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5-1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新課綱版) 

臺南市公立關廟區深坑國民小學 109學年度第 1學期 二年級  生活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普通班/□特教班) 

教材版本 南一版 
實施年級 

(班級/組別) 
二年級 教學節數 每週(6)節，本學期共( 122 )節 

課程目標 

1. 能認識生活中常聽到的聲音與符號訊息，了解它們在生活中的功用，並運用所學改善學校的活動，使學習更便利。 

2. 從磁鐵的一連串探索活動中，發現磁鐵在生活中的便利性，再應用所學動手做一個玩具。 

3. 以「樹」為題材，從五官探索樹，並認識樹之後，產生親近的心情，用唱歌等活動實際親近樹，進而產生愛樹的情懷，尊重生命、珍愛自然。 

4. 引導學童運用五官觀察風的特性，察覺它會因為某些變因改變而發生變化，培養對事物的好奇心及探索能力；也近一步認識它對日常生活的重要及

影響。 

5. 透過對風的了解，製作可以應用風的特性來玩的的遊戲或玩具，和風成為好朋友。 

6. 藉由教室中的回收紙所進行初步的遊戲，展開對紙品的探索，學習認識生活中各種紙品的性質與用途。 

7. 透過各種動手操作的過程，對紙品進行多面向的學習，並將學習所得運用出來。 

8. 透過發現天氣變冷後大家的穿著不同、對氣溫感覺也不一樣，進而了解天冷時大家的感受不同。 

9. 經由進入冬天校園觀察天冷時校園場景的變化，感受天氣及室內外的體感溫度的差異。 

10. 藉由對氣溫變化的感受，討論在這樣氣候下，家人、同學等通常會做什麼事，進而透過關注在不同氣候時會經歷的事情，發現自己因冬天來臨外

部環境的變化所做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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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暴力防治教育】 

性 E7 認識家庭暴力及其求助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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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週 

08/30-09/05 
08/31(一)開學日 

主題一、生活中的聲音和

符號 

單元 1常聽到的聲音訊

息 

6 

生活-E-A2學習各種探究人、

事、物的方法並理解探究後所

獲得的道理，增進系統思考與

解決問題的能力。 

生活-E-A3藉由各種媒介，探

索人、事、物的特性與關係，

同時學習各種探究人、事、物

的方法、理解道理，並能進行

創作、分享及實踐。 

生活-E-B1使用適切且多元的

表徵符號，表達自己的想法、

與人溝通，並能同理與尊重他

人想法。 

生活-E-C2覺察自己的情緒與

行為表現可能對他人和環境

有所影響，用合宜的方式與人

友善互動，願意共同完成工作

任務，展現尊重、溝通以及合

作的技巧。 

3-I-1願意參與各種

學習活動，表現好奇

與求知探究之心。 

3-I-3體會學習的樂

趣和成就感主動學習

新的事物。 

6-I-3 覺察生活中的

規範與禮儀，探究其

意義，並願意遵守。 

C-I-1 事物特性與

現象的探究。 

觀察評量 

口頭評量 

行為檢核 

態度評量 

習作評量 

【家庭暴力防治

教育】 

性 E7 

第 2週 

09/06-09/12 

主題一、生活中的聲音和

符號 

單元 2常看到的符號訊

息 

6 

生活-E-A2學習各種探究人、

事、物的方法並理解探究後所

獲得的道理，增進系統思考與

解決問題的能力。 

生活-E-A3藉由各種媒介，探

索人、事、物的特性與關係，

同時學習各種探究人、事、物

2-I-1 以感官和知覺

探索生活中的人、

事、物，覺察事物及

環境的特性。 

C-I-1事物特性與

現象的探究。 

C-I-2媒材特性與

符號表徵的使用。 

C-I-5 知識與方法

的運用、組合與創

新。 

觀察評量 

口頭評量 

行為檢核 

態度評量 

習作評量 

【家庭暴力防治

教育】 

性 E7 



C5-1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新課綱版) 

的方法、理解道理，並能進行

創作、分享及實踐。 

生活-E-B1使用適切且多元的

表徵符號，表達自己的想法、

與人溝通，並能同理與尊重他

人想法。 

生活-E-C2覺察自己的情緒與

行為表現可能對他人和環境

有所影響，用合宜的方式與人

友善互動，願意共同完成工作

任務，展現尊重、溝通以及合

作的技巧。 

第 3週 

09/13-09/19 

主題一、生活中的聲音和

符號 

單元 2常看到的符號訊

息 

6 

生活-E-A2學習各種探究人、

事、物的方法並理解探究後所

獲得的道理，增進系統思考與

解決問題的能力。 

生活-E-A3藉由各種媒介，探

索人、事、物的特性與關係，

同時學習各種探究人、事、物

的方法、理解道理，並能進行

創作、分享及實踐。 

生活-E-B1使用適切且多元的

表徵符號，表達自己的想法、

與人溝通，並能同理與尊重他

人想法。 

生活-E-C2覺察自己的情緒與

行為表現可能對他人和環境

有所影響，用合宜的方式與人

2-I-1 以感官和知覺

探索生活中的人、

事、物，覺察事物及

環境的特性。 

C-I-1事物特性與

現象的探究。 

C-I-3 探究生活事

物的方法與技

能。 

觀察評量 

口頭評量 

行為檢核 

態度評量 

習作評量 

【家庭暴力防治

教育】 

性 E7 



C5-1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新課綱版) 

友善互動，願意共同完成工作

任務，展現尊重、溝通以及合

作的技巧。 

第 4週 

09/20-09/26 
09/26(六)補 10/02 

(五)彈性放假課程 

主題一、生活中的聲音和

符號 

單元 3多用途的聲音和

符號 

6 

生活-E-A2學習各種探究人、

事、物的方法並理解探究後所

獲得的道理，增進系統思考與

解決問題的能力。 

生活-E-A3藉由各種媒介，探

索人、事、物的特性與關係，

同時學習各種探究人、事、物

的方法、理解道理，並能進行

創作、分享及實踐。 

生活-E-B1使用適切且多元的

表徵符號，表達自己的想法、

與人溝通，並能同理與尊重他

人想法。 

生活-E-C2覺察自己的情緒與

行為表現可能對他人和環境

有所影響，用合宜的方式與人

友善互動，願意共同完成工作

任務，展現尊重、溝通以及合

作的技巧。 

2-I-1以感官和知覺

探索生活中的人、

事、物，覺察事物及

環境的特性。 

4-I-2使用不同的表

徵符號進行表現與分

享，感受創作的樂趣。 

7-I-1 以對方能理解

的語彙或方式，表達

對人、事、物的觀察

與意見。 

B-I-2 社會環境之

美的體認。 

C-I-1 事物特性與

現象的探究。 

F-I-1 工作任務理

解與工作目標設定

的練習。 

觀察評量 

口頭評量 

行為檢核 

態度評量 

習作評量 

 

第 5週 

09/27-10/03 

10/01(四)中秋節 

10/2(五)彈性放假 

主題二、吸住了 

單元 1什麼吸得住 
4 

生活-E-A2學習各種探究人、

事、物的方法並理解探究後所

獲得的道理，增進系統思考與

解決問題的能力。 

生活-E-A3藉由各種媒介，探

索人、事、物的特性與關係，

2-I-1以感官和知覺

探索生活中的人、

事、物，覺察事物及

環境的特性。 

2-I-4在發現及解決

問題的歷程中，學習

A-I-2事物變化現

象的觀察。 

C-I-1事物特性與

現象的探究。 

F-I-2 不同解決問

題方法或策略的提

觀察評量 

口頭評量 

行為檢核 

態度評量 

習作評量 

 



C5-1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新課綱版) 

同時學習各種探究人、事、物

的方法、理解道理，並能進行

創作、分享及實踐。 

生活-E-B1使用適切且多元的

表徵符號，表達自己的想法、

與人溝通，並能同理與尊重他

人想法。 

生活-E-B2運用生活中隨手可

得的媒材與工具，透過各種探

究事物的方法及技能，對訊息

做適切的處理。 

生活-E-C2覺察自己的情緒與

行為表現可能對他人和環境

有所影響，用合宜的方式與人

友善互動，願意共同完成工作

任務，展現尊重、溝通以及合

作的技巧。 

探索與探究人、事、

物的方法。 

3-I-1願意參與各種

學習活動，表現好奇

與求知探究之心。 

4-I-2 使用不同的表

徵符號進行表現與分

享，感受創作的樂趣。 

出與嘗試。 

第 6週 

10/04-10/10 

10/9(五)彈性放假 

10/10(六)國慶日 

主題二、吸住了 

單元 1什麼吸得住 
6 

生活-E-A2學習各種探究人、

事、物的方法並理解探究後所

獲得的道理，增進系統思考與

解決問題的能力。 

生活-E-A3藉由各種媒介，探

索人、事、物的特性與關係，

同時學習各種探究人、事、物

的方法、理解道理，並能進行

創作、分享及實踐。 

生活-E-B1使用適切且多元的

表徵符號，表達自己的想法、

2-I-4在發現及解決

問題的歷程中，學習

探索與探究人、事、

物的方法。 

4-I-2 使用不同的表

徵符號進行表現與分

享，感受創作的樂趣。 

C-I-1 事物特性與

現象的探究。 

D-I-3 聆聽與回應

的表現。 

觀察評量 

口頭評量 

行為檢核 

態度評量 

習作評量 

 



C5-1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新課綱版) 

