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南市公立後壁區樹人國民小學 111學年度第一學期 五 年級  社會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 
(▇普通班/□藝才班/□體育班/□特教班) 

教材版本 翰林版 
實施年級 

(班級/組別) 
五年級 教學節數 每週（3）節 

課程目標 

1.能利用地圖認識臺灣的地理位置。 

2.探索臺灣氣候的特色。 

3.了解臺灣主要河川與特性，以及臺灣水資源的利用。 

4.認識十七世紀前的臺灣歷史。 

5.欣賞臺灣原住民族尊重自然、保育生態的生活與信仰。 

6.理解十七世紀荷蘭人和西班牙人來臺灣的歷史。 

7.評價荷西、明鄭時期開發臺灣的過程和影響。 

8.了解移民開墾臺灣土地的情形。 

9.體會臺灣移墾時期，先民辛勤耕耘，建立新家園的精神。 

10.探索臺灣傳統社會與文化如何形成。 

領域能力指標 

1-3-1了解生活環境的地方差異，並能尊重及欣賞各地的不同特色。 

1-3-2了解各地風俗民情的形成背景、傳統的節令、禮俗的意義及其在生活中的重要性。 

1-3-4利用地圖、數據和其他資訊，來描述和解釋地表事象及其空間組織。 

1-3-5說明人口空間分布的差異及人口遷移的原因和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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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1了解臺灣地理位置的特色及其對臺灣歷史發展的影響。 

1-3-12了解臺灣具備海洋國家發展的條件及優勢。 

2-3-1認識今昔臺灣的重要人物與事件。 

2-3-2探討臺灣文化的淵源，並欣賞其內涵。 

3-3-1依自己的觀點，對一組事物建立起分類和階層關係。 

3-3-4分辨某一組事物之間的關係是屬於「因果」或「互動」。 

5-3-3了解各種角色的特徵、變遷及角色間的互動關係。 

9-3-2探討不同文化的接觸和交流可能產生的衝突、合作和文化創新。 

融入之重大議題 

【家政教育】 

1-3-7認識傳統節慶食物與臺灣本土飲食文化。 

3-3-1認識臺灣多元族群的傳統與文化。 

【海洋教育】 

2-3-3瞭解臺灣國土(領土)地理位置的特色及重要性。 

2-3-4了解臺灣具備海洋國家發展的條件及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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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說明臺灣先民海洋拓展史對臺灣開發的影響。 

3-3-3說明臺灣不同時期的海洋文化，並能尊重不同族群。 

3-3-4發現臺灣海洋環境的特色，了解其海洋環境與人文歷史。 

3-3-8說明臺灣地區不同海洋民俗活動、宗教信仰的特色。 

3-3-9比較臺灣地區不同海洋民俗活動、宗教信仰的差異。 

4-3-4認識臺灣的主要河流與港口。 

4-3-5簡單分析氣象圖並解讀其與天氣變化的關係。 

4-3-6說明海洋與雨量、風向、溫度等的相關性。 

4-3-7辨別各種船舶的種類與外形。 

【環境教育】 

2-3-1瞭解基本的生態原則，以及人類與自然和諧共生的關係。 

2-3-2能比較國內不同區域性環境議題的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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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訊教育】 

4-3-1能應用網路的資訊解決問題。 

4-3-5能利用搜尋引擎及搜尋技巧尋找合適的網路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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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9~9/3 

