-1-2-3 能觀察或瞭解他人喜歡
（不插嘴）及傾聽的態度。
＊ 收集各式食品廣告（例如：賣場廣告
的飲食。
2-1-2-4 能喜歡閱讀或觀賞食品
單、報紙廣告、雜誌廣告、電視廣告）
，
讓學生觀賞，指出廣告內容中最吸引
廣告。
2-1-2-5 能認識並接納各類的飲
的地方。
食。
＊ 安排校外教學或電話訂餐外送服務等
方式，品嚐各式不同的餐點，例如：
速食店、西餐牛排館、披薩、水餃、
義大利麵、壽司等等，藉以認識並接
納各類的飲食。

2-1-3 培養良好的飲食習慣
2-1-3-1 養成每天吃早餐的
習慣。
2-1-3-2 實踐三餐規律、各大
類營養素攝取均衡的飲食
原則。
2-1-3-3 培養不偏食、定時定
量、細嚼慢嚥、珍惜食物、
飯前洗手、飯後潔牙、飯
後不做劇烈運動等良好飲
食習慣，並能自我檢視。

＊ 詢問學生當天早餐的餐點，教導並確
認學生每天都有吃早餐。
＊ 詢問學生或家長早餐、午餐及晚餐的
用餐時間，讓學生瞭解三餐定時吃的
概念，養成三餐定時的習慣。
＊ 均衡飲食的原則：指導學生各種食物
都要吃，飯、菜、肉、湯、水果等等，
每一樣都吃。
＊ 良好的飲食習慣：不偏食、定時定量、
細嚼慢嚥、珍惜食物、飯前洗手、飯
後潔牙、飯後不做劇烈運動等。

2-1-3-1 能養成每天吃早餐的習
慣。
2-1-3-2 能養成定時吃三餐的習
慣。
2-1-3-3 能攝取各類食物，實踐
均衡飲食的原則。
2-1-3-4 能培養良好的飲食習
慣。
2-1-3-5 用餐時，能表現出良好
的餐桌禮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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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資源
（2010.04.05）http：
//children.cca.gov.tw/garde
n/
教育部學習加油站 http：
//contentl.edu.tw/
教育部「健康醫學學習網」
http：
//health.edu.tw/health/
行政院衛生署食品資訊網
http：//food.doh.gov.tw/
食品營養特區 http：
//www.jtf.org.tw/nutrition/
健康九九衛生教育網 http：
//health99.doh.gov.tw/
綠十字健康網 http：
//www.greencross.org.tw/
參考書籍：全家三餐健康吃，謝
宜芳著，民 91，臺北市，臺視文
化公司。
文建會兒童文化館－繪本花園
（2010.04.05）http：
//children.cca.gov.tw/garde
n/
教育部學習加油站 http：
//contentl.edu.tw/
教育部「健康醫學學習網」
http：

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2-1-3-4 展現良好的餐桌禮
儀，並能選擇良好的飲食
場所。
2-1-3-5 養成喝白開水的習
慣，少喝含糖飲料。
2-1-3-6 嘗試新食物，並願意
納入日常飲食中。
2-1-3-7 保持愉快的用餐情
緒

指標調整
2-1-3-6 能選擇良好的飲食場
所，並定點用餐。
2-1-3-7 能養成喝白開水的習
慣，少喝含糖飲料。
2-1-3-8 願意嘗試新食物。
2-1-3-9 願意將新食物納入日常
飲食中。
2-1-3-10 能保持愉快的用餐情
緒。

＊

＊

＊

＊
2-1-4 辨識食物的安全性，並
選擇健康的營養餐點。
2-1-4-1 以感官分辨食物的
安全性。
2-1-4-2 能選購包裝完整且
符合環保概念的安全食
品。
2-1-4-3 以少糖、少鹽、少
油、多纖維的原則，選擇
有益健康的高營養密度
食物。
2-1-4-4 瞭解零食、速食與
休閒飲料不是飲食中必
須的成分並減少攝取量。

2-1-4-1 能以感官分辨食物是
否安全可食用或發霉不可食
用。
2-1-4-2 能選購包裝完整的安
全食品。
2-1-4-3 能選出有益健康的食
物。
2-1-4-4 能減少攝取零食、速
食與休閒飲料，改選擇有益
健康的食物。

教學重點
良好的餐桌禮儀：口中有食物時不說
話、不掉落食物殘渣或湯汁、能安坐
在自己的座位上不離座。
教導學生先認識含糖飲料：以實物、
相片或圖片（可截取賣場或超市的商
品圖片）讓學生能指認出來。
進行校外教學（參觀食品工廠或校外
用餐）、烹飪課程或電話訂餐外送服
務，嘗試各種新食物，引導學生能接
納新食物，並願意將新食物納入日常
飲食中。
愉快的用餐情緒：可適時播放音樂。

＊ 將食物分成兩組：一個是安全可食
用，另一個是發霉不可食用，教導學
生以視覺、嗅覺或觸覺來分辨食物
中，哪一個是安全可食用，哪一個是
發霉不可食用。
＊ 安排校外教學到市場、超市或賣場，
讓學生挑選出包裝完整的安全食品，
例如：觀察包裝袋有無破損，罐頭食
品的外觀有無變形。
＊ 教導學生認識、分辨並選出有益健康
的食物，需有具體且明確的原則，例
如：除了含糖飲料及外食的油炸品之
外，其餘都是健康食品。
＊ 要讓學生減少攝取零食、速食與休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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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資源
//health.edu.tw/health/
行政院衛生署食品資訊網
http：//food.doh.gov.tw/
食品營養特區 http：
//www.jtf.org.tw/nutrition/
健康九九衛生教育網 http：
//health99.doh.gov.tw/
綠十字健康網 http：
//www.greencross.org.tw/

參考書籍：全家三餐健康吃，謝
宜芳著，民 91，臺北市，臺視文
化公司。
文建會兒童文化館－繪本花園
（2010.04.05）http：
//children.cca.gov.tw/garde
n/
行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
http：//www.cpc.gov.tw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消費者文教
基金會 http：
//www.consumers.org.tw
教育部學習加油站 http：
//contentl.edu.tw/

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指標調整

教學重點
飲料，需家長瞭解及配合，準備有益
健康的食物取代才能有效。

2-2-1 瞭解不同的食物組合
＊ 運用說故事、繪本、或戲劇表演等方
能提供均衡的飲食
式，說明偏食的對身體的影響，藉以
2-2-1-1 指出食物多樣化的
2-2-1-1 能瞭解食物多樣化對健
瞭解食物多樣化對健康的重要。
重要性且能夠吃足量的主
康的重要。
＊ 指導學生飽足感程度不同的分別，例
食。
2-2-1-2 能瞭解自己每日適當的
如：很餓、剛好飽、太飽。
2-2-1-2 運用每日飲食指南
飲食份量。
＊ 依據學生的身高體重，換算出每日適
的食物類別及分量來選擇 2-2-1-3 每日能夠吃適量的食
當的飲食份量，例如：白飯 2 碗、牛
食物。
物，勿過多或過少。
奶 1 杯、蛋豆魚肉類 3 碟、蔬菜類 3
2-2-1-3 計畫符合均衡膳食
碟、水果類 1 顆。
觀念的飲食。
＊ 利用營養午餐時，指導學生打菜，注
重均衡飲食並練習控制飲食份量。
＊ 設計簡易式「飲食檢核表」
，指導學生
運用圖片設計菜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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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資源
教育部「健康醫學學習網」
http：
//health.edu.tw/health/
行政院衛生署食品資訊網
http：//food.doh.gov.tw/
食品營養特區 http：
//www.jtf.org.tw/nutrition/
健康九九衛生教育網 http：
//health99.doh.gov.tw/
綠十字健康網 http：
//www.greencross.org.tw/
參考書籍：全家三餐健康吃，謝
宜芳著，民 91，臺北市，臺視文
化公司。
文建會兒童文化館－繪本花園
（2010.04.05）http：
//children.cca.gov.tw/garden
/
教育部學習加油站 http：
//contentl.edu.tw/
教育部「健康醫學學習網」http：
//health.edu.tw/health/
行政院衛生署食品資訊網 http：
//food.doh.gov.tw/
食品營養特區 http：
//www.jtf.org.tw/nutrition/
健康九九衛生教育網 http：

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2-2-2 瞭解營養的需要量是
由年齡、性別及身體活動
所決定。
2-2-2-1 敘述主要營養素的
功能及辨識各種營養的主
要來源。
2-2-2-2 解釋營養素在生
長、活動中的重要性及不
同需要量的因素。
2-2-2-3 認識營養不良及其
所造成的健康問題。

指標調整

教學重點

＊ 教導學生知道食物中含有「營養」即
可，之後可依照學生的能力認識營養
的名稱。
2-2-2-1 能瞭解食物中含有營
＊ 教導學生瞭解不同的食物含有不同的
養。
營養即可，之後可依照學生的能力瞭
2-2-2-2 能瞭解不同的食物含有
解食物或營養的功效。
不同的營養。
＊ 蒐集各種的飲食圖片或相片，讓學生
2-2-2-3 能瞭解食物的營養對於
進行配對遊戲。例如：白飯麵包和工
生長及活動很重要。
作、長大等的圖片相配對；蛋豆魚肉
和受傷的圖片相配對，青菜水果和長
2-2-2-4 能瞭解營養不良會造成
健康的問題。
得漂亮、健康快樂的人相配對。
＊ 讓學生在飯前及飯後各量一次體重
（使用電子秤較佳）
，讓學生瞭解：食
物是身體生長的來源。
＊ 發現學生產生不健康症狀時，即讓該
生照鏡子或看自己的身體，找出自己
的症狀。
＊ 對於產生不健康症狀的學生，進行機
會教育，提醒該生偏食的部分進行檢
討或反省，藉此建議並指導該生調整
飲食。隨著症狀減輕、恢復健康的同
時，讓學生藉此瞭解食物中具有讓自
己健康的營養，及均衡飲食的重要性。
＊ 蒐集不健康的相片及健康的相片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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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資源
//health99.doh.gov.tw/
綠十字健康網 http：
//www.greencross.org.tw/
參考書籍：全家三餐健康吃，謝
宜芳著，民 91，臺北市，臺視文
化公司。
文建會兒童文化館－繪本花園
（2010.04.05）http：
//children.cca.gov.tw/garden
/
教育部學習加油站 http：
//contentl.edu.tw/
教育部「健康醫學學習網」http：
//health.edu.tw/health/
行政院衛生署食品資訊網 http：
//food.doh.gov.tw/
食品營養特區 http：
//www.jtf.org.tw/nutrition/
健康九九衛生教育網 http：
//health99.doh.gov.tw/
綠十字健康網 http：
//www.greencross.org.tw/

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指標調整

2-2-3 瞭解、接納並尊重不同
＊
族群或國家的飲食型態與
特色。
2-2-3-1 瞭解我國的進食方
2-2-3-1 能瞭解自己的飲食文
式、主食、進餐禮儀、禁
化，例如：進食方式、飲食種 ＊
忌等飲食文化。
類、節慶習俗等。
2-2-3-2 瞭解並尊重他國，
2-2-3-2 能瞭解並尊重不同的飲
如：東南亞、東北亞、歐
食文化。
＊
美國家的飲食文化，包括 2-2-3-3 能瞭解宗教文化及其飲
習俗和禁忌
食型態的關連性（例如：聽到 ＊
2-2-3-3 分析且體認宗教及
佛教音樂的餐廳即是素食餐
文化對飲食型態的影響。
廳）。
＊

＊

教學重點
一起對照，並說明不健康的原因及調
整飲食的方法，讓學生能瞭解不同的
食物有不同的營養，及均衡飲食的重
要性。
我國飲食文化的進食方式是筷子文
化；飲食種類是中國菜、台菜、地方
小吃；節慶習俗的飲食有粽子、春捲、
湯圓等。
將不同的各式餐具如筷子、湯匙、叉
子排出來，讓學生指認出筷子，藉此
瞭解我國的飲食文化，。
蒐集我國及各國料理的食物圖片或相
片，讓學生指認出我國的飲食種類。
在節慶前後，蒐集各式節慶飲食的圖
片、相片或食物，讓學生說出或指認
出節慶飲食。
安排到校外各種不同的用餐場所（例
如：麥當勞、麵店、自助餐店、牛排
館、歐式自助餐館等餐廳用餐）
，嘗試
使用各種不同的進食方式（例如：使
用筷子、刀叉、湯匙或用手）
，引導學
生能高興的享用各種不同種類的餐
點，指導學生能安全的使用各種不同
的餐具用餐，也藉此讓學生能瞭解並
接納各種不同的飲食文化。
安排到校外的素食餐館用餐，引導學
生能安靜的聽音樂；用餐前，讓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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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考書籍：全家三餐健康吃，謝
宜芳著，民 91，臺北市，臺視文
化公司。
文建會兒童文化館－繪本花園
（2010.04.05）http：
//children.cca.gov.tw/garden
/
教育部學習加油站 http：
//contentl.edu.tw/
教育部「健康醫學學習網」http：
//health.edu.tw/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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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指標調整

＊

2-2-4 運用食品及營養標示
的訊息，選擇符合營養、
安全、經濟的食物。
2-2-4-1 確認自己應對食物
選擇負責任的重要性。
2-2-4-2 明瞭食品包裝上的
營養標示內容，選擇符合
營養的食物。
2-2-4-3 認識食品標示及優
良食品標誌等營養訊息，
選擇安全、營養的食物。
2-2-4-4 不買、不吃標示不全
的食品，以保障消費者權
益。

＊

2-2-4-1 能瞭解選擇食物的重要 ＊
性。
2-2-4-2 能認識優良食品標誌。 ＊
2-2-4-3 能依據優良食品標誌，
選擇安全、衛生的食物。
2-2-4-4 能不買、不吃沒有標誌
的食品，保障自身的安全。
＊

＊

＊

教學重點
觀察或尋找「素食」的意義及飲食特
色（亦即：無肉、無魚）。
利用學校營養午餐安排的「疏食日」
當天，模仿素食餐館播放佛教音樂，
讓學生瞭解該天的飲食特色。
以說故事或繪本、戲劇表演等各種方
式，讓學生了解選擇食物的重要性，
以及亂吃食物的後果。
優良食品標誌有：CAS、食品 GMP、優
良冷凍食品等。
蒐集各式優良食品標誌，並混雜其它
標誌（例如：交通標誌、禁煙標誌、
廁所標誌等等）
，讓學生找出或指認出
優良食品標誌。
進行尋寶遊戲，蒐集各式物品或食
品，讓學生找出含有優良食品標誌的
食物，並將標誌的地方指認出來。
蒐集各種食物，將同一種類的食物有
標誌及沒標誌編成一組，讓學生能進
行比較之後挑選出含有優良食品標誌
的食物。
安排校外教學到超級市場購物，讓學
生挑選出含有優良食品標誌的食物，
不買沒有標誌的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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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考書籍：全家三餐健康吃，謝
宜芳著，民 91，臺北市，臺視文
化公司。
文建會兒童文化館－繪本花園
（2010.04.05）http：
//children.cca.gov.tw/garden
/
行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
http：//www.cpc.gov.tw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消費者文教
基金會 http：
//www.consumers.org.tw
教育部學習加油站 http：
//contentl.edu.tw/
教育部「健康醫學學習網」http：
//health.edu.tw/health/
行政院衛生署食品資訊網 http：
//food.doh.gov.tw/
食品營養特區 http：
//www.jtf.org.tw/nutrition/
健康九九衛生教育網 http：
//health99.doh.gov.tw/

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2-2-5 明瞭食物的保存及處
理方式會影響食物的營養
價值、安全性、外觀及口
味。
2-2-5-1 觀察食物包裝與儲
存容器的適當性。
2-2-5-2 觀察食物在空氣
中，不同溫度等情況下所
產生的化學變化
2-2-5-3 明瞭選擇新鮮食品
的方法。
2-2-5-4 列出食物的正確保
存方式。
2-2-5-5 瞭解清洗、解凍的方
式。
2-2-5-6 正確有效地利用冰
箱

