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竹市立培英國民中學生涯暨家庭教育融入國文教學 

課程名稱 生於憂患死於安樂 時間 
講解 30 分鐘 

實施一學期 
教師 李羿岑 

年級 九年級 教材 
南一國文第五冊第六課 

漢華 88種人生*88種啟示 

教學目標 

1. 充分了解文章特色及寫作技巧，進一步閱讀補充教材，汲取文章內蘊，瞭解「憂

患意識」的意義。 

2. 能主動了解當今成功人物奮鬥成功的典籍，效法其堅韌精神。 

3. 體會中外名人奮鬥的精神，處順境時能居安思危；處困境時能勇敢迎挑戰，進而

應用在日常生活中 

生涯能力指標 

3-3-1 培養正確工作態度及價值觀。 

3-3-2 學習如何尋找並運用工作世界的資料。 

3-3-3 培養解決生涯問題及做決定的能力。 

教學規劃 

【準備活動】 

講述「生於憂患死於安樂」課文，點出生於憂患死於安樂的意義: 憂患的處境使人得

以淬鍊心志，奮發成長；安樂的處境反使人耽溺享樂，導致喪志敗亡。 

 

【發展活動】 

1. 以「88種人生*88種啟示」為題材，引導學生依據主題學習適切的佳句並養成定期寫

作習慣。 

2. 前三篇指導學生進行故事縮寫，選擇單一人物進行職涯奮鬥的甘苦摘寫。 

3. 第四篇開始指導學生以自己的成長故事為主角，適時融入他人成功故事為例證。 

4. 主題規劃如下表: 

週數 閱讀頁數 短文主題 

1 4-12 自律成就人才 

2 13-17 100個決心比不過一個恆心 

3 18-27 愛你所擇，負責到底 

4 28-32 堅持的力量 

5 34-39 主動出擊迎戰瓶頸 

6 40-46 練習成精 

7 48-53 專注練習為人生加值 

8 54-59 傾聽 

9 60-68 感恩創造幸福 

10 70-75 自我激勵的方法 

11 76-84 我的學習貴人 

12 85-90 蛻變，讓世界看見 

13 91-96 從失敗中學習到的 

14 97-104 打造自己的夢想 

15 105-112 挑戰極限的經驗 

16 113-119 熱情活出自己 

 

【綜合活動】 

鼓勵學生發表自己閱讀與寫作成果，進而培養學生未來進入職場時正確的態度與價

值觀，借鏡他人成功故事了解所應擔負的責任與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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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立培英國民中學生命暨家庭教育融入自然領域課程 

適用對象 921國中一下 主題 遺傳諮詢 

單元名稱 生物第七章 設計者 林錦綵 

使用教材 自編 教學時間 每節 45分鐘，共 1節 

 

教 學 方 法 與 活 動 方 式 時 間 器 材 

(一)情境融入 

暖身活動： 

1.播放“侏儸紀公園”影片中的小段情節。 

５ 電視螢幕 

(二)主題活動： 

1.討論教室： 

「假如有一天，當你回到家後，發現有一

個長得和你一模一樣的人正在與你的家人

共進晚餐，你該怎麼辦？」電影複製人的情

節，雖然在今日的科技尚無法達成，但假如

人類真能利用生物科技創造出所謂的「複製

人」，那麼將會對未來的世界造成什麼影

響？ 

５  

2.網路查詢： 

遺傳諮詢與生物科技的查詢。 

【目的】： 

透過運用資訊科技的能力，讓學生蒐集資

料認識生物科技。 

【設備與材料】 

1. 電腦。 

2. 網路設備。 

3. 資訊工具，如簡報軟體或網頁製作軟

體等。 

【步驟】 

1. 由老師介紹國內、外與生物科技相關

的網站，如中央研究院生命科學相關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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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所、榮陽人類基因定序計畫等。 

