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5-1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九貫版) 

臺南市鹽水區岸內國民小學 111學年度第一學期 五  年級   自然與生活科技     領域學習課程計畫 
(□普通班/□藝才班/□體育班/□特教班) 

教材版本 翰林 
實施年級 

(班級/組別) 
五年級 教學節數 每週(3)節，共(  62  )節 

課程目標 

1.利用方位和高度角可以描述太陽在天空中的位置。藉由觀測一天（和一年）太陽在天空中位置移動路徑圖，知道太

陽在天空中的位置變化有規律性。了解太陽對地球的重要性和古代利用太陽所製造出來的計算時間工具。 

2.認識植物根、莖、葉、花、果實和種子的形態及功能。從各種植物的繁殖當中，認識不同的繁殖方式與生長情形的

關係。進一步分組進行該組所討論出要繁殖的植物，持續一段時間，觀察並記錄植物繁殖情形，從而了解到同一種植

物可能有多種的繁殖方法，且會以對自己有利的方式來繁殖。依據植物的外形特徵和生活環境等，自訂分類標準。 

3.了解物質受熱後，在外觀及性質上都會受到影響，並能應用物體受熱的熱脹冷縮現象於生活當中。藉由認識熱的不

同傳播方式，能了解日常生活中應用到熱的例子。 

4.藉由生活中物質燃燒的現象，引入物質燃燒時需要空氣，再由空氣的組成成分去探討出氧氣。透過一連串的製造與

檢驗實驗，讓學生認識氧和二氧化碳的性質，並探究氧和二氧化碳在生活中的用途。進而認識物質燃燒時，除了需要

氧氣作為助燃物之外，同時還需要可燃物和達到燃點等條件。再進一步探討燃燒三要件如何運用於滅火，以減少火災

的發生，並降低火災的災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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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2由改變量與本量之比例，評估變化程度。 

1-3-2-3依差異的程度，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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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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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4由實驗的結果，獲得研判的論點。 

1-3-5-1將資料用合適的圖表來表達。 

1-3-5-2用適當的方式表述資料(例如數線、表格、曲線圖)。 

1-3-5-3清楚的傳述科學探究的過程和結果。 

1-3-5-4願意與同儕相互溝通，共享活動的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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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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1認識物質的性質，探討光、溫度、和空氣對物質性質變化的影響。 

2-3-3-2探討氧及二氧化碳的性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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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氣污

染等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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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1知道熱由高溫往低溫傳播，傳播的方式有傳導、對流、輻射。傳播時會因材料、空間形狀而不同。此一知識可

應用於保溫或散熱上。 

2-3-6-1認識日常用品的製造材料(如木材、金屬、塑膠)。 

3-3-0-1能由科學性的探究活動中，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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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1-1能依據自己所理解的知識，做最佳抉擇。 

5-3-1-2知道經由細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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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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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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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0-2把學習到的科學知識和技能應用於生活中。 

7-3-0-3能規劃、組織探討活動。 

7-3-0-4察覺許多巧妙的工具常是簡單科學原理的應用。 

融入之重大議題 

【性別平等教育】 

2-3-2學習在性別互動中，展現自我的特色。 

2-3-4尊重不同性別者在溝通過程中有平等表達的權利。 



C5-1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九貫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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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8-9/3 

8/30(二)開學 

一、觀測太陽 

1.一天中太陽位置的變化 
3 

1-3-1-1 能依規劃的實驗步驟來執行操

作。 

1-3-5-3 清楚的傳述科學探究的過程和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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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1 能由科學性的探究活動中，了解

科學知識是經過考驗的。 

口頭報告 

實驗操作 

觀察記錄 

【 性 別 平 等 教

育】 

2-3-2 

2-3-4 

3-3-2 

第二週 

9/4-9/10 

9/9(五)中秋節補假                                     

9/10(六)中秋節 

一、觀測太陽 

1.一天中太陽位置的變化 
2 

1-3-1-1 能依規劃的實驗步驟來執行操

作。 

1-3-5-3 清楚的傳述科學探究的過程和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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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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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1 能由科學性的探究活動中，了解

科學知識是經過考驗的。 

小組互動表現 

發表 

實驗操作 

觀察記錄 

 

