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5-1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新課綱版) 

臺南市公立關廟區深坑國民小學 111學年度第一學期 四 年級 社會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普通班/□特教班) 

教材版本 翰林版第 3冊 
實施年級 

(班級/組別) 
四年級 教學節數 每週(3)節，本學期共(57)節 

課程目標 
首先透過閱讀各種地圖來認識家鄉的自然環境與人文現象。接著再介紹不同文化的特色，希望能理解不同文化存在，彼此之間包

容、尊重，從交流中獲得新的合作和創新。希望能透過課程設計進行更深刻的訪問，獲得更多家鄉的歷史故事。 

該學習階段 

領域核心素養 

社-E-A2 敏覺居住地方的社會、自然與人文環境變遷，關注生活問題及其影響，並思考解決方法。 

社-E-A3 探究人類生活相關議題，規劃學習計畫，並在執行過程中，因應情境變化，持續調整與創新。 

社-E-C3 了解自我文化，尊重與欣賞多元文化，關心本土及全球議題。 

課程架構脈絡 

教學期程 單元與活動名稱 節數 學習目標 
學習重點 表現任務 

(評量方式) 

融入議題 

實質內涵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第一週 
08/30-09/03 

⚫08/30(二)開學 

第一單元  家鄉地圖小
世界 
第一課生活中的地圖 

1 

1.分辨生活中常見的觀光導
覽圖、行政區域圖、交通路線
圖、電子地圖，理解地圖描繪
的生活空間及其意義。（1a-
II-2，Bb-II-1） 

1a-II-2 分辨社會
事物的類別或先後
順序。 

Bb-II-1 居民的生
活空間與生活方式
具有地區性的差
異。 

1.實作評量-口頭報告、
聽力與口語溝通、行為
觀察 

 

第二週 
09/04-09/10 

⚫09/09(五)中秋

節補假 
第一單元  家鄉地圖小
世界 
第一課生活中的地圖、第
二課地圖的符號與訊息 

3 

1.分辨生活中常見的觀光導
覽圖、行政區域圖、交通路線
圖，並運用來理解地圖描繪
的生活空間。（1a-II-2，Bb-
II-1） 
2.解釋地圖中的圖例、方向
標與空間的關係，以及在生
活上的應用。（1b-II-1，Ab-
II-1） 

1a-II-2 分辨社會
事物的類別或先後
順序。 
1b-II-1 解釋社會
事物與環境之間的
關係。 

Ab-II-1 居民的生
活方式與空間利
用，和其居住地方
的自然、人文環境
相互影響。 
Bb-II-1 居民的生
活空間與生活方式
具有地區性的差
異。 

1.紙筆測驗-習作、學習
單 
2.實作評量-口頭報告、
聽力與口語溝通、行為
觀察 

 

第三週 

09/11-09/17 
第一單元  家鄉地圖小
世界、第二單元家鄉的地
形與氣候 
第二課地圖的符號與訊
息、第一課高低起伏的地
形 

3 

1.解釋地圖中的圖例、方向
標與空間的關係，以及在生
活上的應用。（1b-II-1，Ab-
II-1） 
2.分辨家鄉的地名與家鄉地
形的關係。（1a-II-3，Ab-II-
1） 
3.說明家鄉的地形與居民的
生活方式及空間利用的關
係。（1a-II-2，Ab-II-1） 

1a-II-2 分辨社會
事物的類別或先後
順序。 
1a-II-3 舉例說明
社會事物與環境的
互動、差異或變遷現
象。 
1b-II-1 解釋社會
事物與環境之間的
關係。 

Ab-II-1 居民的生
活方式與空間利
用，和其居住地方
的自然、人文環境
相互影響。 

1.紙筆測驗-習作、學習
單 
2.實作評量-口頭報告、
聽力與口語溝通、行為
觀察 

 

第四週 第二單元家鄉的地形與 3 1.說明家鄉的地形與居民的 1a-II-2 分辨社會 Ab-II-1 居民的生 1.紙筆測驗-習作、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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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18-09/24 氣候 
第一課高低起伏的地形、
第二課千變萬化的氣候 

生活方式及空間利用的關
係。（1a-II-2，Ab-II-1） 
2.舉例說明家鄉的氣候與居
民的生活方式及空間利用的
關係。（1a-II-3，Ab-II-1） 

事物的類別或先後
順序。 
1a-II-3 舉例說明
社會事物與環境的
互動、差異或變遷現
象。 

活方式與空間利
用，和其居住地方
的自然、人文環境
相互影響。 

單 
2.實作評量-口頭報告、
聽力與口語溝通、行為
觀察 

第五週 

09/25-10/01 

第二單元家鄉的地形與
氣候 
第二課千變萬化的氣候、
第三課家鄉的特色發展 

3 

1.舉例說明家鄉的氣候與居
民的生活方式及空間利用的
關係。（1a-II-3，Ab-II-1） 
2.關注家鄉的土地利用受到
地形、氣候的影響。（1b-II-
1 、2a-II-1，Ab-II-2） 
3.表達對家鄉特色的關懷，
並理解家鄉經濟的發展也會
改變自然環境的影響。（2a-
II-2，Ab-II-2） 

1a-II-3 舉例說明
社會事物與環境的
互動、差異或變遷現
象。 
1b-II-1 解釋社會
事物與環境之間的
關係。 
2a-II-1 關注居住
地方社會事物與環
境的互動、差異與變
遷等問題。 
2a-II-2 表達對居
住地方社會事物與
環境的關懷。 

Ab-II-1 居民的生
活方式與空間利
用，和其居住地方
的自然、人文環境
相互影響。 
Ab-II-2 自然環境
會影響經濟的發
展，經濟的發展也
會改變自然環境。 

