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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南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110學年度第一學期一年級生活領域學習課程計畫(▓普通班/□特教班) 

教材版本 翰林版 
實施年級 

(班級/組別) 
一年級 教學節數 每週（6）節，本學期共（126）節 

課程目標 

1.透過學校日常作息的觀察與體驗，培養學校生活自理能力。 

2.透過上課與下課活動的探索，讓兒童發現上課應注意的重點，並且能規畫自己的下課時間，並解決遊戲時遇到的間題。 

3.透過放學狀況的討探，能發現安全放學的應注意的事項。 

4.透過有趣、活潑且具有吸引力的活動，讓兒童認識新朋友，消除兒童剛入學的陌生感和緊張感，緩和兒童的不安和焦慮，並由此

引發「想試探」的意願。5.透過與自然景物的接觸，兒童不但能因而熟悉校園內的花、草、樹木並與之作朋友外，也能充分運用

五官去探究這些自然界朋友的祕密，並以各種方式加深認知，進而奠定愛護自然、尊重生命的良好美德。 

6.聆聽大自然和周遭的聲音，察覺聲音在傳達訊息，能藉著語言、肢體模仿等描述感受，進而培養藝術探索與創作的能力。 

7.透過認識各種玩具，引發自己做玩具的動機，並帶著自製玩具，進行同樂會。從玩具同樂會中，培養兒童互助合作、自訂規則、

運動家精神及愛護玩具等素養。 

8.透過故事欣賞，知道新年的由來，進而發表自己想要的新年形式，最後藉由討論及製作春聯、演唱歌曲，感受新年熱鬧的氣氛。 

該學習階

段領域核

心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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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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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架構脈絡 

教學 

期程 

單元與 

活動名稱 

節

數 
學習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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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我上

一年級了 

1.上學去 

6 

1.能分享開學一天所觀

察到的校園景致。 

2.能說出上學前該做哪

些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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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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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I-2 事物變化現象的觀

察。 

A-I-3 自我省思。 

C-I-4 事理的應用與實踐。 

同儕互評 

念唱練習 

肢體律動 

參與度評量 

【人權教育】 

人 E3 了解每個人需求的

不同，並討論與遵守團體

的規則。 

https://www.docufreez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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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能了解沒做好準備會

帶來哪些困擾。 

4.能了解整理書包的方

法。 

5.能了解哪些物品可以

放在學校裡。 

6.能將整理技巧應用於

生活情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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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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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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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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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I-5 知識與方法的運

用、組合與創新。 

D-I-1 自我與他人關係的

認識。 

D-I-2 情緒調整的學習。 

E-I-1 生活習慣的養成。 

E-I-2 生活規範的實踐。 

E-I-3 自我行為的檢視與

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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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習作評量 

發表(組內

互動討論) 

實際演練 

實踐 

人 E4 表達自己對一個美

好世界的想法，並聆聽他

人的想法。 

【品德教育】 

品 E1 良好生活習慣與德

行。 

二 

一、我上

一年級了 

2.學校的

一天 

6 

1.能覺知學校鐘聲所代

表的意義。 

2.能說出上課該做哪些

準備。 

3.能看功課表知道當天

的作息與課程安排。 

4.能說出自己在下課時

會進行的活動及注意

的事項。 

5.能拍念〈小皮球〉念

謠。 

5.能說出遊戲中曾遇到

的困擾。 

6.能說出安全遊戲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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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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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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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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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生活環境中，覺察美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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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I-2 體會自己分內該做的事，扮演好自己

A-I-2 事物變化現象的觀

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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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I-5 知識與方法的運

用、組合與創新。 

D-I-1 自我與他人關係的

認識。 

E-I-1 生活習慣的養成。 

E-I-2 生活規範的實踐。 

E-I-3 自我行為的檢視與

調整。 

作品評量 

自我評量 

念唱練習 

肢體律動 

習作評量 

發表(組內

互動討論) 

實際演練 

實踐 

【人權教育】 

人 E2 關心周遭不公平的

事件，並提出改善的想法。 

人 E3 了解每個人需求的

不同，並討論與遵守團體

的規則。 

人 E7 認識生活中不公

平、不合理、違反規則和

健康受到傷害等經驗，並

知道如何尋求救助的管

道。 

人 E8 了解兒童對遊戲權

利的需求。 

【安全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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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7.能畫出喜愛的校園活

動。 

的角色，並身體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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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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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 E1 了解安全教育。 

安 E2 了解危機與安全。 

安 E3 知道常見事故傷害。 

三 

一、我上

一年級了 

3.放學了 

6 

1.能說出每天的放學時

間。 

2.能知道自己放學時的

心情。 

3.能實際演練放學前的

準備工作。 

4.能說出自己的放學路

隊。 

5.能演出遇到狀況時該

如何因應。 

6.能說出放學路上應注

意的交通規則。 

7.能熟唱〈交通安全進

行曲〉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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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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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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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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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生活環境中，覺察美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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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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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I-2 事物變化現象的觀

察。 

A-I-3 自我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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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自我與他人關係的

認識。 

D-I-2 情緒調整的學習。 

E-I-1 生活習慣的養成。 

E-I-2 生活規範的實踐。 

E-I-3 自我行為的檢視與

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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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頭評量 

習作評量 

發表(組內

互動討論) 

實際演練 

【安全教育】 

安 E1 了解安全教育。 

安 E2 了解危機與安全。 

安 E3 知道常見事故傷害。 

安 E4 探討日常生活應該

注意的安全。 

安 E5 了解日常生活危害

安全的事件。 

四 

二、我的

新學校 

1.新生活

新朋友 

6 

1.能說出小學生活和幼

兒園生活不同的地

方。 

2.能分享小學生活中還

不習慣的地方。 

3.能知道小學生活中不

1-I-1 探索並分享對自己及相關人、事、物

的感受與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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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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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I-1 生命成長現象的認

識。 

A-I-2 事物變化現象的觀

察。 

A-I-3 自我省思。 

B-I-3 環境的探索與愛護。 

小組互動表

現 

習作評量 

發表(組內

互動討論) 

實踐 

【性別平等教育】 

性 E4 認識身體界限與尊

重他人的身體自主權。 

【品德教育】 

品 E2 自尊尊人與自愛愛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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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慣的地方的解決方

法。 

4.能說出認識新朋友的

方法。 

5.能運用學到的方法認

識新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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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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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I-3 體會學習的樂趣和成就感，主動學習

新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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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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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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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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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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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自我與他人關係的

認識。 

D-I-4 共同工作並相互協

助。 

E-I-3 自我行為的檢視與

調整。 

F-I-2 不同解決問題方法

或策略的提出與嘗試。 

【生涯規劃教育】 

涯 E4 認識自己的特質與

興趣。 

五 

二、我的

新學校 

1.新生活

6 

1.能運用媒材發揮創意

自製自我介紹相框。 

2.能探索自我介紹的方

1-I-1 探索並分享對自己及相關人、事、物

的感受與想法。 

1-I-3 省思自我成長的歷程，體會其意義並

A-I-1 生命成長現象的認

識。 

A-I-2 事物變化現象的觀

作品評量 

同儕互評 

自我評量 

【品德教育】 

品 E2 自尊尊人與自愛愛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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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朋友 法。 

