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栗縣 獅潭 國民中學 110 學年度九年級綜合領域課程計畫
一、本領域每週學習節數（ 1 ）節，銜接或補強節數﹙0﹚節，本學期共﹙ 20 ﹚節。
二、本學期學習目標：
輔導
綜合活動領域之學習目標如下：
（一）實踐體驗所知
（二）省思個人意義
（三）擴展學習經驗
（四）鼓勵多元與尊重
本冊教學內容分為生命真言、創意休閒趣、綠色大地及成長 ING 等四個主題，各主題下共包含八個單元，單元目標如下：
（一）以樂觀積極的態度實際解決問題，並在整理出貴人資源後，引導學生勇敢為自己的生命打拼、甚而協助他人生命的力量。
（二）透過感受生老病死與生命楷模的故事，以及實際整理個人生命故事的過程中，協助學生釐清生命價值、思考想要活出怎樣的生命
（三）透過活動的體驗，帶領學生透過各種休閒活動減輕自己日常生活中的壓力，了解休閒的意義與重要性
（四）引導學生覺察個人喜好的休閒活動，並學習選擇適合自己且正向的休閒，最後讓學生藉由創意發想，活化休閒活動，讓自己樂於其
中，並使休閒活動融入自己的生活。
（五）經營個人生活的同時，也將環境保護的觀念融入生活當中，讓環境、資源能更被珍惜的利用。
（六）檢視自身在成長時的身心變化，找出自己在成長過程當中所習得的各項能力，並能分享生活中重要事件對自己的影響。
（七）透過分享各種慶祝成長的儀式，讓學生思考成長對自己的意義。
（八）使用成長所習得的能力，籌備班級的畢業活動，讓學生分享自我成長的感受，並將畢業前的祝福傳遞給自己及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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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學期課程內涵：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核心素養）

第一週
A3 規劃執行與創新應變
2/14~2/18
【生涯規劃教育】
涯 J12 發展及評估生涯決定
的策略。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主題五航向未來
單元 1 生涯交叉口（輔導）
單元 1：生涯交叉口
<活動 1>我的決定類型
一、活動說明
本單元帶領學生如何透過決策類型的
分析，了解自己做決定的方式，並對國
中生涯進路目標選擇做進一步的探索。
二、活動進行
(一)生活中的決定
1.教師引言：生活中常有做決定的機
會，例如回家後要先做功課還是去打
球？參加重要聚會要搭配什麼衣服？
面對許多選擇，決策類型也會影響我們
選擇的結果，讓我們一起來探索決策類
型。
2.教師先以兩個在生活中做決定的例
子，引導學生思考如何做決定。
3.請學生依想法寫下答案，老師邀請幾
位學生表達自己的想法，並統整大家做
決定的方式及想法。
4.活動小省思：
對你而言，做決定是一件容易的事嗎？
會參考哪些資訊呢？
~本節結束~
第二週
A3 規劃執行與創新應變
主題五航向未來
2/21~2/25
單元 1 生涯交叉口（輔導）
【生涯規劃教育】
單元 1：生涯交叉口（續上節）
涯 J12 發展及評估生涯決定 <活動 1>我的決定類型
(二)生涯中的決定
的策略。
1.教師引導學生針對以下例子做討論：
在國中最後的一學期，翰寶與班上同學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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翰林版國中綜合 9 下教材 口語評量—問答、口頭 視需要註明表內所用符號或色
彩意義，例如：
主題五航向未來
報告高層次紙筆評
●表示表示本校主題課程＊表
單元 1 生涯交叉口（輔導）量—書面心得
示教科書更換版本銜接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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翰林版國中綜合 9 下教材 口語評量—問答、口頭 視需要註明表內所用符號或色
彩意義，例如：
報告高層次紙筆評
主題五航向未來
●表示表示本校主題課程＊表
單元 1 生涯交叉口（輔導）量—書面心得
示教科書更換版本銜接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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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也在思考未來進路問題，大家在做決
定上也有各自的煩惱及疑惑，你也有類
似的情況嗎？
A：爸媽對我期待很高，想要我念高中
後將來升大學，但我比較想念五專的護
理科，該怎麼辦呢？
B：我喜歡唱歌及彈奏樂器，應該要選
擇高中音樂班，還是先念普通高中，再
考大學音樂相關科系呢？
C：我家經濟不好，自己想要邊讀書邊
賺錢，那建教合作班或白天打工晚上念
夜間進修部，哪一種比較適合我？
2.教師引導大家討論並請學生發表。
3.針對同學的不同想法，老師歸納及統
整。
4.活動小省思：
教師引導學生思考及討論： 當面對國
中生涯進路之選擇上的難題，該如何做
決定呢？可以運用哪些方法和參考哪
些資訊呢？
(三)決定類型測驗
1.教師引言：藉由討論，也許大家在做
決定時有不同的考量，也可能會參考一
些資訊幫助自己做決定。也可以藉由下
面的測驗，探索自己的決定類型屬於哪
一種。
2.教師說明做測驗的填答方法：請學生
依每題內容描述勾選符合或者不符合。
3.待勾選完畢後，教師說明四種決定類
型：直覺型、理性型、依賴型、猶豫型
及計分方式後，請學生將分數填在雷達
圖上，分析自己傾向哪一型，並請學生
思考：
(1)依分析結果，我覺得符合程度如
何？
(2)測驗的分析結果提醒了我什麼？
3

