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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領域/科目課程計畫 

一、普通班級各年級各領域學習課程之課程計畫 

(八)綜合領域課程計畫 

壹.依據: 

一、教育部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暨健康與體育領域課程綱要。 

二、教育部頒定九年一貫課程綱要。 

三、國民教育階段特殊教育課程總綱。 

四、本校課程發展委員會決議。 

五、本校課程發展委員會之綜合活動學習領域課程小組會議決議。 

貳、基本理念： 

一、本課程設計以學生的生活經驗及學習背景為出發，希望透過多樣性的活動、實踐和體驗，

提供學生多元的學習經驗及生活自理的技能。  

二、綜合領域的內容多元，不同於一般的科目，透過教師活潑並具操作性的課程，吸引學生

自發性的融入課程，主動參與，達到學習的目的。 

三、綜合活動學習領域所提供的，不僅只是一種課程，更是培養孩子因應未來的一種生活態

度，領域的學習強調孩子必須做中學，將學習成效落實在生活中。 

參、現況概述： 

一、師資陣容：由級任教師擔任教學  

二、學生部分：目前 1~4 年級實施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5~6 年級實施九年一貫課程，

採用審定版教科書。 

三、實施方式： 

1. 依據學校行事規劃課程目標，並依領域課程小組選用符合學校願景之教材，研

擬課程規劃及進度。形成協同對象，決定主題教學，進行主題教學，計畫編

擬。  

2. 依選用教材，教師可依學生實際需要及能力，有調整結合社區、有更多刪減活

動之能力。 

3. 領域課程的實施與規劃，以任課教師為依據，並且由領域研究小組以檢視其脈

絡性、順序性、發展性、銜接性與統整性。 

4. 對於自編課程與學校行事的安排，透過領域研究小組，組織與制定教學檢核與

課程評估的機制。 

肆、課程目標： 

一、實踐體驗所知 

   綜合活動學習領域引領學習者透過活動中的實踐，獲得直接體驗與及時反饋的訊息，從

過程中應用所知，増進對自己的了解。 

        二、省思個人意義 

             綜合活動學習領域鼓勵學習者在所有參加的活動中，有從容表達並省思自己體驗與意

義之時間和機會，也可以自己的方式表達對活動的意義。 

三、擴展學習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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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活動學習領域希望學習者以多種感官體驗世界，提供開放多方面的學習環境，以

擴大選擇訊息的範圍、來源和方式。 

 

四、鼓勵多元尊重 

             綜合活動學習領域藉由多樣性的活動，讓學習者開展、發掘並分享屬於自己的意義，

尊重他人的體驗，並同時鼓勵學習者參與社會、擔負起自己的責任。  

伍、實施原則： 

一、教學應以教學活動為核心，確實實施多元評量。學習過程評量重於结果。 

二、善用協同教學、教師群，達成領域學習目標。 

三、融入十大指定內涵、六大議題於各學習階段實施教學。 

四、評量多元化，學習過程評量重於結果。 

五、計畫應經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使得實施，修正時亦同。 

六、特殊需求學生之能力指標參照各階段基本學力指標，採加深、加廣、加速、簡化、減量、

分解、替代與重整方式進行學習內容的調整。 

(一) 替代與重整方式進行學習內容的調整。 

  (二)資賦優異類學生之能力指標採加深與加廣的方式，再根據調整過後之指標編選具挑戰性

的教材。 

  (三)善用各種能引發其學習潛能之學習策略，設計生動有趣的輔助活動，運用教學媒材，提

供充分練習機會。 

  (四)依據個別學生之身心狀況與需求，進行教室位置、動線規劃、學習區及座位安排等環境

的調整。 

  (五)評量方式可採動態評量、檔案評量、實作評量、生態評量與課程本位評量等多元評量的

方式，充分瞭解各類特殊需求學生的學習歷程與成效，以做為課程設計及改進教學的參

考。 

陸﹑課程設計： 

     一、理念：配合授課節數調整，由領域課程小組改編寫教材，提供教師教學參考。基本上維

持選用審定本教材架構再刪減部分內容與活動，以符合實際授課時數的需求。 

     二、實施內容： 

(一)教材選編：教育部審定版。 

  

年級    版本 出版社 

三年級 南一 

四年級 南一 

五年級 康軒 

六年級 康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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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施時間與節數： 

