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2-1 學校課程願景(國小) 

臺南市公私立白河區玉豐國民小學109學年度學校課程願景 

壹、 學校願景 

 

一、愛：愛家愛校愛鄉 

透過多元的學習方式，讓孩子重新認識自己生長的家園；將校園打造成處處充滿新鮮感的

學習空間，讓孩子擁有獨特且豐富的學習寶藏；藉由地方文史的解說及真切的操作體驗課

程，讓孩子重新燃起對家鄉這塊土地的熱情。 

二、生活：學習就是生活，生活就是學習 

本校屬於典型農村的小型學校，對學生及家長而言，生活中的一切都是值得學習的事物，

而學習的事物更是生活經驗中的種種延伸，因此老師應讓教學轉型，以便更符合生活經

驗，提供更多元的學習觸角，讓生活經驗得以無限延伸。 

三、學習：全方位的教與學 

以多元的學習教材，提供全方位的學習觸角，讓孩子用純真的歡笑來快樂學習。所以為了

掌握全方位的學習，讓學生學得多元的能力，我們以地方文史及特色產業為學習主題，結

合教師多元的專長，開發設計新奇有趣的課程，建構有能力、會思考、能統整的教學模

式，讓師生及家長都能學習生活，生活學習。 

 

貳、 學生圖像 

 
一、 蓮花是學區的特色，結合蓮花的圖像，象徵理想完美的人格。 

二、 融入新課綱課程素養導向內涵：學校教育目標，以兒童生活為中心，配合學生身心能

力發展歷程；尊重個性發展，激發個人潛能；涵泳民主素養，尊重多元文化價值；培

養科學知能，適應現代生活需要。 

三、 透過人與自己、人與社會、人與自然等人性化、生活化、適性化、統整化與現代化之

學習領域教育活動，傳授基本知識，養成終身學習能力，培養身心充分發展之活潑樂

觀、合群互助、探究反思、恢弘前瞻、創造進取的健全國民與具世界觀之公民。為實

現國民教育階段學校教育目的，須引導學生致力達成下列課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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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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蓮鄉 

新視界 
1 0 1 1 1 1 

國際蓮結 1 2 1 1 1 1 

科技蓮現   1 1 1 1 

社團活動與

技藝課程 
多元展能社團活動     2 2 

特殊需求領

域課程 
       

其他類課程 

(自行增列) 

愛蓮說 
1.自治活動(班會、議
題宣導、運動會、成
果發表、節慶活動) 
2.戶外教育 

1 1 1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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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蓮鄉新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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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蓮

鄉

新

視

一上 玉見好朋友 

利用活動讓初來乍到的新生認識校

園的師長及動植物，並能親自實際

繪製校園地圖。 

國語文 

生活 

一下 校園裡的秘密 

觀察動物的特徵，並能瞭解動物的

習性、食物來源及居所，利用闖關

活動做為多元評量。 

國語文 

生活 

二上 無 - - 

二下 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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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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界 
三上 藕粉愛呷 

認識蓮藕的種類，並且實地進行撿

蓮藕的活動，並且以藕為食材，烹

飪出簡易的藕製品。 

本土語 

科技 

自然科學 

三下 蓮葉荷田田 

透過繪本，讓學童了解荷花池的生

態；瞭解蓮與睡蓮之間的差異；進

而模仿名畫，畫出屬於自己的荷花

池。 

國語文 

自然科學 

藝術 

四上 天生藕材必有用 

認識蓮藕的生態特性以及品種的差

異；進行生活體驗，實際動手製作

藕粉，進而做成其他加工品。 

自然科學 

綜合 

四下 採蓮趣 

認識蓮花的品種與其生態特性，並

融入藝術，體會歌謠意境與製作吊

飾。實際採蓮蓬與剝蓮子，進行在

地農業生活體驗。 

自然科學 

藝術 

綜合 

五上 藕是小記者 

走進蓮花社區，認識傑出蓮農，並

瞭解如何收成蓮藕的情形，以及認

識甚麼是自然農法， 對作物有什麼

影響與幫助。 

自然科學 

藝術 

科技 

 

