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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西嶺國民小學 111學年度領域學習課程計畫 

【第一學期】 

領域 

/科目 
生活 年級/班級 一年級，共一班 

教師 彭柔秀 上課週節數 每週 6節，21週，共 126節 

課程目標: 

1.以五官探索周遭，學習自己找到教室和座位的方法。 

2.透過實作整理自己的課本和學用品，以方便取用。 

3.透過自製自我介紹卡和合宜的介紹方法，和新朋友互相認識。 

4.了解學校一天的生活作息和規範，展現合宜的行為。 

5.察覺學校生活中開心與不開心的地方，學習他人的方法，以解決不開心的問題。 

6.以感官探索校園環境，覺察校園與自己的關係。 

7.願意主動去接觸校園人、事、物。 

8.了解校園內不同場所的功能，並能表現合宜的態度與行為。 

9.知道校園潛藏的危險，並能歸納校園內避免發生危險的方法。 

10.運用所學實際行動提醒自己與別人要注意安全，避免發生危險。 

11.透過討論、表演，探究玩的時候遇到問題的解決方法。 

12.發揮創意，製作尋寶圖，並組合再創造新的玩法。 

13.改變平時既有的玩法，發揮創意，創作新的玩法。 

14.以五感觀察體驗風的存在，探索風和環境事物間的關聯。 

15.分享描述風帶來的各種經驗，體察風與生活的關係與影響。 

16.覺察風對生活的不便及困擾，提出可行的解決問題方法。 

17.連結與風有關的生活器物發明與應用，探究風在生活中的用處。 

18.動手製作會飛、會轉動的風力玩具，在遊戲中感受學習的樂趣。 

19.以五官知覺探索生活，專注聆聽，察覺聲音及環境的特性與變化。 

20.透過各種媒材進行探索活動，喚起豐富的想像力，並體驗學習的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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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利用身體或生活中的器具製造出不同的音效。 

22.練習替歌曲或歌曲中的角色加入適合的配音。 

23.以五官探索生活周遭，並說出覺察的年節前景象。 

24.透過自製創意春聯，布置環境以營造年節的氣氛。 

25.描述除夕夜的活動，體察年夜飯家人團圓的意義。 

26.規畫壓歲錢的運用，並自製創意紅包給長輩家人。 

27.覺察不同祈福活動的意義，尊重多元文化的特色。 

28.新年許心願，應用所學，持續過年的祝福與團聚。 

教學進度 
核心素養 教學重點 評量方式 

議題融入/ 

跨領域(選填) 週次 單元名稱 

一 
第一主題我上一年

級 

第一單元開學了 

生活-E-A1 透過自己與
外界的連結，產生自我
感知並能對自己有正向
的看法，進而愛惜自
己，同時透過對生活事
物的探索與探究，體會
與感受學習的樂趣，並
能主動發現問題及解決
問題，持續學習。 
生活-E-B2 運用生活中

隨手可得的媒材與工

具，透過各種探究事物

的方法及技能，對訊息

做適切的處理。 

1.以五官探索教室周遭，找到特別的景物，當

作找到自己教室的線索。 

2.探究教室中，可以放置課本和用品的地方。 

3.透過實作整理自己的課本和用品，找出方便

取用的方法。 

4.從觀察放得好的同學分享中，修正自己的方

法。 

口頭評量 

實作評量 

紙筆評量 

【品德教育】 

品 E1 良好生活習慣與德行。 

二 
第一主題我上一年

級  

第二單元認識新同學 

生活-E-A1 透過自己與
外界的連結，產生自我
感知並能對自己有正向
的看法，進而愛惜自
己，同時透過對生活事
物的探索與探究，體會
與感受學習的樂趣，並
能主動發現問題及解決
問題，持續學習。 

1.發現有些同學是以前見過的。 

2.找出認識其他同學的方法。 

3.探究自我介紹的方式。 

4.探究製作自我介紹卡的內容、方式和應注意

的事項。 

5.探究自我介紹時應注意的事項，與同學演練

並互評。 

6.演唱〈我的朋友在哪裡〉，並試著創作歌詞

與之應用。 

口頭評量 

實作評量 

紙筆評量 

【品德教育】 

品 E3 溝通合作與和諧人際關係。 

【生涯規劃教育】 

涯 E7 培養良好的人際互動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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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E-B2 運用生活中
隨手可得的媒材與工
具，透過各種探究事物
的方法及技能，對訊息
做適切的處理。 
生活-E-C2 覺察自己的

情緒與行為表現可能對

他人和環境有所影響，

用合宜的方式與人友善

互動，願意共同完成工

作任務，展現尊重、溝

通以及合作的技巧。 

7.透過律動舞蹈，學習與同學合作共舞。 

三 
第一主題我上一年

級 

第三單元學校的一天 

生活-E-A1 透過自己與外
界的連結，產生自我感知
並能對自己有正向的看
法，進而愛惜自己，同時
透過對生活事物的探索與
探究，體會與感受學習的
樂趣，並能主動發現問題
及解決問題，持續學習。  
生活-E-B1 使用適切且多
元的表徵符號，表達自己
的想法、與人溝通，並能
同理與尊重他人想法。 
生活-E-C1 覺察自己、他
人和環境的關係，體會生
活禮儀與團體規範的意
義，學習尊重他人、愛護
生活環境及關懷生命，並
於生活中實踐，同時能省
思自己在團體中所應扮演
的角色，在能力所及或與
他人合作的情況下，為改
善事情而努力或採取改進
行動。 
生活-E-C2 覺察自己的情

緒與行為表現可能對他人

和環境有所影響，用合宜

1.知道上課前應做的準備。 

2.知道可以好好上課的表現及方法。 

3.觀察下課時，同學間活動的情形。 

4.察覺下課從事各項活動時，要特別注意的

地方。 

5.學童輪流當打菜長為同學服務，其他學童

排隊領菜。 

6.學童吃午餐時和飯後的表現。 

口頭評量 

實作評量 

紙筆評量 

【品德教育】 

品 E3 溝通合作與和諧人際關係。 

【生涯規劃教育】 

涯 E7 培養良好的人際互動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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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與人友善互動，願

意共同完成工作任務，展

現尊重、溝通以及合作的

技巧。 

四 
第一主題我上一年

級 

第三單元學校的一天 

生活-E-A1 透過自己與外
界的連結，產生自我感知
並能對自己有正向的看
法，進而愛惜自己，同時
透過對生活事物的探索與
探究，體會與感受學習的
樂趣，並能主動發現問題
及解決問題，持續學習。 
生活-E-B1 使用適切且多
元的表徵符號，表達自己
的想法、與人溝通，並能
同理與尊重他人想法。 
生活-E-C1 覺察自己、他
人和環境的關係，體會生
活禮儀與團體規範的意
義，學習尊重他人、愛護
生活環境及關懷生命，並
於生活中實踐，同時能省
思自己在團體中所應扮演
的角色，在能力所及或與
他人合作的情況下，為改
善事情而努力或採取改進
行動。 
生活-E-C2 覺察自己的情

緒與行為表現可能對他人

和環境有所影響，用合宜

的方式與人友善互動，願

意共同完成工作任務，展

現尊重、溝通以及合作的

技巧。 

1.知道午休規範並確實遵守。 

2.以對方能理解的語彙或合宜的方法，提供

自己的經驗，供同學參考。 

3.觀察放學時刻的人事物及注意事項。 

4.探究放學時可能發生的問題與原因，提出

解決問題的方法。 

口頭評量 

實作評量 

紙筆評量 

【品德教育】 

品 E1 良好生活習慣與德行。 

品 E3 溝通合作與和諧人際關係。 

【生涯規劃教育】 

涯 E7 培養良好的人際互動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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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第二主題走，校園