3.能經由其他人的自我

介紹認識同學。 

4.能探索利用自我介紹

相框認識更多新朋友

的方法。 

5.能藉由演唱〈我的朋

友在哪裡〉和遊戲活

動加深對新朋友的印

象，增進兒童之間的

親近感。 

知道自己進步的情形與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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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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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I-3 體會學習的樂趣和成就感，主動學習

新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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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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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覺察生活中的規範與禮儀，探究其意

義，並願意遵守。 

6-I-4 關懷生活中的人、事、物，願意提供

協助與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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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察。 

A-I-3 自我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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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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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1 自我與他人關係的

認識。 

D-I-4 共同工作並相互協

助。 

E-I-3 自我行為的檢視與

調整。 

F-I-2 不同解決問題方法

或策略的提出與嘗試。 

念唱練習 

習作評量 

遊戲評量 

實際演練 

品 E3 溝通合作與和諧人

際關係。 

【生涯規劃教育】 

涯 E1 了解個人的自我概

念。 

涯 E4 認識自己的特質與

興趣。 

涯 E5 探索自己的價值觀。 

涯 E6 覺察個人的優勢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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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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一

起工作並完成任務。 

六 

二、我的

新學校 

2.新校園

新發現 

6 

1.能注意探索時的安

全，並保持秩序與禮

貌。 

2.能透過探索活動，認

識校園各個地點。 

3.能愛護校園環境，珍

惜使用各種公共設

備。 

4.能分享參觀後的發

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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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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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I-3 體會學習的樂趣和成就感，主動學習

新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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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覺察生活中的規範與禮儀，探究其意

義，並願意遵守。 

6-I-4 關懷生活中的人、事、物，願意提供

協助與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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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I-2 事物變化現象的觀

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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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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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4 共同工作並相互協

助。 

E-I-3 自我行為的檢視與

調整。 

F-I-2 不同解決問題方法

或策略的提出與嘗試。 

口頭討論 

習作評量 

訪問調查 

發表(上台

報告、小組

回饋) 

觀察記錄 

【環境教育】 

環 E1 參與戶外學習與自

然體驗，覺知自然環境的

美、平衡、與完整性。 

【品德教育】 

品 E1 良好生活習慣與德

行。 



C5-1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新課綱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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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一

起工作並完成任務。 

七 

三、大樹

高小花香 

1.親近大

樹和小花 

6 

1.能仔細觀察校園裡的

花。 

2.能知道花有不同的顏

色、大小和形狀。 

3.能說出親近小花的發

現。 

4.能和同學分享自己最

喜歡的花。 

5.能說出觀察到的花特

別的地方。 

6.能運用媒材完成「花

花世界」彩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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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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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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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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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I-3 覺察生活中的規範與禮儀，探究其意

義，並願意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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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I-1 生命成長現象的認

識。 

A-I-2 事物變化現象的觀

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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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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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4 共同工作並相互協

助。 

E-I-1 生活習慣的養成。 

E-I-2 生活規範的實踐。 

E-I-3 自我行為的檢視與

調整。 

F-I-2 不同解決問題方法

或策略的提出與嘗試。 

作品評量 

習作評量 

發表(組內

互動討論) 

觀察記錄 

【環境教育】 

環 E1 參與戶外學習與自

然體驗，覺知自然環境的

美、平衡、與完整性。 

環 E2 覺知生物生命的美

與價值，關懷動、植物的

生命。 

【戶外教育】 

戶 E1 善用教室外、戶外及

校外教學，認識生活環境

（自然或人為）。 

八 
三、大樹

高小花香 
6 

1.能知道親近樹木的方

法。 

1-I-1 探索並分享對自己及相關人、事、物

的感受與想法。 

A-I-1 生命成長現象的認

識。 

習作評量 

發表(組內

【環境教育】 

環 E1 參與戶外學習與自



C5-1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新課綱版) 

 

1.親近大

樹和小花 

2.能運用知道的方法親

近樹木。 

3.能運用媒材拓印和拼

貼出樹朋友。 

4.能知道觀察樹木的方

法。 

5.能運用知道的方法觀

察樹木。 

6.能說出樹木特別的地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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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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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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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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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I-2 在生活環境中，覺察美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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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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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I-2 事物變化現象的觀

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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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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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4 共同工作並相互協

助。 

E-I-1 生活習慣的養成。 

E-I-2 生活規範的實踐。 

E-I-3 自我行為的檢視與

調整。 

F-I-2 不同解決問題方法

或策略的提出與嘗試。 

互動討論) 

作品評量 

表演評量 

念唱練習 

肢體律動 

然體驗，覺知自然環境的

美、平衡、與完整性。 

環 E2 覺知生物生命的美

與價值，關懷動、植物的

生命。 

【戶外教育】 

戶 E1 善用教室外、戶外及

校外教學，認識生活環境

（自然或人為）。 

九 
三、大樹

高小花香 
6 

1.能說出植物遇到的困

境。 

2.能體會植物遇到困境

1-I-1 探索並分享對自己及相關人、事、物

的感受與想法。 

A-I-1 生命成長現象的認

識。 

習作評量 

實踐 

【環境教育】 

環 E1 參與戶外學習與自



C5-1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新課綱版) 

 

2.愛護大

樹和小花 

的心情。 

3.能將植物遭遇困境的

心情表演出來。 

4.能熟唱<植物好朋友> 

5.能感受音樂中聲音的

高低。 

6.知道音樂中有聲音的

高低。 

7.能探究幫助大樹和小

花的方法。 

8.能付出行動愛護植

物，珍愛大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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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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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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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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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I-2 在生活環境中，覺察美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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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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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I-2 事物變化現象的觀

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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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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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4 共同工作並相互協

助。 

E-I-1 生活習慣的養成。 

E-I-2 生活規範的實踐。 

E-I-3 自我行為的檢視與

調整。 

F-I-2 不同解決問題方法

或策略的提出與嘗試。 

觀察記錄 然體驗，覺知自然環境的

美、平衡、與完整性。 

環 E2 覺知生物生命的美

與價值，關懷動、植物的

生命。 

【戶外教育】 

戶 E1 善用教室外、戶外及

校外教學，認識生活環境

（自然或人為）。 

戶 E4 覺知自身的生活方

式會對自然環境產生影響

與衝擊。 

戶 E6 學生參與校園的環

境服務、處室的服務。 

十 
四、聲音

的世界 
6 

1.能記錄下生活中聽到

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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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I-1 生命成長現象的認

識。 

發表(上台

發言) 

【人權教育】 

人 E2 關心周遭不公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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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生活中

的聲音 

2.能與同學分享所記錄

的聲音。 

3.能說出聲音的不同特

色。 

4.能探索聲音所代表的

意義。 

5.能根據不同的聲音所

傳遞的訊息適切的做

出反應。 

6.能了解不同的聲音帶

來不同的感受。 

7.能說出對不同聲音的

感受。 

8.能夠站在他人的立場

為人著想。 

9.能在生活中減少噪音

的製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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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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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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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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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I-3 體會學習的樂趣和成就感，主動學習

