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5-1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新課綱版) 

臺南市私立七股區昭明國民中學 108學年度第一學期七年級    生活科技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 

教材版本 康軒 
實施年級 

(班級/組別) 
 教學節數 每週( 1 )節，本學期共(  21  )節 

課程目標 

1.學習各種創意技法。 

2.學習構想表達的方式。 

3.學習立體圖、平面圖的繪製。 

4.學習基礎木工。 

總綱核心素養 

A1 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A2 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A3 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1 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2 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B3 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1 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C2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融入之重大議題 

【安全教育】 

【閱讀素養教育】 

【生涯規劃教育】 

【品德教育】 

【多元文化】 

【環境教育】 

課程架構脈絡 

教學期程 單元與活動名稱 節數 領域核心素養 
學習重點 表現任務 

(評量方式) 

融入議題 

實質內涵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1~2（週） 
進入生活科技教室 

 

緒論 生活與科技 

2 

科-J-A1 具備良好的科技態度，並能

應用科技知能，以啟發自我潛能。 

設 k-IV-1 能了解日常科

技的意涵與設計製作的基

本概念。 

設 k-IV-2 能了解科技產

品的基本原理、發展歷

生 N-IV-1 科技的起源

與演進。 

生 S-IV-1 科技與社會

的互動關係。 

生 P-IV-3 手工具的操

1.課堂討論 【安全教育】 

安 J1 理解安全教育

的意義。 

安 J9 遵守環境設施

設備的安全守則。 



C5-1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新課綱版) 

程、與創新關鍵。 

設 k-IV-3 能了解選用適

當材料及正確工具的基本

知識。 

設 a-IV-2 能具有正確的

科技價值觀，並適當的選

用科技產品。 

作與使用。 

生 P-IV-6 常用的機具

操作與使用。 

【閱讀素養教育】 

閱 J3 理解學科知識

內的重要詞彙的意

涵，並懂得如何運用

該詞彙與他人進行溝

通。 

3~4（週） 

活動： 

界定問題、發展方案 

 

1-1 物流運輸 

1-2 創意思考 

2 

科-J-A1 具備良好的科技態度，並能

應用科技知能，以啟發自我潛能。 

科-J-A2 運用科技工具，理解與歸納

問題，進而提出簡易的解決之道。 

科-J-B1 具備運用科技符號與運算

思維進行日常生活的表達與溝通。 

科-J-B2 理解資訊與科技的基本原

理，具備媒體識讀的能力，並能了

解人與科技、資訊、媒體的互動關

係。 

設 k-IV-2 能了解科技產

品的基本原理、發展歷

程、與創新關鍵。 

設 k-IV-4 能了解選擇、分

析與運用科技產品的基本

知識。 

設 a-IV-3 能主動關注人

與科技、社會、環境的關

係。 

設 c-IV-2 能在實作活動

中展現創新思考的能力。 

設 c-IV-3 能具備與人溝

通、協調、合作的能力。 

生 N-IV-1 科技的起源

與演進。 

生 S-IV-1 科技與社會

的互動關係。 

生 P-IV-1 創意思考的

方法。 

 

1.課堂討論 

2.紙筆測驗 

【生涯規劃教育】 

涯 J6 建立對於未來

生涯的願景。 

【閱讀素養教育】 

閱 J3 理解學科知識

內的重要詞彙的意

涵，並懂得如何運用

該詞彙與他人進行溝

通。 

 

【環境教育】 

環 J10 了解天然災害

對人類生活、生命、 

社會發展與經濟產業

的衝擊 

5~6（週） 

活動： 

設計製作、測試修正 

 