第一單元嗨！臺灣你好 

第一課認識我們的家園 
3 

1-3-4 利用地圖、數據和其他資

訊，來描述和解釋地表事象及其空

間組織。 

口頭評量 
【海洋教育】 

2-3-3 

第二週 

9/4~9/10 

第一單元嗨！臺灣你好 

第一課認識我們的家園 
3 

1-3-4 利用地圖、數據和其他資

訊，來描述和解釋地表事象及其空

間組織。 

口頭評量 

習作評量 

【海洋教育】 

2-3-3 

第三週 

9/11~9/17 

第一單元嗨！臺灣你好 

第二課 海洋中的家園 
3 

1-3-11 了解臺灣地理位置的特色

及其對臺灣歷史發展的影響。 

1-3-12 了解臺灣具備海洋國家發

展的條件及優勢。 

3-3-4 分辨某一組事物之間的關

係是屬於「因果」或「互動」。 

口頭評量 

資料蒐集 

【海洋教育】 

2-3-4 

3-3-4 



第四週 

9/18~9/24 

第一單元嗨！臺灣你好 

第二課 海洋中的家園 
3 

1-3-11 了解臺灣地理位置的特色

及其對臺灣歷史發展的影響。 

1-3-12 了解臺灣具備海洋國家發

展的條件及優勢。 

3-3-4 分辨某一組事物之間的關

係是屬於「因果」或「互動」。 

口頭評量 

習作評量 

資料蒐集 

【海洋教育】 

2-3-4 

3-3-4 

第五週 

9/25~10/1 

第二單元 臺灣的自然環境 

第一課 山海之歌 
3 

1-3-1 了解生活環境的地方差

異，並能尊重及欣賞各地的不同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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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頭討論 

口頭評量 

【環境教育】 

2-3-1 

第六週 

10/2~10/8 

第二單元 臺灣的自然環境 

第一課 山海之歌 
3 

1-3-1 了解生活環境的地方差

異，並能尊重及欣賞各地的不同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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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頭評量 

習作評量 

【環境教育】 

2-3-1 

第七週 

10/9~10/15 

第二單元 臺灣的自然環境 

第二課 氣候變奏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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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1依自己的觀點，對一組事物

建立起分類和階層關係。 

3-3-4 分辨某一組事物之間的關

係是屬於「因果」或「互動」。 

口頭討論 

習作評量 

【環境教育】 

2-3-2 

【海洋教育】 

4-3-5 

4-3-6 

第八週 

10/16~10/22 

第二單元 臺灣的自然環境 

第三課 生活的泉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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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4 分辨某一組事物之間的關

