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6-2校訂跨領域協同課程計畫 

臺南市公立仁德區仁德國民小學109學年度第1學期  一  年級校訂課程跨領域協同學習課程計畫 

超學科跨領域 

課程類別 

1.彈性學習課程： 

■統整性主題/專題/議題探究課程                  

□社團活動與技藝課程               

□特殊需求領域課程                       

□其他類課程                

2.領域學習課程： 

■語文(■國語、■英語、□本土語/新住民語) 

□數學         ■生活課程  

□社會(□歷史、□地理、□公民) 

□自然科學(□生物、□理化、□地球科學) 

□科技(□資訊科技、□生活科技) 

□藝術(□視覺藝術、□音樂、□表演藝術) 

□綜合活動         □健康與體育 

協同教學節數

說明 

 仁德新東區  主題，每週  1 節，實施  18 週，共18      

節。 

 

授課教師姓名 
  國語文  領域  車益君  老師 

  英語    領域  張月盈  老師 

 

設計理念 

關係-藉由知道仁德區的知名大景點和公共資源，連結到自

己的生活圈，進而幫助自我生活能力的提升與生活資源的運

用知識。 

本教育階段 

總綱核心素養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3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課程主題名稱 仁德國小好所在 課程目標 

能經由課程的介紹，知道仁德區的知名景點，進而將範圍縮

小到仁德社區生活圈之公共資源點的認識，以及家與學校

（公共資源）的關係。 

可符合之 

領域核心素養 

(或能力指標)  

國-E-B1 具備「聽、說、讀、寫、作」的基本語文素

養，並具有生活所需的基礎數 理、肢體及藝術等符

號知能，能以同理心應用在生活與人際溝通。 

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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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E-A1 具備認真專注的 特質及良好的學 習習

慣，嘗試運 用基本的學習策 略，強化個人英 語文

能力。 

融入相關議題 閱讀素養 

教學活動 

教學期程 教學與學習活動內容(需敘明教師授課分工) 節數 教材來源 
表現任務 

(評量方式) 

授課師資 
備註 

(申請鐘點費計算) 
授課教師

姓名 

協同教師 

姓名 

採計

節數 



第1-8週 1.使用 Google地圖搜尋「仁德國小」，引導學

生找尋學校所在地及附近的機構資源。 (車益

君老師) 

2.以英語念唱歌謠為工具，來認識身邊重要的

人名、地名、校名。(張月盈老師) 

8 自編 1.在地圖上

標示(貼出)

知名地標所

在位置。 

車益君 張月盈 8  

第9-18週 討論上學與放學路線的不同之處。 

(車益君老師、張月盈老師) 

10 自編 畫出自己

上、放學路

線。 

車益君 張月盈 10  

◎教學期程請敘明週次起訖，如行列太多或不足，請自行增刪。 

 

臺南市公立仁德區仁德國民小學109學年度第2學期  一  年級校訂課程跨領域協同學習課程計畫 

超學科跨領域 

課程類別 

1.彈性學習課程： 

■統整性主題/專題/議題探究課程                  

□社團活動與技藝課程               

□特殊需求領域課程                       

□其他類課程                

2.領域學習課程： 

■語文(■國語、■英語、□本土語/新住民語) 

□數學         ■生活課程  

□社會(□歷史、□地理、□公民) 

□自然科學(□生物、□理化、□地球科學) 

□科技(□資訊科技、□生活科技) 

□藝術(□視覺藝術、□音樂、□表演藝術) 

□綜合活動         □健康與體育 

協同教學節數

說明 

 仁德新東區  主題，每週  1 節，實施  22 週，共22      

節。 

 

授課教師姓名 
  國語文  領域  車益君  老師 

  英語    領域  張月盈  老師 

 

設計理念 

藉由仁德景點的介紹與經驗分享，認識我們在地的生活環

境，進一步接觸生態、藝術、建築之美，提升學生藝術涵養，

培養美學。 

本教育階段 

總綱核心素養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3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課程主題名稱 仁德國小遊於藝 課程目標 
仁德之美的體現─認識並探索仁德區的在地景點，發展多元

