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南市公(私)立南區新興國民中(小)學 108學年度第一學期六年級 自然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普通班/■特教

班) 

教材版本 教師自編 
實施年級 

(班級/組別) 
六年十班/六年級 教學節數 每週( 3 )節，本學期共( 60 )節 

課程目標 

認識動物性別的差異及器官功能 

認識能源的形態及應用 

認識簡單的家電用品操作加熱食物 

領域能力指標 

2-3-2-2觀察植物繁殖的方法有許多種 

4-3-1-1能認識日常生活中常見的材料、能源。 

1-3-5-2能清楚表達觀察一件事的過程和結果 

2-3-2-5能辨識常見的卵生或胎生動物 

7-3-0-2能把學習到的科學知識應用和技能應用於生活中 

2-3-5-4會安全地使用電器用品 

融入之重大議題 

2-1-4 認識性別的身體隱私權。 

2-1-1 辨識性別角色的刻板化印象 

3-3-1 培養正確工作態度及價值觀。 

1-2-1 能瞭解資訊科技在日常生活之應用。 

1-3-4 瞭解食物在烹調、貯存及加工等情況下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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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週 叮叮噹噹 24 2-3-2-2 1. 能使用圖片指出/說出植物 2-1-4 認識性



為期兩天的課程讓學生調整開

學後作息及新同學，並且透過

教材教具操作複習學習過的技

能，溫故知新。 

 

綠意盎然 

認識植物的構造：根、莖、葉、

花、果實、種子。 

植物各個構造的功能，如：根-

吸收水分養分、莖 -傳送養

分……。 

認識植物繁殖的部位，雄花、雌

花、花粉、種子。 

認識植物繁殖的方法：孢子、種

子、動物、風力。 

提供不同植物的圖片學習欣賞

大自然中各種植物的美景。 

 觀察植物繁殖的方法有許

多種。 

的構造。 

如：根、莖 

2. 能使用圖片指出/說出植物

的構造。 

如：葉、花 

3. 能使用圖片指出/說出植物

的構造。 

如：果實、種子 

4. 能使用圖片指出/說出植物

的性別。 

如：雄花、雌花 

5. 能指出/說出兩種植物繁殖

的方式。 

如：孢子、種子、風力、動物

排泄物 

別的身體隱私

權。 

2-1-1 辨識性

別角色的刻板

化印象 

3-3-1 培養正

確工作態度及

價值觀。 

1-2-1 能瞭解

資訊科技在日

常生活之應

用。 

第二週 叮叮噹噹 

為期兩天的課程讓學生調整開

學後作息及新同學，並且透過

教材教具操作複習學習過的技

能，溫故知新。 

 

