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教育研究院領綱課程手冊教學單元案例參考格式
一、 設計理念
(一) 單元設計源起：
本單元採用分工合作的分組方式，進行跳蚤市場的規劃與體驗，透過個人在投資與理財等經濟活
動的模擬中，歸納出消費、理財與投資之關係，養成有助於未來參與社會經濟活動的正確理財
觀。同時藉由盈餘的規劃，培養理財觀念與分享回饋的精神。
(二) 學生學習特質與需求
1. 學生在中年級的課程中，對於產業中的商業已具備初步概念。
2. 經濟與生活息息相關，M 型社會中，學生的家庭經濟呈現了兩極化的現象，希望透過跳蚤市場
的活動，讓經濟貧乏的學生，學習理財與投資的概念；讓經濟富裕的學生，培養正確的理財態
度與消費觀。
3. 班上有過動、與妥瑞氏症特殊學生各一位，並有四位資賦優異學生，在課程的安排上，希望能
聚焦在以學生為主體的學習，透過任務取向與異質性分組的互動教學，促進同儕的互動與合
作。在學習單的設計上，除了可以兼顧一般學生的基本知能養成之外，會融入深究探討的問
題，透過小組合作，讓資賦優異學生能和同儕互動激盪，涵育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的素養。
(三) 核心素養的展現
總綱核心
素養面向

A 自主行動

總綱核心素養
項目

A3 規劃執行
與創新應變

領域核心素養具體內涵

主要教學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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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每位同學能透過「經營跳蚤
市場注意事項」曼陀羅學習
單，列出經營跳蚤市場的注
意事項，並能分組討論、彙
整，列出各組跳蚤市場的成
本項目與工作分配，完成各
組的「跳蚤市場規劃表」。
2. 透過「跳蚤市場活動說明」、
「商品價格分析表」課後學
習單，讓親子共同選定拍賣
品並訂定售價。
3. 分組討論販售商品，並能預
估各組經營跳蚤市場所需之
資本額。
4. 教師說明財富累積方式，並
讓每位學生預估自身所需資
本額，擬定點數累積策略，完
成「我的理財計劃」學習單。
5. 完成「最佳銷售策略」分一得
一學習單，並分組彙整「銷售
策略」蜂巢圖，擬定跳蚤市場
銷售策略。
6. 進行跳蚤市場體驗，並透過
小組合作，創造投資效益。

(四) 學習重點（表現與內容）的統整與銜接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Db-Ⅲ-1 選擇合適的理
財規劃，可以增加個人
的財富並調節自身的消
費力。

1b-Ⅲ-2 理解各種事實或社會現象的關係，並歸納出其間的
關係或規律性。
 2c-Ⅲ-2 體認並願意維護公民價值與生活方式。
 3c-Ⅲ-2 發揮各人不同的專長，透過分工進行團隊合作。
單元名稱：投資理財與經濟活動
學習目標：
 透過撰寫「經營跳蚤市場注意事項」學習單，理解經營跳蚤
市場所需的各種成本與可能盈虧，並能分組討論，依各人之
專長進行分工，以期能合作經營跳蚤市場。
 了解投資資本額的概念，能預估所需成本，選擇適切的理財
規畫，並能定期檢核、持續調整，增加個人的財富，以體認
計畫性的理財方式。
 以分一得一的活動完成「最佳銷售策略」學習單，並分組討
論彙整出各組的「最佳銷售策略」蜂巢圖，合力規劃跳蚤市
場的銷售計畫。
 在跳蚤市場的實作活動中，藉由分組合作的情境學習，透過
資方、消費者角色體驗，了解自身的消費態度。並透過學習
單省思與分享，選擇適切理財方式，並調節自身的消費力。

(五) 議題融入與跨科／領域統整的規劃
1. 結合藝術與人文領域設計民生幣。
2. 與健康與體育統整，進行跳蚤市場聰明消費與投資活動。
3. 結合數學領域，計算成本、利潤與投資報酬。
(六) 重要教學策略與評量的說明
1. 採用分組合作學習模式
2. 實施擬真情境學習。
3. 融入學習單撰寫、口頭分享與情境學習等多元評量。

二、 單元架構
(一) 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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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活動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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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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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節數

吳玲佳
共 5 節，200 分鐘

設計依據



學習
重點

議題
融入

1b-Ⅲ-2 理解各種事實或
社會現象的關係，並歸納
出其間的關係或規律性。
 2c-Ⅲ-2 體認並願意維護
學習表現
公民價值與生活方式。
 3c-Ⅲ-2 發揮各人不同的
專長，透過分工進行團隊
合作。
 Db-Ⅲ-1 選擇合適的理財規
劃，可以增加個人的財富並
學習內容
調節自身的消費力。
議題/學習主題 

實質內涵

核心
素養

 E-A3 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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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其他領域/科目的連結

 結合健康與體育：聰明消費態度
 結合藝術領域：製作民生幣
 結合數學領域：成本、利潤與投資報酬的概念

教材來源

 翰林六上第三單元投資理財與經濟活動
學習目標






透過撰寫「經營跳蚤市場注意事項」學習單，理解經營跳蚤市場所需的各種成本與可能盈
虧，並能分組討論，依各人之專長進行分工，以期能合作經營跳蚤市場。
了解投資資本額的概念，能預估所需成本，選擇適切的理財規畫，並能定期檢核、持續調
整，增加個人的財富，以體認計畫性的理財方式。
以分一得一的活動完成「最佳銷售策略」學習單，並分組討論彙整出各組的「最佳銷售策
略」蜂巢圖，合力規劃跳蚤市場的銷售計畫。
在跳蚤市場的實作活動中，藉由分組合作的情境學習，透過資方、消費者角色體驗，了解
自身的消費態度。並透過學習單省思與分享，選擇適切理財方式，並調節自身的消費力。
學習活動設計
學習引導內容及實施方式（含時間分配）

