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關懷家人」跨領域主題教案方案設計 

設計者: 王佩蘭、李欣蓉、黃淑玲 

一、 設計理念與課程架構: 

 

 

 

 

 

 

 

 

 

 

 

 

 

 

 

 

 

 

 

 

二、 導引(核心)問題 

(一) 家人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有什麼困擾？什麼原因造成這些困擾？ 

(二) 家人的困擾與家庭生活或工作中的性別角色有何關聯？ 為什麼？ 

(三) 家人因這些困擾而有什麼需求/心願/期望？我如何發現？ 

(四) 如何透過語言傳達或協助行為來表達對家人的關懷？ 

三、 終極表現任務 

根據自己家人的需求，提出關懷家人的構想，並在實踐之後提出一份報告，分

享其行動過程的發現和自己的反思。 

 

 

 

關懷家人 

家人的困擾 

家人的 

需求與期望 

關懷家人的 

方式 

家庭生活 工作 

性別角色 

語言傳達 關懷行為 

六年級「關懷家人」跨領域教學方案課程概念圖 



四、 教學設計 

跨領域/科目 綜合、社會 設計者 王佩蘭、李欣蓉、黃淑玲 

實施年級 六年級 總節數 6節 

主題名稱 關懷家人 

設計依據 

 

 

 

 

核心素養 

總綱核心素養 領綱核心素養 

E-A2 具備探索問題的思考能力，並透過體驗與實

踐處理日常生活問題。 

E-A3 具備擬定計畫與實作的能力，並以創新思考

方式，因應日常生活情境。 

E-B1具備「聽、 說、讀、寫、作」 的基本語文

素養，並具有生活所需的基礎數理、肢體及藝術 

等符號知能，能以同理心應用在生活與人際溝 

通。 

 

綜-E-A2 探索學習方法， 培養思考能力與自律

負責的態度，並透過體驗與實踐解決日常生活問

題。 

社-E-A3 探究人類生活相關議題，規劃學習計

畫，並在執行過程中，因應情境變化，持續調整

與創新。 

綜-E-B1 覺察自己的人際溝通方式，學習合宜的

互動與溝通技巧，培養同理心，並應用於日常生

活。 

學習 

重點 

學

習

表

現 

綜 2a-II-1 覺察自己的人際溝通方式，展現合宜的互動與溝通態度和技巧。 

綜 2c-II-1 蒐集與整理各類資源，處理個人日常生活問題。 

綜 1b-III-1 規劃與執行學習計畫，培養自律與負責的態度。 

社 2c-Ⅲ-1 反省自己或社會的價值觀、偏見與歧視，並探究其緣由。 

社 3c-Ⅲ-1聆聽他人意見，表達 自我觀點，並能與他人討論。 

社 3d-Ⅲ-1選定學習主題或社會議題，進行探究與實作。 

社 3d-Ⅲ-3分享學習主題、社會議題探究的發現或執行經驗，並運用回饋資訊進行省

思，尋求調整與創新。 

學

習

內

容 

綜 Ba-II-2 與家人、同儕及師長的互動。 

綜 Bc-II-3 運用資源處理日常生活問題的行動。 

綜 Ab-III-1 學習計畫的規劃與執行。 

社 Ba-Ⅲ-1 每個人不同的生活背景與經驗，會使其對社會事務的觀點與感受產生差 

          異。 

社 Aa-Ⅲ-3個人的價值觀會影響其行為，也可能會影響人際關係。 

議題 

融入 

實

質

內

涵 

性 E3 覺察性別角色的刻板印象，了解家庭、學校與職業的分工，不應受性別的限制。 

家 E3 察覺家庭中不同角色，並反思個人在家庭中扮演的角色。  

家 E4 覺察個人情緒並適切表達，與家人及同儕適切互動。 

家 E5 了解家庭中各種關係的互動(親子、手 足、祖孫及其他親屬等)。 



家 E6 覺察與實踐兒童在家庭中的角色責任。 

家 E7 表達對家庭成員的關心與情感。 

教材來源  

學習資源  

學習目標 

1、體察並感受關心家人(家人相互關心)的重要。 

2、了解家人在日常生活與工作產生之困擾，以及這些困擾與性別的關聯性。 

3、覺察家人的需求，並選擇適合的方式以實際行動表達對家人的關心與協助。 

教學活動設計 

週次 教學設計 
素養

指標 

表現 

評量 

 