係是屬於「因果」或「互動」。 

口頭評量 

習作評量 

【環境教育】 

2-3-1 

3-3-1 

【海洋教育】 

4-3-4 

第九週 

10/23~10/29 

第三單元 臺灣遠古的故事 

第一課 追尋臺灣遠古行 
3 

2-3-1 認識今昔臺灣的重要人物

與事件。 

2-3-2探討臺灣文化的淵源，並欣

賞其內涵。 

口頭評量 

實作評量 

【資訊教育】 

4-3-1 

4-3-5 



第十週 

10/30~11/5 

第三單元 臺灣遠古的故事 

第一課 追尋臺灣遠古行 
3 

2-3-1 認識今昔臺灣的重要人物

與事件。 

2-3-2探討臺灣文化的淵源，並欣

賞其內涵。 

口頭評量 

習作評量 

實作評量 

【資訊教育】 

4-3-1 

4-3-5 

第十一週 

11/6~11/12 

第三單元 臺灣遠古的故事 

第二課悠遊臺灣史前行 
3 

1-3-12 了解臺灣具備海洋國家發

展的條件及優勢。 

2-3-2探討臺灣文化的淵源，並欣

賞其內涵。 

口頭討論 

口頭評量 

【家政教育】 

3-3-1 

【海洋教育】 

3-3-2 

第十二週 

11/13~11/19 

第三單元 臺灣遠古的故事 

第二課悠遊臺灣史前行 
3 

1-3-12 了解臺灣具備海洋國家發

展的條件及優勢。 

2-3-2探討臺灣文化的淵源，並欣

賞其內涵。 

口頭討論 

口頭評量 

習作評量 

【家政教育】 

3-3-1 

【海洋教育】 

3-3-2 

第十三週 

11/20~11/26 

第三單元 臺灣遠古的故事 

第三課探訪臺灣原住民族 
3 

2-3-2探討臺灣文化的淵源，並欣

賞其內涵。 

口頭討論 

口頭評量 

【家政教育】 

3-3-1 

第十四週 

11/27~12/3 

第四單元大航海時代的臺灣 

第一課來到福爾摩沙的紅毛人 
3 

1-3-11 了解臺灣地理位置的特色

及其對臺灣歷史發展的影響。 

1-3-12 了解臺灣具備海洋國家發

展的條件及優勢。 

2-3-1 認識今昔臺灣的重要人物

與事件。 

口頭評量 

習作評量 

【家政教育】 

1-3-7 

【海洋教育】 

3-3-3 

3-3-4 

4-3-7 

第十五週 

12/4~12/10 

第四單元大航海時代的臺灣 

第二課臺灣的明鄭時期 
3 

2-3-1 認識今昔臺灣的重要人物

與事件。 

2-3-2探討臺灣文化的淵源，並欣

賞其內涵。 

口頭評量 

習作評量 

【海洋教育】 

3-3-3 

3-3-4 

第十六週 

12/11~12/17 

第五單元唐山過臺灣 

第一課開墾拓荒建家園 
3 

1-3-5 說明人口空間分布的差異

及人口遷移的原因和結果。 

1-3-11 了解臺灣地理位置的特色

及其對臺灣歷史發展的影響。 

2-3-1 認識今昔臺灣的重要人物

與事件。 

9-3-2 探討不同文化的接觸和交

流可能產生的衝突、合作和文化創

新。 

口頭評量 

資料蒐集 

【家政教育】 

3-3-1 

【海洋教育】 

3-3-2 



第十七週 

12/18~12/24 

第五單元唐山過臺灣 

第一課開墾拓荒建家園 
3 

1-3-5 說明人口空間分布的差異

及人口遷移的原因和結果。 

1-3-11 了解臺灣地理位置的特色

及其對臺灣歷史發展的影響。 

2-3-1 認識今昔臺灣的重要人物

與事件。 

9-3-2 探討不同文化的接觸和交

流可能產生的衝突、合作和文化創

新。 

口頭評量 

習作評量 

資料蒐集 

【家政教育】 

3-3-1 

【海洋教育】 

3-3-2 

第十八週 

12/25~12/31 

第五單元唐山過臺灣 

第二課移墾社會的發展 
3 

2-3-1 認識今昔臺灣的重要人物

與事件。 

2-3-2探討臺灣文化的淵源，並欣

賞其內涵。 

3-3-4 分辨某一組事物之間的關

係是屬於「因果」或「互動」。 

5-3-3了解各種角色的特徵、變遷

及角色間的互動關係。 

9-3-2 探討不同文化的接觸和交

流可能產生的衝突、合作和文化創

新。 

口頭評量 

【家政教育】 

3-3-1 

【海洋教育】 

3-3-2 

第十九週 

1/1~1/7 

第五單元唐山過臺灣 

第二課移墾社會的發展 
3 

2-3-1 認識今昔臺灣的重要人物

與事件。 

2-3-2探討臺灣文化的淵源，並欣

賞其內涵。 

3-3-4 分辨某一組事物之間的關

係是屬於「因果」或「互動」。 

5-3-3了解各種角色的特徵、變遷

及角色間的互動關係。 

9-3-2 探討不同文化的接觸和交

流可能產生的衝突、合作和文化創

新。 

口頭評量 

習作評量 

【家政教育】 

3-3-1 

【海洋教育】 

3-3-2 



第二十週 

1/8~1/14 

第六單元臺灣傳統社會與文化的形成 

第一課傳統社會與生活 
3 

1-3-11 了解臺灣地理位置的特色

及其對臺灣歷史發展的影響。 

2-3-2探討臺灣文化的淵源，並欣

賞其內涵。 

口頭評量 

習作評量 

【家政教育】 

3-3-1 

第二十一週 

1/15~1/19 

第六單元臺灣傳統社會與文化的形成 

第二課傳統文化的展現 
3 

1-3-2 了解各地風俗民情的形成

背景、傳統的節令、禮俗的意義及

其在生活中的重要性。 

2-3-2探討臺灣文化的淵源，並欣

賞其內涵。 

口頭評量 

習作評量 

蒐集資料 

【家政教育】 

1-3-7 

3-3-1 

【海洋教育】 

3-3-8 

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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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南市公立後壁區樹人國民小學 111學年度第二學期 五 年級  社會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 
(▇普通班/□藝才班/□體育班/□特教班) 