 1、本學年度分上、下兩學期，計學生學習日數約二百天。 

 2、課表編排：以週課表領域學習時間排課，排課 40週。 

三年級每週兩節，四、五、六年級每週三節。 

年級 上課週數 每週上課節數 全學年上課總節數 

3 40 2 80 

4 40 3 120 

5 40 3 120 

6 40 3 120 

 3、節數計算： 

(1)三年級二百天學生學習日，每節上課 40 分鐘，每週授課 2 節計 80 分鐘，全年授課約

40週，共計約 80節。 

  (2)四、五、六年級二百天學生學習日，每節上課 40 分鐘，每週授課 3 節計 120 分鐘，全

年授課約 40週，共計約 120節。 

(三)教學方式： 

 1、採班級教學並依教學群之教學計劃進行。 

 2、配合家長、社區共同進行。 

 3、重視學生個別差異，讓每個學生都能快樂的學習。 

(四)學生學習：體驗學習、自主學習、合作學習、解決問題學習、善用資源與求 助學習。 

(五)教學評量： 

1、評量方式：依據本校學生學習評量實施計畫採多元評量方式。 

2、習作、學習單評量、紙筆評量、口頭評量、主題活動演示、學習精神與態度。對

於不同評量的運作與實作經驗，可透過外聘專家或優秀實務教師的經驗分享，以

提昇教師的專業知能。 

3、評量表設計、製作與運用，可透過學年教師的分工與協同，並經協商、溝通後，

使成為彼此的教學資源與資料庫，以提高評量實施的成效。 

4、評量時機：教學前-安置性評量、教學歷程-形成性、診斷性評量教學後-總結性評

量。  

柒、教學資源： 

一、學校資源： 

(一)室內、外活動場地：綜合教室、韻律教室、藝術與人文教室、操場 PU 跑道、光明電視

台、音樂教室、圖書館下方空地、遊樂場。 

(二)視聽器材：班班有電腦、DVD、電視機、手提收錄音機、單槍投影機、相關影帶。 

(三)資訊設備：網路系統、視訊系統。 

        二、社區教學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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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機關(市公所)、警察局、五福宮、家長會、里鄰長、相關企業、商業、台茂購物

中心、五福游泳池、五酒桶山、蘆竹鄉立圖書館、羊稠坑步道。 

三、課程實施： 

(一)多媒體的運用： 

※實施策略 

1 電視化教學：利用電腦、電視、投影機、DVD、收錄音機、教學提示機，相關影帶網路

系統、及相關軟體資訊影片等，使教學內容呈現活潑化即多元化。 

2.電視視訊網路：利用校內視訊網路系統，隨時掌握資訊新動向、生活新知，並與學生

生活相結合來充實教材內容。 

3.網路資源檔案結合與共享：建立教師教學檔案利用網路資源共享的原則，使教師之間

可以充分靈活應用。 

※實施效果 

1.多元化的學習工具，可提高學生興趣，增加學習效果。 

2.讓學生有應用資訊的能力，掌握生活資訊，增進生活及視覺經驗，以利達成實踐體驗

的目標。 

3.多元資訊，多元學習。營造處處學習的文化環境，由情境模擬中引導學生省思，讓活

動進行中深具意義。 

(二)空間的多元運用：有效運用室內外活動場地，如學生活動中心、綜合教室、籃球場、操

場、舞蹈教室、數位電台、圖書館下方開放空間。 

※實施策略： 

 1.分組活動方式進行 

 2.主題教學活動 

 3.協同教學 

 4.跨領域教學活動。 

※預期效果 

1.研擬教學計劃，以活動方式進行，將現有的空間加以利用，充分讓學生有伸展的空間，

可達實際體驗的效果。 

2.安全的空間與完善的設備，教師教學安全又方便。 

3.雨天活動使用室內場地，利於教學順利進行，協同教學或跨領域教學不影響其他年段

作息，在活動中易於分享所學發揮合作精神與群性的發展。 

4.多元的空間利於戲劇表演、語文發表與角色扮演等活動，可培養自信與情感的表達。 

(三)了解社區資源，並結合資源，透過教學活動，增加學生見聞。 

※實施策略：透過實地參觀、訪談、紀錄方式進行。 

※預期效果： 

1.了解社區文化特性與地方人物的建樹。 

2.探訪古蹟歷史緣由，培養孩子愛鄉愛土的精神。 

3.觀察社區生活環境，探索環境危機，學習自我保護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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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本校自 108 學年度起逐年實施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111 學年度一到四年級課程依據十

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綱要實施;五、六年級依據九年一貫課程綱要實施。 

玖、計劃應經課程發展委員會審查通過始得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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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學年領域教學計畫】 

※三年級教學團隊 

  桃園市蘆竹區光明國民小學 111 學年度【綜合領域】課程計畫 

每週節數 2 設計者 三年級教學團隊 

核心素養 

A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A3.

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3.藝

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社會參與 
⬛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C3.

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課程理念 

1. 共同參與團隊活動，覺察團隊合作的意義和重要性。並能用實際行動感謝團隊

成員。 

2. 透過執行團隊任務的過程，覺察遵守紀律、尊重他人與重視榮譽的重要性，並

省思自己參與團隊活動的態度。 

3. 透過經驗分享與案例討論，覺察情緒會受到想法的影響，並找出與他人合宜的

互動方式。 

4. 透過分享自己的壓力經驗，省思自身情緒反應與調適方式，並用合宜的正向策

略來面對問題。 

5. 透過經驗分享，覺察生活中與參與活動時自己能做的事與長處，並表達自己的

想法與感受。 

6. 透過參與分享會的活動，省思自己展現的興趣與長處，表達自己的想法和感

受，並從觀摩他人的表現，願意發展多樣化興趣。 

7. 藉由經驗分享與小組合作，調查教室、校園內外易發生危險的地方，以演練來

探討造成傷害的可能原因，思考如何減低或避免發生意外傷害，並進行改造行

動，讓校園更安全。 

8. 透過檢查與分享，了解居家與社區生活中容易發生的意外傷害的情境，討論如

何減低或避免危險的發生，以及在面對危險時的做法與注意事項。 

9. 透過實作與經驗分享，覺察生活中的問題，並能適當運用不同資源解決問題。 

10.透過舉辦同樂會的活動，表現善用資源解決問題的能力，並與同學分享自己

的經驗。 

學習重點 

學習表現 

1a-II-1展現自己能力、興趣與長處，並表達自己的想法和感受。 

1b-Ⅱ-1選擇合宜的學習方法，落實學習行動策略。1d-II-1覺察

情緒的變化，培養正向思考的態度。 

2a-Ⅱ-1覺察自己的人際溝通方式，展現合宜的互動與溝通態度和

技巧。 

2b-II-1體會團隊合作的意義，並能關懷團隊的成員。 

2b-II-2「參加團體活動，遵守紀律、重視榮譽感，並展現負責的

態度。」 

2c-II-1蒐集與整理各類資源，處理個人日常生活問題。 

2d-Ⅱ-1體察並感知生活中美感的普遍性與多樣性 

3a-II-1覺察生活中潛藏危機的情境，提出並演練減低或避免危險

的方法。 

3d-Ⅱ-1覺察生活中環境的問題，探討並執行對環境友善的行動。 

學習內容 
Ad-II-1情緒的辨識與調適。 

Ad-II-2正向思考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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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II-3自我探索的想法和感受 