1.紙筆測驗-習作 
2.實作評量-口頭報告、
聽力與口語溝通、行為
觀察 

 

第六週 

10/02-10/08 

第二單元家鄉的地形與
氣候 
第三課家鄉的特色發展 

3 

1.關注家鄉的土地利用受到
地形、氣候的影響。（1b-II-
1 、2a-II-1，Ab-II-2） 
2.表達對家鄉特色的關懷，
並理解家鄉經濟的發展也會
改變自然環境的影響。（2a-
II-2，Ab-II-2） 

1b-II-1 解釋社會
事物與環境之間的
關係。 
2a-II-1 關注居住
地方社會事物與環
境的互動、差異與變
遷等問題。 
2a-II-2 表達對居
住地方社會事物與
環境的關懷。 

Ab-II-2 自然環境
會影響經濟的發
展，經濟的發展也
會改變自然環境。 

1.實作評量-口頭報告、
聽力與口語溝通、行為
觀察 

 

第七週 

10/09-10/15 

⚫10/10(一)國慶

日放假 第三單元家鄉的人口與
生活 
第一課家鄉的人口 

1 

1.分辨自然及人文環境會影
響人口的變化。（1a-II-2、
1a-II-3、1b-II-1，Bb-II-1、
Ca-II-2） 

1a-II-2 分辨社會
事物的類別或先後
順序。 
1a-II-3 舉例說明
社會事物與環境的
互動、差異或變遷現
象。 

Bb-II-1 居民的生
活空間與生活方式
具有地區性的差
異。 

1.實作評量-口頭報告、
聽力與口語溝通、行為
觀察 

【 兒 童 權 利 公
約】第 7條第 1項
兒童於出生後應
立即被登記，並
自出生起即應有
取得姓名及國籍
之權利，並於儘
可能的範圍內有
知其父母並受父
母照顧的權利。 

第八週 第三單元家鄉的人口與
生活 

3 
1.說明人口年齡組成的變化
及其對社會的影響。（1a-II-

1a-II-2 分辨社會
事物的類別或先後

Aa-II-2 不同群體
（可包括年齡、性

1.紙筆測驗-習作 
2.實作評量-口頭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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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6-10/22 第一課家鄉的人口、第二
課人口的改變與生活 

3、1b-II-1，Bb-II-1、Ca-II-
2） 
2.探究少子化的成因及其對
社會的影響。（1a-II-2、1a-
II-3、1b-II-1，Aa-II-2） 

順序。 
1a-II-3 舉例說明
社會事物與環境的
互動、差異或變遷現
象。 
1b-II-1 解釋社會
事物與環境之間的
關係。 

別、族群、階層、職
業、區域或身心特
質等）應受到理解、
尊重與保護，並避
免偏見。 
Bb-II-1 居民的生
活空間與生活方式
具有地區性的差
異。 
Ca-II-2 人口分布
與自然、人文環境
的變遷相互影響。 

聽力與口語溝通、行為
觀察 

第九週 
10/23-10/29 

第三單元家鄉的人口與
生活 
第二課人口的改變與生
活 

3 

1.探究少子化的成因及其對
社會的影響。（1a-II-2、1a-
II-3、1b-II-1，Aa-II-2） 
2.關懷高齡社會的老年人及
理解政府與民間組織因應的
策略。（2a-II-1、2a-II-2，
Aa-II-2） 
3.珍惜和祖父母的相處，營
造家庭和樂氣氛。（2a-II-2，
Aa-II-2） 

1a-II-2 分辨社會
事物的類別或先後
順序。 
1a-II-3 舉例說明
社會事物與環境的
互動、差異或變遷現
象。 
1b-II-1 解釋社會
事物與環境之間的
關係。 
2a-II-1 關注居住
地方社會事物與環
境的互動、差異與變
遷等問題。 
2a-II-2 表達對居
住地方社會事物與
環境的關懷。 

Aa-II-2 不同群體
（可包括年齡、性
別、族群、階層、職
業、區域或身心特
質等）應受到理解、
尊重與保護，並避
免偏見。 

1.紙筆測驗-習作 
2.實作評量-口頭報告、
聽力與口語溝通、行為
觀察 

 

第十週 

10/30-11/05 

⚫期中考週 第三單元家鄉的人口與
生活、第四單元家鄉的節
慶與禮俗 
第二課人口的改變與生
活、第一課開心過節趣 

3 

1.珍惜和祖父母的相處，營
造家庭和樂氣氛。（2a-II-2，
Aa-II-2） 
2.分辨各族群的傳統節慶活
動及其意涵。（1a-II-2，Bc-
II-1） 
3.感受與欣賞各族群不同文
化的特色。（2b-II-2，Bc-II-
1） 

1a-II-2 分辨社會
事物的類別或先後
順序。 
2a-II-2 表達對居
住地方社會事物與
環境的關懷。 
1b-II-1 解釋社會
事物與環境之間的
關係。 
2b-II-1 感受與欣
賞不同文化的特色。 

Aa-II-2 不同群體
（可包括年齡、性
別、族群、階層、職
業、區域或身心特
質等）應受到理解、
尊重與保護，並避
免偏見。 
Bc-II-1 各個族群
有不同的命名方
式、節慶與風俗習
慣。 

1.紙筆測驗-習作、紙筆
測驗 
2.實作評量-口頭報告、
聽力與口語溝通、行為
觀察 

 