指標調整

教學重點

＊ 蒐集各種食品，讓學生選擇出乾淨衛
生、包裝無破損的食品。
＊ 將食品擺放在透明容器裡（例如：塑
2-2-5-1 能觀察食物的包裝或儲
膠袋、玻璃罐等）
，讓學生觀察食物腐
存容器是否乾淨衛生、無破
壞的過程及結果。
損。
＊ 新鮮食品的特色：顏色自然鮮亮不暗
2-2-5-2 能觀察出食物會隨著時
沈、外包裝乾淨無髒污、無臭味。
間產生化學變化。
＊ 食物保存的方式：櫥櫃、冰箱冷藏、
2-2-5-3 能分辨並選擇出新鮮的
冰箱冷凍等三種方式。
食品，不選擺放太久不新鮮的 ＊ 清洗食品的方式：可用牙刷等工具輔
食品。
助。
2-2-5-4 能知道保存食物的方
＊ 蒐集各式冷凍食品，教導學生分辨並
式。
選出需解凍的食品：肉類、魚類二種
2-2-5-5 能清洗食品，例如：水
即可。許多冷凍食品食用前或料理前
果。
不需解凍，例如：冰棒、貢丸、水餃。
2-2-5-6 能分辨出需解凍的食品 ＊ 適當的解凍方式：將需解凍的食材從
及不需解凍的食品。
冷凍庫拿出，放入冷藏庫或冰箱的解
2-2-5-7 能做出適當的解凍方
凍區。
式。
＊ 正確有效的利用冰箱方式之ㄧ：任何
2-2-5-8 能正確有效地利用冰
食品放入冰箱前，都能個別包裝好，
箱。
並將食品擺放於冰箱的正確位置（冷
藏或冷凍）排列整齊。
＊ 正確有效的利用冰箱方式之二：冰箱
內不可塞太滿，約以六分滿為限，以
利冷空氣流通。
342

教學資源
綠十字健康網 http：
//www.greencross.org.tw/
參考書籍：全家三餐健康吃，謝
宜芳著，民 91，臺北市，臺視文
化公司。
文建會兒童文化館－繪本花園
（2010.04.05）http：
//children.cca.gov.tw/garden
/
行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
http：//www.cpc.gov.tw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消費者文教
基金會 http：
//www.consumers.org.tw
教育部學習加油站 http：
//contentl.edu.tw/
教育部「健康醫學學習網」http：
//health.edu.tw/health/
行政院衛生署食品資訊網 http：
//food.doh.gov.tw/
食品營養特區 http：
//www.jtf.org.tw/nutrition/
健康九九衛生教育網 http：
//health99.doh.gov.tw/
綠十字健康網 http：
//www.greencross.org.tw/

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指標調整
＊

2-2-6 分享並討論運動與飲
食的經驗，並建立個人的
健康行為。
2-2-6-1 討論飯後劇烈運動
等行為對身體健康的影
響。
2-2-6-2 認識在運動前最好
先喝水，對於運動時所流
失的體液適時補充
2-2-6-3 認識運動前、中、後
的營養飲食原則。
2-2-6-4 由本身及他人獲得
的經驗或訊息，將運動、
飲食的正確知識傳授給周
遭的人。
2-2-6-5 瞭解攝取食物熱量
和運動消耗之平衡能達到
控制體重的效果。

＊

2-2-6-1 能瞭解飯後進行劇烈運
動會影響身體健康。
2-2-6-2 飯後不做劇烈運動。
2-2-6-3 能養成運動前、後喝水
的習慣。
2-2-6-4 能喜歡閱讀或觀賞運動
與飲食的相關資訊。
2-2-6-5 能瞭解吃的多就要多運
動才不會變胖。

＊

＊

＊
＊

教學重點
正確有效的利用冰箱方式之三：能快
速的取出冰箱內的食品，並輕輕關冰
箱門，切勿將冰箱門打開當冷氣吹。
飯後進行劇烈運動對身體健康的影響
有：易產生嘔吐、肚子痛等身體不適
的情形。
指導學生於午餐飯後進行短暫的慢慢
散步活動（禁止學生做劇烈運動）
，之
後才進行午休活動。
提醒並要求學生運動前、後均要喝
水，並瞭解這樣的行為是因為運動時
會流汗，所以要補充水分。
收集各式運動與食品相關連的故事、
繪本或影片讓學生閱讀或觀賞。
先教導學生瞭解變胖的壞處，然後提
醒或引導學生吃的多就要多做事、多
運動才不會變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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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考書籍：全家三餐健康吃，謝
宜芳著，民 91，臺北市，臺視文
化公司。
文建會兒童文化館－繪本花園
（2010.04.05）http：
//children.cca.gov.tw/garden
/
教育部學習加油站 http：
//contentl.edu.tw/
教育部「健康醫學學習網」ht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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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領域：健康與體育

領域 主題軸： 3.運動技能

階段年級：國小

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指標調整

3-1-1 表現簡單的全身性身
體活動。
3-1-1-1 瞭解跑、跳、爬、
擲等動作的方式。
3-1-1-2 由遊戲中表現跑、
跳、改變方向、急停等動
作。
3-1-1-3 對簡單性軸心運動
能表現協調與平衡的動
作，如：重心轉移、伸展
等。
3-1-1-4 配合音樂節奏表現
身體律動。
3-1-1-5 將簡單的動作應用
於日常生活中。
3-1-1-6 由身體動作中體驗
空間、時間、力量與關係
等動作概念。

3-1-1-1 能做出抬頭、轉頭、翻
滾、坐、爬行和轉位等基本動
作。
3-1-1-2 能做出移動性技巧如站
立、行走、跑、跳、蹲等動作。
3-1-1-3 能做出非移動性技巧，
如抓放、握拿、插拔、敲打、
推拉、堆疊、丟擲、高舉、拋
接等動作。
3-1-1-4 能 從 遊 戲 中 表 現 跑 、
跳、改變方向、急停等動作。
3-1-1-5 能 模 仿 簡 單 性 軸 心 運
動，表現出協調與平衡的動
作，如重心轉移、伸展等。
3-1-1-6 能隨音樂節奏模仿及隨
性自創身體律動。
3-1-1-7 能將簡單的身體動作應
用於日常生活中。如拿杯子喝
水，撿起地上物，轉身前進
等。

1-6

年級
教學重點

＊引導學生接觸活動及覺察學習經驗
＊先認識自己身體部位名稱與位置及動作能
力
＊從模仿單一動作開始，建立身體的控制能力
＊練習上肢部分基礎性的動作活動，建立空
間、向度、速度等概念。能分辨高低、前後、
上下、左右、快慢等。例如玩「他是誰？在
那裡？摸摸看！聽聽什麼馨音？拍打、敲
鼓」--等遊戲。
＊設計移動性技巧活動(爬走跑跳蹲)：如按順
序前進，上下溜滑梯、玩沙子、玩球、撿石
頭、走迷宮、木頭人、公園內全身活動等。
＊非移動性技巧的練習：如彎曲與伸展，推與
拉、扭轉與旋轉、放下與舉起、擺動與搖晃
等，扮鬼臉遊戲、手指變化遊戲、揉捏紙黏
土等活動。
＊多用說明、示範、實際操作等教學技巧以利
學生模仿學習。並利用動作的大小、強弱、
遠近等，產生不同的結果讓學生體驗動作的
經驗。
＊利用學校例行性活動進行暖身操活動
＊多提供學生服務的機會，幫老師、同學、父
母做任何能做的事如倒水、拿發作業、跑腿
---等
3-1-2 表現使用運動設備的 3-1-2-1 能辨識上體育課時，所 ＊進行教學時要注意個別需求，障礙特徵等，
能力。
選擇大小、材質、發出聲音、光和軟硬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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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北市第一兒童發展文教基
金會心智障礙者教育叢書之
八—促進感覺統合的遊戲設
計
◎康軒出版社健康與體育教師
教學網
◎翰林出版社健康與體育學習
單元
◎兒歌律動影音集
◎學習加油站
◎國小體育科教材教法-師大
書苑
◎我的 E 政府-兒童館;方案及
課程

◎參觀體育館場地、體育器材
室、健身房、運動器材商店

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教學重點

教學資源

3-1-2-1 瞭解上課使用的器
需的運動器材名稱及使用方
材名稱及使用方法。
法。
3-1-2-2 能與同學一起搬運 3-1-2-2 能正確使用運動器材
或使用器材。
3-1-2-3 能 與 同 學 一 起 搬 運 器
3-1-2-3 選擇在適當的場地
材。
從事身體活動。
3-1-2-4 瞭解各種場地的使 3-1-2-4 能協助老師佈置上課場
地
用方法與使用規則。
3-1-2-5 能選擇在適當的場地從
事身體活動。
3-1-2-6 能與同學排隊等候使用
器材
3-1-2-7 能遵守各種常用運動場
地的使用方法與使用規則。

等運動器具。
＊引導學生藉著視覺、觸覺、聽覺或嗅覺來接
觸體育器具以引起興趣和好奇感。
＊提供各種無障疑設施及場所，確保能安全使
用無危險性例如：鋪有軟墊的場地、改裝的
單車、較大的目標物、表面粗糙的球等。
＊引導學生認識學校或社區的遊樂設施的環
境。
＊指導學生在不同天氣如何選擇運動場所，讓
學生能表現出合宜的運動經驗。
＊引導學生如何準備、搬運器材及共同收拾體
育用具
＊讓學生區辨不同場所的使用規則及注意事
項

◎網路體育學院
◎國立教育資料館-教育頻道
學習影片
◎學習加油站
◎運動生理學網站
◎南一出版社健康與體育教學
單元
◎翰林出版社健康與體育教學
單元

3-1-3 表現操作運動器材的
能力。
3-1-3-1 表現簡單的拍球、
運球、踢球、滾球等基本
運動能力。
3-1-3-2 藉有效操弄器材，
做出拍、打、擊等動作。
3-1-3-3 瞭解操弄的方法以
及身體與器物接觸的概
念。

＊讓學生觀賞影片(各種球賽)或透過老師示
範動作體驗持握球拍的技巧。
＊引導學生感覺手部拍球的力度與球的彈跳
關係。
＊指導學生操控、玩弄大小不同球類、各類繩
子(有彈性)、不同材質棒子、飛盤等遊戲器
材的感覺。
＊能為學習困難者改裝或添購各種體育器材
及設備。讓學生能表現出運動的基本能力。

◎學習加油站
◎國立教育資料館-教育頻道
學習影片
◎網路體育學院
◎運動生理學網站
◎南一、翰林、康軒出版社健
康與體育教學單元

指標調整

3-1-3-1 能做出拍球、滾球、擊
球、踢球等簡單的基本動作。
3-1-3-2 能 使 用 器 具 做 出 拉 、
甩、打、擊、搖、跳、踩等動
作。
3-1-3-3 能 體 驗 操 弄 運 動 器 材
及身體與器物接觸的感覺。
3-1-3-4 能正確使用合適的運動
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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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指標調整

教學重點

教學資源

3-1-4 表現聯合性的基本運
動能力。
3-1-4-1 說出遊戲的玩法及
簡易規則。
3-1-4-2 於遊戲活動中表現
聯合性的基本運動能力。
3-1-4-3 於身體活動中表現
手眼、手腳及全身性的協
調能力。

3-1-4-1 能表現出想參與活動的
項目
3-1-4-2 能遵守一、兩項簡單的
遊戲規則而進行遊戲。
3-1-4-3 能在簡單的遊戲活動中
表現出聯合性的運動能力。
3-1-4-4 能從適合自己的身體活
動中，表現手眼、手腳及全身
性的協調動作。

＊設計簡單的球類遊戲，橡皮筋繩、丟飛盤、
企鵝走路、免子跳等運動。
＊讓學生以簡單有次序串連的動作，跑往指定
位置或投擲物品、以腳踢球、傳球等，使身
體轉變的遊戲。
＊指導學生演示動作技能要領，練習如何把球
拋向不同距離的地方;或眼望來球，並移動
腳步能接住來球的反應。
＊輔導學生獨立完成生活自理的動作
＊引導學生以自創的舞蹈動作表示高興或憤
怒

◎高雄啟智學校電子教材資料
庫
◎九年一貫百寶箱
◎特殊教育多媒體資料中心
◎網路體育學院
◎南一、翰林、康軒出版社健
康與體育教學單元

3-2-1 表現全身性身體活動
的控制能力。
3-2-1-1 瞭解控制身體動作
的方法。
3-2-1-2 表現推、拉、擲、
舉、踢、盤、運等動作的
力量控制。
3-2-1-3 於接觸性活動中表
現閃躲及移位等動作的
控制能力。

3-2-1-1 能嘗試控制身體動作的
方法
3-2-1-2 能表現出推、拉、擲、
舉、踢等動作的力量控制
3-2-1-3 能操作閃躲、移位、暫
停等動作的控制能力
3-2-1-4 能在日常生活中，表現
出閃躲、移位、暫停等動作的
控制能力。

＊讓學生走在平衡木上或拋接球，折返跑、墊
上翻滾、堆疊大積木、運滾輪胎等遊戲。
＊指導學生能以快慢不同的速度移動，例如玩
彩帶、呼拉圈、盪秋千、穿越蛇籠等活動;
或聽哨子聲知道正確回應開始和停止的動
作。
＊指導能因應外界的變化(危險性)產生自變
能力。如跨越障礙時能做前跑、側跑、急停、
跳躍等動作。
＊引導學生行的安全：如走天橋、斑馬線、及
紅燈停綠燈行的身體控制能力。

◎運動生理學網站
◎網路體育學院
◎學習加油站
◎國立教育資料館-教育頻道
學習影片
◎南一、翰林、康軒出版社健
康與體育教學單元

3-2-2 在活動中表現身體的 3-2-2-1 能以不同的速度移動能 ＊運用大步、小步的動作，控制身體的平衡， 學習加油站
協調性。
如走在直線上前進後退、平衡木上前進，你 ◎高雄啟智學校電子教材資料
保持身體平衡。
3-2-2-1 在快速移動及變換 3-2-2-2 能在運動中變換方向，
傳我接的技巧。
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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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教學重點

指標調整

方向中能保持身體平衡。
＊提示健康操、游泳、溜滑梯、 踩影子遊戲
並能保持身體平衡。
3-2-2-2 在各類運動中操作 3-2-2-3 在運動中能操作簡單的
時身體的反應及技能的運用
運動設備時能使動作順
運動器材，並保持動作順暢。 ＊引導學生能體驗吊單槓、爬竿、爬繩梯、呼
暢。
拉圈、盪秋千等抓握力量的控制。
3-2-2-4 能在協助下進行軸心運
3-2-2-3 對軸心運動能表現
＊指導學生掌控自己身體的自轉、舞動、翻
動表現協調與平衡的動作，如
出協調與平衡的動作，
滾、跳躍時的平衡動作。
側滾、翻轉、轉圈、扭曲等。
如：滾翻、轉圈等。
＊練習緩慢的節奏一呼一吸，令身體及情緒安
靜下來。
3-2-3 瞭解運動規則，參與 3-2-3-1 能參與適合其能力的體 ＊安排簡單適性的運動如毛巾操、踢毽子過
比賽，表現運動技能。
網、墊上滾翻、徒手平衡木前進、後退;棒
育運動
3-2-3-1 認識運動之簡易規 3-2-3-2 會與同伴合作參與團體
球拍擊懸垂球、揮棒跑壘、踩壘;跨、穿橡
則。
皮筋繩等遊戲。
比賽
3-2-3-2 經由規則的瞭解，
＊鼓勵和同伴合作參與團體活動，互相幫助共
3-2-3-3 參與遊戲或比賽時能遵
自編簡單的遊戲或比賽。
同分享樂趣。
守規則
3-2-3-3 瞭解規則，能參與
＊說明參加比賽時有團隊的標誌，如口號指
3-2-3-4 觀看比賽時能作出適當
並欣賞運動比賽。
令、手示及製作號碼牌、服裝統一、啦啦隊
的反應。
3-2-3-4 瞭解經由正確練習
等。
提升自我運動技能。
3-2-3-5 能正確練習提升自我運 ＊指導學生遵守遊戲規則，例如踩線犯規、推
人犯規、偷跑重來等簡易規則，並表現積極
動技能
面對挑戰的精神。
＊指導學生用欣賞的態度觀看運動比賽，並以
拍手、歡呼、喊加油等做適當的反應。
＊指導學生知道自己的長處，努力發揮所長。

教學資源
◎特殊教育多媒體資料中心
◎國立教育資料館-教育頻道
學習影片
◎國小健康與體育領域課程

◎運動生理學網站
◎網路體育學院
◎特殊教育多媒體資料中
◎參加校內運動會
◎南一、翰林、康軒出版社健
康與體育教學單元

3-2-4 在 遊 戲 或 簡 單 比 賽 3-2-4-1 能表現出球類運動簡單 ＊引導學生嘗試打羽毛球，握拍、對準目標、 ◎網路體育學院
中，表現各類運動的基本
的聯合性動作。如傳接球、運
發球、過網等簡單的技術。
◎學習加油站
動作或技術。
球投籃等
＊引導學生參加有趣的團體遊戲練習聯合性
◎運動生理學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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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重點