Ab-Ⅱ-1有效的學習方法。 

Ab-Ⅱ-2學習行動。 

 

Ba-Ⅱ-1自我表達的適切性。 

Ba-Ⅱ-2與家人、同儕及師長的互動。 

Ba-Ⅱ-3人際溝通的態度與技巧。 

 

Bb-II-1團隊合作的意義與重要性。 

Bb-II-2關懷團隊成員的行動。 

Bb-II-3團體活動的參與態度。 

 

Bc-II-1各類資源的認識與彙整。 

Bc-II-2個人日常生活問題所需的資源。 

Bc-II-3運用資源處理日常生活問題的行動。 

 

Bd-Ⅱ-1生活美感的普遍性與多樣性。 

Bd-Ⅱ-2生活美感的體察與感知。 

 

Ca-II-1生活周遭潛藏危機的情境。 

Ca-II-2生活周遭危機情境的辨識方法。 

Ca-II-3生活周遭潛藏危機的處理與演練 

 

Cc-Ⅱ-1文化活動的參與。 

Cc-Ⅱ-2文化與生活的關係及省思。 

Cc-Ⅱ-3對自己文化的認同與肯定。 

 

Cd-Ⅱ-1生活中環境問題的覺察。 

Cd-Ⅱ-2環境友善的行動與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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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架構表 

 

 

 

 

 

 

 

 

 

 

 

 

 

 

 

 

 

 

 

 

 

 

 

 

 

 

 

 

 

 

 

 

 

 

 

 

 

 

 

 

 

融入之議題 

◎安全教育 

安 E3知道常見事故傷害。 

安 E5了解日常生活危害安全的事件。 

◎科技教育 

科 E1了解平日常見科技產品的用途與運作方式。 

三
年
級
上
學
期 

一、當我們同在一

起 

1.認識你我他 

2.共同的任務 

二、情緒觀測站 
1.情緒大不同 

2.情緒轉個彎 

三、自我的探索 
1.興趣面面觀 

2.興趣分享會 

四、安全的生活 
1.危險搜查隊 

2.居住好安心 

五、生活智慧王 
1.家事好幫手 

2.巧手妙趣多 

三
年
級
下
學
期 

一、你我好關係 
1.溝通小偵探 

2.大家來溝通 

二、學習桃花源 
1.分享學習經驗 

2.善用學習方法 

三、一起尋美趣 
1.校園發現美 

2.校園的美化 

四、環保綠生活 
1.綠生活的行動 

2.社區環境搜查 

五、社區文化行 
1.社區的文化 

2.文化生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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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E4體會動手實作的樂趣，並養成正向的科技態度。 

科 E6操作家庭常見的手工具。 

◎性別平等教育 

性 E6了解圖像、語言與文字的性別意涵，使用性別平等的語言與文字進行溝

通。 

性 E11培養性別間合宜表達情感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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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4表達自己對一個美好世界的想法，並聆聽他人的想法。 

人 E5欣賞、包容個別差異並尊重自己與他人的權利。 

◎生涯規畫教育 

涯 E1了解個人的自我概念。 

涯 E7培養良好的人際互動能力。 

涯 E11培養規劃與運用時間的能力。 

涯 E12學習解決問題與做決定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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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13熟悉與家庭生活相關的社區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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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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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源教育 

能 E8於家庭、校園生活實踐節能減碳的行動。 

學習目標 

三上： 

1. 能透過經驗分享與活動體驗，覺察表達與傾聽方式會影響溝通成效的良

窳，進而找出合宜的表達方式來解決生活中的問題。 

2. 藉由經驗分享與活動體驗，找出合宜的溝通方式、專心聆聽、尊重他人想

法，達成團體共識，並總結本單元的學習，將所學的溝通技巧落實生活實踐。 

3. 透過了解自己擅長或不擅長及學習有困難的課程，聆聽他人分享學習方

法，並覺察學習效果與喜歡或不喜歡之間的關係。 

4. 透過實際運用學習方法解決學習問題，了解如何選擇合宜學習方法進行有

效學習，並真正落實學習行動。 

5. 透過校園發現美活動，能利用多元的方式，表達生活中美的人、事、物，

並感知生活中美感的普遍性與多樣性，進而體察生活中美感的殊異性與獨特

性。 

6. 透過校園美化活動，能體察生活中美感的殊異性與獨特性，並能在生活中

展現美感，尊重並欣賞他人對美感的不同看法。 

7. 透過垃圾問題的實例觀察覺察環境面臨的危機，提出垃圾減量的可行方

法，並分享行動經驗與感想。 

8. 觀察記錄社區的環境狀況規劃環境改善行動，分享在環境改善行動中的體

驗與心得。 

9. 透過經驗分享、資料蒐集訪問等方法，調查與了解社區文化活動的種類與

其內容，主動參與社區、學校舉辦的文化活動，體會文化活動的意義。 

透過分享參與文化活動的經過，討論與發現社區裡的文化活動和自己的關係進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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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會、省思文化與生活間的關係。 