2. 由老師引導學查詢下列資料，並說明

它們的意義。 

(1) 基因圖譜 

(2) 遺傳工程 

(3) 重組 DNA 

(4) 基因食品 

(5) 複製人 

3. 請同學查詢與生物科技有關的行業及

其所需的基本科學理論。 

4. 將上述成果使用資訊工具呈現，如簡報

或網頁等。 

3.結束活動： 

【問題】 

1.你使用哪些網站資料，請寫下它們的網址。 

2.你認為未來生物科技對人類有何影響？為

什麼生物科技是我們國家目前發展高科技

的重點項目之一？ 

3.你覺得生物科技可能帶給人類哪些益處或

壞處？（可上網搜尋一下） 

１０  

 



新竹市立培英國中生命教育暨家庭教育融入「社會科」教學教案設計 

融入科目 七年級社會科（公民） 

教案設計者 劉惠珠 融入單 

元名稱 
七上第 4課（當代家庭功能的挑戰） 

教材來源 國中社會科課本 實施年級 七年級 
融入之 

教學時間 
90分鐘 

能力指標 

3-4-1            5-4-3 

3-4-2            5-4-6 

4-4-2             

教學目標 

1.認識家庭的功能。 

2.了解當今社會家庭功能的轉變。 

3.明白現代家庭生育與養育的難題。 

4.理解家庭老人照顧的難題。 

5.明白跨國婚姻家庭的適應問題。 

6.知道當今社會晚婚及不婚的現象。 

7.了解離婚率提高的原因。 

8.理解家庭平權帶來的角色挑戰。 

9.明白家庭衝突發生的原因及種類。 

10.理解家庭暴力的定義。 

11.認識家庭暴力防治法的最新規定。 

教學資源 

1.國中社會科七年級上學期課本 

2.國中社會科七年級上學期教師手冊 

3.全國法規資料庫 

4.家庭暴力防治網站 

5.臺北市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網站  

能力指標 教學活動重點 教學資源 六大 



議題 

3-4-1             

3-4-2   

4-4-2  

5-4-3         

5-4-6 

   

一、引起動機：我心目中理想的家庭? 

              (附件-學習單-我的看法 1) 

二、發表與分享 

三、家庭的功能： 

 1.生育的功能 

 2.經濟的功能 

 3.教育的功能 

 4.保護與照顧的功能 

四、家庭關係： 

 1.夫妻關係 

 2.親子關係 

 3.手足關係 

六、分享活動-你曾經和家人發生過的衝突中 

             ，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什麼情 

             形?當時是如何處理的?換成現 

             在，你會怎麼做? 

             (附件-學習單-我的看法 2) 

 

五、家庭衝突的原因： 

 1.意見與習慣的衝突 

 2.家務分工的衝突 

 3.經濟事務的衝突 

六、解決家庭衝突的方法： 

 1.運用同理心 

 2.理性地處理 

 3.善用身邊的資源 

七、分享活動：我們在家庭中可以利用哪些小 

              妙招來維繫家人間的情感? 

              (附件-學習單-我的看法 3) 

 

1.教師手冊 

2.教學附冊 

3.學習單 
 

 

性別 

平等 

教育 

 

生涯

發展

教育 

 

家政

教育 

 

 



