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6-2校訂跨領域協同課程計畫 

臺南市新營區新橋國民小學111學年度第1學期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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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映鐵線落暉

香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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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校園步道主題，每週1節，實施6週，共6節。 

(2) 愛的「樟」記主題，每週1節，實施8週，共8節。 

(3) 鐵線逗陣走主題，每週1節，實施6週，共6節。 

授課教師姓名 
生活領域王友美老師 

語文領域辛芸芸老師 

設計理念 
使學生察覺關係與表現-體察人，樟樹與校園的關聯，而透

過體驗探索及多元表徵，表達三者之間關係。 

本教育階段 

總綱核心素養 

E-A2學習各種探究人、 事、物的方法並理解探究後所獲得的道理。 

E-B1 表達想法與創新實踐：使用不同的表 徵符號表達自己的想法，

並進行創作、分享及實踐。 

E-B3感受生活 中人、事、物的美，欣賞美的多元形式與表現，體會生活

的美好。 

課程主題名稱 小腳ㄚ訪鐵線(上) 課程目標 

認識觀察探索學校、校園環境及校園中的植物樟樹，發展多

元感官，培養對校園環境中的美感體現，進而認同個人與學

校，並關懷校園生態環境。 

可符合之 

領域核心素養 

(或能力指標)  

生2-I-1 以感官和知覺 探索生活中的人、事、物，覺察事物及
環境的特性。 

生3-I-1 願意參與各種學習活動，表現好奇與求知探究之 心。 
生4-I-1 利用各種生活的媒介與素材，進行表現與創作，喚起
豐富的 想像力，製作拼貼書籤。 

生5-I-3 理解與欣賞美 的多元形式。 

生5-I-4透過做中學、學中做，深刻體驗社區文化。 
生6-I-2繪圖完成後上台分享，同儕分享回饋，彼此探討。 

國1-I-1 養成專心聆聽的習慣，尊重對方的發言。 

國2-I-3 與他人交談時，能適當的提問、合宜的回答，並分享

想法。 

融入相關議題 生命教育、環境教育、資訊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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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週 1.校園各角落巡禮、探索與感受。 
2.畫具媒材的使用與創作。  
3.環境的探索與愛護。 
4.自我與他人關係的認識。 
※授課教師：校園巡禮教學與生態探索。 
  協同教師：設計學習單、校園之美圖畫創作
美術創作指導。 

 

6 自編 1.能運用完整
語句正確回
答教師的提
問 

2.分享時能專
心聆聽並回
饋 

3.完成校園巡
禮學習單 

4.完成校園之

美圖畫 

王友美 辛芸芸 7 320X6=2240 

第8-15週 1.以感官知覺探索環境，覺察事物及環境的
特性。 

2.利用樟樹葉子完成拼貼書籤。 
3.適當地聆聽與回應表現。 
※授課教師：校園生態植物教學，校園植物特
色介紹、學習單寫作教學。 

  協同教師：指導學生發表技巧及指導樟樹

拼 

  貼畫。 

8 自編 1.能運用完整
語句正確回
答教師的提
問 

2.畫一棵樹學
習單 

3.創作拼貼書
籤 

4.分享時能專

心聆聽並回饋 

王友美 辛芸芸 7 320X7=2240 

第16-21週 1.透過Google地圖了解社區的地理位置，以
及周邊環境。 

2.實地探訪社區，了解社區發展軌跡。 
3.分組分享觀察到的人事物，合作繪出社區

地圖。 
※授課教師：校園及家鄉社區導覽教學、學習
單寫作教學。 

  協同教師：資訊操作能力入門教學、搜索

引 

  擎運用教學。 

6 自編 1.能說出自家
和學校位於
社區的位置 

2.能說出兩個
社區特色 

3.能繪製完成

社區地圖學習

單 

王友美 辛芸芸 6 320X6=1920 

◎教學期程請敘明週次起訖，如行列太多或不足，請自行增刪。 

 