第十一週 第四單元家鄉的節慶與
禮俗 

3 
1.分辨各族群的傳統節慶活
動及其意涵。（1a-II-2，Bc-

1a-II-2 分辨社會
事物的類別或先後

Bc-II-1 各個族群
有不同的命名方

1. 
實作評量-口頭報告、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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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6-11/12 第一課開心過節趣 II-1） 
2.體認節慶活動對人們生活
的影響。（2b-II-1，Bc-II-
1） 
3.感受與欣賞各族群不同文
化的特色。（2b-II-2，Bc-II-
1） 

順序。 
2b-II-1 體認人們
對生活事物與環境
有不同的感受，並加
以尊重。 
2b-II-2 感受與欣
賞不同文化的特色。 

式、節慶與風俗習
慣。 

力與口語溝通、行為觀
察 

第十二週 

11/13-11/19 

第四單元家鄉的節慶與
禮俗 
第一課開心過節趣 

3 

1.分辨各族群的傳統節慶活
動及其意涵。（1a-II-2，Bc-
II-1） 
2.體認節慶活動對人們生活
的影響。（2b-II-1，Bc-II-
1） 
3.感受與欣賞各族群不同文
化的特色。（2b-II-2，Bc-II-
1） 

1a-II-2 分辨社會
事物的類別或先後
順序。 
2b-II-1 體認人們
對生活事物與環境
有不同的感受，並加
以尊重。 
2b-II-2 感受與欣
賞不同文化的特色。 

Bc-II-1 各個族群
有不同的命名方
式、節慶與風俗習
慣。 

1.紙筆測驗-習作 
2.實作評量-口頭報告、
聽力與口語溝通、行為
觀察 

 

第十三週 

11/20-11/26 

第四單元家鄉的節慶與
禮俗 
第二課禮俗萬花筒 

3 

1.認識漢人及原住民族的生
命禮俗。（1a-II-2，Bc-II-
1） 
2.舉例說明不同族群生命禮
俗的異同之處。（1a-II-3，
Bc-II-1） 
3.察覺社會變遷對生命禮俗
的影響。（1a-II-3、2b-II-
1，Bc-II-1） 
4.感受與欣賞各族群不同文
化的特色。（2b-II-2，Bc-II-
1） 

1a-II-2 分辨社會
事物的類別或先後
順序。 
1a-II-3 舉例說明
社會事物與環境的
互動、差異或變遷現
象。 
2b-II-1 體認人們
對生活事物與環境
有不同的感受，並加
以尊重。 
2b-II-2 感受與欣
賞不同文化的特色。 

Bc-II-1 各個族群
有不同的命名方
式、節慶與風俗習
慣。 

1.紙筆測驗-習作、紙筆
測驗 
2.實作評量-口頭報告、
聽力與口語溝通、行為
觀察 

 

第十四週 

11/27-12/03 

第五單元 
家鄉的多元文化 
第一課多樣的文化面貌 

3 

1.覺察到不同族群使用的語
言以及飲食文化有所差異。
（1a-II-2、1a-II-3，Aa-II-
2） 
2.觀察生活周遭，覺察多元
的藝術展現並能欣賞。（2b-
II-2，Aa-II-2） 

1a-II-2 分辨社會
事物的類別或先後
順序。 
1a-II-3 舉例說明
社會事物與環境的
互動、差異或變遷現
象。 
2b-II-2 感受與欣
賞不同文化的特色。 

Aa-II-2 不同群體
（可包括年齡、性
別、族群、階層、職
業、區域或身心特
質等）應受到理解、
尊重與保護，並避
免偏見。 

1.實作評量-口頭報告、
聽力與口語溝通、行為
觀察 

 

第十五週 

12/04-12/10 

第五單元家鄉的多元文
化 
第一課多樣的文化面貌、
第二課文化的接觸與融

3 

1.透過討論，認識不同族群
的命名方式。（2b-II-2，Bc-
II-1） 
2.觀察生活周遭，覺察多元

2b-II-2 感受與欣
賞不同文化的特色。 

Aa-II-2 不同群體
（可包括年齡、性
別、族群、階層、職
業、區域或身心特

1.紙筆測驗-習作 
2.實作評量-口頭報告、
聽力與口語溝通、行為
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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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的藝術展現並能欣賞。（2b-
II-2，Aa-II-2） 

質等）應受到理解、
尊重與保護，並避
免偏見。 
Bc-II-1 各個族群
有不同的命名方
式、節慶與風俗習
慣。 

第十六週 

12/11-12/17 第五單元家鄉的多元文
化 
第二課文化的接觸與融
合 

3 

1.藉由經驗分享，理解不同
文化間存在差異。（2b-II-2，
Af-II-1） 
2.透過分組或探究活動，了
解不同文化接觸時可能產生
合作、創新甚至衝突。（2c-
II-1，Af-II-1） 

2b-II-2 感受與欣
賞不同文化的特色。 
2c-II-1 省思個人
的生活習慣與在群
體中的角色扮演，尊
重人我差異，避免對
他人產生偏見。 

Af-II-1 不同文化
的接觸和交流，可
能產生衝突、合作
和創新，並影響在
地的生活與文化。 

1.實作評量-口頭報告、
聽力與口語溝通、行為
觀察 

 

第十七週 

12/18-12/24 第五單元家鄉的多元文
化 
、第六單元家鄉故事導覽
員 
第二課文化的接觸與融
合 

3 

1.藉由經驗分享，理解不同
文化間存在差異。（2b-II-2，
Af-II-1） 
2.關注居住地方的環境與社
會事物的變化。（2a-II-1，
Ca-II-1） 

2a-II-1 關注居住
地方社會事物與環
境的互動、差異與變
遷等問題。 
2b-II-2 感受與欣
賞不同文化的特色。 

Af-II-1 不同文化
的接觸和交流，可
能產生衝突、合作
和創新，並影響在
地的生活與文化。 
Ca-II-1 居住地方
的環境隨著社會與
經濟的發展而改
變。 