三下： 

10. 能透過經驗分享與活動體驗，覺察表達與傾聽方式會影響溝通成效的良

窳，進而找出合宜的表達方式來解決生活中的問題。 

11. 藉由經驗分享與活動體驗，找出合宜的溝通方式、專心聆聽、尊重他人想

法，達成團體共識，並總結本單元的學習，將所學的溝通技巧落實生活實踐。 

12. 透過了解自己擅長或不擅長及學習有困難的課程，聆聽他人分享學習方

法，並覺察學習效果與喜歡或不喜歡之間的關係。 

13. 透過實際運用學習方法解決學習問題，了解如何選擇合宜學習方法進行有

效學習，並真正落實學習行動。 

14. 透過校園發現美活動，能利用多元的方式，表達生活中美的人、事、物，

並感知生活中美感的普遍性與多樣性，進而體察生活中美感的殊異性與獨特

性。 

15. 透過校園美化活動，能體察生活中美感的殊異性與獨特性，並能在生活中

展現美感，尊重並欣賞他人對美感的不同看法。 

16. 透過垃圾問題的實例觀察覺察環境面臨的危機，提出垃圾減量的可行方

法，並分享行動經驗與感想。 

17. 觀察記錄社區的環境狀況規劃環境改善行動，分享在環境改善行動中的體

驗與心得。 

18. 透過經驗分享、資料蒐集訪問等方法，調查與了解社區文化活動的種類與

其內容，主動參與社區、學校舉辦的文化活動，體會文化活動的意義。 

透過分享參與文化活動的經過，討論與發現社區裡的文化活動和自己的關係進而

體會、省思文化與生活間的關係。 

教學與評量

說明 

◎教學方式： 

1.採班級教學並依教學群之教學計劃進行。 

2.配合家長.社區共同進行。3.重視學生個別差異，讓每個學生都能快樂的學

習。 

◎學生學習：體驗學習.自主學習.合作學習.解決問題學習.善用資源與求助學

習。 

 

◎教學評量： 

1.評量方式：依據本校學生學習評量實施計畫採多元評量方式。 

2.習作.學習單評量.紙筆評量.口頭評量.主題活動演示.學習精神與態度。對於

不同評量的運作與實作經驗，可透過外聘專家或優秀實務教師的經驗分享，以

提昇教師的專業知能。 

3.評量表設計.製作與運用，可透過學年教師的分工與協同，並經協商.溝通後，

使成為彼此的教學資源與資料庫，以提高評量實施的成效。 

4.評量時機：教學前-安置性評量.教學歷程-形成性.診斷性評量教學後-總結性

評量。 

 

◎教學資源： 

1.學校資源：（一）室內.外活動場地：綜合教室.韻律教室.藝術與人文教室.操

場 PU 跑道.光明電視台.音樂教室.圖書館下方空地.遊樂場。（二）視聽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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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班班有電腦.DVD.電視機.手提收錄音機.單槍投影機.相關影帶。（三）資

訊設備：網路系統.視訊系統。 

2.社區教學資源：行政機關（市公所）.警察局.五福宮.家長會.里鄰長.相關企

業.商業.台茂購物中心.五福游泳池.五酒桶山.蘆竹鄉立圖書館.羊稠坑步道。 

3.課程實施： 

(一)多媒體的運用： 

※實施策略 

1.電視化教學：利用電腦.電視.投影機.DVD.收錄音機.教學提示機，相關影帶網

路系統.及相關軟體資訊影片等，使教學內容呈現活潑化即多元化。 

2.電視視訊網路：利用校內視訊網路系統，隨時掌握資訊新動向.生活新知，並

與學生生活相結合來充實教材內容。 

3.網路資源檔案結合與共享：建立教師教學檔案利用網路資源共享的原則，使教

師之間可以充分靈活應用。 

※實施效果 

1.多元化的學習工具，可提高學生興趣，增加學習效果。 

2.讓學生有應用資訊的能力，掌握生活資訊，增進生活及視覺經驗，以利達成實

踐體驗的目標。 

3.多元資訊，多元學習。營造處處學習的文化環境，由情境模擬中引導學生省

思，讓活動進行中深具意義。 

（二）空間的多元運用：有效運用室內外活動場地，如學生活動中心.綜合教室.

籃球場.操場.舞蹈教室.數位電台.圖書館下方開放空間。 

※實施策略： 

1.分組活動方式進行 

2.主題教學活動 

3.協同教學 

4.跨領域教學活動。 

※預期效果 

1.研擬教學計劃，以活動方式進行，將現有的空間加以利用，充分讓學生有伸展

的空間，可達實際體驗的效果。 

2.安全的空間與完善的設備，教師教學安全又方便。 

3.雨天活動使用室內場地，利於教學順利進行，協同教學或跨領域教學不影響其

他年段作息，在活動中易於分享所學發揮合作精神與群性的發展。 

4.多元的空間利於戲劇表演.語文發表與角色扮演等活動，可培養自信與情感的

表達。 

(三)了解社區資源，並結合資源，透過教學活動，增加學生見聞。※實施策略：

透過實地參觀.訪談.紀錄方式進行。 

※預期效果： 

1.了解社區文化特性與地方人物的建樹。 

2.探訪古蹟歷史緣由，培養孩子愛鄉愛土的精神。 

3.觀察社區生活環境，探索環境危機，學習自我保護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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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級教學團隊 