八、現代家庭的難題與解決之道： 

 1.生育的難題 

✿原因-生育率降低，出現少子化的現象。 

✿影響-Ⓐ手足互動機會少。 

       Ⓑ年輕人扶養負擔加重。 

       Ⓒ社會勞動力減少。 

       Ⓓ親屬觀念淡薄。 

✿解決-Ⓐ獎勵生育。 

       Ⓑ依性別工作平等法，留職停薪育嬰 

         假（滿 3歲前可請 2年；1年可領 

         6個月平均投保薪資 60％的津貼） 

       Ⓒ增設公立幼稚園。 

       Ⓓ營造有利的生育、養育、教育環境 

 2.養育的難題 

✿原因-現代家庭以雙薪家庭為主，夫妻雙方 

       均投入職場，面臨幼兒照顧及教養壓 

       力。 

✿影響-親子關係疏離。 

✿解決-Ⓐ政府設立托育機構。 

       Ⓑ開辦保母訓練班，培訓合格幼兒保 

         育員。 

       Ⓒ發放幼兒教育補助費。 

       Ⓓ企業設置育嬰哺乳室。 

 3.老人的照顧難題 

✿原因-Ⓐ醫療技術進步，平均壽命延長→高 

         齡化社會。 

☆高齡化-依「世界衛生組織」定義：一個國 

         家年滿 65歲以上的人口占全國 7% 

         以上。 

       Ⓑ老人與子女同住減少。 

✿影響-老人生活、照顧產生問題。 



 4.晚婚及不婚現象 

✿原因-高等教育普及→延長受教育時間→結 

       婚年齡延後。 

✿影響-生育率降低。  

✿解決-各縣市政府成立家庭教育中心，以期 

       轉變不婚及晚婚觀念。 

 5.離婚率提高 

✿原因-Ⓐ婦女受教育及工作機會提升→對外 

         來有較多的自主權。 

       Ⓑ夫妻雙方婚前未具備成熟的生理、 

         心理條件。 

       Ⓒ缺乏溝通。 

       Ⓓ外遇。 

✿影響-單親、隔代教養家庭增加 

✿解決-Ⓐ婚前做好心理準備，婚姻需要經營 

       Ⓑ適度參加婚前教育課程。 

       Ⓒ摩擦難免，必須溝通，互相尊重。 

       Ⓓ協商離婚時必須兼顧個人和子女權 

         益，降低離婚衝擊。 

       Ⓔ政府及社會福利團體提供資源，協 

         助單親家庭成員解決需求與難題。 

 6.家庭平權帶來的角色衝突 

✿原因-現代社會強調男女平權 

✿影響-家庭角色需調整 

✿解決-Ⓐ破除性別刻板印象，尊重家庭成員 

         的發展空間。 

       Ⓑ家務各盡心力。 

 7.跨國婚姻的增加 

✿原因-國際之間互動頻繁。 

✿影響-Ⓐ生活適應問題-語言、習慣、風俗、 

         文化。 



       Ⓑ經濟弱勢，求職較不易。 

       Ⓒ子女教養較為不易。 

✿解決-Ⓐ政府與民間團體開辦「識字班」、 

         「生活適應班」等課程。 

       Ⓑ透過辦理各種活動（例：包粽子） 

       促進新民間的交流與認同。 

九、家庭暴力：(附件) 

 1.定義-家庭成員間所實施身體、語言、精神 

        的不法侵害行為。其結果將造成家人 

        身體與心理的傷害。家庭暴力不只是 

        家務事，也是一種犯罪行為。 

 2.對象-配偶或前配偶、現有或曾有同居關 

        係、家長家屬或家屬間關係者、現為 

        或曾為直系血親或直系姻親、現為或 

        曾為四親等以內之旁系血親或旁系 

        姻親及其未成年子女。家中任何成員 

        都可能成為家庭暴力的受害者。 

 3.防治 

(1)消極方法-家庭暴力防治法、縣市政府協助 

(2)積極方法-家庭教育法 

 

(附件) 