感官，體驗創作樂趣及培養藝術涵養。 

可符合之 

領域核心素養 

(或能力指標)  

國-E-B1 具備「聽、說、讀、寫、作」的基本語文素

養，並具有生活所需的基礎數 理、肢體及藝術等符

號知能，能以同理心應用在生活與人際溝通。 

融入相關議題 戶外教育 



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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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E-C2積極參與課內英語文小組學習活動，培養團

合作精神。 

教學活動 

教學期程 教學與學習活動內容(需敘明教師授課分工) 節數 教材來源 
表現任務 

(評量方式) 

授課師資 
備註 

(申請鐘點費計算) 
授課教師

姓名 

協同教師 

姓名 

採計

節數 

第1-7週 1.蝴蝶主題相關繪本、參訪亞力山大蝴蝶生態

教育農場。(車益君老師) 

2.辨識方向、方位，並以英語遊戲及念唱歌謠

為工具，構建閱讀地圖及簡短文字指引的基

礎，提升向外探索的能力。(張月盈老師) 

7 自編 完成蝴蝶藝

術作品。 

車益君 張月盈 7  

第8-14週 認識「奇美博物館」館藏資源的分類。 

(車益君老師、張月盈老師) 

7 自編 完成館藏資

源分類任

務。 

車益君 張月盈 7  

第15-22週 能簡單介紹「保安車站」(簡單的歷史演變、

建築特色等)，並說出車票的主要資訊(日期、

票價、起迄站等)。(車益君老師、張月盈老師) 

  

8 自編 設計「永保安

康」車票。 

車益君 張月盈 8  

 

◎教學期程請敘明週次起訖，如行列太多或不足，請自行增刪。 

 



C6-2校訂跨領域協同課程計畫 

臺南市公立仁德區仁德國民小學109學年度第1學期  二  年級校訂課程跨領域協同學習課程計畫 

超學科跨領域 

課程類別 

1.彈性學習課程： 

■統整性主題/專題/議題探究課程                  

□社團活動與技藝課程               

□特殊需求領域課程                       

□其他類課程                

2.領域學習課程： 

■語文(■國語、■英語、□本土語/新住民語) 

□數學         ■生活課程  

□社會(□歷史、□地理、□公民) 

□自然科學(□生物、□理化、□地球科學) 

□科技(□資訊科技、□生活科技) 

□藝術(□視覺藝術、□音樂、□表演藝術) 

□綜合活動         □健康與體育 

協同教學節數

說明 

 仁德新東區  主題，每週  1 節，實施  18 週，共18      

節。 

 

授課教師姓名 
  國語文  領域  蔡幸吟  老師 

  英語    領域  張善喬  老師 

 

設計理念 

關係-藉由認識仁德國小的歷史，了解仁德國小的演變，進

一步連結我們的在地文化，提升學生知校親校愛校與知鄉親

鄉愛鄉的情操。 

本教育階段 

總綱核心素養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3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課程主題名稱 尋幽訪勝遊仁德 課程目標 
認識並探索仁德區的歷史文化與在地景點，發展多元感官，

培養感懷鄉土、緬懷先人的感恩美德。 

可符合之 

領域核心素養 

(或能力指標)  

國-E-B1 具備「聽、說、讀、寫、作」的基本語文素

養，並具有生活所需的基礎數 理、肢體及藝術等符

號知能，能以同理心應用在生活與人際溝通。 

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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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E-C2積極參與課內英語文小組學習活動，培養團

合作精神。 

融入相關議題 閱讀素養 

教學活動 

教學期程 教學與學習活動內容(需敘明教師授課分工) 節數 教材來源 
表現任務 

(評量方式) 

授課師資 
備註 

(申請鐘點費計算) 
授課教師

姓名 

協同教師 

姓名 

採計

節數 

第1-9週 1.認識仁德區唯一以仁德命名的「仁德國 9 自編 分享仁德國 蔡幸吟 張善喬 9  



小」、歸納統整仁德國小校名的演變史。(蔡

幸吟老師) 