指標調整

教學資源

3-2-4-1 表現球類聯合性的 3-2-4-2 能表現簡易舞蹈、體
動作，例如頭上、跨下傳接球比賽及滾輪胎 ◎特殊教育多媒體資料中心
基本技術。
操、國術、田徑等聯合性的基
接力賽、同心協力托球競走等不同的競技活 ◎能利用具體的「設計場景」
去認識身體的共通能力
3-2-4-2 表現舞蹈、體操、
本動作，如：舞蹈旋轉平衡、
動。
國術、田徑等聯合性的基
體操撐跳、游泳手腳聯合動 ＊引導學生透過模仿動作，進行簡單的身體聯 ◎觀賞大型運動會的影片及節
目
本動作，如：舞蹈旋轉平
作、田徑跑跳擲等。
合動作，學習模擬比賽。例如律動唱遊表
◎可充分運用流行
衡、體操撐跳、游泳手腳 3-2-4-3 能在適合自己的運動或
演、大會操或適性的田徑項目等。
音樂網路資源、影片和電視
聯合動作、田徑跑跳擲。
遊戲表現動作控制及身體協調 ＊讓學生感受具體的身體動作，在時間和空間
等
3-2-4-3 在運動中體會動作
的能力
內能作出回應。例如跟著音樂節奏舞動兩分
◎國立教育資料館-教育頻道
時間、空間、力量
3-2-4-4 能操作合適自己的運動
鐘;跑完 50 公尺;投球入籃框、自由走等活
學習影片
、關係等因素。
器材。
動。
◎國小健康與體育領域課程
3-2-4-4 經由器材的操作能
＊指示學生能就地取材或自備器具，在認識的
力、動作的控制、身體協
環境中騎腳踏車、玩扭扭車、或進行壘球擲
調，來提升自我運動技
遠、棒球拍擊懸垂球、揮棒跑疉、攀爬繩梯、
能，如：網球握拍、連續
水槍射擊、橡皮筋繩跳躍等遊戲。
對牆擊球等。
＊教師應根據學生個別差異調整教具，指導練
習控制身體的動作及協調，如對聽覺障礙學
生，可利用簡報播放圖片或以出示大圖片方
式引導學習。
3-3-1 計畫並發展特殊性專 3-3-1-1 能在運動中盡力發揮自 ＊觀賞運動比賽之影片鼓勵學生比賽時能盡
項運動技能
己的潛在能力。
力表現爭取榮譽。
3-3-1-1 瞭解特殊性專項運 3-3-1-2 能接受老師的指導來提 ＊引導學生於特定的活動中適當表現控制及
動所需要的運動技能
升自己的運動技能。
協調動作能力，例如：練習準備起跑、如何
3-3-1-2 在運動中充分表達 3-3-1-3 藉由參與比賽，能發現
加速及衝線技巧，提升賽跑的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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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路體育學院
◎學習加油站
◎運動生理學網站
◎特殊教育多媒體資料中心
◎高雄啟智學校電子教材資料

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自己，發揮潛在能力
3-3-1-3 藉 由 有 計 畫 的 練
習，來提升運動技能
3-3-1-4 藉由參與比賽，瞭
解自我運動能力
3-3-2 評估個人及他人的動
作表現，以改善運動技能
3-3-2-1 經由評量，瞭解自
己不良的姿勢和動作
3-3-2-2 瞭解自己與他人在
運動表現上的優、缺點
3-3-2-3 經由評估個人及他
人的動作表現後，進而改
善自己不良的姿勢和動
作
3-3-2-4 從比賽中評估自我
表現，藉以改善動作技能
3-3-2-5 經由與同儕欣賞、
觀摩、學習、比較，瞭解
自己動作的優、缺點
3-3-2-6 由觀賞比賽學習運
動技能，並加以應用

教學重點

指標調整
自己的運動能力

3-3-2-1 能瞭解自己不良的姿勢
和動作。
3-3-2-2 能經由同儕觀摩指出他
人動作的優缺點
3-3-2-3 能學習他人的優點，改
進動作技能，接受挑戰。
3-3-2-4 能從比賽中學習運動技
能並加以練習。

教學資源

＊引導學生在球類比賽中表現出閃躲、攔截、
庫
反擊的技能，例如：三角傳球、瞄準目標、 ◎國立教育資料館-教育頻道
學習影片
手眼協調等不同競賽要領。
＊指導學生反覆練習運用戰術及策略於各項
比賽中。
＊攝錄學生完成的舞蹈或運動表現，共同觀察 ◎觀賞電視體育節目及各項球
類比賽
學生的動作和姿勢。
＊指導學生能區辨自己和別人動作的不同，指 ◎網路體育學院
出優缺點。例如：舞蹈姿勢、投球數、命中 ◎學習加油站
◎運動生理學網站
率等
＊指導學生能接納別人的長短處，不會因為組 ◎特殊教育多媒體資料中心
◎高雄啟智學校電子教材資料
員的缺點而排斥他。
庫
＊指導學生認識自己和他人的優缺點，練習改
◎南一、翰林、康軒出版社健
善自己的不足，使動作更為流暢。
康與體育教學單元
＊引導學生透過資訊科技，欣賞世界級運動員
精彩的技巧，激發學習興趣和潛能。

3-3-3 在個人和團體比賽中 3-3-3-1 依指示練習運動比賽的 ＊ 引導學生反覆練習簡單的運動戰術及策
運用戰術略
戰術與戰略。
略，例如：先跑步健身、練習發球過網、
349

◎網路體育學院
◎學習加油站

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教學重點

指標調整

3-3-3-1 瞭解各種運動比賽 3-3-3-2 能吸取自己及他人比賽
瞄準目標、三角傳球、提高籃球投中率等
基本的戰術與戰略
經驗，調整比賽戰略
有助取分。
3-3-3-2 吸取自己及他人比 3-3-3-3 能觀賞現場比賽或媒體 ＊ 引導學生認識比賽有關的知識，例如：田
賽經驗，發展比賽戰略
轉播之比賽影片。
徑、投手、補手、選手、裁判等名稱，或
3-3-3-3 依比賽情況採取對
者界外球、代打、全壘打等運動術語。
個人及團體最有利之戰
＊ 指導學生認識運動的計分方法及冠亞軍的
術
名次。
3-3-3-4 從觀賞比賽中，學
＊ 引導學生檢視自我表現，改善個人的缺
習戰術戰略的應用
點。例如：懂得先蹲下後跳起，以幫助跳
得更遠;賽跑時搶跑道要跑內圈。

教學資源
◎運動生理學網站
◎特殊教育多媒體資料中心
◎高雄啟智學校電子教材資料
庫
◎國立教育資料館-教育頻道
學習影片

3-3-4 在活動練習中應用各 3-3-4-1 能練習各種運動方法。 ＊提示學生從習得的動作中作改變，例如：不 ◎網路體育學院
種策略以增以增進運動

如：多球練習法、比賽練習法

同的形狀、路線、分段開合等變化，在創作 ◎學習加油站

表現

以增進運動表現

舞中變化路線完成一小段舞蹈，反覆練習或 ◎運動生理學網站

3-3-4-1 瞭解並運用各種練 3-3-4-2 能運用肢體動作、聲音
習方法。如：多球練習

來與隊友溝通。

法、比賽練習法﹙限制、 3-3-4-3 能運用歡呼、肢體律動

再變化肢體動作。
＊引導學生能運用學到的技能去做串連動

◎高雄啟智學校電子教材資料

庫
挑、積分等﹚以增進運動
來鼓舞團隊士氣。
走位移動接力飛盤;籃球跑跳擲、拳擊有氧 ◎國立教育資料館-教育頻道
學習影片
表現
3-3-4-4 能參與團體練習，表現
等。
3-3-4-2 設計並運用肢體動
團體合作行為。
＊指導學生常練習團隊或小組的歡呼，用肢體 ◎南一、翰林、康軒出版社健
康與體育教學單元
作、聲音來與隊友溝通
律動鼓舞士氣及培養默契。
3-3-4-3 設計並運用歡呼、
肢體律動來鼓舞團隊士

作，例如：練習圓圈內外攻閃;傳接滾地球;

◎特殊教育多媒體資料中心

＊指導學生在團體練習時能與夥伴合作，增進
彼此的默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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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教學重點

指標調整

教學資源

氣
3-3-4-4 應用團體練習，促
進團隊間之默契
3-3-5 應用運動規則參與比 3-3-5-1 能 明 白 各 項 運 動 之 規 ＊在比賽中指導學生能尊重裁判的決定
賽，充分發揮運動技能

則。

3-3-5-1 瞭解各項運動之規 3-3-5-2 能遵守運動規則的重要
則

性。

3-3-5-2 討論規則對於運動 3-3-5-3 能遵守運動規則，做出
比賽進行的影響
3-3-5-3 充分熟悉並應用規
則，發揮運動技能，以掌

最佳運動表現

＊指導學生能尊重同伴的意見及欣賞同伴所
付出的努力。

◎觀看競技遊戲節目
◎網路體育學院
◎學習加油站

＊指導學生能表現自己的運動精神。如：出席 ◎運動生理學網站
比賽;跑完全程;完成一場比賽。

◎特殊教育多媒體資料中心

＊鼓勵學生勇於面對困難，接受挑戰，例如： ◎高雄啟智學校電子教材資料
比賽後能面對失敗，仍能繼續參與。
＊訓練學生在運動前須做熱身運動及整理運

握比賽情況，做出最佳運

動，如跑步前要做拉筋，拋擲活動前要做手

動表現

臂及手腕熱身等。
＊指導學生受傷或身體不適時，要告知老師及
時做處理。如呼吸不順，腳抽筋，體溫過高，
肚子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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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

學習領域：健康與體育

領域 主題軸： 4.運動參與

階段年級：國小

1-6

年級

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指標調整
教學重點
教學資源
4-1-1 藉語言或動作，來表 4-1-1-1 會以目光、聲音、肢體 ＊引導學生對人事物產生興趣，並接受加入參 ◎黃政榮老師的特殊教育教學
達參與身體活動的感覺。
與活動，在覺察到活動的進行或消失動作，
網站-休閒教育領堿:生活領
語言、溝通輔具或口語表達自
4-1-1-1 在 嘗 試 各 種 活 動
能用習得的能力作出反應。例如：與老師翻
堿：知動能力
已的感覺與情緒
閱繪本觀看圖畫時，教師停止翻書時，學生 ◎桃園建國國中特教資源網：
時，說出自己的感覺
4-1-1-2 能辨識運動前、中、後
與情緒。
會拍打圖書以期繼續看不同的圖畫。
休閒教育
身體的變化，如：呼吸、心跳、
4-1-1-2 體驗運動前、中、
＊引導學生體驗不同的速度，如散步、慢跑、 ◎遊戲小學特教資料網
體溫的改變等。
◎思摩特網
後的身體變化，如：呼
快跑後的身體變化。
吸 、 心 跳 、 體 溫 的 改 變 4-1-1-3 在活動或遊戲中，能用 ＊可設計有趣的舞龍舞獅教學活動，讓學生產 ◎學習加油站
身體動作表達自己的感覺與
等。
生興奮及好奇心，經過歡樂活動後，身體會 ◎南一、翰林、康軒出版社健
產生各種生理及心理的回應，並引導學生以
康與體育教學單元
4-1-1-3 在活動或遊戲中，
情緒。
語言、動作或溝通輔具表達自己的感受及情
利用身體動作表達自己
緒。
的感覺與情緒。
＊引導學生觀察更多的情緒變化如跺腳、怒
吼、拍掌、推擠、擁抱、握手等不同的肢體
變化。
＊設計繪本說故事表演的教學活動，讓學生扮
演角色的喜怒哀樂，體驗故事情節及練習表
達自己的感情。
4-1-2 認識休閒運動並樂於 4-1-2-1 能指出或說出自己一項 ＊透過圖片、影帶、電視節目與老師共同探索 ◎各縣市設備完善的休閒農
新事物新活動。
參與。
場，有臨場感
或多項的休閒運動
4-1-2-1 描述在觀看身體活 4-1-2-2 能表現出喜愛休閒運動 ＊說明休閒活動有靜態、動態、室內、室外等 ◎大自然形成的運動場地
各種不同有益健康的活動。如跳棋、畫畫、 ◎南一、翰林、康軒出版社健
動、電視節目及參加休閒
的反應
種花、放風箏、玩球、騎車、跑步、爬山、
康與體育教學單元
活動的理由及反應。
4-1-2-3 能積極參與熱愛的休閒
直排輪、游泳等。
4-1-2-2 能夠積極參與各項
運動。
＊說明幫忙做家事，例如清潔打掃，收拾衣
休閒運動。
物，整理書籍，澆花也是休閒運動。
4-1-2-3 能描述參與休閒運 4-1-2-4 能以肢體語言、溝通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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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動後的感覺與改變。

4-1-3 養成規律運動習慣，保
持良好體適能。
4-1-3-1 瞭解並保持適度的
身體活動，如：快走、慢
跑、自行車、游泳、舞蹈、
有氧運動等。
4-1-3-2 經常參與包括心肺
耐力、肌力與肌耐力、柔
軟度、身體組成等要素之
身體活動，以促進體適
能。
4-1-3-3 依據個人興趣及生
活作息，安排每天至少運
動 30 分鐘，每週至少運
動 210 分鐘以上。
4-1-3-4 利用課後或假日時
間，邀集家人或朋友，一
同到戶外從事身體活動。

指標調整
具或口語表達參與休閒運動
後的感覺與改變。
4-1-3-1 能選擇適合自己的身體
活動，如：快走、慢跑、自行
車、游泳、舞蹈、有氧運動等。
4-1-3-2 能了解做適度運動的益
處。
4-1-3-3 能依個人能力、興趣在
家人、老師的協助下，安排每
天運動 30 分鐘，每週 210 分
以上。
4-1-3-4 能在課後或假日時間，
與家人或朋友，一起從事戶外
運動。

教學重點
＊引導學生享受休閒運動的益處與分享樂
趣。如新鮮的空氣、健康的身體、愉快的心
情、美麗的風景、可愛的人群等。
＊帶領學生參與學校每日的健康操暖身活動
＊鼓勵學生家人假日親子戶外郊遊，走入大自
然爬山、旅行、游泳、露營、釣魚、慢跑、
溜冰、直排輪、騎自行車等適度的身體活動
＊指導學生適性的運動有靜態、動態兩種，鼓
勵多動少靜，能天天做的身體活動最好。例
如：走路上學、爬樓梯、散步、掃地、倒垃
圾、騎車、健身舞、拳擊、看電影等。
＊指導學生適性的戶外運動可以欣賞美麗世
界，也從活動中得到樂趣及運動技能。例如
騎車、釣魚。
＊透過小組練習每天慢跑，使學生明白與同伴
慢跑養成運動的習慣，不但能培養良好的體
適能也可培養友誼。

教學資源

◎拍攝學校或社區的早覺會、
各種活動團體的實際照片
◎可充分運用流行音樂網路資
源、影片和電視等
◎國立教育資料館-教育頻道
學習影片
◎南一、翰林、康軒出版社健
康與體育教學單元