1.紙筆測驗-習作、紙筆
測驗 
2.實作評量-口頭報告、
聽力與口語溝通、行為
觀察 

 

第十八週 

12/25-12/31 

第六單元家鄉故事導覽
員 
家鄉故事導覽員 

3 

1.關注居住地方的環境與社
會事物的變化。（2a-II-1，
Ca-II-1） 
2.透過資料查詢、訪問與實
察，蒐集居住地方不同時代
人物、事件與文物古蹟的歷
史變遷。（3b-II-1，Cb-II-
1） 
3.整理有關居住地方的各種
資料，製作成地圖與圖表，並
說明環境因為社會經濟發展
而改變。（3b-II-3，Ca-II-
1） 

2a-II-1 關注居住
地方社會事物與環
境的互動、差異與變
遷等問題。 
3b-II-1 透過適當
的管道蒐集與學習
主題相關的資料，並
判讀其正確性。 
3b-II-3 整理資料，
製作成簡易的圖表，
並加以說明。 

Ca-II-1 居住地方
的環境隨著社會與
經濟的發展而改
變。 
Cb-II-1 居住地方
不同時代的重要人
物、事件與文物古
蹟，可以反映當地
的歷史變遷。 

1.紙筆測驗-學習單 
2.實作評量-口頭報告、
聽力與口語溝通、行為
觀察 

 

第十九週 

01/01-01/07 

⚫01/02(一)元旦

補假 

⚫01/7( 六 ) 補 上

第六單元家鄉故事導覽
員 
家鄉故事導覽員 

1 

1.透過資料查詢、訪問與實
察，蒐集居住地方不同時代
人物、事件與文物古蹟的歷
史變遷。（3b-II-1，Cb-II-
1） 

3b-II-1 透過適當
的管道蒐集與學習
主題相關的資料，並
判讀其正確性。 

Ca-II-1 居住地方
的環境隨著社會與
經濟的發展而改
變。 

1.紙筆測驗-學習單 
2.實作評量-口頭報告、
聽力與口語溝通、行為
觀察 

 



C5-1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新課綱版) 

1/20(五)課程 

第二十週 

01/08-01/14 

⚫期末考週 
第六單元家鄉故事導覽
員 
家鄉故事導覽員 

3 

整理有關居住地方的各種資
料，製作成地圖與圖表，並說
明環境因為社會經濟發展而
改變。（3b-II-3，Ca-II-1） 

3b-II-3 整理資料，
製作成簡易的圖表，
並加以說明。 

Ca-II-1 居住地方
的環境隨著社會與
經濟的發展而改
變。 

1.紙筆測驗-學習單 
2.實作評量-口頭報告、
聽力與口語溝通、行為
觀察 
規劃每位學生上台發
表：發表學習單內容-我
的家鄉 

 

第二十一週 

01/15-01/19 

⚫01/19(四)休業

式 

第六單元家鄉故事導覽
員 
家鄉故事導覽員 

3 

整理有關居住地方的各種資
料，製作成地圖與圖表，並說
明環境因為社會經濟發展而
改變。（3b-II-3，Ca-II-1） 

3b-II-3 整理資料，
製作成簡易的圖表，
並加以說明。 

Ca-II-1 居住地方
的環境隨著社會與
經濟的發展而改
變。 

1.實作評量-口頭報告、
聽力與口語溝通、行為
觀察 
規劃每位學生上台發
表：發表學習單內容-我
的家鄉 

 

◎教學期程以每週教學為原則，如行列太多或不足，請自行增刪。 
◎「學習目標」應為結合「學習表現」(動詞)與「學習內容」(名詞)，整合為學生本單元應習得的學科本質知能。 
◎「學習表現」與「學習內容」應為學校(可結合學年會議)應以學習階段為單位，清楚安排兩年內「學習表現」與「學習內容」如何規劃在各
個單元讓學生習得。 

◎「學習表現」與「學習內容」需呈現領綱完整文字，非只有代號，「融入議題實質內涵」亦是。 
◎依據 109.12.10函頒修訂之「臺南市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國中小彈性學習課程規劃建議措施」中之配套措施，如有每位學生上台報

告之「表現任務-評量方式」請用不同顏色的文字特別註記並具體說明。 

  



C5-1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新課綱版) 

臺南市公立關廟區深坑國民小學 111學年度第二學期 四 年級 社會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普通班/□特教班) 

教材版本 翰林版第 4冊 
實施年級 

(班級/組別) 
四年級 教學節數 每週(3)節，本學期共(59)節 

課程目標 

了解家鄉歷史變遷、古蹟與文物的特色及價值，並藉由時事議題討論今日原住民族狩獵文化與環境保育兩難議題，以及理解政府

對山林與海洋資源的管理政策隨時代產生的變遷。隨著社會變遷，人們發展不同農耕方法，影響自然環境與生活，引導學生能關

注經濟開發會造成環境的問題，並嘗試提出解決的方法，與同儕互相交流，取得共識並身體力行之。 

該學習階段 

領域核心素養 

社-E-A2 敏覺居住地方的社會、自然與人文環境變遷，關注生活問題及其影響，並思考解決方法。 

社-E-B3 體驗生活中自然、族群與文化之美，欣賞多元豐富的環境與文化內涵。 

社-E-C1 培養良好的生活習慣，理解並遵守社會規範，參與公共事務，養成社會責任感，尊重並維護自己和他人的人權，關懷

自然環境與活動，關懷自然生態與人類永續發展，而展現知善、樂善與行善的品德。 

課程架構脈絡 

教學期程 單元與活動名稱 節數 學習目標 
學習重點 表現任務 

(評量方式) 

