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新課綱版) 

臺南市公(私)立仁德區仁德國民小學 109學年度第 1 學期三年級彈性學習   仁德新東區   課程計畫(■普通班□特教班) 

課程名稱 看見仁德真美麗 
實施年級 

(班級組別) 
三年級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30)節 

彈性學習課程 

四類規範 

1.■統整性探究課程 (■主題□專題□議題) 
2.□社團活動與技藝課程(□社團活動□技藝課程) 
3.□特殊需求領域課程 
身障類:□生活管理□社會技巧□學習策略□職業教育□溝通訓練□點字□定向行動□功能性動作訓練□輔助科技運用 
資優類:□創造力□領導才能□情意發展□獨立發展 
其他類:□藝術才能班及體育班專門課程 
4.□其他類課程 
□本土語文/新住民語文□服務學習□戶外教育□班際或校際交流□自治活動□班級輔導□學生自主學習□領域補救教學 

設計理念 關係-理解交通、自然環境與人文特色與家鄉環境的關係。 

本教育階段 

總綱核心素養 

或校訂素養 

E-A2 具備探索問題的思考能力，並透過體驗與實踐處理日常生活問題 

E-A3 具備擬定計畫與實作的能力，並以創新思考方式，因應日常生活情境。 

課程目標 透過對家鄉的介紹更認識自己的家鄉，進而更珍惜家鄉。 

配合融入之領域或議

題 

■國語文  □英語文  □本土語 

□數學    ■社會    ■自然科學  □藝術  □綜合活動 

□健康與體育        □生活課程  ■科技 

□性別平等教育 □人權教育 ■環境教育  □海洋教育  ■品德教育 

□生命教育     □法治教育 □科技教育  ■資訊教育  □能源教育 

□安全教育     □防災教育 ■閱讀素養  □多元文化教育 

□生涯規劃教育 □家庭教育 □原住民教育□戶外教育  □國際教育 

表現任務 透過對家鄉的認識 更愛仁德 

課程架構脈絡 

教學期程 
節

數 
單元與活動名稱 

學習表現 
(校訂或相關領域) 

學習內容 

(校訂) 
學習目標 學習活動 

學習評量 

(表現任務) 

自編自選教材 

或學習單 

第 1-5週 7 古往今來話當年 

 

2-Ⅱ-3 把握說話的重

點與順序，對談時能做

適當的回應。(國語) 

 

PO-II-2能依據觀察、

蒐集資料、閱讀、思

考、討論等，提出問

題。(自然) 

 

1.仁德的地理位置 

2.仁德的歷史 

 

1.利用 goole map 

找出仁德的位置 

2.上網收集相關仁德歷

史的資料 

1.教師利用網路科技呈現仁德行政區域的地圖。(1 節) 

2.請每位學生事先收集仁德歷史相關圖片和資料。(2節) 

3.帶學生到圖書室或電腦教室搜尋仁德歷史相關資訊。(1 節) 

4.學生上台發表收集到的仁德歷史資料。(1 節) 

5.教師歸納與總結(2節) 

 

1.能上台分享自己蒐集

的照片與資料。 

2.能分類並歸納仁德歷

史資料。 

 

1.YouTube 影片介紹。 

2.四開海報紙。 

第 6-10週 8 看見仁德真美麗 1 PO-II-2能依據觀察、

蒐集資料、閱讀、思

考、討論等，提出問

題。(自然) 

2-II-3 把握說話的重

點與順序，對談時能做

適當的回應。(國語) 

2-II-4樂於參加討

論，提供個人的觀點和

意見。(國語) 

1a-Ⅱ -3 

舉例說明社會事物與 

環境的互動、差異或 

變遷現象。(社會) 

仁德的自然環境 

 

 

能了解仁德的地形、水

文的變遷  

1.教師介紹地形種類與水文。(2節) 

2.將小朋友分成小組，互相分享收集的仁德的地形、水文的資料，並討

論出以前和現在的不同，逐條寫在海報上。(3節) 

發表與回饋 

1.小組輪流上台發表討論結果及心得，並接受同學和老師提問。(1節) 

2.老師綜合結論並給予小組回饋和建議，最後將所有海報張貼在布置欄

上，供小朋友欣賞。(1 節) 

3.討論仁德的地形、水文對當地居民的影響。(1節) 

 