新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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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I-2 在生活環境中，覺察美的存在。 

5-I-3 理解與欣賞美的多元形式與異同。 

6-I-3 覺察生活中的規範與禮儀，探究其意

義，並願意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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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I-2 事物變化現象的觀

察。 

A-I-3 自我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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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3 聆聽與回應的表現。 

E-I-1 生活習慣的養成。 

E-I-2 生活規範的實踐。 

E-I-3 自我行為的檢視與

調整。 

F-I-1 工作任務理解與工

作目標設定的練習。 

實踐 

觀察記錄 

事件，並提出改善的想法。 

【品德教育】 

品 E1 良好生活習慣與德

行。 

十一 四、聲音 6 1.能了解在不同的情況 1-I-2 覺察每個人均有其獨特性與長處，進 A-I-2 事物變化現象的觀 表演評量 【人權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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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世界 

1.生活中

的聲音 

下適合使用不同的音

量來說話。 

2.能嘗試使用不同的音

量來說話。 

3.能在不同的狀況下使

用適當的音量來說

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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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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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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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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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I-3 體會學習的樂趣和成就感，主動學習

新的事物。 

5-I-2 在生活環境中，覺察美的存在。 

5-I-3 理解與欣賞美的多元形式與異同。 

6-I-3 覺察生活中的規範與禮儀，探究其意

義，並願意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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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察。 

A-I-3 自我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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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1 自我與他人關係的

認識。 

D-I-2 情緒調整的學習。 

D-I-3 聆聽與回應的表現。 

D-I-4 共同工作並相互協

助。 

E-I-1 生活習慣的養成。 

E-I-2 生活規範的實踐。 

E-I-3 自我行為的檢視與

調整。 

F-I-1 工作任務理解與工

作目標設定的練習。 

同儕互評 

念唱練習 

發表(組內

互動討論) 

人 E2 關心周遭不公平的

事件，並提出改善的想法。 

【品德教育】 

品 E1 良好生活習慣與德

行。 

十二 
四、聲音

的世界 
6 

1.能認識不同的節奏樂

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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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I-2 事物變化現象的觀

察。 

作品評量 

實際演練 

【科技教育】 

科 E2 了解動手實作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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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聲音好

好玩 

2.能分辨各節奏樂器的

屬性。 

3.能聽辨樂器的聲音特

色，並分辨聲音的來

源。 

4.能探索生活中有哪些

東西可以像樂器一樣

發出聲音。 

5.能利用用不同的材

料，來製作簡易的樂

器。 

6.能裝飾自己製作的簡

單樂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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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I-3 體會學習的樂趣和成就感，主動學習

新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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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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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I-5 透過一起工作的過程，感受合作的重

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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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探究生活事物的方

法與技能。 

D-I-3 聆聽與回應的表現。 

要性。 

科 E4 體會動手實作的樂

趣，並養成正向的科技態

度。 

科 E7 依據設計構想以規

劃物品的製作步驟。 

科 E8 利用創意思考的技

巧。 

十三 

四、聲音

的世界 

3.聲音模

仿秀 

6 

1.能欣賞＜小貓圓舞曲

＞。 

2.能隨著音樂的旋律，

模仿貓叫聲。 

3.能知道發出聲音的方

法。 

4.能運用自製樂器模仿

特殊的音效。 

5.能模仿不同器具、人

或是動物所發出的聲

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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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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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理解與欣賞美的多元形式與異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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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I-5 透過一起工作的過程，感受合作的重

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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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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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1 自我與他人關係的

認識。 

D-I-2 情緒調整的學習。 

表演評量 

小組互動表

現 

念唱練習 

習作評量 

實際演練 

【科技教育】 

科 E2 了解動手實作的重

要性。 

科 E4 體會動手實作的樂

趣，並養成正向的科技態

度。 

科 E8 利用創意思考的技

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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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能熟唱〈聲音變變

變〉。 

7.能改編歌詞。 

8.能模仿聲音。 

9.能將模仿的聲音編成

故事劇。 

10.能一面說故事，一面

進行情境配音。 

11.能與同組同學討論

故事內容與配音的分 

工。 

D-I-3 聆聽與回應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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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 

五、玩具

總動員 

1.我們的

玩具 

王國 

6 

1.能和同學分享自己心

愛的玩具。 

2.能展示並說明自己玩

具的特性 

3.能探索各種玩具的玩

法。 

4.能熟唱〈玩具國〉歌

曲。 

5.能隨著音樂旋律進行

音樂活動。 

6.能用不同的方式將玩

具分類。 

7.能將同類型的玩具收

拾在一起。 

8.能在生活中養成收拾

玩具的習慣。 

1-I-1 探索並分享對自己及相關人、事、物

的感受與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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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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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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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I-3 自我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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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I-1 生活習慣的養成。 

E-I-2 生活規範的實踐。 

E-I-3 自我行為的檢視與

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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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唱練習 

肢體律動 

習作評量 

發表(上台

分享) 

實踐 

【性別平等教育】 

性 E1 認識生理性別、性傾

向、性別特質與性別認同

的多元面貌。 

【科技教育】 

科 E2 了解動手實作的重

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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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I-3 覺察生活中的規範與禮儀，探究其意

義，並願意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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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4 對自己做事方法或

策略的省思與改善。 

十五 

五、玩具

總動員 

2.玩具同

樂會 

6 

1.能探索自己動手做玩

具的樂趣。 

2.能自己動手做玩具。 

3.能思考如何解決製作

過程遇到的問題。 

4.能與同學分享自己做

的玩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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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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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I-3 體會學習的樂趣和成就感，主動學習

新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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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覺察生活中的規範與禮儀，探究其意

義，並願意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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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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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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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品評量 

實作評量 

【科技教育】 

科 E2 了解動手實作的重

要性。 

科 E4 體會動手實作的樂

趣，並養成正向的科技態

度。 

科 E8 利用創意思考的技

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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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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一

起工作並完成任務。 

十六 

五、玩具

總動員 

2.玩具同

樂會 

6 

1.能探索自製玩具的玩

法。 

2.能和同學討論遊戲的

方式。 

3.能和同學討論遊戲的

規則。 

4.能和同學一起玩自製

玩具。 

5.能遵守玩玩具該注意

的基本規則。 

6.遊戲遇到狀況時，能

面對與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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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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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I-3 體會學習的樂趣和成就感，主動學習

新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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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覺察生活中的規範與禮儀，探究其意

義，並願意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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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一

起工作並完成任務。 

A-I-3 自我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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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1 自我與他人關係的

認識。 

D-I-2 情緒調整的學習。 

D-I-3 聆聽與回應的表現。 

D-I-4 共同工作並相互協

助。 

E-I-3 自我行為的檢視與

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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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與度評量 

習作評量 

遊戲評量 

態度評量 

【人權教育】 

人 E3 了解每個人需求的

不同，並討論與遵守團體

的規則。 

【法治教育】 

法 E1 認識公平。 

法 E3 利用規則來避免衝

突。 

法 E4 參與規則的制定並

遵守之。 



C5-1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新課綱版) 