融入議題 

實質內涵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第一週 
02/13-02/18 

⚫02/13(一)開學 

⚫02/18(六 )補上

02/27(一)課程 

第一單元家鄉老故事 
第一課家鄉的古蹟與文
物 

5 

1.認識家鄉的古蹟與文物，
了解家鄉的歷史變遷。（1a-
II-3，Cb-II-1） 
2.透過探訪活動，覺察家鄉
古蹟與文物的特色與價值。
（1a-II-3，Cb-II-1） 
3.欣賞與愛護家鄉的古蹟與
文物。（2a-II-1，Cb-II-1） 

1a-II-3 舉例說明
社會事物與環境的
互動、差異或變遷現
象。 
2a-II-1 關注居住
地方社會事物與環
境的互動、差異與變
遷等問題。 

Cb-II-1 居住地方
不同時代的重要人
物、事件與文物古
蹟，可以反映當地
的歷史變遷。 

1.實作評量-口頭報告、
聽力與口語溝通、行為
觀察 

 

第二週 
02/19-02/25 

第一單元家鄉老故事 
第二課 
家鄉的開發 

3 

1.透過早期居民在家鄉進行
土地 
與水利開發的故事，體會開
發 
的艱辛。（1a-II-2、1a-II-3，
Cb-II-1） 
2.了解家鄉城鎮的形成與教
育的發展。（1a-II-3，Cb-II-
1） 

1a-II-2 分辨社會
事物的類別或先後
順序。 
1a-II-3 舉例說明
社會事物與環境的
互動、差異或變遷現
象。 

Cb-II-1 居住地方
不同時代的重要人
物、事件與文物古
蹟，可以反映當地
的歷史變遷。 

1.紙筆測驗-習作、學習
單 
2.實作評量-口頭報告、
聽力與口語溝通、行為
觀察 

 

第三週 

02/26-03/04 

⚫02/27(一 )調整

放假 

第一單元家鄉老故事 
第二課家鄉的古蹟與文
物、第三課文化資產的保
存與傳承 

1 

1.透過早期居民在家鄉進行
土地與水利開發的故事，體
會開發的艱辛。（1a-II-2、
1a-II-3，Cb-II-1） 

1a-II-2 分辨社會事
物的類別或先後順
序。 

Cb-II-1 居住地方
不同時代的重要人
物、事件與文物古
蹟，可以反映當地
的歷史變遷。 

1.實作評量-口頭報告、
聽力與口語溝通、行為
觀察 

 



C5-1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新課綱版) 

⚫02/28(二 )和平

紀念日放假 

第四週 

03/05-03/11 

第二單元家鄉的山與海 
第一課山中傳奇 

3 

1.認識早期原住民族如何運
用山林資源與共存的智慧。
（2a-II-1，Ab-II-2） 
2.探究原住民族對待山林的
智慧對環境產生什麼影響。
（2a-II-1，Ab-II-2） 
3.討論早期漢人進入山林開
發哪些資源發展經濟活動。
（2a-II-1，Ca-II-1） 
4.分析漢人進入山林後對自
然環境與經濟發展的改變。
（2a-II-1，Ae-II-1） 
5.藉由時事討論原住民族狩
獵文化與保育的兩難議題。
（3b-II-1，Da-II-2） 

2a-II-1 關注居住
地方社會事物與環
境的互動、差異與變
遷等問題。 
3b-II-1 透過適當
的管道蒐集與學習
主題相關的資料，並
判讀其正確性。 

Ab-II-2 自然環境
會影響經濟的發
展，經濟的發展也
會改變自然環境。 
Ae-II-1 人類為了
解決生活需求或滿
足好奇心，進行科
學和技術的研發，
從而改變自然環境
與人們的生活。 
Ca-II-1 居住地方
的環境隨著社會與
經濟的發展而改
變。 
Da-II-2 個人生活
習慣和方式的選
擇，對環境與社會
價值觀有不同的影
響。 

1.紙筆測驗-習作、學習
單 
2.實作評量-口頭報告、
聽力與口語溝通、行為
觀察 

 

第五週 

03/12-03/18 

第二單元家鄉的山與海 
第一課山中傳奇 

3 

1.透過小組合作學習認識臺
灣早期林場發展的故事。
（3b-II-1，Ca-II-1） 
2.以小組合作學習方式介紹
臺灣林場或森林遊樂區。
（3b-II-1，Ca-II-1） 
3.探究早期林場開發對經濟
發展與聚落形成的影響。
（2a-II-1，Ae-II-1） 

2a-II-1 關注居住
地方社會事物與環
境的互動、差異與變
遷等問題。 
3b-II-1 透過適當
的管道蒐集與學習
主題相關的資料，並
判讀其正確性。 

Ae-II-1 人類為了
解決生活需求或滿
足好奇心，進行科
學和技術的研發，
從而改變自然環境
與人們的生活。 
Ca-II-1 居住地方
的環境隨著社會與
經濟的發展而改
變。 

1.紙筆測驗-習作 
2.實作評量-口頭報告、
聽力與口語溝通、行為
觀察 

 

第六週 

03/19-03/25 

⚫03/25(六)補上

04/03(一)課程 第二單元家鄉的山與海 
第一課山中傳奇、 
第二課漁之島 

5 

1.討論山林的環境隨著社會
與經濟發展所產生改變。
（2a-II-1，Ca-II-1） 
2.瞭解政府對山林的管理及
運用有哪些政策與方法。
（2a-II-2，Ab-II-2） 
3.認識無痕山林的內容並與
家人在日常生活中實踐。
（2a-II-2，Da-II-2） 
4.認識漁市場的運作與來自
全臺灣各地的生鮮海產。