◎家暴法： 

一、公佈實施時間-民國 87 年 6 月 24 日 

二、主要內容-當家庭發生暴力時，受害者可以法律保障自身權利。 

    1.本法所定家庭成員，包括：配偶或前配偶、現有或曾有同居關係、家長家 

      屬或家屬間關係者、現為或曾為直系血親或直系姻親、現為或曾為四親 

      等以內之旁系血親或旁系姻親及其未成年子女。 

    2.設立「家庭暴力防治中心」，並協調司法相關機關，辦理下列事項： 

     （1）提供二十四小時電話專線服務。 

     （2）提供被害人二十四小時緊急救援、協助診療、驗傷、採證及緊急安 

          置。 

     （3）提供或轉介被害人心理輔導、經濟扶助、法律服務、就學服務、住 

          宅輔導，並以階段性、 

          支持性及多元性提供職業訓練與就業服務。 



     （4）提供被害人及其未成年子女短、中、長期庇護安置。 

     （5）轉介被害人身心治療及諮商。 

     （6）轉介加害人處遇及追蹤輔導。 

     （7）追蹤及管理轉介服務案件。 

     （8）推廣各種教育、訓練及宣導。 

     （9）其他家庭暴力防治有關之事項。 

三、民事保護令分為：通常保護令、暫時保護令及緊急保護令。 

四、保護令內容： 

   （1）禁止相對人對於被害人或其特定家庭成員實施家庭暴力。 

   （2）禁止相對人對於被害人為騷擾、接觸、跟蹤、通話、通信或其他非必 

        要之聯絡行為。 

   （3）命相對人遷出被害人之住居所；必要時，得禁止相對人就該不動產為 

        使用、收益。 

   （4）命相對人遠離下列場所特定距離：被害人之住居所、學校、工作場所 

        或其他被害人或其特 

        定家庭成員經常出入之特定場所。 

   （5）定汽車、機車及其他個人生活上、職業上或教育上必需品之使用權； 

        必要時，得命交付之。 

   （6）定暫時對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由當事人之一方或雙方 

        共同任之、行使或負 

        擔之內容及方法；必要時，並得命交付子女。 

   （7）定相對人對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之時間、地點及方式；必要時，並得 

        禁止會面交往。 

   （8）命相對人給付被害人住居所之租金或被害人及其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 

   （9）命相對人交付被害人或特定家庭成員之醫療、輔導、庇護所或財物損 

        害等費用。 

   （10）命相對人完成加害人處遇計畫。指對於加害人實施之認知教育輔導、 

        心理輔導、精神治療、戒癮治療或其他輔導、治療。 

   （11）命相對人負擔相當之律師費用。 

   （12）禁止相對人查閱被害人及受其暫時監護之未成年子女戶籍、學籍、所 

         得來源相關資訊。 

   （13）命其他保護被害人或其特定家庭成員之必要命令。 

五、保護令事件之審理不公開。保護令事件不得進行調解或和解。 

六、通常保護令之有效期間為一年以下。四小時內以書面核發緊急保護令。 

七、違反保護令罪，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十萬元以下 

    罰金。 

八、各級中小學每學年應有四小時以上之家庭暴力防治課程，彈性安排於各學 

    年實施。 

 



◎學習單-第 4課 當代家庭功能的挑戰  

                                七年   班   號姓名：                     

 
◎ 我的看法 1-我心目中理想的家園： 
 

 

 

               家的特性 

 

 

                   5.     4.     3.     2.     1. 

 

  

 

 

◎ 我的看法 2：你曾經和家人發生過的衝突中，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什麼情形？ 

              當時你是如何處理的？換成現在，你會怎麼做？ 

       ✿答：①衝突過程- 

 

             ②當時的處理方法- 

 

             ③現在的處理方法- 

 

 

◎我的看法 3：我們在家庭中，可以利用哪些小妙招來維繫家人間的情感？ 

       ✿答： 

 

 

我 

的 

家 

是 

： 

我  的  家 



新竹市立培英國民中學生涯教育暨生命教育融入 數學 領域課程 

主題 畢達哥拉斯 
設計者 黃珮漩 

使用教材 翰林數學電子補充教材及自編學習單 教學時間 30 分鐘 

 

 

教 

學 

研 

究 

一、教材分析 

   1.討論數學家畢達哥拉斯的生平 

   2.瞭解數學家畢達哥拉斯的家庭成長環境與人格特質 

   3.分析自己的人格特質 

   4.學習規劃自我的生涯 

二、學生經驗 

   1.畢氏定理的內容 

   2.對自我人格特質的瞭解 

   3.學生事先蒐集畢達哥拉斯的生平事蹟。 

 