(3)當我面臨未來學校/科系的選擇難
題時，怎樣才能讓我的決定更謹慎呢？
4.教師請學生找一位同學分享與討
論，並邀請學生表達。
5.教師做小結。
~本節結束~
第三週
2/28~3/4

A3 規劃執行與創新應變

主題五航向未來
單元 1 生涯交叉口（輔導）
【生涯規劃教育】
單元 1：生涯交叉口
涯 J12 發展及評估生涯決定 <活動 2>生涯由我做主
的策略。
一、活動說明
本單元帶領學生如何透過生涯平衡單
方法及生涯九宮格，對於國中生涯進路
選擇做進一步的探索及規劃。
二、活動進行
(一)決策平衡單活動
1.教師引言：生涯過程是一連串的選
擇，怎樣才能在選擇的時候能有所依據
呢？試著找 出選擇時考慮的重要因
素，把想要的選項列出來一一評比，按
部就班的就能找 到幫助做決定的依
據。接下來讓我們練習看看吧
2.教師以「小美未來生涯進路的選擇」
例子讓學生了解「決策平衡單」的工具
如何使用。
3.教師說明使用步驟
4.教師以小美例子說明先列出的考量
因素及加權比重，並說明如何統計分數
及排序。
5.教師請學生依自己目前列入考慮的
目標學校科系填進表格，並進行決策平
衡單的活動。
6.教師引言：經過生涯平衡單後選項排
序，要選擇最佳的選項或最適合的選
項？以下列幾種可能結果思考。
7. 教師請學生找一位同學分享，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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翰林版國中綜合 9 下教材 口語評量—問答、口頭 視需要註明表內所用符號或色
彩意義，例如：
主題五航向未來
報告高層次紙筆評
●表示表示本校主題課程＊表
單元 1 生涯交叉口（輔導）量—書面心得
示教科書更換版本銜接課程

策平衡單的練習後有何發現，並邀請學
生發表。
8.教師做統整，並預告下次活動。
~本節結束~

第四週
3/7~3/11

A3 規劃執行與創新應變

主題五航向未來
單元 1 生涯交叉口（輔導）
【生涯規劃教育】
單元 1：生涯交叉口（續上節）
涯 J12 發展及評估生涯決定 <活動 2>生涯由我做主
的策略。
(二)生涯決定九宮格活動
涯 J13 培養生涯規劃及執行 1.教師引言：大家可以將初步的生涯決
的能力。
定目標，試著用九宮格方法思考與整
理，並付諸行動。
2.教師介紹九宮格思考法的優點，並且
舉例子讓大家理解如何完成九宮格。
3.教師引導學生可以就這段時間自己
的狀態與想法來思考，並填寫在九宮格
裡。
4.教師提醒在「他人的支持鼓勵」這
項，可邀請一位比較熟悉的同學協助完
成。
5.教師邀請小組列出目前遇到的阻
力，整理後寫在黑板上。教師將各組提
出的阻力在做統整，讓學生腦力激盪並
請學生分享因應好點子。
5.活動小省思：教師引導學生思考：
「完
成九宮格整理後，有什麼發現？」、「隨
著升學選校各項重要日程接近，我如何
做好各項管理，邁向生涯目標？」並邀
請學生提供參考經驗。
~本節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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翰林版國中綜合 9 下教材 口語評量—問答、小組 視需要註明表內所用符號或色
彩意義，例如：
主題五航向未來
討論
單元 1 生涯交叉口（輔導）高層次紙筆評量—書 ●表示表示本校主題課程＊表
示教科書更換版本銜接課程
面心得
實作評量—訪問、分組
討論