與人溝通，並能同理與尊重他

人想法。 

生活-E-B2運用生活中隨手可

得的媒材與工具，透過各種探

究事物的方法及技能，對訊息

做適切的處理。 

生活-E-C2覺察自己的情緒與

行為表現可能對他人和環境

有所影響，用合宜的方式與人

友善互動，願意共同完成工作

任務，展現尊重、溝通以及合

作的技巧。 

第 7週 

10/11-10/17 

主題二、吸住了 

單元 2吸住了真有用 
6 

生活-E-A2學習各種探究人、

事、物的方法並理解探究後所

獲得的道理，增進系統思考與

解決問題的能力。 

生活-E-A3藉由各種媒介，探

索人、事、物的特性與關係，

同時學習各種探究人、事、物

的方法、理解道理，並能進行

創作、分享及實踐。 

生活-E-B1使用適切且多元的

表徵符號，表達自己的想法、

與人溝通，並能同理與尊重他

人想法。 

生活-E-B2運用生活中隨手可

得的媒材與工具，透過各種探

究事物的方法及技能，對訊息

2-I-1 以感官和知覺

探索生活中的人、

事、物，覺察事物及

環境的特性。 

2-I-5 運用各種探究

事物的方法及技能，

對訊息做適切的處

理，並養成動手做的

習慣。 

2-I-6 透過探索與探

究人、事、物的歷程，

了解其中的道理。 

3-I-2 體驗探究事理

有各種方法並且樂於

應用。 

C-I-1 事物特性與

現象的探究。 

觀察評量 

口頭評量 

行為檢核 

態度評量 

習作評量 

 



C5-1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新課綱版) 

做適切的處理。 

生活-E-C2覺察自己的情緒與

行為表現可能對他人和環境

有所影響，用合宜的方式與人

友善互動，願意共同完成工作

任務，展現尊重、溝通以及合

作的技巧。 

第 8週 

10/18-10/24 

主題三、大樹 

單元 1認識樹朋友 
6 

生活-E-A2學習各種探究人、

事、物的方法並理解探究後所

獲得的道理，增進系統思考與

解決問題的能力。 

生活-E-A3藉由各種媒介，探

索人、事、物的特性與關係，

同時學習各種探究人、事、物

的方法、理解道理，並能進行

創作、分享及實踐。 

生活-E-B1使用適切且多元的

表徵符號，表達自己的想法、

與人溝通，並能同理與尊重他

人想法。 

生活-E-C1覺察自己、他人和

環境的關係，體會生活禮儀與

團體規範的意義，學習尊重他

人、愛護生活環境及關懷生

命，並於生活中實踐，同時能

省思自己在團體中所應扮演

的角色，在能力所及或與他人

合作的情況下，為改善事情而

2-I-1以感官和知覺

探索生活中的人、

事、物，覺察事物及

環境的特性。 

3-I-1 願意參與各種

學習活動，表現好奇

與求知探究之心。 

A-I-1生命成長現

象的認識。 

B-I-1自然環境之

美的感受。 

C-I-1事物的特性

與現象的探索。 

C-I-3 探究生活事

物的方法與技能。 

觀察評量 

口頭評量 

行為檢核 

態度評量 

習作評量 

 



C5-1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新課綱版) 

努力或採取改進行動。 

生活-E-C2覺察自己的情緒與

行為表現可能對他人和環境

有所影響，用合宜的方式與人

友善互動，願意共同完成工作

任務，展現尊重、溝通以及合

作的技巧。 

第 9週 

10/25-10/31 

主題三、大樹 

單元 2親近樹朋友 
6 

生活-E-A2學習各種探究人、

事、物的方法並理解探究後所

獲得的道理，增進系統思考與

解決問題的能力。 

生活-E-A3藉由各種媒介，探

索人、事、物的特性與關係，

同時學習各種探究人、事、物

的方法、理解道理，並能進行

創作、分享及實踐。 

生活-E-B1使用適切且多元的

表徵符號，表達自己的想法、

與人溝通，並能同理與尊重他

人想法。 

生活-E-C1覺察自己、他人和

環境的關係，體會生活禮儀與

團體規範的意義，學習尊重他

人、愛護生活環境及關懷生

命，並於生活中實踐，同時能

省思自己在團體中所應扮演

的角色，在能力所及或與他人

合作的情況下，為改善事情而

4-I-3運用各種表現

與創造的方法與形

式，美化生活、增加

生活的趣味。 

6-I-4關懷生活中的

人、事、物願意提供

協助與服務。 

7-I-3 覺知他人的感

受，體會他人的立場

及學習體諒他人並尊

重和自己不同觀點的

意見。 

C-I-2 媒材特性與

符號表徵的使用。 

D-I-1 自我與他人

關係的認識。 

F-I-2 不同解決問

題方法或策略的提

出與嘗試。 

觀察評量 

口頭評量 

行為檢核 

態度評量 

習作評量 

 



C5-1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新課綱版) 

努力或採取改進行動。 

生活-E-C2覺察自己的情緒與

行為表現可能對他人和環境

有所影響，用合宜的方式與人

友善互動，願意共同完成工作

任務，展現尊重、溝通以及合

作的技巧。 

第 10週 

11/01-11/07 
第一次學習評量

11/03(二)-11/04(三) 

主題三、大樹 

單元 3愛護樹朋友 
6 

生活-E-A2學習各種探究人、

事、物的方法並理解探究後所

獲得的道理，增進系統思考與

解決問題的能力。 

生活-E-A3藉由各種媒介，探

索人、事、物的特性與關係，

同時學習各種探究人、事、物

的方法、理解道理，並能進行

創作、分享及實踐。 

生活-E-B1使用適切且多元的

表徵符號，表達自己的想法、

與人溝通，並能同理與尊重他

人想法。 

生活-E-C1覺察自己、他人和

環境的關係，體會生活禮儀與

團體規範的意義，學習尊重他

人、愛護生活環境及關懷生

命，並於生活中實踐，同時能

省思自己在團體中所應扮演

的角色，在能力所及或與他人

合作的情況下，為改善事情而

6-I-4關懷生活中的

人、事、物願意提供

協助與服務。 

6-I-5 覺察人與環境

的依存關係進而珍惜

資源，愛護環境尊重

生命。 

E-I-4 感謝的表達

與服務工作的實

踐。 

F-I-2 不同解決問

題方法或策略的提

出與嘗試。 

F-I-4 對自己做事

方法或策略的省思

與改善。 

觀察評量 

口頭評量 

行為檢核 

態度評量 

習作評量 

 



C5-1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新課綱版) 

努力或採取改進行動。 

生活-E-C2覺察自己的情緒與

行為表現可能對他人和環境

有所影響，用合宜的方式與人

友善互動，願意共同完成工作

任務，展現尊重、溝通以及合

作的技巧。 

第 11週 

11/08-11/14 

主題四、和風做朋友 

單元 1風兒在哪裡 
6 

生活-E-A1透過自己與外界的

連結，產生自我感知並能對自

己有正向的看法，進而愛惜自

己，同時透過對生活事物的探

索與探究，體會與感受學習的

樂趣，並能主動發現問題及解

決問題，持續學習。 

生活-E-A2學習各種探究人、

事、物的方法並理解探究後所

獲得的道理，增進系統思考與

解決問題的能力。 

生活-E-A3藉由各種媒介，探

索人、事、物的特性與關係，

同時學習各種探究人、事、物

的方法、理解道理，並能進行

創作、分享及實踐。 

生活-E-B2運用生活中隨手可

得的媒材與工具，透過各種探

究事物的方法及技能，對訊息

做適切的處理。 

2-I-2觀察生活中

人、事、物的變化，

覺知變化的可能因

素。 

2-I-4在發現及解決

問題的歷程中，學習

探索與探究人、事、

物的方法。 

2-I-5運用各種探究

事物的方法及技能，

對訊息做適切的處

理，並養成動手做的

習慣。 

2-I-6透過探索與探

究人、事、物的歷程，

了解其中的道理。 

4-I-2 使用不同的表

徵符號進行表現與分

享，感受創作的樂趣。 

A-I-2事物變化現

象的觀察。 

C-I-1事物特性與

現象的探究。 

C-I-2媒材特性與

符號表徵的使用。 

C-I-3探究生活事

物的方法與技能。 

C-I-4 事理的應用

與實踐。 

觀察評量 

口頭評量 

行為檢核 

態度評量 

習作評量 

 

第 12週 主題四、和風做朋友 6 生活-E-A1透過自己與外界的 2-I-1以感官和知覺 A-I-2事物變化現 觀察評量  



C5-1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新課綱版) 

11/15-11/21 單元 2風兒真奇妙 連結，產生自我感知並能對自

己有正向的看法，進而愛惜自

己，同時透過對生活事物的探

索與探究，體會與感受學習的

樂趣，並能主動發現問題及解

決問題，持續學習。 

生活-E-A2學習各種探究人、

事、物的方法並理解探究後所

獲得的道理，增進系統思考與

解決問題的能力。 

生活-E-A3藉由各種媒介，探

索人、事、物的特性與關係，

同時學習各種探究人、事、物

的方法、理解道理，並能進行

創作、分享及實踐。 

生活-E-B2運用生活中隨手可

得的媒材與工具，透過各種探

究事物的方法及技能，對訊息

做適切的處理。 

探索生活中的人、

事、物，覺察事物及

環境的特性。 

2-I-2觀察生活中

人、事、物的變化，

覺知變化的可能因

素。 

2-I-3探索生活中的

人、事、物並體會彼

此之間會相互影響。 

2-I-4在發現及解決

問題的歷程中，學習

探索與探究人、事、

物的方法。 

2-I-5運用各種探究

事物的方法及技能，

對訊息做適切的處

理，並養成動手做的

習慣。 

4-I-1 利用各種生活

的媒介與素材進行表

現與創作，喚起豐富

的想像力。 

象的觀察。 

C-I-1事物特性與

現象的探究。 

C-I-2媒材特性與

符號表徵的使用。 

C-I-3探究生活事

物的方法與技能。 

C-I-4事理的應用

與實踐。 

C-I-5知識與方法

的運用、組合與創

新。 

F-I-2 不同解決問

題方法或策略的提

出與嘗試。 

口頭評量 

行為檢核 

態度評量 

習作評量 

第 13週 

11/22-11/28 

主題四、和風做朋友 

單元 3和風一起玩 
6 

生活-E-A1透過自己與外界的

連結，產生自我感知並能對自

己有正向的看法，進而愛惜自

己，同時透過對生活事物的探

索與探究，體會與感受學習的

2-I-4在發現及解決

問題的歷程中，學習

探索與探究人、事、

物的方法。 

2-I-5運用各種探究

A-I-3 自我省思。 

C-I-2 媒材特性與

符號表徵的使用。 

C-I-4 事理的應用

與實踐。 

觀察評量 

口頭評量 

行為檢核 

態度評量 

習作評量 

 



