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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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年級  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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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年級 教學節數 每週(3)節，共( 59 )節 

課程目標 

1.了解臺灣土地利用的情形、物產分布，以及適度開發的重要性。 

2.了解何謂「生產」、「消費」、「投資」與「理財」。 

3.理解隨著社會環境的變遷，各行各業的分工合作更顯重要。 

4.區分道德（內在規範）與法律（外在強制）的區別。 

5.了解自由的範圍與法治的理念（法的明確性與可行性），並且能清楚知道如何保護自己與他人的權益。 

6.了解臺灣從農業社會轉型為工商業社會的過程。 

7.了解臺灣社會變遷對家庭與女性的影響。 

8.了解臺灣環境問題所帶來的災害與防治方法。 

領域能力指標 

1-3-4利用地圖、數據和其它資訊，來描述和解釋地表事象及其空間組織。 

1-3-9分析個人特質、文化背景、社會制度以及自然環境等因素對生活空間設計和環境類型的影響。 

1-3-10舉例說明地方或區域環境變遷所引發的環境破壞，並提出可能的解決方法。 

1-3-12瞭解臺灣具備海洋國家發展的條件及優勢。 

3-3-2瞭解家庭、社會與人類世界三個階層之間，有相似處也有不同處。 

3-3-3明瞭不能用過大的尺度去觀察和理解小範圍的問題，反之亦然。 

3-3-4分辨某一組事物之間的關係是屬於「因果」或「互動」。 

4-3-1說出自己對當前生活型態的看法與選擇未來理想生活型態的理由。 

4-3-4反省自己所珍視的各種德行與道德信念。 

5-3-3瞭解各種角色的特徵、變遷及角色間的互動關係。 

5-3-5舉例說明在民主社會中，與人相處所需的理性溝通、相互尊重與適當妥協等基本民主素養之重要性。 

6-3-3瞭解並遵守生活中的基本規範。 

7-3-1瞭解個人透過參與各行各業的經濟活動，與他人形成分工合作的關係。 

7-3-2針對自己在日常生活中的各項消費進行價值判斷和選擇。 

7-3-3瞭解投資是一種冒風險的行動，同時也是創造盈餘的機會。 

7-3-4瞭解產業與經濟發展宜考量區域的自然和人文特色。 

9-3-1闡述全球生態環境之相互關連以及如何形成一個開放系統。 

9-3-5列舉主要的國際組織(如聯合國、紅十字會、世界貿易組織等)及其宗旨。 



C5-1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九貫版) 

融入之重大議題 

【海洋教育】 

2-3-4瞭解臺灣具備海洋國家發展的條件及優勢。  

3-3-4發現臺灣海洋環境的特色，瞭解其海洋環境與人文歷史。 

【環境教育】 

2-3-2能比較國內不同區域性環境議題的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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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涯發展教育】 

2-3-1認識工作世界的類型及其內涵。 

【人權教育】 

1-3-2理解規則之制定並實踐民主法治的精神。 

1-3-3了解平等、正義的原則，並能在生活中實踐。 

【性別平等教育】 

1-3-5認識不同性別者的成就與貢獻。 

1-3-6瞭解職業的性別區隔現象。 

2-3-1瞭解家庭與學校中的分工，不應受性別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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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單元臺灣的自然資源

與物產 

第 1課資源與生活 

2 

1-3-4 利用地圖、數據和其它資訊，來描

述和解釋地表事象及其空間組織。 

1-3-10 舉例說明地方或區域環境變遷所

引發的環境破壞，並提出可能的解決方法。 

1-3-12 瞭解臺灣具備海洋國家發展的條

件及優勢。 

口頭討論 

口頭評量 

習作評量 

 

第二週 

9/4-9/10 

9/9(五)中秋節補假                                     

9/10(六)中秋節 

第一單元臺灣的自然資源

與物產 

第 1課資源與生活 

3 

1-3-4 利用地圖、數據和其它資訊，來描

述和解釋地表事象及其空間組織。 

1-3-10 舉例說明地方或區域環境變遷所

引發的環境破壞，並提出可能的解決方法。 

1-3-12 瞭解臺灣具備海洋國家發展的條

件及優勢。 

口頭討論 

口頭評量 
 

第三週 第一單元臺灣的自然資源 3 1-3-12 瞭解臺灣具備海洋國家發展的條 口頭討論 【海洋教育】 



C5-1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九貫版) 