第五週
A3 規劃執行與創新應變
3/14~3/18
【生涯規劃教育】
涯 J12 發展及評估生涯決定
的策略。
涯 J13 培養生涯規劃及執行
的能力。

主題五航向未來
單元 1 生涯交叉口（輔導）
單元 1：生涯交叉口（續上節）
<活動 2>生涯由我做主
行動備忘錄
教師引言：
1.當我們決定好未來的目標並採取行
動的過程中，重要的日程與記事會有哪
些？記錄重要的資訊能幫助在達成目
標的過程中事半功倍。
2.教師請學生腦力激盪考試前到畢業
典禮前，有哪些關於生涯進路重要的日
子？
3.教師請學生將重要的日期及事項填
上後，做小活動增進學生對於這些重要
日期的記憶與理解。
4.教師對今天的活動做統整。
~本節結束~
第六週
A3 規劃執行與創新應變
主題五航向未來
3/21~3/25
單元 2 生涯大企畫（輔導）
單元 2：生涯大企畫
【生涯規劃教育】
涯 J12 發展及評估生涯決定 <活動 1>預見高校生活
的策略。
一、活動說明
涯 J13 培養生涯規劃及執行 本單元帶領學生如何透過高校生活想
的能力。
像與拼貼，對未來高校生活做進一步的
規劃與探索。
二、活動進行
(一)高校生活想像
1.教師引言：我們已經在進入高校生活
的倒數計時，對未來的生活有些想像，
可能有完美的期待，但也有些不確定，
接下來試著想像進入下個學習階段的
生活，會是 怎樣的作息安排？又有什
麼生活特色呢？
2.教師先以三個高校兩課程時間安
排，請學生猜猜這三個學制分別是什

1

翰林版國中綜合 9 下教材 口語評量—問答、小組 視需要註明表內所用符號或色
彩意義，例如：
主題五航向未來
討論
單元 1 生涯交叉口（輔導）高層次紙筆評量—書 ●表示表示本校主題課程＊表
示教科書更換版本銜接課程
面心得
實作評量—訪問、分組
討論

1

翰林版國中綜合 9 下教材 口語評量—問答、小組 視需要註明表內所用符號或色
彩意義，例如：
主題五航向未來
討論
●表示表示本校主題課程＊表
單元 2 生涯大企畫（輔導）高層次紙筆評量—書
示教科書更換版本銜接課程
面心得
實作評量—訪問、分組
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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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教師並補充三種高校學制課程特
色。
~本節結束~

第七週
3/28~4/1

A3 規劃執行與創新應變

主題五航向未來(第一次段考)
單元 2 生涯大企畫（輔導）
【生涯規劃教育】
單元 2：生涯大企畫（續上節）
涯 J13 培養生涯規劃及執行 <活動 1>預見高校生活
的能力。
3.教師引導學生想像：「如果今天已經
是高校開學的日子，你穿著校服踏進你
心目中的學校，你會有那些想像與期
待？」教師邀請學生分享與發表。
4.教師輔以課本的拼貼圖片為例說明
「未來高校生活圖像的拼貼」活動進行
方式：請學生剪下象徵的圖片、文字並
貼在白紙上。最後再將作品命名。
5.完成後，教師請學生將雜誌零碎紙片
及工具等整理好。
6.作品分享：
教師邀請學生跟旁邊夥伴分享自己的
作品後，教師請每人將作品擺在自己的
桌上，請學生自由走動並欣賞他人的生
涯作品。
7.教師邀請學生分享體驗後的想法、感
動，也分享自己的作品。
8.教師引導學生做活動小省思： 跟夥
伴分享自己的高校生活想像後，我有什
麼樣的發現？
~本節結束~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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翰林版國中綜合 9 下教材 口語評量—問答、口頭 視需要註明表內所用符號或色
彩意義，例如：
主題五航向未來
報告
單元 2 生涯大企畫（輔導）實作評量—分組討論 ●表示表示本校主題課程＊表
示教科書更換版本銜接課程

第八週
4/4~4/8

A3 規劃執行與創新應變

主題五航向未來
單元 2 生涯大企畫（輔導）
【生涯規劃教育】
單元 2：生涯大企畫
涯 J13 培養生涯規劃及執行 <活動 2>我的生涯企劃
的能力。
一、活動說明
本單元帶領學生透過生涯故事接龍及
生涯名人故事，了解生涯會有現實的挑
戰，但可以找到資源、好的態度、個人
優勢去因應，也學習對畢業前後的重要
行事做規劃。
二、生涯故事接龍
1.教師引言：未來美好的生活，仍有許
多不確定因素影響，可能也會遇到一些
意外。若生涯不是想像般完美，有可能
會遇到那些轉折呢？
2.教師請學生做活動小省思：
(1)各組提到的生涯的阻礙項目有哪
些？
(2)從各組分享中，有哪些影響結果的
關鍵因素？
(3)教師針對今天的活動做統整。
~本節結束~
第九週
A3 規劃執行與創新應變
主題五航向未來
4/11~4/15
單元 2 生涯大企畫（輔導）
【生涯規劃教育】
單元 2：生涯大企畫（續上節）
涯 J13 培養生涯規劃及執行 <活動 2>我的生涯企劃
三、儲備生涯能量
的能力。
1.教師引言：教師說明張曼娟及嚴長壽
兩位生涯名人，他們的生涯在過程中其
實也曾出現非預期的變化，細讀他們的
故事，思考他們是怎樣度過這些生涯的
阻礙呢？ 2.介紹名人故事：教師請學
生念兩則故事，聆聽故事後請學生思考
兩位名人有哪些因應生涯逆境的能量
法寶？並邀請學生發表。
2.教師帶領學生討論「因應生涯逆境的

