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5-4 部定跨領域(協同)課程計畫 

臺南市公立東區復興國民小學 110學年度第 1學期  2  年級部定課程跨領域(協同)學習課程計畫 

跨領域 

課程類別 

領域學習課程： 

□語文(□國語、□英語、□本土語/新住民語) 

■數學         □生活課程  

□社會(□歷史、□地理、□公民) 

□自然科學(□生物、□理化、□地球科學) 

□科技(□資訊科技、□生活科技) 

□藝術(□視覺藝術、□音樂、□表演藝術) 

□綜合活動         □健康與體育 

教學節數說明 

跨領域課程節數(可自行延伸或增加說明項目) 

領域學習課程： 

(1)  數學  領域，每週 4  節，實施 15 週，共 60   節。 

實施班級     2  年 1-13    班 

設計理念 

1. 數學貼近生活：低年級數學和生活應用息息相關，所以

用英語來學習數學，容易和生活連結。 

2. 語法簡單：低年級語法簡單，容易吸引學生開口說。 
授課教師姓名 

  英文  領域   范姜千裕  老師 

 

數學 領域 蔣慈玲(代表)教師，共 13班級任 本教育階段 

總綱核心素養 

A2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課程主題名稱 生活數學英語通(一) 課程目標 

1. 透過累加及累減 1、10的活動，認識 300以內的數詞序

列 

2. 透過生活情境，用直式計算解決被減數在 200以內的減

法問題，並能做二位數的減法估算及熟練一百減幾和一

百零幾減幾的心算。 

3. 認識 1 公分，能以 1 公分為單位進行長度的測量與計

算，並能透過具體操作，用公分刻度尺測量線段的長度，

並畫出指定長度的線段。 

可符合之 

領域核心素養 

(或能力指標)  

數-E-A2具備基本的算術操作能力、並能指認基本的

形體與相對關係，在日常生活情境中，用數學表述與

解決問題。 

數-E-B1 具備日常語言與數字及算術符號之間的轉

換能力，並能熟練操作日常使用之度量衡及時間，認

識日常經驗中的幾何形體，並能以符號表示公式。 

融入相關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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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E5欣賞、包容個別差異並尊重自己與他人的權利。 

教學活動 



C5-4 部定跨領域(協同)課程計畫 

教學期程 
教學與學習活動內容(協同時需敘

明教師授課分工) 
節數 教材來源 

表現任務 

(評量方式) 

授課師資 

備註 
(申請鐘點費計

算) 

授課教師

姓名 

協同教師 

姓名 

(無則免

填) 

採計

節數 

第 2~8週 第一單元 數到 300 

1-1認識百位 

1-2兩數的大小比較 

Unit 1 Numbers up to 3000 

領域教師指導數學題和泪關觀

念，協同英語教師指導題目和解

題之英語說法並用英語進行延申

活動。 

28 New Horizon 

of 

Mathematics 

1.操作積木並能中英文

說出積木數量的數目。 

認識錢幣：2.用中英文

說出 100元、20元、

10元、5元、壹元。 

3.大小關係：「＞」與

「＜」符號在算式中的

意義。(greater than、

less than)。 

蔣慈玲等

13位二年

級級任教

師。 

范姜千裕 28 28*320=8960 

第 12~18

週 

 

第二單元 

二位數的加法(直式運算) 

2-1加法的直式計算 

2-2大於、小於和等於 

Unit 2 

Vertical Addition 

領域教師指導數學題和泪關觀

念，協同英語教師指導題目和解

題之英語說法並用英語進行延申

活動。 

28 New Horizon 

of 

Mathematics 

直式計算:能在算式中

正確寫出二位數在個位

(ones)和十位(tens)的

位置，進行二位數的直

式計算，並加總(add)

說出總和(together)。 

能用中英說出加數、被

加數。 

蔣慈玲等

13位二年

級級任教

師。 

范姜千裕 28 28*320=8960 

第 21週 複習(Review) 

英語教師進行補救指導弱勢生題

目和解題之英語說法。 

 

4   蔣慈玲等

13位二年

級級任教

師。 

范姜千裕 4 4*320=1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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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計  60      60*320=19200 

