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件 12﹚學習領域課程計畫
苗栗縣 五穀 國民中小學 106 學年度 四 年級 上學期 綜合與活動 領域課程計畫
一、本領域每週學習節數（3）節，銜接或補強節數﹙0﹚節，本學期共﹙63﹚節。
二、本學期學習目標：﹙以條列式文字敘述﹚
（一）覺察不同性別者在生活事務中展現的異同；並了解產生性別差異的原因及其影響。
（二）了解性別差異與個別差異的不同；欣賞不同性別者在生活中展現的差異。
（三）覺察個人與他人之間參與家庭事務的差異；養成樂於主動參與家庭事務的態度。
（四）實際參與家庭事務；規畫並參與家庭活動。
（五）蒐集戶外活動的資訊與注意事項；了解認識自然所需的知識與技能。
（六）遵守戶外活動的相關規定；運用所學知能用心體驗自然，表現對自然的好奇與友善。
（七）了解社區文化活動及其特色。
（八）參加社區文化活動；了解文化與自身及生活的關係。
（九）了解生活中的環境汙染問題；覺察各種環境汙染的嚴重性。
（十）了解改善各種環境問題的方法；以具體行動保護環境。
三、本學期課程架構：﹙各校自行視需要決定是否呈現﹚
四、本學期課程內涵：
教學期程
月
份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週次 應包括指標標碼與指標 例如：單元一
內容
活動一：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例如：○○版教科書第 例如：紙筆測驗、 視需要註明表內所用符號
一單元「○○○○」 態度檢核、資料蒐 或色彩意義，例如：

﹙活動重點之詳略由各校自

或：改編○○版教科書 集整理、觀察記

●表示表示本校主題課程

行斟酌決定﹚

第一單元「○○○○」錄、分組報告、參 ＊表示教科書更換版本銜
或：自編教材
與討論、課堂問 接課程
或：選自
答、作業、實測、
實務操作等。

2-2-2 覺察不同性別者在
生活事務的異同，並欣賞其
差異。
【性別平等教育】
1-2-2 覺察性別特質的刻
板化印象。
1-2-3 欣賞不同性別者的
創意表現。

康軒版教科書「單元一性
別面面觀」
康軒版媒體「教學 DVD」
圖畫紙
蠟筆、彩色筆等繪圖用具

單元一 性別面面觀
【活動 1】性別不一樣？
1.教師請兒童畫下自己的房間，並將姓
名標示於背面。

1.活動參與
2.口頭發表
3.討論發表
4.態度評量

2.將兒童的作品張貼在黑板上，並請兒
童思考：下面 4 個房間，有男生的也有
女生的，你看得出來哪些是男生的房
間？哪些是女生的嗎？為什麼？
3.教師將兒童判斷的原因記錄在黑板

一

上。

3

4.從觀察房間的活動中，你發現什麼？
你認為不同性別的人，喜歡的事物一定
不同嗎？為什麼？
5.兒童可能會依據房間家具及物品的

9

顏色、圖案、造型等進行推理，教師可
協助兒童歸納判斷的原因與性別不一
定相關，男生可能會喜歡看起來較女性
化的物品，女生也可能會喜歡較男性化
的物品。

二

2-2-2 覺察不同性別者在
生活事務的異同，並欣賞其
差異。
【性別平等教育】
1-2-2 覺察性別特質的刻
板化印象。
1-2-3 欣賞不同性別者的
創意表現。

康軒版教科書「單元一性 1.活動參與
別面面觀」
2.口頭發表
康軒版媒體「教學 DVD」 3.討論發表
4.態度評量

單元一 性別面面觀
【活動 1】性別不一樣？
1.教師引導兒童觀察：觀察學校生活，
說說看，不同性別的人有哪些相同的地
方？
2.再說說看，在學校生活中，不同性別
的人有哪些不同的地方呢？
3.教師引導兒童省思：為什麼不同性別
的人會有一些生活上的不同？這些差