臺南市新營區新橋國民小學 111學年度第 2學期一年級校訂課程心映鐵線落暉香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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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探究課程心映鐵線落暉
香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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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彩繪杯墊主題，每週 1節，實施 10週，共 10節。 

(2) 注音ㄅㄆㄇ主題，每週 1節，實施 10週，共 10節。 

 

授課教師姓名 
生活領域王友美老師 

語文領域辛芸芸老師 

設計理念 
使學生察覺關係與表現-體察人，樟樹與校園的關聯，而透

過體驗探索及多元表徵，表達三者之間關係。 

本教育階段 

總綱核心素養 

E-A2學習各種探究人、 事、物的方法並理解探究後所獲得的道

理。 

E-B1 表達想法與創新實踐：使用不同的表 徵符號表達自己的想

法，並進行創作、分享及實踐。 

E-B3感受生活 中人、事、物的美，欣賞美的多元形式與表現，體

會生活的美好。 

課程主題名稱 小腳ㄚ訪鐵線(下) 課程目標 

能觀察社區及校園生態環境，進而運用校園樟樹素材完成

創意藝術作品，完成教師指定的學習單及樟木彩繪杯墊，

進而體認校園之美而對校園產生關懷與認同感 

 

領域核心素養 

(或能力指標)  

生1-I-1探索並分享 對自己及相關人、 事、物的感受與想
法。 
生3-I-3 體會學習的 樂趣和成就感，主 動學習新的事物。 

生 4-I-1 利用各種生 活的媒介與素材， 進行表現與創作， 
喚 起 豐 富 的 想 像 力。 

生 7-I-2 傾聽他人的 想法，並嘗試用各 種方法理解他人所 
表達的意見。 

生 7-I-3 覺知他人的 感受，體會他人的 立場及學習體諒他 
人，並尊重和自己 不同觀點的意見。 

國 2-I-3 與他人交談時，能適當的提問、合宜的回答，並分享

想法。 

國 3-I-1 正確認念、拼讀及書寫注音符號。 

融入相關議題 生命教育、環境教育、資訊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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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週 1.對色彩的感知、造型與空間的探索。 

2.樟木特性的探究與創新應用。 

3.能利用樟樹媒材進行藝術創作。 

4.感知藝術與生活的關聯，以豐富美感經

驗。 
※授課教師：樟樹特色教學、學習單寫作教學。 

  協同教師：色彩美學教學、彩繪杯墊教

學。 

10 自編 1.能運用完整
語句正確回
答教師的提
問 

2.完成藝術創
作設計單 

3.創作彩繪杯
墊 

4.分享時能專
心聆聽並回
饋 

5.與家人共同

欣賞作品並完

成回饋單 

王友美 辛芸芸 10 320X10=3200 

第 12-17週 1.樟木特性的探究與創新應用。 

2.木工藝術創作欣賞。 

3.能用電動雕刻筆進行雕刻。 

4.能利用樟樹媒材進行教具創作。 

5.與同儕互助合作，合力達成老師指令。 
※授課教師：校園生態植物教學，木工藝術品
欣賞教學。 

  協同教師：指導學生使用電鑽進行教具創 

  作。 

7 自編 1. 能運用完整
語句正確回
答教師的提
問 

2.技能學習，
製作教具 

3.能欣賞他人

作品 

王友美 辛芸芸 7 320X7=2240 

第 18-21週 1.自製教具應用。 

2.木工藝術創作欣賞。 

3.與同儕互助合作，合力達成老師指令。 

4.團隊合作進行教具造詞創作。 
※授課教師：木工藝術創作欣賞、學習單寫作
教學、作品分享技巧指導教學。 

  協同教師：教具操作教學、造詞大挑戰教

學。 

3 自編 1.能使用自製
教具進行詞
語拼讀 

2.能介紹自己
的作品及分
享創作過程 

3.與同儕合作
進行造詞大
挑戰 

王友美 辛芸芸 3 320X3=960 

◎教學期程請敘明週次起訖，如行列太多或不足，請自行增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