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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集集國民小學 110學年度部定課程計畫 

【第一學期】 

領域 

/科目 
生活 年級/班級 二年級 

教師 林芳妤老師編修 上課週/節數 每週 6節，21週，共 126節 

 
設計理念: 

1.以學童為主體，以生活為中心，統整人與自己、人和社會、人與自然關係，發展生活中的各種互動與反省能力，奠定從生活中

學習的基礎。 

2.從學科能力的基礎出發，在知識體系發展架構上，採用「情境導入」的學習模式。 

3.將學科能力、生活中心、社會中心、問題中心、活動課程融入於「情境化」的學習活動。 

4.養成學童基本生活知能與習慣態度，發展社會人際的互動與自省能力。 

5.接近自然環境，尊重及關懷生命現象，養成積極探索的心境，與尊重關懷生命的心態。 

核心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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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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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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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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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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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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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生活中隨手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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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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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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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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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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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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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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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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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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目標: 

1.探究地震災害情境，反思個人的防災安全意識。 

2.分辨地震時的正確反應和行為，體認優先保命的原則 。 

3.實際查驗地震保命動作，進行就地掩護並疏散演練 ，熟悉防震行為模式。 

4.學習遷移至其他情境應變演練，歸納地震避難原則與注意事項。 

5.應用所學設計狀況卡，完成宣導任務，寓教於樂。 

6.從踩影子遊戲發展保護影子及踩別人影子的策略，覺察光與影的相對位置。 

7.透過光影探索體驗，發現光源、物體與影子間的關連及豐富的變化。 

8.在光影創作中展現想像力，表達感受，經驗美感與學習的樂趣。 

9.應用光影特性，討論溝通、分工合作，完成光影表演任務。 

10.探索製作吹泡泡的材料，並成功製造出泡泡水。 

11.利用不同的工具吹出泡泡，並知道吹泡泡的技巧。 

12.以五官察覺泡泡的表面的顏色、特徵與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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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以身體造形表現不同的泡泡。 

14.以五官探索學校附近，發現環境與自己的關係。 

15.能規畫探索路線與訪問題目並與家人共同執行。 

16.經由分享與發表活動，更認識學校附近的場所。 

17.了解不同場所的功能，並能在不同場所表現應有的態度與行為。 

18.願意主動去接觸學校附近的人、事、物。 

19.利用剩下的泡泡水在紙上吹出泡泡痕跡，發揮想像力製作泡泡聯想畫。 

20.能體會與認識耶誕節節慶活動的意涵。 

21.能主動的感謝他人。 

22.透過活動，願意關懷生活周遭的人、事、物。 

23.使用適當的方式表達對他人的愛與關懷。 

24.了解米食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 

25.探索並認識各種常見的米製品。 

26.能依照自己的想法運用油土製作創意米食，並學會欣賞他人的作品。 

27.體會米粒得來不易，培養珍惜食物的態度並在生活中付諸實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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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主題防震小達人 

一、地震來了不慌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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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察個人及周遭的人對地震的反應或行

動。 

2.探究地震災害情境，反思個人的防災安全

意識。 

3.示範防震保命三步驟，理解趴下、掩護、

穩住的用意。 

4.實際演練地震掩護動作，強化防災正確行

動。 

1.口頭評量 

2.實作評量 

 

【環境教育】 

環 E12養成對災害的警覺心及敏

感度，對災害有基本的了解，並

能避免災害 

的發生。 

【安全教育】 

安 E2 了解危機與安全。 

【防災教育】 

防 E5 不同災害發生時的適當避難

行為。 

防 E7 認識校園的防災地圖。 

防 E8 參與學校的防災疏散演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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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第一主題防震小達人 

一、地震來了不慌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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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演練，強化學童不推、不跑、不喧譁

