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2-1 學校課程願景(國小) 

臺南市公立南區龍崗國民小學108學年度學校課程願景 

壹、 學校願景(可用文字或圖像) 

 

貳、 學生圖像(可用文字或圖像) 

本校學生圖像：快樂、健康、優雅、創新。 

參、課程地圖(說明：各校自行依整體課程發展所需撰寫，惟須包含彈性學習課程架構規劃及

各年級統整性探究課程主題規畫。) 

一、學校校訂課程規劃架構表(大系統) 

校訂課程：概述與學校願景、學生圖像之關聯(約 100個字概述) 

校 

訂 

課 

程 

彈

性

學

習

課

程 

課程類型 
年級節數 

課程名稱 

1年級 2年級 3年級 4年級 5年級 6年級 

節數 節數 節數 節數 節數 節數 

統整性探究

課程 
主題/專題/議題 

(自行增列) 

親親海洋鯤鯓任我遊 

(海洋課程) 

1 1 1 1 1 1 

走讀國際(英語) 1 2 1 1 1 1 

數位學習(資訊)   1 1 1 1 

社團活動與

技藝課程 

足球、語文訓練、籃

球、美術、直笛 
  

1 1 1 1 

特殊需求領

域課程 
       

其他類課程 1. 自治活動(班會、 1 0 0 0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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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增列) 議題宣導、運動

會、節慶活動) 

2. 戶外教育 

3. 混齡交流(體育競

賽) 

       

       

學校實際彈性學習總節數 3 3 4 4 6 6 

課綱規範彈性學習節數 2-4 2-4 3-6 3-6 4-7 4-7 

 

 

 

二、學校校訂課程統整性探究課程規劃表(中系統) 

課程 

名稱 

實施 

時間 
學習主題名稱 內容概述 內容實際所含涉領域 

親

親

海

洋

鯤

鯓

任

我

遊 

一上 我愛龍崗 

小一新生剛入學，先帶領學生認識學校的海

洋地理位置校史演變，再透過學校圖書室的

介紹，展開海洋故事之旅，並認識守護校園

的綠衛兵，瞭解濱海植物對海岸的重要性。 

1.認識龍崗國小的海洋環

境。 

2.培養閱讀的興趣，進而參

與戲劇演出。 

3.瞭解濱海植物對海岸的重

要性。 

【生活領域】 

一下 龍崗嬉遊記 

位處海邊的龍崗國小，在校園裡便能感受海

風的吹拂，運用風的特性，引導學生製作風

箏、風鈴、風車等玩具；而校園外一望無際的

沙岸，不但能堆沙堡、畫沙畫，還可以焢沙窯，

可說是龍崗的沙灘樂園。 

1.瞭解海邊位置的地理特

色。 

2.運用在地資源或簡單素材

創造和風互動的玩具。 

3.透過沙的多元活動，激發

學生對環境的喜愛與關懷。 

【生活領域】 

二上 漫步海洋 

探索海洋面貌、水的特性，透過閱讀國語、台

語和英語的歌謠、詩篇與書籍老人與海，進而

成果發表及淨灘，培養珍愛海洋的情操。 

1.認識龍崗國小海洋環境。 

2.喜愛閱讀、分享詩篇和海

洋的故事。 

3.瞭解河流或海洋環境保護

與生活的關係，培養珍愛海

洋的情操。 

【生活領域】 

二下 鯤鯓碼頭 

由鯤鯓碼頭踏查出發，親近社區親地理環

境，並探索生態環境所產生的養蚵產業，進

而透過美食體驗和藝術創作拼海味，培養對

在地親水生活環境的美感與關懷。 

1.  認識龍崗國小所在社區

親水環境。 

2. 認識水的特性及其與生

活的關係。運用在地資源進



C2-1 學校課程願景(國小) 

課程 

名稱 

實施 

時間 
學習主題名稱 內容概述 內容實際所含涉領域 

行藝術創作與品嘗美食。 

3.  培養珍愛海洋的情操。 

【語文領域、生活領域】 

三上 漫談鯤鯓 

鯤鯓是學校所在的社區，亦是學生們的家鄉。

藉由讓學生實地走入社區、訪談當地耆老，深

入了解自己家鄉的一景一物與地方文史。透

過流傳已久的鯤鯓歌曲—里歌教唱，讓學生

更加認識鯤鯓的人文背景、環境變遷及文化

特色，進一步培養學生懂得珍惜、愛惜家鄉的

長久情懷。 

1.了解學校所在的社區環境

及人文特色。 

2.運用輕鬆且正確的方式吟

唱歌曲。 

3.能引發愛護家鄉的心，願

意以具體的行動愛護家鄉。 

【社會領域、藝文領域】 

 

