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6-2 校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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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年級校訂課程跨領域協同學習課程計畫 

超學科跨領域 

課程類別 

1.彈性學習課程： 

■統整性主題/專題/議題探究課程  校本    

□社團活動與技藝課程               

□特殊需求領域課程                       
□其他類課程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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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協同教學節數

說明 

 校本天文 主題，每週  4 節，實施  16 週，共  64節。 

授課教師姓名 
校訂天文 領域  郭艾伶(代表)等 15位一年級老師 

自然  領域   黃雅琳  老師 

設計理念 

1.探索與實踐：透過實地踏查、體驗，認識復興地標，虎尾

寮天文館，館內設施；辦理的活動，培養對天文科學探索

的樂趣。 

2.互動與學校認同：在天文館活動中，能合宜和他人互動並

認識學校特色天文館。 

本教育階段 

總綱核心素養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B3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課程主題名稱 虎尾寮藏寶窟(上) 課程目標 

1.認識復興地科館在校園中的位置和辦理的活動，願意入

館進行探索，建構科學素養。 

2.感知人與生活環境的的關係，觀察環境的改變，發表想

法和實踐方式，進而珍惜、愛護環境。 

3.在觀察與實作的過程中，能用合宜的態度與他人互動，

並願意遵守活動規範。 

可符合之 

領域核心素養 

(或能力指標)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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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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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閩-E-B3 具備感知與欣賞閩南語文藝術的美感素

融入相關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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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戶外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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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等的戶外學習。 



C6-2 校訂跨領域協同課程計畫 

養，並能融入於日常生活中。 

教學活動 

教學期程 教學與學習活動內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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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採計

節數 

第 2~9週 虎尾寮藏寶窟-星空傳奇 

級任教師指導天文校訂課程相關概念，協同

自然教師導覽天文館，指導相關天文觀測工

具和設施的操作並進行天文館體驗活動。 

32 校本課程 

觀星望斗

小霍金 

到天文館踏

查，完成學

習單:「來踅

天文館」 

郭艾伶等

15位一年

級教師 

黃雅琳教師 32 每週 4節，共 8

週

4*8*320=10240 

第 12~18週 虎尾寮藏寶窟-聖石傳說 

級任教師指導天文校訂課程相關概念，協同

自然教師導覽化石館，指導相關館內工具和

設施的操作並進行化石館體驗活動。 

28 校本課程 

觀星望斗

小霍金 

到天文館踏

查，完成學

習單:「跟著

阿興哥學化

石諺語」 

郭艾伶等

15位一年

級教師 

黃雅琳教師 28 每週 4節，共 7

週

4*7*320=8960 

第 21週 虎尾寮藏寶窟-復興闖關王 

級任教師指導闖關活動相關概念，協同自然

教師評定闖關體驗活動表現。 

4 校本課程 

觀星望斗

小霍金 

到天文館進

行闖關活動 

郭艾伶等

15位一年

級教師 

黃雅琳教師 4 每週 4節，共 1

週 

4*320=1280 

合計  64      64*320=20480 

◎教學期程請敘明週次起訖，如行列太多或不足，請自行增刪。 

 

 

 

 

 

 

 

 



C6-2 校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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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學期 1  年級校訂課程跨領域協同學習課程計畫 

超學科跨領域 

課程類別 

1.彈性學習課程： 

■統整性主題/專題/議題探究課程  校本    

□社團活動與技藝課程               

□特殊需求領域課程                       
□其他類課程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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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協同教學節數

說明 

 校本天文 主題，每週  4 節，實施  16 週，共  64節。 

授課教師姓名 
校訂天文 領域  郭艾伶(代表)等 15位一年級老師 

自然  領域   黃雅琳  老師 

設計理念 

1.探索與實踐：透過實地踏查、體驗，認識復興地標，虎尾

寮天文館，館內設施；辦理的活動，培養對天文科學探索

的樂趣。 

2.互動與學校認同：在天文館活動中，能合宜和他人互動並

認識學校特色天文館。 

本教育階段 

總綱核心素養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B3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課程主題名稱 虎尾寮藏寶窟(下) 課程目標 

1.認識復興地科館在校園中的位置和辦理的活動，願意入

館進行探索，建構科學素養。 

2.感知人與生活環境的的關係，觀察環境的改變，發表想

法和實踐方式，進而珍惜、愛護環境。 

3.在觀察與實作的過程中，能用合宜的態度與他人互動，

並願意遵守活動規範。 

可符合之 

領域核心素養 

(或能力指標)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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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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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閩-E-B3 具備感知與欣賞閩南語文藝術的美感素

融入相關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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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戶外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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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等的戶外學習。 



C6-2 校訂跨領域協同課程計畫 

養，並能融入於日常生活中。 

教學活動 

教學期程 教學與學習活動內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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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採計

節數 

第 2~9週 虎尾寮藏寶窟- 

天文館ㄟ「興」空故事。 

級任教師指導天文校訂課程相關概念，協同

自然教師導覽天文數位館，指導學生認識建

館的數位故事體驗活動。 

32 校本課程 

觀星望斗

小霍金 

到天文館踏

查，完成學

習單:畫一

畫、說一說:

「鯽潭齋

月」 

郭艾伶等

15位一年

級教師 

黃雅琳教師 32 每週 4節，共 8

週

4*8*320=10240 

第 12~18週 虎尾寮藏寶窟- 

天文館觀星趣 

級任教師指導天文校訂課程觀星相關概念，

協同自然教師望遠鏡的原理和操作並進行觀

星體驗活動。 

28 校本課程 

觀星望斗

小霍金 

到天文館踏

查，完成

「戶外觀星

小達人」學

習單。 

郭艾伶等

15位一年

級教師 

黃雅琳教師 28 每週 4節，共 7

週

4*7*320=8960 

第 21週 虎尾寮藏寶窟-復興闖關王 

級任教師指導闖關活動相關概念，協同自然

教師評定闖關體驗活動表現。 

4 校本課程 

觀星望斗

小霍金 

到天文館進

行闖關活動 

郭艾伶等

15位一年

級教師 

黃雅琳教師 4 每週 4節，共 1

週 

4*320=1280 

合計  64      64*320=20480 

◎教學期程請敘明週次起訖，如行列太多或不足，請自行增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