C5-1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新課綱版) 

樂趣，並能主動發現問題及解

決問題，持續學習。 

生活-E-A2學習各種探究人、

事、物的方法並理解探究後所

獲得的道理，增進系統思考與

解決問題的能力。 

生活-E-A3藉由各種媒介，探

索人、事、物的特性與關係，

同時學習各種探究人、事、物

的方法、理解道理，並能進行

創作、分享及實踐。 

生活-E-B2運用生活中隨手可

得的媒材與工具，透過各種探

究事物的方法及技能，對訊息

做適切的處理。 

事物的方法及技能，

對訊息做適切的處

理，並養成動手做的

習慣。 

3-I-1願意參與各種

學習活動，表現好奇

與求知探究之心。 

3-I-3體會學習的樂

趣和成就感主動學習

新的事物。 

7-I-4 能為共同的目

標訂定規則或方法，

一起工作並完成任

務。 

C-I-5 知識與方法

的運用、組合與創

新。 

D-I-4 共同工作並

相互協助。 

第 14週 

11/29-12/05 

主題五、神奇的紙 

單元 1來玩回收紙 
6 

生活-E-A2學習各種探究人、

事、物的方法並理解探究後所

獲得的道理，增進系統思考與

解決問題的能力。 

生活-E-A3藉由各種媒介，探

索人、事、物的特性與關係，

同時學習各種探究人、事、物

的方法、理解道理，並能進行

創作、分享及實踐。 

生活-E-B1使用適切且多元的

表徵符號，表達自己的想法、

與人溝通，並能同理與尊重他

人想法。 

2-I-1 以感官和知覺

探索生活中的人、

事、物，覺察事物及

環境的特性。 

2-I-4 在發現及解決

問題的歷程中，學習

探索與探究人、事、

物的方法。 

4-I-1 利用各種生活

的媒介與素材進行表

現與創作，喚起豐富

的想像力。 

C-I-1 事物特性與

現象的探究。 

C-I-2 媒材特性與

符號表徵的使用。 

D-I-3 聆聽與回應

的表現。 

F-I-2 不同解決問

題方法或策略的提

出與嘗試。 

F-I-4 對自己做事

方法或策略的省思

與改善。 

觀察評量 

口頭評量 

行為檢核 

態度評量 

習作評量 

 



C5-1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新課綱版) 

生活-E-B3感受與體會生活中

人、事、物的真、善與美，欣

賞生活中美的多元形式與表

現，在創作中覺察美的元素，

逐漸發展美的敏覺。 

第 15週 

12/06-12/12 

主題五、神奇的紙 

單元 1來玩回收紙 
6 

生活-E-A2學習各種探究人、

事、物的方法並理解探究後所

獲得的道理，增進系統思考與

解決問題的能力。 

生活-E-A3藉由各種媒介，探

索人、事、物的特性與關係，

同時學習各種探究人、事、物

的方法、理解道理，並能進行

創作、分享及實踐。 

生活-E-B1使用適切且多元的

表徵符號，表達自己的想法、

與人溝通，並能同理與尊重他

人想法。 

生活-E-B3感受與體會生活中

人、事、物的真、善與美，欣

賞生活中美的多元形式與表

現，在創作中覺察美的元素，

逐漸發展美的敏覺。 

3-I-3 體會學習的樂

趣和成就感，主動學

習新事物。 

4-I-2 使用不同的表

徵符號進行表現與分

享，感受創作的樂趣。 

5-I-1 覺知生活中

人、事、物的豐富面

貌，建立初步的美感

經驗。 

B-I-2 社會環境之

美的體認。 

C-I-2 媒材特性與

符號表徵的使用。 

C-I-4 事理的應用

與實踐。 

觀察評量 

口頭評量 

行為檢核 

態度評量 

習作評量 

 

第 16週 

12/13-12/19 

主題五、神奇的紙 

單元 2生活中的紙 
6 

生活-E-A2學習各種探究人、

事、物的方法並理解探究後所

獲得的道理，增進系統思考與

解決問題的能力。 

生活-E-A3藉由各種媒介，探

2-I-1 以感官和知覺

探索生活中的人、

事、物，覺察事物及

環境的特性。 

2-I-3 探索生活中的

B-I-3 環境的探索

與愛護。 

C-I-1 事物特性與

現象的探究。 

觀察評量 

口頭評量 

行為檢核 

態度評量 

習作評量 

 



C5-1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新課綱版) 

索人、事、物的特性與關係，

同時學習各種探究人、事、物

的方法、理解道理，並能進行

創作、分享及實踐。 

生活-E-B1使用適切且多元的

表徵符號，表達自己的想法、

與人溝通，並能同理與尊重他

人想法。 

生活-E-B3感受與體會生活中

人、事、物的真、善與美，欣

賞生活中美的多元形式與表

現，在創作中覺察美的元素，

逐漸發展美的敏覺。 

人、事、物並體會彼

此之間會相互影響。 

6-I-1 覺察自己可能

對生活中的人、事、

物產生影響，學習調

整情緒與行為。 

6-I-5 覺察人與環境

的依存關係進而珍惜

資源，愛護環境尊重

生命。 

第 17週 

12/20-12/26 

主題六、冬天 

單元 1冷冷的天氣 
6 

生活-E-A1透過自己與外界的

連結，產生自我感知並能對自

己有正向的看法，進而愛惜自

己，同時透過對生活事物的探

索與探究，體會與感受學習的

樂趣，並能主動發現問題及解

決問題，持續學習。 

生活-E-A2學習各種探究人、

事、物的方法並理解探究後所

獲得的道理，增進系統思考與

解決問題的能力。 

生活-E-A3藉由各種媒介，探

索人、事、物的特性與關係，

同時學習各種探究人、事、物

的方法、理解道理，並能進行

1-I-3 省思自我成長

的歷程，體會其意義

並知道自己進步的情

境與努力的方向。 

2-I-2 觀察生活中

人、事、物的變化，

覺知變化的可能因

素。 

2-I-3 探索生活中的

人、事、物並體會彼

此之間會相互影響。 

2-I-5 運用各種探究

事物的方法及技能，

對訊息做適切的處

理，並達成動手做的

A-I-2 事物變化現

象的觀察。 

C-I-3 探究生活事

物的方法與技能。 

D-I-4 共同工作並

相互協助。 

F-I-2 不同解決問

題方法或策略的提

出與嘗試。 

觀察評量 

口頭評量 

行為檢核 

態度評量 

習作評量 

 



C5-1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新課綱版) 

創作、分享及實踐。 

生活-E-C1覺察自己、他人和

環境的關係，體會生活禮儀與

團體規範的意義，學習尊重他

人、愛護生活環境及關懷生

命，並於生活中實踐，同時能

省思自己在團體中所應扮演

的角色，在能力所及或與他人

合作的情況下，為改善事情而

努力或採取改進行動。 

生活-E-C2覺察自己的情緒與

行為表現可能對他人和環境

有所影響，用合宜的方式與人

友善互動，願意共同完成工作

任務，展現尊重、溝通以及合

作的技巧。 

習慣。 

3-I-1 願意參與各種

學習活動，表現好奇

或求知探究之心。 

5-I-2 在生活環境

中，察覺美的存在。 

7-I-1 以對方能理解

的語彙或方式，表達

對人、事、物的觀察

與意見。 

7-I-4 能為共同的目

標訂定規則或方法，

一起工作並完成任

務。 

第 18週 

12/27-01/02 
01/01(五)元旦 

主題六、冬天 

單元 2預防天冷好方法 
6 

生活-E-A1透過自己與外界的

連結，產生自我感知並能對自

己有正向的看法，進而愛惜自

己，同時透過對生活事物的探

索與探究，體會與感受學習的

樂趣，並能主動發現問題及解

決問題，持續學習。 

生活-E-A2學習各種探究人、

事、物的方法並理解探究後所

獲得的道理，增進系統思考與

解決問題的能力。 

生活-E-A3藉由各種媒介，探

2-I-4 在發現及解決

問題的歷程中，學習

探索與探究人、事、

物的方法。 

F-I-2 不同解決問

題方法或策略的提

出與嘗試。 

觀察評量 

口頭評量 

行為檢核 

態度評量 

習作評量 

 



C5-1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新課綱版) 

索人、事、物的特性與關係，

同時學習各種探究人、事、物

的方法、理解道理，並能進行

創作、分享及實踐。 

生活-E-C1覺察自己、他人和

環境的關係，體會生活禮儀與

團體規範的意義，學習尊重他

人、愛護生活環境及關懷生

命，並於生活中實踐，同時能

省思自己在團體中所應扮演

的角色，在能力所及或與他人

合作的情況下，為改善事情而

努力或採取改進行動。 

生活-E-C2覺察自己的情緒與

行為表現可能對他人和環境

有所影響，用合宜的方式與人

友善互動，願意共同完成工作

任務，展現尊重、溝通以及合

作的技巧。 

第 19週 

01/03-01/09 

主題六、冬天 

單元 3冬天送溫暖 
6 

生活-E-A1透過自己與外界的

連結，產生自我感知並能對自

己有正向的看法，進而愛惜自

己，同時透過對生活事物的探

索與探究，體會與感受學習的

樂趣，並能主動發現問題及解

決問題，持續學習。 

生活-E-A2學習各種探究人、

事、物的方法並理解探究後所

2-I-5 運用各種探究

事物的方法及技能，

對訊息做適切的處

理，並達成動手做的

習慣。 

6-I-4 關懷生活中的

人、事、物願意提供

協助與服務。 

E-I-4 感謝的表達

與服務工作的實

踐。 

F-I-3 時間分配及

做事程序的規劃練

習。 

觀察評量 

口頭評量 

行為檢核 

態度評量 

習作評量 

 