一、引起動機：(5’)
（一）天災頻仍，許多人發起募捐活動，你聽過哪些募
捐活動？
（二）惜物環保做愛心~跳蚤市場
二、規劃民生跳蚤市場活動：
(一)投資專家
1. 規劃跳蚤市場(15’)
(1)經營跳蚤市場注意事項
 經營跳蚤市場會準備什麼?有哪些工
作?把你想到的填在方格裡。(曼陀羅)

學習評量

 每個人能完成「經營
跳蚤市場注意事項學

備註

習單」，了解跳蚤市
場所需相關成本。

 各組分享
 全班彙整
(2)分享「經營跳蚤市場注意事項」學習單，並
完成各組的「經營跳蚤市場規劃表」(20’)

 各組共同完成「經營
跳蚤市場規劃表」，
共同討論成本項目並
進行分工。

 與家長討論販賣商
品，並共同完成「商
品價格分析表」學習
單

(3)課後作業：完成「商品價格分析表」學習單
~~~~~~~~~~~~~~~~~~~~~~第一節課結束~~~~~~~~~~~~~~~~
2. 選定拍賣品(10’)
(1)兩樣販賣商品的選取
 用不到的物品，可出脫換利
 賣得出的物品，具備市場價值
(2)商品的訂價策略~價格分析表之分享、討論
 根據物品購得原價、已使用時間計算商  了解成本概念，選擇
品目前的成本
適切商品，完成商品
 訂定價格
價格分析表，並分組
 討論價格漲跌調整時機與原則
分享、討論。

(3)分組討論各組商品的多樣性與定價適切性。
3. 資本額預估(10’)
(1)販售商品成本
(2)租賃場地租金
 估算每人攤提租金
(3)預估跳蚤市場消費購物金
(4)其他

 分工時要
提醒每組
分為兩班
輪值(輪流
擔任業主
與顧客)

 提醒學生
與家長討
論販賣商
品，並共
同完成
「商品價
格分析
表」

 學生能了解投資資本
額的概念，預估所需
資金。

 參與討論、發表，說
(二)理財達人：
出點數累積與兌換財
1. 累積財富:教師說明民生幣累積方式(5’)
(1)兌換方式：一個點數換得 10 元民生幣。
富的方式。
(2)點數累積方式：
 上課表現：含個人表現與分組競賽
 遵守班規：結合班級榮譽卡點數
 協助家事：由家長註記在聯絡簿，每項
一點，每天至多兩點。
(3)訂定民生銀行預借民生代幣制度
 提出抵押品+保證人(家長)簽名
 研擬理財計劃學習
 利息計算方式
單，並具體落實。
 還款計畫及期限
2. 理財計劃(15’)
(1)預估所需資本額
(2)規劃點數累積策略
~~~~~~~~~~~~~~~~~~~~~~第二節課結束~~~~~~~~~~~~~~~~
(三)消費高手
1. 訂定市場規則-銷售策略(35’)
(1) 教師訂定市場規則草案，學生討論、補充。
 一組一個攤位。
 每組分批輪流擔任商家與消費者。
 各組討論利潤分配方式
 完成「商品銷售一覽表」

(2) 銷售策略
 哪些會是暢銷品？會不會有滯銷品，應
 透過分一得一活動，
該怎麼促銷?
互動討論，完成最佳
 完成最佳銷售策略～分一得一
銷售策略學習單。



分組彙整銷售策略～蜂巢圖

 各組分享，並歸納彙
整出該組銷售策略蜂
巢圖。

2. 聰明消費-分組討論需求評估、議價策略(5’)
(1)量入為出－我的購物金
(2)需求評估＿需要ＶＳ想要
(3)物超所值－議價策略
(四)製作民生幣、商品訂價卡（結合藝術課程）
~~~~~~~~~~~~~~~~~~~~~~第三節課結束~~~~~~~~~~~~~~~~
三、進行跳蚤市場活動
(一)進行跳蚤市場前置作業(10’)
(二)活動(20’)
1. 分組設攤。
2. 輪班看守、採購
(三)各組盈餘結算與分配盈虧、利潤 (10’)
~~~~~~~~~~~~~~~~~~~~~~第四節課結束~~~~~~~~~~~~~~~~

 分組合作，參與跳蚤
市場活動，體驗投資
者與消費者的角色，
並成功售出商品。

(四)撰寫跳蚤活動省思(20’)
1. 價格是否調整?調漲或是調降？原因為何?
2. 銷售狀況如何？投資報酬率如何？
 完成跳蚤市場省思學
3. 我是否有做到聰明消費？
習單、分享討論。
4. 透過體驗，我對理財與消費的看法？願意依自
己的消費力來調整理財方式。
5. 完成學習單

(五)分組討論、分享回饋(20’)
~~~~~~~~~~~~~~~~~~~~~第四節課結束~~~~~~~~~~~~~~~~~~
教學設備/資源：
 民生幣。
 跳蚤市場販售商品。
參考資料：
附錄：

 學習單。

 開始進行
跳蚤市場
活動前，
先給與全
班學生一
些時間瀏
覽全部商
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