教材版本 翰林版 
實施年級 

(班級/組別) 
五年級 教學節數 每週（3）節 

課程目標 

1.了解臺灣開放通商港口的原因，以及開港後國際貿易興盛的情形和所帶來的影響。 

2.了解清朝積極治臺的原因，歸納清末臺灣積極建設的成果，知悉清朝統治後期的相關古蹟及意義，並建立感謝先人努力的態度。 

3.明瞭臺灣割讓給日本和臺灣民主國建立的緣由，以及臺灣人民武裝抗日的原因、史實與影響。 

4.歸納日本統治臺灣的特色、差別待遇的內容，以及皇民化運動的內容與戰爭對臺灣人民的影響。 

5.了解日本統治臺灣時期經濟改革的內容、產業發展的特色，以及社會風俗、教育、文學、藝術與觀念變遷。 

6.了解臺灣光復的由來，以及臺灣從戒嚴到解嚴的政治發展。 

7.認識光復後臺灣的藝術與文學的發展特色。 

8.認識我國憲法規範的人民義務和權利，和民主政體、政府的組織與功能。 

9.明白臺灣區域之間的物產、資源和交通的交互影響。 

10.能認識並尊重不同聚落的文化與生活習慣。 

11.能了解臺灣區域空間分布、特色。 

領域能力指標 

1-3-1了解生活環境的地方差異，並能尊重及欣賞各地的不同特色。 

1-3-3了解人們對地方與環境的認識與感受有所不同的原因。 

1-3-4利用地圖、數據和其他資訊，來描述和解釋地表事象及其空間組織。 

1-3-5說明人口空間分布的差異及人口遷移的原因和結果。 

1-3-6描述鄉村與都市在景觀和功能方面的差異。 

1-3-7說明城鄉之間或區域與區域之間有交互影響和交互倚賴的關係。 

1-3-8了解交通運輸的類型及其與生活環境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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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1了解臺灣地理位置的特色及其對臺灣歷史發展的影響。 

1-3-12了解臺灣具備海洋國家發展的條件及優勢。 

2-3-1認識今昔臺灣的重要人物與事件。 

2-3-2探討臺灣文化的淵源，並欣賞其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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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4分辨某一組事物之間的關係是屬於「因果」或「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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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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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2認識人類社會中的主要宗教與信仰。 



4-3-3了解人類社會中的各種藝術形式 

5-3-1說明個體的發展與成長，會受到社區與社會等重大的影響。 

5-3-2了解自己有權決定自我的發展，並且可能突破傳統風俗或社會制度的期待與限制。 

5-3-3了解各種角色的特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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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1認識我國政府的主要組織與功能。 

6-3-2了解各種會議、議會或委員會（如學生、教師、家長、社區或地方政府的會議）的基本運作原則。 

6-3-4列舉我國人民受到憲法所規範的權利與義務。 

7-3-4了解產業與經濟發展宜考量區域的自然和人文特色。 

9-3-2探討不同文化的接觸和交流可能產生的衝突、合作和文化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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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了解人權與民主法治的密切關係。 

【海洋教育】 

1-3-1說明臺灣地區知名的親水活動。 

1-3-5了解漁村的生活環境，分享漁民生活特色。 

1-3-6了解漁村景觀、飲食文化與生態旅遊的關係。 

4-3-8分享漁船、貨船、軍用船舶及港口的功能。 

【資訊教育】 

4-3-5能利用搜尋引擎及搜尋技巧尋找合適的網路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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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單元清末現代化的建設 