探索去 

第一單元校園大探索 

生活-E-A1 透過自己與外
界的連結，產生自我感知
並能對自己有正向的看
法，進而愛惜自己，同時
透過對生活事物的探索與
探究，體會與感受學習的
樂趣，並能主動發現問題
及解決問題，持續學習。 
生活-E-A3 藉由各種媒
介，探索人、事、物的特
性與關係，同時學習各種
探究人、事、物的方法、
理解道理，並能進行創
作、分享及實踐。 
生活-E-B1 使用適切且多

元的表徵符號，表達自己

的想法、與人溝通，並能

同理與尊重他人想法。 

1.觀察校園周遭的人、事、物，分享在校園

中特別的發現。 

2.體驗校園探索的樂趣，覺察探索時要注意

的事情。 

3.演唱歌曲〈一同去探索〉感受旋律、音

高、節奏等音樂元素。 

4.透過身體律動、身體節奏、聲音感受、發

現與創作。 

5.透過圖像認知學習，發現高低音，並用身

體表現。 

口頭評量 

實作評量 

紙筆評量 

【環境教育】 

環 E1 參與戶外學習與自然體驗，

覺知自然環境的美、平衡、與完

整性。 

【戶外教育】 

戶 E1 善用教室外、戶外及校外教

學，認識生活環境（自然或人

為）。 

戶 E3 善用五官的感知，培養眼、

耳、鼻、舌、觸覺及心靈對環境

感受的能力。 

六 
第二主題走，校園

探索去 

第一單元校園大探索 

生活-E-A1 透過自己與外
界的連結，產生自我感知
並能對自己有正向的看
法，進而愛惜自己，同時
透過對生活事物的探索與
探究，體會與感受學習的
樂趣，並能主動發現問題
及解決問題，持續學習。 
生活-E-A3 藉由各種媒
介，探索人、事、物的特
性與關係，同時學習各種
探究人、事、物的方法、
理解道理，並能進行創
作、分享及實踐。 
生活-E-B1 使用適切且多

元的表徵符號，表達自己

的想法、與人溝通，並能

同理與尊重他人想法。 

1.觀察與探索校園不同場所的人事物，了解

不同場所的不同功能，並知道如何使用這些

場所。 

口頭評量 

實作評量 

紙筆評量 

【環境教育】 

環 E1 參與戶外學習與自然體驗，

覺知自然環境的美、平衡、與完

整性。 

【安全教育】 

安 E8 了解校園安全的意義。 

安 E10 關注校園安全的事件。 

【戶外教育】 

戶 E1 善用教室外、戶外及校外教

學，認識生活環境（自然或人

為）。 

戶 E3 善用五官的感知，培養眼、

耳、鼻、舌、觸覺及心靈對環境

感受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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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第二主題走，校園

探索去 

第二單元校園安全小

達人 

生活-E-A3 藉由各種媒
介，探索人、事、物的特
性與關係，同時學習各種
探究人、事、物的方法、
理解道理，並能進行創
作、分享及實踐。 
生活-E-B1 使用適切且多

元的表徵符號，表達自己

的想法、與人溝通，並能

同理與尊重他人想法。 

1.觀察校園周遭人事物，覺察校園環境潛藏

的危險。 

2.探究在校園學習與生活時，可能發生的危

險事件與原因，歸納避免發生危險的方法。 

3.討論提醒大家避免危險狀況發生的方法，

並運用各種生活素材進行創作。 

4.願意與人分享創作的成果，並表達內心感

受。 

口頭評量 

實作評量 

紙筆評量 

【安全教育】 

安 E1 了解安全教育。 

安 E2 了解危機與安全。 

安 E3 知道常見事故傷害。 

安 E8 了解校園安全的意義。 

安 E10 關注校園安全的事件。 

【戶外教育】 

戶 E3 善用五官的感知，培養眼、

耳、鼻、舌、觸覺及心靈對環境

感受的能力。 

八 
第三主題一起來玩

吧 

第一單元快來玩吧 

生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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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進系統思考與解
決問題的能力。 
生活-E-B1 使用適切且
多元的表徵符號，表達
自己的想法、與人溝
通，並能同理與尊重他
人想法。 
生活-E-C2 覺察自己的

情緒與行為表現可能對

他人和環境有所影響，

用合宜的方式與人友善

互動，願意共同完成工

作任務，展現尊重、溝

通以及合作的技巧。 

1.分享玩的時候，曾經遇到的問題，並透過

討論、表演，呈現解決問題的方法。 

2.反思與修正後，探究其他的解決方法。 

3.演唱歌曲〈猜拳歌〉，和同學一起進行遊

戲，並能發現歌曲裡節奏不同之處。 

4.以走、小跑步感覺音符符值的長短，及感

受速度的不同。 

口頭評量 

實作評量 

紙筆評量 

【人權教育】 

人 E3 了解每個人需求的不同，並

討論與遵守團體的規則。 

人 E8 了解兒童對遊戲權利的需

求。 

【品德教育】 

品 E3 溝通合作與和諧人際關係。 

【法治教育】 

法 E3 利用規則來避免衝突。 

【安全教育】 

安 E1 了解安全教育。 

安 E2 了解危機與安全。 

安 E3 知道常見事故傷害。 

安 E8 了解校園安全的意義。 

安 E10 關注校園安全的事件。 

九 

第三主題一起來玩

吧 

第二單元有趣的新玩

法 

生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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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進系統思考與解
決問題的能力。 
生活-E-A3 藉由各種媒
介，探索人、事、物的
特性與關係，同時學習
各種探究人、事、物的
方法、理解道理，並能

1.探究可以怎麼改變常玩的方式。 

2.理解尋寶圖的做法，發揮創意，並自製一

張。 

3.探究如何組合尋寶圖，產生新玩法。 

口頭評量 

實作評量 

紙筆評量 

【人權教育】 

人 E3 了解每個人需求的不同，並

討論與遵守團體的規則。 

人 E8 了解兒童對遊戲權利的需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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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創作、分享及實
踐。 
生活-E-B1 使用適切且

多元的表徵符號，表達

自己的想法、與人溝

通，並能同理與尊重他

人想法。 

十 
第三主題一起來玩

吧 

有趣的新玩法 

生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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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進系統思考與解
決問題的能力。 
生活-E-A3 藉由各種媒
介，探索人、事、物的
特性與關係，同時學習
各種探究人、事、物的
方法、理解道理，並能
進行創作、分享及實
踐。 
生活-E-B1 使用適切且
多元的表徵符號，表達
自己的想法、與人溝
通，並能同理與尊重他
人想法。 
生活-E-C2 覺察自己的

情緒與行為表現可能對

他人和環境有所影響，

用合宜的方式與人友善

互動，願意共同完成工

作任務，展現尊重、溝

通以及合作的技巧。 

1.能改變遊戲的玩法，增加樂趣。 

2.習唱歌曲〈倫敦鐵橋〉。 

3.運用不同速度玩「倫敦鐵橋垮下來」音樂

遊戲。 

4.感受上、下行音，並看音梯圖唱歌及身體

創作表現。 

口頭評量 

實作評量 

紙筆評量 

【人權教育】 

人 E3 了解每個人需求的不同，並

討論與遵守團體的規則。 

人 E8 了解兒童對遊戲權利的需

求。 

【品德教育】 

品 E3 溝通合作與和諧人際關係。 

【法治教育】 

法 E4 參與規則的制定並遵守之。 

十一 
第四主題風兒吹過

來 

第一單元風在哪裡 

生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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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進系統思考與解
決問題的能力。 