能收集相關資料並整理

成重點。 

能分享並說出收集來的

資料。 

能和小組成員討論並共

同完成一張海報。 

能上台報告且能欣賞、

尊重他組的分享。 

 

 

  

1.YouTube 影片 

2.四開海報紙 

第 11-15 週 7 看見仁德真美麗 2 6-2-1-1 

能由「這是什麼？」、

「怎麼會這樣？」等角

度詢問，提出可探討的

問題。(自然) 

2a-Ⅱ -1 

關注居住地方社會事 

仁德的人文特色 

 

不同人文特質會匯集聚

落建築(介紹一些特殊

建築) 

1.教師說明先民的生活需求而建構出不同建築物。(2節) 

2.讓學生討論有哪些建築物與生活息息相關。(2節) 

3.讓小朋友上網蒐集仁德區特色建築物資料。(2節) 

4.師生共同歸納與討論 (1節) 

 

口頭回答教師問題。 

能收集相關資料並整理

成重點。 

3.能實際參與討論活

動。 

 

影片介紹 

 

小組發表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新課綱版) 

物與環境的互動、差 

異與變遷等問題。 

(社會) 

2b-Ⅱ -1 

體認人們對生活事物 

與環境有不同的感 

受，並加以尊重。 

(社會) 

第 16-20 週 8  仁德交通黃金軸 

 

PO-Ⅱ-1 能從學習活

動、日常經驗及科技運

用、自然環境、書刊及

網路媒體等察覺問題。

(自然) 

E6 認識與使用資訊科

技以表達想法。(資訊

科技) 

貫連仁德的交通網 

 

透過網路地圖，找出以

仁德為中心對外的重要

幹道 

1.教師介紹道路幹道分類。(2 節) 

2.讓學生上網蒐集，並分組利用網路地圖查詢會經過仁德的重要道路。

(2 節) 

3.分組繪製地圖(2節) 

4.各組展示並發表成果。(2節) 

 

 

能搜尋相關資料並整理

成重點。 

能和小組討論並共同完

成路線簡圖。 

能上台報告且能欣賞、

尊重他組的分享。 

1.路線簡圖 

2. 小組發表 

 

◎教學期程請敘明週次起訖，如行列太多或不足，請自行增刪。 

◎彈性學習課程之第 2 及 4類規範(社團活動與技藝課程或其他類課程)，如無特定自編教材或學習單，敘明「無」即可。 

 

臺南市公(私)立仁德區仁德國民小學 109學年度第 2 學期三年級彈性學習 仁德新東區 課程計畫(■普通班□特教班) 

課程名稱 彩蝶翩翩舞仁德 
實施年級 

(班級組別) 
三年級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 30 )節 

彈性學習課程 

四類規範 

1.■統整性探究課程 (■主題□專題□議題) 
2.□社團活動與技藝課程(□社團活動□技藝課程) 
3.□特殊需求領域課程 
身障類:□生活管理□社會技巧□學習策略□職業教育□溝通訓練□點字□定向行動□功能性動作訓練□輔助科技運用 
資優類:□創造力□領導才能□情意發展□獨立發展 
其他類:□藝術才能班及體育班專門課程 
4.□其他類課程 
□本土語文/新住民語文□服務學習□戶外教育□班際或校際交流□自治活動□班級輔導□學生自主學習□領域補救教學 

設計理念 藉由蝴蝶食草地圖，進而推展應用到人們生活地圖。 

本教育階段 

總綱核心素養 

或校訂素養 

E-B2 具備科技與資訊應用的基本素養，並理解各類媒體內容的意義與影響。 

E-B3 具備藝術創作與欣賞的基本素養，促進多元感官的發展，培養生活環境中的美感體驗。 

課程目標 透過學習蝴蝶的食草地圖歷程，進而應用到人們生活上所需的地圖。 

配合融入之領域或議

題 

■國語文  □英語文  □本土語 

□數學    ■社會    ■自然科學  ■藝術  ■綜合活動 

□健康與體育        □生活課程  □科技 

□性別平等教育 □人權教育 ■環境教育  □海洋教育  □品德教育 

■生命教育     □法治教育 □科技教育  ■資訊教育  □能源教育 

□安全教育     □防災教育 ■閱讀素養  □多元文化教育 

□生涯規劃教育 □家庭教育 □原住民教育□戶外教育  □國際教育 

表現任務 透過蝴蝶與建築的欣賞，體會環境之美。 

課程架構脈絡 

教學期程 
節

數 
單元與活動名稱 

學習表現 
(校訂或相關領域) 