9/11-9/17 與物產 

第 2課物產概況 

件及優勢。 

7-3-4 瞭解產業與經濟發展宜考量區域的

自然和人文特色。 

9-3-5列舉主要的國際組織(如聯合國、紅

十字會、世界貿易組織等)及其宗旨。 

口頭評量 2-3-4 

3-3-4 

【環境教育】 

2-3-2 

3-3-2 

第四週 

9/18-9/24 
第二單元生產與消費 

第 1課生產活動面面觀 
3 

1-3-12 瞭解臺灣具備海洋國家發展的條

件及優勢。 

7-3-4 瞭解產業與經濟發展宜考量區域的

自然和人文特色。 

9-3-5列舉主要的國際組織(如聯合國、紅

十字會、世界貿易組織等)及其宗旨。 

口頭討論 

口頭評量 

習作評量 

【海洋教育】 

2-3-4 

3-3-4 

【環境教育】 

2-3-2 

3-3-2 

第五週 

9/25-10/1 
第二單元生產與消費 

第 2課消費與生活 
3 

3-3-3 明瞭不能用過大的尺度去觀察和理

解小範圍的問題，反之亦然。 

7-3-1 瞭解個人透過參與各行各業的經濟

活動，與他人形成分工合作的關係。 

7-3-4 瞭解產業與經濟發展宜考量區域的

自然和人文特色。 

口頭討論 

習作評量 

【 生 涯 發 展 教

育】 

2-3-1 

第六週 

10/2-10/8 
第二單元生產與消費 

第 3課生產與消費的關係 
3 

3-3-3 明瞭不能用過大的尺度去觀察和理

解小範圍的問題，反之亦然。 

7-3-1 瞭解個人透過參與各行各業的經濟

活動，與他人形成分工合作的關係。 

7-3-4 瞭解產業與經濟發展宜考量區域的

自然和人文特色。 

口頭討論  

第七週 10/9-10/15 

10/10(一)國慶日放

假一天 

第二單元生產與消費 

第 3課生產與消費的關係 
2 

7-3-2 針對自己在日常生活中的各項消費

進行價值判斷和選擇。 口頭評量 

發表 
 

第八週  

10/16-10/22 

第三單元投資理財與經濟

活動 

第 1課貨幣與生活 

3 

7-3-2 針對自己在日常生活中的各項消費

進行價值判斷和選擇。 

口頭評量 

習作評量 

實作評量 

 

第九週 10/23-

10/29 

第三單元投資理財與經濟

活動 
3 

7-3-2 針對自己在日常生活中的各項消費

進行價值判斷和選擇。 
口頭評量 

實作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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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課貨幣與生活 

第十週 

10/30-11/5 

第一次定期評量 

第三單元投資理財與經濟

活動 

第 2課投資與理財 

3 

7-3-2 針對自己在日常生活中的各項消費

進行價值判斷和選擇。 

口頭評量 

習作評量 

資料蒐集 

實作評量 

觀察記錄 

 

第十一週  

11/6-11/12 
第四單元法治你我他 

第 1課道德與法律 
3 

4-3-4 反省自己所珍視的各種德行與道德

信念。 

6-3-3瞭解並遵守生活中的基本規範。 

口頭評量 

資料蒐集 
 

第十二週 

11/13-11/19 
第四單元法治你我他 

第 2課法律就在你身邊 
3 

4-3-4 反省自己所珍視的各種德行與道德

信念。 

6-3-3瞭解並遵守生活中的基本規範。 

口頭報告 

發表 
 

第十三週  

11/20-11/26 第四單元法治你我他 

第 2課法律就在你身邊 
3 

4-3-4 反省自己所珍視的各種德行與道德

信念。 

6-3-3瞭解並遵守生活中的基本規範。 

口頭報告 

口頭討論 

發表 

資料蒐集 

習作評量 

 