◎教學期程請敘明週次起訖，如行列太多或不足，請自行增刪。 

 

 

 

 

臺南市公立東區復興國民小學 110學年度第 2學期  2  年級部定課程跨領域(協同)學習課程計畫 

跨領域 

課程類別 

領域學習課程： 

□語文(□國語、□英語、□本土語/新住民語) 

■數學         □生活課程  

□社會(□歷史、□地理、□公民) 

□自然科學(□生物、□理化、□地球科學) 

□科技(□資訊科技、□生活科技) 

□藝術(□視覺藝術、□音樂、□表演藝術) 

□綜合活動         □健康與體育 

教學節數說明 

跨領域課程節數(可自行延伸或增加說明項目) 

領域學習課程： 

(1)  數學  領域，每週 4  節，實施  15 週，共 60    

節。 

實施班級     2  年 1-13    班 

設計理念 

1.數學計算貼近生活：低年級數學和生活應用息息相關，所

以用英語來學習數學，容易和生活連結。 

2.設計簡單語法，吸引學生開口說。 

授課教師姓名 

  英文  領域   范姜千裕  老師 

 

數學 領域 蔣慈玲(代表)教師，共 13班級任 

本教育階段 

總綱核心素養 

A2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課程主題名稱 生活數學英語通(二) 課程目標 

1.透過累加及累減 1、10 的活動，認識 300 以內的數詞序

列 

2.透過生活情境，用直式計算解決被減數在 200 以內的減

法問題，並能做二位數的減法估算及熟練一百減幾和一

百零幾減幾的心算。 

3.認識 1公分，能以 1公分為單位進行長度的測量與計算，

並能透過具體操作，用公分刻度尺測量線段的長度，並

畫出指定長度的線段。 

可符合之 

領域核心素養 

(或能力指標)  

數-E-A2具備基本的算術操作能力、並能指認基本的

形體與相對關係，在日常生活情境中，用數學表述

與解決問題。 

融入相關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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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E5欣賞、包容個別差異並尊重自己與他人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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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E-B1 具備日常語言與數字及算術符號之間的轉

換能力，並能熟練操作日常使用之度量衡及時間，

認識日常經驗中的幾何形體，並能以符號表示公式。 

教學活動 

教學期程 
教學與學習活動內容(協同時需敘明教

師授課分工) 
節數 教材來源 

表現任務 

(評量方式) 

授課師資 

備註 
(申請鐘點費計算) 

授課教師

姓名 

協同教師 

姓名 

(無則免

填) 

採計

節數 

第 2~8 週 第一單元  數到 1000 

1-1認識百位 

1-2兩數的大小比較  

Unit 1  Numbers up to 3000 

領域(級任)教師指導數學題和泪關觀

念，協同英語教師指導題目和解題之

英語說法並用英語進行延申活動。 

28 New Horizon 

of 

Mathematics 

1.操作積木並能中

英文說出積木數量

的數目。 

認識錢幣：2.用中

英文說出 100元、

500元、1000元。 

3.大小關係：「＞」

與「＜」符號在算

式中的意義。

(greater than、less 

than)。 

蔣慈玲等

13位二年

級級任教

師。 

范姜千裕 28 28*320=8960 

第 12~18

週 

第三單元  幾公分、幾公尺 

Unit 3 

Length in Centimeters and meters 

領域教師指導數學題和泪關觀念，協

同英語教師指導題目和解題之英語說

法並用英語進行延申活動。 

28 New Horizon 

of 

Mathematics 

長度：「公分」、「公

尺」。實測、量感、

估測與計算。單位

換算。 

2.直尺操作：測量

長度。報讀公分

數。 

蔣慈玲等

13位二年

級級任教

師。 

范姜千裕 28 28*320=8960 

第 21 週 複習(Review) 

英語教師進行補救指導弱勢生題目和

4  能用積本或尺複習

數字和長度的說

蔣慈玲等

13位二年

范姜千裕 4 4*320=1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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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題之英語說法。 法。 級級任教

師。 

合計  60      60*320=19200 

◎教學期程請敘明週次起訖，如行列太多或不足，請自行增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