2a-II-1 關注居住
地方社會事物與環
境的互動、差異與變
遷等問題。 
2a-II-2 表達對居
住地方社會事物與
環境的關懷。 
3b-II-2 摘取相關
資料中的重點。 

Ab-II-2 自然環境
會影響經濟的發
展，經濟的發展也
會改變自然環境。 
Ae-II-1 人類為了
解決生活需求或滿
足好奇心，進行科
學和技術的研發，
從而改變自然環境
與人們的生活。 
Ca-II-1 居住地方

1.實作評量-口頭報告、
聽力與口語溝通、行為
觀察 

 



C5-1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新課綱版) 

（2a-II-1，Ae-II-1） 
5.了解早期臺灣漁業發展的
限制與傳統的捕魚方式。
（2a-II-1，Ab-II-2） 
6.運用曼陀羅思考法摘錄科
技與設備對漁業的影響。
（3b-II-2，Ae-II-1） 
7.討論近年來臺灣漁業發展
面臨的困境與問題影響。
（2a-II-1，Ae-II-1） 

的環境隨著社會與
經濟的發展而改
變。 
Da-II-2 個人生活
習慣和方式的選
擇，對環境與社會
價值觀有不同的影
響。 

第七週 

03/26-04/01 

第二單元家鄉的山與海、
第三單元家鄉水資源 
第二課漁之島、第一課珍
貴的水資源 

3 

1.藉由簡報製作介紹臺灣觀
光漁港及重要慶典活動。
（3b-II-1，Ab-II-2） 
2.分析科學與技術研發對海
洋資源的運用產生影響。
（2a-II-1，Ae-II-1） 
3.理解政府對海洋資源管理
政策隨時代產生的轉變。
（2a-II-2，Ab-II-2） 
4.認識海鮮選擇指南與家人
分享如何在生活中實踐。
（2a-II-2，Da-II-2） 
5.分享參與觀光魚港的經驗
及想要體驗的特色活動。
（2a-II-2，Da-II-2） 
6.說明早期水資源對居民生
活及經濟活動的重要性，並
理解經濟發展後產生水資源
不足的現象。（1a-II-3，Ab-
II-2、Ca-II-1） 

2a-II-1 關注居住
地方社會事物與環
境的互動、差異與變
遷等問題。 
2a-II-2 表達對居
住地方社會事物與
環境的關懷。 
3b-II-1 透過適當
的管道蒐集與學習
主題相關的資料，並
判讀其正確性。 
3b-II-2 摘取相關
資料中的重點。 
1a-II-3 舉例說明
社會事物與環境的
互動、差異或變遷現
象。 

Ab-II-2 自然環境
會影響經濟的發
展，經濟的發展也
會改變自然環境。 
Ae-II-1 人類為了
解決生活需求或滿
足好奇心，進行科
學和技術的研發，
從而改變自然環境
與人們的生活。 
Da-II-2 個人生活
習慣和方式的選
擇，對環境與社會
價值觀有不同的影
響。 
Ca-II-1 居住地方
的環境隨著社會與
經濟的發展而改
變。 

1.實作評量-口頭報告、
聽力與口語溝通、行為
觀察 

 

第八週 
04/02-04/08 

⚫04/03(一 )調整

放假 

⚫04/04(二 )兒童

節放假 

⚫04/05(三 )民族

掃墓節放假 

第三單元家鄉水資源 
第一課珍貴的水資源 

1 

說明早期水資源對居民生活
及經濟活動的重要性，並理
解經濟發展後產生水資源不
足的現象。（1a-II-3，Ab-II-
2、Ca-II-1） 

1a-II-3 舉例說明
社會事物與環境的
互動、差異或變遷現
象。 

Ab-II-2 自然環境
會影響經濟的發
展，經濟的發展也
會改變自然環境。1 

1.實作評量-口頭報告、
聽力與口語溝通、行為
觀察 

 

第九週 
04/09-04/15 

第三單元家鄉水資源 
第二課水資源可持續利
用 

3 
1.探究水資源缺乏的原因，
理解使水資源循環利用的各
種方式，且能在生活中實踐

2c-II-2 澄清及珍
視自己的角色與權
利，並具 

Ca-II-1 居住地方
的環境隨著社會與
經濟的發展而改

1.紙筆測驗-習作 
2.實作評量-口頭報告、
聽力與口語溝通、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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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行。（3d-II-1，Ca-II-1） 
2.澄清及珍視自己對環境的
影響力，具備改變生活方式
的態度。（2c-II-2，Ca-II-1） 

備責任感。 
3d-II-1 探究問題
發生的原因與影響，
並尋求解決問題的
可能做法。 

變。 觀察 

第十週 

04/16-04/22 

⚫期中考週 第三單元家鄉水資源 
第二課水資源可持續利
用 

3 

1.探究水資源缺乏的原因，
理解使水資源循環利用的各
種方式，且能在生活中實踐
履行。（3d-II-1，Ca-II-1） 
2.澄清及珍視自己對環境的
影響力，具備改變生活方式
的態度。（2c-II-2，Ca-II-1） 

2c-II-2 澄清及珍
視自己的角色與權
利，並具 
備責任感。 
3d-II-1 探究問題
發生的原因與影響，
並尋求解決問題的
可能做法。 

Ca-II-1 居住地方
的環境隨著社會與
經濟的發展而改
變。 

1.紙筆測驗-習作、紙筆
測驗 
2.實作評量-口頭報告、
聽力與口語溝通、行為
觀察 

 