桃園市蘆竹區光明國民小學 111 學年度【綜合活動領域】課程計畫 

每週節數 2節 設計者 四年級教學團隊 

核心素養 

A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B3.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社會參與 
□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課程理念 

綜合活動領域秉持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自發」、「互動」及

「共好」的 理念，關注學生的生活經驗，透過核心素養的落實，各教育階段科

目內涵的連貫與跨領域 /科目間的統整，引導學生進行體驗、省思、實踐與創新

等學習活動，建構內化意義，涵 養利他情懷。 本領域之理念分述如下：  

一、 擴展價值探索與體驗思辨 發展個人興趣與專長，促進多元自主的學習，探

索個人價值，思辨與統整經驗，將 所了解的知能實踐於生活情境中。 

 二、涵養美感創新與生活實踐 以開放、多元的學習情境，豐富信息選擇及人際

互動，探索未來社會變化，涵養美 感、創新與生活實踐知能。 三、促進文化理

解與社會關懷 理解、尊重與關懷不同文化族群，透過服務學習，落實社會參

與，關懷自然生態與 環境永續 

學習重點 

 學習表現 

1. 展現自己能力、興趣與長處，並表達自己的想法和感受。 

2. 選擇合宜的學習方法，落實學習行動。 

3. 覺察工作的意義與重要性。 

4. 覺察情緒的變化，培養正向思考的態度。 

5. 覺察自己的人際溝通方式，展現合宜的互動與溝通態度和技

巧。 

6. 體會團隊合作的意義，並能關懷團隊的成員。 

7. 參加團體活動，遵守紀律、重視榮譽感，並展現負責的態度。 

8. 蒐集與整理各類資源，處理個人日常生活問題。 

9. 體察並感知生活中美感的普遍性與多樣性。 

10. 分享自己運用創意解決生活問題的經驗與觀察。 

11. 覺察生活中潛藏危機的情境，提出並演練減低或避免危險的

方法。 

12. 參與學校或社區服務學習，並分享心得。 

13. 參與文化活動，體會文化與生活的關係，並認同與肯定覺察

生活中環境的問題，探討並執行對環境友善的行動。 

 學習內容 

1. 自己能做的事。 

2. 自己感興趣的人、事、物。 

3. 自我探索的想法與感受。 

4. 有效的學習方法。 

5. 學習行動。 

6. 工作的意義。 

7. 各種工作的甘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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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各行業對社會的貢獻。 

9. 情緒的辨識與調適。 

10. 正向思考的策略。 

11. 自我表達的適切性。 

12. 與家人、同儕及師長的互動。 

13. 人際溝通的態度與技巧。 

14. 團隊合作的意義與重要性。 

15. 關懷團隊成員的行動。 

16. 團體活動的參與態度。各類資源的認識與彙整。 

17. 個人日常生活問題所需的資源。 

18. 運用資源處理日常生活問題的行 

19. 生活美感的普遍性與多樣性。 

20. 生活美感的體察與感知。 

21. 生活問題的創意解決。 

22. 生活周遭潛藏危機的情境。 

23. 生活周遭危機情境的辨識方法。 

24. 生活周遭潛藏危機的處與演練。 

25. 服務對象的了解與適切服務。 

26. 服務行動的參與與分享。 

27. 文化活動的參與。 

28. 文化與生活的關係及省思。 

29. 對自己文化的認同與肯定。 

30. 生活中環境問題的覺察。 

31. 環境友善的行動與分享。 

課程架構表 

：  

 

 

四
年
級
上
學
期 

 
一、學習快易通 

二、啟動心能量 

三、行行出狀元 

四、社區好資源 

1.行業知多少 

2.工作甘苦談 

 

1.社區資源探索 

2.社區便利行 

 

1.學習有妙方 

2.學習行動力 

 

1.生活事件簿 

2.生命的舵手 

 

1.護我行動 GO 

2.勇敢說出來 

 

五、危機急轉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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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之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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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13 熟悉與家庭生活相關的社區資源。 

【性別平等教育】 

性 E5 認識性騷擾、性侵害、性霸凌的概念及其求助管道。 

性 E11 培養性別間合宜表達情感的能力。 

【生涯規劃教育】 

涯 E2 認識不同的生活角色。 

涯 E8 對工作/教育環境的好奇心。 

涯 E9 認識不同類型工作/教育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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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權教育】 

人 E7 認識生活中不公平、不合理、違反規則和健康受到傷害等經驗，並知道如

何尋求救助的管道。 

學習目標 

1. 培養正確的學習態度及習慣。 

2. 運用不同層次的學習策略在學習上。 

3. 找到適合自己的方法落實於學習中，並不斷修正。 

4. 辨識自己心情及變化，並覺察合宜表達方式及調節情緒的重要。 

5. 覺察同樣一件事情，可以有許多不同的思考面向；並蒐集好的行動策略製

成行動卡。 

6. 找出合宜的行動策略，解決生活中困難。 

四
年
級
下
學
期 

 

一、溝通學問大 

 

1.溝通有訣竅 

2.道歉有誠意 

 

二、創意生活家 

 

1.生活創意大集合 

2.問題解決有妙招 

 

三、快樂小志工 

 

1.散播助人種子 

2.校園服務開麥拉 

 

四、地球守衛隊 

 