C5-1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新課綱版) 

獲得的道理，增進系統思考與

解決問題的能力。 

生活-E-A3藉由各種媒介，探

索人、事、物的特性與關係，

同時學習各種探究人、事、物

的方法、理解道理，並能進行

創作、分享及實踐。 

生活-E-C1覺察自己、他人和

環境的關係，體會生活禮儀與

團體規範的意義，學習尊重他

人、愛護生活環境及關懷生

命，並於生活中實踐，同時能

省思自己在團體中所應扮演

的角色，在能力所及或與他人

合作的情況下，為改善事情而

努力或採取改進行動。 

生活-E-C2覺察自己的情緒與

行為表現可能對他人和環境

有所影響，用合宜的方式與人

友善互動，願意共同完成工作

任務，展現尊重、溝通以及合

作的技巧。 

第 20週 

01/10-01/16 
第二次學習評量

01/12(二)-01/13(三) 

主題六、冬天 

單元 3冬天送溫暖 
6 

生活-E-A1透過自己與外界的

連結，產生自我感知並能對自

己有正向的看法，進而愛惜自

己，同時透過對生活事物的探

索與探究，體會與感受學習的

樂趣，並能主動發現問題及解

1-I-4 珍惜自己並學

習照顧自己的方法，

且適切安全的行動。 

2-I-5 運用各種探究

事物的方法及技能，

對訊息做適切的處

E-I-4 感謝的表達

與服務工作的實

踐。 

F-I-3 時間分配及

做事程序的規劃練

習。 

觀察評量 

口頭評量 

行為檢核 

態度評量 

習作評量 

 



C5-1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新課綱版) 

決問題，持續學習。 

生活-E-A2學習各種探究人、

事、物的方法並理解探究後所

獲得的道理，增進系統思考與

解決問題的能力。 

生活-E-A3藉由各種媒介，探

索人、事、物的特性與關係，

同時學習各種探究人、事、物

的方法、理解道理，並能進行

創作、分享及實踐。 

生活-E-C1覺察自己、他人和

環境的關係，體會生活禮儀與

團體規範的意義，學習尊重他

人、愛護生活環境及關懷生

命，並於生活中實踐，同時能

省思自己在團體中所應扮演

的角色，在能力所及或與他人

合作的情況下，為改善事情而

努力或採取改進行動。 

生活-E-C2覺察自己的情緒與

行為表現可能對他人和環境

有所影響，用合宜的方式與人

友善互動，願意共同完成工作

任務，展現尊重、溝通以及合

作的技巧。 

理，並達成動手做的

習慣。 

6-I-4 關懷生活中的

人、事、物願意提供

協助與服務。 

第 21週 

01/17-01/20 
01/20(三)休業式 

休業式 4 

   

 

 



C5-1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新課綱版) 

總節數 122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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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南市公立關廟區深坑國民小學 109學年度第 2學期 二 年級  生活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普通班/□特教班) 

教材版本 南一版 
實施年級 

(班級/組別) 
二年級 教學節數 每週(6)節，本學期共(  116  )節 

課程目標 

1. 遇到問題，知道怎麼做是解決問題的好方法，能根據自己的能力，察覺自己可以提供別人什麼幫助，並能主動幫助同學，一起解決問題。 

2. 能知道學校志工的種類、工作內容，進而願意當小志工去幫助一年級的學弟妹。在擔任小志工的過程中，除了能提出規劃進行相關的準備，也能清

楚說明擔任小志工時，是如何完成自己所負責的工作。完成小志工的任務後，能說出自己的心得並肯定自己的表現。 

3. 能唱跳歌曲〈我真快樂〉，表現快樂的心情與舞蹈，並設計、製作一個屬於自己的徽章，獎勵自己擔任小志工的優良表現。 

4. 能透過想知道種子的地點，進而產生要到校園找尋種子想法，過程中能與同學討論找尋的工作分配並運用工具或方式找到種子的位置；在校園中找

到適合的種植地及各種種子種植的方法、工具，並能仔細觀察種植的植物有明顯的變化。 

5. 能與同學利用不同的觀察方式，看見種子的不同，並討論出種子可以拿來做的活動，及想像種子發芽後的樣子，利用不同的材料創作出來； 

6. 能引導學童在校室內、外種植時，可依據找到的方法來種植種子，並與同學在觀察及討論發現各種內在以及外在影響種子生長的問題，解決影響到

種子生長的方法。 

7. 能利用身邊的各種媒材，進行創意電話筒的製作，並透過律動遊戲的進行練習撥接電話。 

8. 能知道需要撥打電話的情況，且依據不同的接聽電話情境，找到適合回應的話語；正確使用一般電話與利用零錢、電話卡或悠遊卡等撥打公共電話。 

9. 能與同學分工合作整理教室，並透過體驗活動了解垃圾量對生活環境的影響，進而認識資源回收圖案、探索減少垃圾空間的方法、學會回收前應進

行的處理，並說出自己可以做到的垃圾減量的做法，身體力行垃圾減量完成目標。 

10. 了解舊物（回收的資源物品）改造後再生的意涵，發現回收資源在生活中再利用的豐富面貌，體會生活的美好。 

11. 能體驗自製環保樂器的樂趣，利用自製環保樂器替歌曲伴奏，與同學合作完成環保樂器演出。 

12.能在校園中找出不同的影子、說出 2 種以上對影子的發現，並與同學討論出教室的影子如何產生，及與其合作組合出影子怪獸，順利完成玩踩影子

的遊戲。 

13.認識生活中常見的光源，能利用身體、身邊的物品製造出各種影子；透過操作，知道移動光源、物體，與影子大小改變的關係。藉由對影子的發現

和同學討論出可以表演的內容，及其影子表演秀需要準備的工作事項、道具、配樂，並和同學一起合作演出影子表演秀。 

14.能察覺隨年齡增長，自己的身體會成長、能力會變好外，還能說明能力的成長，對生活有什麼幫助；知道自己學習到哪些本事，並指出最滿意的項

目，並能找到保存學習成果的方法，珍惜成長紀錄。 

15.能找出探究三年級和二年級間差異的方法，並從所發現的差異，進行訪問三年級的學長姐的規劃，完成個人與小組負責的準備工作，並與同學分工

合作完成訪問，且提出訪問後的發現和感想；能針對適應三年級的學習，提出因應的方法，能歸納自己的優缺點，立下努力的目標和方法。 



C5-1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新課綱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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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3 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融入之重大議題 

【家庭暴力防治教育】 

性 E7 認識家庭暴力及其求助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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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週 

02/17-02/20 
02/18(四)開學日 
02/20 (六)補 2/17
課 

主題一、有你真好 

單元 1謝謝你的幫忙 
4 

生活-E-A1 透過自己與外界

的連結，產生自我感知並能對

自己有正向的看法，進而愛惜

自己，同時透過對生活事物的

探索與探究，體會與感受學習

的樂趣，並能主動發現問題及

解決問題，持續學習。 

生活 -E-A2 學習各種探究

人、事、物的方法並理解探究

後所獲得的道理，增進系統思

考與解決問題的能力。 

生活-E-B3 感受與體會生活

2-I-3 探索生活中的

人、事、物並體會彼

此之間會相互影響。 

6-I-1 覺察自己可能

對生活中的人、事、

物產生影響，學習調

整情緒與行為。 

7-I-2 傾聽他人的想

法，並嘗試用各種方

法理解他人所表達

的意見。 

7-I-5透過一起工作

A-I-3 自我省思。 

C-I-4 事理的應用與

實踐。 

D-I-4 共同工作並相

互協助。 

E-I-4 感謝的表達與

服務工作的實踐。 

觀察評量 

口頭評量 

行為檢核 

態度評量 

習作評量 

 



C5-1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新課綱版) 

中人、事、物的真、善與美，

欣賞生活中美的多元形式與

表現，在創作中覺察美的元

素，逐漸發展美的敏覺。 

生活-E-C1覺察自己、他人和

環境的關係，體會生活禮儀與

團體規範的意義，學習尊重他

人、愛護生活環境及關懷生

命，並於生活中實踐，同時能

省思自己在團體中所應扮演

的角色，在能力所及或與他人

合作的情況下，為改善事情而

努力或採取改進行動。 

生活-E-C2 覺察自己的情緒

與行為表現可能對他人和環

境有所影響，用合宜的方式與

人友善互動，願意共同完成工

作任務，展現尊重、溝通以及

合作的技巧。 

的過程，感受合作的

重要性。 

第 2週 
02/21-02/27 

主題一、有你真好 

單元 1謝謝你的幫忙 
6 

生活-E-A1 透過自己與外界

的連結，產生自我感知並能對

自己有正向的看法，進而愛惜

自己，同時透過對生活事物的

探索與探究，體會與感受學習

的樂趣，並能主動發現問題及

解決問題，持續學習。 

生活 -E-A2 學習各種探究

人、事、物的方法並理解探究

2-I-5運用各種探究

事 物 的 方 法 及 技

能，對訊息做適切的

處理，並養成動手做

的習慣。 

2-I-6透過探索與探

究人、事、物的歷

程，了解其中的道

理。 

A-I-3自我省思。 

C-I-1事物特性與現

象的探究。 

C-I-4事理的應用與

實踐。 

C-I-5知識與方法的

運用、組合與創新。 

D-I-4共同工作並相

互協助。 

觀察評量 

口頭評量 

行為檢核 

態度評量 

習作評量 

 



