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5-1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九貫版) 

臺南市善化區大成國民小學 110學年度第 1 學期  五 年級 自然與生活科技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 
(■普通班/□藝才班/□體育班/□特教班) 

教材版本 康軒 
實施年級 

(班級/組別) 
五年級 教學節數 每週( 3 )節，本學期共( 58 )節 

課程目標 

1.知道一天中影子會隨時間而改變，透過觀察，了解光源與影子之間的相對關係。 

2.利用方位和高度角清楚描述太陽在天空中的位置。 

3.利用太陽觀測器觀測太陽的方位與高度角，並根據紀錄表畫出太陽位置變化圖。 

4.透過觀測資料，認識太陽隨著太陽方位和高度角隨著季節變化的情形。 

5.了解太陽對地球生物的重要性與影響。 

6.知道利用太陽計時與現代應用太陽能等例子。 

7.經由觀察、實驗，知道植物主要由根部吸水，並經由莖輸送到其他部位。 

8.了解植物的根、莖、葉、花、果實和種子，各具有不同的功能。 

9.認識果實和種子的傳播方式，察覺植物有不同的繁殖方式。 

10.練習用二分法將植物進行分類。 

11.知道溶質溶於溶劑後，水溶液的重量會增加。 

12.察覺食食鹽水溶液的水分蒸發後，可以回收溶解的食食鹽。 

13.利用自製指示劑檢驗生活中的水溶液酸鹼性質。 

14.觀察水溶液的導電性。 

15.發現力可以改變物體的形狀或運動情形。 

16.學習測量力的大小，並設計圖表來記錄測量結果與力的大小。 

17.透過觀察拔河比賽，認識兩個力同時作用的情形。 

18.利用時間或距離來描述物體運動的快慢。 

19.察覺摩擦力會受到物體接觸面材質的影響，進而影響物體運動速度的快慢。 

20.察覺生活中應用摩擦力，可以使生活更便利。 

領域能力指標 

1-3-1-1 能依規劃的實驗步驟來執行操作。 

1-3-1-2 察覺一個問題或事件，常可由不同的角度來觀察而看出不同的特徵。 

1-3-1-3 辨別本量與改變量之不同(例如溫度與溫度的變化)。 

1-3-2-1 實驗前，估量「變量」可能的大小及變化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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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2 由改變量與本量之比例，評估變化程度。 

1-3-3-2 由主變數與應變數，找出相關關係。 

1-3-3-3 由系列的相關活動，綜合說出活動的主要特徵。 

1-3-4-1 能由一些不同來源的資料，整理出一個整體性的看法。 

1-3-4-2 辨識出資料的特徵及通則性並做詮釋。 

1-3-5-1 將資料用合適的圖表來表達。 

1-3-5-3 清楚的傳述科學探究的過程和結果。 

2-3-1-1 提出問題、研商處理問題的策略、學習操控變因、觀察事象的變化並推測可能的因果關係。學習資料整理、設計表格、圖表來表示資料。

學習由變量與應變量之間相應的情形，提出假設或做出合理的解釋。 

2-3-2-1 察覺植物根、莖、葉、花、果、種子各具功能。照光、溫度、溼度、土壤影響植物的生活，不同棲息地適應下來的植物也各不相同。發

現植物繁殖的方法有許多種。 

2-3-2-4 藉著對動物及植物的認識，自訂一些標準將動物、植物分類。 

2-3-3-3 探討物質的溶解性質、水溶液的導電性、酸鹼性、蒸發、擴散、脹縮、軟硬等。 

2-3-4-1 長期觀測，發現太陽升落方位(或最大高度角)在改變，在夜晚同一時間，四季的星象也不同，但它們有年度的規律變化。 

2-3-5-3 瞭解力的大小可由形變或運動狀態改變的程度來度量。 

3-3-0-1 能由科學性的探究活動中，瞭解科學知識是經過考驗的。 

3-3-0-2 知道有些事件(如飛碟)因採證困難，無法做科學性實驗。 

3-3-0-3 發現運用科學知識來作推論，可推測一些事並獲得證實。 

3-3-0-5 察覺有時實驗情況雖然相同，也可能因存在著未能控制的因素之影響，使得產生的結果有差異。 

4-3-1-2 瞭解機具、材料、能源。 

4-3-2-1 認識農業時代的科技。 

4-3-2-2 認識工業時代的科技。 

4-3-2-3 認識資訊時代的科技。 

4-3-2-4 認識國內、外的科技發明與創新。 

5-3-1-1 能依據自己所理解的知識，做最佳抉擇。 

5-3-1-3 相信現象的變化有其原因，要獲得什麼結果，須營造什麼變因。 

6-3-1-1 對他人的資訊或報告提出合理的求證和質疑。 

6-3-2-1 察覺不同的辦法，常也能做出相同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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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2 相信自己常能想出好主意來完成一件事。 

6-3-2-3 面對問題時，能做多方思考，提出解決方法。 

6-3-3-1 能規劃、組織探討活動。 

6-3-3-2 體會在執行的環節中，有許多關鍵性的因素需要考量。 

7-3-0-1 察覺運用實驗或科學的知識，可推測可能發生的事。 

7-3-0-2 把學習到的科學知識和技能應用於生活中。 

融入之重大議題 

【人權教育】 

1-3-1 表達個人的基本權利，並瞭解人權與社會責任的關係。 

【環境教育】 

1-3-1 能藉由觀察與體驗自然，以創作文章、美勞、音樂、戲劇表演等形式表現自然環境之美與對環境的關懷。 

1-3-3 瞭解平等、正義的原則，並能在生活中實踐。 

2-3-1 瞭解基本的生態原則，以及人類與自然和諧共生的關係。 

2-3-3 認識全球性的環境議題及其對人類社會的影響，並瞭解相關的解決對策。 

3-3-2 能主動親近並關懷學校與社區的環境，並透過對於相關環境議題的瞭解，體會環境權的重要。 

4-3-4 能建立伙伴關係，尋求適切的資源與協助，以設法解決環境問題。 

5-3-1 具有參與規畫校園環境調查活動的經驗。 

【生涯發展教育】 

1-2-1 培養自己的興趣、能力。 

3-2-1 培養規畫及運用時間的能力。 

3-2-2 學習如何解決問題及做決定。 

【性別平等教育】 

2-3-2 學習在性別互動中，展現自我的特色。 

【家政教育】 

3-3-6 利用科技蒐集生活相關資訊。 

1-3-4 瞭解食物在烹調、貯存及加工等情況下的變化。 

【資訊教育】 

2-3-2 能操作及應用電腦多媒體設備。 

4-3-1 能應用網路的資訊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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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架構脈絡 

教學期程 單元與活動名稱 節數 領域能力指標 
表現任務 

(評量方式) 

融入議題 

能力指標 

第一週 

9/1-9/3 

一、觀測太陽 

 
1 

1-3-1-2 察覺一個問題或事件常可由不同的角度

來觀察或看出不同的特徵。 

1-3-4-1 能由一些不同來源的資料，整理出一個

整體性的看法。 

1-3-4-2 辨識出資料的特徵及通則性並做詮釋。 

2-3-1-1 提出問題、研商處理問題的策略、學習

操控變因、觀察事象的變化並推測可能的因果關

係。學習資料整理、設計表格、圖表來表示資料。

學習由變量與應變量之間相應的情形，提出假設

或做出合理的解釋。 

2-3-4-1 長期觀測，發現太陽升落方位(或最大高

度角)在改變，在夜晚同一時間，四季的星象也不

同，但它們有年度的規律變化。 

3-3-0-2 知道有些事件(如飛碟)因採證困難，無

法做科學性實驗。 

6-3-2-3 面對問題時，能做多方思考，提出解決

方法。 

6-3-3-1 能規畫、組織探討活動。 

1.口試 

2.實作 

3.作業 

【人權教育】 

1-3-1 

【環境教育】 

1-3-1 

2-3-1 

2-3-3 

5-3-1 

【生涯發展教育】 

3-2-1 

3-2-2 

第二週 

9/6-9/10 

一、觀測太陽 

 
3 

1-3-1-2 察覺一個問題或事件常可由不同的角度

來觀察或看出不同的特徵。 

1-3-4-1 能由一些不同來源的資料，整理出一個

整體性的看法。 

1-3-4-2 辨識出資料的特徵及通則性並做詮釋。 

2-3-1-1 提出問題、研商處理問題的策略、學習

操控變因、觀察事象的變化並推測可能的因果關

1.口試 

2.實作 

3.作業 

【人權教育】 

1-3-1 

【環境教育】 

1-3-1 

2-3-1 

2-3-3 

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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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學習資料整理、設計表格、圖表來表示資料。