五下 藕是小小生活家 

落實學童建立自己的生態農場，並

了學區當中具有特性的其他生態系

統，辦理特色節日活動。 

自然科學 

藝術 

科技 

 

六上 跟藕出去 

使用資訊科技為白河的藕粉設計廣

告文宣，再用網路或社區走讀學習

在地歷史時進行行銷。 

藝術 

科技 
社會 

六下 蓮海飄鄉 

使用資訊科技為白河的觀光設計宣

傳文宣，再用網路進行行銷。社區

走讀學習在地景色時搭配烏克麗麗

演奏吸引人潮。 

藝術 

科技 
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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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蓮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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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

際

蓮

結 

一上 

This Is Me! 

Who am 

I? 

一、Alphabets & Phonics: Aa~Mm 
二、Key Words: I, you, boy, girl 
三、Sentence Patterns:  
 Hello! Hi! 
 What’s your name? 
My name is    . 
 Goodbye. 
 How are you? 
I’m fine. Thank you. 
四、Numbers: 
one~ten 
五、Classroom English 
六、Songs：The ABC Song, The Hello 
Song 
六、Yufeng Mascots 
七、Draw a Lotus  Flower using 
Alphabet "L" 

※成果: 歌曲演唱與律動 

能辨識字母 Aa-Mm
及發音；能數 1-10；
能透校園吉祥物蓮花
寶寶與蓮葉寶寶認識
男生與女生；能詢問他
人的名字並說出自己
的名字;能說問候語、
感謝語和道別語，以及
基本教室用語。 

英語文、生活 

一下 
I have 

ten 

fingers. 

一、Alphabets & Phonics: Nn~Zz 
二、Numbers: 
one~twenty 
三、Body Parts of Yufeng Mascots  
1. Key Words：eye, ear, head, nose, 
mouth, shoulder, knee, toe… 
2. Sentence Pattern: 
 I have one 
nose. 
四、 Songs： 
Head, Shoulders, Knees and Toes, 
Ten Little Fingers, 
One Little Finger 

※成果: 歌曲演唱與律動；自畫像 

能辨識字母 Nn-Zz 及
發音；能數 1-20；能
說出蓮花寶寶與蓮葉
寶寶五官及身體構造
的名稱。 

英語文、生活 

二上 My Lotus 
Pond. 

What is 
it? 

一、Key Words:  
lotus, flower, leaf, seed, root, frog, water, 
pond, dragonfly, ant, bug, butterfly, 
fish,  
二、Sentence Patterns 
 What is it? 
It’s a fish. 
It’s not a frog. 
 Is it a flower?  
Yes, it is. 
No, it isn’t.  
 What do you see? 
I see an ant.  
三、Animation: Lotus Pond’s Story 
四、Song: What Is It? 

※成果: 歌曲演唱；美麗的蓮花池 

能熟悉蓮花池相關字
彙，認識蓮的各部位
名稱，並透過動畫了
解蓮花池的生態；能
畫出生動的蓮花池。 

英語文、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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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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下 

I see a 

pink 

lotus 

flower. 

一、Key Words: red, white, blue, yellow, 
green, pink purple, black, orange 
二、Sentence Patterns: 
 What color is it? 
It’s white. 
 It’s a yellow lotus flower. 
 What do you see?  
I see a red lotus flower.  
三、Songs：The Colors Song, I See 
Something Pink, What Color Is It? 
四、Picture Book: Brown Bear, Brown 
Bear, What do you see? 
※成果: 蓮花字母拼貼 

能熟悉顏色的字彙；
能詢問他人顏色，以
及能詢問他人看見什
麼，並適切回應；能
創作色彩繽紛的蓮花
字母拼貼 

英語文、生活 

三上 

Me and My 

Family 

Who’s 

he? 

