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5-1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九貫版) 

臺南市佳里區延平國民小學 110學年度第一學期  四 年級   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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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年級 教學節數 每週( 3 )節，本學期共( 60 )節 

課程目標 

1.認識家鄉的自然環境，並了解不同的地形區會發展出不同的居住型態與生活方式。 

2.探討家鄉的生活場所如傳統住屋、老街、廟宇等，透過先民遺留下來的生活痕跡，了解早期先民生活的情形。 

3.了解家鄉生產工具與生活器物的變遷所帶來的影響，一方面改善家鄉居民的生活品質，另一方面也帶來新的環境問題及不同以往的人際關係。 

4.探討家鄉傳統生活與現代生活的不同風貌。 

5.了解家鄉傳統節慶與現代節日的意義與內容。 

6.引導學生思考如何為家鄉的美好貢獻一己之力。 

領域能力指標 

1-2-1 描述地方或區域的自然與人文特性。 

1-2-1 描述居住地方的自然與人文特性。 

1-2-2 描述不同地方居民的生活方式。 

1-2-4 測量距離、閱讀地圖、使用符號繪製簡略平面地圖。 

1-2-6 覺察聚落的形成在於符合人類聚居生活的需求。 

1-2-8 覺察生活空間的型態具有地區性差異。 

2-2-1 了解居住地方的人文環境與經濟活動的歷史變遷。 

2-2-1 瞭解居住地方的人文環境與經濟活動的歷史變遷。 

2-2-2 認識居住地方的古蹟或考古發掘，並欣賞地方民俗之美。 

3-2-1 理解並關懷家庭內外環境的變化與調適。 

4-2-2 列舉自己對自然與超自然界中感興趣的現象。 

4-2-2 列舉自己對自然與超自然界中感興趣的對象。 

5-2-2 舉例說明在學習與工作中，可能和他人產生合作或競爭的關係。 

6-2-1 從周遭生活中舉例指出權力如何影響個體或群體的權益(如形成秩序、促進效率或傷害權益等)。 

7-2-2 認識各種資源，並說明其受損、消失、再生或創造的情形，並能愛護資源。 

8-2-1 舉例說明為了生活需要和解決問題，人類才從事科學和技術的發展。 

8-2-2 舉例說明科學和技術的發展，改變了人類生活和自然環境。 

9-2-1 舉例說明外來的文化、商品和資訊如何影響本地的文化和生活。 

融入之重大議題 

【人權教育】 

2-2-2 認識休閒權與日常生活的關係。 

1-2-1 欣賞、包容個別差異並尊重自己與他人的權利。 

1-2-5 察覺並避免個人偏見與歧視態度或行為的產生。 

【生涯發展教育】 

2-2-3 認識不同類型工作內容。 

1-2-1 培養自己的興趣、能力。 

2-2-1 瞭解不同性別者在團體中均扮演重要的角色。 

【家政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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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認識我們社會的生活習俗。 

4-2-2 認識自己與家人在家庭中的角色。 

3-2-6 認識個人生活中可回收的資源。 

3-2-2 察覺自己家庭的生活習慣。 

【海洋教育】 

3-2-9 瞭解海洋民俗活動、宗教信仰與生活的關係。 

【環境教育】 

1-2-3 察覺生活周遭人文歷史與生態環境的變遷。 

1-2-4 覺知自己的生活方式對環境的影響。 

3-2-3 尊重不同族群與文化背景對環境的態度及行為。 

4-2-3 能表達自己對生活環境的意見，並傾聽他人對環境的想法。 

4-2-1 能操作基本科學技能與運用網路資訊蒐集環境資料。 

5-2-2 具有參與調查生活周遭環境問題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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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單元 美麗的家鄉 