 

教 

學 

目 

標 

數

學 

8-A-07 能理解勾股定理（畢氏定理）。 

8-A-09 能理解勾股定理及熟練其應用。 

C-R-1   能察覺生活中與數學相關的情境。 

生

涯 

教

育 

1-3-1  探索自己的興趣、性向、價值觀及人格特質。 

2-3-2 瞭解自己的興趣、性向、價值觀及人格特質所適合發展的方向。 

3-3-1 培養正確工作態度及價值觀。 

3-3-3 培養解決生涯問題及做決定的能力。 

教學目標 教學內容 教學資源 時間 



 

 

8-A-07 

C-R-1 

 

 

 

 

 

壹、準備活動 

一、課前準備 

學生回家先查詢畢達哥拉斯的資料 

二、引起動機 

  學生欣賞畢達哥拉斯動畫（內容介紹畢達哥拉斯基本資料 

及年幼時的小故事） 

貳、發展活動 

學生發表查到的畢達哥拉斯資料。 

 

 

 

翰林電子

書補充教

材畢達哥

拉斯動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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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資料 

生於公元前六世紀，也就是我國孔子生活的年代，生於愛琴海的

薩摩斯島，希臘數學家和哲學家，年輕時遊學於埃及和巴比倫東

方各國二十餘年，最後傳教於義大利。 

 

幼年時期 運用智慧解決問題 

畢達哥拉斯從小聰明，一天，小畢達哥拉斯背了一捆劈柴在路上

走著，一位有錢的紳士看見了他，覺得那捆材堆疊得很是高明。

柴雖多，但重心很低，背在身上穩穩當當的。他不相信這是畢達

哥拉斯的傑作，為了證實自己的想法，他叫住了小畢達拉哥拉

斯，說：『過來，小孩，你能把你身上背的那捆柴打開重新捆紮

起來嗎？』畢達哥拉斯覺得這個人有些奇怪，這樣做有什麼意思

呢？但想這事也簡單，便答應了這位紳士。這位紳士看了之後，

這才相信畢達哥拉斯確實有一手堆柴的辦法。他很讚賞小畢達哥

拉斯，覺得這個孩子應該得到機會受到好的教育。於是在這位紳

士的贊助下，小畢達哥拉斯得到了一位名師的教導，使他後來成

為希臘出色的數學家。 

 

晚年時期 回顧一生瞭解他的生涯規劃 

畢達哥拉斯年輕時去過埃及留學，當時埃及的數學正處於先進的

地位。他還到過巴比倫和地中海東岸各國，他在國外居住了十五

年之久。當他返回故鄉時，人們把他作一位偉大的學者來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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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氏會成為一位優秀的數學家除了一生致力於數學研究之外 

  亦可從他的事蹟中發現他有良好的人生規劃，值得我們去學

習。 

   一個人會成功絕非偶然的，分析畢氏的生涯發展之後，從

中透露了他成功的秘訣，相信我們也能學習他好好規劃自我生

涯，相信我們也能朝向成功邁進。 

 

分析畢氏的生涯規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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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格特質 

聰明 愛思考 勤勉 

熱愛數學 

長輩提攜 良好教育 

成為數學老師 

1.遊學埃及和巴比倫(數學之都) 

2.用數學解決生活中的問題 

成為數學家 



 







新竹市立培英國中 106學年度 

家庭暨生命教育融入綜合活動學習單 

   班級   姓名 

主題：美食嘉年華：新世紀飲食    

1影片中你印象最深刻的是什麼？給你什麼啟示？ 

 

 

2約翰、羅彬斯為什麼放棄繼承「冰淇淋王國」的萬貫家產？ 

 

 

3你覺得他內心最在乎的是什麼？他追尋的理想是什麼？ 

 

 

4他為何寫＜新世紀飲食＞這本書？這本書值得信賴嗎？ 

 

 

 

5為了他自己和人類的健康，約翰、羅彬斯做了哪些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