的防震避難能力。 

2.探討家裡避難疏散要點，提升防災觀念。 

3.透過防震念謠感受節奏韻律並能實際應

用、創作不同歌詞。 

4.運用身體樂器，豐富節奏創作。 

1.口頭評量 

2.實作評量 

 

【環境教育】 

環 E12養成對災害的警覺心及敏

感度，對災害有基本的了解，並

能避免災害的發生。 

【安全教育】 

安 E2 了解危機與安全。 

【防災教育】 

防 E5 不同災害發生時的 

適當避難行為。 

防 E7 認識校園的防災地圖。 

防 E8 參與學校的防災疏散演練。 

三 
第一主題防震小達人 

二、地震應變有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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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從不同情境的演練，拓展學童防震保命的

應變能力。 

2.藉由觀摩回饋與思辨，提升正確的防震知

能。 

3.從不同狀況的防震應變探究中，整理避難

逃生原則。 

1.口頭評量 

2.實作評量 

 

【環境教育】 

環 E12養成對災害的警覺心及敏

感度，對災害有基本的了解，並

能避免災害的發生。 

【安全教育】 

安 E2 了解危機與安全。 

【防災教育】 

防 E5 不同災害發生時的 

適當避難行為。 

防 E7 認識校園的防災地圖。 

防 E8 參與學校的防災疏散演練。 

四 
第一主題防震小達人 

三 、 地 震 大 使

Go!Go!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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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舊經驗原則，構思設計圖文並陳的

「狀況卡」。 

2.從創作、校正、賞析狀況卡歷程，實踐創

新應用的能力。 

3.從宣導活動中完成防震大使的任務。 

4.從實踐行動中，勇於與人互動，挑戰學

習。 

1.口頭評量 

2.實作評量 

 

【環境教育】 

環 E12養成對災害的警覺心及敏

感度，對災害有基本的了解，並

能避免災害 

的發生。 

【安全教育】 

安 E2 了解危機與安全。 

【防災教育】 

防 E5 不同災害發生時的 

適當避難行為。 

防 E7 認識校園的防災地圖。 

防 E8 參與學校的防災疏散演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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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第二主題 光影好好

玩 

一、光和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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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驗玩踩影子遊戲的樂趣，挑戰自我，學

習人際互動及遵守遊戲規則與安全事項。 

2.從踩影子中探究保護影子及踩人影子的方

法，進而覺察光與影的相對位置及影子形狀

長短的變化。 

3.觀察影子的各種現象，覺察影子的變化特

性及其與光、物體的相互影響。 

4.分享影子帶來的特別經驗及感受，感知影

子的豐富樣貌。 

1.口頭評量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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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別平等教育】 

性 E4 認識身體界限與尊重他人的

身體自主性。 

六 
第二主題 光影好好

玩 

二、光影魔法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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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利用肢體動作，運用想像力，進行影子

變身活動。 

2.從表現創作影子造形的過程中，學習與人

協調合作，欣賞觀摩影像之美。 

3.透過習唱歌曲〈影子歌〉感受節奏韻律、

旋律音高。 

4.透過節奏遊戲感受、 節奏型韻律。 

1.口頭評量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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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別平等教育】 

性 E4 認識身體界限與尊重他人的

身體自主性。 

七 
第二主題 光影好好

玩 

二、光影魔法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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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利用人造光源進行手影活動。 

2.從手影活動中，掌握物體的特點，揣摩創

作各種影像，豐富聯想與樂趣。 

3.運用不同物品的組合呈現，創作出不同的

影像。 

4.從光影探究的過程，察覺影子會受到光源

位置遠近等影響。 

1.口頭評量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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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別平等教育】 

性 E4 認識身體界限與尊重他人的

身體自主性。 

八 
第二主題 光影好好

玩 

三、光影小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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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運用所學經驗，整合多元媒材以表現光

影效果。 

2.在創作過程中，嘗試表達溝通，與人合作

串接故事。 

3.即興演出創作的光影故事，合作完成任

務。 

4.經由回饋反思，尊重欣賞，自我省察與成

長。 

1.口頭評量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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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別平等教育】 