1

翰林版國中綜合 9 下教材 口語評量—問答、口頭 視需要註明表內所用符號或色
彩意義，例如：
主題五航向未來
報告
單元 2 生涯大企畫（輔導）實作評量—分組討論 ●表示表示本校主題課程＊表
示教科書更換版本銜接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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翰林版國中綜合 9 下教材 口語評量—問答、口頭 視需要註明表內所用符號或色
彩意義，例如：
報告
主題五航向未來
●表示表示本校主題課程＊表
單元 2 生涯大企畫（輔導）實作評量—分組討論
示教科書更換版本銜接課程

8

能量法寶」，教師說明定義外，並舉例
子。
四、高校生涯企劃
1.教師引言：藉由探索，我們知道未來
想要達到的願景，也明白未來可能還有
挑戰等著我們。畢業之後，在生活中仍
有需要完成的事務，該如何善用這個暑
假，替未來做準備呢？
2.教師請學生閉上眼睛做冥想：「假設
現在已經是考完會考的第一天，你坐在
教室，感到心情平靜與輕鬆，你的視線
來到牆上的月曆，發現國中的生活只剩
下幾個星期，接下來就是畢業典禮、放
暑假。這將是你人生另一個階段的開
始，時間會繼續往前走，你知道還有許
多的事務需要規劃與完成，想一想，還
有哪些重要事務等著你呢？請繼續帶
著平靜的心回到這裡，慢慢睜開眼
睛…」
教師引導學生以「時間、需完成的重要
事項、此段時間想做那些規劃」為主要
思考的三向度，請學生完成行動企畫
書。
3.教師補充及說明學校重要行事曆。
4.活動小省思：教師引導學生思考：透
過做決定的練習和行動方案的規劃，對
迎向未來有哪些幫助呢？
四、教師做今天活動的統整。
<活動 2>我的生涯企劃
三、儲備生涯能量
1.教師引言：教師說明張曼娟及嚴長壽
兩位生涯名人，他們的生涯在過程中其
實也曾出現非預期的變化，細讀他們的
故事，思考他們是怎樣度過這些生涯的
阻礙呢？ 2.介紹名人故事：教師請學
生念兩則故事，聆聽故事後請學生思考
9

兩位名人有哪些因應生涯逆境的能量
法寶？並邀請學生發表。
2.教師帶領學生討論「因應生涯逆境的
能量法寶」，教師說明定義外，並舉例
子。
四、高校生涯企劃
1.教師引言：藉由探索，我們知道未來
想要達到的願景，也明白未來可能還有
挑戰等著我們。畢業之後，在生活中仍
有需要完成的事務，該如何善用這個暑
假，替未來做準備呢？
2.教師請學生閉上眼睛做冥想：「假設
現在已經是考完會考的第一天，你坐在
教室，感到心情平靜與輕鬆，你的視線
來到牆上的月曆，發現國中的生活只剩
下幾個星期，接下來就是畢業典禮、放
暑假。這將是你人生另一個階段的開
始，時間會繼續往前走，你知道還有許
多的事務需要規劃與完成，想一想，還
有哪些重要事務等著你呢？請繼續帶
著平靜的心回到這裡，慢慢睜開眼
睛…」
教師引導學生以「時間、需完成的重要
事項、此段時間想做那些規劃」為主要
思考的三向度，請學生完成行動企畫
書。
3.教師補充及說明學校重要行事曆。
4.活動小省思：教師引導學生思考：透
過做決定的練習和行動方案的規劃，對
迎向未來有哪些幫助呢？
四、教師做今天活動的統整。
~本節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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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週
A1 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主題六生命齊步走
4/18~4/22
單元 1 成長進化史（輔導）
【生命教育】
單元 1：成長進化史
生 J5 覺察生活中的各種迷 <活動 1>成長檔案解密
思，在生活作息、健康促進、 一、教師引言：
飲食運動、休閒 娛樂、人我 國中三年的學習，已經快要到了收成的
關係等課題上進行價值思
時刻，我們是否曾經好好看過自己這一
辨，尋求解決之道。
路的成長？現在讓我們邀請各組同學
一起來回憶，找出班上在不同學習階
段,發生的種種事件，來找出自我成長
的答案吧！
二、教師在學生組別之間走動，關切他
們的討論狀況，協助沒共識、討論不熱
絡的組別思考，對應學習階段班級活動
的三個提示詞，先記錄在課本上，並鼓
勵他們先將第一個對應活動的 3 個提示
詞，用 2B 筆依次書寫在 3 張 A4 紙上，
在學生差不多完成之後，讓各組出列抽
學習階段的籤，並且為學生說明計分規
則，接下來，從七上這個學習階段開始
進行活動。
三、各組派代表上台進行猜謎活動，教
師協助點人回答並且計分。給予最高分
的組別獎勵，並且把學生的謎底們(對
應學習階段的班級活動)書寫在黑板
上。
四、教師帶領學生檢視黑板上發生過的
班級活動，並且協助同學對應課本，可
以試著書寫在範例旁邊空白之處，標示
出客觀的班級集體氣氛曲線，並邀請他
們回憶並覺察自我在這些活動中曾經
有過的個人心情狀態。
五、教師引導學生思考
1.現在與過去的我，去面對同一件事
件、看法跟感受是否不一樣？有了什麼
轉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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翰林版國中綜合 9 下教材 口語評量—問答、口頭 視需要註明表內所用符號或色
彩意義，例如：
主題六生命齊步走
報告、小組討論
單元 1 成長進化史（輔導）高層次紙筆評量—書 ●表示表示本校主題課程＊表
面心得整理、書面採訪 示教科書更換版本銜接課程
整理
實作評量—分組演戲
活動