1.統整五感體驗方法，觀察校園情境線索，

察覺風的存在。 

2.探究風與受風物的關聯，樂於表達發現與

想法。 

3.觀察風的各種現象與變化，覺察風與生活

的關係。 

口頭評量 

實作評量 

紙筆評量 

【環境教育】 

環 E1 參與戶外學習與自然體驗，

覺知自然環境的美、平衡、與完

整性。 

【戶外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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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E-A3 藉由各種媒
介，探索人、事、物的
特性與關係，同時學習
各種探究人、事、物的
方法、理解道理，並能
進行創作、分享及實
踐。 
生活-E-C2 覺察自己的

情緒與行為表現可能對

他人和環境有所影響，

用合宜的方式與人友善

互動，願意共同完成工

作任務，展現尊重、溝

通以及合作的技巧。 

4.探究風帶來的特別經驗及感受，感知風的

豐富樣貌。 

5.透過歌唱、身體律動感受表現歌曲〈風兒

吹過來〉。 

6.使用手搖鈴敲奏歌曲〈風兒吹過來〉之旋

律節奏型，從中嘗試不同敲奏法，展現樂器

屬性。 

戶 E3 善用五官的感知，培養眼、

耳、鼻、舌、觸覺及心靈對環境

感受的能力。 

十二 
第四主題風兒吹過

來 

第二單元風會做什麼 

生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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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進系統思考與解
決問題的能力。 
生活-E-A3 藉由各種媒
介，探索人、事、物的
特性與關係，同時學習
各種探究人、事、物的
方法、理解道理，並能
進行創作、分享及實
踐。 
生活-E-B1 使用適切且

多元的表徵符號，表達

自己的想法、與人溝

通，並能同理與尊重他

人想法。 

1.觀察多變的風，覺察對生活造成的麻煩與

不便。 

2.從自身經驗與生活見聞中，探究如何解決

風帶來的困擾。 

3.覺察與風有關的生活器物與發明，體會其

為生活帶來的便利性。 

4.探究風在生活中的用處並分類應用。 

口頭評量 

實作評量 

紙筆評量 

【環境教育】 

環 E8 認識天氣的溫度、雨量要素

與覺察氣候的趨勢及極端氣候的

現象。 

環 E11 認識臺灣曾經發生的重大

災害。 

【能源教育】 

能 E3 認識能源的種類與形式。 

能 E4 了解能源的日常應用。 

十三 
第四主題風兒吹過

來 

第三單元和風一起玩 

生活-E-A3 藉由各種媒
介，探索人、事、物的
特性與關係，同時學習
各種探究人、事、物的
方法、理解道理，並能

1.能清楚介紹並示範簡易風力玩具。 

2.能輪流操作，體會風力玩具的特性。 

3.動手製作風陀螺，利用風讓風陀螺轉動起 

來。 

4.探究風陀螺的玩法，察覺風陀螺旋轉的特

性。 

口頭評量 

實作評量 
【戶外教育】 

戶 E3 善用五官的感知，培養眼、

耳、鼻、舌、觸覺及心靈對環境

感受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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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創作、分享及實
踐。 
生活-E-C2 覺察自己的

情緒與行為表現可能對

他人和環境有所影響，

用合宜的方式與人友善

互動，願意共同完成工

作任務，展現尊重、溝

通以及合作的技巧。 

十四 
第四主題風兒吹過 

第三單元和風一起玩 

生活-E-A3 藉由各種媒
介，探索人、事、物的
特性與關係，同時學習
各種探究人、事、物的
方法、理解道理，並能
進行創作、分享及實
踐。 
生活-E-C2 覺察自己的

情緒與行為表現可能對

他人和環境有所影響，

用合宜的方式與人友善

互動，願意共同完成工

作任務，展現尊重、溝

通以及合作的技巧。 

1.嘗試動手製作龍捲風，欣賞分享。 

2.探究如何讓龍捲風旋轉飛行。 
口頭評量 

實作評量 

紙筆評量 

【戶外教育】 

戶 E3 善用五官的感知，培養眼、

耳、鼻、舌、觸覺及心靈對環境

感受的能力。 

十五 
第五主題聽！那是

什麼聲音 

第一單元聲音的訊息 

生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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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進系統思考與解
決問題的能力。 
生活-E-B1 使用適切且

多元的表徵符號，表達

自己的想法、與人溝

通，並能同理與尊重他

人想法。 

1.專注聆聽生活中的人、事、物所發出的聲

音。 

2.探究生活中的聲音，願意與人分享，並表達

內心的感受。 

3.察覺生活環境中的樂音與噪音，對生活中的

人、事、物的影響。 

口頭評量 【戶外教育】 

戶 E3 善用五官的感知，培養眼、

耳、鼻、舌、觸覺及心靈對環境

感受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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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 
第五主題聽！那是

什麼聲音 

第二單元好聽的聲音 

生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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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進系統思考與解
決問題的能力。 
生活-E-A3 藉由各種媒
介，探索人、事、物的
特性與關係，同時學習
各種探究人、事、物的
方法、理解道理，並能
進行創作、分享及實
踐。 
生活-E-B1 使用適切且
多元的表徵符號，表達
自己的想法、與人溝
通，並能同理與尊重他
人想法。 
生活-E-C2 覺察自己的

情緒與行為表現可能對

他人和環境有所影響，

用合宜的方式與人友善

互動，願意共同完成工

作任務，展現尊重、溝

通以及合作的技巧。 

1.回想生活中的人、事、物所發出的好聽的聲

音，並與同學分享，表達自己內心的感受。 

2.專注聆聽生活中的人、事、物所發出的聲

音，並願意與人分享，達內心的感受。 

3.探索在生活中說話的方法和技巧，並透過情

境模擬，體會不同的聲音會帶給人不同的感

受，並練習解決問題的方法。 

4.透過音樂欣賞發覺聲音的多元性，並藉由想

像，使音樂具象化、故事化。 

5.合作完成播音樂的任務，並察覺在不同情境

適合放不同類型的音樂，彼此討論，達成共

識。 

口頭評量 

實作評量 

紙筆評量 

【人權教育】 

人 E3 了解每個人需求的不同，並

討論與遵守團體的規則。 

【資訊教育】 

資 E2 使用資訊科技解決生活中簡

單的問題。 

十七 
第五主題聽！那是

什麼聲音 

第三單元聲音大合奏 

生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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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進系統思考與解
決問題的能力。 
生活-E-A3 藉由各種媒
介，探索人、事、物的
特性與關係，同時學習
各種探究人、事、物的
方法、理解道理，並能
進行創作、分享及實
踐。 
生活-E-B1 使用適切且
多元的表徵符號，表達

1.透過故事情境引導，習唱歌曲〈王老先生有

塊地〉。 

2.透過嘴巴模仿動物叫聲，進行聲響創作，並

應用於歌曲。 

3.用身體或物品模擬動物或自然界的聲音。 

4.分組探究與創作，並與其他組別進行交流，

從中感受、體會合作的重要。 

口頭評量 

實作評量 

紙筆評量 

【人權教育】 

人 E3 了解每個人需求的不同，並

討論與遵守團體的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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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想法、與人溝
通，並能同理與尊重他
人想法。 
生活-E-C2 覺察自己的