4-1-4 認識並使用遊戲器材 4-1-4-1 能指出或說出校園中可 ＊對有生理障礙學生，可運用替代性、安全性 ◎網路體育學院
與場地。
器材調整後，讓學生使用體驗工具的遊戲。 ◎學習加油站
遊戲的場地與器具。
4-1-4-1 每位學生能瞭解校 4-1-4-2 能使用校園的遊樂器材 ＊引導學生認識與應用學校、社區內休閒資源 ◎運動生理學網站
如單槓、鞦韆、蹺蹺板、跑步機等。
園中可遊戲的場地。
◎特殊教育多媒體資料中心
及運動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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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調整
教學重點
4-1-4-2 利用校園的遊戲器 4-1-4-3 會指出或說出校園附近 ＊幫忙篩選適宜的體育館或健身房、游泳池，
材，從事各項身體活動。
兒童遊樂場所，或投幣式的遊樂設施，如無
可提供遊戲及玩耍的場地。
4-1-4-3 描述在校園附近， 4-1-4-4 能和家人、朋友在適當
障礙環境的空間，及配置專業的服務人員。
可提供遊戲及玩耍的場
＊提供可替代的活動，以協助他們克服操控身
的場地從事身體活動。
地，並會使用這些場地。
體和工具的障礙，例如：放寬參與活動的條
件，並增加身障人士參加的項目和錄取名額
等。
4-1-5 透過童玩、民俗等身 4-1-5-1 能指出或說出童玩、民 ＊利用資訊媒體引導學生了解自己的生活環
體活動，瞭解本土文化。
境。
俗運動的項目。
4-1-5-1 認識童玩、民俗運 4-1-5-2 能學習一種童玩或民俗 ＊共同蒐集各地節慶影片、圖片、照片等，說
動的項目。
明文化的差異性，以及民俗節日的意義與重
活動
要性。
4-1-5-2 認識並學會童玩、
4-1-5-3 能分辨不同族群的童玩
民俗運動的遊戲方法。
＊帶領學生實作童玩如做燈籠、搓湯圓、做毽
及民俗運動。
4-1-5-3 從童玩、民俗活動
子、放風箏等遊戲，以及認識舞龍、舞獅、
4-1-5-4
能參與體驗不同族群的
中，認識不同族群的
花鼓陣、踩高蹺等民俗運動。
童玩與民俗活動。
身體活動。
＊學生從習得的經驗中，能感受本土文化的熱
情，及喜愛並接納不同族群的童玩及民俗活
動。
4-2-1 瞭解影響運動參與的 4-2-1-1 能表達自己參與某項運 ＊提供各種類型的休閒運動影片，比較分析說
因素。
明及建議，讓學生能自由選擇。如住家附近
動的原因。
4-2-1-1 從自己的興趣、能 4-2-1-2 能表達自己不參與某項
有完善的運動設備很方便;家人的喜好及指
力與同儕及家人等方面
導-耳濡目染信任感;流行的趨勢;崇拜的偶
運動的原因。
因素，提出影響運動參與
像等。
4-2-1-3 能選出影響參與運動的
的看法。
＊學生了解選擇適性的身體活動。例如騎自行
因素例如興趣、能力、天候、
車、參加舞蹈、球類等活動後，後能享受箇
4-2-1-2 提出對於比賽的責
場地等。
任、榮譽、天候、場地環
中樂趣，心情愉悅。
境等因素的看法。
＊讓學生明白體育活動對身體情況的改變，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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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資源
◎高雄啟智學校電子教材資料
庫
◎南一、翰林、康軒出版社健
康與體育教學單元

◎學習加油站
◎康軒教師網
◎特殊教育多媒體資料中心
◎高雄啟智學校電子教材資料
庫
◎南一、翰林、康軒出版社健
康與體育教學單元

◎學習加油站
◎康軒教師網
◎特殊教育多媒體資料中心
◎高雄啟智學校電子教材資料
庫
◎南一、翰林、康軒出版社健
康與體育教學單元

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4-2-1-3 認識參與運動的影
響因素，如：他人的鼓
勵、個人因素、場地設備
等。

指標調整

4-2-2 評估社區休閒運動環
境並選擇參與。
4-2-2-1 瞭解社區現有運動
設施與團隊組織，選擇參
與個人喜歡的運動項目。
4-2-2-2 積極參與社區所舉
辦之各類運動及競賽或
體育相關活動。
4-2-2-3 利用假日期間，選
擇並從事適合個人的
休閒運動項目。

4-2-2-1 能指出或說出社區現有
運動設施
4-2-2-2 會使用社區內運動設施
4-2-2-3 會選擇參與個人喜歡的
運動項目
4-2-2-4 能指出或說出社區定期
舉辦的各項運動或相關的休
閒活動
4-2-2-5 假日期間，能與家人從
事適合自己的休閒運動項目。

教學重點
步會流汗，運動後會疲倦，多玩呼拉圈會減
肥，跳高會增高，運動的好處很多。
＊鼓勵學生自我要求參與運動的意願及協助
排除阻礙因素，養成規律的運動習慣。例
如：學生主動出列、報名、舉手、拉人陪同
等。
＊指導學生在運動時如身體不適，要用手勢、
出列、發聲求助等方法
＊引導學生認識居家社區內休閒遊戲器材、場
地設備、及運動團體的種類和名稱。例如：
社區的佈告欄。
＊協助學生了解社區公告休閒活動內容，是否
免費或需要付費的，指導其比較與選擇應用
資源。
＊鼓勵學生在家人的支持下融入社區活動，也
請家人一起參與活動，做個好鄰居。
＊引導學生會表達對休閒活動的喜愛與否，能
分享投入活動後的感覺，明確的表達情緒及
意見。例如：找到新朋友，說出休閒的好景
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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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資源

◎學習加油站
◎康軒教師網
◎特殊教育多媒體資料中心
◎高雄啟智學校電子教材資料
庫
◎南一、翰林、康軒出版社健
康與體育教學單元

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指標調整
教學重點
4-2-3 瞭解有助體適能要素 4-2-3-1 能 指 出 或 說 出 人 們 為 ＊跑跳是基本身體活動的形態，可以延伸許多
促進的活動，並積極參
保持體適能所做出的活動。
不同的競技方式。指導學生注意健康養成規
與。
律的運動習慣、均衡的飲食、正常的作息。
4-2-3-2 能指出或說出自已的身
4-2-3-1 瞭解參與各種身體
高體重是否符合健康標準。
＊引導學生有關食物及疾病方面的基本健康
活動所需的體適能要素。 4-2-3-3 能做到父母和老師所要
知識。例如多喝水或多吃水果對身體好，身
求的體適能訓練。
4-2-3-2 認識並比較人們為
體差便會生病等。
保持體適能所從事的活
＊指導學生能養成日常保持衛生的好習慣，例
動。
如運動前後、如廁後洗手等。
4-2-3-3 參與培養體適能方
＊引導學生能比較相同年紀的人說明身高體
面的身體活動課程計畫。
重之區別，或比較減肥前後的照片及肌肉線
紋。
＊鼓勵學生邀集同學或朋友參與體適能運動
課程或運動訓練計畫。

教學資源
◎學習加油站
◎康軒教師網
◎特殊教育多媒體資料中心
◎高雄啟智學校電子教材資料
庫
◎教育部體適能網站-健康體
育護照
◎南一、翰林、康軒出版社健
康與體育教學單元

4-2-4 評估體適能活動的益 4-2-4-1 能了解體適能在身體活 ＊讓學生認識自己與一般人活動之異同，指出 ◎學習加油站
處，並藉以提升個人體適
動的應用
學生的長處加強體適能的信心。例如是否能 ◎康軒教師網
能。
4-2-4-2 能經由體能測驗，表現
做跑步，跳舞，玩球、打拳、游泳等
◎特殊教育多媒體資料中心
4-2-4-1 瞭解體適能的概念
出個人的優勢水準。
＊教導學生瞭解擁有良好的體適能，對促進身 ◎高雄啟智學校電子教材資料
及 其 在 身 體 活 動 上 的 應 4-2-4-3 能 選 擇 合 適 的 體 能 活
體健康及提高日常工作效率的好處。例如耐
庫
用。
力跑能鍛鍊心肺功能，重量運動能鍛鍊肌
◎教育部體適能網站
動。
4-2-4-2 能夠正確的利用場
肉，和減輕患病的機會等
◎南一、翰林、康軒出版社健
地與各項器材，來進行體
＊引導學生認識自己的優勢體能，從事自己合
康與體育教學單元
適能測驗，並評估個人的
適的體能活動，增進體適能運動，持續做有
體適能水準。
興趣的體育活動，促進身體健康。
4-2-4-3 依據測驗結果參與
356

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各種體適能活動，改善個
人體適能。
4-2-5 透過運動瞭解本土與
世界文化。
4-2-5-1 瞭解不同種類運動
的由來及其發展。
4-2-5-2 從參與童玩及民俗
運動中瞭解本土與世界
文化。
4-2-5-3 經由國際性運動賽
會的觀賞，體會不
同文化背景的差異。

4-3-1 瞭 解 運 動 參 與 在 個
人、社會及文化層面的意
義
4-3-1-1 瞭解個人的體適能
狀態與身體的、心理的及
情緒的健康關係
4-3-1-2 領悟運動參與是個
人權利與義務的觀念
4-3-1-3 瞭解個人的運動參
與對全民運動的影響
4-3-1-4 認識並討論媒體及

指標調整

教學重點

4-2-5-1 能指出或說出不同種類 ＊提供觀賞影片教導學生瞭解運動是一種世
的運動。
界共通的語言，不同文化背景的人們可以透
4-2-5-2 能觀賞圖片或影片中的
過運動一起展現對運動的熱愛。
國際性運動比賽。
＊引導說明競賽情境所隱含的文化特質，需要
4-2-5-3 能從參與童玩及民俗運
運動技能與參賽者的合作才能完成，例如：
動中體驗本土的傳統文化。
升國旗、會旗進場、唱國歌、點燃聖火等莊
4-2-5-4 能從參與童玩及民俗運
嚴儀式，是對國民身分的認同。
動中瞭解不同的世界文化。
＊例如：我國知名的運動名人，介紹王建民的
4-2-5-5 能說出/指認傑出運動
棒球生涯，馬拉松賽跑的林義傑、雲門的林
的名人
懷民、高爾夫球后-----等。
＊利用圖片或影片剪輯，介紹舞蹈家、雕塑
家、體操選手、游泳選手的心路歷程。
4-3-1-1 在引導下指出體適能狀 ＊用圖片、影帶、學生健康資料卡記錄，讓學
態與身體健康的關係
生了解體適能活動對身體健康的益處，例如
4-3-1-2 瞭解每個人都有權利參
認識耐力跑、重量運動、伸展運動及保持適
與自己喜歡的運動項目。
當的脂肪比例才能有健康的體魄。
4-3-1-3 能閱讀報紙運動休閒活 ＊鼓勵學生能養成定期做運動的習慣，例如：
動之圖片。
每天跑步或游泳、騎車等。
4-3-1-4 能指出或說出電視中有 ＊指導學生在報紙的休閒運動版找出自己喜
關運動的新聞或廣告。
歡的活動圖片剪貼在個人剪貼薄上。
＊利用圖片或影片剪輯、運動頻道節目介紹舞
蹈家、體操選手、游泳選手。
＊播放電視中有關運動的新聞或廣告，讓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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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資源

◎南一、翰林、康軒出版社健
康與體育教學單元
◎特殊教育多媒體資料中心

◎網路體育學院
◎學習加油站
◎運動生理學網站
◎特殊教育多媒體資料中心
◎高雄啟智學校電子教材資料
庫
◎教育部體適能網站
◎南一、翰林、康軒出版社健
康與體育教學單元

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廣告對於提倡運動的參
與、觀賞、娛樂和休閒活
動的影響
4-3-2 選擇提升休閒活動參
與的方法，並執行個人終
生運動計畫
4-3-2-1 討論如何善用社區
娛樂及運動休閒資源
4-3-2-2 選擇有興趣的休閒
活動並計畫參與
4-3-2-3 依據個人能力、興
趣，選擇終生運動項目
4-3-3 計畫及執行個人增進
體適能表現的活動
4-3-3-1 於身體活動中，瞭
解不同的體適能要素和
促進體適能表現的關聯
4-3-3-2 使用頻率、強度、
時間、類型等體適能發展
的原則，設計有氧的體適
能活動計畫
4-3-3-3 執行並增進個人體
適能的活動計畫

指標調整

教學重點
觀賞並舉出自己喜歡的項目。

教學資源

4-3-2-1 能運用社區娛樂及運動 ＊指導學生利用學校與社區中的運動休閒及
休閒資源。
資源，在家人陪同下及自己的能力與興趣，
選擇適性運動項目娛樂。
4-3-2-2 能選擇有興趣的休閒活
動。
＊指導學生持續參與有興趣的體育運動，並請
家人參與及規劃運動時間表，認真實行以促
4-3-2-3 能選擇適合個人能力、
進身體健康。
興趣的活動，成為終生運動項
目。
＊鼓勵學生經常作適量的運動，成為終生的習
慣

◎網路體育學院
◎學習加油站
◎運動生理學網站
◎特殊教育多媒體資料中心
◎高雄啟智學校電子教材資料
庫
◎南一、翰林、康軒出版社健
康與體育教學單元

4-3-3-1 能練習進行促進不同體 ＊蒐集資料指導學生知道耐力跑能鍛鍊心肺
適能的身體活動。
功能;踢球、往上跳能鍛鍊肌肉力量;知道伸
展運動彎腰拉筋、仰臥起坐能鍛鍊肌肉柔軟
4-3-3-2 能依個人體適能評估資
度、適當的脂肪比例能減輕患病的機會等概
料，學習有氧的體適能活動。
4-3-3-3 能執行增進個人體適能
念。
的活動計畫。
＊示範指導學生明白跑步前要拉筋，拋擲活動
前要做手臂及手腕熱身等活動。
＊示範指導學生掌握熱身的力度及放鬆的技
巧，不要過度或猛力做熱身運動
＊利用圖片或影片剪輯，鼓勵學生能向某位舞
蹈家、體操選手、游泳選手努力的目標，學
習偶像的精神。

◎網路體育學院
◎學習加油站
◎運動生理學網站
◎特殊教育多媒體資料中心
◎高雄啟智學校電子教材資料
庫
◎教育部體適能網站
◎南一、翰林、康軒出版社健
康與體育教學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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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指標調整
教學重點
4-3-4 評估各種不同需求者 4-3-4-1 能認知身心障礙學生享 ＊教導學生瞭解不同的人有不同的運動需
的運動需求
有運動機會的權利
求，而且每個人都有權利享有同等的運動機
會。所以要簡化遊戲規則;減少參與人數;縮
4-3-4-1 瞭解身心障礙學生 4-3-4-2 能指出身心障礙學生所
小場地、調整器具後每個人都可以參與運
享有運動機會的權利
需的運動協助和設備。
4-3-4-2 討論身心障礙及特 4-3-4-3 能在適當的運動場地與
動;發揮創意以減少阻礙。
殊運動潛能學生的運動
設備，練習參與各項身體活 ＊鼓勵學生認知天生我材必有用，發揮自已的
需求
動。
運動潛能。
4-3-4-3 能利用適當的運動
＊教導學生熟悉場地與設備的特性，學會適當
場地與設備，協助身心障
及安全的使用，並用心照護、協助、鼓勵學
礙及特殊運動潛能的學
生共同合作完成運動計劃。
生完成身體活動計畫
＊協助學生設計一週身體活動日課表，內容有
活動類型、活動時間，包括靜態、動態的身
體活動等。
4-3-5 培養欣賞運動美感與 4-3-5-1 能透過媒體觀看個人喜 ＊教導學生利用大眾資訊傳播媒體﹙例如：電
分析比賽的能力
愛之運動比賽和體育表演。
視節目、錄影帶、影碟、報章雜誌等﹚，攝
錄、倒帶、重播、剪輯、停格放大說明的方
4-3-5-1 透過媒體觀看個人 4-3-5-2 能對於運動中的美好動
式，讓學生觀賞體育運動表演。
喜愛之運動比賽和體育
作與經驗，表現出感動與讚美
表演
或分享。
＊指導學生欣賞運動美感與分析比賽的能
4-3-5-2 對於運動中的美好 4-3-5-3 能觀看運動比賽，指出
力。練習指出運動家的一項優點來
動作與經驗，表現出感動
比賽者表現的差異，或優缺 ＊引導學生能發表他們的看法、感想，藉此與
與讚美，並能與他人分享
點。
他人分享運動經驗。例如：說一說自己心目
中的運動家。
4-3-5-3 在 觀 看 運 動 比 賽
後，比較其表現的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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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資源
◎學習加油站
◎康軒教師網
◎特殊教育多媒體資料中心
◎高雄啟智學校電子教材資料
庫
◎南一、翰林、康軒出版社健
康與體育教學單元

◎學習加油站
◎康軒教師網
◎特殊教育多媒體資料中心
◎高雄啟智學校電子教材資料
庫
◎南一、翰林、康軒出版社健
康與體育教學單元直

學習領域：健康與體育

領域 主題軸：5.安全生活

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5-1-1 分辨日常生活情境的安全性。
5-1-1-1 描述所能看到及接觸到的
危險事物，如：電器、瓦斯、用
火、殺蟲劑、刀剪、隱蔽或死角
場所等。
5-1-1-2 比較安全與不安全的情
境，如：進食、陌生人搭訕、路
人問路、馬路上行走、騎腳踏車
等。
5-1-1-3 確認安全活動的注意事項。
5-1-1-4 使用遊戲器材前能分辨其
安全性。
5-1-1-5 從事水上活動時，瞭解不
同水域的潛在危險因素。