 

十七 

五、玩具

總動員 

3.珍惜玩

具 

6 

1.能設身處地站在玩具

的角度思考。 

2.能說出壞掉的玩具的

心情。 

3.能體會珍惜玩具的重

要性。 

4.能覺察降低玩具壞掉

的方式。 

5.能學習處理壞掉的玩

具。 

6.能將每個玩具發揮最

大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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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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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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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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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覺察生活中的規範與禮儀，探究其意

義，並願意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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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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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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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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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自我與他人關係的

認識。 

E-I-1 生活習慣的養成。 

E-I-2 生活規範的實踐。 

E-I-3 自我行為的檢視與

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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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4 對自己做事方法或

策略的省思與改善。 

表演評量 

習作評量 

發表(上台

發言) 

實踐 

【品德教育】 

品 E1 良好生活習慣與德

行。 

【生涯規劃教育】 

涯 E12 學習解決問題與做

決定的能力。 

十八 

六、新年

快樂 

1.新年到 

6 

1.能發現農曆新年的到

來。 

2.能和同學分享家人是

如何準備過農曆新 

年的。  

3.能了解和認識農曆新

年的各種活動。 

4.能和家人一起規劃農

1-I-1 探索並分享對自己及相關人、事、物

的感受與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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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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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I-3 自我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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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I-1 生活習慣的養成。 

E-I-3 自我行為的檢視與

調整。 

口頭討論

(組內互動

討論) 

習作評量 

實踐 

念唱練習 

【家庭教育】 

家 E6 覺察與實踐兒童在

家庭中的角色責任。 

家 E7 表達對家庭成員的

關心與情感。 

家 E9 參與家庭消費行

動，澄清金錢與物品的價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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曆新年的準備工作。 

5.能演唱過年的歌曲，

感受新年的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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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願意參與各種學習活動，表現好奇與

求知探究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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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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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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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覺察生活中的規範與禮儀，探究其意

義，並願意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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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I-5 透過一起工作的過程，感受合作的重

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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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 E11 養成良好家庭生活

習慣，熟悉家務技巧，並

參與家務工作。 

十九 

六、新年

快樂 

1.新年到 

6 

1.能認識新年的由來。 

2.能知道新年的許多習

俗。 

3.能建構新年獸的樣

子。並創作新年獸的

故事畫作。 

4.能動手創作春聯。 

1-I-1 探索並分享對自己及相關人、事、物

的感受與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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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I-3 自我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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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I-1 生活習慣的養成。 

E-I-3 自我行為的檢視與

調整。 

作品評量 

表演評量 

習作評量 

發表(上台

報告、發表

創作故事) 

說故事 

【多元文化教育】 

多 E1 了解自己的文化特

質。 

多 E2 建立自己的文化認

同與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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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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I-2 在生活環境中，覺察美的存在。 

5-I-3 理解與欣賞美的多元形式與異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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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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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廿 

六、新年

快樂 

2.過新年 

6 

1.能認識除夕年菜的意

義。 

2.能知道如何規畫使用

自己的壓歲錢。 

3.學習感恩及關懷身邊

的人。 

1-I-1 探索並分享對自己及相關人、事、物

的感受與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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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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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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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願意參與各種學習活動，表現好奇與

A-I-3 自我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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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I-1 生活習慣的養成。 

E-I-3 自我行為的檢視與

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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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頭評量

(組內互動

討論) 

習作評量 

【多元文化教育】 

多 E1 了解自己的文化特

質。 

多 E2 建立自己的文化認

同與意識。 

多 E3 認識不同的文化概

念，如族群、階級、性別、

宗教等。 

多 E4 理解到不同文化共

存的事實。 

多 E5 願意與不同文化背

景的人相處，並發展群際

關係。 

多 E6 了解各文化間的多

樣性與差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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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知探究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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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I-3 理解與欣賞美的多元形式與異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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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I-3 覺察生活中的規範與禮儀，探究其意

義，並願意遵守。 

廿一 

六、新年

快樂 

2.過新年 

6 

1.能發表拜年的經驗，

並知道拜年時的禮

儀。 

2.能分組進行闖關活

動。 

3.能上臺練習說吉祥話

向大家拜年。 

4.能說出新的一年有什

麼新希望。 

5.能寫出自己的新年新

希望。 

6.能和大家分享實現新

年新希望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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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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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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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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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I-3 自我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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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I-1 生活習慣的養成。 

E-I-3 自我行為的檢視與

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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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組互動表

現 

習作評量 

【家庭教育】 

家 E6 覺察與實踐兒童在

家庭中的角色責任。 

家 E7 表達對家庭成員的

關心與情感。 

【多元文化教育】 

多 E1 了解自己的文化特

質。 

多 E2 建立自己的文化認

同與意識。 

多 E3 認識不同的文化概

念，如族群、階級、性別、

宗教等。 

多 E4 理解到不同文化共

存的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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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I-3 覺察生活中的規範與禮儀，探究其意

義，並願意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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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I-5 透過一起工作的過程，感受合作的重

要性。 

◎依據 109.12.10函頒修訂之「臺南市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國中小彈性學習課程規劃建議措施」中之配套措施，如有每位學生上台報

告之「表現任務-評量方式」請用不同顏色的文字特別註記並具體說明。 

 



C5-1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新課綱版) 

 

國立臺南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110學年度第二學期一年級生活領域學習課程計畫(▓普通班/□特教班) 

教材版本 翰林版 
實施年級 

(班級/組別) 
一年級 教學節數 每週（6）節，本學期共（126）節 

課程目標 

1.透過活動增進兒童的閱讀興趣，培養兒童的閱讀習慣。 

2.利用感官的看、聽、聞、摸，到公園或校園觀察花、草、樹木生長的情形、小動物的活動，以及氣候的改變，來感受春天的氣息。 

3.透過「觀察、製作、音樂欣賞、表演、歌唱」等活動，加深對春天的探索和認識，進而培養好奇心、主動探索及觀察等能力。 

4.透過「舞動春天」表演活動，與同學一起裝扮表演，增進兒童間的情誼。 

5.從生活經驗分享出發，透過打電話的角色扮演和遊戲，了解電話的功能，並學習正確的打電話和接電話。 

6.透過認識緊急聯絡電話的活動中，能夠更深刻的體驗生活上使用電話的相關知能，並讓兒童知道遇到特殊的狀況，可以打電話尋求

協助。 

7.能知道除了電話之外，還有其他的傳話方式。 

8.本單元希望每個兒童能藉由經驗分享及體驗活動，深入的認識家人，了解每位家人的特質與需求。 

9.「家庭」是一切生活的開始，「家族成員」更是兒童最親近的人。雖然現代的家庭不一定都是完整的，然而，「家」仍然可以是溫暖

的。本單元希望兒童藉由經驗的分享，體驗多樣化的家庭活動，享受家的溫暖。 

10.製作自己的水上玩具，並透過遊戲探索玩具與水之間的關係。 

11.透過經驗分享與討論活動，探索缺水之苦與解決之道，並在生活中力行相關的省水措施。 

12.認識端午節的由來和活動。 

13.探索夏天的涼快小祕方，並參與換季。 

該學習階

段領域核

心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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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架構脈絡 