第 1課 家鄉的環境 
2 

1-2-1 描述居住地方的自然與人文特性。 

1-2-6 覺察聚落的形成在於符合人類聚居生活的需求。 

1-2-8 覺察生活空間的型態具有地區性差異。 

紙筆測驗及表單 

實作評量 

【環境教育】 

1-2-3   1-2-4 

第二週 
第一單元 美麗的家鄉 

第 1課 家鄉的環境 
4 

1-2-1 描述居住地方的自然與人文特性。 

1-2-6 覺察聚落的形成在於符合人類聚居生活的需求。 

1-2-8 覺察生活空間的型態具有地區性差異。 

紙筆測驗及表單 

實作評量 

【環境教育】 

1-2-3   1-2-4 

第三週 
第一單元 美麗的家鄉 

第 2課 居住的型態 
3 

1-2-2 描述不同地方居民的生活方式。 

1-2-6 覺察聚落的形成在於符合人類聚居生活的需求。 

1-2-8 覺察生活空間的型態具有地區性差異。 

紙筆測驗及表單 

實作評量 

【環境教育】 

1-2-3   1-2-4 

3-2-3   4-2-3 

第四週 
第一單元 美麗的家鄉 

第 2課 居住的型態 
2 

1-2-2 描述不同地方居民的生活方式。 

1-2-6 覺察聚落的形成在於符合人類聚居生活的需求。 

1-2-8 覺察生活空間的型態具有地區性差異。 

紙筆測驗及表單 

實作評量 

【環境教育】 

1-2-3   1-2-4 

3-2-3   4-2-3 

第五週 
第二單元 家鄉巡禮 

第 1課 傳統住屋 
3 

2-2-1 瞭解居住地方的人文環境與經濟活動的歷史變

遷。 

2-2-2 認識居住地方的古蹟或考古發掘，並欣賞地方民

俗之美。 

6-2-1 從周遭生活中舉例指出權力如何影響個體或群體

的權益(如形成秩序、促進效率或傷害權益等)。 

7-2-2 認識各種資源，並說明其受損、消失、再生或創

造的情形，並能愛護資源。 

紙筆測驗及表單 

實作評量 

【家政教育】 

3-2-1   4-2-2 

【環境教育】1-2-3 

第六週 第二單元 家鄉巡禮 3 2-2-1 瞭解居住地方的人文環境與經濟活動的歷史變 紙筆測驗及表單 【家政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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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課 傳統住屋 遷。 