第三週 一、觀測太陽 3 1-3-3-3 由系列的相關活動，綜合說出活 習作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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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9/17 2.一年中太陽位置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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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4由實驗的結果，獲得研判的論點。 

1-3-5-1將資料用合適的圖表來表達。 

1-3-5-2 用適當的方式表述資料(例如數

線、表格、曲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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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1-2 知道經由細心、切實的探討，獲

得的資料才可信。 

發表 

第四週 

9/18-9/24 

一、觀測太陽 

2.一年中太陽位置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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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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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4由實驗的結果，獲得研判的論點。 

1-3-5-1將資料用合適的圖表來表達。 

1-3-5-2 用適當的方式表述資料(例如數

線、表格、曲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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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1-2 知道經由細心、切實的探討，獲

得的資料才可信。 

口頭報告 

資料蒐集 
 

第五週 

9/25-10/1 
一、觀測太陽 

3.太陽與生活 
3 

1-3-5-3 清楚的傳述科學探究的過程和結

果。 

1-3-5-4 願意與同儕相互溝通，共享活動

口頭報告 

平時上課表現 

習作評量 

 



C5-1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九貫版) 

的樂趣。 

1-3-5-5 傾聽別人的報告，並做適當的回

應。 

5-3-1-1 能依據自己所理解的知識，做最

佳抉擇。 

6-3-1-1 對他人的資訊或報告提出合理的

求證和質疑。 

6-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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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0-2 把學習到的科學知識和技能應用

於生活中。 

第六週 

10/2-10/8 

二、植物的奧祕 

1.植物的構造和功能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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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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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2 辨識出資料的特徵及通則性並做

詮釋。 

1-3-4-4由實驗的結果，獲得研判的論點。 

1-3-5-3 清楚的傳述科學探究的過程和結

果。 

1-3-5-4 願意與同儕相互溝通，共享活動

的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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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組互動表現 

實驗操作 

觀察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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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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1-1 能依據自己所理解的知識，做最

佳抉擇。 

5-3-1-2 知道經由細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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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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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週 10/9-10/15 

10/10(一)國慶日放

假一天 

二、植物的奧祕 

1.植物的構造和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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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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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3 清楚的傳述科學探究的過程和結

果。 

1-3-5-5 傾聽別人的報告，並做適當的回

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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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1-1 能依據自己所理解的知識，做最

佳抉擇。 

5-3-1-2 知道經由細心、切實的探討，獲

小組互動表現 

實驗操作 

觀察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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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的資料才可信。 

6-3-3-1能規劃、組織探討活動。 

第八週 10/16-

10/22 

二、植物的奧祕 

1.植物的構造和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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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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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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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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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1-1 能依據自己所理解的知識，做最

佳抉擇。 

5-3-1-2 知道經由細心、切實的探討，獲

得的資料才可信。 

6-3-3-1能規劃、組織探討活動。 

口頭報告 

小組互動表現 

習作評量 

 

第九週 10/23-

10/29 

二、植物的奧祕 

2.植物的繁殖 
3 

1-3-1-1 能依規劃的實驗步驟來執行操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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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4由實驗的結果，獲得研判的論點。 

1-3-5-3 清楚的傳述科學探究的過程和結

習作評量 

資料蒐集 

實驗操作 

觀察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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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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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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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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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3-1能規劃、組織探討活動。 

7-3-0-3能規劃、組織探討活動。 

第十週 

10/30-11/5 

第一次定期評量 

二、植物的奧祕 

3.植物的特徵和分類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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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3 依差異的程度，做第二層次以上

的分類。 

1-3-3-1 實驗時，確認相關的變因，做操

控運作。 

1-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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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4由實驗的結果，獲得研判的論點。 

1-3-5-3 清楚的傳述科學探究的過程和結

果。 

小組互動表現 

習作評量 

資料蒐集 

 



C5-1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九貫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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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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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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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1-2 知道經由細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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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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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一週 11/6-

11/12 

 

三、熱對物質的影響 

1.物質受熱後的變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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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2 由改變量與本量之比例，評估變