1-3 構想表達① 

1-4 機具材料 

2 

科-J-A1 具備良好的科技態度，並能

應用科技知能，以啟發自我潛能。 

科-J-A2 運用科技工具，理解與歸納

問題，進而提出簡易的解決之道。 

科-J-A3 利用科技資源，擬定與執行

科技專題活動。 

科-J-B1 具備運用科技符號與運算

思維進行日常生活的表達與溝通。 

科-J-B2 理解資訊與科技的基本原

理，具備媒體識讀的能力，並能了

解人與科技、資訊、媒體的互動關

係。 

科-J-B3 了解美感應用於科技的特

質，並進行科技創作與分享。 

設 k-IV-2 能了解科技產

品的基本原理、發展歷

程、與創新關鍵。 

設 k-IV-3 能了解選用適

當材料及正確工具的基本

知識。 

設 k-IV-4 能了解選擇、分

析與運用科技產品的基本

知識。 

設 a-IV-2 能具有正確的

科技價值觀，並適當的選

用科技產品。 

生 P-IV-3 手工具的操

作與使用。 

生 A-IV-1 日常科技產

品的選用。 

生 S-IV-1 科技與社會

的互動關係。 

1.課堂討論 

2.紙筆測驗 

3.實作 

4.簡報分享 

【安全教育】 

安 J1 理解安全教育

的意義。 

 

7~8（週） （第 1 章） 

活動：競賽、問題討論 

 

（第 2 章） 

活動：活動概述 

2-1 訊息傳播 

2 

科-J-A1 具備良好的科技態度，並能

應用科技知能，以啟發自我潛能。 

科-J-A2 運用科技工具，理解與歸納

問題，進而提出簡易的解決之道。 

科-J-A3 利用科技資源，擬定與執行

科技專題活動。 

設 k-IV-3 能了解選用適

當材料及正確工具的基本

知識。 

設 a-IV-1 能主動參與科

技實作活動及試探興趣，

不受性別的限制。 

生 P-IV-1 創意思考的

方法。 

生 P-IV-3 手工具的操

作與使用。 

生 N-IV-1 科技的起源

與演進。 

1.活動紀錄 

2.競賽參與 

3.作品表現 

4.簡報分享 

5.課堂討論 

6.教師提問 

【品德教育】 

品 J1 溝通合作與和

諧人際關係。 

【閱讀素養教育】 

閱 J3 理解學科知識

內的重要詞彙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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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J-C2 運用科技工具進行溝通協

調及團隊合作，以完成科技專題活

動。 

科-J-B2 理解資訊與科技的基本原

理，具備媒體識讀的能力，並能了

解人與科技、資訊、媒體的互動關

係。 

科-J-C1 理解科技與人文議題，培養

科技發展衍生之守法觀念與公民意

識。 

設 s-IV-2 能運用基本工

具進行材料處理與組裝。 

設 c-IV-1 能運用設計流

程，實際設計並製作科技

產品以解決問題。 

設 c-IV-2 能在實作活動

中展現創新思考的能力。 

設 c-IV-3 能具備與人溝

通、協調、合作的能力。 

設 k-IV-2 能了解科技產

品的基本原理、發展歷

程、與創新關鍵。 

設 k-IV-4 能了解選擇、分

析與運用科技產品的基本

知識。 

設 a-IV-3 能主動關注人

與科技、社會、環境的關

係。 

設 a-IV-4 能針對科技議

題養成社會責任感與公民

意識。 

生 A-IV-1 日常科技產

品的選用。 

生 S-IV-1 科技與社會

的互動關係。 

 涵，並懂得如何運用

該詞彙與他人進行溝

通。 

 

9~10（週） 

活動：界定問題、發展方案 

 

2-2 創新發明 

2-3 構想表達② 

2 

科-J-A2 運用科技工具，理解與歸納

問題，進而提出簡易的解決之道。 

科-J-B1 具備運用科技符號與運算

思維進行日常生活的表達與溝通。 

科-J-B2 理解資訊與科技的基本原

理，具備媒體識讀的能力，並能了

解人與科技、資訊、媒體的互動關

係。 

科-J-B3 了解美感應用於科技的特

質，並進行科技創作與分享。 

設 k-IV-2 能了解科技產

品的基本原理、發展歷

程、與創新關鍵。 

設 a-IV-1 能主動參與科

技實作活動及試探興趣，

不受性別的限制。 

設 a-IV-3 能主動關注人

與科技、社會、環境的關

係。 

設 a-IV-4 能針對科技議

題養成社會責任感與公民

意識。 

生 N-IV-1 科技的起源

與演進。 

生 P-IV-1 創意思考的

方法。 

-創意發想的技巧及傳

達構想的方式。 

1.課堂討論 

2.教師提問 

3.紙筆測驗 

【多元文化】 

多 J3 提高對弱勢或

少數群體文化的覺察

與省思。 

【閱讀素養教育】 

閱 J3 理解學科知識

內的重要詞彙的意

涵，並懂得如何運用

該詞彙與他人進行溝

通。 

11~12（週） 

活動：設計製作 

 