單元一:關懷家人從細心觀察開始(2節) 

活動一:家人生活分享會 

1、教師引導學生討論家人間互動的經驗 (教師掌握班級學生狀

況，要注意特殊家庭學生，以家人代替，強調每個照顧者都是

重要的家人，並非只有父母)。 

教師提問: 

小朋友家中有很多家人或照顧你的人，跟你的關係都非常密切，你

們想一想，平常跟家人互動的經驗，請分享你跟家人平時的互動經

驗為何? 

學生回答: 例如媽媽叫起床，爸爸給零用錢，阿嬤幫忙洗衣服等。 

2、教師鼓勵發表學生，並請學生在作業單上寫上跟家人的互動內

容。 

3、教師以每周行事曆標註的方式舉例引導學生反省並記錄與家人

生活互動的經驗。 

教師:小朋友，你了解家人的工作性質嗎?每個家人工作的性質不

同，工作壓力不同，回家時間及與家人互動的方式都不同，你可以

嘗試先用每周行事曆或其他自己設計的紀錄的方式，反省與家人生

活互動的情形。 

例如: 

星期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7:00 媽媽叫

起床爸

爸送我

上學 

      

8:00~1

6:00 

在學校       

  



16:00 

~18:00 

在安親

班 

      

18:00~ 

20:00 

自己在

家 

      

28:00 爸媽回

家 

媽媽打

掃家裡 

      

或用條列式的方式 

星期一: 

⚫ 7:00媽媽叫我起床，爸爸送我到學校。 

⚫ 16:00到安親班…. 

4、學生分組討論自己可以使用的觀察記錄方式。並確認出紀錄時

的重點。 

(1)要標註家人關係。 

(2)要記錄下互動的方式。 

(3)要記錄家事分工的情形。 

5、學生分組討論結束，分組上台分享討論的結果。 

6、教師說明請學生以自己的方式進行與家人的互動紀錄，下一次

上課將自己記錄帶到課堂中分享討論。 

第一節完 

 

活動二:關懷家人觀察行動 

1、教師請學生分組分享上週的觀察紀錄。 

2、教師引導學生討論在觀察的過程中有沒有發現家人的困擾。 

教師提問一: 

小朋友上個星期的觀察記錄過程中，有沒有發現家人最困擾的事是

什麼? 你覺得家人感到困擾的情緒或事情會從什麼行為中表現出

來? 

學生答案: 

(1)不耐煩的情緒。 

(2)責備他人。 

(3)動作很快。 

(4)不想別人吵他…等 

教師提問二: 

從你的觀察中有那些事情會導致家人這種困擾的情緒? 

學生答案: 

(1)我功課沒寫。 



(2)家裡很亂。 

(3)時間不夠用。 

(4)工作事情很多...等 

3、教師提醒學生再進行一個星期的觀察紀錄，並注意下列的重點: 

(1)要標註家人關係。 

(2)要記錄下互動的方式。 

(3)要記錄家事分工的情形。 

(4)要記錄家人困擾的事情及表現(包含自己)。 

(5)可訪問家人覺得困擾的原因。 

第二節完 

 

單元二:家人困擾分析師(2節) 

活動一:困擾型態分析歸類 

1、提出困擾型態:教師引導學生分組根據同組同學的觀察紀錄，提

出所發現之家人困擾型態，並將困擾型態(註明家人)寫在便利

貼上貼在桌上。 

例如:生氣房間很亂、作家是很累、工作帶回家覺得我們很吵等…. 