教學 

期程 

單元與 

活動名稱 

節

數 
學習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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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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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 

第一單元： 

我愛看書 

我的書朋

友 

12 

1.能和同學分享自己最

喜歡的一本書。 

2.能認識其他同學分享

的好書和不同類型的

書。 

3.能探索書的內含物。 

4.能知道書的來源管道

和特別的借書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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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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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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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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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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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3 聆聽與回應的表現。 

E-I-1 生活習慣的養成。 

E-I-2 生活規範的實踐。 

E-I-3 自我行為的檢視與

調整。 

口頭評量 

課堂問答 

學習態度 

觀察評量 

發表(上台

發表心得) 

念唱練習 

【人權教育】 

人 E3 了解每個人需求的

不同，並討論與遵守團體

的規則。 

【閱讀素養教育】 

閱 E8 低、中年級以紙本閱

讀為主。 

閱 E11 低年級：能在一般

生活情境中，懂得運用文

本習得的知識解決問題。 

閱 E12 培養喜愛閱讀的態

度。 

閱 E13 願意廣泛接觸不同

類型及不同學科主題的文

本。 

閱 E14 喜歡與他人討論、

分享自己閱讀的文本。 

三 

第一單元： 

我愛看書 

我的書朋

友 

6 

1.能認識書的基本構

造。 

2.能演唱〈我的書朋友〉

歌曲。 

3.能以視覺、聽覺及動

覺的表演藝術形式，

表達豐富的想像力與

創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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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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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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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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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3 聆聽與回應的表現。 

E-I-1 生活習慣的養成。 

E-I-2 生活規範的實踐。 

口頭評量 

課堂問答 

學習態度 

說故事 

發表(組內

討論) 

作品評量 

【人權教育】 

人 E3 了解每個人需求的

不同，並討論與遵守團體

的規則。 

【閱讀素養教育】 

閱 E8 低、中年級以紙本閱

讀為主。 

閱 E11 低年級：能在一般

生活情境中，懂得運用文

本習得的知識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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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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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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覺察生活中的規範與禮儀，探究其意

義，並願意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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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閱 E12 培養喜愛閱讀的態

度。 

閱 E13 願意廣泛接觸不同

類型及不同學科主題的文

本。 

閱 E14 喜歡與他人討論、

分享自己閱讀的文本。 

四 

第一單元： 

我愛看書 

快樂小書

蟲 

6 

1.能透過探索活動，知

道製作小書的方式。 

2.能運用媒材發揮創意

自製小書。 

3.能和同學合作，練習

說書。 

4.能向他人介紹自己做

的小書。 

5.能參與活動，聆聽同

學說書。 

6.能說出說書活動的感

想與心得。 

7.能分享個人閱讀收

穫。 

8.能認識閱讀的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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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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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I-3 體會學習的樂趣和成就感，主動學習

新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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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I-1 以對方能理解的語彙或方式，表達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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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I-2 生活規範的實踐。 

E-I-3 自我行為的檢視與

調整。 

口頭評量 

課堂問答 

學習態度 

參與度評量 

發表(上台

發表心得) 

【人權教育】 

人 E3 了解每個人需求的

不同，並討論與遵守團體

的規則。 

【閱讀素養教育】 

閱 E11 低年級：能在一般

生活情境中，懂得運用文

本習得的知識解決問題。 

閱 E12 培養喜愛閱讀的態

度。 

閱 E13 願意廣泛接觸不同

類型及不同學科主題的文

本。 

閱 E14 喜歡與他人討論、

分享自己閱讀的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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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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第二單元： 

美麗的春

天 

拜訪春天 

6 

1.能利用五官探索春天

的生活環境。 

2.能觀察花、草、樹木

生長的情形，體會季

節的變化。 

3.能透過觀察，發現春

天有較多的小動物在

外面活動。 

4.能觀察花、草、樹木

生長的情形，體會季

節的變化。 

5.能發現冬天和春天植

物不同之處。 

6.能透過觀察，發現春

天有較多的小動物在

外面活動。 

7.能察覺到春天的氣候

較溫暖，植物、動物

和人類的活動都會和

冬天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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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觀察生活中人、事、物的變化，覺知

變化的可能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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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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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生活環境中，覺察美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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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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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一

起工作並完成任務。 

A-I-2 事物變化現象的觀

察。 

A-I-3 自我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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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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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3 聆聽與回應的表現。 

E-I-1 生活習慣的養成。 

E-I-2 生活規範的實踐。 

E-I-3 自我行為的檢視與

調整。 

口頭評量 

課堂問答 

學習態度 

參與度評量 

發表(組內

討論) 

【戶外教育】 

戶 E1 善用教室外、戶外及

校外教學，認識生活環境

（自然或人為）。 

戶 E2 豐富自身與環境的

互動經驗，培養對生活環

境的覺知與敏感，體驗與

珍惜環境的好。 

戶 E3 善用五官的感知，培

養眼、耳、鼻、舌、觸覺

及心靈對環境感受的能

力。 

戶 E4 覺知自身的生活方

式會對自然環境產生影響

與衝擊。 

六 

第二單元： 

美麗的春

天 

6 

1.能與同學分享自己對

春天的觀察。 

2.能說出自己喜愛的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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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觀察生活中人、事、物的變化，覺知

A-I-2 事物變化現象的觀

察。 

A-I-3 自我省思。 

口頭評量

(組內討論) 

課堂問答 

【戶外教育】 

戶 E1 善用教室外、戶外及

校外教學，認識生活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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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訪春天 物或動物。 

3.能說出動物或植物的

特色，並用不同方式

表現出來。 

4.能演唱〈春神來了〉。 

5.能做出〈春神來了〉

的唱遊動作。 

6.能利用「春天圖卡」

製作「舞動春天頭

套」。 

7.能將所扮演的動作特

徵表現出來。 

8.能以視覺、聽覺及動

覺的表演藝術形式，

表達豐富的想像力與

創作力。 

9.能感受音樂所傳達的

感覺，透過肢體韻律

表演出來。 

變化的可能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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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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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生活環境中，覺察美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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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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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一

起工作並完成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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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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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3 聆聽與回應的表現。 

E-I-1 生活習慣的養成。 

E-I-2 生活規範的實踐。 

學習態度 

參與度評量 

念唱練習 

肢體律動 

角色扮演 

（自然或人為）。 

戶 E2 豐富自身與環境的

互動經驗，培養對生活環

境的覺知與敏感，體驗與

珍惜環境的好。 

戶 E3 善用五官的感知，培

養眼、耳、鼻、舌、觸覺

及心靈對環境感受的能

力。 

戶 E4 覺知自身的生活方

式會對自然環境產生影響

與衝擊。 

七 

第二單元： 

美麗的春

天 

迎接春天 

6 

1.能探索〈四季─春〉

如何運用音樂描寫春

天。 

2.能透過對春天人、

事、物的觀察，發現

春天天氣的變化及其

對生活的影響。 

3.能用自己的方式記錄

1-I-1 探索並分享對自己及相關人、事、物

的感受與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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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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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I-2 事物變化現象的觀