2. 設計及畫出英文版校徽。(張善喬老師) 

小曾經的校

名與歷史。 

第10-18週 連結仁德國小與周邊關係。(蔡幸吟老師、張

善喬老師) 

 

9 自編 設計仁德旅

遊好所在。 

蔡幸吟 張善喬 9  

◎教學期程請敘明週次起訖，如行列太多或不足，請自行增刪。 

 

臺南市公立仁德區仁德國民小學109學年度第2學期  二  年級校訂課程跨領域協同學習課程計畫 

超學科跨領域 

課程類別 

1.彈性學習課程： 

■統整性主題/專題/議題探究課程                  

□社團活動與技藝課程               

□特殊需求領域課程                       

□其他類課程                

2.領域學習課程： 

■語文(■國語、■英語、□本土語/新住民語) 

□數學         ■生活課程  

□社會(□歷史、□地理、□公民) 

□自然科學(□生物、□理化、□地球科學) 

□科技(□資訊科技、□生活科技) 

□藝術(□視覺藝術、□音樂、□表演藝術) 

□綜合活動         □健康與體育 

協同教學節數

說明 

 仁德新東區  主題，每週  1 節，實施  22 週，共22      

節。 

 

授課教師姓名 
  國語文  領域  蔡幸吟  老師 

  社會    領域  黃美女  老師 

 

設計理念 
關係-藉由仁德景點的探訪，認識我們在地的生活環境，進

一步接觸藝術表演，提升學生藝術涵養，培養美學。 

本教育階段 

總綱核心素養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3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課程主題名稱 仁德蝴蝶藝術家 課程目標 
認識並探索仁德區的自然環境與在地景點，發展多元感官，

培養創作的樂趣和美感的呈現。 

可符合之 

領域核心素養 

(或能力指標)  

國-E-B1 具備「聽、說、讀、寫、作」的基本語文素

養，並具有生活所需的基礎數 理、肢體及藝術等符

號知能，能以同理心應用在生活與人際溝通。 

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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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融入相關議題 生命教育 



英-E-C2積極參與課內英語文小組學習活動，培養團

合作精神。 

教學活動 

教學期程 教學與學習活動內容(需敘明教師授課分工) 節數 教材來源 
表現任務 

(評量方式) 

授課師資 
備註 

(申請鐘點費計算) 
授課教師

姓名 

協同教師 

姓名 

採計

節數 

第1-11週 1.發現仁德景點的異同之處，並歸納或分類。 

(蔡幸吟老師) 

2. 用英語說蝴蝶的生命週期四階段。(黃美女

老師) 

11 自編 能利用文字

或圖畫完成

遊記心得。 

蔡幸吟 黃美女 11  

第12-22週 發現不同藝術創作的素材。(蔡幸吟老師、黃

美女老師) 

11 自編 能完成蝴蝶

撲滿。。 

蔡幸吟 黃美女 11  

 

◎教學期程請敘明週次起訖，如行列太多或不足，請自行增刪。 

 



C6-2校訂跨領域協同課程計畫 

臺南市公立仁德區仁德國民小學109學年度第1學期  三 年級校訂課程跨領域協同學習課程計畫 

超學科跨領域 

課程類別 

1.彈性學習課程： 

■統整性主題/專題/議題探究課程                  

□社團活動與技藝課程               

□特殊需求領域課程                       

□其他類課程                

2.領域學習課程： 

■語文(■國語、■英語、□本土語/新住民語) 

□數學         □生活課程  

■社會(□歷史、□地理、□公民) 

■自然科學(□生物、□理化、□地球科學) 

□科技(■資訊科技、□生活科技) 

□藝術(□視覺藝術、□音樂、□表演藝術) 

□綜合活動         ■健康與體育 

協同教學節數

說明 

 仁德新東區  主題，每週  1 節，實施  18 週，共18      

節。 

 