情緒與行為表現可能對

他人和環境有所影響，

用合宜的方式與人友善

互動，願意共同完成工

作任務，展現尊重、溝

通以及合作的技巧。 

十八 
第六主題過年囉 

第一單元熱鬧迎新年 

生活-E-A1 透過自己與
外界的連結，產生自我
感知並能對自己有正向
的看法，進而愛惜自
己，同時透過對生活事
物的探索與探究，體會
與感受學習的樂趣，並
能主動發現問題及解決
問題，持續學習。 
生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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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進系統思考與解
決問題的能力。 
生活-E-B1 使用適切且
多元的表徵符號，表達
自己的想法、與人溝
通，並能同理與尊重他
人想法。 
生活-E-B3 感受與體會
生活中人、事、物的
真、善與美，欣賞生活
中美的多元形式與表
現，在創作中覺察美的
元素，逐漸發展美的敏
覺。 
生活-E-C2 覺察自己的

情緒與行為表現可能對

1.觀察周遭人事物，覺察過年前景象變化。 

2.探究過年前景象，願意與人分享，並表達內

心的感受。 

3.覺察家人過年前做的準備工作，體諒家人辛

勞，願意幫忙準備工作。 

4.計畫年節前自己可以做的事情與方法，感受

合作的重要。 

5.欣賞各式各樣創意春聯，感受表現美的方式

可以很多元。 

6.理解使用多元媒材創作春聯，形式不同但傳

達相同的意義。 

7.使用多元媒材創作春聯，傳達新年的祝福。 

8.欣賞同學自製的春聯，感受表現美的方式可

以很多元。 

9.與教師、同學或家人溝通與合作完成環境布

置，感受合作的重要。 

10.運用自製的創意春聯布置環境，美化教室或

家裡，傳達祝福並增添過年的氣氛。 

口頭評量 

實作評量 

紙筆評量 

【家庭教育】 

家 E4 覺察個人情緒並適切表達，

與家人及同儕適切互動。 

家 E6 覺察與實踐兒童在家庭中的

角色責任。 

家 E7 表達對家庭成員的關心與情

感。 

家 E11 養成良好家庭生活習慣，

熟悉家務技巧，並參與家務工

作。 

【多元文化教育】 

多 E1 了解自己的文化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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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人和環境有所影響，

用合宜的方式與人友善

互動，願意共同完成工

作任務，展現尊重、溝

通以及合作的技巧。 

十九 
第六主題過年囉 

第一單元熱鬧迎新年 

生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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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進系統思考與解
決問題的能力。 
生活-E-B1 使用適切且
多元的表徵符號，表達
自己的想法、與人溝
通，並能同理與尊重他
人想法。 
生活-E-C2 覺察自己的
情緒與行為表現可能對
他人和環境有所影響，
用合宜的方式與人友善
互動，願意共同完成工
作任務，展現尊重、溝
通以及合作的技巧。 
生活-E-C3 欣賞周遭不

同族群與文化內涵的異

同，體驗與覺察生活中

全球關連的現象。 

1.分享過除夕的經驗，覺知過除夕的形式不

同，但都具團聚的意義。 

2.表達今年過除夕的想法，珍惜與家人團聚互

動的機會。 

3.分享除夕夜吃的年菜，探究年菜具有的吉祥

意義。 

4.構思今年新增的年菜和意義，並與家人分享

想法。 

5.分享除夕夜和家人進行的活動，並表達內心

的感受。 

6.規畫今年除夕夜想進行的活動，並在小組演

練。 

口頭評量 

實作評量 

紙筆評量 

【家庭教育】 

家 E4 覺察個人情緒並適切表達，

與家人及同儕適切互動。 

家 E5 了解家庭中各種關係的互動

(親子、手足、祖孫及其他親屬

等)。。 

家 E7 表達對家庭成員的關心與情

感。 

【多元文化教育】 

多 E1 了解自己的文化特質。 

多 E6 了解各文化間的多樣性與差

異性。 

二十 
第六主題過年囉 

第二單元團圓除夕夜 

生活-E-A1 透過自己與
外界的連結，產生自我
感知並能對自己有正向
的看法，進而愛惜自
己，同時透過對生活事
物的探索與探究，體會
與感受學習的樂趣，並
能主動發現問題及解決
問題，持續學習。 
生活-E-A2 學習各種探
究人、事、物的方法並

1.與家人分享並依計畫實施壓歲錢的使用方

法。 

2.理解壓歲錢的意義，製作創意紅包送給長輩

或家人。 

口頭評量 

實作評量 

紙筆評量 

【家庭教育】 

家 E4 覺察個人情緒並適切表達，

與家人及同儕適切互動。 

家 E5 了解家庭中各種關係的互動

(親子、手足、祖孫及其他親屬

等)。 

家 E6 覺察與實踐兒童在家庭中的

角色責任。 

家 E7 表達對家庭成員的關心與情

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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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探究後所獲得的道
理，增進系統思考與解
決問題的能力。 
生活-E-B1 使用適切且
多元的表徵符號，表達
自己的想法、與人溝
通，並能同理與尊重他
人想法。 
生活-E-C2 覺察自己的

情緒與行為表現可能對

他人和環境有所影響，

用合宜的方式與人友善

互動，願意共同完成工

作任務，展現尊重、溝

通以及合作的技巧。 

家 E9 參與家庭消費行動，澄清金

錢與物品的價值。 

二十一 
第六主題過年囉 

第三單元快樂新年到 

生活-E-A1 透過自己與
外界的連結，產生自我
感知並能對自己有正向
的看法，進而愛惜自
己，同時透過對生活事
物的探索與探究，體會
與感受學習的樂趣，並
能主動發現問題及解決
問題，持續學習。 
生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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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進系統思考與解
決問題的能力。 
生活-E-B1 使用適切且
多元的表徵符號，表達
自己的想法、與人溝
通，並能同理與尊重他
人想法。 
生活-E-C2 覺察自己的

情緒與行為表現可能對

他人和環境有所影響，

用合宜的方式與人友善

1.演唱歌曲〈恭喜恭喜〉，感受歌曲的表情。 

2.拍念節奏，為歌曲頑固伴奏。 

3.規畫今年過年拜年的對象和方法，聯繫情感

並表達祝福。 

4.透過角色扮演熟悉拜年的方式與禮儀，並能

在生活中實踐。 

5.分享自己與家人過春節的方式，曾參與的活

動與感受。 

6.欣賞不同地方的祈福活動，感受多元文化的

特質，並尊重其展現方式。 

7.為自己許願，期許來年能更好。 

8.思考實現願望的可行辦法。 

口頭評量 

實作評量 

紙筆評量 

【家庭教育】 

家 E4 覺察個人情緒並適切表達，

與家人及同儕適切互動。 

家 E5 了解家庭中各種關係的互動

(親子、手足、祖孫及其他親屬

等)。 

家 E7 表達對家庭成員的關心與情

感。 

【多元文化教育】 

多 E1 了解自己的文化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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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動，願意共同完成工

作任務，展現尊重、溝

通以及合作的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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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西嶺國民小學 111學年度領域學習課程計畫 

【第一學期】 

領域 

/科目 
生活 年級/班級 一年級，共一班 

教師 彭柔秀 上課週節數 每週 6節，20週，共 120節 

課程目標: 