學習由變量與應變量之間相應的情形，提出假設

或做出合理的解釋。 

2-3-4-1 長期觀測，發現太陽升落方位(或最大高

度角)在改變，在夜晚同一時間，四季的星象也不

同，但它們有年度的規律變化。 

3-3-0-2 知道有些事件(如飛碟)因採證困難，無

法做科學性實驗。 

6-3-2-3 面對問題時，能做多方思考，提出解決

方法。 

6-3-3-1 能規畫、組織探討活動。6-3-3-1 能規畫、

組織探討活動。 

【生涯發展教育】 

3-2-1 

3-2-2 

第三週 

9/13-9/17 

一、觀測太陽 

 
3 

1-3-1-2 察覺一個問題或事件常可由不同的角度

來觀察或看出不同的特徵。 

1-3-4-1 能由一些不同來源的資料，整理出一個

整體性的看法。 

1-3-4-2 辨識出資料的特徵及通則性並做詮釋。 

2-3-1-1 提出問題、研商處理問題的策略、學習

操控變因、觀察事象的變化並推測可能的因果關

係。學習資料整理、設計表格、圖表來表示資料。

學習由變量與應變量之間相應的情形，提出假設

或做出合理的解釋。 

2-3-4-1 長期觀測，發現太陽升落方位(或最大高

度角)在改變，在夜晚同一時間，四季的星象也不

同，但它們有年度的規律變化。 

3-3-0-2 知道有些事件(如飛碟)因採證困難，無

法做科學性實驗。 

6-3-2-3 面對問題時，能做多方思考，提出解決

1.口試 

2.實作 

3.作業 

【人權教育】 

1-3-1 

【環境教育】 

1-3-1 

2-3-1 

2-3-3 

5-3-1 

【生涯發展教育】 

3-2-1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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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6-3-3-1 能規畫、組織探討活動。 

第四週 

9/20-9/24 

一、觀測太陽 

 
1 

1-3-1-2 察覺一個問題或事件常可由不同的角度

來觀察或看出不同的特徵。 

1-3-4-1 能由一些不同來源的資料，整理出一個

整體性的看法。 

1-3-4-2 辨識出資料的特徵及通則性並做詮釋。 

2-3-1-1 提出問題、研商處理問題的策略、學習

操控變因、觀察事象的變化並推測可能的因果關

係。學習資料整理、設計表格、圖表來表示資料。

學習由變量與應變量之間相應的情形，提出假設

或做出合理的解釋。 

2-3-4-1 長期觀測，發現太陽升落方位(或最大高

度角)在改變，在夜晚同一時間，四季的星象也不

同，但它們有年度的規律變化。 

3-3-0-2 知道有些事件(如飛碟)因採證困難，無

法做科學性實驗。 

6-3-2-3 面對問題時，能做多方思考，提出解決

方法。 

6-3-3-1 能規畫、組織探討活動。 

1.口試 

2.實作 

3.作業 

【人權教育】 

1-3-1 

【環境教育】 

1-3-1 

2-3-1 

2-3-3 

5-3-1 

【生涯發展教育】 

3-2-1 

3-2-2 

第五週 

9/27-10/1 
一、觀測太陽 3 

1-3-1-1 能依規畫的實驗步驟來執行操作。 

1-3-1-2 察覺一個問題或事件常可由不同的角度

來觀察或看出不同的特徵。 

1-3-3-3 由系列的相關活動，綜合說出活動的主

要特徵。 

1-3-4-1 能由一些不同來源的資料，整理出一個

整體性的看法。 

1-3-4-2 辨識出資料的特徵及通則性並做詮釋。 

1.口試 

2.實作 

3.作業 

【人權教育】 

1-3-1 

【環境教育】 

1-3-1 

2-3-1 

2-3-3 

5-3-1 

【生涯發展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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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1 將資料用合適的圖表來表達。 

2-3-1-1 提出問題、研商處理問題的策略、學習

操控變因、觀察事象的變化並推測可能的因果關

係。學習資料整理、設計表格、圖表來表示資料。

學習由變量與應變量之間相應的情形，提出假設

或做出合理的解釋。 

 

3-2-1 

3-2-2 

第六週 

10/4-10/8 

二、植物世界面面觀 

 
3 

1-3-1-1 能依規畫的實驗步驟來執行操作。 

1-3-3-3 由系列的相關活動，綜合說出活動的主

要特徵。 

1-3-5-1 將資料用合適的圖表來表達。 

2-3-2-1 察覺植物根、莖、葉、花、果、種子各

具功能。照光、溫度、溼度、土壤影響植物的生

活，不同棲息地適應下來的植物也各不相同。發

現植物繁殖的方法有許多種。 

2-3-2-4 藉著對動物及植物的認識，自訂一些標

準將動物、植物分類。 

5-3-1-1 能依據自己所理解的知識，做最佳抉擇。 

6-3-2-2 相信自己常能想出好主意來完成一件

事。 

7-3-0-2 把學習到的科學知識和技能應用於生活

中。 

1.口試 

2.實作 

3.作業 

【環境教育】 

1-3-1 

4-3-4 

【生涯發展教育】 

1-2-1 

3-2-1 

3-2-2 

【性別平等教育】 

2-3-2 

【家政教育】 

3-3-6 

第七週 

10/11-10/15 

二、植物世界面面觀 

 
3 

1-3-1-1 能依規畫的實驗步驟來執行操作。 

1-3-3-3 由系列的相關活動，綜合說出活動的主

要特徵。 

1-3-5-1 將資料用合適的圖表來表達。 

2-3-2-1 察覺植物根、莖、葉、花、果、種子各

具功能。照光、溫度、溼度、土壤影響植物的生

1.口試 

2.實作 

3.作業 

【環境教育】 

1-3-1 

4-3-4 

【生涯發展教育】 

1-2-1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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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不同棲息地適應下來的植物也各不相同。發

現植物繁殖的方法有許多種。 

2-3-2-4 藉著對動物及植物的認識，自訂一些標

準將動物、植物分類。 

5-3-1-1 能依據自己所理解的知識，做最佳抉擇。 

6-3-2-2 相信自己常能想出好主意來完成一件

事。 

7-3-0-2 把學習到的科學知識和技能應用於生活

中。 

 

3-2-2 

【性別平等教育】 

2-3-2 

【家政教育】 

3-3-6 

第八週 

10/18-10/22 
二、植物世界面面觀 3 

1-3-1-1 能依規畫的實驗步驟來執行操作。 

1-3-3-3 由系列的相關活動，綜合說出活動的主

要特徵。 

1-3-5-1 將資料用合適的圖表來表達。 

2-3-2-1 察覺植物根、莖、葉、花、果、種子各

具功能。照光、溫度、溼度、土壤影響植物的生

活，不同棲息地適應下來的植物也各不相同。發

現植物繁殖的方法有許多種。 

2-3-2-4 藉著對動物及植物的認識，自訂一些標

準將動物、植物分類。 

5-3-1-1 能依據自己所理解的知識，做最佳抉擇。 

6-3-2-2 相信自己常能想出好主意來完成一件

事。 

7-3-0-2 把學習到的科學知識和技能應用於生活

中。 

1.口試 

2.實作 

3.作業 

【環境教育】 

1-3-1 

4-3-4 

【生涯發展教育】 

1-2-1 

3-2-1 

3-2-2 

【性別平等教育】 

2-3-2 

【家政教育】 

3-3-6 

第九週 

10/25-10/29 

二、植物世界面面觀 

 
3 

1-3-1-1 能依規畫的實驗步驟來執行操作。 

1-3-3-3 由系列的相關活動，綜合說出活動的主

要特徵。 

1.口試 

2.實作 

3.作業 

【環境教育】 

1-3-1 

4-3-4 



C5-1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九貫版) 