第十四週 11/27-

12/3 
第四單元法治你我他 

第 3課法治與人權保障 
3 

4-3-4 反省自己所珍視的各種德行與道德

信念。 

6-3-3瞭解並遵守生活中的基本規範。 

作品評量 

口頭討論 

習作評量 

 

第十五週 12/4-

12/10 第四單元法治你我他 

第 3課法治與人權保障 
3 

5-3-5 舉例說明在民主社會中，與人相處

所需的理性溝通、相互尊重與適當妥協等

基本民主素養之重要性。 

6-3-3瞭解並遵守生活中的基本規範。 

口頭評量 

習作評量 

報告 

發表 

【人權教育】 

1-3-2 

1-3-3 

第十六週 12/11-

12/17 

12/12(一)校慶補休 

第五單元社會變遷 

第 1課從農業社會到工商

業社會 

2 

7-3-1 瞭解個人透過參與各行各業的經濟

活動，與他人形成分工合作的關係。 

7-3-4 瞭解產業與經濟發展宜考量區域的

自然和人文特色。 

口頭評量 

習作評量 

【人權教育】 

1-3-2 

1-3-3 

第十七週 12/18-

12/24 
第五單元社會變遷 

第 1課從農業社會到工商

業社會 

3 

7-3-1 瞭解個人透過參與各行各業的經濟

活動，與他人形成分工合作的關係。 

7-3-4 瞭解產業與經濟發展宜考量區域的

自然和人文特色。 

口頭評量 

習作評量 
 



C5-1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九貫版) 

第十八週 12/25-

12/31 

第五單元社會變遷 

第 2課家庭性別新關係 
3 

1-3-9 分析個人特質、文化背景、社會制

度以及自然環境等因素對生活空間設計和

環境類型的影響。 

3-3-2 瞭解家庭、社會與人類世界三個階

層之間，有相似處也有不同處。 

4-3-1 說出自己對當前生活型態的看法與

選擇未來理想生活型態的理由。 

口頭報告 

口頭評量 

習作評量 

資料蒐集 

【 性 別 平 等 教

育】 

1-3-5 

1-3-6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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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單元福爾摩沙我的家 

第 1課親近生活中的歷史 
3 

3-3-4 分辨某一組事物之間的關係是屬於

「因果」或「互動」。 

4-3-1 說出自己對當前生活型態的看法與

選擇未來理想生活型態的理由。 

 

口頭討論 

習作評量 
 

第二十週 

1/8-1/14 

第二次定期評量 
第六單元福爾摩沙我的家 

第 2課關心居住的大地 
3 

1-3-10 地方或區域環境變遷所引發的環

境破壞，並提出可能的解決方法。 

3-3-4 分辨某一組事物之間的關係是屬於

「因果」或「互動」。 

4-3-1 說出自己對當前生活型態的看法與

選擇未來理想生活型態的理由。 

9-3-1 闡述全球生態環境之相互關連以及

如何形成一個開放系統。 

口頭討論  

第二十一週 1/15-

1/21 

1/19(四) 

上學期休業式                    
第六單元福爾摩沙我的家 

第 2課關心居住的大地 
2 

1-3-10 舉例說明地方或區域環境變遷所

引發的環境破壞，並提出可能的解決方法。 

3-3-4 分辨某一組事物之間的關係是屬於

「因果」或「互動」。 

4-3-1 說出自己對當前生活型態的看法與

選擇未來理想生活型態的理由。 

9-3-1 闡述全球生態環境之相互關連以及

如何形成一個開放系統。 

口頭討論 

習作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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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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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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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南市鹽水區岸內國民小學 111學年度第二學期 六  年級社會領域學習課程計畫(□普通班/□藝才班/□體育班/□特教班) 



C5-1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九貫版) 