授課教師姓名 
  國語文  領域  薛淑元  老師 

  自然    領域  張春桂  老師 

 

設計理念 關係-理解傳統企業與家鄉環境的關係。 

本教育階段 

總綱核心素養 

A2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課程主題名稱 企業之鄉 驅動城市 課程目標 
透過短片介紹來認識家鄉的相關傳統企業，瞭解企業的成長

與轉型，進而關懷家鄉的環境問題並啟發愛鄉情懷。 

可符合之 

領域核心素養 

(或能力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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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融入相關議題 

閱讀素養 

環境教育 

資訊教育 

品德教育 

教學活動 

教學期程 教學與學習活動內容(需敘明教師授課分工) 節數 教材來源 
表現任務 

(評量方式) 

授課師資 
備註 

(申請鐘點費計算) 
授課教師

姓名 

協同教師 

姓名 

採計

節數 

第1-9週 能了解傳統產業的變遷，並透過對傳統產業的

認識，更進一步了解傳統產業轉型的過程。(薛

淑元、張春桂老師) 

9 自編 給予小組不

同的任務，能

和小組成員

薛淑元 張春桂 9  



討論並共同

完成一張海

報。 

第10-18週 透過影片，了解維護環境的重要性，並透過淨

溪活動，了解生態環境的重要。(薛淑元、張

春桂老師) 

9 自編 能實際參與

淨溪活動 

薛淑元 張春桂 9  

◎教學期程請敘明週次起訖，如行列太多或不足，請自行增刪。 

 

臺南市公立仁德區仁德國民小學109學年度第2學期  三  年級校訂課程跨領域協同學習課程計畫 

超學科跨領域 

課程類別 

1.彈性學習課程： 

■統整性主題/專題/議題探究課程                  

□社團活動與技藝課程               

□特殊需求領域課程                       

□其他類課程                

2.領域學習課程： 

■語文(■國語、■英語、□本土語/新住民語) 

□數學         □生活課程  

□社會(□歷史、□地理、□公民) 

■自然科學(□生物、□理化、□地球科學) 

□科技(□資訊科技、□生活科技) 

■藝術(□視覺藝術、□音樂、□表演藝術) 

■綜合活動         □健康與體育 

協同教學節數

說明 

 仁德新東區  主題，每週  1 節，實施  22 週，共22      

節。 

 

授課教師姓名 
  國語文  領域  薛淑元  老師 

  藝術與人文 領域  謝孟儒  老師 

 

設計理念 
改變與穩定-親身參與蝴蝶由卵、蟲、蛹，羽化為蝶的過程，

促進多元感官的發展。 

本教育階段 

總綱核心素養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3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課程主題名稱 彩蝶翩翩舞仁德 課程目標 
透過養蝶的歷程，瞭解蝴蝶的成長變化，以培養生活環境中

的美感，體悟對生命的體認與尊重。 

可符合之 

領域核心素養 

(或能力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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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融入相關議題 

閱讀素養 

環境教育 

資訊教育 

品德教育 



教學活動 

教學期程 教學與學習活動內容(需敘明教師授課分工) 節數 教材來源 
表現任務 

(評量方式) 

授課師資 
備註 

(申請鐘點費計算) 
授課教師

姓名 

協同教師 

姓名 

採計

節數 

第1-11週 能找出校內蝴蝶食草的位置，然後形成蝴蝶食

草地圖。 (薛淑元、謝孟儒老師) 

 

11 自編 畫出學校內

蝴蝶食草地

圖。 

薛淑元 謝孟儒 11  

第12-22週 找出並分辨出特色建築的用途與差異。(薛淑

元、謝孟儒老師) 

11 自編 能製作仁德

特色建築地

圖。 

薛淑元 謝孟儒 11  

 

◎教學期程請敘明週次起訖，如行列太多或不足，請自行增刪。 

 



