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5-1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新課綱版) 

臺南市公(私)立麻豆區麻豆國民中學 109學年度第一學期 全 年級 自然科學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 

教材版本 自編 
實施年級 

(班級/組別) 
特教班全 教學節數 每週(  2  )節，本學期共(42)節 

課程目標 

1.啟發科學探究的熱忱與潛能：使學生能對自然科學具備好奇心與想像力，發揮理性思維，開展生命潛能。 

2.建構科學素養：使學生具備基本的科學知識、探究與實作能力及科學態度，能於實際生活中有效溝通、參與公民社會議

題的決策與問題解決，且對媒體所報導的科學相關內容能理解並反思，培養求真求實的精神。 

3.奠定持續學習科學與運用科技的基礎：養成學生對科學正向的態度、學習科學的興趣，以及運用科技學習與解決問題的

習慣，為適應科技時代之生活奠定良好基礎。 

4.培養社會關懷和守護自然之價值觀與行動力：使學生欣賞且珍惜大自然之美，更深化為愛護自然、珍愛生命及惜取資源

的關懷心與行動力，進而致力於建構理性社會與永續環境。 

5.為生涯發展做準備：使學生不論出於興趣、生活或工作所需，都能更進一步努力增進科學知能，且經由此階段的學習，

為下一階段的生涯發展做好準備。 

總綱核心素養 

A自主行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A2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B溝通互動-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質  B3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社會參與-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融入之重大議題 環境教育-環 J2 了解人與周遭動物的互動關係，認識動物需求，並關切動物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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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8/31-9/04 

認識天氣 2/週 

自-J-A1 能應用科學知識、

方法與態度於日常生活當

中。 

自-J-A2 能將所習得的科學

知識，連結到自己觀察到的

自然現象。 

自-J-B2 能操作適合學習階

po-Ⅳ-1 能從學

習活動、日常經

驗及科技運用、

自然環境、書刊

及網路媒體中，

進行各種有計畫

的觀察。 

Ib-Ⅳ-1氣團是性

質均勻的大型空

氣團塊，性質各有

不同。 

Ib-Ⅳ-2氣壓差會

造成空氣的流動

而產生風。 

口頭回答 

紙筆測驗 

實作評量 

 

二 9/7-9/11 

三 9/14-9/18 

四 9/21-9/25 

五 9/28-10/2 



C5-1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新課綱版) 

六 10/5-10/9 段的科學設備與資源。 

自-J-B3 透過欣賞山川大

地、風雲雨露、河海大洋、

日月星辰，體驗自然與生命

之美。 

pe-Ⅳ-2 能正確

安全操作適合學

習階段的物品、

器材儀器、科技

設備及資源。 

pa-Ⅳ-1 能分析

歸納、製作圖

表、使用資訊及

數學等方法，整

理資訊或數據。 

Ib-Ⅳ-4鋒面是性

質不同的氣團之

交界面，會產生各

種天氣變化。 

Ib-Ⅳ-5臺灣的災

變天氣包括颱

風、梅雨、寒潮、

乾旱等現象。 

七 10/12-10/16 

八 10/19-10/23 

九 10/26-10/30 

十 11/2-11/6 

十一 11/9-11/13 

十二 11/16-11/20 

了解動物 2/週 

自-J-A1 能應用科學知識、

方法與態度於日常生活當

中。 

自-J-C1 從日常學習中，主

動關心自然環境相關公共議

題，尊重生命。 

 

po-Ⅳ-1 能從學

習活動、日常經

驗及科技運用、

自然環境、書刊

及網路媒體中，

進行各種有計畫

的觀察。 

pa-Ⅳ-1 能分析

歸納、製作圖

表、使用資訊及

數學等方法，整

理資訊或數據。 

Db-Ⅳ-1動物體（以人

體為例）經由攝食、消

化、吸收獲得所需的養

分。 

Db-Ⅳ-2動物體（以人

體為例）的循環系統能

將體內的物質運輸至

各細胞處，並進行物質

交換。並經由心跳、心

音及脈搏的探測，以了

解循環系統的運作情

形。 

Db-Ⅳ-3動物體（以人

體為例）藉由呼吸系統

與外界交換氣體。 

口頭回答 

紙筆測驗 

實作評量 

環 J2 了解人

與周遭動物的

互動關係， 認

識動物需求， 

並關切動物福

利。 

十三 11/23-11/27 

十四 11/30-12/4 

十五 12/7-12/11 

十六 12/14-12/18 

十七 12/21-12/25 

十八 12/28-1/1 

十九 1/4-1/8 

二十 1/11-1/15 

二一 1/18-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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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立麻豆區麻豆國民中學 109學年度第二學期 全 年級 自然科學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 