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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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媒材特性與符號表

口頭評量

(組內討論) 

課堂問答 

學習態度 

參與度評量 

【戶外教育】 

戶 E1 善用教室外、戶外及

校外教學，認識生活環境

（自然或人為）。 

戶 E2 豐富自身與環境的

互動經驗，培養對生活環

境的覺知與敏感，體驗與

珍惜環境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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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春天天氣的變化。 

4.能和同學分享自己所

觀察到的春天天氣。 

5.能說出春天天氣對生

活的影響。 

6.能在春天多變的天氣

中，找出照顧自己的

方法。 

7.能說出春天人們常做

的活動。 

8.能替自己規劃一場

「春之旅」。 

5-I-2 在生活環境中，覺察美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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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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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一

起工作並完成任務。 

徵的使用。 

C-I-3 探究生活事物的方

法與技能。 

D-I-3 聆聽與回應的表現。 

E-I-1 生活習慣的養成。 

E-I-2 生活規範的實踐。 

戶 E3 善用五官的感知，培

養眼、耳、鼻、舌、觸覺

及心靈對環境感受的能

力。 

戶 E4 覺知自身的生活方

式會對自然環境產生影響

與衝擊。 

八 

第三單元： 

打電話 

傳話遊戲 

6 

1.能透過遊戲，探索聲

音的傳遞。 

2.能知道當距離較遠

時，傳遞聲音的方式。 

3.能說出製作小話筒需

用到的材料。 

4.能製作小話筒。 

5.能欣賞同學所製作的

小話筒。 

6.能藉由傳話遊戲，體

驗傳話遊戲過程的變

化樂趣。 

7.能嘗試各種不同的傳

話方式。 

8.能比較出哪一種通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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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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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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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I-3 體會學習的樂趣和成就感，主動學習

新的事物。 

C-I-3 探究生活事物的方

法與技能。 

D-I-3 聆聽與回應的表現。 

E-I-1 生活習慣的養成。 

E-I-3 自我行為的檢視與

調整。 

F-I-2 不同解決問題方法

或策略的提出與嘗試。 

口頭評量

(組內討論) 

課堂問答 

學習態度 

參與度評量 

作品評量 

【家庭教育】 

家 E7 表達對家庭成員的

關心與情感。 

【資訊教育】 

資 E7 使用資訊科技與他

人建立良好的互動關係。 

資 E10 了解資訊科技於日

常生活之重要性。 

資 E11 建立康健的數位使

用習慣與態度。 

資 E12 了解並遵守資訊倫

理與使用資訊科技的相關

規範。 

資 E13 具備學習資訊科技

的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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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聲音會最清楚。 

9.能說出距離更遙遠的

時候，可以使用電話

來通話。 

九 

第三單元： 

打電話 

電話好幫

手 

6 

1.能說出生活中看過或

使用過的傳話工具。 

2.能說出電話在生活中

使用的時機。 

3.能知道公共用電話設

置的地點。 

4.能知道當人在外面

時，可以使用公共電

話聯絡事情。 

5.能知道如何使用公共

電話。 

6.能探索各種公共電話

的使用方法。 

7.能以視覺、聽覺及動

覺的表演藝術形式，

表達豐富的想像力與

創作力。 

8.能感受音樂所傳達的

感覺，透過肢體韻律

表演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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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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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I-3 探究生活事物的方

法與技能。 

D-I-3 聆聽與回應的表現。 

E-I-1 生活習慣的養成。 

E-I-3 自我行為的檢視與

調整。 

F-I-2 不同解決問題方法

或策略的提出與嘗試。 

口頭評量

(組內討論) 

課堂問答 

學習態度 

參與度評量 

肢體律動 

念唱練習 

【家庭教育】 

家 E7 表達對家庭成員的

關心與情感。 

【資訊教育】 

資 E7 使用資訊科技與他

人建立良好的互動關係。 

資 E10 了解資訊科技於日

常生活之重要性。 

資 E11 建立康健的數位使

用習慣與態度。 

資 E12 了解並遵守資訊倫

理與使用資訊科技的相關

規範。 

資 E13 具備學習資訊科技

的興趣。 

十 

第三單元： 

打電話 

我會打電

6 

1.能說出利用電話與人

交談時要特別注意禮

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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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願意參與各種學習活動，表現好奇與

C-I-3 探究生活事物的方

法與技能。 

D-I-3 聆聽與回應的表現。 

口頭評量

(組內討

論、起立發

【家庭教育】 

家 E7 表達對家庭成員的

關心與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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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 2.能討論接聽電話時第

一句話和結束時怎麼

說才有禮貌。 

3.能實際演練接聽電話

時所使用的對話。 

4.能探索打電話的注意

事項。 

5.能透過打電話情境練

習，探索打電話會遇

到的問題和應注意的

禮儀。 

6.能將學習到的打電話

應對技巧應用於生活

中。 

7.能說出常用的緊急電

話號碼。 

8.能知道遇到特別狀況

時，如何打電話求助。 

9.能模擬遇到緊急狀況

時要怎麼講電話。 

10.能專心投入遊戲。 

11.能知道遇到不同的

情況該撥打的號碼。 

12.能將所學的常用電

話號碼應用於生活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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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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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覺察生活中的規範與禮儀，探究其意

義，並願意遵守。 

E-I-1 生活習慣的養成。 

E-I-3 自我行為的檢視與

調整。 

F-I-2 不同解決問題方法

或策略的提出與嘗試。 

言) 

課堂問答 

學習態度 

參與度評量 

肢體律動 

念唱練習 

【資訊教育】 

資 E7 使用資訊科技與他

人建立良好的互動關係。 

資 E10 了解資訊科技於日

常生活之重要性。 

資 E11 建立康健的數位使

用習慣與態度。 

資 E12 了解並遵守資訊倫

理與使用資訊科技的相關

規範。 

資 E13 具備學習資訊科技

的興趣。 

十一 第四單元： 6 1.能說出家中的成員。 1-I-2 覺察每個人均有其獨特性與長處，進 A-I-1 生命成長現象的認 口頭評量 【家庭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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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愛我的

家 

家人與我 

2.能說出家庭成員的外

表特徵與興趣。 

3.能說出家人間互相關

心的方式。 

4.能向不住在一起的家

人表達對他們的關

心。 

5.能說出和家人一起做

的活動。 

6.能說出和家人一起活

動的感覺。 

7.能畫出最喜歡和家人

一起做的事情。 

8.能和同學共同欣賞作

品。 

而欣賞自己的優點、喜歡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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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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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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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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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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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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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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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I-5 透過一起工作的過程，感受合作的重

要性。 

識。 

A-I-3 自我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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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自我與他人關係的

認識。 

D-I-2 情緒調整的學習。 

D-I-3 聆聽與回應的表現。 

D-I-4 共同工作並相互協

助。 

E-I-1 生活習慣的養成。 

E-I-2 生活規範的實踐。 

E-I-3 自我行為的檢視與

調整。 

E-I-4 感謝的表達與服務

工作的實踐。 

F-I-1 工作任務理解與工

作目標設定的練習。 

(上台發表

心得) 