2-4 機具材料 

2 

科-J-A1 具備良好的科技態度，並能

應用科技知能，以啟發自我潛能。 

科-J-A2 運用科技工具，理解與歸納

問題，進而提出簡易的解決之道。 

科-J-A3 利用科技資源，擬定與執行

科技專題活動。 

設 k-IV-3 能了解選用適

當材料及正確工具的基本

知識。 

設 k-IV-4 能了解選擇、分

析與運用科技產品的基本

知識。 

設 a-IV-2 能具有正確的

科技價值觀，並適當的選

用科技產品。 

生 P-IV-3 手工具的操

作與使用。 

生 A-IV-1 日常科技產

品的選用。 

1.課堂討論 

2.紙筆測驗 

3.實作 

【安全教育】 

安 J1 理解安全教育

的意義。 

安 J9 遵守環境設施

設備的安全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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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4（週） 

（第 2 章） 

活動： 

上臺發表、問題討論 

 

（第 3 章） 

活動：活動概述 

3-1 製造生產 

2 

科-J-A1 具備良好的科技態度，並能

應用科技知能，以啟發自我潛能。 

科-J-A2 運用科技工具，理解與歸納

問題，進而提出簡易的解決之道。 

科-J-B1 具備運用科技符號與運算

思維進行日常生活的表達與溝通。 

科-J-B2 理解資訊與科技的基本原

理，具備媒體識讀的能力，並能了

解人與科技、資訊、媒體的互動關

係。 

科-J-B3 了解美感應用於科技的特

質，並進行科技創作與分享。 

科-J-C2 運用科技工具進行溝通協

調及團隊合作，以完成科技專題活

動。 

設 k-IV-4 能了解選擇、分

析與運用科技產品的基本

知識。 

設 a-IV-1 能主動參與科

技實作活動及試探興趣，

不受性別的限制。 

設 a-IV-2 能具有正確的

科技價值觀，並適當的選

用科技產品。 

設 a-IV-3 能主動關注人

與科技、社會、環境的關

係。 

設 c-IV-2 能在實作活動

中展現創新思考的能力。 

設 c-IV-3 能具備與人溝

通、協調、合作的能力。 

生 N-IV-1 科技的起源

與演進。 

生 P-IV-1 創意思考的

方法。 

生 S-IV-1 科技與社會

的互動關係。 

1.活動紀錄 

2.作品表現 

3.上臺發表過程 

【閱讀素養教育】 

閱 J3 理解學科知識

內的重要詞彙的意

涵，並懂得如何運用

該詞彙與他人進行溝

通。 

【品德教育】 

品 J1 溝通合作與和

諧人際關係。 

【生涯規畫教育】 

涯 J6 建立對於未來

生涯的願景。 

 

15~16（週） 

3-2 識圖製圖 2 

科-J-B1 具備運用科技符號與運算

思維進行日常生活的表達與溝通。 

設 s-IV-1 能繪製可正確

傳達設計理念的平面或立

體設計圖。 

設 k-IV-2 能了解科技產

品的基本原理、發展歷

程、與創新關鍵。 

生 P-IV-2 設計圖的繪

製。 

1.活動紀錄 

2.教師提問 

3.紙筆測驗 

【生涯規畫教育】 

涯 J6 建立對於未來

生涯的願景。 

【閱讀素養教育】 

閱 J3 理解學科知識

內的重要詞彙的意

涵，並懂得如何運用

該詞彙與他人進行溝

通。 

17~18（週） 

活動： 

發展方案 

 