1-3-5-1 將資料用合適的圖表來表達。 

2-3-2-1 察覺植物根、莖、葉、花、果、種子各

具功能。照光、溫度、溼度、土壤影響植物的生

活，不同棲息地適應下來的植物也各不相同。發

現植物繁殖的方法有許多種。 

2-3-2-4 藉著對動物及植物的認識，自訂一些標

準將動物、植物分類。 

5-3-1-1 能依據自己所理解的知識，做最佳抉擇。 

6-3-2-2 相信自己常能想出好主意來完成一件

事。 

7-3-0-2 把學習到的科學知識和技能應用於生活

中。 

【生涯發展教育】 

1-2-1 

3-2-1 

3-2-2 

【性別平等教育】 

2-3-2 

【家政教育】 

3-3-6 

第十週 

11/1-11/5 

三、水溶液 

 
3 

1-3-1-1 能依規畫的實驗步驟來執行操作。 

1-3-1-3 辨別本量與改變量之不同（例如溫度與

溫度的變化）。 

1-3-3-2 由主變數與應變數，找出相關關係。 

1-3-5-1 將資料用合適的圖表來表達。 

2-3-1-1 提出問題、研商處理問題的策略、學習

操控變因、觀察事象的變化並推測可能的因果關

係。學習資料整理、設計表格、圖表來表示資料。

學習由變量與應變量之間相應的情形，提出假設

或做出合理的解釋。 

2-3-3-3 探討物質的溶解性質、水溶液的導電

性、酸鹼性、蒸發、擴散、脹縮、軟硬等。 

3-3-0-1 能由科學性的探究活動中，瞭解科學知

識是經過考驗的。 

3-3-0-3 發現運用科學知識來作推論，可推測一

些事並獲得證實。 

1.口試 

2.實作 

3.作業 

【環境教育】 

1-3-1 

4-3-4 能建立伙伴

關係，尋求適切的資

源與協助，以設法解

決環境問題。 

【生涯發展教育】 

1-2-1 培養自己的

興趣、能力。 

3-2-1 培養規畫及

運用時間的能力。 

3-2-2 學習如何解

決問題及做決定。 

【性別平等教育】 

2-3-2 學習在性別

互動中，展現自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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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0-5 察覺有時實驗情況雖然相同，也可能因

存在著未能控制的因素之影響，使得產生的結果

有差異。 

5-3-1-3 相信現象的變化有其原因，要獲得什麼

結果，需營造什麼變因。 

6-3-1-1 對他人的資訊或報告提出合理的求證和

質疑。 

6-3-2-1 察覺不同的辦法，常也能做出相同的結

果。 

6-3-3-2 體會在執行的環節中，有許多關鍵性的

因素需要考量。 

7-3-0-1 察覺運用實驗或科學的知識，可推測可

能發生的事。 

7-3-0-2 把學習到的科學知識和技能應用於生活

中。 

特色。 

【家政教育】 

3-3-6 利用科技蒐

集生活相關資訊。 

第十一週 

11/8-11/12 
三、水溶液 3 

1-3-1-1 能依規畫的實驗步驟來執行操作。 

1-3-1-3 辨別本量與改變量之不同（例如溫度與

溫度的變化）。 

1-3-3-2 由主變數與應變數，找出相關關係。 

1-3-5-1 將資料用合適的圖表來表達。 

2-3-1-1 提出問題、研商處理問題的策略、學習

操控變因、觀察事象的變化並推測可能的因果關

係。學習資料整理、設計表格、圖表來表示資料。

學習由變量與應變量之間相應的情形，提出假設

或做出合理的解釋。 

2-3-3-3 探討物質的溶解性質、水溶液的導電

性、酸鹼性、蒸發、擴散、脹縮、軟硬等。 

3-3-0-1 能由科學性的探究活動中，瞭解科學知

1.口試 

2.實作 

3.作業 

【環境教育】 

3-3-2 能主動親近

並關懷學校與社區

的環境，並透過對於

相關環境議題的瞭

解，體會環境權的重

要。 

【性別平等教育】 

2-3-2 學習在性別

互動中，展現自我的

特色。 

【家政教育】 

1-3-4 瞭解食物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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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是經過考驗的。 

3-3-0-3 發現運用科學知識來作推論，可推測一

些事並獲得證實。 

3-3-0-5 察覺有時實驗情況雖然相同，也可能因

存在著未能控制的因素之影響，使得產生的結果

有差異。 

5-3-1-3 相信現象的變化有其原因，要獲得什麼

結果，需營造什麼變因。 

6-3-1-1 對他人的資訊或報告提出合理的求證和

質疑。 

6-3-2-1 察覺不同的辦法，常也能做出相同的結

果。 

6-3-3-2 體會在執行的環節中，有許多關鍵性的

因素需要考量。 

7-3-0-1 察覺運用實驗或科學的知識，可推測可

能發生的事。 

7-3-0-2 把學習到的科學知識和技能應用於生活

中。 

烹調、貯存及加工等

情況下的變化。 

【生涯發展教育】 

3-2-2 學習如何解

決問題及做決定。 

【人權教育】 

1-3-3 瞭解平等、正

義的原則，並能在生

活中實踐。 

第十二週 

11/15-11/19 

三、水溶液 

 

 

3 

1-3-1-1 能依規畫的實驗步驟來執行操作。 

1-3-1-3 辨別本量與改變量之不同（例如溫度與

溫度的變化）。 

1-3-3-2 由主變數與應變數，找出相關關係。 

1-3-5-1 將資料用合適的圖表來表達。 

2-3-1-1 提出問題、研商處理問題的策略、學習

操控變因、觀察事象的變化並推測可能的因果關

係。學習資料整理、設計表格、圖表來表示資料。

學習由變量與應變量之間相應的情形，提出假設

或做出合理的解釋。 

1.口試 

2.實作 

3.作業 

【環境教育】 

3-3-2 能主動親近

並關懷學校與社區

的環境，並透過對於

相關環境議題的瞭

解，體會環境權的重

要。 

【性別平等教育】 

2-3-2 學習在性別

互動中，展現自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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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3 探討物質的溶解性質、水溶液的導電

性、酸鹼性、蒸發、擴散、脹縮、軟硬等。 

3-3-0-1 能由科學性的探究活動中，瞭解科學知

識是經過考驗的。 

3-3-0-3 發現運用科學知識來作推論，可推測一

些事並獲得證實。 

3-3-0-5 察覺有時實驗情況雖然相同，也可能因

存在著未能控制的因素之影響，使得產生的結果

有差異。 

5-3-1-3 相信現象的變化有其原因，要獲得什麼

結果，需營造什麼變因。 

6-3-1-1 對他人的資訊或報告提出合理的求證和

質疑。 

6-3-2-1 察覺不同的辦法，常也能做出相同的結

果。 

6-3-3-2 體會在執行的環節中，有許多關鍵性的

因素需要考量。 

7-3-0-1 察覺運用實驗或科學的知識，可推測可

能發生的事。 

7-3-0-2 把學習到的科學知識和技能應用於生活

中。 

特色。 

【家政教育】 

1-3-4 瞭解食物在

烹調、貯存及加工等

情況下的變化。 

【生涯發展教育】 

3-2-2 學習如何解

決問題及做決定。 

【人權教育】 

1-3-3 瞭解平等、正

義的原則，並能在生

活中實踐。 

第十三週 

11/22-11/26 
三、水溶液 3 

1-3-1-1 能依規畫的實驗步驟來執行操作。 

1-3-1-3 辨別本量與改變量之不同（例如溫度與

溫度的變化）。 

1-3-3-2 由主變數與應變數，找出相關關係。 

1-3-5-1 將資料用合適的圖表來表達。 

2-3-1-1 提出問題、研商處理問題的策略、學習

操控變因、觀察事象的變化並推測可能的因果關

1.口試 

2.實作 

3.作業 

【環境教育】 

3-3-2 能主動親近

並關懷學校與社區

的環境，並透過對於

相關環境議題的瞭

解，體會環境權的重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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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學習資料整理、設計表格、圖表來表示資料。