1.環境問題知多少 

2.環保小推手 

 

五、文化旅行趣 

 

1.生活文化快樂 GO 

2.文化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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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了解正向思考的重要性，並經由典範故事，學習不同的正向思考策略並加

以實踐。 

8. 藉由職業達人的邀請，知道工作的樂趣與辛苦，進而感謝家人的工作付

出。 

9. 藉由實作演練工作時的情形，再透過參訪的機構或工廠來了解工作的樂趣

與辛苦。 

10. 了解社區資源與機構的使用時機與方法。 

11. 學習規畫社區資源與機構的踏查活動。 

12. 樂於使用社區機構與資源，以增進生活知能。 

13. 透過觀察與討論，說出生活中可能潛藏危機的情境。 

14. 提出辨識危機的方法並能演練避免危險的方法。 

15. 實際演練找出有效的因應策略，並省思執行結果。 

教學與評量

說明 

一、教材編選與資源(教科書版本、相關資源) 

(一)教材編選 

綜合教材編選包括教科用書、各類圖書、數位教材、適性學習教材、診斷工具

及各種 學習資源等,以提供學生更豐富的學習。 

第二階段的教材編選以展現情意、技能與認知為主要內涵,圖文的編排與選用應

適合學生身心發展並兼顧性別平等、人權、環境等各項相關議題的融入。 

(二)教材來源 

1、以教育部審定版之教材為主: 

1.以教育部審定版之教材為主： 

年級 出版社 冊數 

四年級 南一 三、四冊 

   2.以桃園市蘆竹區在地化課程為輔。 

(三)教學資源 

1、教科用書及自編教材 

2、數位媒材及網路資源 

3、圖書館及圖書教室 

二、教學方法或策略 

1.教材設計情境化脈絡化下，強調生活應用，結合學童生活情境，讓學童於情

境中探索理解解決問題的方法，並實際應用於生活。 

2.多元運用各種教學方法：觀察、發表、操作、體驗、示範演練、參觀、訪

問、調查、遊戲、欣賞、角色扮演、反省、思考、討論。 

三、教學評量 

綜合領域以學習評量目的選取適切的多元評量方式,並可選擇採個人或小組評量

方式進行。 

(1)高層次紙筆評量:依重要知識與概念性目標及學習興趣、動機與態度等情意

目標,採用活動心得學習單、紙筆評量等方式。 

(2)實作與口語評量:可採小組或個人口頭報告、實作、作品製作等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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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級教學團隊 

桃園市蘆竹區光明國民小學 111 學年度【綜合活動領域】課程計畫 

每週節數 2節 設計者 五年級教學團隊 

核心素養 

A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B3.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社會參與 
□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課程理念 

    綜合活動領域秉持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自發」、「互動」

及「共好」的 理念，關注學生的生活經驗，透過核心素養的落實，各教育階段

科目內涵的連貫與跨領域 /科目間的統整，引導學生進行體驗、省思、實踐與

創新等學習活動，建構內化意義，涵 養利他情懷。 本領域之理念分述如下： 

    一、 擴展價值探索與體驗思辨 發展個人興趣與專長，促進多元自主的學

習，探索個人價值，思辨與統整經驗，將 所了解的知能實踐於生活情境中。 

    二、涵養美感創新與生活實踐 以開放、多元的學習情境，豐富信息選擇及

人際互動，探索未來社會變化，涵養美 感、創新與生活實踐知能。  

    三、促進文化理解與社會關懷 理解、尊重與關懷不同文化族群，透過服務

學習，落實社會參與，關懷自然生態與 環境永續 

學習重點 

    本領域課程目標秉持總綱「自發」、「互動」、「共好」的理念，對應總

綱核心素養三面向：「A.自主行動」、「B.溝通互動」及「C.社會參與」，進

而轉化為本領域的核心素養，並發展本領域的「主題軸」及「主題項目」。包

含「學習表現」與「學習內容」。「學習表現」的內涵是由三個主題軸及十二

個主題項目建構而來；「學習內容」則涵蓋本領域的重要概念、知識與原理原

則等，提供課程設計、教材發展的參考，並透過教學予以實踐。本學年度的

「學習表現」為規劃與執行學習計畫，培養自律與負責的態度。運用生涯資

訊，初探自己的生涯發展。覺察生命的變化與發展歷程，實踐尊重和珍惜生

命。尊重與關懷不同的族群，理解並欣賞多元文化。持續參與服務活動，省思

服務學習的意義，展現感恩、利他的情懷。欣賞並接納自己與他人。分析與判

讀各類資源，規劃策略以解決日常生活的問題。實踐環境友善行動，珍惜生態

資源與環境。共計八大類別。學習內容則包含學習計畫的規劃與執行。自我管

理策略。職業與能力。職業興趣。自然界生命現象與人的關係。團隊運作的問

題與解決。團隊合作的技巧。不同族群的優勢與困境。與不同族群相處的態度

和禮儀。生活在不同文化中的經驗和感受。對不同族群的尊重、欣賞與關懷。

對周遭人事物的關懷。服務學習的歷程。感恩、利他情懷。自己與他人特質的

欣賞及接納。對自己與他人悅納的表現。各類資源的分析與判讀。運用各類資

源解決問題的規劃。自然界生命現象與人的關係。生態資源及其與環境的相

關。人類對環境及生態資源的影響。生態資源與環境保護行動的執行。珍惜生

態資源與環境保護情懷的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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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架構表 

 

 

 

 

 

 

 