3-2 識圖製圖 

3-4 機具材料 

2 

科-J-A1 具備良好的科技態度，並能

應用科技知能，以啟發自我潛能。 

科-J-A2 運用科技工具，理解與歸納

問題，進而提出簡易的解決之道。 

科-J-A3 利用科技資源，擬定與執行

科技專題活動。 

科-J-B1 具備運用科技符號與運算

思維進行日常生活的表達與溝通。 

設 s-IV-1 能繪製可正確

傳達設計理念的平面或立

體設計圖。 

設 k-IV-2 能了解科技產

品的基本原理、發展歷

程、與創新關鍵。 

設 k-IV-3 能了解選用適

當材料及正確工具的基本

知識。 

設 k-IV-4 能了解選擇、分

析與運用科技產品的基本

知識。 

設 a-IV-2 能具有正確的

科技價值觀，並適當的選

用科技產品。 

生 P-IV-2 設計圖的繪

製。 

生 P-IV-3 手工具的操

作與使用。 

生 A-IV-1 日常科技產

品的選用。 

1.課堂討論 

2.紙筆測驗 

3.實作 

4.活動紀錄 

 

【安全教育】 

安 J1 理解安全教育

的意義。 

安 J9 遵守環境設施

設備的安全守則。 

19~20（週） 活動：發展方案、設計製作、

問題討論 
2 科-J-A1 具備良好的科技態度，並能

應用科技知能，以啟發自我潛能。 

設 k-IV-3 能了解選用適

當材料及正確工具的基本

生 P-IV-2 設計圖的繪

製。 

1.活動紀錄 

2.紙筆測驗 

【安全教育】 

安 J1 理解安全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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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測試修正 科-J-A3 利用科技資源，擬定與執行

科技專題活動。 

知識。 

設 k-IV-4 能了解選擇、分

析與運用科技產品的基本

知識。 

設 a-IV-2 能具有正確的

科技價值觀，並適當的選

用科技產品。 

設 s-IV-1 能繪製可正確

傳達設計理念的平面或立

體設計圖。 

設 s-IV-2 能運用基本工

具進行材料處理與組裝。 

生 P-IV-3 手工具的操

作與使用。 

生 A-IV-1 日常科技產

品的選用。 

3.課堂討論 

4.成品 

的意義。 

安 J9 遵守環境設施

設備的安全守則。 

21（週） 

學期課程回顧 1 

科-J-A1 具備良好的科技態度，並能

應用科技知能，以啟發自我潛能。 

科-J-B1 具備運用科技符號與運算

思維進行日常生活的表達與溝通。 

設k-IV-1 能了解日常科

技的意涵與設計製作的基

本概念。 

 

學期課程回顧 課堂討論 【閱讀素養教育】 

閱 J3 理解學科知識

內的重要詞彙的意

涵，並懂得如何運用

該詞彙與他人進行溝

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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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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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課綱版) 

 

 

臺南市私立七股區昭明國民中學 108學年度第二學期七年級   生活科技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 

教材版本 康軒 
實施年級 

(班級/組別) 
 教學節數 每週(  1 )節，本學期共(  21 )節 

課程目標 

1.認識各種橋梁的型式與結構工法。 

2.認識常見的機構及其特性。 

3.學習木材加工技法。 

4.學習放樣模板、治具的使用。 

5.認識精度、裕度的概念。 

總綱核心素養 

A1 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A2 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A3 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1 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2 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B3 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2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融入之重大議題 

【生涯規畫教育】 

【閱讀素養教育】 

【安全教育】 

【品德教育】 

【閱讀素養教育】 

【性侵害防治教育】 

【家庭暴力防治教育】 

【環境教育】 

課程架構脈絡 

教學期程 單元與活動名稱 節數 領域核心素養 學習重點 表現任務 融入議題 



C5-1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新課綱版)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評量方式) 實質內涵 