C5-1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新課綱版) 

後所獲得的道理，增進系統思

考與解決問題的能力。 

生活-E-B3 感受與體會生活

中人、事、物的真、善與美，

欣賞生活中美的多元形式與

表現，在創作中覺察美的元

素，逐漸發展美的敏覺。 

生活-E-C1覺察自己、他人和

環境的關係，體會生活禮儀與

團體規範的意義，學習尊重他

人、愛護生活環境及關懷生

命，並於生活中實踐，同時能

省思自己在團體中所應扮演

的角色，在能力所及或與他人

合作的情況下，為改善事情而

努力或採取改進行動。 

生活-E-C2 覺察自己的情緒

與行為表現可能對他人和環

境有所影響，用合宜的方式與

人友善互動，願意共同完成工

作任務，展現尊重、溝通以及

合作的技巧。 

3-I-2體認探究事理

有各種方法並且樂

於應用。 

4-I-2使用不同的表

徵符號進行表現與

分享，感受創作的樂

趣。 

6-I-1覺察自己可能

對生活中的人、事、

物產生影響，學習調

整情緒與行為。 

6-I-4關懷生活中的

人、事、物願意提供

協助與服務。 

F-I-1工作任務理解

與工作目標設定的

練習。 

F-I-3時間分配及做

事程序的規劃練習。 

F-I-4對自己做事方

法或策略的省思與

改善。 

第 3週 

02/28-03/06 

02/28(日)228 和平

紀念日 

03/01(一)彈性放假 

主題一、有你真好 

單元 2來當小志工 
6 

生活-E-A1 透過自己與外界

的連結，產生自我感知並能對

自己有正向的看法，進而愛惜

自己，同時透過對生活事物的

探索與探究，體會與感受學習

的樂趣，並能主動發現問題及

1-I-2覺察每個人均

有 其 獨 特 性 與 長

處，進而欣賞自己的

優點、喜歡自己。 

2-I-1以感官和知覺

探索生活中的人、

C-I-1事物特性與現

象的探究。 

C-I-4事理的應用與

實踐。 

F-I-1工作任務理解

與工作目標設定的

觀察評量 

口頭評量 

行為檢核 

態度評量 

習作評量 

 



C5-1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新課綱版) 

解決問題，持續學習。 

生活 -E-A2 學習各種探究

人、事、物的方法並理解探究

後所獲得的道理，增進系統思

考與解決問題的能力。 

生活-E-B3 感受與體會生活

中人、事、物的真、善與美，

欣賞生活中美的多元形式與

表現，在創作中覺察美的元

素，逐漸發展美的敏覺。 

生活-E-C1覺察自己、他人和

環境的關係，體會生活禮儀與

團體規範的意義，學習尊重他

人、愛護生活環境及關懷生

命，並於生活中實踐，同時能

省思自己在團體中所應扮演

的角色，在能力所及或與他人

合作的情況下，為改善事情而

努力或採取改進行動。 

生活-E-C2 覺察自己的情緒

與行為表現可能對他人和環

境有所影響，用合宜的方式與

人友善互動，願意共同完成工

作任務，展現尊重、溝通以及

合作的技巧。 

事、物，覺察事物及

環境的特性。 

2-I-6透過探索與探

究人、事、物的歷

程，了解其中的道

理。 

3-I-1願意參與各種

學習活動，表現好奇

與求知探究之心。 

3-I-2體認探究事理

有各種方法並且樂

於應用。 

7-I-4能為共同的目

標 訂 定 規 則 或 方

法，一起工作並完成

任務。 

練習。 

第 4週 
03/07-03/13 

主題一、有你真好 

單元 2來當小志工 
6 

生活-E-A1 透過自己與外界

的連結，產生自我感知並能對

自己有正向的看法，進而愛惜

1-I-2覺察每個人均

有 其 獨 特 性 與 長

處，進而欣賞自己的

A-I-3 自我省思。 

C-I-2 媒材特性與符

號表徵的使用。 

觀察評量 

口頭評量 

行為檢核 

 



C5-1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新課綱版) 

自己，同時透過對生活事物的

探索與探究，體會與感受學習

的樂趣，並能主動發現問題及

解決問題，持續學習。 

生活 -E-A2 學習各種探究

人、事、物的方法並理解探究

後所獲得的道理，增進系統思

考與解決問題的能力。 

生活-E-B3 感受與體會生活

中人、事、物的真、善與美，

欣賞生活中美的多元形式與

表現，在創作中覺察美的元

素，逐漸發展美的敏覺。 

生活-E-C1覺察自己、他人和

環境的關係，體會生活禮儀與

團體規範的意義，學習尊重他

人、愛護生活環境及關懷生

命，並於生活中實踐，同時能

省思自己在團體中所應扮演

的角色，在能力所及或與他人

合作的情況下，為改善事情而

努力或採取改進行動。 

生活-E-C2 覺察自己的情緒

與行為表現可能對他人和環

境有所影響，用合宜的方式與

人友善互動，願意共同完成工

作任務，展現尊重、溝通以及

合作的技巧。 

優點、喜歡自己。 

4-I-2使用不同的表

徵符號進行表現與

分享，感受創作的樂

趣。 

6-I-4關懷生活中的

人、事、物願意提供

協助與服務 

C-I-5 知識與方法的

運用、組合與創新。 

C-I-5 知識與方法的

運用、組合與創新。 

F-I-4 對自己做事方

法或策略的省思與

改善。 

態度評量 

習作評量 



C5-1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新課綱版) 

第 5週 
03/14-03/20 

主題二、生活中的種子 

單元 1種子在哪裡 
6 

生活-E-A1 透過自己與外界

的連結，產生自我感知並能對

自己有正向的看法，進而愛惜

自己，同時透過對生活事物的

探索與探究，體會與感受學習

的樂趣，並能主動發現問題及

解決問題，持續學習。 

生活 -E-A2 學習各種探究

人、事、物的方法並理解探究

後所獲得的道理，增進系統思

考與解決問題的能力。 

生活-E-B1 使用適切且多元

的表徵符號，表達自己的想

法、與人溝通，並能同理與尊

重他人想法。 

生活-E-B2 運用生活中隨手

可得的媒材與工具，透過各種

探究事物的方法及技能，對訊

息做適切的處理。 

生活-E-B3 感受與體會生活

中人、事、物的真、善與美，

欣賞生活中美的多元形式與

表現，在創作中覺察美的元

素，逐漸發展美的敏覺。 

生活-E-C2 覺察自己的情緒

與行為表現可能對他人和環

境有所影響，用合宜的方式與

人友善互動，願意共同完成工

2-I-1以感官和知覺

探索生活中的人、

事、物，覺察事物 

及環境的特性。 

2-I-4在發現及解決

問題的歷程中，學習

探索與探究人、事、

物的方法。 

2-I-5運用各種探究

事 物 的 方 法 及 技

能，對訊息做適切的

處理，並養成動手做

的習慣。 

5-I-1 覺 知 生 活 中

人、事、物的豐富面

貌，建立初步的美感

經驗。 

5-I-2 在 生 活 環 境

中，覺察美的存在。 

7-I-4能為共同的目

標 訂 定 規 則 或 方

法，一起工作並完成

任務。 

B-I-1自然環境之美

的感受。 

D-I-4共同工作並相

互協助。 

F-I-1工作任務理解

與工作目標設定的

練習。 

F-I-2不同解決問題

方法或策略的提出

與嘗試。 

觀察評量 

口頭評量 

行為檢核 

態度評量 

習作評量 

 



C5-1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新課綱版) 

作任務，展現尊重、溝通以及

合作的技巧。 

第 6週 

03/21-03/27 

主題二、生活中的種子 

單元 1種子在哪裡 

單元 2多樣的種子 

6 

生活-E-A1 透過自己與外界

的連結，產生自我感知並能對

自己有正向的看法，進而愛惜

自己，同時透過對生活事物的

探索與探究，體會與感受學習

的樂趣，並能主動發現問題及

解決問題，持續學習。 

生活 -E-A2 學習各種探究

人、事、物的方法並理解探究

後所獲得的道理，增進系統思

考與解決問題的能力。 

生活-E-B1 使用適切且多元

的表徵符號，表達自己的想

法、與人溝通，並能同理與尊

重他人想法。 

生活-E-B2 運用生活中隨手

可得的媒材與工具，透過各種

探究事物的方法及技能，對訊

息做適切的處理。 

生活-E-B3 感受與體會生活

中人、事、物的真、善與美，

欣賞生活中美的多元形式與

表現，在創作中覺察美的元

素，逐漸發展美的敏覺。 

生活-E-C2 覺察自己的情緒

與行為表現可能對他人和環

1-I-3省思自我成長

的歷程，體會其意義

並知道自己進步的

情形與努力的方向。 

2-I-5運用各種探究

事 物 的 方 法 及 技

能，對訊息做適切的

處理，並養成動手做

的習 

慣。 

4-I-2使用不同的表

徵符號進行表現與

分享，感受創作的樂

趣。 

B-I-1 自然環境之美

的感受。 

C-I-2 媒材特性與符

號表徵的使用。 

C-I-3 探究生活事物

的方法與技能。 

E-I-3 自我行為的檢

視與調整。 

觀察評量 

口頭評量 

行為檢核 

態度評量 

習作評量 

 



C5-1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新課綱版) 