課堂問答 

學習態度 

參與度評量 

自我評量 

作品評量 

家 E1 家庭的意義與功能。 

家 E2 家庭的多樣型態與

轉變。 

家 E3 察覺家庭中不同角

色，並反思個人在家庭中

扮演的角色。 

家 E4 覺察個人情緒並適

切表達，與家人及同儕適

切互動。 

家 E5 了解家庭中各種關

係的互動(親子、手足、祖

孫及其他親屬等)。 

家 E6 覺察與實踐兒童在

家庭中的角色責任。 

家 E7 表達對家庭成員的

關心與情感。 

【性別平等教育】 

性 E10 辨識性別刻板的情

感表達與人際互動。 

性 E11 培養性別間合宜表

達情感的能力。 

性 E12 了解與尊重家庭型

態的多樣性。 

十二 

第四單元： 

我愛我的

家 

6 

1.能說出和家人相處時

的感受。 

2.能知道自己有不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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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I-1 覺察自己可能對生活中的人、事、物

A-I-1 生命成長現象的認

識。 

A-I-3 自我省思。 

口頭評量

(組內討

論、上台發

【家庭教育】 

家 E1 家庭的意義與功能。 

家 E2 了解家庭的組成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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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人與我 的情緒。 

3.能夠面對自己不愉快

的情緒並瞭解情緒發

生的原因。 

4.能說出解決問題的方

法。 

5.訪問家人在家中的情

緒感受，理解家人有

負面情緒的原因。 

6.能和家人互相體諒，

減少家人的負面情

緒。 

產生影響，學習調整情緒與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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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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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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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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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自我與他人關係的

認識。 

D-I-2 情緒調整的學習。 

D-I-3 聆聽與回應的表現。 

D-I-4 共同工作並相互協

助。 

E-I-1 生活習慣的養成。 

E-I-2 生活規範的實踐。 

E-I-3 自我行為的檢視與

調整。 

E-I-4 感謝的表達與服務

工作的實踐。 

F-I-1 工作任務理解與工

作目標設定的練習。 

言) 

課堂問答 

學習態度 

參與度評量 

自我評量 

型態的多樣性。 

家 E3 察覺家庭中不同角

色，並反思個人在家庭中

扮演的角色。 

家 E4 覺察個人情緒並適

切表達，與家人及同儕適

切互動。 

家 E5 了解家庭中各種關

係的互動(親子、手足、祖

孫及其他親屬等)。 

家 E6 覺察與實踐兒童在

家庭中的角色責任。 

家 E7 表達對家庭成員的

關心與情感。 

【性別平等教育】 

性 E10 辨識性別刻板的情

感表達與人際互動。 

性 E11 培養性別間合宜表

達情感的能力。 

性 E12 了解與尊重家庭型

態的多樣性。 

十三 

第四單元： 

我愛我的

家 

大聲說出

我的感謝 

6 

1.能感受並說出從小到

大，家人及親人對自

己的付出。 

2.能將對家人的愛與感

謝大方的說出口。 

3.能對家人表示感謝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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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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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I-1 生命成長現象的認

識。 

A-I-3 自我省思。 

D-I-1 自我與他人關係的

認識。 

D-I-2 情緒調整的學習。 

口頭評量

(組內討論) 

課堂問答 

學習態度 

參與度評量 

自我評量 

【家庭教育】 

家 E1 家庭的意義與功能。 

家 E2 了解家庭的組成與

型態的多樣性。 

家 E3 察覺家庭中不同角

色，並反思個人在家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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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後，說出自己的感

覺和發現。 

4.能用行動表達對家人

的感謝之意。 

5.能將自己的感謝化為

文字，寫在卡片上。 

6.將卡片送給家人，表

達自己的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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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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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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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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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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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透過一起工作的過程，感受合作的重

要性。 

D-I-3 聆聽與回應的表現。 

D-I-4 共同工作並相互協

助。 

E-I-1 生活習慣的養成。 

E-I-2 生活規範的實踐。 

E-I-3 自我行為的檢視與

調整。 

E-I-4 感謝的表達與服務

工作的實踐。 

F-I-1 工作任務理解與工

作目標設定的練習。 

念唱練習 

作品評量 

扮演的角色。 

家 E4 覺察個人情緒並適

切表達，與家人及同儕適

切互動。 

家 E5 了解家庭中各種關

係的互動(親子、手足、祖

孫及其他親屬等)。 

家 E6 覺察與實踐兒童在

家庭中的角色責任。 

家 E7 表達對家庭成員的

關心與情感。 

【性別平等教育】 

性 E10 辨識性別刻板的情

感表達與人際互動。 

性 E11 培養性別間合宜表

達情感的能力。 

性 E12 了解與尊重家庭型

態的多樣性。 

十四 

第五單元： 

奇妙的水 

水的遊戲 

6 

1.能透過發表經驗，分

享有趣的玩水活動。 

2.能察覺水的特性，並

且發現物體浮在水面

上的現象。 

3.能尋找周邊的物品來

進行實驗，並且能與

同學進行討論，初步

的判斷適不適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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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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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I-1 願意參與各種學習活動，表現好奇與

A-I-2 事物變化現象的觀

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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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探究生活事物的方

法與技能。 

C-I-5 知識與方法的運

用、組合與創新。 

口頭評量

(組內討論) 

課堂問答 

學習態度 

參與度評量 

自我評量 

【海洋教育】 

海 E1 喜歡親水活動，重視

水域安全。 

【安全教育】 

安 E1 了解安全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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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能合作進行實驗，並

從中發現哪些物品可

以浮在水面上，哪些

不行。 

5.能進行觀察，並且說

出在實驗中的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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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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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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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一

起工作並完成任務。 

D-I-3 聆聽與回應的表現。 

D-I-4 共同工作並相互協

助。 

E-I-1 生活習慣的養成。 

E-I-3 自我行為的檢視與

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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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 

第五單元： 

奇妙的水 

水的遊戲 

6 

1.能製作出可以浮在水

面上的紙船。 

2.能利用不同材質，製

作出可以浮在水面上

的船。 

3.能利用自己做的船和

同學進行遊戲。 

4.能知道要如何處理遊

戲後的水。 

5.能將遊戲後的水再做

利用。 

6.能說出活動中的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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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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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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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I-2 事物變化現象的觀

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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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探究生活事物的方

法與技能。 

C-I-5 知識與方法的運

用、組合與創新。 

D-I-3 聆聽與回應的表現。 

D-I-4 共同工作並相互協

助。 

口頭評量

(組內討論) 

課堂問答 

學習態度 

參與度評量 

自我評量 

【海洋教育】 

海 E1 喜歡親水活動，重視

水域安全。 

【安全教育】 

安 E1 了解安全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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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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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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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一

起工作並完成任務。 

E-I-1 生活習慣的養成。 

E-I-3 自我行為的檢視與

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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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六 

第五單元： 

奇妙的水 

愛惜水資

源 

6 

1.能說出生活中哪裡有

水。 

2.能說出水是從哪裡來

的。 

3.能說出生活中水的用

途。 

4.能說出停水對生活的

影響。 

5.能察覺水在生活中的

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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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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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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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I-2 事物變化現象的觀