2-2-2 認識居住地方的古蹟或考古發掘，並欣賞地方民

俗之美。 

6-2-1 從周遭生活中舉例指出權力如何影響個體或群體

的權益(如形成秩序、促進效率或傷害權益等)。 

7-2-2 認識各種資源，並說明其受損、消失、再生或創

造的情形，並能愛護資源。 

實作評量 3-2-1   4-2-2 

【環境教育】1-2-3 

第七週 
第二單元 家鄉巡禮 

第 2課 廟宇與老街 
2 

1-2-1 描述居住地方的自然與人文特性。 

2-2-1 了解居住地方的人文環境與經濟活動的歷史變

遷。 

2-2-2 認識居住地方的古蹟或考古發掘，並欣賞地方民

俗之美。 

4-2-2 列舉自己對自然與超自然界中感興趣的現象。 

紙筆測驗及表單 

實作評量 

【家政教育】3-2-1 

【環境教育】 

1-2-3   4-2-1 

第八週 
第二單元 家鄉巡禮 

第 2課 廟宇與老街 
3 

1-2-1 描述地方或區域的自然與人文特性。 

2-2-1 瞭解居住地方的人文環境與經濟活動的歷史變

遷。 

2-2-2 認識居住地方的古蹟或考古發掘，並欣賞地方民

俗之美。 

4-2-2 列舉自己對自然與超自然界中感興趣的現象。 

紙筆測驗及表單 

實作評量 

【家政教育】3-2-1 

【環境教育】 

1-2-3   4-2-1 

第九週 
第三單元 家鄉生活大不同 

第 1課 生產方式的改變 
3 

1-2-2 描述不同地方居民的生活方式。 

2-2-1 瞭解居住地方的人文環境與經濟活動的歷史變

遷。 

5-2-2 舉例說明在學習與工作中，可能和他人產生合作

或競爭的關係。 

8-2-1 舉例說明為了生活需要和解決問題，人類才從事

科學和技術的發展。 

8-2-2 舉例說明科學和技術的發展，改變了人類生活和

自然環境。 

紙筆測驗及表單 

實作評量 

【環境教育】 

1-2-3   1-2-4 

【生涯發展教育】

2-2-3 

第十週 
第三單元 家鄉生活大不同 

第 2課 生活器物的改變 
3 

5-2-2 舉例說明在學習與工作中，可能和他人產生合作

或競爭的關係。 

7-2-2 認識各種資源，並說明其受損、消失、再生或創

造的情形，並能愛護資源。 

8-2-2 舉例說明科學和技術的發展，改變了人類生活和

自然環境。 

紙筆測驗及表單 

實作評量 

【環境教育】 

1-2-4   4-2-1 

【家政教育】3-2-6 

第十一週 
第四單元 家鄉的生活作息 

第 1課 傳統的生活作息 
3 

3-2-1 理解並關懷家庭內外環境的變化與調適。 

4-2-2 列舉自己對自然與超自然界中感興趣的現象。 

紙筆測驗及表單 

實作評量(每位學生

上台發表搭配書面

報告將觀察探討家

【環境教育】1-2-3 

【家政教育】 

3-2-1    3-2-2 

【海洋教育】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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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傳統生活與現代

生活的不同處。) 

第十二週 
第四單元 家鄉的生活作息 

第 1課 傳統的生活作息 
3 

3-2-1 理解並關懷家庭內外環境的變化與調適。 

4-2-2 列舉自己對自然與超自然界中感興趣的現象。 

紙筆測驗及表單 

實作評量(每位學生

上台發表搭配書面

報告將觀察探討家

鄉傳統生活與現代

生活的不同處。) 

【環境教育】1-2-3 

【家政教育】 

3-2-1   3-2-2 

【海洋教育】3-2-9 

第十三週 
第四單元 家鄉的生活作息 

第 2課 現代的生活作息 
3 

2-2-1 瞭解居住地方的人文環境與經濟活動的歷史變

遷。 

3-2-1 理解並關懷家庭內外環境的變化與調適。 

8-2-2 舉例說明科學和技術的發展，改變了人類生活和

自然環境。 

紙筆測驗及表單 

實作評量(每位學生

上台發表搭配書面

報告將觀察探討家

鄉傳統生活與現代

生活的不同處。) 

【環境教育】1-2-3 

【家政教育】3-2-1 

【人權教育】2-2-2 

第十四週 
第四單元 家鄉的生活作息 

第 2課 現代的生活作息 
3 

2-2-1 瞭解居住地方的人文環境與經濟活動的歷史變

遷。 

3-2-1 理解並關懷家庭內外環境的變化與調適。 

8-2-2 舉例說明科學和技術的發展，改變了人類生活和

自然環境。 

紙筆測驗及表單 

實作評量(每位學生

上台發表搭配書面

報告將觀察探討家

鄉傳統生活與現代

生活的不同處。) 

【環境教育】1-2-3 

【家政教育】3-2-1 

【人權教育】2-2-2 

第十五週 

第五單元 家鄉的節慶與節

日 

第 1課 傳統節慶 

3 

4-2-2 列舉自己對自然與超自然界中感興趣的對象。 紙筆測驗及表單 

實作評量 

【家政教育】3-2-1 

【環境教育】3-2-3 

【人權教育】1-2-1 

【海洋教育】3-2-9 

第十六週 

第五單元 家鄉的節慶與節

日 

第 1課 傳統節慶 

3 

4-2-2 列舉自己對自然與超自然界中感興趣的對象。 紙筆測驗及表單 

實作評量 

【家政教育】3-2-1 

【環境教育】3-2-3 

【人權教育】1-2-1 

【海洋教育】3-2-9 

第十七週 

第五單元 家鄉的節慶與節

日 

第 2課 現代的節日 

3 

9-2-1 舉例說明外來的文化、商品和資訊如何影響本地

的文化和生活。 

紙筆測驗及表單 

實作評量 

【家政教育】3-2-1 

【環境教育】3-2-3 

【人權教育】 

1-2-1   1-2-5 

【性別平等教育】

2-2-1 

第十八週 

第五單元 家鄉的節慶與節

日 

第 2課 現代的節日 

3 

9-2-1 舉例說明外來的文化、商品和資訊如何影響本地

的文化和生活。 

紙筆測驗及表單 

實作評量 

【家政教育】3-2-1 

【環境教育】3-2-3 

【人權教育】 

1-2-1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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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平等教育】