5-1-2 說明並演練促進個人及他人
生活安全的方法。
5-1-2-1 遵守團體規範及紀律，以
確保個人及他人的安全，如：遵
守校內紀律及安全規定等。

階段年級：國小

1-6

年級

指標調整
教學重點
5-1-1 能分辨日常生活情境的安全 本指標主要在引導學生辨識生活中
性
的有潛在危險的情境或場所
5-1-1-1 能辨識生活中有潛在危險 ＊利用校內的生活教育室、烹飪教
的實物，如：電器、瓦斯、用火、
室進行實地教學，如瓦斯、用火、
殺蟲劑、刀剪等。
電器…等有潛在危險的物品。
5-1-1-2 能指出或說出安全與不安 ＊提供各種照片、圖卡，給予學生
全的飲食情境。
正確安全的情境。
5-1-1-3 能指出或說出安全與不安 ＊利用角色扮演方式，分別詮釋安
全的穿著情境。
全與不安全的情境。
5-1-1-4 能指出或說出安全與不安 ＊可提供使用危險物品受傷的影片
全的居住情境。
或危險場所的影片教學。
5-1-1-5 能指出或說出安全與不安 ＊實際帶領學生至危險的場所，教
全的交通情境。
導潛在危險的內容，如工藝教
5-1-1-6 參與遊戲與活動時能注意
室、實驗室、烹飪教室…等。
安全。
＊利用消防署或各縣市消防局網站
之資訊輔助教學。
5-1-1-7 使用校園內或公園內的遊
戲器材前能確認出是安全可玩耍
的。
5-1-1-8 能遵守在泳池、河流、海
洋等處參與水上活動時的安全規
則。
5-1-2 熟悉促進個人及他人生活安 本指標主要在引導學生從不同方面
全的方法。
促進生活安全，包括個人與團體、
5-1-2-1 能遵守家長的規定，在家 家庭與學校及各種活動場所
裡從事安全的行為與遊戲。
教導學生每日生活情境中可能發生
5-1-2-2 能遵守班規及校規的安全 的危險與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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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資源
生活教育室
烹飪教室
實驗室
校園內遊戲器材
安全與不安全的情境圖片或照
片

校園週遭的行人穿越道、天橋、
人行道、紅綠燈..等。
乘車安全的圖片或照片(如戴安
全帽、繫安全帶…)
安全帽、安全帶等安全設備

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5-1-2-2 演示當面臨迷路、落單或
新的環境，而感到害怕、難過或
不安時，可以採取的行動。
5-1-2-3 描述並演練上下學安全注
意事項，如：熟悉道路狀況、排
隊搭車、專心走路、過馬路及腳
踏車交通規則等。
5-1-2-4 選擇適當的遊戲場所，如：
不在浴室或廚房玩耍。
5-1-2-5 遵守不同活動場所的安全
規則，如：體育館、運動場及水
上活動場所等。
5-1-2-6 穿著合適的服裝從事身體
活動。
5-1-2-7 認識並演練休閒旅遊的安
全規則，如：不進入危險場所、
安全帶的使用、避免接觸有毒動
植物。

指標調整
規定，在校園內進行安全的活動
與遊戲。
5-1-2-3 當面臨迷路、落單或新環
境的時候能尋求支援。
5-1-2-4 能遵從上下學的安全注意
規則。(如︰熟悉道路狀況、排隊
搭車、專心走路、過馬路、腳踏
車交通規則及乘客乘車守則等。)
5-1-2-5 能在適當的場所進行遊戲
或活動。(如：操場、球場、庭院、
公園…等。)
5-1-2-6 能指出不適當的遊戲場
所，並且不在該處玩耍。(如浴
室、廚房、樓梯…等。)
5-1-2-7 能遵守不同活動場所的安
全規則。(如：體育館、運動場及
水上活動場所等。)
5-1-2-8 能穿著合適的服裝從事身
體活動。(如運動服、泳裝。)
5-1-2-9 能遵守外出休閒旅遊的安
全規則。

5-1-3 思考並演練處理危險和緊急
情況的方法。

5-1-3 能瞭解危險和緊急情況的處
理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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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重點
＊帶領學生演練可能危及個人安全
的不同情境如何應對，如放學有
陌生人搭訕、在大賣場走失，教
導學生應變方法。
＊演練上下學安全注意事項，如：
熟悉道路狀況、排隊搭車、專心
走路、過馬路及腳踏車交通規則
等。
＊提供學生行人交通安全守則，
如︰應走行人穿越道、天橋、地
下道，不闖紅燈、走路要專心不
邊走邊玩、走路靠邊行或走在人
行道上、不在巷口、馬路玩耍…
等，並可實際帶領學生至現場演
練。
＊提供學生乘車守則，如︰頭手不
可伸出車外、坐機車應戴安全
帽、坐汽車時應繫安全帶、搭乘
大眾運輸工具時要排隊且不可在
車內奔跑、嬰幼兒乘車應使用安
全座椅…等，並加強宣導務必遵
守。
＊演練休閒旅遊的安全規則，如：
不進入危險場所、安全帶的使
用、避免接觸陌生(有毒)動植物。
本指標主要在引導學生學習遭遇危
險和緊急狀況的處理方法

教學資源
體育館、運動場、游泳池、海水
浴場等活動場地的照片
穿著各類運動服裝的圖片

預防燒燙傷的影片與圖片
陽光基金會

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5-1-3-1 確認具威脅性的行為，如：
惡性犯規、恐嚇、勒索、被跟蹤、
綁架、誘拐、被虐待、性侵害等，
並說出遭遇緊急情境時能提供協
助的人或支援，如：報告老師、
父母或使用 119、110、113 等。
5-1-3-2 瞭解如何處理流鼻血等情
形，並能運用急救箱來處理小傷
口。
5-1-3-3 瞭解並演練輕微灼、燙傷
的處理口訣及步驟。

指標調整

教學重點
教學資源
＊以角色扮演、教師示範或圖片示 http://www.sunshine.org.tw/
5-1-3-1 能指認或說出具威脅性的
意的方式讓學生認識具威脅性的 處理流鼻血流程圖
行為。(如：惡性犯規、恐嚇、勒
行為。
索、被跟蹤、綁架、誘拐、被虐 ＊教導學生遭受威脅事件時應尋求
待、性侵害等。)
師長的支援。
5-1-3-2 遭遇緊急情境時能尋求支 ＊要求學生熟知支援電話，包括
援。(如：報告老師、父母或使用
119、110、113 等專線。
119、110、113 等。)
＊教導燙傷的緊急處理流程與口
訣，例如︰沖、脫、泡、蓋、送。
5-1-3-3 能表現出流鼻血時的緊急
應變動作。
＊與學校護理師合作，教導學生流
5-1-3-4 能演練輕微灼、燙傷的處
鼻血的緊急處理方法。
理口訣及步驟。
本指導主要在引導學生學習日常生 行政院衛生署各縣市政府衛生
5-1-4 認識藥物及其對身體的影
5-1-4 認識藥物並能正確使用
活中的用藥知識
局衛教資料
響，並能正確使用。
＊教導學生使用藥物的原則，如︰
5-1-4-1 認識藥物及對身體的影響。 5-1-4-1 能分辨藥物與非藥物
遵守醫師在飲食及用藥的指示、
5-1-4-2 瞭解能提供藥物的專業人 5-1-4-2 知道藥物不是食物，是用
不使用別人的藥物、確認餐前與
員及可獲得諮詢的場所。
來治療疾病的特殊物品。
餐後的用藥時機、分辨內服藥與
5-1-4-3 描述內服或外用藥物之正 5-1-4-3 能指出或說出可提供藥物
外用藥。
確使用，如：遵醫囑、不用他人
資訊的人員，如醫師、藥師。
藥物、適當存放藥物等。
5-1-4-4 能指出或說出可提供藥物 ＊教導學生簡易保存藥物的原則，
如避免陽光直射、注意保存期限
的場所，如診所、醫院、藥局、
與製造日期、存放於固定位置。
衛生所。
5-1-4-5 能遵照醫師的指示，正確 ＊學習「用藥五問」的內容︰「問
藥名？問藥效？問用法？問用多
使用內服藥物。
久？問注意事項？」；學習用藥
5-1-4-6 能遵照醫師的指示，正確
「用藥五不」的內容︰「不聽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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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調整
使用外用藥物。

5-1-5 說明並演練預防及處理運動
傷害的方法。
5-1-5-1 在運動中，能注意指導者
傳達的運動規定，並確實遵守。
5-1-5-2 知道運動時應在合適且安
全的運動環境下進行，如：在籃
球場投籃、空曠的場地打棒球等。
5-1-5-3 說出救生員不在場時，不
可下水的原因。
5-1-5-4 瞭解運動中未遵守規定，
易產生運動傷害。
5-1-5-5 在運動發生事故傷害時，
能馬上通知其他人協助處理。
5-1-5-6 瞭解運動傷害簡易的處理
方法。

5-1-5 瞭解預防處理運動傷害的方
法

5-2-1 覺察生活環境中的潛在危機
並尋求協助。
5-2-1-1 比較個人感覺安全與不安
全的經驗，並確認當時的身心反
應，如：走地下道與闖越馬路、

5-2-1 察覺生活環境中的潛在危機

5-1-5-1 運動時能確實遵守指導者
傳達的運動規定。
5-1-5-2 能在運動場所進行體育活
動。(如：籃球場、操場…)
5-1-5-3 只在有救生人員及安全設
施的游泳池才會下水活動。
5-1-5-4 運動中能遵守師長的規定
及場地的規則，避免產生運動傷
害。
5-1-5-5 運動時受傷，能馬上通知
其他人協助處理。

5-2-1-1 能指出或說出生活中安全
的情境，如︰在人行道上行走或
依紅綠燈指示行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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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重點
人推薦、不信神奇療效、不買地
攤夜市、不吃別人送的、不推薦
給別人」。
＊教導學生可向社區藥局藥師詢問
相關專業問題
本指標主要在引導學生知道預防運
動傷害及處理運動傷害。
＊認識適合的運動環境，包含校園
內的場所及社區中的場所，並實
際帶領學生至現場觀察或提供照
片實景說明。要求學生選擇適合
的運動環境，例如籃球場、操場、
有救生員的游泳池…等；提醒學
生不在教室、走廊…等處運動，
說明不同場所有不同的功能及在
教室運動的危險性。
＊傳達要遵守運動規則的公平與安
全觀念。
＊學習運動時受傷的簡易處理流
程，能知道要通知別人，知道要
到何處治療。
本指標在引導學生能察覺生活中的
潛在危機。
＊提供學生安全與不安全的實例或
照片，如行人穿越馬路安全與不
安全的做法、經過地下道安全與

教學資源

操場、運動場、游泳池、各類球
場

內政部警政署網站
內政部消防署網站
內政部兒童局網站
學校實驗室
校園或社區附近地下道

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遵守實驗室規定與否等。
5-2-1-2 警覺家庭、學校及戶外環
境的潛在危機，如：家電、實驗
藥品、尖銳物品的不當使用、校
園惡作劇、過早到校、水上活動
等與安全間的關係。
5-2-1-3 能運用科技與資訊搜尋有
關保護自己權利及救援的系統。
5-2-1-4 能覺察出環境中潛在的危
險因素，如：溫度、汽油、毒物、
氣體等，並解釋它們對身體的影
響。

指標調整
5-2-1-2 能指出或說出生活中不安
全的情境。(如︰在馬路上玩耍或
闖紅燈。)
5-2-1-3 能指出或說出使用家庭用
品與家電時可能造成的潛在危機
並注意安全。
5-2-1-4 能指出或說出使用實驗藥
品、尖銳物品時可能造成的潛在
危機並依照指示注意安全。
5-2-1-5 能 指 出 或 說 出 校 園 惡 作
劇、過早到校造成的潛在危機。
5-2-1-6 能指出或說出參與水上活
動時可能造成的潛在危機並依照
指示注意安全。
5-2-1-7 能使用保護自己權利及救
援的系統，如︰網路、電話。
5-2-1-8 能指出環境中潛在的危險
因素。(如汽油、毒物、氣體等。)

5-2-2 判斷影響個人及他人安全的
因素並能進行改善。
5-2-2-1 能區別英勇與魯莽、炫耀
行為的差別，並能評估魯莽、炫
耀與事故傷害間的關係。
5-2-2-2 討論促使個人冒險的原因
及其影響因素，如：貪圖方便、
同儕壓力等。
5-2-2-3 說出冒險的行為，如：單

5-2-2 能判斷會影響自己及他人安
全的因素
5-2-2-1 能指出或說出正當的英勇
行為，如︰消防員救人、警察抓
小偷。
5-2-2-2 能指出或說出魯莽與炫耀
的行為更容易造成事故傷害。
5-2-2-3 能拒絕可能造成傷害的冒
險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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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重點
教學資源
不安全的環境、實驗室中安全與
不安全的行為、走天橋與從天橋
底下穿越、在巷子口玩球、在遊
覽車上坐好與奔跑，說明潛在危
機的來源。
＊實際帶領學生至地下道、實驗室
等場所，於現場比較安全與不安
全的環境。
＊培養學生對生活中的潛在危機提
高警覺，如：校園惡作劇、過早
到校、實驗藥品、水上活動等。
＊認識潛在危險因素對身體的不良
影響與傷害，如過高與過低溫
度、瓦斯外洩一氧化碳中毒、汽
油等。
＊提供學生使用救援相關的電話及
網路系統，如報案專線、婦幼專
線、聯絡家人緊急電話、警政署
網站、消防局網站、兒童局網站。
本指標主要在引導學生能在維護自
己及他人安全時做出正確的判斷， 各縣市消防局
避免出現魯莽、炫耀的危險行為
內政部消防署
＊舉例強調冒險行為的危險性，並
可能造成的後果，如單手騎腳踏
車、攀爬遊戲器材或樹木、單獨
戲水…等。
＊培養學生對自己的行為負責，不
可因自己方便而影響別人，說明

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獨登山或戲水、單手騎腳踏車等
可能造成的後果。
5-2-2-4 能藉由找出相關事實的方
式來評估一項行動或情境的危險
程度，如：騎乘機車發生事故時
受傷害的程度，不戴安全帽者的
受傷程度比戴安全帽者嚴重。
5-2-2-5 描述個人行為如何影響個
人及他人的安全，如：闖紅燈、
在走廊奔跑、在安全出口處堆放
物品、隨意破壞安全 設施等，體
認個人應對自己及他人的安全負
責。
5-2-2-6 討論並演練家庭、學校及
戶外等環境中預防傷害的方法，
如：水上安全、防颱、防震、防
火、交通安全等。
5-2-3 評估危險情境的可能處理方
法及其結果。
5-2-3-1 討論如獨處家中、受人勒
索、酒精燈潑倒、瓦斯外洩、火
災、地震、暴風雨、溺水、交通
事故、誤食藥物、異物梗塞、被
動物咬傷、校園暴力、詐騙事件
等各種危險情境的可能處理方法
及結果。
5-2-3-2 認識家庭備有急救箱的意
義及家用急救箱內應有的物品。