三下 海湖寶「保」 

臨海的環境特色，加上鯤鯓的地形結構，孕育

出許多特有的物種，其中紅樹林樹種在鯤鯓

湖就佔據 3種，值得探究。由湖泊到海洋，藉

由沙灘撿拾貝殼活動、淨灘活動，從中發現塑

膠汙染問題嚴重，進而培養對環境保育的重

要觀念，並透過藝術創作捏海味，懂得珍惜資

源得來不易。 

1.認識紅樹林的生長環境與

特色。 

2.運用海洋素材進行藝術創

作。 

3. 認識海洋危機，積極參

與海洋環保活動。 

【自然領域、藝文領域】 

四上 鯤鯓尋寶 

台南四鯤鯓是個富有悠久歷史及傳統民間信

仰的地方，帶領學生走進社區，讓學生探索並

分享他們眼中的「寶貝」是什麼，也許是龍山

寺前的一磚一瓦，也許是牆上的一幅小圖畫。 

1. 觀察並介紹社區內的特

色文物及歷史背景。 

2. 認識當地民間信仰。 

3. 結合特色文物的圖形製

作感恩卡片。 

【社會領域、藝文領域】 

四下 鯤鯓湖 

「鯤鯓湖」是甚麼？引領學生透過蒐集資料

的方式介紹其地理特色、成因、影響及相關

產業發展。透過實地踏查，扮演環保小尖

兵，培養學生愛護環境資源的理念。 

1.瞭解並介紹鯤鯓湖的自然

環境知識。 

2.觀察記錄環境汙染種類並

推測成因。 

3.培養愛護環境的情操。 

【自然領域】 

五上 鯤鯓看世界 

位處台南市西邊，上接舊台南市與嘉義縣，

下通大高雄地區。藉由探究鯤鯓歷史演變與

現今鄰近地區的發展，思考如何結合現有資

源，開創未來新亮點的可能性。 

1. 藉由鯤鯓的命名的由

來，探究鯤鯓歷史 

演變.。 

2. 統整當地現有可運用資

源，推估可發展的社區文

化。 

【社會領域】 

五下 海味尚青 
生活在典型的漁村，運用在地食材，讓學生

發揮巧思，以簡單的料理製作，分享最新鮮

1.當地居民靠海捕魚維生，

與銷售相關漁產品，了解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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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 

名稱 

實施 

時間 
學習主題名稱 內容概述 內容實際所含涉領域 

的鯤鯓好味道。 何運用當地現有食材。 

2. 能藉由料理創作，讓更

多不曾到訪鯤鯓的訪客，能

體驗漁村生活。 

【綜合活動領域】 

六上 
創客教育 

木創生活 

結合四鯤鯓海灘漂流雜木或廢竹材進行藝術

創作，提供學生創意發想的手作機會 

1.了解四鯤鯓海灘形成原因

及常見海廢種類。 

2.透過淨灘將檢拾木質海廢

重新創造重組。 

3.透過海灘測量大地距離及

利用木創材料計算物體體

積。 

(自然、藝術數學) 

六下 
在地特色 

海海人生 

結合海岸充沛風力進行風箏及泡泡製作，其

次配合鯤喜灣文化季進行濱海自行車道體驗

及在地食材教育 

1.配合海岸風力設計不同箏

形來實作風箏並體驗手作童

玩樂趣。 

2.透過液體測量及泡泡肥皂

液組成，體驗海風製造泡泡

的童趣。 

3.配合鯤喜灣文化季進行黃

金海岸自行車體驗活動並了

解海岸特色。 

4.配合在地食材特色進行食

育課程。 

(數學、自然、健體) 

1、 社團活動與技藝課程、特殊需求領域課程、其他類課程於本次檢視無需呈現。 

2、 構思(1)各年級可能的核心概念、場域、素材或題材。(2)各年級培養的相關能力。(3)檢核其

各年級的適切性及銜接性。 

3、 在學校主題下，命名年級學期/學年主題，為學期/學年主題撰述 30-50字的概說，再次檢視

年級間的縱向連貫與領域間的橫向統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