C6-2校訂跨領域協同課程計畫 

臺南市公立仁德區仁德國民小學109學年度第1學期  四 年級校訂課程跨領域協同學習課程計畫 

超學科跨領域 

課程類別 

1.彈性學習課程： 

■統整性主題/專題/議題探究課程                  

□社團活動與技藝課程               

□特殊需求領域課程                       

□其他類課程                

2.領域學習課程： 

■語文(■國語、■英語、□本土語/新住民語) 

□數學         □生活課程  

■社會(□歷史、□地理、□公民) 

■自然科學(□生物、□理化、□地球科學) 

□科技(■資訊科技、□生活科技) 

□藝術(□視覺藝術、□音樂、□表演藝術) 

□綜合活動         □健康與體育 

協同教學節數

說明 

 仁德新東區  主題，每週  1 節，實施  18 週，共18      

節。 

 

授課教師姓名 
  國語文  領域  黃麒萱  老師 

  英語    領域  張月盈  老師 

 

設計理念 關係-理解傳統企業與家鄉環境的關係。 

本教育階段 

總綱核心素養 

A2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課程主題名稱 古往今來話當年 課程目標 
透過短片介紹來認識家鄉的相關傳統企業，瞭解企業的成長

與轉型，進而關懷家鄉的環境問題並啟發愛鄉情懷。 

可符合之 

領域核心素養 

(或能力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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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融入相關議題 

閱讀素養 

環境教育 

資訊教育 

品德教育 

教學活動 

教學期程 教學與學習活動內容(需敘明教師授課分工) 節數 教材來源 
表現任務 

(評量方式) 

授課師資 
備註 

(申請鐘點費計算) 
授課教師

姓名 

協同教師 

姓名 

採計

節數 

第1-13週 了解仁德的地形、水文的變遷、不同人文特質

匯集聚落建築。(薛淑元老師) 

13 自編 給予小組不

同的任務，能

和小組成員

薛淑元  13  



討論並共同

完成一張海

報。 

第14-18週 透過網路地圖，找出以仁德為中心對外的重要

幹道。 

5 自編 分組繪製仁

德重要幹道

地圖。 

薛淑元  5  

◎教學期程請敘明週次起訖，如行列太多或不足，請自行增刪。 

 

臺南市公立仁德區仁德國民小學109學年度第2學期  四  年級校訂課程跨領域協同學習課程計畫 

超學科跨領域 

課程類別 

1.彈性學習課程： 

■統整性主題/專題/議題探究課程                  

□社團活動與技藝課程               

□特殊需求領域課程                       

□其他類課程                

2.領域學習課程： 

■語文(■國語、■英語、□本土語/新住民語) 

□數學         □生活課程  

□社會(□歷史、□地理、□公民) 

■自然科學(□生物、□理化、□地球科學) 

□科技(□資訊科技、□生活科技) 

■藝術(□視覺藝術、□音樂、□表演藝術) 

■綜合活動         ■健康與體育 

協同教學節數

說明 

 仁德新東區  主題，每週  1 節，實施  22 週，共22      

節。 

 

授課教師姓名 
  國語文  領域  黃麒萱  老師 

  藝術與人文 領域  謝孟儒  老師 

 

設計理念 
改變與穩定-親身參與蝴蝶由卵、蟲、蛹，羽化為蝶的過程，

促進多元感官的發展。 

本教育階段 

總綱核心素養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3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課程主題名稱 蝴蝶與神話  典藏在奇美 課程目標 
透過養蝶的歷程，瞭解蝴蝶的成長變化，以培養生活環境中

的美感，體悟對生命的體認與尊重。 

可符合之 

領域核心素養 

(或能力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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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融入相關議題 

閱讀素養 

環境教育 

資訊教育 

品德教育 



教學活動 

教學期程 教學與學習活動內容(需敘明教師授課分工) 節數 教材來源 
表現任務 

(評量方式) 

授課師資 
備註 

(申請鐘點費計算) 
授課教師

姓名 

協同教師 

姓名 

採計

節數 

第1-11週 經由動手做飼養蝴蝶幼蟲了解完全變態昆蟲

的的生命週期並培養尊重生命及負責任態度。 

(黃麒萱老師) 