性 E4 認識身體界限與尊重他人的

身體自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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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第三主題 玩泡泡 

一、泡泡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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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習唱歌曲〈吹泡泡〉，感受歌詞節

奏。 

2.從生活經驗分享會看到泡泡的時機。 

3.能知道調製泡泡水需要什麼材料，並實際

操作，調製出可以成功吹出泡泡的泡泡水。 

1.口頭評量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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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 
第三主題 玩泡泡 

一、泡泡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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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利用手邊的材料製作吹泡泡工具。 

2.能知道什麼樣的工具特徵，可以吹出什麼

樣貌(大、小、多等)的泡泡。 

3.能利用身邊的物品做出泡泡。 

4.能發現泡泡的特徵與特性。 

5.能知道做出泡泡的技巧與方法。 

1.口頭評量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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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 
第三主題 玩泡泡 

二、泡泡變變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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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與人合作共同完成泡泡造型。 

2.能運用不同方法製作出不同造型的泡泡。 

3.能發揮創意為造型泡泡命名。 

4.用加了顏料的泡泡水將泡泡留在圖畫紙

上，並為紙上的彩色泡泡設計造型。 

1.口頭評量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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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 
第四主題 學校附近 

一、學校附近有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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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依據自身經驗說出曾經去過學校附近哪

些地方。 

2.透過同學的分享，發現學校附近有許多有

趣的事物，激發進一步認識學校附近的興

趣。 

3.探索並分享對自己及相關人、事、物的感

受與想法。 

4.願意參與各種學習活動，表現好奇與求知

探究之心。 

1.口頭評量 

2.實作評量 

 

【環境教育】 

環 E2 覺知生物生命的美與價值，

關懷動、植物的生命。 

【安全教育】 

安 E4 探討日常生活應該注意的安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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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2 豐富自身與環境的互動經

驗，培養對生活環境的覺知與敏

感，體驗與珍惜環境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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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第四主題 學校附近 

二、一起到處去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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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提出想要探索的地點或事物。 

2.能規畫探索學校附近的路線。 

3.知道探索學校附近前要做哪些準備。 

4.到學校附近探索時，專注於所需觀察的重

點。 

5.透過訪問，習得訪問時應該注意的禮儀。 

1.口頭評量 

2.實作評量 

 

【安全教育】 

安 E4 探討日常生活應該注意的安

全。 

【多元文化教育】 

多 E6 了解各文化間的多樣性與差

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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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2 豐富自身與環境的互動經

驗，培養對生活環境的覺知與敏

感，體驗與珍惜環境的好。 

十四 
第四主題 學校附近 

二、一起到處去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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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出發去探索學校附近。 

2.能將探索時的所見所聞，利用各種形式記

錄下來。 

3.透過歌曲〈學校附近〉感受歌詞節奏節拍

韻律、旋律音高，並會更改歌詞及樂器伴

奏。 

4.透過身體節奏拍打練習，感受不同節奏

型，並且會更改不同語詞。 

1.口頭評量 

2.實作評量 

 

【安全教育】 

安 E4 探討日常生活應該注意的安

全。 

【多元文化教育】 

多 E6 了解各文化間的多樣性與差

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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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2 豐富自身與環境的互動經

驗，培養對生活環境的覺知與敏

感，體驗與珍惜環境的好。 

十五 
第四主題 學校附近 

三、分享學校附近的

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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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能將探索時的所見所聞，利用各種形式記

錄下來。 

2.透過探索後的整理，說出學校附近令自己

印想深刻的景物與原因。 

3.將自己探索時印象最深刻的部分用「小小

播報員」的方式和大家分享。 

4.透過探索及同學的分享獲得的新資訊應用

在日常生活中。 

1.口頭評量 

2.實作評量 

 

