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新課綱版)  
臺南市北區大光國民小學 110 學年度第一學期四年級彈性學習課程其它類課程計畫(■普通班/□藝才班/□體育班/□特教班)  

                           

 

課程名稱 
 

其他類課程 
  實施年級   

四年級 
 

 教學節  
本學期共(  19 )節 

  
      

    
(班級組別) 

    
數 

   
       

      

 

 

        

                
                        

    1.□統整性探究課程 (□主題□專題□議題)            

    2.□社團活動與技藝課程(□社團活動□技藝課程)            
 

彈性學習課程 
 3.□特殊需求領域課程                  

                   

  身障類:□生活管理□社會技巧□學習策略□職業教育□溝通訓練□點字□定向行動□功能性動作訓練□輔助科技運用  

 四類規範  資優類:□創造力□領導才能□情意發展□獨立發展            
    

其他類:□藝術才能班及體育班專門課程 
           

               

    4.■其他類課程                     

    □本土語文/新住民語文□服務學習■戶外教育□班際或校際交流□自治活動□班級輔導□學生自主學習□領域補救教學  
 

設計理念 
 交互作用-各法定與教育議題間透過學習單、分組討論、口頭回答問題、戶外踏查…的形式，產生對公民意識與道德規範  

   

  
的影響。 

                      
                          

                          
                          

 本教育階段                         

 總綱核心素養  E- A2具備探索身體活動與健康生活問題 的思考 能力，並透過體驗與實踐，處理日常生活中 運動與 健康的問題。  

 或校訂素養                         
                

 

課程目標 
 各法定與教育議題間透過學習單、分組討論、口頭回答問題、戶外踏查…的形式，讓孩子具備性別平等的觀念與是非判斷的能  

   

  
力，並遵守社會道德規範，培養尊重他人意識。 

           
               

               
                    

 

配合融入之領域 
 □國語文 □英語文  □本土語         ■性別平等教育 □人權教育 ■環境教育  □海洋教育  □品德教育 

 
           

  
□數學 □社會 □自然科學 □藝術  ■綜合活動 

 □生命教育 □法治教育 □科技教育  □資訊教育  □能源教育  
      

 

或議題 
  

□安全教育 □防災教育 □閱讀素養  □多元文化教育 
 

  

■健康與體育 □生活課程 □科技 
   

      

□生涯規劃教育 ■家庭教育 □原住民教育■戶外教育  □國際教育 
 

       

    1. 完成「奧利佛是娘娘腔」學習單,並實際體會男女大不同。           
             

 表現任務  2. 完成「均衡營養 DIY」學習單，並能在日常生活中,親身去體會男女的工作分工。      
    

3. 能積極參與戶外教育進行各項體驗並撰寫學習心得 
           

               
                          

             課程架構脈絡           
                           

 
教學期程 

節 
單元與活動名稱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校訂) 

 
學習目標 

  
學習活動 

 學習評量 自編自選教材  
 

數 
 

(校訂或相關領域) 
     

(表現任務) 或學習單 
 

                   
                

 第六週 6 奧利佛是娘娘腔  綜 2a-II-1 覺察  1.性別刻板印是  1.了解什麼是性  1.教師提問：  1.能口語說出 “勇敢媽媽溫  

 至第十一週     自己的人際溝通  什麼。  別刻板印象？  請小朋友說明  家庭分工合 柔爸”學習單  

       方式，學習合宜  2.不同性別者  2.了解性別的不  父母的職業及  作的重要性。   

       的互動與溝通技  之良好互動。  同不一定會影響  特點並透過性  2.完成學習單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新課綱版)  

    巧，培養同理心  到做事能力的差 別平等廣告 了解男女之間   

    並應用於日常生  別。 說明家庭分 的特質。   

    活。   工合作的重 3.分組討論並   

    性 E3 覺察性別   要性。 欣賞別人的專   

    角色的刻板印   2.男生女生配 長，而不是以   

    象，了解家庭、   將學生男女 刻板印象來定   

    學校與職業的分   混合兩人分 義他人。   

    工不應受性別的   成一組，各    

    限制。   自寫下心中    

       認為男生和    

       女生應該有    

       的特質。    

       3.將學生分成    

       四組，請他們    

       仔細閱讀奥立    

       佛是個娘娘腔    

       繪本內容並分    

       享討論心得。    
           

 第三週 3 均衡營養 DIY 健 Ea-Ⅰ-2 1.認識均衡飲 1.能了解均衡飲 1 教師引導兒童 1.能參與討論 食物營養影片  

 至第五週   基本的飲食習慣 食的重要。 食對身體的重要 想一想：自己 活動內容。 家事圖卡  

    家 E9 參家庭消 2.能夠認識食 性。 吃得夠營養 2.能經驗分享   

    費行動，澄清金 物的營養成 2.能夠了解食物 嗎？ 減少開銷方   

    錢與物品的價值 份。 的營養成份。 2.透過影片了 法。   

     3.如何以有限 3.能計算並列出 解食物的營養    

     的預算，完成 減少家中不必要 成份及均衡飲    

     家中每個月均 開銷的好方法。 食對身體的重    

     衡飲食的物計  要性。    

     畫。  3.學生分組如    

       何以有限的預    

       算，完成家中    

       每個月均衡飲    

       食的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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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週 7 美濃客家村之旅 戶 E7參加學校
校  