化程度。 

1-3-3-3 由系列的相關活動，綜合說出活

動的主要特徵。 

1-3-4-2 辨識出資料的特徵及通則性並做

詮釋。 

1-3-5-4 願意與同儕相互溝通，共享活動

口頭報告 

小組互動表現 

習作評量 

實驗操作 

 



C5-1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九貫版) 

的樂趣。 

2-3-3-1認識物質的性質，探討光、溫度、

和空氣對物質性質變化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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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3 發現運用科學知識來作推論，可

推測一些事並獲得證實。 

5-3-1-1 能依據自己所理解的知識，做最

佳抉擇。 

6-3-2-3 面對問題時，能做多方思考，提

出解決方法。 

7-3-0-2 把學習到的科學知識和技能應用

於生活中。 

7-3-0-3能規劃、組織探討活動。 

第十二週 

11/13-11/19 

三、熱對物質的影響 

1.物質受熱後的變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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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2 由改變量與本量之比例，評估變

化程度。 

1-3-3-3 由系列的相關活動，綜合說出活

動的主要特徵。 

1-3-4-2 辨識出資料的特徵及通則性並做

詮釋。 

1-3-5-4 願意與同儕相互溝通，共享活動

的樂趣。 

2-3-3-1認識物質的性質，探討光、溫度、

和空氣對物質性質變化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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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3 發現運用科學知識來作推論，可

推測一些事並獲得證實。 

口頭報告 

小組互動表現 

習作評量 

實驗操作 

 



C5-1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九貫版) 

5-3-1-1 能依據自己所理解的知識，做最

佳抉擇。 

6-3-2-3 面對問題時，能做多方思考，提

出解決方法。 

7-3-0-2 把學習到的科學知識和技能應用

於生活中。 

7-3-0-3能規劃、組織探討活動。 

第十三週 11/20-

11/26 

三、熱對物質的影響 

2.熱的傳播 
3 

1-3-4-4由實驗的結果，獲得研判的論點。 

1-3-5-3 清楚的傳述科學探究的過程和結

果。 

1-3-5-4 願意與同儕相互溝通，共享活動

的樂趣。 

2-3-5-1 知道熱由高溫往低溫傳播，傳播

的方式有傳導、對流、輻射。傳播時會因

材料、空間形狀而不同。此一知識可應用

於保溫或散熱上。 

2-3-6-1 認識日常用品的製造材料(如木

材、金屬、塑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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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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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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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0-3能規劃、組織探討活動。 

7-3-0-4 察覺許多巧妙的工具常是簡單科

學原理的應用。 

習作評量 

實驗操作 

觀察記錄 

 

第十四週 11/27-

12/3 三、熱對物質的影響 

2.熱的傳播 
3 

1-3-4-4由實驗的結果，獲得研判的論點。 

1-3-5-3 清楚的傳述科學探究的過程和結

果。 

1-3-5-4 願意與同儕相互溝通，共享活動

口頭報告 

習作評量 

實驗操作 

觀察記錄 

 



C5-1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九貫版) 

的樂趣。 

2-3-5-1 知道熱由高溫往低溫傳播，傳播

的方式有傳導、對流、輻射。傳播時會因

材料、空間形狀而不同。此一知識可應用

於保溫或散熱上。 

2-3-6-1 認識日常用品的製造材料(如木

材、金屬、塑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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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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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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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0-3能規劃、組織探討活動。 

7-3-0-4 察覺許多巧妙的工具常是簡單科

學原理的應用。 

第十五週 12/4-

12/10 

三、熱對物質的影響 

3.保溫與散熱 
3 

1-3-2-1實驗前，估量「變量」可能的大小

及變化範圍。 

1-3-4-4由實驗的結果，獲得研判的論點。 

1-3-5-3 清楚的傳述科學探究的過程和結

果。 

1-3-5-4 願意與同儕相互溝通，共享活動

的樂趣。 

2-3-5-1 知道熱由高溫往低溫傳播，傳播

的方式有傳導、對流、輻射。傳播時會因

材料、空間形狀而不同。此一知識可應用

於保溫或散熱上。 

2-3-6-1 認識日常用品的製造材料(如木

材、金屬、塑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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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頭報告 

小組互動表現 

習作評量 

 

 



C5-1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九貫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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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0-2 把學習到的科學知識和技能應用