【生命教育】 

生 E6 從日常生活中培養道德感以

及美感，練習做出道德判斷以及

審美判斷，分辨事實和價值的不

同。 

【多元文化教育】 

多 E6 了解各文化間的多樣性與差

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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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合作的情況下，為改

善事情而努力或採取改

進行動。 

十六 
第五主題 歲末傳溫

情 

一、溫馨送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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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同學分享歲末時的各種觀察，及自己的

經驗。 

2.將常見的歲末活動做分類，並說明原因。 

3.透過分享，了解歲末活動的意義與精神。 

4.透過分享，主動觀察生活周遭有哪些人需

要被關懷，並會找尋相關資料。 

5.願意主動關懷或照顧他人。 

6.願意主動關懷或照顧他人，並知道怎麼付

出行動。 

7.知道耶誕節的主要意義並願意參與關懷的

活動。 

1.口頭評量 

2.實作評量 

 

【家庭教育】 

家 E4 覺察個人情緒並適切表達，

與家人及同儕適切的互動。 

家 E9 參與家庭消費行動，澄清金

錢與物品的價值。 

【品德教育】 

品 E2 自尊尊人與自愛愛人。 

品 E3 溝通合作與和諧人際關係。 

 

十七 
第五主題 歲末傳溫

情 

二、傳送我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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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小卡片和耶誕襪的設計中，發展出自己

獨特的造型。 

2.從分享物品或心意的活動中，知道如何適

當的方式表達感謝與祝福。 

 

1.口頭評量 

2.實作評量 

 

【家庭教育】 

家 E4 覺察個人情緒並適切表達，

與家人及同儕適切的互動。 

家 E9 參與家庭消費行動，澄清金

錢與物品的價值。 

【品德教育】 

品 E2 自尊尊人與自愛愛人。 

品 E3 溝通合作與和諧人際關係。 

十八 
第五主題 歲末傳溫

情 

二、傳送我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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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透過歌曲〈聖誕鈴聲〉，搭配歌唱、身體

拍打，感受旋律音高、節奏，並體驗不同演

唱 

方式。 

2.正確使用三角鐵、響板敲奏，並為歌曲伴

奏。 

3.透過活動，發現關懷他人的愉悅心情與感

受。 

1.口頭評量 

2.實作評量 

 

【家庭教育】 

家 E4 覺察個人情緒並適切表達，

與家人及同儕適切的互動。 

家 E9 參與家庭消費行動，澄清金

錢與物品的價值。 

【品德教育】 

品 E2 自尊尊人與自愛愛人。 

品 E3 溝通合作與和諧人際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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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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願意持續去關懷他人。 

十九 
第六主題 米粒魔術

師 

一、五花八門的米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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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營養午餐菜單，願意與人分享，並表

達自己的想法。 

2.察覺每天的午餐主食以米飯為主。 

3.能以五官探索生活中常見的米製品，並覺

察到米製品的多元與變化。 

4.在實際探索的歷程中，學習到探究米製品

的方法。 

5.依照米製品的特徵或屬性進行整理與歸

類。 

6.透過品嘗米食，感受米製品的口感與香

氣。 

1.口頭評量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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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 
第六主題 米粒魔術

師 

一、五花八門的米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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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米製品的外觀與特性，激發想像力，

進行創意米食油土創作。 

2.使用油土進行表現，享受創作時的快樂。 

3.製作創意米食油土的過程中，能與同儕互

相幫助與合作。 

1.口頭評量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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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一 
第六主題米粒魔術師 

二、珍惜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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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稻米的種植過程，知道米粒得來不

易。 

2.透過動作模仿體會農夫的辛苦。 

3.透過習唱〈憫農詩〉，了解憫農詩的意義

並感受農夫的辛勞。 

4.透過朗誦憫農詩感受詩詞節奏韻律，並加

入拍手、拍腿表現〈憫農詩〉的節奏型。 

5.透過歌曲〈憫農詩〉，感受歌曲旋律音高

韻律。 

1.口頭評量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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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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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集集國民小學 110學年度部定課程計畫 

