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5-1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九貫版) 

臺南市公立佳里區佳里國民小學 108學年度第一學期 二 年級  綜合活動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普通班/□特教班) 

教材版本 南一 
實施年級 

(班級/組別) 
二 教學節數 每週(2)節，本學期共(40)節 

課程目標 

1. 能覺察自己在學校與家裡相同或不相同的行為表現。 

2. 能說出怎麼做才是適當的行為表現。 

3. 能省思自己行為檢核紀錄過程並說出想改進的事情。 

4. 能和同學討論並訂出自己的改進做法。 

5. 能簡單介紹至少一個住家附近的社區機構與資源。 

6. 能體察社區機構與資源和日常生活的關係。 

7. 能仔細聆聽生活小故事，並找出故事主角利用了哪些社區機構與資源。 

8. 能知道在日常生活中如何使用社區機構與資源來解決問題。 

9. 能藉由分享，知道在戶外活動中可能會發生的危險。 

10. 能藉由討論，提出預防戶外活動時事故傷害發生的適切方法。 

11. 能因為戶外活動而接近生活中的自然環境，進而喜歡大自然。 

12. 能分享和全班進行戶外教學活動的感受與收穫。 

13. 能說出並分辨各種危險情境發生的原因。 

14. 能提出校園安全的預防及自我保護的方法。 

15. 討論各種危險情境的產生原因。 

16. 省思自我保護的對策並實踐之。 

17. 能說出哪些是犯法的身體碰觸並能事先察覺進而避免危險。 

18. 能了解自己擁有隱私權及身體自主權。 

19. 能說出面對騷擾或霸凌應有的處理和保護自己的方法。 

20. 能說出遇到各種危險情境下應有的反應與應對。 

21. 能演出各小組的情境劇並分享活動後的心得。 

22. 能將資源垃圾正確的分類與處理。 

23. 能說出環境中的空氣汙染、缺水、洪水等問題與生活的關係。 

24. 能說出自己對於環境保護的做法。 

25. 能說出自己持續落實環境保護的做法。 



C5-1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九貫版) 

領域能力指標 

1-1-2區辨自己在班級與家庭中的行為表現。 

2-1-3覺察社區機構與資源，及其與日常生活的關係。 

4-1-1辨識遊戲或活動中隱藏的危機。 

4-1-2發現各種危險情境，並探索保護自己的方法。 

4-1-3樂於參加班級、家庭的戶外活動。 

4-1-4體會環境保護與自己的關係。 

融入之重大議題 

【環境教育】 

4-1-1能以語言、文字或圖畫等表達自己對自然體驗或環境保護的想法。 

5-1-1具有跟隨家人或師長參與社區環境保護的活動經驗。 

【性別平等教育】 

2-1-1辨別性別角色的刻板化印象。 

2-1-2學習與不同性別者平等互動。 

2-1-4認識自己的身體隱私權。 

【生涯發展教育】 

1-1-1養成良好的個人習慣與態度。 

【家政教育】 

3-1-2察覺自己的生活禮儀與習慣。 

【人權教育】 

1-1-3討論、分享生活中不公平、不合理、違反規則、健康受到傷害等經驗，並知道如何尋求救助的管道。 

2-1-1瞭解兒童對遊戲權利的需求並促進身心健康與發展。 

課程架構脈絡 

教學期程 單元與活動名稱 節數 領域能力指標 
表現任務 

(評量方式) 

融入議題 

能力指標 

第一〜三 

8/30-9/14 
一、我的行為表現 4 1-1-2 

觀察評量 

口頭評量 

行為檢核 

態度評量 

【性別平等教育】2-1-1 

【生涯發展教育】1-1-1 

【家政教育】3-1-2 



C5-1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九貫版) 

第四〜七週 

9/15-10/12 
二、生活超連結 8 2-1-3 

觀察評量 

口頭評量 

行為檢核 

態度評量 

【人權教育】1-1-3 

【環境教育】5-1-1 

第八〜十週 

10/13-11/2 
三、戶外活動驚嘆號 6 4-1-1  4-1-3 

觀察評量 

口頭評量 

行為檢核 

態度評量 

【性別平等教育】2-1-2 

【人權教育】1-1-3 

2-1-1 

【環境教育】5-1-1 

第十一〜十三週 

11/3-11/23 
四、危險！看招 6 4-1-2 

觀察評量 

口頭評量 

行為檢核 

態度評量 

【人權教育】1-1-3 

第十四〜十七週 

11/24-12/21 
五、自我保護 8 4-1-2 

觀察評量 

口頭評量 

行為檢核 

態度評量 

【性別平等教育】2-1-4 

【人權教育】1-1-3 

第十八〜二十二週 

12/22-1/20 
六、我的環保行動 8 4-1-4 

觀察評量 

口頭評量 

行為檢核 

態度評量 

【環境教育】4-1-1 

◎教學期程請敘明週次起訖，如行列太多或不足，請自行增刪。 

◎「表現任務-評量方式」請具體說明。 

◎敘寫融入議題能力指標，填入代號即可。 

◎集中式特教班採全班以同一課綱實施敘寫。 

 

 

  



C5-1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九貫版) 

臺南市公立佳里區佳里國民小學 108學年度第二學期 二 年級  綜合活動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普通班/□特教班) 