 

11 自編 能說出或寫

出飼養過程

中的心情變

化或發現跟

心得想法。 

黃麒萱 謝孟儒 11  

第12-16週 透過飼養蝴蝶的過程，學生利用各種繪圖工具

進行蝴蝶故事創作，完成蝴蝶故事繪本，並進

行分享與布置。 

5 自編 製作蝴蝶故

事繪本 

黃麒萱    

第17-22週 透過影片，了解奇美博物館外圍的特殊造景與

雕塑，並學會欣賞藝術之美。 

6 自編 紙黏土自由

創作雕塑

品。 

黃麒萱 謝孟儒 11  

 

◎教學期程請敘明週次起訖，如行列太多或不足，請自行增刪。 



C6-2校訂跨領域協同課程計畫 

臺南市公立仁德區仁德國民小學109學年度第1學期  五 年級校訂課程跨領域協同學習課程計畫 

超學科跨領域 

課程類別 

1.彈性學習課程： 

■統整性主題/專題/議題探究課程                  

□社團活動與技藝課程               

□特殊需求領域課程                       

□其他類課程                

2.領域學習課程： 

■語文(■國語、■英語、□本土語/新住民語) 

■數學         □生活課程  

■社會(□歷史、□地理、□公民) 

□自然科學(□生物、□理化、□地球科學) 

□科技(■資訊科技、□生活科技) 

□藝術(□視覺藝術、□音樂、□表演藝術) 

■綜合活動         □健康與體育 

協同教學節數

說明 

 仁德新東區  主題，每週  1 節，實施  18 週，共18      

節。 

 

授課教師姓名 
  國語文  領域  王浟琪  老師 

  資訊    領域  林家鴻  老師 

 

設計理念 

學生生活在仁德，但卻只認識自己生活圈中的仁德，見樹不

見林，希望透過活動讓學生可以認識全方面的仁德─自己的

家鄉，愛自己的家鄉並產生認同感，未來再將自己的家鄉推

銷出去給世界各地的人。 

本教育階段 

總綱核心素養 

A2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A3規劃執行與創新應變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課程主題名稱 仁德散策 課程目標 

1.了解仁德─自己的家鄉，達成知鄉、親鄉、愛鄉的目標。 

2.具備本土關懷和國際視野。 

3.能主動覺察並解決問題。 

可符合之 

領域核心素養 

(或能力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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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融入相關議題 

戶外教育 

資訊教育 

 

教學活動 

教學期程 教學與學習活動內容(需敘明教師授課分工) 節數 教材來源 
表現任務 

(評量方式) 

授課師資 
備註 

(申請鐘點費計算) 
授課教師

姓名 

協同教師 

姓名 

採計

節數 



第1-6週 從網路中查詢經過仁德的公車、火車、飛機還

有高鐵的路線、班次，學習訂購交通票券及取

票方法。(王浟琪、林家鴻老師) 

6 自編 能夠說出各

種交通工具

的差異，與其

所適用之

處。 

王浟琪 林家鴻 6  

第7-12週 實際體驗輕旅行的規畫後，將在旅行中所見、

所聞、所拍攝的照片來設計一份行銷仁德的摺

頁文宣品。(王浟琪、林家鴻老師) 

6 自編 宣傳摺頁設

計與製作。 

王浟琪 林家鴻 6  

第13-18週 「仁德的美麗與哀愁」主要是要讓學生正視到

現今仁德所面臨的困境和難題，思考解決之

策，並用實際行動來展現愛鄉、愛土地的人文

情懷。(王浟琪、林家鴻老師) 

6 自編 給市長的一

封信。 

王浟琪 林家鴻 6  

◎教學期程請敘明週次起訖，如行列太多或不足，請自行增刪。 

 

臺南市公立仁德區仁德國民小學109學年度第2學期  五  年級校訂課程跨領域協同學習課程計畫 

超學科跨領域 

課程類別 

1.彈性學習課程： 

■統整性主題/專題/議題探究課程                  

□社團活動與技藝課程               

□特殊需求領域課程                       

□其他類課程                

2.領域學習課程： 

■語文(■國語、■英語、□本土語/新住民語) 