2-2-1 

第十九週 
第六單元 話我家鄉 

第 1課 家鄉的新風貌 
3 

1-2-1 描述居住地方的自然與人文特性。 

1-2-2 描述不同地方居民的生活方式。 

2-2-1 瞭解居住地方的人文環境與經濟活動的歷史變

遷。 

7-2-2 認識各種資源，並說明其受損、消失、再生或創

造的情形，並能愛護資源。 

紙筆測驗及表單 

實作評量 

【環境教育】 

1-2-3   3-2-3 

5-2-2 

第廿週 
第六單元 話我家鄉 

第 1課 家鄉的新風貌 
3 

1-2-1 描述居住地方的自然與人文特性。 

1-2-2 描述不同地方居民的生活方式。 

2-2-1 瞭解居住地方的人文環境與經濟活動的歷史變

遷。 

7-2-2 認識各種資源，並說明其受損、消失、再生或創

造的情形，並能愛護資源。 

紙筆測驗及表單 

實作評量 

【環境教育】 

1-2-3    3-2-3 

5-2-2 

第廿一週 
第六單元 話我家鄉 

第 2課 家鄉的地圖 
2 

1-2-1 描述居住地方的自然與人文特性。 

1-2-4 測量距離、閱讀地圖、使用符號繪製簡略平面地

圖。 

 

紙筆測驗及表單 

實作評量 

【環境教育】5-2-2 

【生涯發展教育】

1-2-1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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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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佳里區延平國民小學 110學年度第二學期  四 年級    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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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年級 教學節數 每週( 3 )節，本學期共( 57 )節 

課程目標 

1.探討家鄉居民的來源，並了解先民的開發造成自然與人文景觀的改變。 

2.了解家鄉人口的變化及其影響原因，並探討家鄉人口的組成。 

3.探討技術革新下家鄉產業的變遷。 

4.體會家鄉產業分工合作的重要性，並認識家鄉的新產業。 

5.探討技術革新下家鄉運輸的變遷。 

6.了解家鄉的訊息傳遞因為技術的革新而有了突破性發展。 

領域能力指標 

1-2-1 描述居住地方的自然與人文特性。 

1-2-2 描述不同地方居民的生活方式。 

1-2-3 覺察人們對地方與環境的認識與感受具有差異性，並能表達對家鄉的關懷。 

1-2-5 調查居住地方人口的分布、組成和變遷狀況。 

1-2-7 說出居住地方的交通狀況，並說明這些交通狀況與生活的關係。 

1-2-8 覺察生活空間的型態具有地區性差異。 

2-2-1 瞭解居住地方的人文環境與經濟活動的歷史變遷。 

2-2-2 認識居住地方的古蹟或考古發掘，並欣賞地方民俗之美。 

4-2-1 說出自己的意見與其他個體、群體或媒體意見的異同。 

5-2-2 舉例說明在學習與工作中，可能和他人產生合作或競爭的關係。 

8-2-1 舉例說明為了生活需要和解決問題，人類才從事科學和技術的發展。 

8-2-2 舉例說明科學和技術的發展，改變了人類生活和自然環境。 

融入之重大議

題 

【生涯發展教育】 

2-2-1 瞭解不同性別者在團體中均扮演重要的角色。 

2-2-2 激發對工作世界的好奇心。 

2-2-3 認識不同類型工作內容。 

2-2-5 培養對不同類型工作的態度。 

【海洋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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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描述臨海或溪流附近地區居民的生活方式。 

5-2-1 認識生活中常見的水產食物。 

【資訊教育】 

1-2-1 能瞭解資訊科技在日常生活之應用。 

4-2-1 能操作常用瀏覽器的基本功能。 

【環境教育】 

1-2-2 能藉由感官接觸環境中的動、植物和景觀，欣賞自然之美，並能以多元的方式表達內心感受。 

1-2-3 察覺生活周遭人文歷史與生態環境的變遷。 

1-2-4 覺知自己的生活方式對環境的影響。 

3-2-2 培養對自然環境的熱愛與對戶外活動的興趣，建立個人對自然環境的責任感。 

3-2-3 尊重不同族群與文化背景對環境的態度及行為。 

4-2-1 能操作基本科學技能與運用網路資訊蒐集環境資料。 

4-2-4 能辨識與執行符合環境保護概念之綠色消費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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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學準備 0    