【第二學期】 

領域 

/科目 
生活 年級/班級 二年級 

教師 林芳妤老師編修 上課週/節數 每週 6節，21週，共 126節 

 
設計理念: 

1.以學童為主體，以生活為中心，統整人與自己、人和社會、人與自然關係，發展生活中的各種互動與反省能力，奠定從生活中

學習的基礎。 

2.從學科能力的基礎出發，在知識體系發展架構上，採用「情境導入」的學習模式。 

3.將學科能力、生活中心、社會中心、問題中心、活動課程融入於「情境化」的學習活動。 

4.養成學童基本生活知能與習慣態度，發展社會人際的互動與自省能力。 

5.接近自然環境，尊重及關懷生命現象，養成積極探索的心境，與尊重關懷生命的心態。 

核心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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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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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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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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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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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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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生活中隨手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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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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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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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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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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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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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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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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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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目標: 

1.運用五官覺察個人生活習慣與生活周遭環境的關係，並能說出塑膠垃圾對環境的影響。 

2.藉由生活習慣與環境保護的兩難問題思考與討論，找出自己也能做到的減塑行動。 

3.透過實踐行動的成功經驗分享，省思並找出更多具體的方法，減少使用生活中的塑膠製品。 

4.了解環境議題的重要，透過減塑實際行動，以培養地球公民意識與責任感。 

5.以感官探索校園或生活的種子，覺察並記錄其特色。 

6.自製與分享種子名片，展現好奇與探究求知的態度。 

7.運用種子創作生活用品，表達自己的想法，並分享樂趣。 

8.從種植並照顧種子成長，學習發現問題和解決問題。 

9.發現種子用處多，能為生活增添許多樂趣。 

10.透過觀察和操作，發現生活中存在各種磁鐵，覺察磁鐵能使生活更加便利。 

11.經親自動手試驗，辨識磁鐵特性。 

12.運用肢體律動，與同學創作表現磁鐵特性，展現豐富的想像力，感受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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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運用習得的磁鐵特性，創作磁鐵遊戲與同學分享，並樂在遊戲。 

14.從創作磁鐵遊戲的歷程中發現問題，與人討論解決方法，並嘗試改良磁鐵遊戲。 

15.從家人互動中，覺察個人與家庭的連結，省思調整的方向。 

16.透過情境模擬，探究與家人溝通的好方法與要領，嘗試回家實踐。 

17.體會家人的關愛，實踐關心家人的行動。 

18.以不同方式傳達對照顧者的感謝與祝福，延伸母親節的意義。 

19.身體力行關心家人，覺察家人的反應及自我的成長。 

20.透過分享家中不用的物品與處理方法，以探究更多的方法。 

21.規畫與辦理小市集，發想、討論和統整開張前的準備工作。 

22.解決同時當老闆和顧客的問題，學習時間分配與工作程序。 

23.合力製作物品的價格表和促銷海報，學習解決問題的方法。 

24.透過與他人合力完成小市集，學習溝通、尊重等合作技巧。 

25.回顧過去兩年自己覺得最有趣的活動，找出自己學到的能力，並加以歸類。 

26.察覺並嘗試尋找可行的辦法，具體找出升上三年級會和現在有哪些不同。 

27.找出自己擔心或期待的事，並預先做好準備的方法。 

28.能針對自己的需求，訂定自主學習計畫，在暑假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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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減塑行動

家 

一、塑膠垃圾好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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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並分享在生活中所觀察到的塑膠垃

圾對環境的影響。 

2.了解塑膠垃圾的處理方式，並說出這些

不同的處理方式有可能會產生什麼問題。 

 