第一課清末現代化的開端 
3 

2-3-1 認識今昔臺灣的重要人物

與事件。 

2-3-2探討臺灣文化的淵源，並欣

賞其內涵。 

3-3-4 分辨某一組事物之間的關

係是屬於「因果」或「互動」。 

4-3-2 認識人類社會中的主要宗

教與信仰。 

7-3-4 了解產業與經濟發展宜考

量區域的自然和人文特色。 

9-3-2 探討不同文化的接觸和交

流可能產生的衝突、合作和文化創

新。 

口頭評量 

資料蒐集 

【資訊教育】 

4-3-5 

第二週 

2/19~2/25 

第一單元清末現代化的建設 

第一課清末現代化的開端 
3 

2-3-1 認識今昔臺灣的重要人物

與事件。 

2-3-2探討臺灣文化的淵源，並欣

賞其內涵。 

3-3-4 分辨某一組事物之間的關

係是屬於「因果」或「互動」。 

4-3-2 認識人類社會中的主要宗

教與信仰。 

7-3-4 了解產業與經濟發展宜考

量區域的自然和人文特色。 

9-3-2 探討不同文化的接觸和交

流可能產生的衝突、合作和文化創

新。 

口頭評量 

習作評量 

資料蒐集 

【資訊教育】 

4-3-5 



第三週 

2/26~3/4 

第一單元清末現代化的建設 

第二課外力衝擊與現代化建設 
3 

1-3-3 了解人們對地方與環境的

認識與感受有所不同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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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 認識今昔臺灣的重要人物

與事件。 

2-3-2探討臺灣文化的淵源，並欣

賞其內涵。 

口頭評量 

資料蒐集 

【資訊教育】 

4-3-5 

第四週 

3/5~3/11 

第一單元清末現代化的建設 

第二課外力衝擊與現代化建設 
3 

1-3-3 了解人們對地方與環境的

認識與感受有所不同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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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 認識今昔臺灣的重要人物

與事件。 

2-3-2探討臺灣文化的淵源，並欣

賞其內涵。 

口頭評量 

習作評量 

資料蒐集 

【資訊教育】 

4-3-5 

第五週 

3/12~3/18 

第二單元日本統治下的臺灣 

第一課英勇的抗日事蹟 
3 

2-3-1 認識今昔臺灣的重要人物

與事件。 

2-3-2探討臺灣文化的淵源，並欣

賞其內涵。 

2-3-3了解今昔中國、亞洲和世界

的主要文化特色。 

9-3-2 探討不同文化的接觸和交

流可能產生的衝突、合作和文化創

新。 

口頭評量 
【資訊教育】 

4-3-5 



第六週 

3/19~3/25 

第二單元日本統治下的臺灣 

第二課日本的治臺措施 
3 

2-3-1 認識今昔臺灣的重要人物

與事件。 

2-3-2探討臺灣文化的淵源，並欣

賞其內涵。 

2-3-3了解今昔中國、亞洲和世界

的主要文化特色。 

7-3-4 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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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訊教育】 

4-3-5 

第七週 

3/26~4/1 

第二單元日本統治下的臺灣 

第二課日本的治臺措施 
3 

2-3-1 認識今昔臺灣的重要人物

與事件。 

2-3-2探討臺灣文化的淵源，並欣

賞其內涵。 

2-3-3了解今昔中國、亞洲和世界

的主要文化特色。 

4-3-3 了解人類社會中的各種藝

術形式 

7-3-4 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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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訊教育】 