第二週 
第一單元 飲水思源 

第一課 家鄉的居民 
3 

1-2-1 描述居住地方的自然與人文特性。 

1-2-2 描述不同地方居民的生活方式。 

1-2-8 覺察生活空間的型態具有地區性差異。 

紙筆測驗及表單 

實作評量 

【環境教育】3-2-3 

【海洋教育】1-2-4 

第三週 
第一單元 飲水思源 

第二課 家鄉的開發 
3 

1-2-1 描述居住地方的自然與人文特性。 

1-2-3 覺察人們對地方與環境的認識與感受具有差異性，並能表達對家

鄉的關懷。 

2-2-1 瞭解居住地方的人文環境與經濟活動的歷史變遷。 

2-2-2 認識居住地方的古蹟或考古發掘，並欣賞地方民俗之美。 

4-2-1 說出自己的意見與其他個體、群體或媒體意見的異同。 

紙筆測驗及表單 

實作評量 

【環境教育】 

1-2-3   1-2-4 

 

第四週 
第二單元 家鄉的人口 

第一課 人口的變化 
2 

1-2-1 描述居住地方的自然與人文特性。 

1-2-5 調查居住地方人口的分布、組成和變遷狀況。 

8-2-2 舉例說明科學和技術的發展，改變了人類生活和自然環境。 

 

紙筆測驗及表單 

實作評量 

【環境教育】1-2-3 

第五週 
第二單元 家鄉的人口 

第一課 人口的變化 
3 

1-2-1 描述居住地方的自然與人文特性。 

1-2-5 調查居住地方人口的分布、組成和變遷狀況。 

紙筆測驗及表單 

實作評量 

【環境教育】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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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2 舉例說明科學和技術的發展，改變了人類生活和自然環境。 

第六週 
第二單元 家鄉的人口 

第二課 人口的組成 
3 

1-2-1 描述居住地方的自然與人文特性。 

1-2-2 描述不同地方居民的生活方式。 

1-2-5 調查居住地方人口的分布、組成和變遷狀況。 

 

紙筆測驗及表單 

實作評量 

【性別平等教育】

2-2-1 

【環境教育】1-2-3 

 

第七週 

第三單元 家鄉的產業 

第一課 農、牧業和漁

業 

3 

8-2-1 舉例說明為了生活所需和解決問題，人類才從事科學和技術的發

展。 

8-2-2 舉例說明科學和技術的發展，改變了人類生活和自然環境。 

紙筆測驗及表單 

實作評量 

【生涯發展教育】 

2-2-2   2-2-3 

【海洋教育】 

1-2-4   5-2-1 

第八週 

第三單元 家鄉的產業 

第一課 農、牧業和漁

業 

3 

8-2-1 舉例說明為了生活所需和解決問題，人類才從事科學和技術的發

展。 

8-2-2 舉例說明科學和技術的發展，改變了人類生活和自然環境。 

紙筆測驗及表單 

實作評量 

【生涯發展教育】 

2-2-2   2-2-3 

【海洋教育】 

1-2-4   5-2-1 

第九週 
第三單元 家鄉的產業 

第二課 工業和服務業 
2 

5-2-2 舉例說明在學習與工作中，可能和他人產生合作或競爭的關係。 

8-2-1 舉例說明為了生活需要和解決問題，人類才從事科學和技術的發

展。 

8-2-2 舉例說明科學和技術的發展，改變了人類生活和自然環境。 

紙筆測驗及表單 

實作評量 

【生涯發展教育】 

2-2-2    2-2-3 

2-2-5 

第十週 
第三單元 家鄉的產業 

第二課 工業和服務業 
3 

5-2-2 舉例說明在學習與工作中，可能和他人產生合作或競爭的關係。 

8-2-1 舉例說明為了生活需要和解決問題，人類才從事科學和技術的發

展。 

8-2-2 舉例說明科學和技術的發展，改變了人類生活和自然環境。 

紙筆測驗及表單 

實作評量 

【生涯發展教育】 

2-2-2   2-2-3 

2-2-5 

 