學習由變量與應變量之間相應的情形，提出假設

或做出合理的解釋。 

2-3-3-3 探討物質的溶解性質、水溶液的導電

性、酸鹼性、蒸發、擴散、脹縮、軟硬等。 

3-3-0-1 能由科學性的探究活動中，瞭解科學知

識是經過考驗的。 

3-3-0-3 發現運用科學知識來作推論，可推測一

些事並獲得證實。 

3-3-0-5 察覺有時實驗情況雖然相同，也可能因

存在著未能控制的因素之影響，使得產生的結果

有差異。 

5-3-1-3 相信現象的變化有其原因，要獲得什麼

結果，需營造什麼變因。 

6-3-1-1 對他人的資訊或報告提出合理的求證和

質疑。 

6-3-2-1 察覺不同的辦法，常也能做出相同的結

果。 

6-3-3-2 體會在執行的環節中，有許多關鍵性的

因素需要考量。 

7-3-0-1 察覺運用實驗或科學的知識，可推測可

能發生的事。 

7-3-0-2 把學習到的科學知識和技能應用於生活

中。 

【性別平等教育】 

2-3-2 學習在性別

互動中，展現自我的

特色。 

【家政教育】 

1-3-4 瞭解食物在

烹調、貯存及加工等

情況下的變化。 

【生涯發展教育】 

3-2-2 學習如何解

決問題及做決定。 

【人權教育】 

1-3-3 瞭解平等、正

義的原則，並能在生

活中實踐。 

第十四週 

11/29-12/3 
三、水溶液 3 

1-3-1-1 能依規畫的實驗步驟來執行操作。 

1-3-1-3 辨別本量與改變量之不同（例如溫度與

溫度的變化）。 

1-3-2-1 實驗前，估量「變量」可能的大小及變化

1.口試 

2.實作 

3.作業 

【環境教育】 

3-3-2 能主動親近

並關懷學校與社區

的環境，並透過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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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 

1-3-2-2 由改變量與本量之比例，評估變化程度。 

1-3-3-2 由主變數與應變數，找出相關關係。 

1-3-5-1 將資料用合適的圖表來表達。 

2-3-1-1 提出問題、研商處理問題的策略、學習

操控變因、觀察事象的變化並推測可能的因果關

係。學習資料整理、設計表格、圖表來表示資料。

學習由變量與應變量之間相應的情形，提出假設

或做出合理的解釋。 

2-3-3-3 探討物質的溶解性質、水溶液的導電

性、酸鹼性、蒸發、擴散、脹縮、軟硬等。 

3-3-0-1 能由科學性的探究活動中，瞭解科學知

識是經過考驗的。 

3-3-0-3 發現運用科學知識來作推論，可推測一

些事並獲得證實。 

3-3-0-5 察覺有時實驗情況雖然相同，也可能因

存在著未能控制的因素之影響，使得產生的結果

有差異。 

5-3-1-3 相信現象的變化有其原因，要獲得什麼

結果，需營造什麼變因。 

6-3-1-1 對他人的資訊或報告提出合理的求證和

質疑。 

6-3-2-1 察覺不同的辦法，常也能做出相同的結

果。 

6-3-3-2 體會在執行的環節中，有許多關鍵性的

因素需要考量。 

7-3-0-1 察覺運用實驗或科學的知識，可推測可

能發生的事。 

相關環境議題的瞭

解，體會環境權的重

要。 

【性別平等教育】 

2-3-2 學習在性別

互動中，展現自我的

特色。 

【家政教育】 

1-3-4 瞭解食物在

烹調、貯存及加工等

情況下的變化。 

【生涯發展教育】 

3-2-2 學習如何解

決問題及做決定。 

【人權教育】 

1-3-3 瞭解平等、正

義的原則，並能在生

活中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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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0-2 把學習到的科學知識和技能應用於生活

中。 

 

第十五週 

12/6-12/10 
四、力與運動 3 

1-3-2-1 實驗前，估量「變量」可能的大小及變化

範圍。 

1-3-2-2 由改變量與本量之比例，評估變化程度。 

1-3-3-2 由主變數與應變數，找出相關關係。 

1-3-5-3 清楚的傳述科學探究的過程和結果。 

2-3-1-1 提出問題、研商處理問題的策略、學習

操控變因、觀察事象的變化並推測可能的因果關

係。學習資料整理、設計表格、圖表來表示資料。

學習由變量與應變量之間相應的情形，提出假設

或做出合理的解釋。 

2-3-5-3 了解力的大小可由形變或運動狀態改變

的程度來度量。 

3-3-0-1 能由科學性的探究活動中，瞭解科學知

識是經過考驗的。 

4-3-1-2 瞭解機具、材料、能源。 

4-3-2-1 認識農業時代的科技。 

4-3-2-2 認識工業時代的科技。 

4-3-2-3 認識資訊時代的科技。 

4-3-2-4 認識國內、外的科技發明與創新。 

7-3-0-2 把學習到的科學知識和技能應用於生活

中。 

1.口試 

2.實作 

3.作業 

【資訊教育】 

2-3-2 能操作及應

用電腦多媒體設備。 

4-3-1 能應用網路

的資訊解決問題。 

【性別平等教育】 

2-3-2 學習在性別

互動中，展現自我的

特色。 

【生涯發展教育】 

3-2-2 學習如何解

決問題及做決定。 

【人權教育】 

1-3-3 瞭解平等、正

義的原則，並能在生

活中實踐。 

第十六週 

12/13-12/17 
四、力與運動 3 

1-3-2-1 實驗前，估量「變量」可能的大小及變化

範圍。 

1-3-2-2 由改變量與本量之比例，評估變化程度。 

1-3-3-2 由主變數與應變數，找出相關關係。 

1.口試 

2.實作 

3.作業 

【資訊教育】 

2-3-2 能操作及應

用電腦多媒體設備。 

4-3-1 能應用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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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3 清楚的傳述科學探究的過程和結果。 

2-3-1-1 提出問題、研商處理問題的策略，「學習」

操控變因、觀察事象的變化並推測可能的因果關

係。學習資料處理、設計表格、圖表來表示資料。

學習由變量與應變量之間相應的情形，提出假設

或做出合理的解釋。 

2-3-5-3 瞭解力的大小可由形變或運動狀態改變

的程度來度量。 

3-3-0-1 能由科學性的探究活動中，瞭解科學知識

是經過考驗的。 

4-3-1-2 瞭解機具、材料、能源。 

4-3-2-1 認識農業時代的科技。 

4-3-2-2 認識工業時代的科技。 

4-3-2-3 認識資訊時代的科技。 

4-3-2-4 認識國內、外的科技發明與創新。 

7-3-0-2 把學習到的科學知識和技能應用於生活

中。 

 

的資訊解決問題。 

【性別平等教育】 

3-3-2 參與團體活

動與事務，不受性別

的限制。 

【人權教育】 

1-3-3 瞭解平等、正

義的原則，並能在生

活中實踐。 

【生涯發展教育】 

3-2-2 學習如何解

決問題及做決定。 

第十七週 

12/20-12/24 
四、力與運動 3 

1-3-2-1 實驗前，估量「變量」可能的大小及變化

範圍。 

1-3-2-2 由改變量與本量之比例，評估變化程度。 

1-3-3-2 由主變數與應變數，找出相關關係。 

1-3-5-3 清楚的傳述科學探究的過程和結果。 

2-3-1-1 提出問題、研商處理問題的策略，「學習」

操控變因、觀察事象的變化並推測可能的因果關

係。學習資料處理、設計表格、圖表來表示資料。

學習由變量與應變量之間相應的情形，提出假設

或做出合理的解釋。 

1.口試 

2.實作 

3.作業 

【資訊教育】 

2-3-2 能操作及應

用電腦多媒體設備。 

4-3-1 能應用網路

的資訊解決問題。 

【性別平等教育】 

3-3-2 參與團體活

動與事務，不受性別

的限制。 

【人權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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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3 瞭解力的大小可由形變或運動狀態改變

的程度來度量。 

3-3-0-1 能由科學性的探究活動中，瞭解科學知識

是經過考驗的。 

4-3-1-2 瞭解機具、材料、能源。 

4-3-2-1 認識農業時代的科技。 

4-3-2-2 認識工業時代的科技。 

4-3-2-3 認識資訊時代的科技。 

4-3-2-4 認識國內、外的科技發明與創新。 

7-3-0-2 把學習到的科學知識和技能應用於生活

中。 

1-3-3 瞭解平等、正

義的原則，並能在生

活中實踐。 

【生涯發展教育】 

3-2-2 學習如何解

決問題及做決定。 

第十八週 

12/27-12/31 

四、力與運動 

 
3 

1-3-2-1 實驗前，估量「變量」可能的大小及變化

範圍。 

1-3-2-2 由改變量與本量之比例，評估變化程度。 

1-3-3-2 由主變數與應變數，找出相關關係。 

1-3-5-3 清楚的傳述科學探究的過程和結果。 

2-3-1-1 提出問題、研商處理問題的策略，「學習」

操控變因、觀察事象的變化並推測可能的因果關

係。學習資料處理、設計表格、圖表來表示資料。

學習由變量與應變量之間相應的情形，提出假設

或做出合理的解釋。 

2-3-5-3 瞭解力的大小可由形變或運動狀態改變

的程度來度量。 

3-3-0-1 能由科學性的探究活動中，瞭解科學知識

是經過考驗的。 

4-3-1-2 瞭解機具、材料、能源。 

4-3-2-1 認識農業時代的科技。 

4-3-2-2 認識工業時代的科技。 

1.口試 

2.實作 

3.作業 

【資訊教育】 

2-3-2 能操作及應

用電腦多媒體設備。 

4-3-1 能應用網路

的資訊解決問題。 

【性別平等教育】 

3-3-2 參與團體活

動與事務，不受性別

的限制。 

【人權教育】 

1-3-3 瞭解平等、正

義的原則，並能在生

活中實踐。 

【生涯發展教育】 

3-2-2 學習如何解

決問題及做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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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3 認識資訊時代的科技。 