2.我喜歡過去哪個活動中的自己？原
因是什麼？
六、經驗過上面兩個活動的暖身，教師
帶領學生翻閱這兩本陪伴他們近三年
的生涯主題紀錄本：生涯手冊及生涯檔
案，從其中檢視自己三年來的變化，整
理過後化做文字記錄在課本上。
七、教師引導學生思考
~本節結束~
第十一週 A1 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主題六生命齊步走
4/25~4/29
單元 1 成長進化史（輔導）
單元 1：成長進化史
【生命教育】
生 J5 覺察生活中的各種迷 <活動 2>他人我演化論
思，在生活作息、健康促進、 一、教師引言
飲食運動、休閒 娛樂、人我 二、藉由之前的活動，我們觀察到了自
關係等課題上進行價值思
己三年來在群體中、在生活中的轉變，
辨，尋求解決之道。
這是透過自我的視角去看的變化，接下
來的活動，讓我們透過他人的視角，來
見證自己剛進國中的樣子，也可以藉此
與現在的自己做一個對照喔！
三、請學生先照著課本的活動引導語寫
下自己的答案，等全部寫完之後，可以
離開座位尋找認同的同學，協助做認證
的簽名、一個認證者只可以在單子上出
現一次!
四、等同學都已經完成九格的簽名之
後，教師隨機抽出號碼籤，供同學在自
己的賓果單上圈起該號碼，直到有學生
出現兩條直線，才停止抽籤。
五、教師帶領學生思考在活動的過程
中，同學和自己個人的自我印象是否有
差異，可以明白自己為何給人留下這樣
的印象？
六、教師引導：
除了同儕的看法，陪著我們成長的重要
他人還有師長與家長，他們視角看到的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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翰林版國中綜合 9 下教材 口語評量—問答、口頭 視需要註明表內所用符號或色
彩意義，例如：
主題六生命齊步走
報告、小組討論
單元 1 成長進化史（輔導）高層次紙筆評量—書 ●表示表示本校主題課程＊表
面心得整理、書面採訪 示教科書更換版本銜接課程
整理
實作評量—分組演戲
活動

我們，是否也讓你好奇？讓我們蒐集他
們的觀察，進行訪談吧！
~本節結束~

第十二週
5/2~5/6

A1 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主題六生命齊步走
單元 1 成長進化史（輔導）
【生命教育】
單元 1：成長進化史
生 J5 覺察生活中的各種迷 <活動 3>倒轉時光齒輪
思，在生活作息、健康促進、 一、教師引言：上節課的訪談，老師已
飲食運動、休閒 娛樂、人我 經確認過大家都已經完成所以現在就
關係等課題上進行價值思
讓我們大家來分享看家長、師長對自己
辨，尋求解決之道。
三年轉變的觀察，自己的感受及收穫
吧！
二、教師引言：接續前面的課程，我們
回顧了過往的班級活動，還有自我轉
變，是否也讓你想起一些後悔的事？我
們藉由以下的活動，覺察他們並且整理
各個面向的遺憾！讓我們藉由這樣的
回顧，有機會在未來做的更好。
三、教師藉由課本上的活動引導，帶領
學生完成這個把遺憾吼出來的活動，並
且對於活動後的心得稍作討論，讓學生
自由發表遺憾被聽到的感受或是引起
的共鳴。
四、教師帶領學生閱讀課本的範例，然
後邀請學生將剛剛吼出來的、或是有共
鳴的部分，用心記錄下來，也為學生打
心理預防針，有可能這些遺憾無法被彌
補，尤其是跟人相關的遺憾，對方有不
原諒你或是不想討論的自由，但是至少
我們去面對了，可以避免以後高中生涯
再重蹈覆轍。
五、教師帶領學生討論以下省思：
1、這些事件除了帶給我遺憾之外，對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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翰林版國中綜合 9 下教材 口語評量—問答、口頭 視需要註明表內所用符號或色
彩意義，例如：
主題六生命齊步走
報告、小組討論
單元 1 成長進化史（輔導）高層次紙筆評量—書 ●表示表示本校主題課程＊表
面心得整理、書面採訪 示教科書更換版本銜接課程
整理
實作評量—分組演戲
活動