4-3-5 

第八週 

4/2~4/8 

第二單元日本統治下的臺灣 

第三課殖民統治下的臺灣社會 
3 

2-3-1 認識今昔臺灣的重要人物

與事件。 

2-3-2探討臺灣文化的淵源，並欣

賞其內涵。 

3-3-1依自己的觀點，對一組事物

建立起分類和階層關係。 

5-3-1說明個體的發展與成長，會

受到社區與社會等重大的影響。 

5-3-2 了解自己有權決定自我的

發展，並且可能突破傳統風俗或社

會制度的期待與限制。 

5-3-3了解各種角色的特徵、變遷

及角色間的互動關係。 

口頭評量 
【資訊教育】 

4-3-5 



第九週 

4/9~4/15 

第二單元日本統治下的臺灣 

第三課殖民統治下的臺灣社會 
3 

2-3-1 認識今昔臺灣的重要人物

與事件。 

2-3-2探討臺灣文化的淵源，並欣

賞其內涵。 

3-3-1依自己的觀點，對一組事物

建立起分類和階層關係。 

5-3-1說明個體的發展與成長，會

受到社區與社會等重大的影響。 

5-3-2 了解自己有權決定自我的

發展，並且可能突破傳統風俗或社

會制度的期待與限制。 

5-3-3了解各種角色的特徵、變遷

及角色間的互動關係。 

口頭評量 

實作評量 

習作評量 

【資訊教育】 

4-3-5 

第十週 

4/16~4/22 

第三單元中華民國時期 

第一課光復後的政治 
3 

2-3-1 認識今昔臺灣的重要人物

與事件。 

2-3-3了解今昔中國、亞洲和世界

的主要文化特色。 

5-3-1說明個體的發展與成長，會

受到社區與社會等重大的影響。 

5-3-2 了解自己有權決定自我的

發展，並且可能突破傳統風俗或社

會制度的期待與限制。 

5-3-3了解各種角色的特徵、變遷

及角色間的互動關係。 

9-3-2 探討不同文化的接觸和交

流可能產生的衝突、合作和文化創

新。 

口頭評量 

實地參訪 

網路搜尋 

【資訊教育】 

4-3-5 



第十一週 

4/23~4/29 

第三單元中華民國時期 

第一課光復後的政治 
3 

2-3-1 認識今昔臺灣的重要人物

與事件。 

2-3-3了解今昔中國、亞洲和世界

的主要文化特色。 

5-3-1說明個體的發展與成長，會

受到社區與社會等重大的影響。 

5-3-2 了解自己有權決定自我的

發展，並且可能突破傳統風俗或社

會制度的期待與限制。 

5-3-3了解各種角色的特徵、變遷

及角色間的互動關係。 

9-3-2 探討不同文化的接觸和交

流可能產生的衝突、合作和文化創

新。 

口頭評量 

習作評量 

【資訊教育】 

4-3-5 

第十二週 

4/30~5/6 

第三單元中華民國時期 

第二課光復後的經濟、第三課光復後的藝術與文學 
3 

2-3-1 認識今昔臺灣的重要人物

與事件。 

2-3-3了解今昔中國、亞洲和世界

的主要文化特色。 

4-3-3 了解人類社會中的各種藝

術形式。 

5-3-1說明個體的發展與成長，會

受到社區與社會等重大的影響。 

5-3-2 了解自己有權決定自我的

發展，並且可能突破傳統風俗或社

會制度的期待與限制。 

5-3-3了解各種角色的特徵、變遷

及角色間的互動關係。 

9-3-2 探討不同文化的接觸和交

流可能產生的衝突、合作和文化創

新。 

口頭評量 

習作評量 

【資訊教育】 

4-3-5 



第十三週 

5/7~5/13 

第四單元 

我們的人民與政府 

第一課人民的義務與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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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4 列舉我國人民受到憲法所

規範的權利與義務。 

口頭評量 

習作評量 

【人權教育】 

2-3-3 

【資訊教育】 

4-3-5 

第十四週 

5/14~5/20 

第四單元我們的人民與政府 

第二課政府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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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1 認識我國政府的主要組織

與功能。 

6-3-2了解各種會議、議會或委員

會（如學生、教師、家長、社區或

地方政府的會議）的基本運作原

則。 

口頭評量 

習作評量 

【人權教育】 

2-3-3 

【資訊教育】 

4-3-5 



第十五週 

5/21~5/27 

第五單元聚落與人口 

第一課聚落類型與生活差異 
3 

1-3-1 了解生活環境的地方差

異，並能尊重及欣賞各地的不同特

色。 

1-3-3 了解人們對地方與環境的

認識與感受有所不同的原因。 

1-3-6 描述鄉村與都市在景觀和

功能方面的差異。 

1-3-7 說明城鄉之間或區域與區

域之間有交互影響和交互倚賴的

關係。 

1-3-11 了解臺灣地理位置的特色

及其對臺灣歷史發展的影響。 

1-3-12 了解臺灣具備海洋國家發

展的條件及優勢。 

3-3-1依自己的觀點，對一組事物

建立起分類和階層關係。 

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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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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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頭評量 