教材版本 翰林 
實施年級 

(班級/組別) 
六年級 教學節數 每週(3)節，共(  54  )節 

課程目標 

1.認識人類社會的主要宗教，並了解過去與現代世界主要文化和特色。 

2.認識國際競爭與衝突，關心全球面臨與關切的問題，認識主要國際組織，建立世界公民的意識。 

3.探索 e臺灣在不同層面的表現，了解科技發展的危機與立法規範的必要，以及永續發展的願景。 

4.了解地球村的概念，以及全球面臨的問題與發生的原因，並思考全球問題的對策與做法，建立和平世界永續經營的

觀念。 

領域能力指標 

2-3-3了解今昔中國、亞洲和世界的主要文化特色。 

3-3-1依自己的觀點，對一組事物建立起分類和階層關係。 

3-3-2了解家庭、社會與人類世界三個階層之間，有相似處也有不同處。 

3-3-5舉例指出在一段變遷當中，有某一項特徵或數值是大體相同的。 

4-3-2認識人類社會中的主要宗教。 

5-3-4舉例說明影響自己角色扮演的因素。 

8-3-1探討科學技術的發明對人類價值、信仰和態度的影響。 

8-3-2探討人類的價值、信仰和態度如何影響科學技術的發展。 

8-3-3舉例說明人類為何需要透過立法來管理科學和技術的應用。 

9-3-2舉出因不同文化相接觸和交流而造成衝突、合作與文化創新的例子。 

9-3-3舉例說明國際間因利益競爭而造成衝突、對立與結盟。 

9-3-4列舉當前全球共同面對與關心的課題(如環境保護、生物保育、勞工保護、飢餓、犯罪、疫病、基本人權、經貿

與科技研究等)。 

9-3-5列舉主要的國際組織（如聯合國、紅十字會、WTO等）及其宗旨。 

融入之重大議題 

【人權教育】 

1-3-4了解世界上不同的群體、文化和國家，能尊重欣賞其差異。 

2-3-4理解貧窮、階級剝削的相互關係。 

2-3-5理解戰爭、和平對人類生活的影響。 

人Ｅ11了解兒童權利宣言的內涵及兒童權利公約對兒童基本需求的維護與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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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單元放眼世界看文化 

第一課宗教與人類生活 
3 

4-3-2認識人類社會中的主要宗教。 
口頭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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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五)寒假結束                          

2/13(一)下學期開學 

第二週 

2/19-2/25 

2/18(六)上課 

(補 2/27週一) 

第一單元放眼世界看文化 

第一課宗教與人類生活 
4 

4-3-2認識人類社會中的主要宗教。 

口頭評量 

習作評量 
 

第三週 

2/26-3/4 

2/27-2/28(一、二)

和平紀念日放假二天 

第一單元放眼世界看文化 

第二課穿越時空看文化 
2 

2-3-3 了解今昔中國、亞洲和世界的主要

文化特色。 
口頭評量  

第四週 

3/5-3/11 

第一單元放眼世界看文化 

第二課穿越時空看文化 
3 

2-3-3 了解今昔中國、亞洲和世界的主要

文化特色。 
口頭報告 

習作評量 
 

第五週 

3/12-3/18 

第一單元放眼世界看文化 

第三課現代文化面面觀 
3 

2-3-3 了解今昔中國、亞洲和世界的主要

文化特色。 
口頭評量 

資料蒐集 
 

第六週 

3/19-3/25 

3/25(六)上課 

(補 4/3週一) 

第二單元瞭望國際社會 

第一課文化交流看世界 
4 

3-3-1 依自己的觀點，對一組事物建立起

分類和階層關係。 

9-3-2 舉出因不同文化相接觸和交流而造

成衝突、合作與文化創新的例子。 

口頭評量 
【人權教育】 

1-3-4 

第七週  

3/26-4/1 第二單元瞭望國際社會 

第二課國際社會變化多 
3 

3-3-1 依自己的觀點，對一組事物建立起

分類和階層關係。 

9-3-2 舉出因不同文化相接觸和交流而造

成衝突、合作與文化創新的例子。 

口頭評量 

資料蒐集 

習作評量 

【人權教育】 

1-3-4 

第八週  

4/2-4/8 

4/3(一)調整放假一

天 

4/4(二)兒童節放假

一天                   

第二單元瞭望國際社會 

第三課漫遊國際組織 
1 

9-3-3 舉例說明國際間因利益競爭而造成

衝突、對立與結盟。 

9-3-4 列舉出當前全球共同面對與關心的

課題(如環境保護、生物保育、勞工保護、

飢餓、犯罪、疫病、基本人權、經貿與科

技研究等)。 

口頭評量 
【人權教育】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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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三)清明節放假