1.口頭評量 

2.實作評量 

【環境教育】 

環 E6 覺知人類過度的物質需求

會對未來世代造成衝擊。 

環 E15 覺知能資源過度利用會導

致環境汙染與資源耗竭的問題。 

環 E16 了解物質循環與資源回收

利用的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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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第一主題 減塑行動

家 

二、我的減塑行動 

 1.分享自己在生活中所看到、知道的減少

塑膠垃圾的方法。 

2.能知道塑膠垃圾減少的方法分成減少使

用、重複使用、回收等三類。 

3.知道減少使用塑膠製品的方法，並能確

實實施。 

1.口頭評量 

2.實作評量 

環 E5 覺知人類的生活型態對其

他生物與生態系的衝擊。 

環 E6 覺知人類過度的物質需求

會對未來世代造成衝擊。 

環 E15 覺知能資源過度利用會導

致環境汙染與資源耗竭的問題。 

三 
第一主題 減塑行動

家 

二、我的減塑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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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生活中的哪些塑膠製品可以製作成

什麼樂器。 

2.能利用塑膠製品發揮創意，製作成樂器

來進行活動。 

3.能用自製樂器搭配歌曲，展演減塑宣傳

快閃活動。 

1.口頭評量 

2.實作評量 

環 E15 覺知能資源過度利用會導

致環境汙染與資源耗竭的問題。 

環 E16 了解物質循環與資源回收

利用的原理。 

【能源教育】 

能 E7 蒐集相關資料、與他人討

論、分析、分享能源議題。 

能 E8 於家庭、校園生活實踐節能

減碳的行動。 

四 
第二主題奇妙的種子 

一、種子藏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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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並分享在校園發現的種子。 

2.運用感官探究種子，覺察種子特性。 

3.發表生活中有很多種子。 

 

1.口頭評量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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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教育】 

生 E4 觀察日常生活中生老病死的

現象，思考生命的價值。 

五 
第二主題奇妙的種子 

一、種子藏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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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意參與種子名片製作，展現好奇與探

究的 

態度。 

1.口頭評量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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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教育】 

生 E4 觀察日常生活中生老病死的

現象，思考生命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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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第二主題奇妙的種子 

二、種子大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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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種子在生活中的用途，理解種子與

物品間的關聯。 

2.運用種子進行創作，創作品可以使生活

便利或傳遞心意。 

3.樂於和小組共同思考種植種子需要的準

備工作，展現好奇和探究的態度。 

1.口頭評量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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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教育】 

生 E4 觀察日常生活中生老病死的

現象，思考生命的價值。 

七 
第二主題 奇妙的種

子 

二、種子大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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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嘗試用不同的方法解決種植種子遇到的

問題。 

2.演唱歌曲〈小種子〉。 

3.發想創作歌詞情境動作。 

4.分享種子成品，並發表過程中的收穫。 

1.口頭評量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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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教育】 

生 E4 觀察日常生活中生老病死的

現象，思考生命的價值。 

八 
第三主題 磁鐵真好

玩 

一、磁鐵妙用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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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觀察與操作，探索教室裡不同形狀

的磁鐵和功用。 

2.能觀察、記錄和分享生活中運用磁鐵的

物品，使生活更便利。 

1.口頭評量 

2.實作評量 

【科技教育】 

科 E2 了解動手實作的重要性。 

科 E4 體會動手實作的樂趣，並養

成正向的科技態度。 

科 E7 依據設計構想以規劃物品的

製作步驟。 

科 E8 利用創意思考的技巧。 

科 E9 具備與他人團隊合作的能

力。 

九 
第三主題 磁鐵真好

玩 

二、磁鐵找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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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試驗，探究磁鐵能吸住的物品。 