1~2（週） 

緒論 科技與產品 2 

科-J-A1 具備良好的科技態度，並能

應用科技知能，以啟發自我潛能。 

設 k-IV-1 能了解日常科

技的意涵與設計製作的基

本概念。 

設 k-IV-4 能了解選擇、分

析與運用科技產品的基本

知識。 

設 a-IV-2 能具有正確的

科技價值觀，並適當的選

用科技產品。 

生 S-IV-1 科技與社會

的互動關係。 

科-J-A1 具備良好的科

技態度，並能應用科技

知能，以啟發自我潛

能。 

1.課堂討論 【生涯規畫教育】 

涯 J6 建立對於未來

生涯的願景。 

【閱讀素養教育】 

閱 J3 理解學科知識

內的重要詞彙的意

涵，並懂得如何運用

該詞彙與他人進行溝

通。 

【性侵害防治教育】 

性 J5 辨識性騷擾、性

侵害與性霸凌的樣 

態，運用資源解決 

問題。 

【家庭暴力防治教

育】家 J3 了解人際交

往、親密關係的發

展，以及溝通與衝突

處 

理 

3~4（週） 
活動：活動概述、界定問題 

1-1 橋梁簡介 

1-2 虹橋結構 

2 

科-J-A1 具備良好的科技態度，並能

應用科技知能，以啟發自我潛能。 

科-J-A2 運用科技工具，理解與歸納

問題，進而提出簡易的解決之道。 

科-J-B1 具備運用科技符號與運算

思維進行日常生活的表達與溝通。 

設 s-IV-1 能繪製可正確

傳達設計理念的平面或立

體設計圖。 

設 c-IV-3 能具備與人溝

通、協調、合作的能力。 

生 N-IV-1 科技的起源

與演進。 

生 P-IV-2 設計圖的繪

製。 

生 A-IV-2 日常科技產

品的機構與結構應用。 

1.活動紀錄 

2.作品表現 

【閱讀素養教育】 

閱 J3 理解學科知識

內的重要詞彙的意

涵，並懂得如何運用

該詞彙與他人進行溝

通。 

5~6（週） 

活動：蒐集資料發、展方案、

設計製作 

 

1-2 虹橋結構 

1-4 機具材料 

2 

科-J-A1 具備良好的科技態度，並能

應用科技知能，以啟發自我潛能。 

科-J-A2 運用科技工具，理解與歸納

問題，進而提出簡易的解決之道。 

科-J-B1 具備運用科技符號與運算

思維進行日常生活的表達與溝通。 

設 k-IV-3 能了解選用適

當材料及正確工具的基本

知識。 

設 k-IV-4 能了解選擇、分

析與運用科技產品的基本

知識。 

設 a-IV-2 能具有正確的

科技價值觀，並適當的選

用科技產品。 

設 s-IV-1 能繪製可正確

傳達設計理念的平面或立

體設計圖。 

設 c-IV-3 能具備與人溝

通、協調、合作的能力。 

生 P-IV-2 設計圖的繪

製。 

生 P-IV-3 手工具的操

作與使用。 

生 A-IV-1 日常科技產

品的選用。 

生 A-IV-2 日常科技產

品的機構與結構應用。 

1.活動紀錄 

2.作品表現 

3.課堂討論 

4.紙筆測驗 

5.實作 

【閱讀素養教育】 

閱 J3 理解學科知識

內的重要詞彙的意

涵，並懂得如何運用

該詞彙與他人進行溝

通。 

【安全教育】 

安 J1 理解安全教育

的意義。 

安 J9 遵守環境設施

設備的安全守則。 



C5-1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新課綱版) 

7~8（週） 

活動：設計製作 

 