1.探索並分享自己本身的特質，感受自己的獨特性。 

2.透過活動，更加認識自己，進而欣賞自己的特點。 

3.設定目標，透過對自己的觀察、比較與省思，體會生命的成長。 

4.以感官探索校園的大樹、小花和小動物，覺察並記錄其特徵。 

5.製作掀頁畫表達自己的想法，啟發想像力和感受創作的樂趣。 

6.透過體驗活動了解大樹的重要性，提出解決方法並採取行動。 

7.覺察人類與大樹小花間相互依存的關係，願意參與護樹護花。 

8.透過學童好書分享，覺察書的多樣性並選擇閱讀不同的圖書。 

9.聆聽學童分享進而擴展對書籍來源的認識，並依照自己需求借書。 

10.透過學童的經驗分享，知道圖書館能提供哪些服務。 

11.發現及解決使用圖書館問題的歷程中，學習探索與分析。 

12.製作書籤解決忘記書看到哪裡的問題，體察解決問題的方法和樂趣。 

13.透過問題的解決，更知道如何善用圖書館，進而培養出愛看書和借書的閱讀習慣。 

14.能聆聽並與他人分享自己最喜歡的玩具。 

15.能自己動手運用簡單素材製作創意玩具。 

16.能發現製作玩具的問題，提出解決方法。 

17.能分享自己創作的作品並增加生活趣味。 

18.能從溝通與討論過程找到玩玩具的規則。 

19.以五官知覺探索生活周遭，並說出自己覺察到的端午節前景象。 

20.透過實際調查與分享，發現購買粽子的管道及粽子的種類相當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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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察覺端午節過後生活情境上的變化，並動手體驗摺衣服與褲子的技巧。 

22.知道了防蚊蟲的方法，進而討論出如何可以健康過一「夏」。 

23.分享玩水經驗，探究身邊能在水中浮起來的物品和特點。 

24.創作可以浮在水上的玩具，並分享作法和欣賞別人的作品。 

25.觀察家人和學校的人的用水習慣，察覺珍惜水的做法。 

26.探究珍惜水的具體行動，並實踐和反思。 

教學進度 
核心素養 教學重點 評量方式 

議題融入/ 

跨領域(選填) 週次 單元名稱 

一 
第一主題更好的自

己 

第一單元肯定自己 

生活-E-A1 透過自己與外
界的連結，產生自我感知
並能對自己有正向的看
法，進而愛惜自己，同時
透過對生活事物的探索與
探究，體會與感受學習的
樂趣，並能主動發現問題
及解決問題，持續學習。 
生活-E-B2 運用生活中隨
手可得的媒材與工具，透
過各種探究事物的方法及
技能，對訊息做適切的處
理。 
生活-E-C1 覺察自己、他

人和環境的關係，體會生

活禮儀與團體規範的意

義，學習尊重他人、愛護

生活環境及關懷生命，並

於生活中實踐，同時能省

思自己在團體中所應扮演

的角色，在能力所及或與

他人合作的情況下，為改

善事情而努力或採取改進

行動。 

1.察覺到自己各方面的改變與進步。自行設

計和同學們分享優點的方式，並向同學展

示。 

2.願意用自己設計的方式向大家分享自己表

現不錯的地方。 

3.在活動前，能夠用心觀察別人的特點。 

4.在適當的時機能說出讚美別人的話語。 

5 懂得和他人分享自己的想法。 

6.透過遊戲，找出和自己有相同特點的朋

友。 

7.透過遊戲，發現自己以前沒有發現的優

點，並能肯定自己、喜歡自己。 

8.透過歌曲〈我們很特別〉的練唱、律動，

感受、了解同理每個人都有他特別的地方。 

9.從樂器探索、觀察中發覺每項樂器的特

色。 

10.與同學合作，共同為歌曲伴奏。 

11.透過活動，發現每個人對他人或自己的優

點想法不見得完全相同。 

12.透過活動能關注到同學的優點。 

口頭評量 

實作評量 
【品德教育】 

品 E3 溝通合作與和諧人際關係。 

【生涯規劃教育】 

涯 E7 培養良好的人際互動能力。 

【人權教育】 

人 E5 欣賞、包容個別差異並尊重

自己與他人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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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第一主題更好的自

己 

第二單元讓自己更好 

生活-E-A1 透過自己與外
界的連結，產生自我感知
並能對自己有正向的看
法，進而愛惜自己，同時
透過對生活事物的探索與
探究，體會與感受學習的
樂趣，並能主動發現問題
及解決問題，持續學習。 
生活-E-B2 運用生活中隨
手可得的媒材與工具，透
過各種探究事物的方法及
技能，對訊息做適切的處
理。 
生活-E-C1 覺察自己、他

人和環境的關係，體會生

活禮儀與團體規範的意

義，學習尊重他人、愛護

生活環境及關懷生命，並

於生活中實踐，同時能省

思自己在團體中所應扮演

的角色，在能力所及或與

他人合作的情況下，為改

善事情而努力或採取改進

行動。 

1.能欣賞別人的優點，進而願意改進自己的

缺點、增進優點。 

2.能選擇適合自己的策略，使自己進步。 

3.設立自己想要進步的目標。 

4.擬定進步策略，設計檢核表，觀察自己的

表現。 

口頭評量 【品德教育】 

品 E3 溝通合作與和諧人際關係。 

【生涯規劃教育】 

涯 E7 培養良好的人際互動能力。 

【人權教育】 

人 E5 欣賞、包容個別差異並尊重

自己與他人的權利。 

三 

第二主題大樹小花

我愛你 

第一單元大樹小花點

點名 

生活-E-A1 透過自己與外界
的連結，產生自我感知並能
對自己有正向的看法，進而
愛惜自己，同時透過對生活
事物的探索與探究，體會與
感受學習的樂趣，並能主動
發現問題及解決問題，持續
學習。 
生活-E-A3 藉由各種媒介，

探索人、事、物的特性與關

係，同時學習各種探究人、

事、物的方法、理解道理，

1.體驗校園自然環境之美，願意與人分享

發現與感受。 

2.主動探究覺察學校大樹小花的美。 

3.規畫探究新奇發現的時間與路線。 

4.嘗試運用不的方式探索校園的大樹，有

不同的發現與感受。 

5.探索觀察校園大樹，感受其豐富性。 

6.運用各式觀察大樹的方法進行探究，樂

於實踐與分享。 

7.用感官觀察大樹，辨識樹幹與樹葉的差

異。 

口頭評量 

實作評量 
【環境教育】 

環 E1 參與戶外學習與自然體驗，

覺知自然環境的美、平衡、與完

整性。 

環 E2 覺知生物生命的美與價值，

關懷動、植物的生命。 

環 E3 了解人與自然和諧共生，進

而保護重要棲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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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能進行創作、分享及實

踐。 

四 

第二主題大樹小花

我愛你 

第一單元大樹小花點

點名 

生活-E-A1 透過自己與外界
的連結，產生自我感知並能
對自己有正向的看法，進而
愛惜自己，同時透過對生活
事物的探索與探究，體會與
感受學習的樂趣，並能主動
發現問題及解決問題，持續
學習。 
生活-E-A3 藉由各種媒介，
探索人、事、物的特性與關
係，同時學習各種探究人、
事、物的方法、理解道理，
並能進行創作、分享及實
踐。 
生活-E-C1 覺察自己、他人
和環境的關係，體會生活禮
儀與團體規範的意義，學習
尊重他人、愛護生活環境及
關懷生命，並於生活中實
踐，同時能省思自己在團體
中所應扮演的角色，在能力
所及或與他人合作的情況
下，為改善事情而努力或採
取改進行動。 
生活-E-C2 覺察自己的情緒