指標調整
教學重點
教學資源
5-2-2-4 能指出或說出爬樹、爬窗
個人的行為也會影響別人的安
戶或戲水等冒險行為可能會造成
全，並應舉例說明，如闖紅燈或
的後果，如：受傷、溺水…等
平交道可能會成別人傷亡、在走
5-2-2-5 能指出或說出生活情境中
廊奔跑可能會把人撞傷、安全出
較易造成危險的原因。(如：搭乘
口堆放品會造成逃生困難…等。
機車不戴安全帽者發生事故時受 ＊認識防颱知識與防颱器具，如注
傷害較嚴重。)
意氣象、颱風來襲前的居家準備。
5-2-2-6 能指出或說出會影響別人 ＊提供學生防震需知，如「震前預
的安全的行為。(如：闖紅燈、在
防措施」、「震時應變措施」、「震
走廊奔跑、在安全出口處堆放物
後善後復原重建措施」及其他防
品、隨意破壞安全設施等。)
震守則
5-2-2-7 能指出家庭、學校及戶外 ＊提供學生防火常識，如「消防基
等環境中預防傷害的方法。(如：
本常識」
、
「居家生活注意事項」、
水上安全、防颱、防震、防火、
「養成良好生活習慣」、「用電安
交通安全等。)
全」、「公共場所及大樓應注意事
項」…等。
＊可配合學校防火、防震、防颱宣
導進行消防演練。
5-2-3 能認識危險情境的處理方法 本指標主要在教導學生學習各種可 危險情境圖片
及結果。
能發生危險的情境與事件的處理方 急救箱與急救箱內物品
5-2-3-1 能指出或說出地震、暴風 法
水中自救照片與影片
雨、颱風…等天然災害危險情境 ＊認識各種可能的危險情境，如獨
的處理方法。
處家中、受人勒索、瓦斯外洩、
5-2-3-2 能指出或說出受人勒索、
火災、地震、暴風雨、溺水、交
校園暴力、詐騙事件…等人為的
通事故、誤食藥物、異物梗塞、
惡意危險情境的處理方法。
被動物咬傷、校園暴力、詐騙事
5-2-3-3 能 指 出 或 說 出 酒 精 燈 潑
件…等。
倒、瓦斯外洩、溺水、交通事故、 ＊認識家中急救箱內容物的主要物
誤食藥物、異物梗塞、被動物咬
品及實際操作使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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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調整
教學重點
5-2-3-3 認識社區內的緊急救護系
傷…等意外情境的處理方法。
＊可帶領學生至消防隊、醫療單位
統(如：消防隊、救護車、醫療單 5-2-3-4 能使用家用急救箱做簡單
進行參觀。
位急診室等)
消毒、擦藥及包紮工作。
＊與學校護理師合作，教導學生基
5-2-3-4 示範並演練基本急救技
5-2-3-5 能指出或說出社區內緊急
本急救方法，並實際操作。
巧，如：灼、燙傷急救、止血、
救護系統的相關事物。(如：消防 ＊與體育老師或專業教練合作，教
扭傷、牙齒傷害等。
隊、救護車、醫療單位急診室等。)
導學生水中自救的原則與方法，
5-2-3-5 具備水中自救能力。
5-2-3-6 能做出灼、燙傷急救的基
如「水母漂」
、
「仰漂」
、
「十字漂」
、
5-2-3-6 評估救人的情境與方法。
本技巧。
「水中脫衣」、「抽筋自解」、「踩
5-2-3-7 能指出或說出水中自救與
水」等技能，可至游泳池現場演
求援方法。
練或提供影片教學。
5-2-3-8 遇到危險時能尋求別人的
協助
5-2-4認識菸、酒、檳榔、藥物與成 5-2-4 認識菸、酒、檳榔、藥物與 本指標主要在教導學生認識生活中
癮藥物對個人及他人的影響，並
成癮藥物對人之影響。
常見的不良物品及其不良影響
能拒絕其危害。
5-2-4-1 能指出或說出成藥、指示 ＊認識學生成藥、指示藥、處方藥
5-2-4-1 認識成藥、指示藥、處方
藥、處方藥等不種藥品。
的定義，如︰「成藥」是不需經
藥及其對人體的功用。
5-2-4-2 能指出或說出吸菸、喝酒、
醫師、藥師或藥劑生指示，即可
5-2-4-2 瞭解吸菸、喝酒、嚼檳榔、
嚼檳榔、使用成癮藥物對個人身
在藥局購買的藥。
「指示藥」是需
使用成癮藥物對個人、家庭及社
體健康的不良影響。
經過醫師、藥師或藥劑師諮詢
會的影響及 其可能後果。
5-2-4-3 能指出或說出吸菸、喝酒、
後，才可以購買的藥品。
「處方藥」
5-2-4-3 能運用做決定的技巧，對
嚼檳榔、使用成癮藥物對家庭的
是經由醫師診斷病情後開立處方
個人是否吸菸、喝酒、嚼檳榔、
不良影響。
箋，再經藥師確認後調配的藥。
使用成癮藥物做明智的決定。
5-2-4-4 能指出或說出吸菸、喝酒、 ＊認識常見藥物對身體的影響與副
5-2-4-4 討論媒體訊息中，菸、酒、
嚼檳榔、使用成癮藥物對社會的
作用，如感冒藥、胃藥、止通藥…
藥物與成癮藥物對個人及他人的
不良影響。
等。可利用電視廣告中的各種成
影響。
5-2-4-5 能做決定拒絕吸菸、喝酒、
藥廣告對學生進行教學與說明。
嚼檳榔、使用成癮藥物等行為。 ＊認識不良物品(如菸、酒、檳榔)
5-2-4-6 能指出或說出電視、電影
對身體的影響，如菸與肺、酒與
裡的菸、酒、藥物與成癮藥物中
肝、檳榔與口腔之間的利害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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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資源

成藥、指示藥、處方藥等各種藥
品
藥品電視廣告影片
廣播節目的藥品廣告
肺、肝、口腔的健康照片與不健
康照片

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5-2-5 探討不同運動情境中的傷害
預防及其處理。
5-2-5-1 探討未做熱身運動即從事
劇烈運動對身體的影響。
5-2-5-2 指出運動場所中潛在的可
能危機，如：無人看守的游泳池、
未開放的海水浴場等。
5-2-5-3 探討危及運動安全的因素
(包括人為、不安全的動作或環境
設備的不良因子)及排除方法。
5-2-5-4 探討常見運動傷害的正確
處理方法，如：游泳時腳抽筋的
處理方法等。
5-2-5-5 探討在不同氣候下從事運
動的注意事項。
5-2-5-6 探討常見運動項目中可能
產生的運動傷害，並比較其差異。

指標調整
造成的不良影響。

5-2-5 了解不同運動情境中之傷害
預防及處理
5-2-5-1 從事劇烈運動前，能事先
做熱身運動。
5-2-5-2 能指出或說出可能發生危
險的運動場所。(如：無人看守的
游泳池、未開放的海水浴場等。)
5-2-5-3 能指出或說出會造成運動
傷害的不安全動作，並能依照指
示從事正確動作。
5-2-5-4 能指出或說出會造成運動
傷害的不安全環境，並能依照指
示只在安全環境中運動。
5-2-5-5 能演練常見運動傷害的正
確處理方法。(如：運動時腳抽筋
的處理方法等。)
5-2-5-6 能指出或說出在不同天氣
下從事運動的注意事項。(如︰雨
天要避免滑倒、晴天要注意防
曬。)
5-2-5-7 知道在不同溫度下從事運
動的注意事項。(如︰高溫要注意
補充水份，低溫要注意保暖。)
5-2-5-8 能指出或說出跑步、躲避
球、籃球等常見運動可能產生的
運動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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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重點
教學資源
＊利用角色扮演設計不同情境，訓
練學生對菸、酒、檳榔、成癮藥
物能勇於說「不」。
本指標主要為教導學生學習預防運 健康操影片
動傷害
各種運動傷害的照片或影片
＊認識熱身運動的重要，實際帶領 處理運動的流程圖片
學生學習熱身運動
＊讓學生熟練運動前可自行動作的
簡易暖身運動。
＊介紹校園中常見的運動傷害，如
中暑、肌肉拉傷、抽筋、扭傷…
等，以及如何預防常見運動傷害
的發生。
＊與護理師或醫師合作，教導學生
常見運動傷害的處理原則，如︰
保護、休息、冰敷、壓迫、抬高…
等。
＊在學生激烈運動後應要求學生先
做緩和運動。

學習領域：健康與體育

領域 主題軸：6.健康心理

階段年級：國小

1-6

年級

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6-1-1 描述自己的特色，並接受自己
與他人之不同。
6-1-1-1 描述自己的特質，如：性別、
年齡、人格特質、動作能力、喜歡
與不喜歡的事物。
6-1-1-2 察覺自己與他人的異同。
6-1-1-3 在遊戲情境中，認識自己。
6-1-1-4 能表現喜歡自己、悅納自我
的行為。

指標調整
6-1-1 能認識自己的特質，並接受自
己與他人不同之處
6-1-1-1 能指出或說出自己與別人的
相似處。
6-1-1-2 能指出或說出自己與別人的
不同之處。
6-1-1-3 能指出或說出自己的特質。
(如：性別、年齡、動作能力、喜
歡與不喜歡的事物。)
6-1-1-4 在遊戲情境中，認識自己的
優點。(如︰跑得快、看得遠、音
感好、節拍準…等。)
6-1-1-5 能表現出喜歡自己、悅納自
我的行為。

教學重點
教學資源
本指標主要在引導學生發現自己獨
團康遊戲
特性。
＊認識自我介紹的內容與方法，瞭解
自己的特徵與特質。
＊讓學生從認識自己外在的特徵到
內在的特質。
＊利用與同學間的對照，讓學生認識
彼此間的相似處與不同處。
＊設計活動或遊戲，讓學生從活動的
情境中發現自己的特質，如樂觀、
動作表現、能力範圍、個人專長。

6-1-2 學習如何與家人和睦相處。
6-1-2-1 說明家庭成員間的血親和姻
親關係。
6-1-2-2 列舉出家人相處與親愛的方
式，如：常把愛掛在口中、對家人
的體貼等語言與非語言的方式，表
達對家人的關愛。
6-1-2-3 願意與家人一起參與各種遊
戲或活動。
6-1-2-4 在家人意見不合或有衝突
時，能與家人溝通。

6-1-2 學習如何與家人和睦相處。
6-1-2-1 能指出或說出與自己有血親
關係的人。
6-1-2-2 能指出或說出與自己有姻親
關係的人。
6-1-2-3 能表現出與家人相處、相愛
的方式，表達對家人的關愛。
6-1-2-4 能與家人共同參與各種遊戲
或活動。
6-1-2-5 能對家人表達出自己的意
見。

本指標在引導學生運用適當的方式
家庭關係圖或樹狀圖
與家人相處
＊介紹學生與家人間表達情感的方
卡片
式以及與家人互動的禮儀，如：擁
抱、幫忙做家事、把愛掛在口中、
對家人體貼等語言與非語言的方
式。。
＊配合父親節、母親節、祖孫節等節
日，製作卡片、安排活動、設計親
子互動學習單。
＊介紹學生可與手足與長輩共同參
與的遊戲或活動，邀請家長學長，
讓家人與學生能在家中或社區中
一同進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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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6-1-3 展示能增進人際關係、團隊表
現及社區意識的行為。
6-1-3-1 列舉別人接受或不被接受的
行為。
6-1-3-2 展示建立友誼的方法，以促
進人際關係，如：坦承、互相幫助。
6-1-3-3 認識生活之社區並主動傳遞
訊息，鼓勵參與社區之健康動態休
閒活動。
6-1-3-4 協助身心障礙者並樂於一起
參與各種身體活動。
6-1-3-5 參與各種團體休閒活動。
6-1-3-6 在遊戲活動中與他人和睦相
處。
6-1-4 認識情緒的表達及正確的處理
方式。
6-1-4-1 認識每一個人都有喜、怒、
哀、樂、懼等不同的感受。
6-1-4-2 能用健康的方法表達需求與
感覺。
6-1-4-3 藉由身體活動，體驗適當處
理情緒的方法。
6-1-4-4 分辨令人愉快和不愉快的情
緒對個人及他人的影響。

指標調整
6-1-3 學習能增進人際關係、團隊表
現及社區意識的行為
6-1-3-1 能指出或說出在團體中別人
可接受的行為。
6-1-3-2 能指出或說出在團體中不被
接受的行為。
6-1-3-3 在團體中能表現建立友誼的
行為，例如互相幫助。
6-1-3-4 能指出或說出個人生活之社
區的主要場所。
6-1-3-5 能與家長一同參與社區的健
康休閒活動。
6-1-3-6 在遊戲活動中能與他人和睦
相處。
6-1-4 認識情緒的表達及正確的處理
方式。
6-1-4-1 能指出或說出喜、怒、哀、
樂、懼等各種情緒表現。
6-1-4-2 能使用合宜的方法表達自己
的需求與感覺。
6-1-4-3 能透過身體動作，表現出自
己的情緒。
6-1-4-4 能指出或說出令人愉快和
不愉快的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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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重點
教學資源
本指標主要在引導學生增進人際關
係。
故事書、繪本
＊利用故事或坊間繪本，教導學生維 社區活動資料
繫人際關係的技巧，如傾聽、分
享、互信、互助…等。
＊提供社區活動資源，鼓勵家長帶領
學生參與社區活動。
＊老師可從遊戲與活動中觀察學生
互動，透過觀察教導學生使用正確
態度與同儕相處。

本指標主要在引導學生能認識情緒
表達的正確方式
＊利用學生個人不同表情的照片或
學生照片
卡通人物表情的圖片教導各種情
卡通圖片
緒。
＊設計情境或角色扮演的方式，教導
適當情緒表達與接收他人情緒。

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6-1-5 瞭解並認同團體規範，從中體
會並學習快樂的生活態度。
6-1-5-1 學習在做決定前要先瞭解事
實，並徵詢父母、師長的意見與想
法。
6-1-5-2 認同團體的目標或所關心的
事項，培養對團體的歸屬感。
6-1-5-3 學習和別人輪流參與遊戲或
活動，並從中瞭解團體規範。
6-1-5-4 在身體活動中，養成互助合
作的精神。
6-1-5-5 遵守團體活動規範，享受團
隊合作，達成目標之愉悅感受。
6-2-1 分析自我與他人的差異，從中
學會關心自己，並建立個人價值
感。
6-2-1-1 探索並瞭解自我，建立個人
價值感，並能自我悅納。
6-2-1-2 討論獨立感、責任感、榮譽
感、聲望、成就、社會地位對於個
人認同與自我價值的影響。
6-2-1-3 理解尊重自己、關心自己對

指標調整
6-1-4-5 能指出或說出令人愉快和不
愉快的情緒對自己的影響。
6-1-4-6 能指出或說出令人愉快和不
愉快的情緒對別人的影響。
6-1-5 瞭解並認同團體規範，從中體
會並學習快樂的生活態度。
6-1-5-1 在做決定前會詢問父母、師
長的意見與想法。
6-1-5-2 能和別人輪流參與遊戲或活
動。
6-1-5-3 在遊戲或團體活動中能遵
守團體活動規範。
6-1-5-4 能表現團隊合作精神，達成
團體目標。

6-2-1 瞭解自己與他人的差異，並建
立個人的價值感。
6-2-1-1 能分辨自己與他人的異同。
6-2-1-2 能發現自己的能力與獨特
處，並接納自己。
6-2-1-3 從肢體活動中發現自我的獨
特性。
6-2-1-4 能從事不同活動，增加生活
經驗以瞭解自己，如：扮演不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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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重點

本指標主要在引導學生能遵守團體
規範。
＊利用生活、校園中的活動舉例，與
學生討論遵守團體規範的目的，如
班際比賽、運動會。
＊培養學生遵守團體規範、團隊合作
與歸屬感。
＊設計遊戲或活動，讓學生學習輪流
參與的態度。

教學資源

運動會
園遊會
各種班際比賽
團康遊戲

本指標主要在引導學生發現自與別
人的不同，並能建立自己的價值感。 故事繪本
＊利用故事或繪本，讓學生學習並培 美勞活動
養自我價值相關概念，如責任感、 體育活動
榮譽感、獨立感。
＊鼓勵學生在各活動中能表現自
己、肯定自己。
＊利用遊戲或活動，如體育、手工
藝、美勞等活動，讓學生發現自

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於人際關係的影響。
6-2-1-4 從肢體活動中瞭解自我的獨
特性。
6-2-1-5 願意拓展生活經驗以瞭解自
己，如：扮演不同的角色，嘗試新
穎、富挑戰性、創造性的事物。
6-2-2 瞭解家庭在增進個人發展與人
際關係上的重要性。
6-2-2-1 認識家庭的功能並明瞭成員
的責任與義務。
6-2-2-2 學習尊重、體諒、稱讚、感
謝的正向態度與有效溝通，以增進
家庭的和諧。
6-2-2-3 透過家庭休閒活動，增進親
子互動關係。
6-2-2-4 面對自己或朋友的家庭問
題，如：單親、父母離異或家庭暴
力時，能正向調適與因應。

6-2-3 參與團體活動，體察人我互動
的因素及增進方法。
6-2-3-1 明瞭關心與尊重對於人際關
係的影響，並學習人際互動時表現
適度關心與尊重。
6-2-3-2 說明成見、預設立場、刻板

指標調整

教學重點
角色。
己的能力與獨特性。
6-2-1-5 願意接觸新事物嘗試新的 ＊鼓勵學生與家接觸新事物，如參與
活動。
遊戲、擔任幹部、假日出遊…等。

6-2-2 瞭解家庭在增進個人發展與人
際關係上的重要性。
6-2-2-1 能指出或說出家庭的功能。
6-2-2-2 能指出或說出家庭成員的責
任與義務。
6-2-2-3 能以正向的態度對待家人。
(如尊重、體諒、稱讚與感謝。)
6-2-2-4 能參與家庭活動，增進親子
互動關係。
6-2-2-5 能以正向態度面對父母離異
或家庭暴力等家庭問題並適時求
助。

本指標主要在引導學生學習增進家
庭合諧的方法與面對家庭問題的方
法
＊介紹學生家庭的概念與組成方
式，以及家庭中每個成員的責任與
義務，如父母親的職責、手足間的
照護…等。
＊提供學生與家人相處的正確態度
與方法，如學習好的溝通方式、分
擔家事、和家人聊天、與家人一起
參與休閒活動與運動、主動關心家
人…等。
＊與輔導處合作，參加小團輔或個別
諮商學習面對單親、父母離異或家
庭暴力等家庭問題。
6-2-3 參與團體活動，體察人我互動 本指標主要在引導學生能參與團體
的因素及增進方法。
活動並從中學習與人互動。
6-2-3-1 與人互動時，能表現出關心 ＊利用童話、寓言、繪本等內容，介
與尊重的行為。
紹和同伴相處應表現出的合適行
6-2-3-2 能接納團體新成員或能加入
為，如合作、信任、關懷、守時守
新團體，如轉學生、新生入學。
信、良好溝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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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資源