於生活中。 

第十六週 12/11-

12/17 

12/12(一)校慶補休 

四、空氣與燃燒 

1.氧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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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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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3 清楚的傳述科學探究的過程和結

果。 

2-3-3-2 探討氧及二氧化碳的性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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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氣污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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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1-2 知道經由細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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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規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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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頭討論 

小組互動表現 

實驗操作 

 

第十七週 12/18-

12/24 四、空氣與燃燒 

1.氧 
3 

1-3-1-1 能依規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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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組互動表現 

習作評量 

實驗操作 

 



C5-1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九貫版) 

1-3-3-3 由系列的相關活動，綜合說出活

動的主要特徵。 

2-3-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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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2 探討氧及二氧化碳的性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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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氣污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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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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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0-2 把學習到的科學知識和技能應用

於生活中。 

第十八週 12/25-

12/31 

四、空氣與燃燒 

2.二氧化碳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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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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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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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頭討論 

習作評量 

實驗操作 

 



C5-1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九貫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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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2 探討氧及二氧化碳的性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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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氣污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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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2-3 面對問題時，能做多方思考，提

出解決方法。 

第十九週 1/1-1/7 

1/1(日)元旦                               

1/2(一)元旦補放假 

1/7(六)補課（補

1/20週五） 

 

四、空氣與燃燒 

2.二氧化碳 
4 

1-3-1-1 能依規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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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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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3 清楚的傳述科學探究的過程和結

果。 

2-3-3-2 探討氧及二氧化碳的性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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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氣污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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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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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1-2 知道經由細心、切實的探討，獲

得的資料才可信。 

6-3-3-1能規劃、組織探討活動。 

口頭討論 

小組互動表現 

習作評量 

實驗操作 

 



C5-1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九貫版) 

7-3-0-2 把學習到的科學知識和技能應用

於生活中。 

第二十週 

1/8-1/14 

第二次定期評量 

四、空氣與燃燒 

3.燃燒與滅火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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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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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2 探討氧及二氧化碳的性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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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氣污染等

現象。 

5-3-1-1 能依據自己所理解的知識，做最

佳抉擇。 

6-3-2-1 察覺不同的辦法，常也能做出相

同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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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0-2 把學習到的科學知識和技能應用

於生活中。 

發表 

資料蒐集 

實驗操作 

 

第二十一週 1/15-

1/21 

1/19(四) 

上學期休業式                    
四、空氣與燃燒 

3.燃燒與滅火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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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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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2 探討氧及二氧化碳的性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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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氣污染等

口頭報告 

小組互動表現 
 



C5-1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九貫版) 

現象。 

5-3-1-1 能依據自己所理解的知識，做最

佳抉擇。 

6-3-2-1 察覺不同的辦法，常也能做出相

同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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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0-2 把學習到的科學知識和技能應用

於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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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5-1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九貫版) 

臺南市鹽水區岸內國民小學 111學年度第二學期 五  年級  自然與生活科技      領域學習課程計畫 
(□普通班/□藝才班/□體育班/□特教班) 

教材版本 翰林 
實施年級 

(班級/組別) 
五年級 教學節數 每週(3)節，共(  57  )節 

課程目標 

1.透過討論、觀察、操作與蒐集資料等方式進行，讓學生學會使用星座盤和利用星座盤進行觀星及尋找星座，並知道

適合的觀星地點和時間。 

2.藉由一連串的操作觀察中認識星象運行規則，並學會尋找北極星的方法，增加夜晚在野外辨識方位的能力。 

3.了解人體運動時，骨胳、肌肉和關節是如何互相配合完成的。而各種動物的運動方式也和牠們的身體構造有關。 

4.知道動物的求偶、繁殖、覓食和社會性的行為。 

5.從觀察動物親代與子代的外形特徵中有無相同或相異之處，進而認識動物的遺傳現象。 

6.藉由實驗探討造成鐵生鏽的原因及防鏽方法。 

7.除了鐵製品生鏽外，食品腐敗的現象，也與接觸空氣有關，因而建立學生物質和氧產生反應的氧化作用概念。 

8.透過食品長黴的實驗或經驗，進一步了解食品保存的方法，並將所學應用於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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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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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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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1將資料用合適的圖表來表達。 