一天 

第九週  

4/9-4/15 第二單元瞭望國際社會 

第三課漫遊國際組織 
3 

3-3-1 依自己的觀點，對一組事物建立起

分類和階層關係。 

9-3-5 列舉主要的國際組織（如聯合國、

紅十字會、WTO等）及其宗旨。 

資料蒐集 

口頭評量 
 

第十週 

4/16-4/22 

第一次定期評量 

第二單元瞭望國際社會 

第三課漫遊國際組織 
3 

3-3-1 依自己的觀點，對一組事物建立起

分類和階層關係。 

9-3-5 列舉主要的國際組織（如聯合國、

紅十字會、WTO等）及其宗旨。 

口頭評量  

第十一週  

4/23-4/29 

第三單元人文科技新世界 

第一課世界 e起來 
3 

8-3-1 探討科學技術的發明對人類價值、

信仰和態度的影響。 
口頭評量 

習作評量 
 

第十二週 

4/30-5/6 

第三單元 人文科技新世

界 

第二課科技危機與立法 

3 

8-3-1 探討科學技術的發明對人類價值、

信仰和態度的影響。 

口頭評量 

實際演練 

習作評量 

 

第十三週  

5/7-5/13 
第三單元人文科技新世界 

第三課和諧共生新故鄉 
3 

8-3-3 舉例說明人類為何需要透過立法來

管理科學和技術的應用。 

9-3-4 列舉當前全球共同面對與關心的課

題(如環境保護、生物保育、勞工保護、飢

餓、犯罪、疫病、基本人權、經貿與科技

研究等)。 

口頭評量 

習作評量 
 

第十四週  

5/14-5/20 第四單元永續經營地球村 

第一課地球村的經濟趨勢 
3 

8-3-1 探討科學技術的發明對人類價值、

信仰和態度的影響。 

8-3-2 探討人類的價值、信仰和態度如何

影響科學技術的發展。 

口頭評量 

資料蒐集 

習作評量 

 

第十五週  

5/21-5/27 
第四單元永續經營地球村 

第一課地球村的經濟趨勢 
3 

3-3-2 了解家庭、社會與人類世界三個階

層之間，有相似處也有不同處。 

3-3-5 舉例指出在一段變遷當中，有某一

項特徵或數值是大體相同的。 

9-3-4 列舉當前全球共同面對與關心的課

題(如環境保護、生物保育、勞工保護、飢

口頭評量 

【人權教育】 

2-3-4 

人Ｅ11 



C5-1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九貫版) 

餓、犯罪、疫病、基本人權、經貿與科技

研究等)。 

第十六週  

5/28-6/3 

第四單元永續經營地球村 

第二課地球村的議題 
3 

3-3-2 了解家庭、社會與人類世界三個階

層之間，有相似處也有不同處。 

3-3-5 舉例指出在一段變遷當中，有某一

項特徵或數值是大體相同的。 

9-3-4 列舉當前全球共同面對與關心的課

題(如環境保護、生物保育、勞工保護、飢

餓、犯罪、疫病、基本人權、經貿與科技

研究等)。 

口頭評量 

習作評量 
 

第十七週  

6/4-6/10 

畢業考 第四單元永續經營地球村 

第三課生生不息的地球村 
3 

3-3-5 舉例指出在一段變遷當中，有某一

項特徵或數值是大體相同的。 

9-3-4 列舉當前全球共同面對與關心的課

題(如環境保護、生物保育、勞工保護、飢

餓、犯罪、疫病、基本人權、經貿與科技

研究等)。 

口頭評量 

資料蒐集 
 

第十八週  

6/11-6/17 

6/17上課 

(補 6/23週五) 

6/17畢業典禮 

第四單元永續經營地球村 

選定一課題分享你關心的

事 

4 

5-3-4 舉例說明影響自己角色扮演的因

素。 

9-3-4 列舉當前全球共同面對與關心的課

題(如環境保護、生物保育、勞工保護、飢

餓、犯罪、疫病、基本人權、經貿與科技

研究等)。 

口頭評量 

習作評量 

口語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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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