1-3 測試修正 

2 

科-J-A1 具備良好的科技態度，並能

應用科技知能，以啟發自我潛能。 

科-J-A2 運用科技工具，理解與歸納

問題，進而提出簡易的解決之道。 

科-J-A3 利用科技資源，擬定與執行

科技專題活動。 

科-J-B1 具備運用科技符號與運算

思維進行日常生活的表達與溝通。 

科-J-C2 運用科技工具進行溝通協

調及團隊合作，以完成科技專題活

動。 

設 k-IV-3 能了解選用適

當材料及正確工具的基本

知識。 

設 a-IV-1 能主動參與科

技實作活動及試探興趣，

不受性別的限制。 

設 s-IV-2 能運用基本工

具進行材料處理與組裝。 

設 c-IV-1 能運用設計流

程，實際設計並製作科技

產品以解決問題。 

設 c-IV-3 能具備與人溝

通、協調、合作的能力。 

生 P-IV-3 手工具的操

作與使用。 

生 A-IV-2 日常科技產

品的機構與結構應用。 

1.活動紀錄 

2.紙筆測驗 

3.課堂討論 

4.作品表現 

【安全教育】 

安 J1 理解安全教育

的意義。 

安 J9 遵守環境設施

設備的安全守則。 

【閱讀素養教育】 

閱 J3 理解學科知識

內的重要詞彙的意

涵，並懂得如何運用

該詞彙與他人進行溝

通。 

【品德教育】 

品 J1 溝通合作與和

諧人際關係。 

9~10（週） 

活動： 

設計製作、測試修正 
2 

科-J-A1 具備良好的科技態度，並能

應用科技知能，以啟發自我潛能。 

科-J-A2 運用科技工具，理解與歸納

問題，進而提出簡易的解決之道。 

科-J-C2 運用科技工具進行溝通協

調及團隊合作，以完成科技專題活

動。 

設 k-IV-3 能了解選用適

當材料及正確工具的基本

知識。 

設 a-IV-1 能主動參與科

技實作活動及試探興趣，

不受性別的限制。 

設 c-IV-3 能具備與人溝

通、協調、合作的能力。 

生 P-IV-3 手工具的操

作與使用。 

生 A-IV-2 日常科技產

品的機構與結構應用。 

1.活動紀錄 

2.紙筆測驗 

3.課堂討論 

4.作品表現 

【閱讀素養教育】 

閱 J3 理解學科知識

內的重要詞彙的意

涵，並懂得如何運用

該詞彙與他人進行溝

通。 

【品德教育】 

品 J1 溝通合作與和

諧人際關係。 

11~12（週） 

（第 1 章） 

活動： 

問題討論 

 

（第 2 章） 

活動： 

活動概述 

 

2-1 常見機構 

 

2 

科-J-A1 具備良好的科技態度，並能

應用科技知能，以啟發自我潛能。 

科-J-B1 具備運用科技符號與運算

思維進行日常生活的表達與溝通。 

科-J-B2 理解資訊與科技的基本原

理，具備媒體識讀的能力，並能了

解人與科技、資訊、媒體的互動關

係。 

設 a-IV-2 能具有正確的

科技價值觀，並適當的選

用科技產品。 

設 a-IV-3 能主動關注人

與科技、社會、環境的關

係。 

設 k-IV-1 能了解日常科

技的意涵與設計製作的基

本概念。 

設 k-IV-2 能了解科技產

品的基本原理、發展歷

程、與創新關鍵。 

設 k-IV-4 能了解選擇、分

析與運用科技產品的基本

知識。 

生 A-IV-1 日常科技產

品的選用。 

生 A-IV-2 日常科技產

品的機構與結構應用。 

生 P-IV-3 手工具的操

作與使用。 

生 S-IV-1 科技與社會

的互動關係。 

1.課堂討論 

2.教師提問 

3.紙筆測驗 

【閱讀素養教育】 

閱 J3 理解學科知識

內的重要詞彙的意

涵，並懂得如何運用

該詞彙與他人進行溝

通。 

13~14（週） 活動： 

界定問題、蒐集資料 

 

2-2 機構傳動 

2 

科-J-A2 運用科技工具，理解與歸納

問題，進而提出簡易的解決之道。 

科-J-B1 具備運用科技符號與運算

思維進行日常生活的表達與溝通。 

設 c-IV-2 能在實作活動

中展現創新思考的能力。 

設 c-IV-3 能具備與人溝

通、協調、合作的能力。 

生 A-IV-1 日常科技產

品的選用。 

生 A-IV-2 日常科技產

品的機構與結構應用。 

1.活動紀錄 

2.作品表現 

【閱讀素養教育】 

閱 J3 理解學科知識

內的重要詞彙的意

涵，並懂得如何運用



C5-1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新課綱版) 