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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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探究生活事物的方

法與技能。 

C-I-5 知識與方法的運

用、組合與創新。 

D-I-3 聆聽與回應的表現。 

D-I-4 共同工作並相互協

助。 

E-I-1 生活習慣的養成。 

E-I-3 自我行為的檢視與

調整。 

口頭評量

(組內討論) 

課堂問答 

學習態度 

參與度評量 

自我評量 

【環境教育】 

環 E1 參與戶外學習與自

然體驗，覺知自然環境的

美、平衡、與完整性。 

環 E3 了解人與自然和諧

共生，進而保護重要棲地。 

環 E17 養成日常生活節約

用水、用電、物質的行為，

減少資源的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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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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一

起工作並完成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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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七 

第五單元： 

奇妙的水 

愛惜水資

源 

6 

1.能知道洗手時節約用

水的方法。 

2.能欣賞同學節約用水

的行為。 

3.能將洗手節約用水的

方法應用於其他的用

水行為。 

4.能訪問家人各種省水

的方法。 

5.能知道家中使用的省

水裝置。 

6.能知道在家中可實踐

的省水行為。 

7.能演唱〈省水小尖

兵〉。 

8.能感受省水在生活中

實踐的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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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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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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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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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I-2 事物變化現象的觀

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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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探究生活事物的方

法與技能。 

C-I-5 知識與方法的運

用、組合與創新。 

D-I-3 聆聽與回應的表現。 

D-I-4 共同工作並相互協

助。 

E-I-1 生活習慣的養成。 

E-I-3 自我行為的檢視與

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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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頭評量

(組內討論) 

課堂問答 

學習態度 

參與度評量 

自我評量 

【環境教育】 

環 E1 參與戶外學習與自

然體驗，覺知自然環境的

美、平衡、與完整性。 

環 E3 了解人與自然和諧

共生，進而保護重要棲地。 

環 E17 養成日常生活節約

用水、用電、物質的行為，

減少資源的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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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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八 

第六單元： 

快樂一夏 

過端午 

6 

1.能了解端午節的習俗

與日期。 

2.能知道屈原的故事。 

3.能了解端午節習俗中

划龍舟的由來。 

4.能演唱歌曲〈過端

午〉。 

5.能模仿划龍舟的打鼓

聲及加油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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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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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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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理解與欣賞美的多元形式與異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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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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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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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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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探究生活事物的方

法與技能。 

C-I-5 知識與方法的運

用、組合與創新。 

D-I-3 聆聽與回應的表現。 

D-I-4 共同工作並相互協

助。 

E-I-1 生活習慣的養成。 

E-I-3 自我行為的檢視與

調整。 

F-I-2 不同解決問題方法

或策略的提出與嘗試。 

口頭評量

(組內討

論、上台發

表) 

課堂問答 

學習態度 

參與度評量 

自我評量 

念唱練習 

肢體律動 

【閱讀素養教育】 

閱 E8 低、中年級以紙本閱

讀為主。 

【人權教育】 

人 E4 表達自己對一個美

好世界的想法，並聆聽他

人的想法。 

人 E5 欣賞、包容個別差異

並尊重自己與他人的權

利。 

【多元文化教育】 

多 E1 了解自己的文化特

質。 

多 E4 理解到不同文化共

存的事實。 

十九 

第六單元： 

快樂一夏 

天氣變熱

了 

6 

1.能了解換季時衣著的

改變。 

2.能認識換季時需要準

備及進行的工作。 

3.能協助家人整理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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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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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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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探究生活事物的方

口頭評量

(組內討論) 

課堂問答 

學習態度 

參與度評量 

【人權教育】 

人 E4 表達自己對一個美

好世界的想法，並聆聽他

人的想法。 

人 E5 欣賞、包容個別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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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4.能利用墊板整齊的摺

好衣服。 

5.能認真參加摺衣服大

賽。 

6.能把課堂上所學的技

能，實際運用於生活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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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理解與欣賞美的多元形式與異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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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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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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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與技能。 

C-I-5 知識與方法的運

用、組合與創新。 

D-I-3 聆聽與回應的表現。 

D-I-4 共同工作並相互協

助。 

E-I-1 生活習慣的養成。 

E-I-3 自我行為的檢視與

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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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我評量 

作品評量 

並尊重自己與他人的權

利。 

【多元文化教育】 

多 E1 了解自己的文化特

質。 

多 E4 理解到不同文化共

存的事實。 

廿 

第六單元： 

快樂一夏 

天氣變熱

了 

6 

1.能了解和防治蚊蟲有

關的端午節習俗。 

2.能了解防治蚊蟲的方

法。 

1-I-1 探索並分享對自己及相關人、事、物

的感受與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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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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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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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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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探究生活事物的方

法與技能。 

C-I-5 知識與方法的運

用、組合與創新。 

D-I-3 聆聽與回應的表現。 

D-I-4 共同工作並相互協

助。 

E-I-1 生活習慣的養成。 

口頭評量

(組內討論) 

課堂問答 

學習態度 

參與度評量 

【人權教育】 

人 E4 表達自己對一個美

好世界的想法，並聆聽他

人的想法。 

人 E5 欣賞、包容個別差異

並尊重自己與他人的權

利。 

【多元文化教育】 

多 E1 了解自己的文化特

質。 

多 E4 理解到不同文化共

存的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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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I-3 自我行為的檢視與

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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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廿一 

第六單元： 

快樂一夏 

天氣變熱

了 

6 

1.能感受習俗與生活的

密切關係。 

2.能自己動手製做香

包。 

3.能了解香包與防治蚊

蟲的關係。 

4.能知道常見的夏天消

暑活動。 

1-I-1 探索並分享對自己及相關人、事、物

的感受與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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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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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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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I-3 體會學習的樂趣和成就感，主動學習

新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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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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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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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探究生活事物的方

法與技能。 

C-I-5 知識與方法的運

用、組合與創新。 

D-I-3 聆聽與回應的表現。 

D-I-4 共同工作並相互協

助。 

E-I-1 生活習慣的養成。 

E-I-3 自我行為的檢視與

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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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頭評量

(組內討論) 

課堂問答 

學習態度 

參與度評量 

念唱練習 

作品評量 

【人權教育】 

人 E4 表達自己對一個美

好世界的想法，並聆聽他

人的想法。 

人 E5 欣賞、包容個別差異

並尊重自己與他人的權

利。 

【多元文化教育】 

多 E1 了解自己的文化特

質。 

多 E4 理解到不同文化共

存的事實。 

【環境教育】 

環 E8 認識天氣的溫度、雨

量要素與覺察氣候的趨勢

及極端氣候的現象。 

【海洋教育】 

海 E1 喜歡親水活動，重視

水域安全。 

【安全教育】 

安 E1 了解安全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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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工作並完成任務。 

7-I-5 透過一起工作的過程，感受合作的重

要性。 

◎依據 109.12.10函頒修訂之「臺南市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國中小彈性學習課程規劃建議措施」中之配套措施，如有每位學生上台報

告之「表現任務-評量方式」請用不同顏色的文字特別註記並具體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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