1-3-5-2用適當的方式表述資料(例如數線、表格、曲線圖)。 

1-3-5-3清楚的傳述科學探究的過程和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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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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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物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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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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也有不同。 

2-3-3-1認識物質的性質，探討光、溫度、和空氣對物質性質變化的影響。 

2-3-3-2 探討氧及二氧化碳的性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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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污染等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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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4認識促進氧化反應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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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4知道生活環境中的大氣、大地與水，及它們彼此間的交互作用。 

2-3-6-1認識日常用品的製造材料(如木材、金屬、塑膠)。 

3-3-0-1能由科學性的探究活動中，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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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4察覺在「以新觀點看舊資料」或「以新資料檢視舊理論」時，常可發現出新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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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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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1-1能依據自己所理解的知識，做最佳抉擇。 

5-3-1-2知道經由細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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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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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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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0-3能規劃、組織探討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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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之重大議題 

【環境教育】 

2-3-1了解基本的生態原則，以及人類與自然和諧共生的關係。 

3-3-1關切人類行為對環境的衝擊，進而建立環境友善的生活與消費觀念。 

5-3-1具有參與規劃校園環境調查活動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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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2/18 

2/10(五)寒假結束                          

2/13(一)下學期開學

2/18(六)上課 

(補 2/27週一) 

一、璀璨的星空 

1.星星與星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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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1 能由一些不同來源的資料，整理

出一個整體性的看法。 

1-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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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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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1 能由科學性的探究活動中，了解

科學知識是經過考驗的。 

3-3-0-4 察覺在「以新觀點看舊資料」或

「以新資料檢視舊理論」時，常可發現出

新問題。 

5-3-1-1 能依據自己所理解的知識，做最

佳抉擇。 

6-3-1-1 對他人的資訊或報告提出合理的

求證和質疑。 

6-3-2-2 相信自己常能想出好主意來完成

一件事。 

口頭報告 

小組互動表現 

【環境教育】 

3-3-1 

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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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週 

2/19-2/25 

 

一、璀璨的星空 

2.利用星座盤觀測星星 
3 

1-3-1-1 能依規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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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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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3 由資料顯示的相關，推測其背後

可能的因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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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1 能由科學性的探究活動中，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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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1-2 知道經由細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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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頭報告 

習作評量 

實際演練 

 

第三週 

2/26-3/4 

2/27-2/28(一、二)

和平紀念日放假二天 
一、璀璨的星空 

2.利用星座盤觀測星星 
2 

1-3-1-1 能依規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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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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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3 由資料顯示的相關，推測其背後

可能的因果關係。 

習作評量 

實際演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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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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1 能由科學性的探究活動中，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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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1-2 知道經由細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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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週 

3/5-3/11 

一、璀璨的星空 

2.利用星座盤觀測星星 
3 

1-3-1-1 能依規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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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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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3 由資料顯示的相關，推測其背後

可能的因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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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1 能由科學性的探究活動中，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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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1-2 知道經由細心、切實的探討，獲

得的資料才可信。 

作業評量 

口頭報告 

習作評量 

觀察記錄 

 



C5-1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九貫版) 

7-3-0-2 把學習到的科學知識和技能應用

於生活中。 

第五週 

3/12-3/18 

一、璀璨的星空 

3.尋找北極星 
3 

1-3-1-1 能依規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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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2 辨識出資料的特徵及通則性並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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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1 能由科學性的探究活動中，了解

科學知識是經過考驗的。 

3-3-0-4 察覺在「以新觀點看舊資料」或

「以新資料檢視舊理論」時，常可發現出

新問題。 

5-3-1-1 能依據自己所理解的知識，做最

佳抉擇。 

6-3-2-1 察覺不同的辦法，常也能做出相

同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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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頭報告 

習作評量 

實際演練 

 

第六週 

3/19-3/25 

3/25(六)上課 

(補 4/3週一) 

二、水溶液 

1. 溶解在水中的物質 
3 

1-3-1-1 能依規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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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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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頭報告 

資料蒐集 

實驗操作 

【環境教育】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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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3 清楚的傳述科學探究的過程和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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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1認識物質的性質，探討光、溫度、