外教學活動，認  
識地方環境，如  
生態、環保、地  
質、文化等戶外  
學習。 

  

活動一:「好客 1.認識客家語 

心」─觀賞 言。 

「客家好趣 2.認識客家的玩 

味」語言篇廣 與吃。 

告影片 3.欣賞紙傘彩繪 

活動二:「美濃 的美。 

情」─透過教  

學簡報，了解  

美濃在地客家  

文物。  

參訪規劃：  

活動三:焢窯樂  

無窮─讓都市  

孩子體驗堆土  

窯的樂趣及技  

巧。  

活動四:童玩古  

早味─踩高  

蹺、滾鐵輪、  

踩著木屐船大  

步邁進。  

活動五:食在好  

味道─粄條、  

擂茶、客家麻  

糬打開你的美  

食味蕾。  

活動六:玩色繪  

美濃─動手彩  

繪專屬團扇為  

這趟旅程留下  

紀念。  

   

 

1.集合整隊上車 參訪活動結束 
 

前往目的地。 後，引導學生 2.認識

美濃客家 進行戶外教育文化特色介紹

與 活動回顧，並 

有獎徵答。 指導。  

3.認識客家飲食 學生完成「美及童玩，並

動手 濃客家庄戶外  製作。 
教育活動」學 4.撰寫學習單。 

習單。 

 

學習單「美濃
客家庄戶外教
育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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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至第 3 恐龍大滅絕 
環 E2 覺知生物
生 

十六週   命的美與價值， 
   關懷動植物的生 

   命。 

    

 
以恐龍圖片先 1.了解恐龍生存  

引起學習動 的古生代。 
 

機： 2.了解大滅絕是 1.認識古生
代 如何產生的及現時期的分類及 
在環境所可能面  

物種。 臨的危機。  

2.認識大滅  

絕。 

 

1.透過圖片了解
古生代的分界及
大致的年代。 
 
2.猜猜看百萬大
挑戰？ 
 
恐龍是如何滅
絕？ 
 

大滅絕的成因？
是人類造成的
嗎？  
如何阻止？ 

 
能口語回答教 影片”恐龍滅 
 

師提問 絕的真相“ 1.能舉出
大滅 “在人類出現絕的可能
成因 以前地球經歷 
 

及影響。 了什麼“ 2.小
組討論如何阻止第五次 

 

的大滅絕。 

◎教學期程請敘明週次起訖，如行列太多或不足，請自行增刪。  

◎彈性學習課程之第 2 及 4 類規範(社團活動與技藝課程或其他類課程)，如無特定自編教材或學習單，敘明「無」即可。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新課綱版)  

臺南市北區大光國民小學 110 學年度第二學期四年級彈性學習課程其它類課程計畫(■普通班/□藝才班/□體育班/□特教班) 
 
                            

 

課程名稱 
 

其他類課程 
  實施年級   

四年級 
  教學節  

本學期共( 18 )節 
  

       

    
(班級組別) 

    
數 

   
       

      

          

                 
                         

    1.□統整性探究課程 (□主題□專題□議題)            

    2.□社團活動與技藝課程(□社團活動□技藝課程)            
 

彈性學習課程 
 3.□特殊需求領域課程                   

                    

  身障類:□生活管理□社會技巧□學習策略□職業教育□溝通訓練□點字□定向行動□功能性動作訓練□輔助科技運用  

 四類規範  資優類:□創造力□領導才能□情意發展□獨立發展            
    

其他類:□藝術才能班及體育班專門課程 
           

               

    4.■其他類課程                      

    □本土語文/新住民語文□服務學習□戶外教育□班際或校際交流□自治活動□班級輔導□學生自主學習□領域補救教學  
 

設計理念 
 交互作用-各法定與教育議題間透過學習單、分組討論、口頭回答問題、戶外踏查…的形式，產生對公民意識與道德規範的  

   

  
影響。 

                       
                           

                           
                           

 本教育階段                          

 總綱核心素養  

E- A2具備探索身體活動與健康生活問
題 的思考 能力，並透過體驗與實踐，處理日常生活中 運動與 健康的問題。  

 或校訂素養                          
                

 

課程目標 
 各法定與教育議題間透過學習單、分組討論、口頭回答問題…的形式，讓孩子具備性別平等的觀念與是非判斷的能力，並遵守社  

   

  
會道德規範，培養尊重他人意識。 

                  
                      

                      
                        

    □國語文 □英語文  □本土語          ■性別平等教育 □人權教育 ■環境教育  □海洋教育  □品德教育  
 

配合融入之領域 
          

□生命教育 □法治教育 □科技教育  □資訊教育  □能源教育 
 

  
□數學 □社會 □自然科學 □藝術  ■綜合活動 

  

 
或議題 

  
□安全教育 □防災教育 □閱讀素養  □多元文化教育 

 

  
■健康與體育 □生活課程 □科技 

   
      