教材版本 自編 
實施年級 

(班級/組別) 
特教班全 教學節數 每週(  2  )節，本學期共(40)節 

課程目標 

1.啟發科學探究的熱忱與潛能：使學生能對自然科學具備好奇心與想像力，發揮理性思維，開展生命潛能。 

2.建構科學素養：使學生具備基本的科學知識、探究與實作能力及科學態度，能於實際生活中有效溝通、參與公民社會議

題的決策與問題解決，且對媒體所報導的科學相關內容能理解並反思，培養求真求實的精神。 

3.奠定持續學習科學與運用科技的基礎：養成學生對科學正向的態度、學習科學的興趣，以及運用科技學習與解決問題的

習慣，為適應科技時代之生活奠定良好基礎。 

4.培養社會關懷和守護自然之價值觀與行動力：使學生欣賞且珍惜大自然之美，更深化為愛護自然、珍愛生命及惜取資源

的關懷心與行動力，進而致力於建構理性社會與永續環境。 

5.為生涯發展做準備：使學生不論出於興趣、生活或工作所需，都能更進一步努力增進科學知能，且經由此階段的學習，

為下一階段的生涯發展做好準備。 

總綱核心素養 

A自主行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A2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B溝通互動-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質   

C社會參與-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融入之重大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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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J11 了解天然災害的人為影響因子。 

環 J12 認識不同類型災害可能伴隨的危險，學習適當預防與避難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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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2/17-2/19 

天災 2/週 

自-J-A1 能應用科學知

識、方法與態度於日常

生活當中。 

自-J-A2 能將所習得的

科學知識，連結到自己

觀察到的自然現象。 

po-Ⅳ-1 能從學

習活動、日常經

驗及科技運用、

自然環境、書刊

及網路媒體中，

進行各種有計畫

Md-Ⅳ-2 颱風主要發

生在七至九月，並容易

造成生命財產的損失。 

Md-Ⅳ-3 颱風會帶來

狂風、豪雨及暴潮等災

害。 

口頭回答 

紙筆測驗 

實作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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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2/22-2/26 

三 3/1-3/5 

四 3/8-3/12 



C5-1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新課綱版) 

五 3/15-3/19 自-J-B2 能操作適合學

習階段的科學設備與資

源。 

自-J-C1 從日常學習

中，主動關心自然環境

相關公共議題，尊重生

命。 

的觀察。 

pe-Ⅳ-2 能正確

安全操作適合學

習階段的物品、

器材儀器、科技

設備及資源。 

pa-Ⅳ-1 能分析

歸納、製作圖

表、使用資訊及

數學等方法，整

理資訊或數據。 

Md-Ⅳ-4 臺灣位處於

板塊交界，因此地震頻

仍，常造成災害。 

Md-Ⅳ-5 大雨過後和

順向坡會加重山崩的

威脅。 

環J11 了解天

然災害的人為

影響因子。 

環J12 認識不

同類型災害可

能伴隨的危

險，學習適當

預防與避難行

為。 

六 3/22-3/26 

七 3/29-4/2 

八 4/5-4/9 

九 4/12-4/16 

十 4/19-4/23 

十一 4/26-4/30 

十二 5/3-5/7 

植物 2/週 

自-J-A1 能應用科學知

識、方法與態度於日常

生活當中。 

自-J-B2 能操作適合學

習階段的科學設備與資

源。 

po-Ⅳ-1 能從學

習活動、日常經

驗及科技運用、

自然環境、書刊

及網路媒體中，

進行各種有計畫

的觀察。 

pa-Ⅳ-1 能分析

歸納、製作圖

表、使用資訊及

數學等方法，整

理資訊或數據。 

Bc-Ⅳ-1生物經由酵素

的催化進行新陳代謝，

並以實驗活動探討影響

酵素作用速率的因素。 

Bc-Ⅳ-2細胞利用養分

進行呼吸作用釋放能

量，供生物生存所需。 

Bc-Ⅳ-3植物利用葉綠

體進行光合作用，將二

氧化碳和水轉變成醣

類養分，並釋出氧氣；

養分可供植物本身及

動物生長所需。 

口頭回答 

紙筆測驗 
 

十三 5/10-5/14 

十四 5/17-5/21 

十五 5/24-5/28 

十六 5/31-6/4 

十七 6/7-6/11 

十八 6/14-6/18 

十九 6/21-6/25 

二十 6/28-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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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