與行為表現可能對他人和環

境有所影響，用合宜的方式

與人友善互動，願意共同完

成工作任務，展現尊重、溝

通以及合作的技巧。 

1.分享自己的觀察大樹結果，調整表達方

式，讓他人能理解。 

2.透過聆聽他人分享觀察結果，拓展對大

樹的理解。 

3.小組合作完成觀察紀錄，學習與人溝

通、討論和合作以完成任務。 

4.透過語言、文字和圖像等方式，讓同學

理解小組的觀察結果和想法。 

5.運用五官探索校園的小花，辨認花朵的

特徵。 

6.接觸和探索校園的小花，感受自然之

美。 

7.透過多元探究方法，增進辨識花朵特徵

的能力。 

8.透過口語，表達觀察花朵的發現與感

受。 

口頭評量 

實作評量 
【環境教育】 

環 E1 參與戶外學習與自然體驗，

覺知自然環境的美、平衡、與完

整性。 

環 E2 覺知生物生命的美與價值，

關懷動、植物的生命。 

環 E3 了解人與自然和諧共生，進

而保護重要棲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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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第二主題大樹小花

我愛你 

第二單元大樹小花的

訪客 

生活-E-A1 透過自己與外界
的連結，產生自我感知並能
對自己有正向的看法，進而
愛惜自己，同時透過對生活
事物的探索與探究，體會與
感受學習的樂趣，並能主動
發現問題及解決問題，持續
學習。 
生活-E-A3 藉由各種媒介，

探索人、事、物的特性與關

係，同時學習各種探究人、

事、物的方法、理解道理，

並能進行創作、分享及實

踐。 

1.透過多元探究方法，覺察小動物特徵，

以及和校園環境的關係。 

2.透過口語，表達觀察小動物的發現與感

受。 

3.習唱歌曲小麻雀並使用不同擬聲詞表現

旋律音高，能變換歌詞，隨歌曲律動表

演。 

4.運用二種身體部位節奏拍打形成頑固伴

奏。 

5.看圖譜拍打歌曲節奏，感受四分音符、

八分音符、二分音符節奏型。 

6.嘗試將自己的想法，製作成掀頁畫，以

啟發想像力與創造力。 

7.運用掀頁畫表達自己的想法，感受創作

的樂趣。 

口頭評量 

實作評量 
【環境教育】 

環 E1 參與戶外學習與自然體驗，

覺知自然環境的美、平衡、與完

整性。 

環 E2 覺知生物生命的美與價值，

關懷動、植物的生命。 

環 E3 了解人與自然和諧共生，進

而保護重要棲地。 

六 

第二主題大樹小花

我愛你 

第三單元護樹護花小

尖兵 

生活-E-B1 使用適切且多元
的表徵符號，表達自己的想
法、與人溝通，並能同理與
尊重他人想法。 
生活-E-B3 感受與體會生活
中人、事、物的真、善與
美，欣賞生活中美的多元形
式與表現，在創作中覺察美
的元素，逐漸發展美的敏
覺。 
生活-E-C1 覺察自己、他人
和環境的關係，體會生活禮
儀與團體規範的意義，學習
尊重他人、愛護生活環境及
關懷生命，並於生活中實
踐，同時能省思自己在團體
中所應扮演的角色，在能力
所及或與他人合作的情況
下，為改善事情而努力或採
取改進行動。 
生活-E-C2 覺察自己的情緒

與行為表現可能對他人和環

1.認真參與體驗活動，覺察大樹不見了會

產生的問題。 

2.探討大樹對動、植物的影響，體認愛護

大樹的重要。 

3.了解保護大樹小花的重要性，提出解決

方法並採取行動。 

4.覺察人與大樹小花間依存的關係，願意

參與護樹護花。 

口頭評量 

實作評量 
【環境教育】 

環 E1 參與戶外學習與自然體驗，

覺知自然環境的美、平衡、與完

整性。 

環 E2 覺知生物生命的美與價值，

關懷動、植物的生命。 

環 E3 了解人與自然和諧共生，進

而保護重要棲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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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有所影響，用合宜的方式

與人友善互動，願意共同完

成工作任務，展現尊重、溝

通以及合作的技巧。 

七 
第三主題和書做朋

友 

第一單元我的書朋友 

生活-E-A1 透過自己與外界
的連結，產生自我感知並能
對自己有正向的看法，進而
愛惜自己，同時透過對生活
事物的探索與探究，體會與
感受學習的樂趣，並能主動
發現問題及解決問題，持續
學習。 
生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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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進系
統思考與解決問題的能力。 
生活-E-A3 藉由各種媒介，

探索人、事、物的特性與關

係，同時學習各種探究人、

事、物的方法、理解道理，

並能進行創作、分享及實

踐。 

1.探索並分享自己最喜歡閱讀的書和感

受。 

2.演唱歌曲〈和書做朋友〉，並感受弱起

拍。 

3.透過律動動作表現歌曲。 

4.學會對唱應答方式，並用圖形譜感受節

奏型。 

5.探索多元的借書管道。 

口頭評量 

實作評量 
【閱讀素養教育】 

閱 E11 低年級：能在一般生活情

境中，懂得運用文本習得的知識

解決問題。 

閱 E12 培養喜愛閱讀的態度。 

閱 E13 願意廣泛接觸不同類型及

不同學科主題的文本。 

閱 E14 喜歡與他人討論、分享自

己閱讀的文本。 

【品德教育】 

品 E3 溝通合作與和諧人際關係。 

八 
第三主題和書做朋

友 

第一單元我的書朋友 

生活-E-A1 透過自己與外界
的連結，產生自我感知並能
對自己有正向的看法，進而
愛惜自己，同時透過對生活
事物的探索與探究，體會與
感受學習的樂趣，並能主動
發現問題及解決問題，持續
學習。 
生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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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進系
統思考與解決問題的能力。 
生活-E-A3 藉由各種媒介，

探索人、事、物的特性與關

1.藉由小組討論與分享，可歸納出探索漂

書站和圖書館的異同。 

2.小組合作探究和提出不同解決使用學校

圖書館遇到的問題。 

口頭評量 

實作評量 
【閱讀素養教育】 

閱 E11 低年級：能在一般生活情

境中，懂得運用文本習得的知識

解決問題。 

閱 E12 培養喜愛閱讀的態度。 

閱 E13 願意廣泛接觸不同類型及

不同學科主題的文本。 

閱 E14 喜歡與他人討論、分享自

己閱讀的文本。 

【品德教育】 

品 E3 溝通合作與和諧人際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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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同時學習各種探究人、

事、物的方法、理解道理，

並能進行創作、分享及實

踐。 

九 
第三主題和書做朋

友 

第二單元愛上圖書館 

生活-E-A1 透過自己與外界
的連結，產生自我感知並能
對自己有正向的看法，進而
愛惜自己，同時透過對生活
事物的探索與探究，體會與
感受學習的樂趣，並能主動
發現問題及解決問題，持續
學習。 
生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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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進系
統思考與解決問題的能力。 
生活-E-A3 藉由各種媒介，
探索人、事、物的特性與關
係，同時學習各種探究人、
事、物的方法、理解道理，
並能進行創作、分享及實
踐。 
生活-E-B1 使用適切且多元
的表徵符號，表達自己的想
法、與人溝通，並能同理與
尊重他人想法。 
生活-E-C2 覺察自己的情緒

與行為表現可能對他人和環

境有所影響，用合宜的方式

與人友善互動，願意共同完

成工作任務，展現尊重、溝

通以及合作的技巧。 

1.透過學童的經驗分享，知道圖書館能提

供哪些服務。 

2.小組合作探究和提出解決在圖書館遇到

問題的方法。 

口頭評量 

實作評量 
【閱讀素養教育】 

閱 E11 低年級：能在一般生活情

境中，懂得運用文本習得的知識

解決問題。 

閱 E12 培養喜愛閱讀的態度。 

閱 E13 願意廣泛接觸不同類型及

不同學科主題的文本。 

閱 E14 喜歡與他人討論、分享自

己閱讀的文本。 

【品德教育】 

品 E3 溝通合作與和諧人際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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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第三主題和書做朋