習作評量 

資料蒐集 

【資訊教育】 

4-3-5 

【海洋教育】 

1-3-5 

1-3-6 



第十六週 

5/28~6/3 

第五單元聚落與人口 

第二課聚落的演變 
3 

1-3-1 了解生活環境的地方差

異，並能尊重及欣賞各地的不同特

色。 

1-3-4 利用地圖、數據和其他資

訊，來描述和解釋地表事象及其空

間組織。 

1-3-5 說明人口空間分布的差異

及人口遷移的原因和結果。 

1-3-6 描述鄉村與都市在景觀和

功能方面的差異。 

1-3-8 了解交通運輸的類型及其

與生活環境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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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頭評量 

資料蒐集 

課堂問答 

習作評量 

【資訊教育】 

4-3-5 

第十七週 

6/4~6/10 

第五單元聚落與人口 

第三課臺灣人口的變化 
3 

1-3-4 利用地圖、數據和其他資

訊，來描述和解釋地表事象及其空

間組織。 

1-3-5 說明人口空間分布的差異

及人口遷移的原因和結果。 

5-3-1說明個體的發展與成長，會

受到社區與社會等重大的影響。 

5-3-3了解各種角色的特徵、變遷

及角色間的互動關係。 

口頭評量 

課堂問答 

習作評量 

【資訊教育】 

4-3-5 

【人權教育】 

1-3-4 



第十八週 

6/11~6/17 

第六單元 臺灣的區域與交通 

第一課北中南東看臺灣 
3 

1-3-1 了解生活環境的地方差

異，並能尊重及欣賞各地的不同特

色。 

1-3-3 了解人們對地方與環境的

認識與感受有所不同的原因。 

1-3-4 利用地圖、數據和其他資

訊，來描述和解釋地表事象及其空

間組織。 

1-3-5 說明人口空間分布的差異

及人口遷移的原因和結果。 

1-3-6 描述鄉村與都市在景觀和

功能方面的差異。 

1-3-7 說明城鄉之間或區域與區

域之間有交互影響和交互倚賴的

關係。 

1-3-12 了解臺灣具備海洋國家發

展的條件及優勢。 

口頭評量 

【海洋教育】

1-3-1 

【資訊教育】 

4-3-5 



第十九週 

6/18~6/24 

第六單元 臺灣的區域與交通 

第一課北中南東看臺灣 
3 

1-3-1 了解生活環境的地方差

異，並能尊重及欣賞各地的不同特

色。 

1-3-3 了解人們對地方與環境的

認識與感受有所不同的原因。 

1-3-4 利用地圖、數據和其他資

訊，來描述和解釋地表事象及其空

間組織。 

1-3-5 說明人口空間分布的差異

及人口遷移的原因和結果。 

1-3-6 描述鄉村與都市在景觀和

功能方面的差異。 

1-3-7 說明城鄉之間或區域與區

域之間有交互影響和交互倚賴的

關係。 

1-3-12 了解臺灣具備海洋國家發

展的條件及優勢。 

口頭評量 

習作評量 

【海洋教育】 

1-3-1 

【資訊教育】 

4-3-5 

第二十週 

6/25~6/30 

第六單元 臺灣的區域與交通 

第二課寶島行透透 
3 

1-3-4 利用地圖、數據和其他資

訊，來描述和解釋地表事象及其空

間組織。 

1-3-8 了解交通運輸的類型及其

與生活環境的關係。 

3-3-1依自己的觀點，對一組事物

建立起分類和階層關係。 

口頭評量 

習作評量 

【海洋教育】 

4-3-8 

【資訊教育】 

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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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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