教材版本 南一 
實施年級 

(班級/組別) 
二 教學節數 每週（2）節，本學期共（38）節 

課程目標 

1. 能說出自己幫助別人的經驗與感受。 

2. 完成助人的體驗行動。 

3. 能向幫助自己的人表達感謝。 

4. 能從身邊的事物中發現和自己不同文化背景的人。 

5. 欣賞並說出來賓的文化特色。 

6. 欣賞與自己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並能與之相處。 

7. 能說出如何與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相處並在生活中實踐。 

8. 從分享合作的經驗中，體會合作的意義。 

9. 能積極參與小組的活動，努力達成團隊目標。 

10. 能知道與夥伴建立良好合作關係的方法。 

11. 從觀察小動物的育兒經過，體會並表達自己對生命的感受。 

12. 藉由懷孕體驗活動，察覺母親懷孕時的各種不便，而感受到生命之珍貴。 

13. 能察覺父母親是為了自己的誕生忍受懷孕的種種辛苦，而感受到生命得之不易。 

14. 能察覺自己的誕生與成長是家人的期望，對父母表示感謝，並珍惜生命。 

15. 能蒐集自己小時候的用品或紀錄，整理自己的成長紀錄。 

16. 能透過各種生活物品或紀錄，察覺自己的成長，並表達心裡的感受。 

17. 藉由自己的成長紀錄，體會生命的奧妙，感受到家人對自己的愛。 

18. 省思維持校園秩序與整潔的原因及重要性。 

19. 落實並遵守學校的秩序與整潔。 

20. 探討舊物新生對大自然環境的意義。 

21. 分享自己和家人的戶外活動經驗。 

22. 能完成暑假生活紀錄表的設計。 

23. 能體會有計畫的生活會很快樂。 



C5-1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九貫版) 

領域能力指標 

1-1-4體會、分享生命降臨與成長的感受。 

2-1-1經常保持個人的整潔，並維護班級與學校共同的秩序與整潔。 

3-1-2體會團隊合作的意義，並能關懷團隊的成員。 

3-1-3分享參與班級服務的經驗，主動幫助他人。 

3-1-4欣賞身邊不同文化背景的人。 

4-1-3樂於參與班級、家庭的戶外活動。 

4-1-4體會環境保護與自己的關係，並主動實踐。 

融入之重大議題 

【生涯發展教育】 

1-1-1養成良好的個人習慣與態度。 

2-1-1培養互助合作的生活態度。 

【性別平等教育】 

1-1-1認識不同性別者身心的異同。 

1-1-2尊重不同性別者的特質。 

2-1-1辨識性別角色的刻板化印象。 

2-1-2學習與不同性別者平等互動。 

2-1-3表達自己的意見和感受，不受性別的限制。 

【人權教育】 

1-1-2瞭解、遵守團體的規則，並實踐民主法治的精神。 

2-1-1瞭解兒童對遊戲權力的需求並促進身心健康與發展。 

【環境教育】 

3-1-1能經由親近生物而懂得愛護與尊重生命，並瞭解生態保育的重要性。 

4-1-1能以語言、文字或圖畫等表達自己對自然體驗或環境保護的想法。 

5-1-1具有跟隨家人或師長參與社區環境保護的活動經驗。 

5-1-2能做到簡單的校園環保行動，並落實到家庭生活中。 

【家政教育】 

3-1-2察覺自己的生活禮儀與習慣。 

【海洋教育】 

1-1-2說明親水活動要注意的安全事項。 



C5-1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九貫版) 

課程架構脈絡 

教學期程 單元與活動名稱 節數 領域能力指標 
表現任務 

(評量方式) 

融入議題 

能力指標 

第一〜四 
2/9-3/7 一、愛心小天使 7 3-1-3 

觀察評量 

口頭評量 

行為檢核 

態度評量 

【生涯發展教育】2-1-1 

【性別平等教育】2-1-3 

第五〜七週 
3/8-3/28 二、都是一家人 6 3-1-4 

觀察評量 

口頭評量 

行為檢核 

態度評量 

【性別平等教育】1-1-2 

第八〜十週 
3/29-4/18 

三、當我們同在一起 5 3-1-2 

觀察評量 

口頭評量 

行為檢核 

態度評量 

【人權教育】1-1-2 

【性別平等教育】2-1-1  2-1-2 

【生涯發展教育】2-1-1 

第十一〜十三週 
4/19-5/9 

四、生命有愛 6 1-1-4 

觀察評量 

口頭評量 

行為檢核 

態度評量 

【環境教育】3-1-1 

【性別平等教育】1-1-1 

第十四〜十六週 
5/10-5/30 

五、生活環境好幫手 6 2-1-1  4-1-4 

觀察評量 

口頭評量 

行為檢核 

態度評量 

【環境教育】4-1-1  5-1-2 

【家政教育】3-1-2 

【人權教育】1-1-2 

【生涯發展教育】1-1-1 

第十七〜二十一週 
5/31-6/30 

六、我的暑假生活 8 4-1-3 

觀察評量 

口頭評量 

行為檢核 

態度評量 

【環境教育】5-1-1 

【海洋教育】1-1-2 

◎教學期程請敘明週次起訖，如行列太多或不足，請自行增刪。 



C5-1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九貫版) 

◎「表現任務-評量方式」請具體說明。 

◎敘寫融入議題能力指標，填入代號即可。 

◎集中式特教班採全班以同一課綱實施敘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