第十一週 

04/23-04/29 

第三單元家鄉水資源、第
四單元家鄉的生產活動
與環境 
第二課水資源可持續利
用 

3 

1.探究水資源缺乏的原因，
理解使水資源循環利用的各
種方式，且能在生活中實踐
履行。（3d-II-1，Ca-II-1） 
2.澄清及珍視自己對環境的
影響力，具備改變生活方式
的態度。（2c-II-2，Ca-II-1） 
3.表達主動參與農事活動及
關心食物來源的態度。（2a-
II-2，Da-II-2） 

2a-II-2 表達對居
住地方社會事物與
環境的關懷。 
2c-II-2 澄清及珍
視自己的角色與權
利，並具 
備責任感。 
3d-II-1 探究問題
發生的原因與影響，
並尋求解決問題的
可能做法。 

Ca-II-1 居住地方
的環境隨著社會與
經濟的發展而改
變。 
Da-II-2 個人生活
習慣和方式的選
擇，對環境與社會
價值觀有不同的影
響。 

1. 
實作評量-口頭報告、聽
力與口語溝通、行為觀
察 

 

第十二週 

04/30-05/06 

第四單元家鄉的生產活
動與環境 
第一課農耕一步一腳印 

3 

1.舉例說明隨著社會變遷，
人們發展不同農耕方法，影
響自然環境與生活。（1a-II-
3，Ab-II-2） 
2.關注因愛護環境觀念與科
技技術融入，農業發展有嘗
試性轉變。（2a-II-1，Ae-II-
1） 

1a-II-3 舉例說明
社會事物與環境的
互動、差異或變遷現
象。 
2a-II-1 關注居住
地方社會事物與環
境的互動、差異與變
遷等問題。 

Ab-II-2 自然環境
會影響經濟的發
展，經濟的發展也
會改變自然環境。 
Ae-II-1 人類為了
解決生活需求或滿
足好奇心，進行科
學和技術的研發，
從而改變自然環境
與人們的生活。 

1.紙筆測驗-習作 
2.實作評量-口頭報告、
聽力與口語溝通、行為
觀察 

 

第十三週 

05/07-05/13 第四單元家鄉的生產活
動與環境 
第一課農耕一步一腳印、
第二課紡織機上的千絲
萬縷 

3 

1.關注因愛護環境觀念與科
技技術融入，農業發展有嘗
試性轉變。（2a-II-1，Ae-II-
1） 
2.解釋因技術進步，製造不
同纖維的紡織品，均有其功
能與特性。（1b-II-1，Ae-II-
1） 

2a-II-1 關注居住
地方社會事物與環
境的互動、差異與變
遷等問題。 
1b-II-1 解釋社會
事物與環境之間的
關係。 

Ae-II-1 人類為了
解決生活需求或滿
足好奇心，進行科
學和技術的研發，
從而改變自然環境
與人們的生活。 

1.紙筆測驗-習作、紙筆
測驗 
2.實作評量-口頭報告、
聽力與口語溝通、行為
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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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解釋紡織製造因觀念與技
術轉變，從而改變自然環境
與生活。（1b-II-1，Ae-II-
1） 

第十四週 

05/14-05/20 

第四單元家鄉的生產活
動與環境、第五單元家鄉
新願景 
第二課紡織機上的千絲
萬縷、第一課環境新風貌 

3 

1.解釋紡織製造因觀念與技
術轉變，從而改變自然環境
與生活。（1b-II-1，Ae-II-
1） 
2.培養珍惜衣物資源的態
度，嘗試以不同方法延續舊
衣物使用。（2a-II-2，Da-II-
2） 
3.利用實際案例探討自然環
境改變會影響經濟的發展，
培養關注經濟開發會造成環
境的問題，並嘗試提出解決
的方法。（2a-II-1，Ab-II-
2） 

1b-II-1 解釋社會
事物與環境之間的
關係。 
2a-II-2 表達對居
住地方社會事物與
環境的關懷。 
2a-II-1 關注居住
地方社會事物與環
境的互動、差異與變
遷等問題。 

Ae-II-1 人類為了
解決生活需求或滿
足好奇心，進行科
學和技術的研發，
從而改變自然環境
與人們的生活。 
Ab-II-2 自然環境
會影響經濟的發
展，經濟的發展也
會改變自然環境。 
Da-II-2 個人生活
習慣和方式的選
擇，對環境與社會
價值觀有不同的影
響。 

1.實作評量-口頭報告、
聽力與口語溝通、行為
觀察 

 

第十五週 

05/21-05/27 

第五單元家鄉新願景 
第一課環境新風貌、第二
課鄉鎮新活力 

3 

1.利用實際案例探討自然環
境改變會影響經濟的發展，
培養關注經濟開發會造成環
境的問題，並嘗試提出解決
的方法。（2a-II-1，Ab-II-
2） 
2.透過實際案例分析農村、
漁村、山村及小鎮隨著社會
與經濟發展，產生改變，解釋
產業與環境之間的關係。
（1b-II-1，Ca-II-1）。 

2a-II-1 關注居住
地方社會事物與環
境的互動、差異與變
遷等問題。 
1b-II-1 解釋社會
事物與環境之間的
關係。 

Ab-II-2 自然環境
會影響經濟的發
展，經濟的發展也
會改變自然環境。 
Ca-II-1 居住地方
的環境隨著社會與
經濟的發展而改
變。 

1.紙筆測驗-習作 
2.實作評量-口頭報告、
聽力與口語溝通、行為
觀察 

 

第十六週 

05/28-06/03 
第五單元家鄉新願景 
第二課鄉鎮新活力、第三
課都市新生活 

3 

1.透過實際案例分析農村、
漁村、山村及小鎮隨著社會
與經濟發展，產生改變，解釋
產業與環境之間的關係。
（1b-II-1，Ca-II-1） 
2.觀察都市新舊發展，探究
都市與環境產生改變的原
因。（1b-II-1，Ca-II-1） 