友 

第二單元愛上圖書館 

生活-E-A3 藉由各種媒介，
探索人、事、物的特性與關
係，同時學習各種探究人、
事、物的方法、理解道理，
並能進行創作、分享及實
踐。 
生活-E-B1 使用適切且多元
的表徵符號，表達自己的想
法、與人溝通，並能同理與
尊重他人想法。 
生活-E-C2 覺察自己的情緒

與行為表現可能對他人和環

境有所影響，用合宜的方式

與人友善互動，願意共同完

成工作任務，展現尊重、溝

通以及合作的技巧。 

1.動手製作書籤，閱讀書籍時使用，方便

標示看到哪一頁。 

2.實際運用做好的書籤，並將書籤分送給

家人使用。 

3.培養愛看書、愛借書的閱讀習慣。 

口頭評量 

實作評量 
【閱讀素養教育】 

閱 E11 低年級：能在一般生活情

境中，懂得運用文本習得的知識

解決問題。 

閱 E12 培養喜愛閱讀的態度。 

閱 E13 願意廣泛接觸不同類型及

不同學科主題的文本。 

閱 E14 喜歡與他人討論、分享自

己閱讀的文本。 

【品德教育】 

品 E3 溝通合作與和諧人際關係。 

十一 
第四主題玩具同樂

會 

第一單元我們的玩具 

生活-E-A1 透過自己與外界
的連結，產生自我感知並能
對自己有正向的看法，進而
愛惜自己，同時透過對生活
事物的探索與探究，體會與
感受學習的樂趣，並能主動
發現問題及解決問題，持續
學習。 
生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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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進系
統思考與解決問題的能力。 
生活-E-A3 藉由各種媒介，
探索人、事、物的特性與關
係，同時學習各種探究人、
事、物的方法、理解道理，
並能進行創作、分享及實
踐。 
生活-E-C2 覺察自己的情緒

與行為表現可能對他人和環

境有所影響，用合宜的方式

與人友善互動，願意共同完

1.探索並分享自己最喜歡玩的玩具和感

受。 

2.聆聽同學分享好玩的玩具，拓展認識玩

具的多樣性。 

3.認識樂曲基本樂段，並分享聽完樂曲後

的感受與想像情境。 

4.透過歌曲〈玩具國〉，搭配歌唱、動

作，感受旋律音高、節奏，並體驗不同演

唱方式。 

5.探索玩具的特性並進行分類。 

6.設想與分享玩具的多種可能玩法。 

口頭評量 

實作評量 
【品德教育】 

品 E3 溝通合作與和諧人際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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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工作任務，展現尊重、溝

通以及合作的技巧。 

十二 
第四主題玩具同樂

會 

第二單元動手做玩具 

生活-E-A1 透過自己與外界
的連結，產生自我感知並能
對自己有正向的看法，進而
愛惜自己，同時透過對生活
事物的探索與探究，體會與
感受學習的樂趣，並能主動
發現問題及解決問題，持續
學習。 
生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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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進系
統思考與解決問題的能力。 
生活-E-A3 藉由各種媒介，
探索人、事、物的特性與關
係，同時學習各種探究人、
事、物的方法、理解道理，
並能進行創作、分享及實
踐。 
生活-E-B1 使用適切且多元
的表徵符號，表達自己的想
法、與人溝通，並能同理與
尊重他人想法。 
生活-E-C2 覺察自己的情緒

與行為表現可能對他人和環

境有所影響，用合宜的方式

與人友善互動，願意共同完

成工作任務，展現尊重、溝

通以及合作的技巧。 

1.探究生活物品製作的玩具所具備的特

色，體會物品與玩具間的關係。 

2.探究和選擇生活周遭的用品，動手製作

自己的玩具。 

3.分享自製玩具的過程中，新奇的發現。 

4.小組合作探究和提出不同解決自製玩具

遇到的問題。 

口頭評量 

實作評量 

紙筆評量 

【品德教育】 

品 E3 溝通合作與和諧人際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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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第四主題玩具同樂

會 

第三單元超級大玩家 

生活-E-A1 透過自己與外界
的連結，產生自我感知並能
對自己有正向的看法，進而
愛惜自己，同時透過對生活
事物的探索與探究，體會與
感受學習的樂趣，並能主動
發現問題及解決問題，持續
學習。 
生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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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進系
統思考與解決問題的能力。 
生活-E-A3 藉由各種媒介，
探索人、事、物的特性與關
係，同時學習各種探究人、
事、物的方法、理解道理，
並能進行創作、分享及實
踐。 
生活-E-B1 使用適切且多元
的表徵符號，表達自己的想
法、與人溝通，並能同理與
尊重他人想法。 
生活-E-C2 覺察自己的情緒

與行為表現可能對他人和環

境有所影響，用合宜的方式

與人友善互動，願意共同完

成工作任務，展現尊重、溝

通以及合作的技巧。 

1.主動參與並提出玩玩具要遵守的規則。 

2.小組完成超級大玩家遊戲，體會玩玩具

的樂趣。 

3.運用適切的語彙和態度表達參與闖關活

動的發現與感受。 

4.能專注聆聽他人表達，並理解他人參與

闖關活動的發現與感受。 

口頭評量 

實作評量 

紙筆評量 

【品德教育】 

品 E3 溝通合作與和諧人際關係。 

十四 

第五主題五月五慶

端午 

第一單元粽子飄香慶

端午 

生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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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
進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的
能力。 
生活-E-B1 使用適切且多
元的表徵符號，表達自己
的想法、與人溝通，並能
同理與尊重他人想法。 

1.專注觀察生活周遭的人、事、物，覺察

端午節前夕的景象變化。 

2.探究端午節前夕的景象，願意與人分

享，並表達內心的感受。 

3.了解家中每年的粽子來源，並能在生活

中搜集各種粽子的相關資料。 

4.能收集廣告單並上臺分享自己喜歡的粽

子。 

動態評量 

學生互評 

教師評量 

操作 

【生命教育】 

生 E1 探討生活議題，培養思考的

適當情意與態度。。 

【多元文化教育】 

多 E1 了解自己的文化特質。 

多 E6 了解各文化間的多樣性與差

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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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E-C1 覺察自己、他
人和環境的關係，體會生
活禮儀與團體規範的意
義，學習尊重他人、愛護
生活環境及關懷生命，並
於生活中實踐，同時能省
思自己在團體中所應扮演
的角色，在能力所及或與
他人合作的情況下，為改
善事情而努力或採取改進
行動。 
生活-E-C2 覺察自己的情

緒與行為表現可能對他人

和環境有所影響，用合宜

的方式與人友善互動，願

意共同完成工作任務，展

現尊重、溝通以及合作的

技巧。 

5.從同學分享中，覺察到粽子種類、餡料

各有特色，並能將感興趣的粽子記錄下

來。 

6.學會與家人溝通時以合適的音量、表

情、說話方式來表達自己的想法，並學習

傾聽家人的意見。 

7.專注聆聽端午節習俗的由來，並覺察習

俗經過時間的演變已有不同的形式與意

義。 

8.生活中的人、事、物往往會牽動著我們

的情緒，要學會調整自己的情緒，並用適

宜的方式與他人互動。 

十五 

第五主題五月五慶

端午 

第一單元粽子飄香慶

端午 

生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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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
進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的
能力。 
生活-E-B1 使用適切且多
元的表徵符號，表達自己
的想法、與人溝通，並能
同理與尊重他人想法。 
生活-E-C1 覺察自己、他
人和環境的關係，體會生
活禮儀與團體規範的意
義，學習尊重他人、愛護
生活環境及關懷生命，並
於生活中實踐，同時能省
思自己在團體中所應扮演
的角色，在能力所及或與
他人合作的情況下，為改
善事情而努力或採取改進
行動。 