 

融入之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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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13 熟悉與家庭生活相關的社區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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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平等教育】 

性 E5 認識性騷擾、性侵害、性霸凌的概念及其求助管道。 

性 E11 培養性別間合宜表達情感的能力。 

【生涯規劃教育】 

涯 E2 認識不同的生活角色。 

涯 E8 對工作/教育環境的好奇心。 

涯 E9 認識不同類型工作/教育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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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權教育】 

人 E7 認識生活中不公平、不合理、違反規則和健康受到傷害等經驗，並知道如

何尋求救助的管道。 

學習目標 

1.「生活大富翁」活動，透過生活情境探討、訪問家人等方式，帶領學生覺察

時間與金錢運用、規畫的重要性。並擬定運用策略，實際執行。 

2.「學習天地」旨在透過活動引導學生覺察自己善用的學習方法，並透過教與

學引導學生互相學習合適的學習方法；而後透過學習計畫，藉由實作引導學

生進行學習方法的調整，並延伸發展自己的興趣與專長。 

3.「戶外探索趣」旨在透過計畫與體驗戶外活動，引導學生做中學，透過實際

體驗培養學生對自然與人文環境的尊重。 

4.「多元文化相處之道」旨在透過生活中事例的探索，引導學生發現不同族群

在現今環境中的優勢；透過新聞報導、情境，分析了解不同族群可能面臨的

問題與其困境，並引導學生探討面對不同的文化與族群所需要的尊重與關

懷，完成自身能力能完成的關懷行動。 

5.藉由資料的蒐集或接受服務的經驗，認識社會服務團體，引導兒童討論具體

可行的班級社會服務活動，鼓勵兒童以班級或小組為單位，共同實踐體驗一

項社會服務活動，並從活動中省思分享個人參與社會服務活動後的體會與感

受。 

6.透過昔日照片、學習檔案，回顧過去自己學習的經驗，並發現與欣賞他人的

優點，接納他人不同的想法。 

7.兒童能覺察自己在生活中常見的壓力來源，以及面對壓力時的心理和生理反

應，並能學習作適當的改善。 

8.兒童能認識各種社會資源及支援系統，以及知道使用的時機。 

9.「珍惜大自然」旨在使學生從生活中或戶外活動體驗中，覺察環境的改變與

破壞可能帶來的危害。並能身體力行，珍惜、保護生態環境與資源。 

教學與評量

說明 

一、教材編選與資源(教科書版本、相關資源) 

(一)教材編選 

綜合教材編選包括教科用書、各類圖書、數位教材、適性學習教材、診斷工具

及各種 學習資源等,以提供學生更豐富的學習。 

第二階段的教材編選以展現情意、技能與認知為主要內涵,圖文的編排與選用應

適合學生身心發展並兼顧性別平等、人權、環境等各項相關議題的融入。 

(二)教材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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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以教育部審定版之教材為主: 

1.以教育部審定版之教材為主： 

年級 出版社 冊數 

五年級 康軒 五、六冊 

   2.以桃園市蘆竹區在地化課程為輔。 

(三)教學資源 

4、教科用書及自編教材 

5、數位媒材及網路資源 

6、圖書館及圖書教室 

二、教學方法或策略 

1.教材設計情境化脈絡化下，強調生活應用，結合學童生活情境，讓學童於情

境中探索理解解決問題的方法，並實際應用於生活。 

2.多元運用各種教學方法：觀察、發表、操作、體驗、示範演練、參觀、訪

問、調查、遊戲、欣賞、角色扮演、反省、思考、討論。 

三、教學評量 

綜合領域以學習評量目的選取適切的多元評量方式,並可選擇採個人或小組評量

方式進行。 

(1)高層次紙筆評量:依重要知識與概念性目標及學習興趣、動機與態度等情意

目標,採用活動心得學習單、紙筆評量等方式。 

(2)實作與口語評量:可採小組或個人口頭報告、實作、作品製作等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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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級教學團隊 

桃園市蘆竹區光明國民小學 111 學年度【綜合活動領域】課程計畫 

每週節數 2節 設計者 六年級教學團隊 

核心素養 

A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B3.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社會參與 
□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課程理念 