24 

18 

2-3-2-2 

 觀察植物繁殖的方法有許

多種。 

4-3-1-1 

能認識日常生活中常見的

材料、能源。 

6. 能使用圖片指出/說出植物

的構造。 

如：根、莖 

7. 能使用圖片指出/說出植物

的構造。 

如：葉、花 

第三週 

第四週 

第五週 

第六週 

第七週 



第八週 綠意盎然 

認識植物的構造：根、莖、葉、

花、果實、種子。 

植物各個構造的功能，如：根-

吸收水分養分、莖 -傳送養

分……。 

認識植物繁殖的部位，雄花、雌

花、花粉、種子。 

認識植物繁殖的方法：孢子、種

子、動物、風力。 

提供不同植物的圖片學習欣賞

大自然中各種植物的美景。 

生生不息 

能認識不同能源及日常生活中

常見的材料及生活中的應用。 

如：木材-桌子、椅子、黑板、

鉛筆 

  汽油-交通運輸工具 

  熱能-火力、風力、水力、

電力 

  土壤－農業、畜牧業。 

認識能源使用上的安全知識，

避免火源。 

8. 能使用圖片指出/說出植物

的構造。 

如：果實、種子 

9. 能使用圖片指出/說出植物

的性別。 

如：雄花、雌花 

10.能指出/說出兩種植物繁殖

的方式。 

如：孢子、種子、風力、動物

排泄物 

1. 能指/說出生活中常見的材

料至少兩種，如：木材、塑膠、

紙、玻璃、土。 

2. 能指/說出生活中常見的能

源至少三種，如：石油、火、電、

水。 

3. 能指/說出材料在日常生活

中的應用。如：木材-桌椅、

塑膠-寶特瓶。 

4. 能指/說出材料在日常生活

中的應用。如：紙-書本、玻

璃-窗戶、土-馬克杯。 

第九週 



5. 能指/說出能源在日常生活

中的應用。 

1. 如：石油-汽機車、火-瓦斯

爐。 

能指/說出能源在日常生活

中的應用。如：水-清潔、電

-家電用品。 

第十週 生生不息 

能認識不同能源及日常生活中

常見的材料及生活中的應用。 

如：木材-桌子、椅子、黑板、

鉛筆 

  汽油-交通運輸工具 

  熱能-火力、風力、水力、

電力 

  土壤－農業、畜牧業。 

認識能源使用上的安全知識，

避免火源。 

初「心」養成 

能透過圖片、影片以及教師說

明認識種植盆栽的順序。 

鬆土→播種(灑播、點播)→覆

蓋薄土→澆水→發芽。 

在認識種植盆栽的順序後，能

18 

18 

4-3-1-1 

能認識日常生活中常見的

材料、能源。 

1-3-5-2 

 能清楚表達觀察一件事的

過程和結果。 

6. 能指/說出生活中常見的材

料至少兩種，如：木材、塑膠、

紙、玻璃、土。 

7. 能指/說出生活中常見的能

源至少三種，如：石油、火、電、

水。 

8. 能指/說出材料在日常生活

中的應用。如：木材-桌椅、

塑膠-寶特瓶。 

9. 能指/說出材料在日常生活

中的應用。如：紙-書本、玻

璃-窗戶、土-馬克杯。 

10.能指/說出能源在日常生活

中的應用。 

2. 如：石油-汽機車、火-瓦斯

第十一週 

第十二週 

第十三週 

第十四週 

第十五週 



夠依照順序進行排列或辨認。 

實作：在教師的指示下完成盆

栽種植的活動，直至發芽。 

爐。 

11.能指/說出能源在日常生活

中的應用。如：水-清潔、電

-家電用品。 

1. 能指/說出教師所進行的步

驟1：鬆土 

2. 能指/說出教師所進行的步

驟2：播種 

3. 能指/說出教師所進行的步

驟3：覆土 

4. 能指/說出教師所進行的步

驟4：澆水 

5. 能使用圖片或字卡將種植盆

栽的順序排列出來：鬆土→

播種→覆土→澆水 

12.能依照教師指令完成種植盆

栽的操作 

第十六週 
初「心」養成 

能透過圖片、影片以及教師說

明認識種植盆栽的順序。 

鬆土→播種(灑播、點播)→覆

蓋薄土→澆水→發芽。 

18 

1-3-5-2 

 能清楚表達觀察一件事的

過程和結果。 

6. 能指/說出教師所進行的步

驟1：鬆土 

7. 能指/說出教師所進行的步

驟2：播種 

8. 能指/說出教師所進行的步

第十七週 

第十八週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在認識種植盆栽的順序後，能

夠依照順序進行排列或辨認。 

實作：在教師的指示下完成盆

栽種植的活動，直至發芽。 

驟3：覆土 

9. 能指/說出教師所進行的步

驟4：澆水 

10.能使用圖片或字卡將種植盆

栽的順序排列出來：鬆土→

播種→覆土→澆水 

11.能依照教師指令完成種植盆

栽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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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南市公(私)立南區新興國民中(小)學 108學年度第二學期六年級  自然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普通班/□

特教班) 

教材版本 教師自編 
實施年級 

(班級/組別) 
六年十班/六年級 教學節數 每週( 3 )節，本學期共( 60 )節 

課程目標 

認識動物性別的差異及器官功能 

認識能源的形態及應用 

認識簡單的家電用品操作加熱食物 



領域能力指標 

2-3-2-2觀察植物繁殖的方法有許多種 

4-3-1-1能認識日常生活中常見的材料、能源。 

1-3-5-2能清楚表達觀察一件事的過程和結果 

2-3-2-5能辨識常見的卵生或胎生動物 

7-3-0-2能把學習到的科學知識應用和技能應用於生活中 

2-3-5-4會安全地使用電器用品 

融入之重大議題 

2-1-4 認識性別的身體隱私權。 

2-1-1 辨識性別角色的刻板化印象 

3-3-1 培養正確工作態度及價值觀。 

1-2-1 能瞭解資訊科技在日常生活之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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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週 

彩虹市集 

將上學期的課程進行統整活動

作為先備知識，以建立新學期

加深教學內容的綜合活動 

 

 

我們不一樣 

能透過圖片發現同樣都是動

物，卻有不同的身體構造。 

認識動物共有的身體構造：

21 
2-3-2-5能辨識常見的卵

生或胎生動物 

1. 能指認/說出動物相同的身

體構造，如：頭、軀幹 

2. 能指認/說出動物不同的身

體構造：四肢、尾巴、魚鰭、

翅膀 

3. 能指認/說出三種卵生動物，

如：雞、鴨、魚 

4. 能指認/說出三種胎生動物，

如：貓、狗、兔 

2-1-4 認識性

別的身體隱私

權。 

2-1-1 辨識性

別角色的刻板

化印象 

3-3-1 培養正

確工作態度及

價值觀。 



頭、軀幹 

認識動物不同的身體構造：四

肢、尾巴、翅膀、魚鰭 

認識動物不同的性別及特徵，

如：孔雀-公的才會開屏，海

馬-公的孕育下一代 

認識卵生及胎生動物，並且能

夠舉/指出 1-3個例子。 

能指認/說出雄性特殊性徵，

如：孔雀開屏、海馬哺育，企

鵝孵蛋 

1-2-1 能瞭解

資訊科技在日

常生活之應

用。 

第二週 彩虹市集 

將上學期的課程進行統整活動

作為先備知識，以建立新學期

加深教學內容的綜合活動 

 