和空氣對物質性質變化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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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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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2-1認識農業時代的科技。 

6-3-2-1 察覺不同的辦法，常也能做出相

同的結果。 

6-3-2-3 面對問題時，能做多方思考，提

出解決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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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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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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3 面對問題時，能做多方思考，提

出解決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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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週  

3/26-4/1 

二、水溶液 

2.水溶液的酸鹼性 
3 

1-3-1-1 能依規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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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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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1將資料用合適的圖表來表達。 

1-3-5-2 用適當的方式表述資料(例如數

線、表格、曲線圖)。 

1-3-5-3 清楚的傳述科學探究的過程和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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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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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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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頭報告 

小組互動表現 

習作評量 

實驗操作 

觀察記錄 

 

第八週  

4/2-4/8 

二、水溶液 

2.水溶液的酸鹼性 
2 

1-3-1-1 能依規劃的實驗步驟來執行操

作。 
小組互動表現 

習作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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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一)調整放假一

天 

4/4(二)兒童節放假

一天                   

4/5(三)清明節放假

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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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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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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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1將資料用合適的圖表來表達。 

1-3-5-2 用適當的方式表述資料(例如數

線、表格、曲線圖)。 

1-3-5-3 清楚的傳述科學探究的過程和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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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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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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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1-1 能依據自己所理解的知識，做最

佳抉擇。 

資料蒐集 

實驗操作 



C5-1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九貫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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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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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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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4/15 

二、水溶液 

2.水溶液的酸鹼性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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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3 由資料顯示的相關，推測其背後

可能的因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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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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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2-1 察覺不同的辦法，常也能做出相

同的結果。 

6-3-2-3 面對問題時，能做多方思考，提

出解決方法。 

小組互動表現 

習作評量 

資料蒐集 

實驗操作 

 

 



C5-1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九貫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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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週 

4/16-4/22 

第一次定期評量 

二、水溶液 

3.水溶液的導電性 
3 

1-3-1-1 能依規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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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3 由系列的相關活動，綜合說出活

動的主要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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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1將資料用合適的圖表來表達。 

1-3-5-2 用適當的方式表述資料(例如數

線、表格、曲線圖)。 

1-3-5-3 清楚的傳述科學探究的過程和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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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習作評量 

實驗操作 

觀察記錄 

 



C5-1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九貫版) 

硬等。 

2-3-4-4 知道生活環境中的大氣、大地與

水，及它們彼此間的交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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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1-1 對他人的資訊或報告提出合理的

求證和質疑。 

6-3-2-3 面對問題時，能做多方思考，提

出解決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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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一週  

4/23-4/29 

三、動物大觀園 

1.動物的運動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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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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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3 由資料顯示的相關，推測其背後

可能的因果關係。 

1-3-5-3 清楚的傳述科學探究的過程和結

果。 

1-3-5-4 願意與同儕相互溝通，共享活動

的樂趣。 

口頭討論 

小組互動表現 

習作評量 

 



C5-1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九貫版) 

1-3-5-5 傾聽別人的報告，並做適當的回

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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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物生態。 

5-3-1-1 能依據自己所理解的知識，做最

佳抉擇。 

5-3-1-2 知道經由細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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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2-2 相信自己常能想出好主意來完成

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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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二週 

4/30-5/6 

三、動物大觀園 

2.動物的求生之道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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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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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物生態。 

6-3-1-1 對他人的資訊或報告提出合理的

求證和質疑。 

7-3-0-3能規劃、組織探討活動。 

口頭報告 

口頭討論 

小組互動表現 

資料蒐集 

 

第十三週  三、動物大觀園 3 1-3-4-1 能由一些不同來源的資料，整理 口頭報告  



C5-1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九貫版) 

5/7-5/13 2.動物的求生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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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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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物生態。 

6-3-1-1 對他人的資訊或報告提出合理的

求證和質疑。 

7-3-0-3能規劃、組織探討活動。 

口頭討論 

小組互動表現 

資料蒐集 

第十四週  

5/14-5/20 

三、動物大觀園 

3.動物的繁殖和育幼 
3 

1-3-1-1 能依規劃的實驗步驟來執行操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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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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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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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物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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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經由細心、切實的探討，獲