4-3-2-4 認識國內、外的科技發明與創新。 

7-3-0-2 把學習到的科學知識和技能應用於生活

中。 

第十九週 

1/3-1/7 

四、力與運動 

 
3 

1-3-2-1 實驗前，估量「變量」可能的大小及變化

範圍。 

1-3-2-2 由改變量與本量之比例，評估變化程度。 

1-3-3-2 由主變數與應變數，找出相關關係。 

1-3-5-3 清楚的傳述科學探究的過程和結果。 

2-3-1-1 提出問題、研商處理問題的策略，「學習」

操控變因、觀察事象的變化並推測可能的因果關

係。學習資料處理、設計表格、圖表來表示資料。

學習由變量與應變量之間相應的情形，提出假設

或做出合理的解釋。 

2-3-5-3 瞭解力的大小可由形變或運動狀態改變

的程度來度量。 

3-3-0-1 能由科學性的探究活動中，瞭解科學知識

是經過考驗的。 

4-3-1-2 瞭解機具、材料、能源。 

4-3-2-1 認識農業時代的科技。 

4-3-2-2 認識工業時代的科技。 

4-3-2-3 認識資訊時代的科技。 

4-3-2-4 認識國內、外的科技發明與創新。 

7-3-0-2 把學習到的科學知識和技能應用於生活

中。 

1.口試 

2.實作 

3.作業 

【資訊教育】 

2-3-2 能操作及應

用電腦多媒體設備。 

4-3-1 能應用網路

的資訊解決問題。 

【性別平等教育】 

3-3-2 參與團體活

動與事務，不受性別

的限制。 

【人權教育】 

1-3-3 瞭解平等、正

義的原則，並能在生

活中實踐。 

【生涯發展教育】 

3-2-2 學習如何解

決問題及做決定。 

第廿週 

1/10-1/14 

四、力與運動 

 
3 

3-3-0-1 能由科學性的探究活動中，瞭解科學知識

是經過考驗的。 

4-3-2-4 認識國內、外的科技發明與創新。 

1.口試 

2.實作 

3.作業 

【資訊教育】 

2-3-2 能操作及應

用電腦多媒體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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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0-2 把學習到的科學知識和技能應用於生活

中。 

4-3-1 能應用網路

的資訊解決問題。 

【性別平等教育】 

3-3-2 參與團體活

動與事務，不受性別

的限制。 

第廿一週 

1/17-1/20 

四、力與運動 

 
2 

3-3-0-1 能由科學性的探究活動中，瞭解科學知識

是經過考驗的。 

4-3-2-4 認識國內、外的科技發明與創新。 

7-3-0-2 把學習到的科學知識和技能應用於生活

中。 

 【資訊教育】 

2-3-2 能操作及應

用電腦多媒體設備。 

4-3-1 能應用網路

的資訊解決問題。 

【性別平等教育】 

3-3-2 參與團體活

動與事務，不受性別

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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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敘寫融入議題能力指標，填入代號即可。 

◎集中式特教班採全班以同一課綱實施敘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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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善化區大成國民小學 110學年度第 2 學期  五 年級 自然與生活科技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 
(■普通班/□藝才班/□體育班/□特教班) 

教材版本 康軒 
實施年級 

(班級/組別) 
五年級 教學節數 每週( 3 )節，本學期共( 57 )節 

課程目標 

1.知道星座是由星星組合而成，不同的民族有不同傳說。 

2.學習使用星座盤找星星。 

3.發現星星會由東向西移動。 

4.察覺一年四季、相同時刻會出現不同的星星與星座。 

5.知道北極星的特性，並學習如何尋找北極星。 

6.知道燃燒需要氧氣。 

7.學習製造氧氣和二氧化碳，並且知道檢驗氧氣和二氧化碳的性質。 

8.認識燃燒三個條件，知道只要使燃燒條件不足就能滅火。 

9.學習怎樣避免火災，知道遇到火災時的處理方式。 

10.觀察鐵生鏽的情形，透過實驗了解鐵生鏽與水、空氣有關，並且知道酸性水溶液會加速鐵生鏽的速度。 

11.認識防止鐵生鏽的各種方法。 

12.觀察動物的運動方式，及如何覓食、維持體溫、保護自己和其社會行為。 

13.了解動物是靠不同的繁殖方式來繁衍生命。 

14.動物藉由子代一些明顯的特徵，比較與親代之間相同和不同的地方。 

15.了解動物具有養育、保護後代等育幼行為。 

16.知道如何選擇適合的分類標準幫動物分類。 

17.察覺物體發出聲音時，發聲部位會產生振動現象。 

18.聲音可以藉由空氣或其他物質向外傳送出去，傳播到我們的耳朵。 

19.知道噪音的意義，了解噪音管制標準。 

20.觀察樂器如何發出高低、大小不同的聲音，了解音色的差別。 

21.藉由製作樂器，了解樂器的構造及影響聲音變化的原因。 

領域能力指標 

1-3-1-1 能依規畫的實驗步驟來執行操作。 

1-3-1-2 察覺一個問題或事件常可由不同的角度來鑑賞而看出不同的特徵。 

1-3-2-3 依差異的程度，作第二層次以上的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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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1 實驗時確認相關的變因，做操控運作。 

1-3-3-3 由系列的相關活動，綜合說出活動的主要特徵。 

1-3-4-1 能由各種不同來源的資料，整理出一個整體性的看法。 

1-3-4-2 辨識出資料的特徵及通則性並做詮釋。 

1-3-4-3 由資料顯示的相關，推測其背後可能的因果關係。 

1-3-4-4 由實驗的結果，獲得研判的論點。 

1-3-5-4 願意與同儕相互溝通，共享活動的樂趣。 

1-3-5-5 傾聽別人的報告，並做適當的回應。 

2-3-1-1 提出問題、研商處理的策略、「學習」控制變因、鑑賞事象的變化並推測可能的因果關係。學習資料處理、設計表格、圖表來表示資料。

學習由變量與應變量之間相應的情形、提出假設或做出合理的解釋。 

2-3-2-2 鑑賞動物形態及運動方式之特殊性及共通性。鑑賞動物如何保持體溫、覓食、生殖、傳遞訊息、從事社會性的行為及在棲息地調適生活

等生態。 

2-3-2-3 發現植物它們的子代與親代之間有相似性，但也有些不同。 

2-3-2-4 藉著對動物及植物的認識，自訂一些標準把動物、植物分類。 

2-3-3-2 探討氧及二氧化碳；氧的製造、燃燒之了解、氧化（生鏽等），二氧化碳的製造、溶於水的特性、空氣汙染等現象。 

2-3-4-1 長期觀測，發現太陽升落方位（或最大高度角）有變化，夜晚同一時間四季的星象也不同，但它們有年度的變化規則。 

2-3-5-2 藉由製作樂器瞭解影響聲音高低的因素、音量大小、音色好壞等，知道樂音和噪音的不同。 

3-3-0-1 能由科學性的探究活動中，瞭解科學知識是經過考驗的。 

3-3-0-2 知道有些事件(如飛碟)因採證困難，無法做科學性實驗。 

3-3-0-3 發現運用科學知識來作推論，可推測一些事並獲得證實。 

3-3-0-5 察覺有時實驗情況雖然相同，也可能因存在著未能控制的因素之影響，使得產生的結果有差異。 

4-3-1-2 了解機具、材料、能源。 

4-3-2-4 認識國內、外的科技發明與創新。 

5-3-1-1 能依據自己所理解的知識，做最佳抉擇。 

5-3-1-2 知道細心、切實的探討，獲得的資料才可信。 

5-3-1-3 相信現象的變化有其原因，要獲得什麼結果，需營造什麼變因。 

6-3-1-1 對他人的資訊或報告提出合理的求證和質疑 

6-3-2-1 察覺不同的辦法，常以能做出相同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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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2 相信自己常能想出好主意來完成一件事。 