2.發現磁鐵除了吸力之外的特性。 

3.經由比較和歸類各組紀錄，辨認磁鐵的

特性。 

4.小組合作以完整的句子，介紹磁鐵的特

性。 

5.演唱歌曲〈磁鐵遊戲〉。 

6.模擬磁鐵的特性，伸展肢體表現造形。 

1.口頭評量 

2.實作評量 

【科技教育】 

科 E2 了解動手實作的重要性。 

科 E4 體會動手實作的樂趣，並養

成正向的科技態度。 

科 E7 依據設計構想以規劃物品的

製作步驟。 

科 E8 利用創意思考的技巧。 

科 E9 具備與他人團隊合作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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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第三主題 磁鐵真好

玩 

三、磁鐵小創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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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嘗試運用磁鐵特性設計遊戲，表達自己

的想法，並激發創意。 

2.小組合作探究和提出解決自製磁鐵遊戲

遇到的問題。 

3.運用口語介紹磁鐵遊戲，讓同學了解遊

戲的重點。 

4.能認真參與磁鐵遊戲，嘗試新的玩法或

找出新的發現。 

5.能遵守遊戲規則，與同學合作玩磁鐵遊

戲。 

1.口頭評量 

2.實作評量 

【科技教育】 

科 E2 了解動手實作的重要性。 

科 E4 體會動手實作的樂趣，並養

成正向的科技態度。 

科 E7 依據設計構想以規劃物品的

製作步驟。 

科 E8 利用創意思考的技巧。 

科 E9 具備與他人團隊合作的能

力。 

十一 
第四主題 有您真好 

一、我和家人能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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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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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家人互動經驗，覺察個人與家庭的

連結影響。 

2.透過情境討論，發現問題解決的各種方

法。 

3.透過情境討論及角色扮演，探究歸納有

效溝通的好方法與要領。 

4.學會有效溝通的方法，嘗試回家實踐。 

1.口頭評量 

2.實作評量 

【性別平等教育】 

性 E3 覺察性別角色的刻板印象，

了解家庭、學校與職業的分工，

不應受性別的限制。 

【家庭教育】 

家 E3 察覺家庭中不同角色，並

反思個人在家庭中扮演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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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情感。 

十二 
第四主題 有您真好 

二、感謝家人我愛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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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察家人對自己的照顧，感受家人的付

出與關愛。 

2.從家人的需要和自己的心意上，表達感

謝與關心家人的意願與實際做法。 

3.善用媒材自製對稱抽拉卡片，傳達感謝

與祝福。 

4.珍惜並感謝家人的照顧，延伸母親節的

意義。 

5.透過節日對主要照顧者的感恩致意，體

1.口頭評量 

2.實作評量 

【性別平等教育】 

性 E3 覺察性別角色的刻板印象，

了解家庭、學校與職業的分工，

不應受性別的限制。 

【家庭教育】 

家 E3 察覺家庭中不同角色，並

反思個人在家庭中扮演的角色。 

家 E4 覺察個人情緒並適切表

達，與家人及同儕適切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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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每一天都能表達感謝與愛的行動。 

6.欣賞卡片，感受美的多元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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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情感。 

十三 
第四主題 有您真好 

二、感謝家人我愛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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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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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唱〈美麗的康乃馨〉，並使用三角鐵

和響板為歌曲伴奏。 

2.分享實踐關心家人的行動。 

3.從關心家人的行動檢核中，了解自己很

棒或可以再努力的地方。 

1.口頭評量 

2.實作評量 

【性別平等教育】 

性 E3 覺察性別角色的刻板印象，

了解家庭、學校與職業的分工，

不應受性別的限制。 

【家庭教育】 

家 E3 察覺家庭中不同角色，並

反思個人在家庭中扮演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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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情感。 

十四 
第五主題 我們的小

市集 

一、惜福愛物好點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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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和聆聽家人處理不用物品的方法。 

2.思考和處理自己不再使用的物品。 

1.口頭評量 

2.實作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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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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 
第五主題 我們的小

市集 

二、準備小市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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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小組討論與分享，歸納統整小市集