我的自我成長是否有正面意義呢？
2、如果不讓憾事在未來再度發生,我要
如何去調整自己的待人處事？
3、除了修補過去，國中畢業前，我還
有尚未完成的心願或承諾嗎？如果
有，你會鼓起勇氣去實踐嗎？

第十三週
5/9~5/13

單元 2：薪傳雙響砲
<活動 1>密傳國中攻略
一、教師引言
二、帶領學生閱讀新聞，從中找出傳承
的目的與意義，並且引導學生思考。
三、接下來分組進行活動。
四.請各組將自己討論的結果。
~本節結束~
C2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主題六生命齊步走
單元 2 薪傳雙響砲（輔導）
單元 2：薪傳雙響砲
【生涯規劃教育】
涯 J11 分析影響個人生涯決 <活動 2>給自己的情書
定的因素。
一、教師引言：
涯 J12 發展及評估生涯決定 二、教師說明活動方式，請各組推派一
的策略。
位起立發表該組抽籤後的討論結果，學
涯 J13 培養生涯規劃及執行 生可能會有的答案是：
(一)問候他：未來的他過得如何？考上
的能力。
了哪間學校？那時候的他與家長／導
師關係如何？有交到新朋友嗎?參加了
什麼社團?
(二)告訴他：目前自己的生活狀況？會
考準備的狀況?壓力狀況?身材外型如
何?與家長/導師/人際關係如何?
(三)提醒他:國中時犯的錯誤有哪些?
以後不要再重蹈覆轍了，國中給過朋友
的承諾有哪些？要記得履行。
(四)感謝他：謝謝未來的他願意撐下
去，不論考到哪間學校都是已經克服一
個重大人生挑戰的自己。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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翰林版國中綜合 9 下教材 口語評量—問答、口頭 視需要註明表內所用符號或色
彩意義，例如：
主題六生命齊步走
報告
單元 2 薪傳雙響砲（輔導）實作評量—訪問、分組 ●表示表示本校主題課程＊表
示教科書更換版本銜接課程
討論

(五)期許他:高中要記得完成的目標…
等。
教師在同學發表時，可以重點摘要註記
黑板上，在各組都已發表結束後，鼓勵
學生將剛剛被激發的感觸，試著寫下
來，或是先記下大綱，回家再進行書寫。
最後將給自己的這封信，塞入信封，也
可以將自己帶來的具有紀念意義的小
紙片、照片塞進信封中，教師跟全班約
定好未來寄出的時間，在這段期間將學
生的信件妥善保管。
~本節結束~
第十四週 C2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主題六生命齊步走(第二次段考)
1
5/16~5/20
單元 2 薪傳雙響砲（輔導）
單元 2：薪傳雙響砲（續上節）
【生涯規劃教育】
涯 J11 分析影響個人生涯決 <活動 2>給自己的情書
定的因素。
三、延伸活動：好友來一句
涯 J12 發展及評估生涯決定 請學生再拿一張信紙，可以自由離開座
的策略。
位，邀請班上數位好友給未來的自己留
涯 J13 培養生涯規劃及執行 言一句，因為是給未來的自己看的，所
以鼓勵同學別偷看，要提醒學生在書寫
的能力。
他人的信紙時，記的署名。
※建議：
1.給未來自己的這封信，教師協助保管
的時間，一年是最好的期限，因為屆
時，學生已經是適應一陣子高一生活的
新鮮人，對高中生活的感觸比較具體，
那在收到這封幻想未來的信的感觸會
更深刻。
2.每個學生書寫的習慣不同，所以這堂
課教師可以將他視為暖身，提起動機的
課程，鼓勵學生帶回家，選擇可以靜心
的時間書寫，進行完討論。請學生記下
要書寫的重點後，其餘的時間，可以優
先進行好友來一句的活動，這個延伸活
動也可以增加學生對未來收到這封信
15

翰林版國中綜合 9 下教材 口語評量—問答、口頭 視需要註明表內所用符號或色
彩意義，例如：
主題六生命齊步走
報告
單元 2 薪傳雙響砲（輔導）實作評量—訪問、分組 ●表示表示本校主題課程＊表
示教科書更換版本銜接課程
討論

的期待值。
~本節結束~

第十五週 A1 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5/23~5/27
【生涯規劃教育】
涯 J6 建立對於未來生涯的
願景。