□數學         □生活課程  

■社會(□歷史、□地理、□公民) 

■自然科學(□生物、□理化、□地球科學) 

■科技(□資訊科技、□生活科技) 

■藝術(□視覺藝術、□音樂、□表演藝術) 

■綜合活動         □健康與體育 

協同教學節數

說明 

 仁德新東區  主題，每週  1 節，實施  22 週，共22      

節。 

 

授課教師姓名 
  國語文  領域  王浟琪  老師 

  綜合  領域  黃秀瑋  老師 

 

設計理念 

課程主題為「自主探索 體驗學習之全人實踐」，對仁德在地

生活情境解析所得出之「生命」、「生活」、「生態」等三環主

軸，依循著杜威「生活即教育」，「社會即學校」。 

本教育階段 

總綱核心素養 

B3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課程主題名稱 仁德藝想，彩蝶生活 課程目標 

具備問題理解、思辨分析、推理批判的系統思考與後設思考

素養，理解及使用語言、文字、數理、肢體及藝術等各種符

號進行表達並善用科技、資訊與各類媒體之能力。透過國語

文學習，掌握要旨、發展學習及解決問題策略、初探邏輯思

維。 

可符合之 

領域核心素養 

(或能力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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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C1具備個人生活道德的知識與是非判斷的能力，理

解並遵守社會道德規範，培養公民意識關懷生態環

境。 

融入相關議題 

多元文化教育 

環境教育 

科技教育 

品德教育 

生命教育 

教學活動 

教學期程 教學與學習活動內容(需敘明教師授課分工) 節數 教材來源 
表現任務 

(評量方式) 

授課師資 
備註 

(申請鐘點費計算) 
授課教師

姓名 

協同教師 

姓名 

採計

節數 

第1-8週 經由人遷徙類化到大自然動物也有規律的流

動路線，來認識仁德區自然,人文發展的歷史

沿革。 (王浟琪、黃秀瑋老師) 

 

8 自編 同學分組使

用行動載

具，共同使用

海報軟體製

作出動物與

人不同的遷

徙原因與方

法，進行比較

與分析差

異。 

王浟琪 黃秀瑋 8  

第9-15週 從瞭解手工書內容的重要性，進而能發揮創

意，完整製作「我的仁德小書」。(王浟琪、黃

秀瑋老師) 

7 自編 製作「我的仁

德小書」 

王浟琪 黃秀瑋 7  

第16-22週 實際探訪仁德在地家具觀光工廠,體驗傳統工

藝與現代設計美的元素不同呈現。(王浟琪、

7 自編 設計一個木

作生活小

王浟琪 黃秀瑋 7  



黃秀瑋老師) 物。 

 

◎教學期程請敘明週次起訖，如行列太多或不足，請自行增刪。 



C6-2校訂跨領域協同課程計畫 

臺南市公立仁德區仁德國民小學109學年度第1學期  六 年級校訂課程跨領域協同學習課程計畫 

超學科跨領域 

課程類別 

1.彈性學習課程： 

■統整性主題/專題/議題探究課程                  

□社團活動與技藝課程               

□特殊需求領域課程                       

□其他類課程                

2.領域學習課程： 

■語文(■國語、■英語、□本土語/新住民語) 

□數學         □生活課程  

■社會(□歷史、□地理、□公民) 

■自然科學(□生物、□理化、□地球科學) 

■科技(□資訊科技、□生活科技) 

□藝術(□視覺藝術、□音樂、□表演藝術) 

■綜合活動         □健康與體育 

協同教學節數

說明 

 仁德新東區  主題，每週  1 節，實施  18 週，共18      

節。 

 

授課教師姓名 
  國語文  領域  李依芬  老師 

  資訊    領域  陳承謙  老師 

 