開張的事前準備工作。 

2.探究並選擇整理物品適合的方法。 

3.共同討論每個人能有多少購物金，並為

物品訂價格。 

4.小組合作探究小市集進行所遇到的問題

和解決方法。 

1.口頭評量 

2.實作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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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六 
第五主題 我們的小

市集 

二、準備小市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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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合作繪製有助於小市集物品促銷的

海報。 

2.小組分工合作完成小市集的布置。 

3.透過組別討論，學習如何運用聲音元

素、樂器等媒材，做叫賣聲的創作。 

4.在討論過程中，學習分工合作，並記錄

叫賣聲創作。 

1.口頭評量 

2.實作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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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七 
第五主題 我們的小

市集 

三、小市集開張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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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參與小市集活動的發現和感受。 

2.發現和說明尚未賣出物品的解決方法。 

3.分享參與小市集活動的收穫。 

1.口頭評量 

2.實作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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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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 
第六主題 的成長故

事 

一、快樂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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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過去兩年讓你難忘的活動，並發現

自己學到很多方法。 

1.口頭評量 

2.實作評量 

【生命教育】 

生 E7 發展設身處地、感同身受的

同理心及主動去愛的能力，察覺

自己從他者接受的各種幫助，培

養感恩之心。 

【生涯規劃教育】 

涯 E7 培養良好的人際互動能力。 

涯 E1 1 培養規劃與運用時間的能

力。 

涯 E1 2 學習解決問題與做決定的

能力。 

十九 
第六主題 的成長故

事 

二、迎向三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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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覺並嘗試尋求可行方法，發現三年級

和二年級會有哪些不同。 

2.觀察三年級和二年級的功課表和課本，

用不同方法比較出它們的異同，並能加以

說明。 

3.能訪問學長姐，為自己對三年級的提問

找出答案。 

4.專心聆聽學長姐的回答，並記錄重點。 

1.口頭評量 

2.實作評量 

【生命教育】 

生 E7 發展設身處地、感同身受的

同理心及主動去愛的能力，察覺

自己從他者接受的各種幫助，培

養感恩之心。 

【生涯規劃教育】 

涯 E7 培養良好的人際互動能力。 

涯 E1 1 培養規劃與運用時間的能

力。 

涯 E1 2 學習解決問題與做決定的

能力。 

二十 
第六主題 的成長故

事 

二、迎向三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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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清楚知道升上三年級會有哪些不

同。 

2.找出自己最擔心的和最期待的事，並能

說出自己的想法。 

4.能演唱〈心願〉，並以適合的表情演

唱。透過律動，展現歌曲的意涵。 

5.依自己的需求，訂定自我學習計畫，在

暑假中好好完成。 

1.口頭評量 

2.實作評量 

【生命教育】 

生 E7 發展設身處地、感同身受的

同理心及主動去愛的能力，察覺

自己從他者接受的各種幫助，培

養感恩之心。 

【生涯規劃教育】 

涯 E7 培養良好的人際互動能力。 

涯 E1 1 培養規劃與運用時間的能

力。 

涯 E1 2 學習解決問題與做決定的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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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主題 的成長故

事 

二、迎向三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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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清楚知道升上三年級會有哪些不

同。 

2.找出自己最擔心的和最期待的事，並能

說出自己的想法。 

4.能演唱〈心願〉，並以適合的表情演

唱。透過律動，展現歌曲的意涵。 

5.依自己的需求，訂定自我學習計畫，在

暑假中好好完成。 

1.口頭評量 

2.實作評量 

【生命教育】 

生 E7 發展設身處地、感同身受的

同理心及主動去愛的能力，察覺

自己從他者接受的各種幫助，培

養感恩之心。 

【生涯規劃教育】 

涯 E7 培養良好的人際互動能力。 

涯 E1 1 培養規劃與運用時間的能

力。 

涯 E1 2 學習解決問題與做決定的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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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