主題六生命齊步走
單元 3 畢業進行式（輔導）
單元 3：畢業進行式
<活動 1>真心話三年
一、教師引言：在這倒數的時刻，我們
除了在前面單元回顧了自己內在的改
變，那外在的改變是否也有改變呢？相
處了 1000 多個日子的同學們樣子是否
也有所不同？讓我們用精心準備的照
片，一起來看看這些轉變。
謝謝有你暖身活動
二、教師帶領學生瀏覽活動規則，並且
主動提出一個示範供學生參考，如下：
我提供這張照片的，這是在七年級校慶
那天拍的，翰寶你變帥了，謝謝有你。
真心便利貼主題活動
三、教師引言：
心理學有一個理論是，如果我們人生在
這一階段能把所有沒說出口的話或者
心情表露完整，就能了無牽掛地順利地
走入下一個階段，而且下一階段也會發
展得比較好。
四、教師接下來請學生閉上雙眼，進行
五分鐘的幻遊，帶領的幻遊內容。
五、結束幻遊之後，教師請學生睜開雙
眼，並且發下小卡，讓學生依據五大方
向，可參考課本範例，寫下想表達的對
象與想表達的未竟之語，最後，師長在
跟同學討論轉交給對方的時機點。
~本節結束~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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翰林版國中綜合 9 下教材 口語評量—問答、口頭 視需要註明表內所用符號或色
彩意義，例如：
主題六生命齊步走
報告、小組討論
單元 3 畢業進行式（輔導）高層次紙筆評量—書 ●表示表示本校主題課程＊表
示教科書更換版本銜接課程
面心得

第十六週
5/30~6/3

第十七週
6/6~6/10

A1 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主題六生命齊步走
單元 3 畢業進行式（輔導）
【生涯規劃教育】
單元 3：畢業進行式
涯 J6 建立對於未來生涯的 <活動 1>真心話三年
願景。
一、教師引言：在這倒數的時刻，我們
除了在前面單元回顧了自己內在的改
變，那外在的改變是否也有改變呢？相
處了 1000 多個日子的同學們樣子是否
也有所不同？讓我們用精心準備的照
片，一起來看看這些轉變。
謝謝有你暖身活動
二、教師帶領學生瀏覽活動規則，並且
主動提出一個示範供學生參考，如下：
我提供這張照片的，這是在七年級校慶
那天拍的，翰寶你變帥了，謝謝有你。
真心便利貼主題活動
三、教師引言：
心理學有一個理論是，如果我們人生在
這一階段能把所有沒說出口的話或者
心情表露完整，就能了無牽掛地順利地
走入下一個階段，而且下一階段也會發
展得比較好。
四、教師接下來請學生閉上雙眼，進行
五分鐘的幻遊，帶領的幻遊內容。
五、結束幻遊之後，教師請學生睜開雙
眼，並且發下小卡，讓學生依據五大方
向，可參考課本範例，寫下想表達的對
象與想表達的未竟之語，最後，師長在
跟同學討論轉交給對方的時機點。
~本節結束~
A1 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主題六生命齊步走
單元 3 畢業進行式（輔導）
單元 3：畢業進行式
【生涯規劃教育】
涯 J6 建立對於未來生涯的 <活動 2>用微笑道別
願景。
一、教師引言：
上一節課，我們討論了一路陪伴的同學

1

翰林版國中綜合 9 下教材 口語評量—問答、口頭 視需要註明表內所用符號或色
彩意義，例如：
主題六生命齊步走
報告、小組討論
單元 3 畢業進行式（輔導）高層次紙筆評量—書 ●表示表示本校主題課程＊表
示教科書更換版本銜接課程
面心得

1

翰林版國中綜合 9 下教材 口語評量—問答、口頭 視需要註明表內所用符號或色
彩意義，例如：
主題六生命齊步走
報告、小組討論
●表示表示本校主題課程＊表
單元 3 畢業進行式（輔導）高層次紙筆評量—書
示教科書更換版本銜接課程
面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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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這節課，我們來看看歷年來陪伴我
們的老師群，讓他們聊聊對我們的觀察
與發現，讓他們再教我們最後一回。
二、教師先讓全班同學說出一到三年級
所有教過的師長們，再讓各組認領想要
訪問的師長名單，並且照著工作表上的
引導，協助學生完成各項細部工作的分
工，也請學生討論想要訪問師長的問題
內容，可以邀請各組推派一位起立分
享，讓同學集思廣益，把握機會，參考、
採納別組詢問師長的好問題。
三、有故事的角落攝影活動
若是同學討論的速度較快，本堂課有餘
下十分鐘以上的時間，教師可以讓各組
離開教室，去找校園中讓他們印象深刻
的景物，做最後一次的校園巡禮，讓他
們將畫面拍攝下來，然後討論在這角落
發生過的回憶，一樣下一堂最後一節課
一併呈現。
~本節結束~
第十八週 A1 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主題六生命齊步走
1
6/13~6/17
單元 3 畢業進行式（輔導）
【生涯規劃教育】
單元 3：畢業進行式（續上節）
涯 J6 建立對於未來生涯的 <活動 2>用微笑道別
願景。
一、教師引言：
今天是國中時期最後一堂輔導課了，讓
我們先用同學精心準備的，老師們用情
傳授的箴言影片，來拉開這堂課的序幕
吧！
二、看完了師長的箴言後，也請同學分
享各組拍攝的校園角落故事，邀請有共
鳴的同學發表自己的感觸。
三、新人生，齊步走教師引言：
這一系列的告別與回顧活動，我們不只
向同學向師長說出了埋藏許久的心
情，也邀請他們給我們一些未來的祝福
18