一、Key Words: 
grandpa, grandma, father, mother, 
brother, sister 
二、Numbers: one~one hundred 
二、Sentence Patterns: 
 Who’s he/she? 
He/she is my brother/sister. 
 Is he/she your father/mother? 
Yes, he/she is. 
No, he/she isn’t. 
 How old are you? 
I’m eight years old.  
 How old is your brother/sister? 
He/She is four year(s) old.  
三、Songs: Family Members Song  

※成果: 蓮花寶寶與蓮葉寶寶家庭圖 

能詢問他人的家庭成
員並介紹自己的家庭
成員；能數 1-100；
能詢問他人的年齡也
能說出自己的年齡；
能創造蓮花寶寶與蓮
葉寶寶的家庭圖。 

英語文、綜合 

三下 

My 

father 

likes 

lotus 

leaf 

rice. 

一、Key Words: tea, rice, soup, cake, 
salad, noodles, pizza, milk, noodles, 
hamburger 
二、Sentence Patterns: 
 What do you like? 
I like tea. 
 What does your brother/sister like? 
He/She likes cake. 
 Do you like lotus tea? 
Yes, I do. 
No, I don’t. 
 Does he/she like lotus flowers? 
Yes, he/she does. 
No, he/she doesn’t. 
三、Song：Do You Like Spaghetti 
Yogurt? 

※成果: 蓮的唸謠 

能詢問他人喜歡什麼
食物，並能說出自己
與他人喜歡的食物；
能熟悉與蓮相關的食
物名稱；能以蓮的相
關字詞創作念謠。 

英語文、綜合 

四上 
Me and My 

Friends 

I can 

make 

origami 

lotus 

flowers. 

一、Key words: eat, drink, sing, jump, 
run, read, write, draw, swim, dance, play, 
cook 
二、Sentence Patterns: 
 What can you do? 
I can draw. 
 Can you sing? 
Yes, I can. 
No, I can’t. 

能熟悉常見的基本動
作詞彙；能詢問他人
會做什麼，並說出自
己與他人會做的事
情；能完成蓮花摺
紙。 

英語文、藝術、綜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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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at can 
Peter/Sally do?  
He/She can read. 
 Can your 
friend cook ? 
Yes, he/she can. 
No, he/she can’t. 
三、Song: Fun Action-Verbs Song for 
Kids  
四、Make Origami Lotus Flowers 
※成果: 蓮花朵朵開 

 

四下 

We are 

making 

lotus 

tea.  

一、Key Words:  
draw lotus flowers, make/drink lotus 
tea, ride a bike/walk/run around the 
lotus field 
二、Sentence Patterns: 
 What are you doing? 
I’m running. 
 What is Peter/Sally doing? 
He/She is sleeping.  
 Are you eating? 
Yes, I am. 
No, I’m not. 
 Is Peter/Sally  
drawing lotus flowers? 
Yes, he/she is. 
No, he/she isn’t.  
三、Songs: What Are You Doing? What 
Is He doing? 
四、Make Lotus Tea 
※成果: 香水蓮花茶 

能詢問他人正在做什
麼，並描述自己與他
人的動作；能了解蓮
花茶的沖泡方法與過
程，並實際沖泡蓮花
茶。 

英語文、綜合 

五上 

Me and My 

Community 

Me on 

the Map 

一、 Key Words:  
community, house, home, town, street, 
park, lake, school, shop, grocery store 
lotus field, rice field, temple, clinic, 
police station, farmers association 
二、Sentence Patterns:  
 Where are you? 
I’m in/at the park. 
 This is a school. 
 The shop is next to the lotus field. 
三、Song: The Map Song 
四、Picture Book: Me on the Map by  
Joan Sweeney 
五、Map Skills 
※成果: 蓮田與蓮花池社區地圖 
 

 

能詢問他人地點並適
切回應他人的詢問；
能透過短片與繪本了
解地圖要素與內容，
並製作以蓮田與蓮花
池為主題的社區地
圖，以及能說出社區
地圖上主要的地點。 

英語文、社會、綜合 

五下 

What 

day is 

today? 

一、Key Words: Sunday, Monday, 
Tuesday, Wednesday, Thursday, Friday, 
Saturday, Sunday, in the morning, at 
noon, in the evening  
二、Sentence Patterns: 
 What day is today? 