2、分析困擾型態的類型:請學生討論便利貼上的困擾型態可以如何

分類，並將所歸類的內容用一個「類別名稱歸類命名」(期望答

案: 跟工作有關、跟家庭生活有關)。 

3、學生分享各組分類及命名的結果，教師同時在學生報告時，以

圖示的方式統整學生分析的結果。例如 

 

 

 

 

 

 

4、教師引導學生從家人職業類型及工作特質看分析的結果，討論

分析結果會不會受職業特質的影響? 

5、教師引導學生從性別角色看分析的結果，討論分析結果會不會

受性別刻板印象的影響? 

6、教師引導學生討論判斷那些困擾是有外來因素影響，無法從自

家人解決?那些因素有可能自己家人就能解決? 

7、教師請小組收集便利貼並保管好，以利下次課程討論之用。 

8、教師統整今天討論的結論: 

(1)家人的困擾因素會影響到家人的互動，要能體會家人的困擾，

並協助解決。 

跟工作有關 跟家庭工作有關 

工作帶回家(爸) 一回家就一直

做家事(媽) 



(2)有些困擾沒有外在因素影響，家人間可以彼此協助解決。 

(3)家人間要細心觀察彼此的需求，有助於家人之間關係的緊密程

度。 

第三節完 

 

活動二: 讀心術-家人需求假設 

1、教師引導學生複習上次課程所討論的困擾類型與影響因素，並

請學生拿出上次討論的便利貼紀錄，準備今天的討論活動。 

教師:上次課程中我們發現家人的困擾有可能跟工作及家庭活動分

工內涵有關，今天請你做「角色扮演的換位思考」假設你目前是感

到困擾的家人，你的需求與期望為何?請完成下列的表格: 

 

家人 困擾 可能的需求期望 

   

   

2、各組開始討論並完成表格。 

3、教師行間巡視適時協助各組進行討論。 

4、各組分享討論結果。 

5、教師引導學生以各組討論的結果，再思考針對自己家人需求的

假設: 

(1)每個家庭的家人想法、家庭氛圍及互動模式都不同，各組討論

出的可能需求與期望，並不一定適用每一個家庭。 

(2)每個小朋友可以參考根據自己家庭的特性與家人的特質，再思

考自己家人的需求。 

6、每個小朋友根據自己家人的特性與特質，完成下列的表格作業

單。 

家人 困擾 可能的需求期望/訪

談驗證 

 

    

    

7、小朋友完成前三欄後，回家訪談家人，驗證自己的假設是否正

確，或予以修正。 

第四節完 

 

單元三:愛家行動(2節) 

活動一:我愛家人大行動 

1、教師引導學生根據自己的分析及訪談結果，思考關懷的語言表

達與溝通方式，及可能減低家人困擾的行動，進而形成關懷家



人行動方案。 

家人 困擾 可能的需求期望/

訪談驗證 

愛家人行動 

    

    

 

2、各組組員跟同組的同學分享行動方案。 

3、教師請各組派同學跟全班分享。 

4、教師請每一位同學根據自己的規劃提出「關懷家人行動構想」

如下表，確實實踐 2週，並在過程中記錄、反思。 

關懷家人行動 行動檢核 過程記錄 

如家人回饋 

反思想法 

    

    

    

    

    

 

                           第五節完 

 

活動二:關懷家人行動分享會 

1、教師引導學生根據自己實踐「關懷家人行動構想」的經驗跟大

家分享下列的重點: 

(1)過程中最難忘的事。 

(2)過程中最有成就感的事。 

(3)過程中最困難的事。 

(4)執行的感受。 

(5)其他要跟大家分享的內容。 

2、學生先依照教師的引導重點進行實踐經驗的整理，在跟組內的

同學進行分享。 

3、各組組員分享後，教師指定部分同學上台跟全體同學分享實踐

經驗。 

4、教師請同學將上述的分享重點以書面的方式寫在「關懷家人行

動構想」的作業單中。 

 

第六節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