翰林版國中綜合 9 下教材 口語評量—問答、口頭 視需要註明表內所用符號或色
彩意義，例如：
主題六生命齊步走
報告、小組討論
單元 3 畢業進行式（輔導）高層次紙筆評量—書 ●表示表示本校主題課程＊表
示教科書更換版本銜接課程
面心得

與提醒，甚至我們還向相處三年的學校
環境，做了最後的巡禮，應該已經可以
毫無留戀地離開這段國中歲月了。
四、教師鼓勵學生省思，完成課程整
理，並邀請同學發表。
五、教師結語:
三年的輔導課程，我們探討了自我、情
緒、人際、家庭、學習、生涯、性平……
等等，這些課題一路走來，只要你有用
心參與，相信一定看的到自己成長的軌
跡。
祝福各位同學，對這些議題的關心能持
續，能養成獨立思考的好習慣，能成為
自我經營的高手，珍重再見！
~本節結束~
第十九週 A1 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輔導
6/20~6/24 C2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繪本與我的世界
1.教師在教室內擺放不同的繪本，讓學
【生涯發展教育】
生自由閱讀，並選出自己印象最深刻或
涯 J3 覺察自己的能力與興 最喜歡的一本。
2.尋找班上三位與自己所選擇的繪本
趣。
涯 J4 了解自己的人格特質 相同的同學與三位與自己選擇不同的
與價值觀。
學，並將原因記錄下來。
繪本參考：
【家庭教育】
家 J3 了解人際交往、親密關 適應新環境的溫暖陪伴《雪獅》｜親子
係的發展，以及溝通與衝突 天下說書會
幫助孩子認識人際珍貴價值｜2019 親
處理。
子天下年度說書會影音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
ucKhkgYlh0
幽默故事培養孩子思辯力《鱷魚追母
雞》｜親子天下說書會
練習聆聽與理解他人《努娜的讀心魔法
棒》｜親子天下說書會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
BquNH4lwG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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翰林版國中綜合 9 下教材 1.課程討論
輔導
2.分組分享
3.課堂活動參與
繪本與我的世界

視需要註明表內所用符號或色
彩意義，例如：
●表示表示本校主題課程＊表
示教科書更換版本銜接課程

3.選擇相同繪本的學生三個人一組，並
討論繪本中每個角色的隱喻並與全班
分享。
4.教師與學生討論到新環境的適應、自
我壓力察覺以及人際溝通的方法。
第二十週 B1 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6/27~6/30 C2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輔導
吵架不傷情
1. 請學生說一說最近一次和他人吵架
【品德教育】
的狀況及原因。
品 J1 溝通合作與和諧人際 2. 觀看影片，說一說影片中提到衝突
關係。
發生的三種原因以及四項吵架要點。
品 J7 同理分享與多元接納。參考影片：
品 J8 理性溝通與問題解決。【 心靈七湯 】到底要怎麼和不同立場
品 J9 知行合一與自我反省。的人溝通？4 大絕招讓你不傷感情！EP
【生命教育】
019https://www.youtube.com/watch?
生 J1 思考生活、學校與社區 v=DfckHqJt5qA&ab_channel=%E5%BF%9
的公共議題，培養與他人理 7%E7%A5%BA%E4%B8%83%E4%B8%83X%E5%
性溝通的素養。
9C%96%E6%96%87%E4%B8%8D%E7%AC%A6
生 J6 察覺知性與感性的衝 3. 分析近一次的吵架事件的原因，採
突，尋求知、情、意、行統 用四個要點提出更好的行動方案，並與
整之途徑。
全班分享。
【家庭教育】
家 J3 了解人際交往、親密關
係的發展，以及溝通與衝突
處理。
家 J5 了解與家人溝通互動
及相互支持的適切方式。

1

20

翰林版國中綜合 9 下教材 1. 影片觀看
輔導
2. 課程討論
吵架不傷情
3. 上台分享

視需要註明表內所用符號或色
彩意義，例如：
●表示表示本校主題課程＊表
示教科書更換版本銜接課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