境有所影響，用合宜的方式與

人友善互動，願意共同完成工

作任務，展現尊重、溝通以及

合作的技巧。 

第 7週 

03/28-04/03 
04/02(五)兒童節及
民族掃墓節彈性放假 

主題二、生活中的種子 

單元 3種子發芽了 
6 

生活-E-A1 透過自己與外界

的連結，產生自我感知並能對

自己有正向的看法，進而愛惜

自己，同時透過對生活事物的

探索與探究，體會與感受學習

的樂趣，並能主動發現問題及

解決問題，持續學習。 

生活 -E-A2 學習各種探究

人、事、物的方法並理解探究

後所獲得的道理，增進系統思

考與解決問題的能力。 

生活-E-B1 使用適切且多元

的表徵符號，表達自己的想

法、與人溝通，並能同理與尊

重他人想法。 

生活-E-B2 運用生活中隨手

可得的媒材與工具，透過各種

探究事物的方法及技能，對訊

息做適切的處理。 

生活-E-B3 感受與體會生活

中人、事、物的真、善與美，

欣賞生活中美的多元形式與

表現，在創作中覺察美的元

素，逐漸發展美的敏覺。 

2-I-3 探索生活中的

人、事、物並體會彼

此之間會相互影響。 

2-I-4 在發現及解決

問題的歷程中，學習

探索與探究人、事、

物的方法。 

2-I-5 運用各種探究

事 物 的 方 法 及 技

能，對訊息做適切的

處理，並養成動手做

的習慣。 

A-I-1 生命成長現象

的認識。 

C-I-1 事物特性與現

象的探究。 

觀察評量 

口頭評量 

行為檢核 

態度評量 

習作評量 

 



C5-1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新課綱版) 

生活-E-C2 覺察自己的情緒

與行為表現可能對他人和環

境有所影響，用合宜的方式與

人友善互動，願意共同完成工

作任務，展現尊重、溝通以及

合作的技巧。 

第 8週 

04/04-04/10 
04/05(一)兒童節及
民族掃墓節彈性放假 

主題三、有電話真方便 

單元 1怎麼說比較好 
6 

生活-E-A1 透過自己與外界

的連結，產生自我感知並能對

自己有正向的看法，進而愛惜

自己，同時透過對生活事物的

探索與探究，體會與感受學習

的樂趣，並能主動發現問題及

解決問題，持續學習。 

生活 -E-A2 學習各種探究

人、事、物的方法並理解探究

後所獲得的道理，增進系統思

考與解決問題的能力。 

生活-E-A3藉由各種媒介，探

索人、事、物的特性與關係，

同時學習各種探究人、事、物

的方法、理解道理，並能進行

創作、分享及實踐。 

生活-E-B1 使用適切且多元

的表徵符號，表達自己的想

法、與人溝通，並能同理與尊

重他人想法。 

生活-E-B2 運用生活中隨手

可得的媒材與工具，透過各種

3-I-2體認探究事理

有各種方法，並且樂

於應用。 

4-I-1利用各種生活

的媒介與素材進行

表現與創作，喚起豐

富的想像力。 

4-I-3運用各種表現

與創造的方法與形

式，美化生活、增加

生活的趣味。 

6-I-1覺察自己可能

對生活中的人、事、

物產生影響，學習調

整情緒與行為。 

7-I-4能為共同的目

標 訂 定 規 則 或 方

法，一起工作並完成

任務。 

C-I-2媒材特性與符

號表徵的使用。 

D-I-3聆聽與回應的

表現。 

F-I-2不同解決問題

方法或策略的提出

與嘗試。 

F-I-4對自己做事方

法或策略的省思與

改善。 

觀察評量 

口頭評量 

行為檢核 

態度評量 

習作評量 

 



C5-1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新課綱版) 

探究事物的方法及技能，對訊

息做適切的處理。 

生活-E-B3 感受與體會生活

中人、事、物的真、善與美，

欣賞生活中美的多元形式與

表現，在創作中覺察美的元

素，逐漸發展美的敏覺。 

生活-E-C2 覺察自己的情緒

與行為表現可能對他人和環

境有所影響，用合宜的方式與

人友善互動，願意共同完成工

作任務，展現尊重、溝通以及

合作的技巧。 

第 9週 
04/11-04/17 

主題三、有電話真方便 

單元 2我會使用電話 
6 

生活-E-A1 透過自己與外界

的連結，產生自我感知並能對

自己有正向的看法，進而愛惜

自己，同時透過對生活事物的

探索與探究，體會與感受學習

的樂趣，並能主動發現問題及

解決問題，持續學習。 

生活 -E-A2 學習各種探究

人、事、物的方法並理解探究

後所獲得的道理，增進系統思

考與解決問題的能力。 

生活-E-A3藉由各種媒介，探

索人、事、物的特性與關係，

同時學習各種探究人、事、物

的方法、理解道理，並能進行

1-I-4珍視自己並學

習 照 顧 自 己 的 方

法，且能適切、安全

的行動。 

2-I-5運用各種探究

事 物 的 方 法 及 技

能，對訊息做適切的

處理，並養成動手做

的習慣。 

6-I-4關懷生活中的

人、事、物願意提供

協助與服務。 

A-I-2 事物變化現象

的觀察。 

C-I-3 探究生活事物

的方法與技能。 

D-I-1 自我與他人關

係的認識。 

觀察評量 

口頭評量 

行為檢核 

態度評量 

習作評量 

 



C5-1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新課綱版) 

創作、分享及實踐。 

生活-E-B1 使用適切且多元

的表徵符號，表達自己的想

法、與人溝通，並能同理與尊

重他人想法。 

生活-E-B2 運用生活中隨手

可得的媒材與工具，透過各種

探究事物的方法及技能，對訊

息做適切的處理。 

生活-E-B3 感受與體會生活

中人、事、物的真、善與美，

欣賞生活中美的多元形式與

表現，在創作中覺察美的元

素，逐漸發展美的敏覺。 

生活-E-C2 覺察自己的情緒

與行為表現可能對他人和環

境有所影響，用合宜的方式與

人友善互動，願意共同完成工

作任務，展現尊重、溝通以及

合作的技巧。 

第 10週 

04/18-04/24 
第一次學習評量

04/20(二)-04/21(三) 

主題三、有電話真方便 

單元 3愛的傳聲筒 
6 

生活-E-A1 透過自己與外界

的連結，產生自我感知並能對

自己有正向的看法，進而愛惜

自己，同時透過對生活事物的

探索與探究，體會與感受學習

的樂趣，並能主動發現問題及

解決問題，持續學習。 

生活 -E-A2 學習各種探究

1-I-3省思自我成長

的歷程，體會其意義

並知道自己進步的

情形與努力的方向。 

2-I-6透過探索與探

究人、事、物的歷

程，了解其中的道

理。 

A-I-3 自我省思。 

C-I-5 知識與方法的

運用、組合與創新。 

F-I-3 時間分配及做

事程序的規劃練習。 

觀察評量 

口頭評量 

行為檢核 

態度評量 

習作評量 

 



C5-1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新課綱版) 

人、事、物的方法並理解探究

後所獲得的道理，增進系統思

考與解決問題的能力。 

生活-E-A3藉由各種媒介，探

索人、事、物的特性與關係，

同時學習各種探究人、事、物

的方法、理解道理，並能進行

創作、分享及實踐。 

生活-E-B1 使用適切且多元

的表徵符號，表達自己的想

法、與人溝通，並能同理與尊

重他人想法。 

生活-E-B2 運用生活中隨手

可得的媒材與工具，透過各種

探究事物的方法及技能，對訊

息做適切的處理。 

生活-E-B3 感受與體會生活

中人、事、物的真、善與美，

欣賞生活中美的多元形式與

表現，在創作中覺察美的元

素，逐漸發展美的敏覺。 

生活-E-C2 覺察自己的情緒

與行為表現可能對他人和環

境有所影響，用合宜的方式與

人友善互動，願意共同完成工

作任務，展現尊重、溝通以及

合作的技巧。 

3-I-2體認探究事理

有各種方法，並且樂

於應用。 

4-I-2使用不同的表

徵符號進行表現與

分享，感受創作的樂

趣。 

5-I-4 對 生 活 周 遭

人、事、物的美有所

感動，願意主動關心

與親近。 

第 11週 主題四、環保達人 6 生活-E-A1 透過自己與外界 2-I-1以感官和知覺 B-I-2社會環境之美 觀察評量  



C5-1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新課綱版) 

04/25-05/01 單元 1大掃除時間 的連結，產生自我感知並能對

自己有正向的看法，進而愛惜

自己，同時透過對生活事物的

探索與探究，體會與感受學習

的樂趣，並能主動發現問題及

解決問題，持續學習。 

生活 -E-A2 學習各種探究

人、事、物的方法並理解探究

後所獲得的道理，增進系統思

考與解決問題的能力。 

生活-E-A3藉由各種媒介，探

索人、事、物的特性與關係，

同時學習各種探究人、事、物

的方法、理解道理，並能進行

創作、分享及實踐。 

生活-E-B1 使用適切且多元

的表徵符號，表達自己的想

法、與人溝通，並能同理與尊

重他人想法。 

生活-E-B2 運用生活中隨手

可得的媒材與工具，透過各種

探究事物的方法及技能，對訊

息做適切的處理。 

生活-E-B3 感受與體會生活

中人、事、物的真、善與美，

欣賞生活中美的多元形式與

表現，在創作中覺察美的元

素，逐漸發展美的敏覺。 

探索生活中的人、

事、物，覺察事物及

環境的特性。 

2-I-4在發現及解決

問題的歷程中，學習

探索與探究人、事、

物的方法。 

3-I-3體會學習的樂

趣和成就感主動學

習新的事物。 

6-I-2體會自己分內

該做的事，扮演好自

己的角色，並身體力

行。 

6-I-5覺察人與環境

的依存關係進而珍

惜資源，愛護環境尊

重生命。 

7-I-1以對方能理解

的語彙或方式，表達

對人、事、物的觀察

與意見。 

7-I-2傾聽他人的想

法，並嘗試用各種方

法理解他人所表達

的意見。 

7-I-4能為共同的目

標 訂 定 規 則 或 方

的體認。 

C-I-1事物特性與現

象的探究。 

C-I-3探究生活事物

的方法與技能。 

D-I-4共同工作並相

互協助。 

E-I-1生活習慣的養

成。 

F-I-1工作任務理解

與工作目標設定的

練習。 

F-I-3時間分配及做

事程序的規劃練習。 

口頭評量 

行為檢核 

態度評量 

習作評量 



C5-1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新課綱版) 