第十一週 

第四單元 產業與生活 

第一課 產業的分工與

合作 

3 

8-2-1 舉例說明為了生活需要和解決問題，人類才從事科學和技術的發

展。 

8-2-2 舉例說明科學和技術的發展，改變了人類生活和自然環境。 

 

紙筆測驗及表單 

實作評量 

【生涯發展教育】 

2-2-3   2-2-5 

第十二週 

第四單元 產業與生活 

第一課 產業的分工與

合作 

3 

8-2-1 舉例說明為了生活需要和解決問題，人類才去從事科學和技術的

發展。 

8-2-2 舉例說明科學和技術的發展，改變了人類生活和自然環境。 

紙筆測驗及表單 

實作評量 

【生涯發展教育】 

2-2-3   2-2-5 

第十三週 
第四單元 產業與生活 

第二課 產業的新發展 
3 

8-2-1 舉例說明為了生活需要和解決問題，人類才從事科學和技術的發

展。 

8-2-2 舉例說明科學和技術的發展，改變了人類生活和自然環境。 

 

紙筆測驗及表單 

實作評量 

【環境教育】 

4-2-1   4-2-4 

【生涯發展教育】 

2-2-3 

 

第十四週 
第四單元 產業與生活 

第二課 產業的新發展 
3 

8-2-1 舉例說明為了生活需要和解決問題，人類才從事科學和技術的發

展。 

8-2-2 舉例說明科學和技術的發展，改變了人類生活和自然環境。 

 

紙筆測驗及表單 

實作評量 

【環境教育】 

4-2-1   4-2-4 

【生涯發展教育】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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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週 
第五單元 家鄉的運輸 

第一課 早期的運輸 
3 

1-2-7 說出居住地方的交通狀況，並說明這些交通狀況與生活的關係。 紙筆測驗及表單 

實作評量 

【環境教育】 

3-2-2   4-2-1 

 

第十六週 

第五單元 家鄉的運輸 

第二課 近代的運輸發

展 

3 

1-2-7 說出居住地方的交通狀況，並說明這些交通狀況與生活的關係。 

8-2-1 舉例說明為了生活需要和解決問題，人類才從事科學和技術的發

展。 

8-2-2 舉例說明科學和技術的發展，改變了人類生活和自然環境。 

 

紙筆測驗及表單 

實作評量 

【環境教育】 

3-2-2   4-2-1 

 

第十七週 

第五單元 家鄉的運輸 

第二課 近代的運輸發

展 

3 

1-2-7 說出居住地方的交通狀況，並說明這些交通狀況與生活的關係。 

8-2-1 舉例說明為了生活需要和解決問題，人類才從事科學和技術的發

展。 

8-2-2 舉例說明科學和技術的發展，改變了人類生活和自然環境。 

 

紙筆測驗及表單 

實作評量 

【環境教育】 

3-2-2   4-2-1 

 

第十八週 
第六單元 天涯若比鄰 

第一課 訊息傳遞 
3 

8-2-2 舉例說明科學和技術的發展，改變了人類生活和自然環境。 

 

紙筆測驗及表單 

實作評量 

【資訊教育】 

1-2-1   4-2-1 

第十九週 
第六單元 天涯若比鄰 

第一課 訊息傳遞 
3 

8-2-2 舉例說明科學和技術的發展，改變了人類生活和自然環境。 紙筆測驗及表單 

實作評量 

【資訊教育】 

1-2-1   4-2-1 

第廿週 
第六單元 天涯若比鄰 

第二課 交通與生活 
3 

1-2-7 說出居住地方的交通狀況，並說明這些交通狀況與生活的關係。 紙筆測驗及表單 

實作評量 

【資訊教育】 

1-2-1   4-2-1 

【環境教育】1-2-2 

第廿一週 
第六單元 天涯若比鄰 

第二課 交通與生活 
2 

1-2-7 說出居住地方的交通狀況，並說明這些交通狀況與生活的關係。 紙筆測驗及表單 

實作評量 

【資訊教育】 

1-2-1   4-2-1 

【環境教育】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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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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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