6-3-2-3 面對問題時，能做多方思考，提出解決方法。 

6-3-3-1 能規畫、組織探討的活動。 

6-3-3-2 體會在執行的環節中，有許多關鍵性的因素需要考量。 

7-3-0-1 察覺運用實驗或科學的知識，可以推測「可能發生的事」。 

7-3-0-2 能安全妥善的使用日常生活中的器具。 

7-3-0-3 能規畫、組織探討的活動。 

8-3-0-1 能運用聯想、腦力激盪、概念圖等程序發展創意及表現自己對產品改變的想法。 

8-3-0-2 利用多種思考的方法，思索變化事物的機能和形式。 

8-3-0-3 認識並設計基本的造形。 

8-3-0-4 了解製作原型的流程。 

融入之重大議題 

【資訊教育】 

2-3-2 能操作及應用電腦多媒體設備。 

3-3-6 能針對日常問題提出可行的解決方法。 

4-3-1 了解電腦網路概念及其功能。 

5-3-1 能找到合適的網站資源、圖書館資源，會檔案傳輸。 

5-3-2 能利用光碟、DVD 等資源蒐集需要的資料。 

【人權教育】 

1-3-4 瞭解世界上不同的群體、文化和國家，能尊重欣賞其差異。 

【環境教育】 

1-3-1 藉由鑑賞與體驗自然，並能以創作文章、美勞、音樂、戲劇表演等形式表現自然環境之美與對環境的關懷。 

2-2-1 能瞭解生活周遭的環境問題及對個人、學校與社區的影響。 

3-2-2 培養互助合作的工作態度。 

4-3-4 能運用科學方法研究解決環境問題的可行策略。 

【生涯發展教育】 

3-3-1 學習如何尋找並運用職業世界的資訊。 

3-3-2 培養工作時人際互動的能力。 

4-2-4 能運用簡單的科技以及蒐集、運用資訊來探討、瞭解環境及相關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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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能客觀中立的提供各種辯證，並虛心的接受別人的指正。 

4-3-4 能運用科學方法研究解決環境問題的可行策略。 

【性別平等教育】 

1-3-4 理解兩性均具有分析、判斷、整合與運用資訊的能力。 

1-3-6 學習獨立思考，不受性別影響。 

2-3-2 培養工作時人際互動的能力。 

3-3-2 參與團體活動與事務，不受性別的限制。 

課程架構脈絡 

教學期程 單元與活動名稱 節數 領域能力指標 
表現任務 

(評量方式) 

融入議題 

能力指標 

第一週 

2/7-2/11 
開學準備 0 

   

第二週 

2/14-2/18 
一、美麗的星空 3 

1-3-1-2 察覺一個問題或事件，常可由不同的角度

來觀察或看出不同的特徵。 

1-3-4-1 能由各種不同來源的資料，整理出一個整

體性的看法。 

1-3-4-2 辨識出資料的特徵及通性並作詮釋。 

5-3-1-2 知道細心、切實的探討，獲得的資料才可

信。 

6-3-2-3 面對問題時，能做多方思考，提出解決方

法。 

6-3-3-1 能規畫、組織探討活動。 
7-3-0-2 把學習到的科學知識和技能應用於生活
中。 

1.鑑賞  

2.口試 

3.作業 

【資訊教育】 

3-3-6 能針對日常

問題提出可行的解

決方法。 

【人權教育】 

1-3-4 瞭解世界上

不同的群體、文化

和國家，能尊重欣

賞其差異。 

第三週 

2/21-2/25 
一、美麗的星空 3 

1-3-1-2 察覺一個問題或事件，常可由不同的角度

來觀察或看出不同的特徵。 

1-3-4-1 能由各種不同來源的資料，整理出一個整

體性的看法。 

1-3-4-2 辨識出資料的特徵及通性並作詮釋。 

5-3-1-2 知道細心、切實的探討，獲得的資料才可

信。 

6-3-2-3 面對問題時，能做多方思考，提出解決方

法。 

6-3-3-1 能規畫、組織探討活動。 

1.鑑賞  

2.口試 

3.作業 

4.實作 

 

【資訊教育】 

3-3-6 能針對日常問

題提出可行的解決

方法。 

【環境教育】 

4-2-4 能運用簡單的

科技以及蒐集、運用

資訊來探討、瞭解環

境及相關的議題。 

3-2-2 培養互助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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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0-2 把學習到的科學知識和技能應用於生活
中。 

的工作態度。【生涯

發展教育】 

3-3-2 培養工作時人

際互動的能力。 

【性別平等教育】 

1-3-4 理解兩性均

具有分析、判斷、

整合與運用資訊的

能力。 

第四週 

2/28-3/4 
一、美麗的星空 3 

1-3-1-2 察覺一個問題或事件常可由不同的角度

來觀察或看出不同的特徵。 

1-3-4-1 能由各種不同來源的資料，整理出一個整

體性的看法。 

1-3-4-2 辨識出資料的特徵及通性並作詮釋。 

2-3-4-1 長期觀測，發現太陽升落方位（或最大高

度角）在改變，在夜晚同一時間，四季的星象也不

同，但它們有年度的規律變化。 

3-3-0-2 知道有些事情（如飛碟）因採證困難，無

法做科學性實驗。 

5-3-1-2 知道細心、切實的探討，獲得的資料才可

信。 

6-3-2-3 面對問題時，能做多方思考，提出解決方

法。 

6-3-3-1 能規畫、組織探討活動。 

7-3-0-3 能安全妥善的使用日常生活中的器具。 

1.口試 

2.實作 

 

【資訊教育】 

3-3-6 能針對日常問

題提出可行的解決

方法。 

【環境教育】 

4-2-4 能運用簡單的

科技以及蒐集、運用

資訊來探討、瞭解環

境及相關的議題。 

3-2-2 培養互助合作

的工作態度。【生涯

發展教育】 

3-3-2 培養工作時人

際互動的能力。 

【性別平等教育】 

1-3-4 理解兩性均具

有分析、判斷、整合

與運用資訊的能力。 

第五週 

3/7-3/11 

二、燃燒和生鏽 

 
3 

1-3-1-1 能依規畫的實驗步驟來執行操作。 

1-3-3-1 實驗時確認相關的變因，做操控運作。 

2-3-3-2 探討氧及二氧化碳；氧的製造、燃燒之了

解、氧化（生鏽等），二氧化碳的製造、溶於水的

特性、空氣汙染等現象。 

3-3-0-3 發現運用科學知識來作推論，可推測一些

事並獲得證實。 

6-3-3-2 體會在執行的環節中，有許多關鍵性的因

素需要考量。 

7-3-0-2 把學習到的科學知識和技能應用於生活

1.鑑賞 

2.口試 

3.設計實驗 

4.實作 

【環境教育】 

2-2-1 能瞭解生活周

遭的環境問題及對

個人、學校與社區的

影響。 

4-2-4 能運用簡單的

科技以及蒐集、運用

資訊來探討、瞭解環

境及相關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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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第六週 

3/14-3/18 

二、燃燒和生鏽 

 
3 

1-3-1-1 能依規畫的實驗步驟來執行操作。 

1-3-3-1 實驗時確認相關的變因，做操控運作。 

2-3-3-2 探討氧及二氧化碳；氧的製造、燃燒之了

解、氧化（生鏽等），二氧化碳的製造、溶於水的

特性、空氣汙染等現象。 

3-3-0-3 發現運用科學知識來作推論，可推測一些

事並獲得證實。 

6-3-3-2 體會在執行的環節中，有許多關鍵性的因

素需要考量。 

7-3-0-2 把學習到的科學知識和技能應用於生活

中。 

1.實作 

2.實驗報告 

3.作業 

 

【環境教育】 

2-2-1 能瞭解生活周

遭的環境問題及對

個人、學校與社區的

影響。 

4-2-4 能運用簡單的

科技以及蒐集、運用

資訊來探討、瞭解環

境及相關的議題。 

【生涯發展教育】 

3-2-2 培養互助合作

的工作態度。 

第七週 

3/21-3/25 

二、燃燒和生鏽 

 
3 

1-3-1-1 能依規畫的實驗步驟來執行操作。 

1-3-3-1 實驗時確認相關的變因，做操控運作。 

2-3-3-2 探討氧及二氧化碳；氧的製造、燃燒之了

解、氧化（生鏽等），二氧化碳的製造、溶於水的

特性、空氣汙染等現象。 

3-3-0-3 發現運用科學知識來作推論，可推測一些

事並獲得證實。 

6-3-3-2 體會在執行的環節中，有許多關鍵性的因

素需要考量。 

7-3-0-2 把學習到的科學知識和技能應用於生活

中。 

1.鑑賞 

2.口試 

3.設計實驗 

4.實作 

5.作業 

 