1.認識端午節傳統競賽活動賽龍舟。 

2.玩團體合作划龍舟遊戲，感受節奏韻律

並能夠穩定拍打四拍子韻律與四分音符組

合節奏型。 

3.利用襪子不同的色彩與長度進行構思與

創作，激發想像力。 

4.運用自製的創意香包布置環境，美化教

室或家裡，增添端午節的過節氣氛。 

5.習唱〈過端午〉歌曲。 

6.學會敲奏鈴鼓並練習看圖譜敲打與創

作。 

口頭評量 

實作評量 
【多元文化教育】 

多 E1 了解自己的文化特質。 

多 E6 了解各文化間的多樣性與差

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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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E-C2 覺察自己的情

緒與行為表現可能對他人

和環境有所影響，用合宜

的方式與人友善互動，願

意共同完成工作任務，展

現尊重、溝通以及合作的

技巧。 

十六 

第五主題五月五慶

端午 

第二單元健康過一

「夏」 

生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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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
進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的
能力。 
生活-E-B1 使用適切且多
元的表徵符號，表達自己
的想法、與人溝通，並能
同理與尊重他人想法。 
生活-E-C1 覺察自己、他
人和環境的關係，體會生
活禮儀與團體規範的意
義，學習尊重他人、愛護
生活環境及關懷生命，並
於生活中實踐，同時能省
思自己在團體中所應扮演
的角色，在能力所及或與
他人合作的情況下，為改
善事情而努力或採取改進
行動。 
生活-E-C2 覺察自己的情

緒與行為表現可能對他人

和環境有所影響，用合宜

的方式與人友善互動，願

意共同完成工作任務，展

現尊重、溝通以及合作的

技巧。 

1.察覺端午節過後，生活情境上的變化。 

2.動手體驗摺衣服與褲子的技巧 
口頭評量 

實作評量 
【多元文化教育】 

多 E1 了解自己的文化特質。 

多 E6 了解各文化間的多樣性與差

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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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 

第五主題五月五慶

端午 

第二單元健康過一

「夏」 

生活-E-A1 透過自己與外
界的連結，產生自我感知
並能對自己有正向的看
法，進而愛惜自己，同時
透過對生活事物的探索與
探究，體會與感受學習的
樂趣，並能主動發現問題
及解決問題，持續學習。 
生活-E-C1 覺察自己、他

人和環境的關係，體會生

活禮儀與團體規範的意

義，學習尊重他人、愛護

生活環境及關懷生命，並

於生活中實踐，同時能省

思自己在團體中所應扮演

的角色，在能力所及或與

他人合作的情況下，為改

善事情而努力或採取改進

行動。 

1.認識蚊蟲對人類健康可能產生的影響。 

2.知道維護環境整潔是最有效的防蟲方

法。 

3.覺察端午節後天氣開始炎熱，並了解蚊

蟲增多後對健康的影響。 

4.透過分組討論，知道如何將所學運用在

生活上健康過一夏。 

口頭評量 

實作評量 
 

十八 
第六主題生活中的

水 

第一單元親水趣 

生活-E-A1 透過自己與外
界的連結，產生自我感知
並能對自己有正向的看
法，進而愛惜自己，同時
透過對生活事物的探索與
探究，體會與感受學習的
樂趣，並能主動發現問題
及解決問題，持續學習。 
生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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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
進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的
能力。 
生活-E-B1 使用適切且多
元的表徵符號，表達自己
的想法、與人溝通，並能
同理與尊重他人想法。 
生活-E-B3 感受與體會生
活中人、事、物的真、善

1.分享玩水經驗和印象深刻的事，發現有

些東西可以浮在水上。 

2.探究與創作可以浮起的玩具。 

3.分享並聆聽他人的報告，找出自己最喜

歡的作品和原因。 

口頭評量 

實作評量 
【海洋教育】 

海 E1 喜歡親水活動，重視水域安

全。 

海 E3 具備從事多元水域休閒活動

的知識與技能。 

海 E10 認識水與海洋的特性及其

與生活的應用。 

【環境教育】 

環 E17 養成日常生活節約用水、

用電、物質的行為，減少資源的

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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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美，欣賞生活中美的多
元形式與表現，在創作中
覺察美的元素，逐漸發展
美的敏覺。 
生活-E-C1 覺察自己、他
人和環境的關係，體會生
活禮儀與團體規範的意
義，學習尊重他人、愛護
生活環境及關懷生命，並
於生活中實踐，同時能省
思自己在團體中所應扮演
的角色，在能力所及或與
他人合作的情況下，為改
善事情而努力或採取改進
行動。 
生活-E-C2 覺察自己的情

緒與行為表現可能對他人

和環境有所影響，用合宜

的方式與人友善互動，願

意共同完成工作任務，展

現尊重、溝通以及合作的

技巧。 

十九 
第六主題生活中的

水 

第二單元珍惜水 

生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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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
進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的
能力。 
生活-E-B1 使用適切且多
元的表徵符號，表達自己
的想法、與人溝通，並能
同理與尊重他人想法。 
生活-E-C2 覺察自己的情

緒與行為表現可能對他人

和環境有所影響，用合宜

的方式與人友善互動，願

意共同完成工作任務，展

1.觀察自己和同學在學校什麼時候會需要用

到水。 

2.探究家人和學校的人使用水的情形，並分

辨節省或浪費。 

口頭評量 

實作評量 
【環境教育】 

環 E17 養成日常生活節約用水、

用電、物質的行為，減少資源的

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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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尊重、溝通以及合作的

技巧。 

二十 
第六主題生活中的

水 

第二單元珍惜水 

生活-E-A1 透過自己與外
界的連結，產生自我感知
並能對自己有正向的看
法，進而愛惜自己，同時
透過對生活事物的探索與
探究，體會與感受學習的
樂趣，並能主動發現問題
及解決問題，持續學習。 
生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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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
進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的
能力。 
生活-E-B1 使用適切且多
元的表徵符號，表達自己
的想法、與人溝通，並能
同理與尊重他人想法。 
生活-E-B3 感受與體會生
活中人、事、物的真、善
與美，欣賞生活中美的多
元形式與表現，在創作中
覺察美的元素，逐漸發展
美的敏覺。 
生活-E-C1 覺察自己、他
人和環境的關係，體會生
活禮儀與團體規範的意
義，學習尊重他人、愛護
生活環境及關懷生命，並
於生活中實踐，同時能省
思自己在團體中所應扮演
的角色，在能力所及或與
他人合作的情況下，為改

1.思考自己能做到的省水行動，具體實踐與

反思。 

2.感受〈水之歌〉韻律並討論詞意。 

3.創作珍惜水的節奏念白。 

口頭評量 

實作評量 
【環境教育】 

環 E17 養成日常生活節約用水、

用電、物質的行為，減少資源的

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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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事情而努力或採取改進
行動。 
生活-E-C2 覺察自己的情

緒與行為表現可能對他人

和環境有所影響，用合宜

的方式與人友善互動，願

意共同完成工作任務，展

現尊重、溝通以及合作的

技巧。 

註: 

1. 本表格係依〈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課程計畫備查作業參考原則〉設計而成。 

2. 計畫可依實際教學進度填列，週次得合併填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