家庭關係圖或樹狀圖

童話故事與繪本
園遊會
同樂會
慶生會

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印象等對他人偏執的態度或觀感
如何影響人際關係。
6-2-3-3 學習接納團體新成員與加入
新團體的技巧。
6-2-3-4 接納並尊重周遭的身心障礙
者，並能與他們和諧相處。
6-2-3-5 分辨不同行為對團體表現與
個人厲害關係的影響，如：野心、
自作主張、英雄主義、扮小丑、欺
負別人、逗弄別人。
6-2-3-6 樂於嘗試各項團隊運動與活
動。
6-2-3-7 與他人分享參與團體性身體
活動的喜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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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4-1 分析想法對情緒的影響，學
習理性的抒解情緒方式。
6-2-4-2 能清楚與自信的表達需求與
感覺，同時亦能敏銳的回應他人的
需求與感覺。
6-2-4-3 知道壓力的正、負面影響，
並能建設性的處理壓力情境。
6-2-4-4 說明同儕壓力對行為與健康
選擇的影響。
6-2-4-5 展現非暴力策略，如：溝通、
協商、感情表達等方式解決衝突。

指標調整
教學重點
6-2-3-3 能接納並尊重周遭的身心障 ＊介紹學生對新成員的正確能度與
礙者，並能和諧相處。
行為，如關心、互助、分享…等。
6-2-3-4 能指出或說出如：野心、自 ＊鼓勵學生對團體中的同伴有正面
作主張、英雄主義、欺負別人、逗
看法，共減少與避免有負面看法。
弄別人…等行為會在團體裡產生 ＊鼓勵學生盡力參與團體的活動，如
不良的影響，。
運動會、同樂會、與同學下課一同
6-2-3-5 對於各項團隊運動與活動能
遊戲。
樂於嘗試。
6-2-3-6 能與他人分享參與團體活
動的喜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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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4-1 能表達自我需求與感覺。
6-2-4-2 對於他人的需求與感覺能有
回應。
6-2-4-3 能指出或說出壓力帶來的
正面影響。
6-2-4-4 能指出或說出壓力帶來的負
面影響。
6-2-2-5 能指出或說出處理壓力的情
境與方法。
6-2-4-6 能指出同儕壓力對行為可能
產生的影響，如在同儕壓力下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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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資源

本指標主要在引導學生認識壓力，能 各種情緒的圖卡
利用合宜的方法表達情緒。
各種壓力情境的圖片
＊介紹人的各種情緒反應，包括正面
情緒(如高興、快樂、興奮…等)
及負面情緒(如悲傷、難過、生氣…
等)
＊介紹學生各種可能會出現正面情
緒及負面情緒的情境。
＊讓學生表達出自己的正面情緒與
處理自己的負面情緒。
＊設計情境或角色扮演的方式，教導
學生認識同儕壓力。
＊鼓勵學生以運動、繪畫、諮商…等

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指標調整
教學重點
6-2-4-6 瞭解情緒、壓力與健康之間
菸、犯罪。
方式表達自己的負面情緒。
的關係，並運用問題解決的方法， 6-2-4-7 能以非暴力策略，如溝通、 ＊要求學生要為自己的健康負責，心
來做有利身心健康的選擇。
協商、感情等方式來解決衝突。
理與生理的健康是會互相影響
6-2-4-7 在體育活動中，以有效的溝 6-2-4-8 能做出有利身心健康的選
的，鼓勵學生有均衡的飲食、適當
的運動和休息、養成良好的個人衛
通技巧與適宜情緒表達，解決人際
擇。
互動之問題。
6-2-4-9 能在體育活動中，做出適宜
生。
情緒表達，解決人際互動之問題。
6-2-5 瞭解並培養健全的生活態度與
運動精神。
6-2-5-1 分析班規、校規等行為規範
所表現或隱含的價值與意義。
6-2-5-2 分析遊戲規則、運動規則等
行為規範所表現或隱含的價值與
意義。
6-2-5-3 活動中能適時稱讚與鼓勵他
人。
6-2-5-4 重視個人與群體關係，在團
體(體育)活動中，表現尊重與欣賞
的運動精神。
6-2-5-5 討論空虛、無聊、茫然、無
所適從對心理健康的害處。
6-2-5-6 培養樂於助人的態度，從中
體會其益處。
6-2-5-7 訂定並遵守運動遊戲之規則
及團體生活公約，且爭取團體榮
譽。

6-2-5 瞭解並培養健全的生活態度與
運動精神。
6-2-5-1 能遵守班規、校規等行為規
範。
6-2-5-2 能遵守遊戲規則、運動規則
等行為規範。
6-2-5-3 在活動中能表現稱讚他人、
鼓勵他人的行為。
6-2-5-4 在團體(體育)活動中，能尊
重與欣賞別人的表現。
6-2-5-5 能養成樂於助人的行為，並
能確實施行。
6-2-5-6 能遵守運動遊戲之規則及團
體生活公約。

373

教學資源

＊本指標主要在引導學生培養運動
精神與學習幫助人、稱讚人與鼓勵
他人的態度。
＊協助學生召開班會，在班會中訂定
班規，學習遵守行為規範的意義。
＊透過校園活動或課程中學習鼓勵
同學，如運動會為同學加油、同學
表現好時能稱讚同學。
＊以各種行為規範做範例，教導學生
團體規則的價值與意義，例如班
規、校規、法律。
各類運動比賽影片
＊利用電視體育轉播與各種體育活
我國選手參加亞奧會等國際
動影片，教導學生學習運動精神。 比賽影片
體育台轉播

主題軸：7.群體健康

階段年級：國小

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7-1-1 瞭解健康的定
義，並指出人們為促
進健康所採取的活
動。
7-1-1-1 描述自己對
健康的想法，並分辨
是否合乎健康理念。
7-1-1-2 簡單歸納健康
人在身體、情緒、人
際關係等方面所展現
的特質，並知道健康
是生理、心理、社會
各層面平衡安適的狀
態。
7-1-1-3 列出兒童期常
見的疾病，分享生病
的感受和被照顧的經
驗及處理情形。
7-1-1-4 能以尊重他
人、保護自己的原
則，對待周遭的病
人。
7-1-1-5 瞭解有些疾病
會藉由咳嗽、打噴嚏
等方式傳播，進而明
瞭在患病時，如何避

1-6

年級

指標調整
7-1-1-1 能分辨身體舒
服與不舒服的感受。
7-1-1-2 身體不舒服時
會向老師或家人表
示。
7-1-1-3 生病時會在家
人陪同下到醫院/診
所掛號看病。
7-1-1-4 分享生病的感
受和被照顧的經驗及
處理情形。
7-1-1-5 能認識兒童期
常見的疾病。
7-1-1-6 能以正確的方式
對待周遭的病人。
7-1-1-7 能辨識傳染疾病
的途徑。
7-1-1-8 能指出做運動對
身體的好處。

＊
＊
＊

＊
＊
＊
＊
＊
＊

＊
＊
＊

教學重點
增加學生知覺感受的能力，提供多樣化生活經驗給
學生，以充實學生生活知能。
認識身體重要部位的功能、以氣球碰觸身體不同部
位的感覺
可以角色扮演醫生、護士、病人分享疾病的經驗及
感受，讓學生體驗不同的角色並學會如何保護自己
或照顧別人與如何避免傳染給他人。
生病時會聽從醫師及藥師指示，多休息、多喝開水
並按時服藥。
參觀學校附近的教學醫院或診所，提供學生日常生
活的經驗。
準備數種證件讓學生指認身分證、健保卡、掛號證
等，健保卡及殘障手冊是就醫時應準備的證件。
認識健康好行為，培養學生定期做運動的習慣。
養成健康生活習慣，體重過重容易引發多種疾病，
體重過輕卻容易沒體力
比較自己沒生病時與生病時身體、情緒、人際關係
等各方面表現的情形，以學生生活中的事件為例如
重視視力保健、個人衛生、飲食、運動和休息、情
緒等是維護健康的行為。
認識及瞭解體適能活動對身體健康的益處以生活化
的範例增進學生理解概念。
體會規律運動是健康促進的方法之一。
生活中常會有較親近的人同時生病的情形，認識常
見疾病如流感、腸胃型感冒會藉由咳嗽、打噴嚏等
方式傳播，養成良好的衛生習慣如戴口罩、保持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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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資源
◎人體掛圖、病痛照片、健保卡、
口罩、藥袋、教具掛圖
◎中華兒童叢書—生病了怎麼
辦？
◎康軒教師網
http://www.945enet.com.tw/
◎九年一貫百寶箱
http://kids.yam.com/edu9/
◎高雄啟智學校電子教材資料庫
http://www1.kmsmr.kh.edu.t
w/BOOKS.HTM
◎文建會兒童文化館-繪本花園
http://children.cca.gov.tw
/garden/
◎特殊教育多媒體資料中心
http://163.19.219.1:8080/e
learning/index.asp
◎高雄啟智學校電子教材資料
庫：
http://www1.kmsmr.kh.edu.t
w/BOOKS.HTM
◎黃政榮老師的特殊教育教學網
站（2010.02.04）：
http://fangwife.myweb.hine
t.net/?MywebPageId

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免傳染給他人。
7-1-1-6 瞭解規律運
動是健康促進的重
要策略。
7-1-2描述人們獲得健
康資訊、選擇健康服
務及產品之過程，並
能辨認其正確性與有
效性。
7-1-2-1 描述如何與
家人一同選購牙、牙
膏、清潔劑、化妝保
養品等保健用品，以
及家人使用之情形。
7-1-2-2 舉例說出家
人購買常用保健產
品時，受到傳銷及媒
體廣告的影響。
7-1-2-3 經由老師、校
護、醫生、藥劑師等
的協助，獲得正確的
健康資訊。
7-1-2-4 舉例指出標示
完整、檢驗合格、衛
生安全的健康產品或
服務。
7-1-2-5 訪問學校健康

指標調整

7-1-2-1 會辨識盥洗用
品。
7-1-2-2 會使用清潔用
品。
7-1-2-3 能辨識購買牙
刷、牙膏、清潔劑、化
妝保養品等保健用品
的場所。
7-1-2-4 能從媒體廣告上
指認家人購買的常用
保健產品。
7-1-2-5 認識學校及社區
可提供醫療健康訊的
人員。
7-1-2-6 能辨認有標示完
整、檢驗合格、符合衛
生安全的健康產品。
7-1-2-7 能指出或說出學
校健康中心、診所、衛
生所、清潔隊、藥局的
主要功能。

教學重點
教學資源
離、常洗手等保護自己不被傳染。
=2008131218634442656
＊鼓勵學生於下課、放學後或週末選擇一項可進行的體
育活動，並將其拍照下來作為分享活動或記錄。
＊營造學習環境成為一個有益於生活、學習與工作的健
康場所，參與學校辦理的各項健康促進活動，認識及
瞭解健康重要性。如配合視力保健、健康體能；規定
上午第二節下課、下午第二節下課到教室外至少活動
10 分鐘；配合勤洗手、餐後潔牙、於班級附近設洗
手設備、學校禁菸、不吸二手菸，潔牙活動及請牙醫
師檢查牙齒。
＊清潔寶寶認識清潔用品，指導學生辨識個人物品不和
別人共用水杯、毛巾、手帕等個人用品。可依學生程
度作不同的標示便於學生辨識個人物品。
＊參觀學校健康中心，認識健康中心的阿姨及設備器材
及服務的內容如擦藥、牙齒檢查、量身高體重、視力
檢查、身體不舒服到健康中心。
＊開拓學生與同儕、學校及社區接觸的機會，可參觀認
識學校健康中心、社區診所、衛生所、清潔隊、藥局
等
＊廣告真神奇，購買東西時的經驗，容易受到各類廣告
的影響、如電視廣告、報紙廣告等。請學生將物品的
外包裝袋保留，讓學生比較標示完整與標示不清的產
品，讓學生練習辨識。
＊參觀學校附近的藥妝店並練習購買常用的衛生用
品，讓學生參與消費及交易活動以滿足日常生活需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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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多樣化的日常生活用品或
圖卡讓學生學習辨識指認
◎洗手流程圖
◎蒐集家庭常用清潔用品的品牌
◎文建會兒童文化館-繪本花園
http://children.cca.gov.tw
/garden/小熊包立刷牙記、鱷
魚怕怕牙醫怕怕

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中心、社區診所、衛
生所、清潔隊、藥局
等提供健康照護者，
及瞭解人們如何利用
這些相關服務。

7-1-3描述人們在獲得
運動資訊、選擇服務
及產品之過程，並能
辨認其正確性與有效
性。
7-1-3-1 描述如何與家
人一同選購球衣、球
鞋、球拍等運動用
品，及家人使用之情
形。
7-1-3-2 舉例說出家人
購買常用的運動產品
時，受到媒體廣告的
影響。
7-1-3-3 經由師長、專業
教練的協助，獲得正
確的運動資訊。
7-1-3-4 描述各種運動
產品的用途、使用方
法、注意事項等重要

指標調整

7-1-3-1 能辨識運動用品
的選購場所。
7-1-3-2 能與家人一同選
購運動服裝及運動用
品。
7-1-3-3 能從媒體廣告上
認識運動產品及品牌。
7-1-3-4 能指出或說出自
己喜歡的運動產品。
7-1-3-5 能在師長及專業
教練的協助下獲得正
確的運動資訊。
7-1-3-6 辨識常見運動產
品的用途、使用方法、
注意事項等。

教學重點
教學資源
＊分享與家人一同購買及使用健康產品的情形，透過分
享生活經驗，包括家庭、學校、社區生活，瞭解健康
資訊取得的正確管道，同時知道他人如何利用這些服
務，辯識簡易的標示符號，如：鮮奶標示。
＊認識政府提供的社區資源及服務如診所、衛生所、藥
局，衛生所提供的服務環保單位提供的服務如清運垃
圾和資源回收、噴灑殺蟲藥。
＊營造快樂假期進行的親子活動
◎運動用品販售的場所圖片影片
認識要做購物前決定的因素，請學生帶來自己的衣服 ◎各類運動的穿著照片
體驗以何種穿著方式才適合。
＊能分享與家人一同購買運動器材的情形，同時知道其
他人如何利用這些服務，透過分享，瞭解運動資訊，
並進一步享受運動的樂趣。
＊認識消費者的權利與責任成為聰明的消費者。
＊認識可從地方及社區取得資源的方式，並學會選擇適
當的方法使用社區的設施及服務。
＊擲飛盤、攀岩、溜直排輪、騎自行車或觀看體育節目
都是不錯的體育休閒活動，可以增進身心健康。
＊優良商店的條件，有品牌的產品、沒有誇大不實的廣
告、有詳細的商品功能介紹、商品價錢合理。
＊選購器材的條件，服務人員的態度良好、顏色尺寸齊
全、商品總類多樣化、價格公道有售後服務
百貨公司、廣告型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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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標示事項。
7-1-3-5 熟悉媒體及資
訊中提供的體育諮詢
服務。
7-1-4 察覺不同親疏感
的社區生活環境與健
康互動的情形。
7-1-4-1 觀察並描述住
家周遭的環境(如：公
園、校園、社區、海
濱、森林、火車站、
市場、工業區等)對身
體健康的影響。
7-1-4-2 描述進入新
的、陌生的、特殊的
場所時，所產生的感
受，如：恐懼、好奇、
興奮、小心翼翼等，
對人體安適的影響。
7-1-4-3 歸納說出令人
感到舒適的生活環境
之共同特徵。
7-1-5體認人類是自然
環境中的一部分，並
主動關心環境，以維
護、促進人類的健
康。

指標調整

教學重點

7-1-4-1 能指認或說出住
家附近的環境特徵。
7-1-4-2 能區辨公園、校
園、社區、海濱、森林、
火車站、市場、工業區
等不同環境。
7-1-4-3 能表達不同環境
帶給身體的感受，如：
恐懼、好奇、興奮、小
心等。
7-1-4-4 能辨別對健康
有益及有害的環境。
7-1-4-5 能指出或說出
適合居住的環境特徵。