2-3 測試修正 科-J-B3 了解美感應用於科技的特

質，並進行科技創作與分享。 

科-J-C2 運用科技工具進行溝通協

調及團隊合作，以完成科技專題活

動。 

設 k-IV-3 能了解選用適

當材料及正確工具的基本

知識。 

設 k-IV-4 能了解選擇、分

析與運用科技產品的基本

知識。 

設 s-IV-2 能運用基本工

具進行材料處理與組裝。 

生 P-IV-3 手工具的操

作與使用。 

該詞彙與他人進行溝

通。 

【品德教育】 

品 J1 溝通合作與和

諧人際關係。 

15~16（週） 

活動：發展方案、設計製作 

 

2-4 機具材料 

2 

科-J-A2 運用科技工具，理解與歸納

問題，進而提出簡易的解決之道。 

設 a-IV-2 能具有正確的

科技價值觀，並適當的選

用科技產品。 

設 k-IV-3 能了解選用適

當材料及正確工具的基本

知識。 

設 k-IV-4 能了解選擇、分

析與運用科技產品的基本

知識。 

生 A-IV-1 日常科技產

品的選用。 

生 P-IV-3 手工具的操

作與使用。 

1.課堂討論 

2.紙筆測驗 

3.實作 

【安全教育】 

安 J1 理解安全教育

的意義。 

安 J9 遵守環境設施

設備的安全守則。 

 

【環境教育】 

環 J10 了解天然災害

對人類生活、生命、 

社會發展與經濟產業

的衝擊 

17~18（週） 

活動：設計製作 2 

科-J-A1 具備良好的科技態度，並能

應用科技知能，以啟發自我潛能。 

科-J-A2 運用科技工具，理解與歸納

問題，進而提出簡易的解決之道。 

科-J-B3 了解美感應用於科技的特

質，並進行科技創作與分享。 

設 a-IV-1 能主動參與科

技實作活動及試探興趣，

不受性別的限制。 

設 c-IV-2 能在實作活動

中展現創新思考的能力。 

設 c-IV-3 能具備與人溝

通、協調、合作的能力。 

設 k-IV-3 能了解選用適

當材料及正確工具的基本

知識。 

設 s-IV-2 能運用基本工

具進行材料處理與組裝。 

生 A-IV-1 日常科技產

品的選用。 

生 A-IV-2 日常科技產

品的機構與結構應用。 

生 P-IV-3 手工具的操

作與使用。 

1.活動紀錄 

2.作品表現 

3.實作 

【安全教育】 

安 J1 理解安全教育

的意義。 

安 J9 遵守環境設施

設備的安全守則。 

 

19~20（週） 

活動： 

設計製作、測試修正、活動檢

討 

2 

科-J-A1 具備良好的科技態度，並能

應用科技知能，以啟發自我潛能。 

科-J-A2 運用科技工具，理解與歸納

問題，進而提出簡易的解決之道。 

科-J-B1 具備運用科技符號與運算

思維進行日常生活的表達與溝通。 

設 a-IV-1 能主動參與科

技實作活動及試探興趣，

不受性別的限制。 

設 c-IV-3 能具備與人溝

通、協調、合作的能力。 

設 k-IV-3 能了解選用適

當材料及正確工具的基本

知識。 

生 A-IV-1 日常科技產

品的選用。 

生 A-IV-2 日常科技產

品的機構與結構應用。 

生 P-IV-3 手工具的操

作與使用。 

1.活動紀錄 

2.作品表現 

3.上臺發表過程 

【閱讀素養教育】 

閱 J3 理解學科知識

內的重要詞彙的意

涵，並懂得如何運用

該詞彙與他人進行溝

通。 

21（週） 
學期課程回顧 1 

科-J-A1 具備良好的科技態度，並能

應用科技知能，以啟發自我潛能。 

科-J-B1 具備運用科技符號與運算

設k-IV-1 能了解日常科

技的意涵與設計製作的基

本概念。 

學期課程回顧 課堂討論 【閱讀素養教育】 

閱 J3 理解學科知識

內的重要詞彙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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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維進行日常生活的表達與溝通。  涵，並懂得如何運用

該詞彙與他人進行溝

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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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中式特教班採全班以同一課綱實施敘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