生活-E-C1覺察自己、他人和

環境的關係，體會生活禮儀與

團體規範的意義，學習尊重他

人、愛護生活環境及關懷生

命，並於生活中實踐，同時能

省思自己在團體中所應扮演

的角色，在能力所及或與他人

合作的情況下，為改善事情而

努力或採取改進行動。 

生活-E-C2 覺察自己的情緒

與行為表現可能對他人和環

境有所影響，用合宜的方式與

人友善互動，願意共同完成工

作任務，展現尊重、溝通以及

合作的技巧。 

法，一起工作並完成

任務。 

第 12週 

05/02-05/08 
05/01(一)母親節慶
祝活動暨成果發表會

(05/03)補假 

主題四、環保達人 

單元 2垃圾減量大作戰 
6 

生活-E-A1 透過自己與外界

的連結，產生自我感知並能對

自己有正向的看法，進而愛惜

自己，同時透過對生活事物的

探索與探究，體會與感受學習

的樂趣，並能主動發現問題及

解決問題，持續學習。 

生活 -E-A2 學習各種探究

人、事、物的方法並理解探究

後所獲得的道理，增進系統思

考與解決問題的能力。 

生活-E-A3藉由各種媒介，探

索人、事、物的特性與關係，

1-I-3省思自我成長

的歷程，體會其意義

並知道自己進步的

情形與努力的方向。 

2-I-3探索生活中的

人、事、物並體會彼

此之間會相互影響。 

2-I-4在發現及解決

問題的歷程中，學習

探索與探究人、事、

物的方法。 

2-I-6透過探索與探

究人、事、物的歷

B-I-2社會環境之美

的體認。 

C-I-3探究生活事物

的方法與技能。 

C-I-4事理的應用與

實踐。 

D-I-3聆聽與回應的

表現。 

E-I-1生活習慣的養

成。 

F-I-2不同解決問題

方法或策略的提出

與嘗試。 

觀察評量 

口頭評量 

行為檢核 

態度評量 

習作評量 

 



C5-1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新課綱版) 

同時學習各種探究人、事、物

的方法、理解道理，並能進行

創作、分享及實踐。 

生活-E-B1 使用適切且多元

的表徵符號，表達自己的想

法、與人溝通，並能同理與尊

重他人想法。 

生活-E-B2 運用生活中隨手

可得的媒材與工具，透過各種

探究事物的方法及技能，對訊

息做適切的處理。 

生活-E-B3 感受與體會生活

中人、事、物的真、善與美，

欣賞生活中美的多元形式與

表現，在創作中覺察美的元

素，逐漸發展美的敏覺。 

生活-E-C1覺察自己、他人和

環境的關係，體會生活禮儀與

團體規範的意義，學習尊重他

人、愛護生活環境及關懷生

命，並於生活中實踐，同時能

省思自己在團體中所應扮演

的角色，在能力所及或與他人

合作的情況下，為改善事情而

努力或採取改進行動。 

生活-E-C2 覺察自己的情緒

與行為表現可能對他人和環

境有所影響，用合宜的方式與

程，了解其中的道

理。 

3-I-2體認探究事理

有各種方法並且樂

於應用。 

3-I-3體會學習的樂

趣和成就感主動學

習新的事物。 

6-I-2體會自己分內

該做的事，扮演好自

己的角色，並身體力

行。 

6-I-5覺察人與環境

的依存關係進而珍

惜資源，愛護環境尊

重生命。 

7-I-1以對方能理解

的語彙或方式，表達

對人、事、物的觀察

與意見。 

F-I-4對自己做事方

法或策略的省思與

改善。 



C5-1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新課綱版) 

人友善互動，願意共同完成工

作任務，展現尊重、溝通以及

合作的技巧。 

第 13週 
05/09-05/15 

主題四、環保達人 

單元 3神奇變身術 
6 

生活-E-A1 透過自己與外界

的連結，產生自我感知並能對

自己有正向的看法，進而愛惜

自己，同時透過對生活事物的

探索與探究，體會與感受學習

的樂趣，並能主動發現問題及

解決問題，持續學習。 

生活 -E-A2 學習各種探究

人、事、物的方法並理解探究

後所獲得的道理，增進系統思

考與解決問題的能力。 

生活-E-A3藉由各種媒介，探

索人、事、物的特性與關係，

同時學習各種探究人、事、物

的方法、理解道理，並能進行

創作、分享及實踐。 

生活-E-B1 使用適切且多元

的表徵符號，表達自己的想

法、與人溝通，並能同理與尊

重他人想法。 

生活-E-B2 運用生活中隨手

可得的媒材與工具，透過各種

探究事物的方法及技能，對訊

息做適切的處理。 

生活-E-B3 感受與體會生活

3-I-1願意參與各種

學習活動，表現好奇

與求知探究之心。 

4-I-1利用各種生活

的媒介與素材進行

表現與創作，喚起豐

富的想像力。 

4-I-2使用不同的表

徵符號進行表現與

分享，感受創作的樂

趣。 

4-I-3運用各種表現

與創造的方法與形

式，美化生活、增加

生活的趣味。 

5-I-1 覺 知 生 活 中

人、事、物的豐富面

貌，建立初步的美感

經驗。 

B-I-2 社會環境之美

的體認。 

C-I-2 媒材特性與符

號表徵的使用。 

C-I-5 知識與方法的

運用、組合與創新。 

D-I-4 共同工作並相

互協助。 

觀察評量 

口頭評量 

行為檢核 

態度評量 

習作評量 

 



C5-1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新課綱版) 

中人、事、物的真、善與美，

欣賞生活中美的多元形式與

表現，在創作中覺察美的元

素，逐漸發展美的敏覺。 

生活-E-C1覺察自己、他人和

環境的關係，體會生活禮儀與

團體規範的意義，學習尊重他

人、愛護生活環境及關懷生

命，並於生活中實踐，同時能

省思自己在團體中所應扮演

的角色，在能力所及或與他人

合作的情況下，為改善事情而

努力或採取改進行動。 

生活-E-C2 覺察自己的情緒

與行為表現可能對他人和環

境有所影響，用合宜的方式與

人友善互動，願意共同完成工

作任務，展現尊重、溝通以及

合作的技巧。 

第 14週 
05/16-05/22 

主題五、光和影 

單元 1和影子玩遊戲 
6 

生活 -E-A2 學習各種探究

人、事、物的方法並理解探究

後所獲得的道理，增進系統思

考與解決問題的能力。 

生活-E-A3藉由各種媒介，探

索人、事、物的特性與關係，

同時學習各種探究人、事、物

的方法、理解道理，並能進行

創作、分享及實踐。 

2-I-1 以感官和知覺

探索生活中的人、

事、物，覺察事物及

環境的特性。 

4-I-1 利用各種生活

的媒介與素材進行

表現與創作，喚起豐

富的想像力。 

7-I-1 以對方能理解

B-I-3 環境的探索與

愛護。 

D-I-4 共同工作並相

互協助。 

觀察評量 

口頭評量 

行為檢核 

態度評量 

習作評量 

 



C5-1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新課綱版) 

生活-E-B1 使用適切且多元

的表徵符號，表達自己的想

法、與人溝通，並能同理與尊

重他人想法。 

生活-E-C2 覺察自己的情緒

與行為表現可能對他人和環

境有所影響，用合宜的方式與

人友善互動，願意共同完成工

作任務，展現尊重、溝通以及

合作的技巧。 

生活-E-C3 欣賞周遭不同族

群與文化內涵的異同，體驗與

覺察生活中全球關連的現象。 

的語彙或方式，表達

對人、事、物的觀察

與意見。 

第 15週 
05/23-05/29 

主題五、光和影 

單元 2光影好朋友 
6 

生活 -E-A2 學習各種探究

人、事、物的方法並理解探究

後所獲得的道理，增進系統思

考與解決問題的能力。 

生活-E-A3藉由各種媒介，探

索人、事、物的特性與關係，

同時學習各種探究人、事、物

的方法、理解道理，並能進行

創作、分享及實踐。 

生活-E-B1 使用適切且多元

的表徵符號，表達自己的想

法、與人溝通，並能同理與尊

重他人想法。 

生活-E-C2 覺察自己的情緒

與行為表現可能對他人和環

2-I-1 以感官和知覺

探索生活中的人、

事、物，覺察事物及

環境的特性。 

2-I-6 透過探索與探

究人、事、物的歷

程，了解其中的道

理。 

3-I-1 願意參與各種

學習活動，表現好奇

與求知探究之心。 

4-I-1 利用各種生活

的媒介與素材進行

表現與創作，喚起豐

富的想像力。 

B-I-1 自然環境之美

的感受。 

B-I-3 環境的探索與

愛護。 

C-I-1 事物特性與現

象的探究。 

C-I-5 知識與方法的

運用、組合與創新。 

D-I-4 共同工作並相

互協助。 

觀察評量 

口頭評量 

行為檢核 

態度評量 

習作評量 

 



C5-1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新課綱版) 

境有所影響，用合宜的方式與

人友善互動，願意共同完成工

作任務，展現尊重、溝通以及

合作的技巧。 

生活-E-C3 欣賞周遭不同族

群與文化內涵的異同，體驗與

覺察生活中全球關連的現象。 

第 16週 

05/30-06/05 
六年級畢業考

06/01(二)-06/02(三) 