能詢問他人今天星期
幾，並適切回應他人
的詢問；能觀察並記
錄一星期中，蓮花早
晨、中午、下午的變
化，並將觀察紀錄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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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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s Monday. 
 Is it Sunday today? 
Yes, it is. 
No, it isn’t. 
 What do you do in the morning? 
 I drink lotus tea in the morning. 
三、Song: Days of the Week Song, The 7 
Days of the Week Song 

※成果: 蓮花週記 

告出來。 

英語文、自然 

六上 

Hello, 

World! 

I’m 

from 

Tainan, 

Taiwan. 

一、Key Words: 
Beihe, Tainan, Taiwan, China, Japan, the 
UK, the USA, France, Thailand, Vietnam, 
Indonesia, 
二、Sentence Patterns: 
 Where are you from? 
I’m from Taiwan. 
 Are you from Japan? 
Yes, I’m. 
No, I’m not. 
三、Vietnamese Lotus Dance 
四、Song: We Are a Family- Jack 
Hartmann 
五、Introduce My Hometown  
四、Make Japanese Style Lotus Root 
Salad 

※成果: 和風蓮藕沙拉 

能了解世界主要的蓮
田分布；能認識各國
文化；能介紹自己的
家鄉及與蓮相關的知
識與美食；能認識與
欣賞越南蓮花舞；能
完成一道日式蓮藕沙
拉。 

英語文、社會、藝
術、綜合 

六下 
Four 

Seasons  

一、Key Words: 
spring, summer, fall, winter, warm, hot, 
cool, cold 
二、Sentence Patterns: 
 What season is it? 
It’s spring. 
 It’s warm in spring. 
 Is it hot in summer? 
Yes, it is. 
No, it isn’t. 
三、Songs: The Four Seasons Song, The 
Seasons Song 
四、Lotus Flower Quotes 
※成果: 蓮花書籤 

 

能說出四季的名稱及
四季的天氣狀況，並
能觀察蓮的四季樣
貌；能學習與蓮相關
的名言佳句，並能製
作融合名言佳句的蓮
花書籤。 

英語文、綜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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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蓮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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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

技

蓮

現 

三上 

玉豐 e

起來 

電腦世界起步走 

一、認識電腦(4) 

1.電腦基本配備 

2.Win10 作業系統操作 

3.滑鼠操作與練習 

4.實作–在指定位置建立、刪除與更名個人資料夾 

二、介紹玉豐網站(2) 

1.如何進入學校首頁 

2.網站各區塊內容與連結介紹 

3.實作–鍵盤打入玉豐網址並找到玉豐國小首頁並瀏覽閱

讀網頁內容 

三、初階打字練習(6) 

1.認識鍵盤各功能區 

2.輸入法切換 

3.英打字母練習 

4.中打注音符號練習 

5.常用符號輸入 

6.實作–使用鍵盤輸入打出繪本「白河蓮花鄉」讀後心得 

四、運算思維一(6) 

1.什麼是運算思維? 

2. Code.org 班級共學–課程 1 

科技、國語 

透過認識電腦組成以及作

業系統操作，學習正確使

用電腦的方式。 

三下 我是小小畫家 

一、進階打字練習(4) 

1.中打國字練習(注音) 

2.鍵盤快速鍵介紹 

二、OpenID 申請(2) 

1.台南市學生認證系統 OpenID 申請。 

2.如何使用 OpenID。 

三、電腦小畫家(6) 

1.認識操作介面 

2.各種筆刷練習 

3.幾何圖案與曲線運用 

4.製作彩色文字 

5.彩繪圖案與背景 

6.實作–用小畫家畫出蓮花 

四、運算思維二(6) 

1. 運算思維與生活 

2.Code.org 班級共學–課程 2 

科技、國語、藝術 

透過結合簡易文書軟體與

繪圖軟體的運用，能繪製

出正確的蓮花圖像。 

四上 
玉豐 e

起找 
快樂上網趣 

一、網際網路 Internet(4) 

1.網路位址與名稱 

2.介紹 Chrome 瀏覽器 

3.搜尋引擎與搜尋方式 

4.網頁連結和書籤管理 

5.進階搜尋技巧 

6.實作–使用 google 搜尋找到「玉豐國小首頁」 

科技、社會 

透過網際網路，能使用瀏

覽器搜尋網路上蓮花的相

關知識，並能將所需的資

源下載儲存至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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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網路資源下載(4) 