得的資料才可信。 

7-3-0-3能規劃、組織探討活動。 

口頭討論 

小組互動表現 

習作評量 

資料蒐集 

 



C5-1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九貫版) 

第十五週  

5/21-5/27 

三、動物大觀園 

3.動物的繁殖和育幼 
3 

1-3-1-1 能依規劃的實驗步驟來執行操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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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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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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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物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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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經由細心、切實的探討，獲

得的資料才可信。 

7-3-0-3能規劃、組織探討活動。 

口頭討論 

習作評量 

資料蒐集 

 

第十六週  

5/28-6/3 

四、防鏽與食品保存 

1.防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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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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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由一些不同來源的資料，整理

出一個整體性的看法。 

1-3-4-3 由資料顯示的相關，推測其背後

可能的因果關係。 

習作評量 

資料蒐集 

觀察記錄 

 

 



C5-1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九貫版) 

1-3-4-4由實驗的結果，獲得研判的論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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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1認識物質的性質，探討光、溫度、

和空氣對物質性質變化的影響。 

2-3-3-2 探討氧及二氧化碳的性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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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氣污染等

現象。 

2-3-3-4認識促進氧化反應的環境。 

2-3-6-1 認識日常用品的製造材料(如木

材、金屬、塑膠)。 

3-3-0-1 能由科學性的探究活動中，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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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1-2 知道經由細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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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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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5-1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九貫版) 

6-3-2-1 察覺不同的辦法，常也能做出相

同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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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七週  

6/4-6/10 

畢業考 

四、防鏽與食品保存 

1.防鏽 
3 

1-3-1-1 能依規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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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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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2 用適當的方式表述資料(例如數

線、表格、曲線圖)。 

1-3-5-3 清楚的傳述科學探究的過程和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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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1認識物質的性質，探討光、溫度、

和空氣對物質性質變化的影響。 

2-3-3-4認識促進氧化反應的環境。 

2-3-6-1 認識日常用品的製造材料(如木

口頭討論 

小組互動表現 

實驗操作 

觀察記錄 

 



C5-1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九貫版) 

材、金屬、塑膠)。 

3-3-0-1 能由科學性的探究活動中，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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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1-1 能依據自己所理解的知識，做最

佳抉擇。 

5-3-1-2 知道經由細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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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營造什麼變因。 

6-3-2-1 察覺不同的辦法，常也能做出相

同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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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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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0-3能規劃、組織探討活動。 

第十八週  

6/11-6/17 

6/17上課 

(補 6/23週五) 

四、防鏽與食品保存 

2.食品保存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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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3 清楚的傳述科學探究的過程和結

習作評量 

觀察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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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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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1認識物質的性質，探討光、溫度、

和空氣對物質性質變化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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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1-2 知道經由細心、切實的探討，獲

得的資料才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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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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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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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九週 

6/18-6/24 

6/22-6/23(四、五)

端午節放假 2天 

第二次定期評量 
四、防鏽與食品保存 

2.食品保存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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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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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習作評量 

實驗操作 

觀察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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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4由實驗的結果，獲得研判的論點。 

1-3-5-1將資料用合適的圖表來表達。 

1-3-5-2 用適當的方式表述資料(例如數

線、表格、曲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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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1認識物質的性質，探討光、溫度、

和空氣對物質性質變化的影響。 

3-3-0-1 能由科學性的探究活動中，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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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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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1-1 能依據自己所理解的知識，做最

佳抉擇。 

5-3-1-2 知道經由細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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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營造什麼變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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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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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0-3能規劃、組織探討活動。 

第二十週 

6/25-6/30 

6/30(五)下學期結業

式 

四、防鏽與食品保存 

2.食品保存 
3 

1-3-5-5 傾聽別人的報告，並做適當的回

應。 

2-3-3-1認識物質的性質，探討光、溫度、

和空氣對物質性質變化的影響。 

3-3-0-1 能由科學性的探究活動中，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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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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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1-1 能依據自己所理解的知識，做最

佳抉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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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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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0-1 察覺運用實驗或科學的知識，可

口頭報告 

小組互動表現 

蒐集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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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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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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