    綜合活動領域秉持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自發」、「互動」

及「共好」的 理念，關注學生的生活經驗，透過核心素養的落實，各教育階段

科目內涵的連貫與跨領域 /科目間的統整，引導學生進行體驗、省思、實踐與

創新等學習活動，建構內化意義，涵 養利他情懷。 本領域之理念分述如下： 

    一、 擴展價值探索與體驗思辨 發展個人興趣與專長，促進多元自主的學

習，探索個人價值，思辨與統整經驗，將 所了解的知能實踐於生活情境中。 

    二、涵養美感創新與生活實踐 以開放、多元的學習情境，豐富信息選擇及

人際互動，探索未來社會變化，涵養美 感、創新與生活實踐知能。  

    三、促進文化理解與社會關懷 理解、尊重與關懷不同文化族群，透過服務

學習，落實社會參與，關懷自然生態與 環境永續 

學習重點 

    本領域課程目標秉持總綱「自發」、「互動」、「共好」的理念，對應總

綱核心素養三面向：「A.自主行動」、「B.溝通互動」及「C.社會參與」，進

而轉化為本領域的核心素養，並發展本領域的「主題軸」及「主題項目」。包

含「學習表現」與「學習內容」。「學習表現」的內涵是由三個主題軸及十二

個主題項目建構而來；「學習內容」則涵蓋本領域的重要概念、知識與原理原

則等，提供課程設計、教材發展的參考，並透過教學予以實踐。本學年度的

「學習表現」為規劃與執行學習計畫，培養自律與負責的態度。運用生涯資

訊，初探自己的生涯發展。覺察生命的變化與發展歷程，實踐尊重和珍惜生

命。尊重與關懷不同的族群，理解並欣賞多元文化。持續參與服務活動，省思

服務學習的意義，展現感恩、利他的情懷。欣賞並接納自己與他人。分析與判

讀各類資源，規劃策略以解決日常生活的問題。實踐環境友善行動，珍惜生態

資源與環境。共計八大類別。學習內容則包含學習計畫的規劃與執行。自我管

理策略。職業與能力。職業興趣。自然界生命現象與人的關係。團隊運作的問

題與解決。團隊合作的技巧。不同族群的優勢與困境。與不同族群相處的態度

和禮儀。生活在不同文化中的經驗和感受。對不同族群的尊重、欣賞與關懷。

對周遭人事物的關懷。服務學習的歷程。感恩、利他情懷。自己與他人特質的

欣賞及接納。對自己與他人悅納的表現。各類資源的分析與判讀。運用各類資

源解決問題的規劃。自然界生命現象與人的關係。生態資源及其與環境的相

關。人類對環境及生態資源的影響。生態資源與環境保護行動的執行。珍惜生

態資源與環境保護情懷的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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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架構表 

 

 

 

 

 

 

 

 

 

 

 

 

 

 

 

 

 

 

 

 

 

 

 

 

 

 

 

 

 

 

 

 

 

 

 

 

 

 

 

 

融入之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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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13 熟悉與家庭生活相關的社區資源。 

【性別平等教育】 

性 E5 認識性騷擾、性侵害、性霸凌的概念及其求助管道。 

性 E11 培養性別間合宜表達情感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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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涯規劃教育】 

涯 E2 認識不同的生活角色。 

涯 E8 對工作/教育環境的好奇心。 

涯 E9 認識不同類型工作/教育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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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權教育】 

人 E7 認識生活中不公平、不合理、違反規則和健康受到傷害等經驗，並知道如

何尋求救助的管道。 

學習目標 

1.「生活大富翁」活動，透過生活情境探討、訪問家人等方式，帶領學生覺察

時間與金錢運用、規畫的重要性。並擬定運用策略，實際執行。 

2.「學習天地」旨在透過活動引導學生覺察自己善用的學習方法，並透過教與

學引導學生互相學習合適的學習方法；而後透過學習計畫，藉由實作引導學

生進行學習方法的調整，並延伸發展自己的興趣與專長。 

3.「戶外探索趣」旨在透過計畫與體驗戶外活動，引導學生做中學，透過實際

體驗培養學生對自然與人文環境的尊重。 

4.「多元文化相處之道」旨在透過生活中事例的探索，引導學生發現不同族群

在現今環境中的優勢；透過新聞報導、情境，分析了解不同族群可能面臨的

問題與其困境，並引導學生探討面對不同的文化與族群所需要的尊重與關

懷，完成自身能力能完成的關懷行動。 

5.藉由資料的蒐集或接受服務的經驗，認識社會服務團體，引導兒童討論具體

可行的班級社會服務活動，鼓勵兒童以班級或小組為單位，共同實踐體驗一

項社會服務活動，並從活動中省思分享個人參與社會服務活動後的體會與感

受。 

6.透過昔日照片、學習檔案，回顧過去自己學習的經驗，並發現與欣賞他人的

優點，接納他人不同的想法。 

7.兒童能覺察自己在生活中常見的壓力來源，以及面對壓力時的心理和生理反

應，並能學習作適當的改善。 

8.兒童能認識各種社會資源及支援系統，以及知道使用的時機。 

9.「珍惜大自然」旨在使學生從生活中或戶外活動體驗中，覺察環境的改變與

破壞可能帶來的危害。並能身體力行，珍惜、保護生態環境與資源。 

教學與評量

說明 

一、教材編選與資源(教科書版本、相關資源) 

(一)教材編選 

綜合教材編選包括教科用書、各類圖書、數位教材、適性學習教材、診斷工具

及各種 學習資源等,以提供學生更豐富的學習。 

第二階段的教材編選以展現情意、技能與認知為主要內涵,圖文的編排與選用應

適合學生身心發展並兼顧性別平等、人權、環境等各項相關議題的融入。 

(二)教材來源 

1.以教育部審定版之教材為主： 

年級 出版社 冊數 

六年級 康軒 七、八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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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以桃園市蘆竹區在地化課程為輔。 

(三)教學資源 

1.教科用書及自編教材 

2.數位媒材及網路資源 

3.圖書館及圖書教室 

二、教學方法或策略 

1.教材設計情境化脈絡化下，強調生活應用，結合學童生活情境，讓學童於情

境中探索理解解決問題的方法，並實際應用於生活。 

2.多元運用各種教學方法：觀察、發表、操作、體驗、示範演練、參觀、訪

問、調查、遊戲、欣賞、角色扮演、反省、思考、討論。 

三、教學評量 

綜合領域以學習評量目的選取適切的多元評量方式,並可選擇採個人或小組評量

方式進行。 

1.高層次紙筆評量:依重要知識與概念性目標及學習興趣、動機與態度等情意目

標,採用活動心得學習單、紙筆評量等方式。 

2.實作與口語評量:可採小組或個人口頭報告、實作、作品製作等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