學習內容 

(校訂) 
學習目標 學習活動 

學習評量 

(表現任務) 

自編自選教材 

或學習單 

第 1-5週 7  

蝴蝶食草地圖 
tr-Ⅱ -1 

能知道觀察、記錄所得

自然現象的的結果是有

其原因的，並依據習得

的知識，說明自己的想

法。(自然) 

2c-II-1 蒐集與整理各

1. 標出校內蝴蝶食草

的位置 

 

能找出校內蝴蝶食草的

位置，然後形成蝴蝶食

草地圖。 

1.認識蝴蝶食草(2節)  

2.找出校內的蝴蝶食草 (2節)  

3. 畫出學校內蝴蝶食草地圖(3節)   

      

 

1.能完成蝴蝶食草地圖 蝴蝶食草圖片、PPT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新課綱版) 

類資源，處理個人日常

生活問題。(綜合) 

第 6-10週 8  

蝴蝶藝起來 

 

1-Ⅱ-6 能使用視覺元

素與想像力，豐富創作

主題。(藝術) 

2-Ⅱ-5 能觀察生活物

件與藝術作品，並珍視

自己與他人的創作。

(藝術) 

1. 能找出生活中與蝴

蝶有關的物品(髮

飾..裝飾品.. 

2. 能找出與蝴蝶有關

的文學藝術作品(書

籍畫作雕塑故事) 

透過尋找蝴蝶的圖像過

程，學生能了解蝴蝶所

蘊含的意義。 

(美麗、短暫…) 

1. 參觀校園蝴蝶步道與壁畫，分享找到與蝴蝶相關的生活物品。(2 節) 

2. 分享找到與蝴蝶相關的文學藝術作品並討論蝴蝶可能所蘊含的意

義。(1節) 

3. 創作和蝴蝶有關的藝術品。(3 節) 

4. 分享並發表自己的創作。(2節) 

1 能發表蒐集到的東

西。 

2 能體會文學藝術作品

蝴蝶所蘊含的意義。 

1. 蝴蝶相關的生活物

品 

2.參觀校園蝴蝶步道與

壁畫 

第 11-15 週 7  

仁德地圖大搜查(特色

建築) 

 

2-II-4 樂於參加討

論，提供個人的觀點與

意見。(國語) 

3a-Ⅱ -1  

透過日常觀察與省思，

對社會事物與環境提出

感興趣的問題。 

(社會) 

1. 能利用網路地圖尋

找仁德的古蹟及歷

史建築特色建築。 

 

1. 能找出仁德區的特

色建築。 

2. 能分辨出特色建築

的用途與差異。 

1.請學生找出仁德區特色建築與古蹟。(2節) 

2.請學生從 google map 上標註仁德區特色建築與古蹟的位置。(2節) 

3.討論並分辨出特色建築的用途與差異(1節) 

4.製成仁德特色建築地圖(剪貼網路下載圖片) (2 節) 

 

 

1 能從網路找出仁德區

特色建築與古蹟 

2.能說出特色建築的用

途與差異 

3. 能製作仁德特色建

築地圖 

1. 仁德特色建築物

PPT 

2. 特色建築分類學習

單 

第 16-20 週 8  

仁德趴趴 go 

 

2-Ⅱ-5 能觀察生活物

件與藝術作品，並珍視

自己與他人的創作。

(藝術) 

 

1.仁德的自然環境

及特色建築串聯成

一份旅遊地圖。 

能將自然及特色建築匯

集，以圖文方式製作成

一份旅遊地圖。 

製作旅遊地圖或階梯小書。 

1.分組製作。(5 節) 

2.發表創作。(3 節) 

 

1.能分組製作旅遊地圖

或階梯小書。 

2.能口頭報告分享自己

創作的做品。 

1.準備其他觀光地圖提

供參考 

2.製作小書或地圖的材

料 

 

◎教學期程請敘明週次起訖，如行列太多或不足，請自行增刪。 

◎彈性學習課程之第 2 及 4類規範(社團活動與技藝課程或其他類課程)，如無特定自編教材或學習單，敘明「無」即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