 

我們不一樣 

能透過圖片發現同樣都是動

物，卻有不同的身體構造。 

認識動物共有的身體構造：

頭、軀幹 

認識動物不同的身體構造：四

肢、尾巴、翅膀、魚鰭 

認識動物不同的性別及特徵，

如：孔雀-公的才會開屏，海

馬-公的孕育下一代 

認識卵生及胎生動物，並且能

21 

2-3-2-5 能辨識常見的卵

生或胎生動物 

7-3-0-2 能把學習到的科

學知識應用和技能應用於

生活中 

5. 能指認/說出動物相同的身

體構造，如：頭、軀幹 

6. 能指認/說出動物不同的身

體構造：四肢、尾巴、魚鰭、

翅膀 

7. 能指認/說出三種卵生動物，

如：雞、鴨、魚 

8. 能指認/說出三種胎生動物，

如：貓、狗、兔 

9. 能指認/說出雄性特殊性徵，

如：孔雀開屏、海馬哺育，企

鵝孵蛋 

1.能指認/說出使用能源產生

「熱」能 

2.配對能源應用在日常生活中

第三週 

第四週 

第五週 

第六週 

第七週 

第八週 



夠舉/指出 1-3個例子。 

能者多勞 

能知道能源會產生熱能，熱能

會產生物質型態的變化。 

並且能夠指出能源應用在日常

生活中的實際舉例。 

如：火力-煮飯/菜、燒開水，風

力-電風扇、吹風機 

  水－清潔、飲用，電力－烤

箱、電鍋 

在認識能源之後能夠了解能源

是有限的，並且能夠節約能源

不浪費。 

的例子，如：火力─煮飯/菜、燒

開水 

3.配對能源應用在日常生活中

的例子，如：風力─電風扇、吹

風機 

4.配對能源應用在日常生活中

的例子，如：水力─發電 

10.5.配對能源應用在日常生活

中的例子，如：電力─烤箱、

電鍋  

第九週 能者多勞 

能知道能源會產生熱能，熱能

會產生物質型態的變化。 

並且能夠指出能源應用在日常

生活中的實際舉例。 

如：火力-煮飯/菜、燒開水，風

力-電風扇、吹風機 

  水－清潔、飲用，電力－烤

箱、電鍋 

在認識能源之後能夠了解能源

是有限的，並且能夠節約能源

不浪費。 

18 

7-3-0-2 能把學習到的科

學知識應用和技能應用於

生活中 

2-3-5-4 會安全地使用電

器用品，電鍋。 

1.能指認/說出使用能源產生

「熱」能 

2.配對能源應用在日常生活中

的例子，如：火力─煮飯/菜、燒

開水 

3.配對能源應用在日常生活中

的例子，如：風力─電風扇、吹

風機 

4.配對能源應用在日常生活中

的例子，如：水力─發電 

第十週 

第十一週 

第十二週 

第十三週 

第十四週 



蒸蒸日上 

為提升學生準備食物的能力，

並考量各學生家中皆具備的家

電用品以及類化至生活中能夠

真實應用的生活技能，選擇「電

鍋」作為進行教學的選擇。 

透過工作分析(順序/倒序)的

教學指導讓學生進行使用電鍋

的活動。 

打開鍋蓋→外鍋加水→放入食

物→蓋鍋蓋→插電→按下開

關。 

並且待步驟完成後，能夠分辨

電鍋是否已跳起開關，確認烹

煮完成。 

學習使用抹布將熟食從電鍋中

拿出。 

5.配對能源應用在日常生活中

的例子，如：電力─烤箱、電鍋  

1.能將插頭插上插座，並打開鍋

蓋 

2.在電鍋外鍋加水並放入要蒸

煮的食物 

3.蓋上鍋蓋、按下電鍋開關 

第十五週 蒸蒸日上 

為提升學生準備食物的能力，

並考量各學生家中皆具備的家

電用品以及類化至生活中能夠

真實應用的生活技能，選擇「電

鍋」作為進行教學的選擇。 

透過工作分析(順序/倒序)的

教學指導讓學生進行使用電鍋

24 
2-3-5-4 會安全地使用電

器用品，電鍋。 

1.能將插頭插上插座，並打開鍋

蓋 

2.在電鍋外鍋加水並放入要蒸

煮的食物 

3.蓋上鍋蓋、按下電鍋開關 

第十六週 

第十七週 

第十八週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的活動。 

打開鍋蓋→外鍋加水→放入食

物→蓋鍋蓋→插電→按下開

關。 

並且待步驟完成後，能夠分辨

電鍋是否已跳起開關，確認烹

煮完成。 

學習使用抹布將熟食從電鍋中

拿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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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