1b-II-1 解釋社會
事物與環境之間的
關係。 

Ca-II-1 居住地方
的環境隨著社會與
經濟的發展而改
變。 

1.實作評量-口頭報告、
聽力與口語溝通、行為
觀察 

 

第十七週 

06/04-06/10 

第五單元家鄉新願景、第
六單元歡迎來到我的家
鄉 
第三課都市新生活 

3 

1.運用實際案例，體認都市
發展面臨的問題， 學習尊重
不同意見的看法，培養對居
住地的關懷。 

1b-II-1 解釋社會
事物與環境之間的
關係。 
2a-II-2 表達對居

Ba-II-1 人們對社
會事物的認識、感
受與意見有相同之
處，亦有差異性。 

1.紙筆測驗-習作、紙筆
測驗 
2.實作評量-口頭報告、
聽力與口語溝通、行為

【 兒 童 權 利 公
約】第 12 條第 1
項締約國應確保
有形成其自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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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考週 （2a-II-2，Ba-II-1） 
2.運用討論方式，探究個人
生活習慣與方式的選擇， 對
環境產生的影響， 培養表達
對居住地的關懷。 
（2a-II-2，Da-II-2） 
3.關注居住地方的自然、人
文特色，及其影響家鄉居民
的生活方式。（2a-II-2，Ab-
II-1） 
4.整理居住地方的自然與人
文特色，製作多元的圖文呈
現方式，並加以說明。（3c-
II-2，Ab-II-1） 

住地方社會事物與
環境的關懷。 
3c-II-2 透過同儕
合作進行體驗、探究
與實作。 

Da-II-2 個人生活
習慣和方式的選
擇，對環境與社會
價值觀有不同的影
響。 
Ab-II-1 居民的生
活方式與空間利
用，和其居住地方
的自然、人文環境
相互影響。 

觀察 見能力之兒童有
權就影響其本身
之所有事物自由
表示其意見，其
所表示之意見應
依其年齡及成熟
度予以權衡。 

第十八週 

06/11-06/17 

⚫06/16(五 )畢業

典禮（16：00後） 

⚫06/17(六 )補上

06/23(五)課程 

第六單元歡迎來到我的
家鄉 

3 

1.整理居住地方的自然與人
文特色，製作多元的圖文呈
現方式，並加以說明。（3c-
II-2，Ab-II-1） 
2.透過同儕合作，體驗彼此
意見與感受的交流，並說出
其異同之處。（3c-II-2，Ba-
II-1） 

3c-II-2 透過同儕
合作進行體驗、探究
與實作。 

Ab-II-1 居民的生
活方式與空間利
用，和其居住地方
的自然、人文環境
相互影響。 
Ba-II-1 人們對社
會事物的認識、感
受與意見有相同之
處，亦有差異性。 

1.紙筆測驗-學習單 
2.實作評量-口頭報告、
聽力與口語溝通、行為
觀察 

 

第十九週 

06/18-06/24 

⚫06/22(四 )端午

節放假 

⚫06/23(五 )調整

放假 

第六單元歡迎來到我的
家鄉 

2 

1.整理居住地方的自然與人
文特色，製作多元的圖文呈
現方式，並加以說明。（3c-
II-2， Ab-II-1） 
2.透過同儕合作，體驗彼此
意見與感受的交流，並說出
其異同之處。（3c-II-2，Ba-
II-1） 

3c-II-2 透過同儕
合作進行體驗、探究
與實作。 

Ab-II-1 居民的生
活方式與空間利
用，和其居住地方
的自然、人文環境
相互影響。 
Ba-II-1 人們對社
會事物的認識、感
受與意見有相同之
處，亦有差異性。 

1.紙筆測驗-學習單 
2.實作評量-口頭報告、
聽力與口語溝通、行為
觀察 
規劃每位學生上台發
表：發表學習單內容-家
鄉的人文地圖 

 

第二十週 

06/25-06/30 

⚫期末考週 

⚫06/30(五 )休業

式 

第六單元歡迎來到我的
家鄉 

3 

1.整理居住地方的自然與人
文特色，製作多元的圖文呈
現方式，並加以說明。（3c-
II-2，Ab-II-1） 
2.透過同儕合作，體驗彼此
意見與感受的交流，並說出
其異同之處。（3c-II-2，Ba-
II-1） 

3c-II-2 透過同儕
合作進行體驗、探究
與實作。 

Ab-II-1 居民的生
活方式與空間利
用，和其居住地方
的自然、人文環境
相互影響。 
Ba-II-1 人們對社
會事物的認識、感
受與意見有相同之
處，亦有差異性。 

1.紙筆測驗-學習單 
2.實作評量-口頭報告、
聽力與口語溝通、行為
觀察 
規劃每位學生上台發
表：發表學習單內容-家
鄉的人文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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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期程以每週教學為原則，如行列太多或不足，請自行增刪。 

◎「學習目標」應為結合「學習表現」(動詞)與「學習內容」(名詞)，整合為學生本單元應習得的學科本質知能。 
◎「學習表現」與「學習內容」應為學校(可結合學年會議)應以學習階段為單位，清楚安排兩年內「學習表現」與「學習內容」如何規劃在各
個單元讓學生習得。 

◎「學習表現」與「學習內容」需呈現領綱完整文字，非只有代號，「融入議題實質內涵」亦是。 
◎依據 109.12.10函頒修訂之「臺南市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國中小彈性學習課程規劃建議措施」中之配套措施，如有每位學生上台報
告之「表現任務-評量方式」請用不同顏色的文字特別註記並具體說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