主題五、光和影 

單元 3影子表演秀 
6 

生活 -E-A2 學習各種探究

人、事、物的方法並理解探究

後所獲得的道理，增進系統思

考與解決問題的能力。 

生活-E-A3藉由各種媒介，探

索人、事、物的特性與關係，

同時學習各種探究人、事、物

的方法、理解道理，並能進行

創作、分享及實踐。 

生活-E-B1 使用適切且多元

的表徵符號，表達自己的想

法、與人溝通，並能同理與尊

重他人想法。 

生活-E-C2 覺察自己的情緒

與行為表現可能對他人和環

境有所影響，用合宜的方式與

人友善互動，願意共同完成工

作任務，展現尊重、溝通以及

合作的技巧。 

生活-E-C3 欣賞周遭不同族

群與文化內涵的異同，體驗與

2-I-5 運用各種探究

事 物 的 方 法 及 技

能，對訊息做適切的

處理，並養成動手做

的習慣。 

4-I-1 利用各種生活

的媒介與素材進行

表現與創作，喚起豐

富的想像力。 

4-I-3 運用各種表現

與創造的方法與形

式，美化生活、增加

生活的趣味。 

7-I-1 以對方能理解

的語彙或方式，表達

對人、事、物的觀察

與意見。 

7-I-4 能為共同的目

標 訂 定 規 則 或 方

法，一起工作並完成

任務。 

C-I-3 探究生活事物

的方法與技能。 

D-I-4 共同工作並相

互協助。 

F-I-1 工作任務理解

與工作目標設定的

練習。 

F-I-3 時間分配及做

事程序的規劃練習。 

觀察評量 

口頭評量 

行為檢核 

態度評量 

習作評量 

 



C5-1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新課綱版) 

覺察生活中全球關連的現象。 

第 17週 

06/06-06/12 

主題六、成長與學習 

單元 1成長的發現 
6 

生活-E-A1 透過自己與外界

的連結，產生自我感知並能對

自己有正向的看法，進而愛惜

自己，同時透過對生活事物的

探索與探究，體會與感受學習

的樂趣，並能主動發現問題及

解決問題，持續學習。 

生活 -E-A2 學習各種探究

人、事、物的方法並理解探究

後所獲得的道理，增進系統思

考與解決問題的能力。 

生活-E-A3藉由各種媒介，探

索人、事、物的特性與關係，

同時學習各種探究人、事、物

的方法、理解道理，並能進行

創作、分享及實踐。 

生活-E-B2 運用生活中隨手

可得的媒材與工具，透過各種

探究事物的方法及技能，對訊

息做適切的處理。 

生活-E-B3 感受與體會生活

中人、事、物的真、善與美，

欣賞生活中美的多元形式與

表現，在創作中覺察美的元

素，逐漸發展美的敏覺。 

生活-E-C2 覺察自己的情緒

與行為表現可能對他人和環

1-I-2 覺察每個人均

有 其 獨 特 性 與 長

處，進而欣賞自己的

優點、喜歡自己。 

1-I-3 省思自我成長

的歷程，體會其意義

並知道自己進步的

情形與努力的方向。 

2-I-3 探索生活中的

人、事、物並體會彼

此之間會相互影響。 

2-I-4 決問題的歷程

中，學習探索與探究

人、事、物的方法。 

4-I-1 利用各種生活

的媒介與素材進行

表現與創作，喚起豐

富的想像力。 

7-I-4 能為共同的目

標 訂 定 規 則 或 方

法，一起工作並完成

任務。 

A-I-1 生命成長現象

的認識。 

A-I-3 自我省思。 

C-I-4 事理的應用與

實踐。 

D-I-4 共同工作並相

互協助。 

F-I-1 工作任務理解

與工作目標設定的

練習。 

F-I-3 時間分配及做

事程序的規劃練習。 

觀察評量 

口頭評量 

行為檢核 

態度評量 

習作評量 

【家庭暴力防治教

育】 

性E7 



C5-1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新課綱版) 

境有所影響，用合宜的方式與

人友善互動，願意共同完成工

作任務，展現尊重、溝通以及

合作的技巧。 

第 18週 

06/13-06/19 
06/14(一)端午節 

主題六、成長與學習 

單元 1成長的發現 
6 

生活-E-A1 透過自己與外界

的連結，產生自我感知並能對

自己有正向的看法，進而愛惜

自己，同時透過對生活事物的

探索與探究，體會與感受學習

的樂趣，並能主動發現問題及

解決問題，持續學習。 

生活 -E-A2 學習各種探究

人、事、物的方法並理解探究

後所獲得的道理，增進系統思

考與解決問題的能力。 

生活-E-A3藉由各種媒介，探

索人、事、物的特性與關係，

同時學習各種探究人、事、物

的方法、理解道理，並能進行

創作、分享及實踐。 

生活-E-B2 運用生活中隨手

可得的媒材與工具，透過各種

探究事物的方法及技能，對訊

息做適切的處理。 

生活-E-B3 感受與體會生活

中人、事、物的真、善與美，

欣賞生活中美的多元形式與

表現，在創作中覺察美的元

1-I-2 覺察每個人均

有 其 獨 特 性 與 長

處，進而欣賞自己的

優點、喜歡自己。 

4-I-1 利用各種生活

的媒介與素材進行

表現與創作，喚起豐

富的想像力。 

7-I-4 能為共同的目

標 訂 定 規 則 或 方

法，一起工作並完成

任務。 

A-I-3 自我省思。 

D-I-4 共同工作並相

互協助。 

F-I-1 工作任務理解

與工作目標設定的

練習。 

F-I-3 時間分配及做

事程序的規劃練習。 

觀察評量 

口頭評量 

行為檢核 

態度評量 

習作評量 

【家庭暴力防治教

育】 

性E7 



C5-1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新課綱版) 

素，逐漸發展美的敏覺。 

生活-E-C2 覺察自己的情緒

與行為表現可能對他人和環

境有所影響，用合宜的方式與

人友善互動，願意共同完成工

作任務，展現尊重、溝通以及

合作的技巧。 

第 19週 

06/20-06/26 
第二次學習評量

06/22(二)-06/23(三) 

主題六、成長與學習 

單元 2迎接新生活 
6 

生活-E-A1 透過自己與外界

的連結，產生自我感知並能對

自己有正向的看法，進而愛惜

自己，同時透過對生活事物的

探索與探究，體會與感受學習

的樂趣，並能主動發現問題及

解決問題，持續學習。 

生活 -E-A2 學習各種探究

人、事、物的方法並理解探究

後所獲得的道理，增進系統思

考與解決問題的能力。 

生活-E-A3藉由各種媒介，探

索人、事、物的特性與關係，

同時學習各種探究人、事、物

的方法、理解道理，並能進行

創作、分享及實踐。 

生活-E-B2 運用生活中隨手

可得的媒材與工具，透過各種

探究事物的方法及技能，對訊

息做適切的處理。 

生活-E-B3 感受與體會生活

2-I-1 以感官和知覺

探索生活中的人、

事、物，覺察事物及

環境的特性。 

2-I-4 決問題的歷程

中，學習探索與探究

人、事、物的方法。 

2-I-5 運用各種探究

事 物 的 方 法 及 技

能，對訊息做適切的

處理，並養成動手做

的習慣。 

3-I-2 體認探究事理

有各種方法並且樂

於應用。 

C-I-1 事物特性與現

象的探究。 

C-I-3 探究生活事物

的方法與技能。 

F-I-1 工作任務理解

與工作目標設定的

練習。 

觀察評量 

口頭評量 

行為檢核 

態度評量 

習作評量 

【家庭暴力防治教

育】 

性E7 



C5-1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新課綱版) 

中人、事、物的真、善與美，

欣賞生活中美的多元形式與

表現，在創作中覺察美的元

素，逐漸發展美的敏覺。 

生活-E-C2 覺察自己的情緒

與行為表現可能對他人和環

境有所影響，用合宜的方式與

人友善互動，願意共同完成工

作任務，展現尊重、溝通以及

合作的技巧。 

第 20週 

06/27-06/30 
06/30(三)休業式 

主題六、成長與學習 

單元 2迎接新生活 
4 

生活-E-A1 透過自己與外界

的連結，產生自我感知並能對

自己有正向的看法，進而愛惜

自己，同時透過對生活事物的

探索與探究，體會與感受學習

的樂趣，並能主動發現問題及

解決問題，持續學習。 

生活 -E-A2 學習各種探究

人、事、物的方法並理解探究

後所獲得的道理，增進系統思

考與解決問題的能力。 

生活-E-A3藉由各種媒介，探

索人、事、物的特性與關係，

同時學習各種探究人、事、物

的方法、理解道理，並能進行

創作、分享及實踐。 

生活-E-B2 運用生活中隨手

可得的媒材與工具，透過各種

1-I-4 珍視自己並學

習 照 顧 自 己 的 方

法，且能適切、安全

的行動。 

2-I-6 透過探索與探

究人、事、物的歷

程，了解其中的道

理。 

3-I-2 體認探究事理

有各種方法並且樂

於應用。 

6-I-2 體會自己分內

該做的事，扮演好自

己的角色，並身體力

行。 

7-I-4 能為共同的目

標 訂 定 規 則 或 方

法，一起工作並完成

A-I-3 自我省思。 

C-I-4 事理的應用與

實踐。 

D-I-4 共同工作並相

互協助。 

F-I-1 工作任務理解

與工作目標設定的

練習。 

觀察評量 

口頭評量 

行為檢核 

態度評量 

習作評量 

 



C5-1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新課綱版) 

探究事物的方法及技能，對訊

息做適切的處理。 

生活-E-B3 感受與體會生活

中人、事、物的真、善與美，

欣賞生活中美的多元形式與

表現，在創作中覺察美的元

素，逐漸發展美的敏覺。 

生活-E-C2 覺察自己的情緒

與行為表現可能對他人和環

境有所影響，用合宜的方式與

人友善互動，願意共同完成工

作任務，展現尊重、溝通以及

合作的技巧。 

任務。 

總節數 116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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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