□生涯規劃教育 ■家庭教育 □原住民教育□戶外教育  □國際教育 
 

       

                    

 

表現任務 
 1. 完成「職業對對碰」學習單，並實際體會男女大不同。          

           

  
2. 完成「購物高手」學習單，精打細算出聰明消費的飲食購物單。 

         
             

             
                           

               課程架構脈絡          
                            

 
教學期程 

節 
單元與活動名稱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校訂) 

 
學習目標 

  
學習活動 

 學習評量 自編自選教材  
 

數 
 

(校訂或相關領域) 
     

(表現任務) 或學習單 
 

                    
                

 第五至八週 3 健康吃快樂動  健 E1 具備良好  1.食物的營養價  1.了解五大類食  1.均衡飲食要  1.設計出自己 健康吃快樂動  

       身體活動與健康  值及重要性。  品及對人體的影  如何調配。  的一週菜單。 學習網  

       生活的習慣，以  2.如何做適當的  響。   2.運動的最佳  2.設計一週的   

       促進身心健全發  運動。  2.了解正確的運  時間及如何健  運動計畫。   

       展，並認識個人        動對身體的好  康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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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質，發展運  處。     

    動與保健的潛       

    能。       
           

 第十一週 6 職業對對碰 性 E3 覺察性別 1.兩性的差異及 1.體驗活動後能 1.進行『兒童 1.活動參與後 職業對對碰學  

 至第十三週   角色的刻板印 彼此的特點。 明白兩性相互欣 接力賽』的趣 能寫出欣賞兩 習單  

    象，了解家庭、 2.不同性別者 賞的目的。 味活動，教師 性的特質與優   

    學校與職業的分 的特質與專長 2.了解彼此的不 先說明遊戲規 點。   

    工不應受性別的 不同點。 同專長與人格特 則，及分析過 2.能討論出正   

    限制。  質。 關的能力需 確的性別平等   

    綜 1a-II-1 展現   求，發下學習 觀念。   

    自己能力、興趣   單，請各組自    

    與長處，並表達   行分配棒次人    

    自己的想法和感   選。    

    受。   2.教師引導學    

    綜 2b-II-2 參加   生進行分組討    

    團體活動，遵守   論工作有男女    

    紀律、重視榮譽   之別嗎？為什    

    感，並展現負責   麼？等議題。    

    的態度。       
           

 第十二週 3 母親節慶祝活動 家 E7 表達對家 1.母親在家中 1.了解母親在家 1.送花及卡片 能說出對母親 家人角色學習  

 至第十四週  跳蚤市場 庭成員的關心與 的角色。 中的角色及平日 表達對母親的 的愛並和家人 單  

    情感。 2.二手物品的 工作內容。 感謝。 一同參與跳蚤   

    家 E9 參與家庭 再生。 2.檢視家中可用 2.和家人一同 市場活動。   

    消費行動，澄清  的物品在跳蚤市 參與跳蚤市場    

    金錢與物品的價  場交易。 活動，並懂得    

    值。   如何參與消    

       費。    

       3.交易所得做    

       為學校善款。    
           

 第十四週 3 做個聰明消費小 家 E9 參與家庭 1.能夠認識各 1.能說出學生喜 1 請學生自由發 1.能參與討論 購物高手學習  

 至第十五週  贏家 消費行動，澄清 種零食的營養 歡零食的理由。 表對於零食的 對於零食看 單  

    金錢與物品的價 成份。 2.找出食品標誌 看法：為什麼 法。   

    值。 2.食品安全標 並寫出學習單。 會喜歡這樣的 2.能完成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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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 2c-II-1 蒐集 示有哪些？ 3.討論買到過期 零食呢？零食 單。   

    與整理各類資 3.如何分辨過 的食物處理方 從何處購買。 3.能口頭發表   

    源，處理個人日 期食品？ 式。 2 指導學生學習 過期的食物處   

    常生活問題。   單內容，找出 理方式。   

       家中食品並記    

       錄該食品標    

       示，進行討    

       論。    

       3.教師提問，    

       請學生自由發    

       表遇到的食品    

       已經過期處理    

       方式。    
           

 第十四週 3 地球戰士 環 E4 覺知經濟 1.污染的來源 1.了解污染的來 1.觀賞影片。 小組討論 零下 4 度 c 影  

 至第十六週   發展與小業發展 與危害。 源及自己或周遭 2.說出污染在 1.認真觀賞影 片  

    對環境的衝擊。 2.環保的重要 造成的環境破 哪裡及造成的 片。 中突島信天翁  

    環 E5 覺知人類 性。 壞。 危害 2.寫出自己及   

    的生活型態對其  2.好的環保環境 3.我們可以如 他人對環境的   

    他生與生態系的  對生物的衝擊。 何做環保？ 破壞。   

    衝擊。   
個人的環保 3.寫出可以如   

       
社會的環保 何做環保預防   

        環境變遷。   
           

◎教學期程請敘明週次起訖，如行列太多或不足，請自行增刪。  

◎彈性學習課程之第 2 及 4 類規範(社團活動與技藝課程或其他類課程)，如無特定自編教材或學習單，敘明「無」即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