【環境教育】 

2-2-1 能瞭解生活周

遭的環境問題及對

個人、學校與社區的

影響。 

4-2-4 能運用簡單

的科技以及蒐集、運

用資訊來探討、瞭解

環境及相關的議題。 

【生涯發展教育】 

3-2-2 培養互助合作

的工作態度。 

第八週 

3/28-4/1 
二、燃燒和生鏽 3 

1-3-3-1 實驗時確認相關的變因，做操控運作。 

2-3-3-2 探討氧及二氧化碳；氧的製造、燃燒之了

解、氧化（生鏽等），二氧化碳的製造、溶於水的

特性、空氣汙染等現象。 

2-3-3-4 認識促進氧化反應的環境。 

3-3-0-3 發現運用科學知識來作推論，可推測一些

事並獲得證實。 

3-3-0-5 察覺有時實驗情況雖然相同，也可能因存

在著未能控制的因素之影響，使得產生的結果有差

異。5-3-1-1 能依據自己所理解的知識，做最佳抉

擇。 

5-3-1-3 相信現象的變化有其原因，要獲得什麼結

果，需營造什麼變因。 

1.實作 

2.實驗報告 

3.作業 

 

【環境教育】 

2-2-1 能瞭解生活周

遭的環境問題及對

個人、學校與社區的

影響。 

4-2-4 能運用簡單的

科技以及蒐集、運用

資訊來探討、瞭解環

境及相關的議題。 

【生涯發展教育】 

3-2-2 培養互助合作

的工作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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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3-2 體會在執行的環節中，有許多關鍵性的因

素需要考量。 

7-3-0-1 察覺運用實驗或科學的知識，可推測「可

能發生的事」。 

7-3-0-2 把學習到的科學知識和技能應用於生活

中。 

第九週 

4/4-4/8 
二、燃燒和生鏽 1 

1-3-4-1 能由各不同來源的資料，整理出一個整體

性的看法。 

2-3-1-1 提出問題、研商處理問題的策略、「學習」

操控變因、觀察事象的變化並推測可能的因果關

係。學習資料整理、設計表格、圖表來表示資料。

學習由變量與應變量之間相應的情形，提出假設或

做出合理的解釋。 

5-3-1-3 相信現象的變化有其原因，要獲得什麼結

果，需營造什麼變因。 

5-3-1-1 能依據自己所理解的知識，做最佳抉擇。 

6-3-3-2 體會在執行的環節中，有許多關鍵性的因

素需要考量。 

7-3-0-2 把學習到的科學知識和技能應用於生活

中。 

 

1.鑑賞 

2.口試 

3.作業 

4.實作 

5.分組討論 

【環境教育】 

4-3-4能運用科學方

法研究解決環境問

題的可行策略。 

第十週 

4/11-4/15 

二、燃燒和生鏽 

 
3 

1-3-4-1 能由各不同來源的資料，整理出一個整體

性的看法。 

2-3-1-1 提出問題、研商處理問題的策略、「學習」

操控變因、觀察事象的變化並推測可能的因果關

係。學習資料整理、設計表格、圖表來表示資料。

學習由變量與應變量之間相應的情形，提出假設或

做出合理的解釋。 

5-3-1-3 相信現象的變化有其原因，要獲得什麼結

果，需營造什麼變因。 

5-3-1-1 能依據自己所理解的知識，做最佳抉擇。 

6-3-3-2 體會在執行的環節中，有許多關鍵性的因

素需要考量。 

7-3-0-2 把學習到的科學知識和技能應用於生活

中。 

 

1.口試 

2.實作 

3.作業 

4.鑑賞 

【資訊教育】 

5-3-1 能找到合適的

網站資源、圖書館資

源，會檔案傳輸。 

4-3-1 了解電腦網路

概念及其功能。 

【環境教育】 

1-3-1 藉由鑑賞與體

驗自然，並能以創作

文章、美勞、音樂、

戲劇表演等形式表

現自然環境之美與

對環境的關懷。 

第十一週 

4/18-4/22 
三、動物世界面面觀 3 

1-3-1-2 察覺一個問題或事件常可由不同的角度

來觀察而看出不同的特徵。 

1.口試 

2.作業 

【資訊教育】 

5-3-1 能找到合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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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4 願意與同儕相互溝通，共享活動的樂趣。 

2-3-2-2 觀察動物形態及運動方式之特殊性及共

通性。觀察動物如何保持體溫、覓食、生殖、傳遞

訊息、從事社會性的行為及在棲息地調適生活等生

態。 

3-3-0-1 能由科學性的探究活動中，瞭解科學知識

是經過考驗的。 

4-3-2-4 認識國內、外的科技發明與創新。 

 

 

 網站資源、圖書館資

源，會檔案傳輸。 

4-3-1 了解電腦網路

概念及其功能。 

【環境教育】 

1-3-1 藉由鑑賞與體

驗自然，並能以創作

文章、美勞、音樂、

戲劇表演等形式表

現自然環境之美與

對環境的關懷。 

第十二週 

4/25-4/29 
三、動物世界面面觀 3 

1-3-1-2 察覺一個問題或事件常可由不同的角度

來觀察而看出不同的特徵。 

1-3-3-3 由系列的相關活動，綜合說出活動的主要

特徵。 

2-3-2-2 觀察動物形態及運動方式之特殊性及共

通性。觀察動物如何保持體溫、覓食、生殖、傳遞

訊息、從事社會性的行為及在棲息地調適生活等生

態。 

3-3-0-1 能由科學性的探究活動中，瞭解科學知識

是經過考驗的。 

6-3-3-2 體會在執行的環節中，有許多關鍵性的因

素需要考量。 

1.口試 

2.作業 

【資訊教育】 

5-3-2 能利用光

碟、DVD 等資源蒐集

需要的資料。 

【環境教育】 

1-3-1 藉由鑑賞與體

驗自然，並能以創作

文章、美勞、音樂、

戲劇表演等形式表

現自然環境之美與

對環境的關懷。 

4-3-2 能客觀中立的

提供各種辯證，並虛

心的接受別人的指

正。 

第十三週 

5/2-5/6 
三、動物世界面面觀 3 

1-3-3-3 由系列的相關活動，綜合說出活動的主要

特徵。 

1-3-5-4 願意與同儕相互溝通，共享活動的樂趣。 

5-3-1-2 知道細心、切實的探討，獲得的資料才可

信。 

7-3-0-2 把學習到的科學知識和技能應用於生活

中。 

1.鑑賞 

2.口試 

3.作業 

【資訊教育】 

5-3-1 能找到合適

的網站資源、圖書館

資源，會檔案傳輸。 

【性別平等教育】 

2-3-2 培養工作時

人際互動的能力。 

第十四週 

5/9-5/13 

三、動物世界面面觀 

 
3 

1-3-1-2 察覺一個問題或事件常可由不同的角度

來觀察而看出不同的特徵。 

1-3-2-3 依差異的程度，作第二層次以上的分類。 

1-3-5-4 願意與同儕相互溝通，共享活動的樂趣。 

2-3-2-3 知道動物卵生、胎生、育幼等繁殖行為，

1.口試 

2.實作 

3.作業 

【生涯發展教育】

3-3-1 學習如何尋

找並運用職業世界

的資訊。 

3-3-2 培養工作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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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動物、植物它們的子代與親代之間有相似性，

但也有些不同。 

5-3-1-1 能依據自己所理解的知識，做最佳抉擇。 

5-3-1-2 知道細心、切實的探討，獲得的資料才可

信。 

6-3-2-1 察覺不同的辦法，常也能做出相同的結

果。 

6-3-3-2 體會在執行的環節中，有許多關鍵性的因

素需要考量。 

7-3-0-2 把學習到的科學知識和技能應用於生活

中。 

 

際互動的能力。 

【資訊教育】 

5-3-1 能找到合適的

網站資源、圖書館資

源，會檔案傳輸。 

【性別平等教育】 

1-3-6 學習獨立思

考，不受性別影響。 

 