＊安排戶外活動如參觀博物館或實地觀察活動等，鼓勵
學生實踐保護環境的方法。
＊在草地上玩耍，並觀察草叢中的昆蟲
＊觀察池塘裏的生物如蝌蚪、青蛙、小魚、荷花、蓮花
水草等。
＊愛護公園花草、垃圾不落地、維護社區清潔、清除容
器積水。
＊大自然有花有綠地，愛護大自然就是愛護自己。
＊觀察周遭環境並分享與環境互動的心情感受。
＊培養學生探索周遭環境的技巧，如聆聽公園的小鳥唱
歌。他們知道某些行為帶來預計的後果，例如按電梯
鍵開動電梯門。他們認得熟悉的地方及人物，並知道
為何在此處出現，例如購物中心、公寓大廈。
＊讓學生認識一些建築物及自然景觀。讓他們用圖片或
記號表示熟悉的地方並明白這些地方的用途。認識環
境的特徵加以區辨。
＊認識社區的設施及標誌等如電梯、圖書館、公園、工
廠、商店、市場等。
7-1-5-1 藉由觀察人與其 ＊鼓勵學生運用感官探索周圍環境，進行戶外活動或與
他生物，體驗人類是自
家人旅遊的經驗，分享親近、欣賞、體驗自然環境的
然環境中的一份子。
心得，由此瞭解人與自然相互依賴的關係，體認愛護
7-1-5-2 瞭解自己為家庭
資源、維護周遭環境，並能珍惜生命。
及社區內的一份子。
＊指導學生做環保活動，例如垃圾分類、資源回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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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資源

◎各類環境的圖片
◎社區照片
◎山坡地濫墾濫伐
◎畜牧廢水、家庭污水、工業廢
水
◎農藥與肥料污染
◎垃圾污染
◎阻塞河道亦淹水
◎文建會兒童文化館-繪本花園
http://children.cca.gov.tw
/garden/芽芽搬新家

◎http://gis.geo.ncu.edu.tw/
921/teach/

◎文建會兒童文化館-繪本花園
http://children.cca.gov.tw
/garden/

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7-1-5-1 體認人與其他
生物皆為自然環境的
一份子，有互相依存
的密切關係。
7-1-5-2 進行戶外自然
環境探索活動，並分
享親近、欣賞、體驗
自然環境的心得。
7-1-5-3 保護生態環境
與維護社區環境衛生
是個人與社會共同的
責任。

指標調整
7-1-5-3 能參與戶外自然
環境之探索活動。
7-1-5-4 能分享戶外活動
的感受。
7-1-5-5 認識保護環境與
維護社區環境衛生的
方法（如資源回收、節
能減碳）。
7-1-5-6 能養成良好的維
護環境之生活習慣(如
隨手關燈、關水、不隨
地丟垃圾的行為。)

教學重點
＊缺水會影響人類生活的便利，愛護生活環境可以從省
水做起如省水龍頭、省水馬桶。
＊能認識颱風造成的災害（例如、土石流）。學習颱風
來襲前應做的準備。能認識地震造成的災害。
遇到地震時知道如何應變。
＊以實際生活事件 921 大地震的資料影片讓學生學習
防震知識，以簡單可做到的動作指導學生演練。
能與他人合作。

教學資源
全部都是我的寶貝、我們家的長
板凳、怕浪費的奶奶
八八水災相關紀錄片
http://www.wretch.cc/video/k
iss710724&func=single&vid=48
86149

7-2-1 表現預防疾病的
正向行為與活動，以
增進身體的安適。
7-2-1-1 描述嬰幼兒、青
少年、懷孕、老人等
人生不同階段的健康
需求，進而關心周遭
人們的健康問題。
7-2-1-2 在傳染病流行
期間能加強衛生習慣
與環境衛生、減少進
出公共場所等，以降
低被傳染的機會。
7-2-1-3 認識愛滋病是

7-2-1-1 能區辨嬰幼兒、
青少年、孕婦、老人等
人生不同階段的健康
需求。
7-2-1-2 能表現關心周遭
人們健康問題的行為。
7-2-1-3 能指出或說出
常見的傳染疾病。
7-2-1-4 能指出或說出預
防傳染病的方法。
7-2-1-5 認識接種疫苗的
用處並能配合適時接
種疫苗。
7-2-1-6 能養成定期做

＊認識成長的足跡、隨著身體的成長而改變、認識成長
變化、健康快樂成長須養成健康的生活習慣導入，以
周圍的生活經驗作為範例舉例如大胖子體力差容易
引起疾病，偏食過瘦又沒體力等。
＊認識不同階段的飲食需求，如小嬰兒的飲食、老年人
的飲食、青少年的飲食及成年人的飲食
＊認識重要傳染疾病，並討論免疫抗體和疫苗等防禦系
統，學習執行眼、耳、口各器官之自我照護方法，並
選擇均衡飲食、規律運動，以養成健康的生活型態。
能知道在傳染病流行期間如何避免被傳染，如加強衛
生習慣與環境衛生、減少進出公共場所等，以降低被
傳染的機會。
＊認識不同的健康檢查、如新生兒健康檢查、學童健康
檢查、婚前健康檢查、老年健康檢查的重要性及項目

◎華一兒童知識寶庫—身體篇
（二）五官的故事，韓德行審
訂，（民 81），台北市：華一書
局。
◎認識我們的身體，張高雄主
編，台北縣：陽明出版社。
◎中華兒童叢書—生病了怎麼
辦？
◎王英明，（民 82），台北市：台
灣
省政府教育廳兒童讀物出版
部。
◎文建會兒童文化館-繪本花園
http://children.cc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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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現代一種嚴重的傳染
病，瞭解其傳染途徑
及避免不必要的排斥
行為。
7-2-1-4 說出曾經接種
的疫苗，進而認識預防
接種能增強人體抵抗
力的方法。
7-2-1-5 參與健康活動、
展現健康行為，以預防
眼、耳、口、呼吸系統
等疾病。
7-2-1-6 比較、分析不
同生活型態對健康
的影響，並能選擇均
衡飲食、規律運動、
拒絕使用菸、酒等成
癮物質的生活型態。
7-2-1-7 肯 定 定 期 健
康檢查的意義與重
要性，並在發現異常
狀況時，能表現及早
診治等正確就醫行
為。
7-2-2 討論社會文化因
素對健康與運動的服
務及產品選擇之影

指標調整
教學重點
教學資源
運動的習慣。
＊舉實例說明發現身體不舒服應告訴家人或師長，建立
/garden/
及早治療的觀念及正確求醫行為。
7-2-1-7 能指出或說出定
猪奶奶說再見
期健康檢查的意義與
＊認識癌症，防癌從生活做起，建立健康行為檢核表。 人生各階段掛圖
重要性。
＊會定期檢查視力、牙齒等。
7-2-1-8 能指出或說出使
用菸、酒等成癮物質對
身體造成的影響。
7-2-1-9 在發現異常狀
況時，能尋求協助就
醫並依照醫囑。

7-2-2-1 能分享自己或親 ＊透過觸覺、視覺、嗅覺、味覺來注意中醫的藥材有不 ◎常見的中藥材
戚朋友求神問卜、喝符
同的氣味及形貌。
◎常用以燉補的中藥材
水、收驚等特殊醫療的 ＊透過觀察拔罐、燒艾條的活動，認識中醫特有的外在 ◎聽診器、溫度計、耳溫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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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響。
7-2-2-1 指出常見求神
問卜、喝符水、收驚
等特殊醫療的現象。
7-2-2-2 認識中醫、中
(草)藥、食補、針炙、
推拿、拔罐子、刮砂
等傳統民俗醫療。
7-2-2-3 比較不同地區
或不同生活環境，人
們使用健康服務與選
購健康產品的差異。
7-2-2-4 討論媒體因素
對健康與運動的服務
及產品選擇之影響。

指標調整
經驗。
7-2-2-2 能舉出自己或家
人接受中醫、中(草)
藥、食補、針炙、推拿、
拔罐子、刮砂等傳統民
俗醫療。
7-2-2-3 生病時能尋求有
醫療執照的醫療院所
就醫。
7-2-2-4 認識市售的健康
服務及產品種類。
7-2-2-5 有健康服務及產
品需求時會尋求專業
諮詢。

教學重點

療法。
＊運用手感及聽筒感受脈搏、從而認識中醫師診斷的各
種方法。
＊教師可先把一些中藥材放進熱水裡煮，讓房間散發一
些藥材的味道，學生開始會感到好奇，教師即可讓學
生透過觸覺、視覺、嗅覺來感受及認識不同中藥的外
型及氣味。
＊引導學生認識生病才需服藥，可讓學生嘗試以手指頭
按脈或以聽筒感受脈搏的跳動。
＊讓學生觀察拔罐、刮砂的效果，引導學生理解中醫的
外在療效及其用處。
還可經過家長的同意讓學生喝一些涼茶或其他中藥的
味道。
＊使學生有辨識合法民俗醫療的能力，並有能力因應地
域差異，有效運用良好之健康服務及選購健康產品。
＊不小心肌肉扭傷可到哪裡就醫
＊引導學生認識疾病預防之道，例如：藥物滋補、飲食
調理、運動強身、作息規律。
＊展示醫師證書、開業執照範本供學生認識。
7-2-3 確認消費者在健 7-2-3-1 能指出或說出辨 ＊使學生有辨識政府認可優良健康產品標誌的能力，以獲
康相關事物上的權利
識消費者保護法可保
得健康相關產品與服務的資訊，瞭解做決定的過程，小
與義務。
障消費者使用產品的
心思考，當一個聰明的消費者
7-2-3-1 知道消費者保
健康與安全。
＊認識消費品的品名、原料、製造日期、容量、保存期限、
護法中對消費者健康 7-2-3-2 在消費過程中有
保存方式、營養標示、製造廠商、製造地址、消費者服
與安全的保障。
疑慮時能尋求協助。
務專線
7-2-3-2 認識正字標
7-2-3-3 能辨識正字標
認識有環保及資源回收標章商品
記、安全玩具標章、
記、安全玩具標章、GMP ＊ 認識購買消費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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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資源

◎食品標示仔細看、選購食品有
◎一套康軒健體 6 上
◎教具掛圖
◎正字標記
◎安全玩具標章
◎優良產品標誌
◎食品標示明細
◎食品 GMP 認證標章

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GMP 等政府認可的優
良產品標誌。
7-2-3-3 在選用保健用
品與健康服務過程
中，表現理性、合宜
的消費行為。
7-2-4 確認消費者在運
動相關事物上的權
利、義務及其與健康
的關係。
7-2-4-1 瞭解如何選擇
優良的運動產品。
7-2-4-2 在個人購買運
動產品過程中，表現
理性、合宜的消費行
為。
7-2-4-3 解釋所選擇體
育服務的方式及理
由。
7-2-4-4 使消費者在運
動服務項目中，明瞭
如何獲得健康。
7-2-4-5 瞭解運動消費
時的權利與義務。

指標調整
等政府認可的優良產
品標誌。
7-2-3-4 能選用有政府認
可的優良保健產品與
健康服務，表現理性、
合宜的消費行為。
7-2-4-1 能舉出選擇優良
運動產品的合宜方式。
7-2-4-2 能指出或說出個
人在購買運動產品過
程中，所應表現的合宜
消費行為。
7-2-4-3 認識需付費的體
育服務。
7-2-4-4 瞭解運動消費時
的權利與義務。

＊
＊

教學重點
聰明消費者應有的行為（權利及義務）
鼓勵學生平時應多注意選擇營養較高的食物，少吃高
熱量低營養的零食。
冷凍區無變色解凍現象-18℃以下、冷藏區無結霜現象
7℃以下、熱食區 60℃以上無變色變味或黏稠現象
認識藥品 GMP 標章。
使學生有辨識政府認可優良運動產品標誌的能力，
以獲得運動相關產品與服務的資訊，瞭解做決定的
過程，小心思考，當一個聰明的消費者。
認識商品標示（運動服裝、鞋襪、器材）
、尺寸、洗
滌方式、材質、產地、洗滌方式
仔細挑選合適的運動用品，可以保護我們運動時不
會受到傷害
會選購有環保標章或資源回收標章的商品
瞭解自己喜好的運動、知道自己的尺寸、選購時需
考慮外型、款式、價格、舒適性、尺寸大小等

＊
＊
＊

＊
＊
＊
＊

教學資源
◎消費者文教基金
◎行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網址
http://www.cpc.gov.tw/

◎標示停看聽康軒健體 6 上
◎教具掛圖
◎商品標示

7-2-5 調查、分析生活周 7-2-5-1 能指認或說出社 ＊瞭解各種污染發生的原因及對健康的影響，透過社區 ◎影片 2012、＋－2℃
遭環境問題與人體健

區中常見的污染問題。

健康照護單位的服務，獲得預防污染的因應之道，體 ◎一般不良的生活習慣圖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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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康的關係。
7-2-5-1 蒐集相關資
料，以瞭解居住社區
中水污染、空氣污

指標調整
7-2-5-2 能辨識社區中各
種污染對居民健康與
安適的影響。

教學重點

教學資源

會目前的決定將影響未來的環境，使學生積極參與社
區相關環保活動
＊以電影未來世界的情節介紹生病的地球

7-2-5-3 能區辨造成環境 ＊認識水的重要性、河川污染原因，以生活事件舉例（新

染、噪音、垃圾污染、

污染之危害人體健康

聞報導油輪漏油、工業廢水、垃圾污染、濫墾、濫伐、

農藥污染、地層下陷

的行為。

濫建、濫葬等事件）會造成飲用水污染、養殖漁業污

等環境問題。

染、農作物污染，長期飲用會造成慢性中毒影響健康）

7-2-5-2 分析社區中各
種污染對居民健康與
安適的影響。
7-2-5-3 舉例說明環境
污染將危害人體健
康，如：鎘污染導致
痛痛病、戴奧辛引起
胎兒畸形、汞中毒造
成水俁病等。
7-2-6 參與社區中環保

7-2-6-1 能舉出改善垃圾 ＊ 認識人口密度高所造成的環境問題；認識空氣污

活動或環保計畫，並

問題的方法，如落實資

染，瞭解社區垃圾的處理；認識公害及其重要性，

分享其獲致的成果。

源回收、垃圾減量、廢

且能學習做決定以幫助保護健康環境。

7-2-6-1 落實資源回

物利用、使用再生紙、 ＊ 以實際經驗導入垃圾如不處理或隨便丟棄所造成的

收、垃圾減量、廢物

少用免洗餐具等行為。

問題，呈現圖卡讓學生理解或有同學隨地亂丟垃圾

利用、使用再生紙等

7-2-6-2 能做垃圾分類。

造成的問題，還可讓學生觀察學校的垃圾場，親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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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環保教育網：
http://www.epa.gov.tw/chil
dren/index.html
◎資源回收基金管理委員會：
http://recycle.epa.gov.tw/
Recycle/index2.aspx
◎教育部教學資源網：
http://etoe.edu.tw/scripts

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指標調整

教學重點

教學資源
/learning/index.asp
行為，以改善垃圾問 7-2-6-3 能做資源回收。
體驗環境的乾淨與否會造成的感覺。訂定環境改善
◎教具：小王子學習系列-生活環
題。
7-2-6-4 能使用環保餐
方法，具體可行的如每個人都把垃圾丟在垃圾桶等。
保(理特尚)
7-2-6-2 節約用水、重複
具。
＊ 進行資源回收比賽，成立環保尖兵，還可將回收的
參考繪本：垃圾大戰
使用生活廢水、支持 7-2-6-5 能舉出珍惜與愛
物品販賣獲得金錢。
◎教材
興建污水下水道等政

護水資源的方法。

策，以珍惜與愛護水

(如：節約用水、重複

生從做中學。推動資源回收分類，老師可將物品拍

＊ 植樹活動

資源。

使用生活廢水、支持興

攝成圖卡便於學生辨識學習分類。

＊ 淨灘活動

7-2-6-3 檢視大眾運輸
系統、檢舉非法排放
廢氣的工廠等，以減

建污水下水道等政
策。)

＊ 指導並鼓勵學生落實環保概念於生活中，並指導學

＊ 讓同學感受不同的聲音及不同音量的聲音的感受如
飛機聲、鞭炮聲、鳥叫聲、音樂聲等，長期處在 70

7-2-6-6 能舉出降低空氣

分貝以上的噪音環境中，可能產生頭昏、頭痛、出

低空氣污染情形。

污染的方法。(如搭乘

冷汗、兩手發抖、食慾不振、呼吸急促、降低思考

7-2-6-4 降低電視、收音

大眾運輸系統、檢舉非

能力甚至會失去聽覺。

機的音響、減少燃放

法排放廢氣的工廠

鞭炮、社區禁設工廠

等。)

等措施，以增進社區

7-2-6-7 使用電視、收音

的安寧與降低噪音危

機等音響時會降低音

害。

量，不製造噪音。

＊ 認識空氣污染對人體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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