1. 著作權宣導 

2. 防毒軟體使用 

3. 解壓縮軟體使用 

4. 檔案下載與管理方式 

5.實作–搜尋蓮花圖片下載儲存至指定資料夾內 

三、Google 地圖(4) 

1.如何搜尋地點 

2. Google 街景介紹 

3.實作–找出家鄉玉豐附近代表性景點的地址(3個)並能

介紹說明代表景點 

四、運算思維三(6) 

1.「一小時玩程式」-經典迷宮、冰雪奇緣 

四下 我要成為旅遊王 

一、進入 Google 世界(3) 

1.如何建立安全的帳號密碼 

2. Google app 帳號開通 

二、Google 地圖應用(4) 

1.設定地址與儲存景點 

2.規劃旅遊路線 

3.實作–規劃玉豐賞蓮路線圖並表列出介紹說明 

二、Gmail 電子郵件(5) 

1.收信、寫信與回信 

2.檔案附加與刪除 

3.搜尋與標註郵件 

4.建立通訊錄 

5.實作–寄一封電子郵件以夾帶蓮花照片到指定帳號 

四、運算思維四(6) 

1. 「一小時玩程式」-舞蹈派對、星際大戰 

科技、社會 

透過 Google 地圖搜尋景點

與規畫賞蓮旅遊路線，進

一步使用電子郵件分享旅

遊路線。 

五上 

玉豐 e

起報 

影像大亂舞 

一、Word 文書處理(6) 

1.認識操作介面 

2.文字輸入與格式變化 

3.表格應用 

4.實作–設計個人特色的班級功課表 

二、PhotoCap 影像編輯(6) 

1.認識數位影像 

2.影像編輯與美工 

3.影像特效與編排 

4. 海報製作練習 

5.實作–圖文並茂的蓮花介紹 

三、運算思維五(6) 

1. Scratch 線上版介紹 

2.舞台與角色製作 

3.基本程式練習 

科技、藝術 

透過結合使用文書編輯軟

體與影像編輯軟體，彙整

呈現網路上查詢到的蓮花

相關資源。 

五下 小小解說員 
一、PowerPoint 簡報製作(6) 

1.認識操作介面 

2.版面配置要領 

科技、藝術 

透過使用簡報軟體，製作

圖文並茂的蓮花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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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新增、複製、刪除 

投影片 

4.插入符號、元件 

5.加入特效、超連結 

6.實作–蓮花簡報。 

二、Google 相簿(4) 

1.上傳相片與編輯 

2.建立相簿與共享 

3.美術拼貼 

4.實作–把蒐集到的白河相關照片上傳至 Google 相簿 

三、運算思維六(8) 

1. Scratch-小畫家 

PPT，有系統的介紹蓮花。 

六上 

玉豐

maker 

我是 gamer 

一、excel 試算表(4) 

1. 認識操作介面 

2. 簡易計算 

3. 各類圖形 

一、運算思維七(14) 

1. scratch-鍵盤鋼琴手 

2. scratch-電流急急棒 

3. scratch-終極密碼猜數字 

科技、藝術 

學習如何使用 scatch 來創

作遊戲，寓教於樂。 

六下 我是 youtuber 

一、Movie Maker(8) 

1.認識操作介面 

2.匯入素材 

3.加入美術特效、字幕與背景音樂、音效 

4.影片分割和剪輯 

5.儲存專案檔與輸出影片 

6.實作–玉豐生活微電影 

二、YouTube(3) 

1.建立個人頻道與播放清單 

2.上傳影片與留言 

3.實作–將玉豐生活微電影上傳至 YouTube 

三、Google 雲端硬碟(3) 

1.檔案上傳 

2.共用檔案與資料夾 

3.實作–共用文件給特定帳號 

 四、Google 協作平台(4) 

1.建立協作平台 

2.編輯首頁與橫幅 

3.建立新頁面與插入雲端硬碟文件 

4.設定共用協作平台 

科技、藝術 

透過使用影片編輯軟體，

剪輯拍攝的影片與音樂，

製作玉豐微電影，並上傳

至網路與人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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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