設計理念 
透過研究主題訂定、資料蒐集、資料整理、與成果發表的專

題研究課程，培養學生具備獨立、自由研究的能力。 

本教育階段 

總綱核心素養 

A2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課程主題名稱 專研仁德我最行（一） 課程目標 

在科學或人文領域中，能夠就一個主題多方面構思可能的研

究題目，並且有能力篩檢出可行的題目。同時具備蒐集、檢

索資料的能力。 

可符合之 

領域核心素養 

(或能力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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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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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 具備理解他人感受，樂於與人互動，並與團隊

成員合作之素養。 

融入相關議題 

防災教育 

資訊教育 

環境教育 

閱讀素養 

教學活動 

教學期程 教學與學習活動內容(需敘明教師授課分工) 節數 教材來源 
表現任務 

(評量方式) 

授課師資 
備註 

(申請鐘點費計算) 
授課教師

姓名 

協同教師 

姓名 

採計

節數 

第1-10週 認識專題研究四大步驟   1.主題訂定 2.資料

蒐集 3.資料整理 4.成果發表。(李依芬、陳承

10 自編 完成學習

單。 

李依芬 陳承謙 10  



謙老師) 

第11-18週 學生能訂立最合適的研究題目與主題，並利用

資訊、訪談、調查、實察等相關方式獲取所需

資料。(李依芬、陳承謙老師) 

8 自編 分組討論，發

表主題內

容，並能收集

相關資料並

整理成重

點。 

李依芬 陳承謙 8  

◎教學期程請敘明週次起訖，如行列太多或不足，請自行增刪。 

 

 

臺南市公立仁德區仁德國民小學109學年度第2學期  六  年級校訂課程跨領域協同學習課程計畫 

超學科跨領域 

課程類別 

1.彈性學習課程： 

■統整性主題/專題/議題探究課程                  

□社團活動與技藝課程               

□特殊需求領域課程                       

□其他類課程                

2.領域學習課程： 

■語文(■國語、■英語、□本土語/新住民語) 

□數學         □生活課程  

■社會(□歷史、□地理、□公民) 

■自然科學(□生物、□理化、□地球科學) 

■科技(□資訊科技、□生活科技) 

□藝術(□視覺藝術、□音樂、□表演藝術) 

■綜合活動         □健康與體育 

協同教學節數

說明 

 仁德新東區  主題，每週  1 節，實施  22 週，共22      

節。 

 

授課教師姓名 
  國語文  領域  李依芬  老師 

  社會 領域  黃美女  老師 

 

設計理念 

課程主題為「自主探索 體驗學習之全人實踐」，對仁德在地

生活情境解析所得出之「生命」、「生活」、「生態」等三環主

軸，依循著杜威「生活即教育」，「社會即學校」。 

本教育階段 

總綱核心素養 

A2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課程主題名稱 專研仁德我最行（二） 課程目標 
讓學生透過專案研究的學習歷程能有系統的思考與解決問

題。 

可符合之 

領域核心素養 

(或能力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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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 具備科技與資訊應用的基本素養，並理解各類

融入相關議題 

閱讀素養 

防災教育 

科技教育 



媒體內容的意義與影響。 

E-C2 具備理解他人感受，樂於與人互動，並與團隊

成員合作之素養。 

環境教育 

 

教學活動 

教學期程 教學與學習活動內容(需敘明教師授課分工) 節數 教材來源 
表現任務 

(評量方式) 

授課師資 
備註 

(申請鐘點費計算) 
授課教師

姓名 

協同教師 

姓名 

採計

節數 

第1-10週 將相關收集資料以表格、圖表等方式做有系統

的呈現。 (李依芬、黃美女老師) 

 

10 自編 能產出有系

統的研究資

料。 

李依芬 黃美女 10  

第11-22週 能將分類好的資料歸納整理出書面報告，並能

有條理的陳述研究內容。(李依芬、黃美女老

師) 

12 自編 產出書面專

題報告，並口

頭發表。 

李依芬 黃美女 12  

 

◎教學期程請敘明週次起訖，如行列太多或不足，請自行增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