第十五週 

5/16-5/20 
三、動物世界面面觀 3 

1-3-1-1 能依規畫的實驗步驟來執行操作。 

1-3-1-2 察覺一個問題或事件常可由不同的角度

來觀察而看出不同的特徵。 

1-3-2-3 依差異的程度，作第二層次以上的分類。 

1-3-3-1 實驗時確認相關的變因，做操控運作。 

1-3-5-4 願意與同儕相互溝通，共享活動的樂趣。 

1-3-5-5 傾聽別人的報告，並做適當的回應。 

2-3-1-1 提出問題、研商處理問題的略、「學習」

操控變因、觀察事象的變化並推測可能的因果關

係。學習資料處理、設計表格、圖表來表示資料。

學習由變量與應變量之間相對應的情形，提出假設

或做出合理的解釋。 

2-3-2-3 知道動物卵生、胎生、育幼等繁殖行為，

發現動物、植物它們的子代與親代之間有相似性，

但也有些不同。 

5-3-1-1 能依據自己所理解的知識，做最佳抉擇。 

5-3-1-2 知道細心、切實的探討，獲得的資料才可

信。 

6-3-2-1 察覺不同的辦法，常也能做出相同的結

果。 

6-3-3-2 體會在執行的環節中，有許多關鍵性的因

素需要考量。 

7-3-0-2 把學習到的科學知識和技能應用於生活

中。 

1.口試 

2.實作 

3.作業 

【生涯發展教育】

3-3-1 學習如何尋

找並運用職業世界

的資訊。 

3-3-2 培養工作時人

際互動的能力。 

【資訊教育】 

5-3-1 能找到合適的

網站資源、圖書館資

源，會檔案傳輸。 

【性別平等教育】 

1-3-6 學習獨立思

考，不受性別影響。 

 

第十六週 

5/23-5/27 

四、聲音與樂器 

 
3 

1-3-1-1 能依規畫的實驗步驟來執行操作。 

1-3-1-2 察覺一個問題或事件常可由不同的角度

1.實作 

2.口試 

【資訊教育】 

5-3-1 能找到合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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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觀察或看出不同的特徵。 

1-3-3-1 實驗時確認相關的變因，做操控運作。 

1-3-5-5 傾聽別人的報告，並做適當的回應。 

2-3-1-1 提出問題、研商處理問題的略、「學習」

操控變因、觀察事象的變化並推測可能的因果關

係。學習資料處理、設計表格、圖表來表示資料。

學習由變量與應變量之間相對應的情形，提出假設

或做出合理的解釋。 

2-3-5-2 藉製作樂器瞭解影響聲音高低的因素、音

量大小、音色好壞等，知道樂音和噪音之不同 

5-3-1-1 能依據自己所理解的知識，做最佳抉擇。 

3.作業 網站資源、圖書館資

源，會檔案傳輸。 

【性別平等教育】 

1-3-6 學習獨立思

考，不受性別影響。 

【生涯發展教育】 

3-3-2 培養工作時人

際互動的能力。  

第十七週 

5/30-6/3 

四、聲音與樂器 

 
3 

1-3-1-1 能依規畫的實驗步驟來執行操作。 

1-3-1-2 察覺一個問題或事件常可由不同的角度

來觀察或看出不同的特徵。 

1-3-3-1 實驗時確認相關的變因，做操控運作。 

1-3-5-5 傾聽別人的報告，並做適當的回應。 

2-3-1-1 提出問題、研商處理問題的略、「學習」

操控變因、觀察事象的變化並推測可能的因果關

係。學習資料處理、設計表格、圖表來表示資料。

學習由變量與應變量之間相對應的情形，提出假設

或做出合理的解釋。 

2-3-5-2 藉製作樂器瞭解影響聲音高低的因素、音

量大小、音色好壞等，知道樂音和噪音之不同 

5-3-1-1 能依據自己所理解的知識，做最佳抉擇。 

1.口試 

2.實作 

3.作業 

【資訊教育】 

5-3-1 能找到合適的

網站資源、圖書館資

源，會檔案傳輸。 

【性別平等教育】 

1-3-6 學習獨立思

考，不受性別影響。 

【生涯發展教育】 

3-3-2 培養工作時人

際互動的能力。  

第十八週 

6/6-6/10 
四、聲音與樂器 3 

1-3-1-1 能依規畫的實驗步驟來執行操作。 

1-3-1-2 察覺一個問題或事件常可由不同的角度

來觀察或看出不同的特徵。 

1-3-3-1 實驗時確認相關的變因，做操控運作。 

1-3-5-5 傾聽別人的報告，並做適當的回應。 

2-3-1-1 提出問題、研商處理問題的略、「學習」

操控變因、觀察事象的變化並推測可能的因果關

係。學習資料處理、設計表格、圖表來表示資料。

學習由變量與應變量之間相對應的情形，提出假設

或做出合理的解釋。 

2-3-5-2 藉製作樂器瞭解影響聲音高低的因素、音

量大小、音色好壞等，知道樂音和噪音之不同 

5-3-1-1 能依據自己所理解的知識，做最佳抉擇。 

1.口試 

2.實作 

3.作業 

【資訊教育】 

5-3-1 能找到合適的

網站資源、圖書館資

源，會檔案傳輸。 

【性別平等教育】 

1-3-6 學習獨立思

考，不受性別影響。 

【生涯發展教育】 

3-3-2 培養工作時人

際互動的能力。  

第十九週 四、聲音與樂器 3 1-3-1-1 能依規畫的實驗步驟來執行操作。 1.口試 【環境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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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6/17 1-3-3-1 實驗時確認相關的變因，做操控運作。 

2-3-1-1 提出問題、研商處理問題的略、「學習」

操控變因、觀察事象的變化並推測可能的因果關

係。學習資料處理、設計表格、圖表來表示資料。

學習由變量與應變量之間相對應的情形，提出假設

或做出合理的解釋。 

2-3-5-2 藉製作樂器瞭解影響聲音高低的因素、音

量大小、音色好壞等，知道樂音和噪音之不同。 

5-3-1-1 能依據自己所理解的知識，做最佳抉擇。 

6-3-2-2 相信自己常能想出好主意來完成一件事。 

8-3-0-2 利用多種思考的方法，思索變化事物的機

能和形式。 

2.實作 

3.作業 

4-3-4 能運用科學方

法研究解決環境問

題的可行策略。 

【性別平等教育】 

1-3-6 學習獨立思

考，不受性別影響。 

【生涯發展教育】 

3-3-2 培養工作時人

際互動的能力。  

第廿週 

6/20-6/24 
四、聲音與樂器 3 

1-3-1-1 能依規畫的實驗步驟來執行操作。 

1-3-3-1 實驗時確認相關的變因，做操控運作。 

2-3-1-1 提出問題、研商處理問題的略、「學習」

操控變因、觀察事象的變化並推測可能的因果關

係。學習資料處理、設計表格、圖表來表示資料。

學習由變量與應變量之間相對應的情形，提出假設

或做出合理的解釋。 

2-3-5-2 藉製作樂器瞭解影響聲音高低的因素、音

量大小、音色好壞等，知道樂音和噪音之不同。 

5-3-1-1 能依據自己所理解的知識，做最佳抉擇。 

6-3-2-2 相信自己常能想出好主意來完成一件事。 

8-3-0-2 利用多種思考的方法，思索變化事物的機

能和形式。 

1.口試 

2.實作 

3.作業 

【環境教育】 

4-3-4 能運用科學方

法研究解決環境問

題的可行策略。 

【性別平等教育】 

1-3-6 學習獨立思

考，不受性別影響。 

【生涯發展教育】 

3-3-2 培養工作時人際互

動的能力。 

第廿一週 

6/27-6/30 
四、聲音與樂器 2 

1-3-1-1 能依規畫的實驗步驟來執行操作。 

1-3-3-1 實驗時確認相關的變因，做操控運作。 

1-3-5-5 傾聽別人的報告，並做適當的回應。 

6-3-2-2 相信自己常能想出好主意來完成一件事。 

8-3-0-2 利用多種思考的方法，思索變化事物的機

能和形式。 

1.實作 

2.口試  
【資訊教育】 

2-3-2 能操作及應用電腦

多媒體設備。 

4-3-1 能應用網路的資訊

解決問題。 

【性別平等教育】 

3-3-2 參與團體活動

與事務，不受性別的

限制。 

◎教學期程請敘明週次起訖，如行列太多或不足，請自行增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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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任務-評量方式」請具體說明。 

◎敘寫融入議題能力指標，填入代號即可。 

◎集中式特教班採全班以同一課綱實施敘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