3

異和性別有關嗎？還是有其他的原因
呢？
4.教師協助兒童從觀察中發覺差異不
一定與性別有關，多導因於個人的興
趣、特質或能力等。
5.兒童分組討論並分享。
6.教師提問：如果你和大多數人的想法
和行為不同，你會希望別人怎麼看待你
呢？
7.教師歸納總結：不管是男生或女生，
都可以有自己的喜好與興趣，不需要為
了迎合多數人，而讓自己受到限制。
2-2-2 覺察不同性別者在
生活事務的異同，並欣賞其
差異。
【性別平等教育】
1-2-2 覺察性別特質的刻
板化印象。
1-2-3 欣賞不同性別者的
創意表現。

康軒版教科書「單元一性 1.活動參與
別面面觀」
2.口頭發表
康軒版媒體「教學 DVD」 3.訪談紀錄
4.態度評量

單元一 性別面面觀
【活動 2】多元欣賞
1.教師引導兒童分享：家中的長輩在對
待家人時，是否會因為性別而有不同的
期待或相處方式呢？
2.為什麼家人之間會因為性別而有不
同的相處方式？請你推測可能的原

三

因。面對這些現象，你有什麼感受或反
應呢？
3.兒童分組討論並發表，為接下來的訪
問家人活動做心理準備。
4.教師發下教師手冊第 30 頁「性別想
法大募集」學習單，並說明：你的家人
對你的性別有什麼想法呢？請利用下
列問題訪問家長，再和同學分享。
(1)您在幫我選購衣服、玩具或其他生

3

活用品時，會考慮性別的差異嗎？
(2)您對我有哪些期望？這些期望和性
別有關係嗎？
(3)您希望我能培養哪些興趣或專長？
您會因為我的性別而有不同的期待
嗎？
(4)您對不同性別的孩子在教養態度與
方式上會不一樣嗎？為什麼？
5.教師補充說明：可以多訪問幾位家中
的長輩，再歸納他們的想法，每個人的
想法都相同嗎？請嘗試了解他們產生
這些想法的原因。
6.教師請兒童發表訪談結果。
2-2-2 覺察不同性別者在
生活事務的異同，並欣賞其
差異。
【性別平等教育】
1-2-3 欣賞不同性別者的
創意表現。
2-2-1 瞭解不同性別者在
團體中均扮演重要的角色。

康軒版教科書「單元一性
別面面觀」
圖畫紙
康軒版媒體「教學 DVD」

單元一 性別面面觀
【活動 2】多元欣賞
1.教師提問：訪問家人後，你和家人的
看法一樣嗎？
2.教師請兒童發表：你的個性、喜好或
能力的發展，受到哪些因素影響呢？
3.教師引導兒童省思：了解其他人對性

四

別的看法後，你對性別有哪些不同的想
法呢？你會如何表現，來接納和尊重不
同性別的人呢？
4.教師提問：和不同性別的人相處時，
怎樣做會比較好？你會如何欣賞對方
的優點或表現呢？
5.教師請兒童將想法付諸實踐。
6.教師發下圖畫紙，請兒童將自己欣賞

3

1.活動參與
2.口頭發表
3.訪談紀錄
4.態度評量

與尊重不同性別者的行動過程與心得
記錄下來，並貼在布告欄展示。
7.教師提問：看到布告欄上的作品，你
有什麼感受？你還可以用哪些方式欣
賞不同性別的人呢？
8.教師總結：不論是哪一種性別的人，
都有自己的特質，有些和性別有關，有
些和性別無關，平時應學習與人相處並
互相欣賞，也應懂得肯定自己、接納自
己，尊重不同性別的人，展現多元欣賞
的胸懷。
2-2-3 參與家庭事務，分享
與家人休閒互動的經驗和
感受。
【性別平等教育】
2-2-1 瞭解不同性別者在
團體中均扮演重要的角色。
【家政教育】
4-2-2 認識自己與家人在
家庭中的角色。

康軒版教科書「單元二家 1.活動參與
庭生活樂陶陶」
2.口頭發表
康軒版媒體「教學 DVD」 3.討論發表
4.實作評量
5.態度評量

單元二 家庭生活樂陶陶
【活動 1】主動做家事
1.教師引導兒童思考：你家裡的事由誰
來做？你會做哪些家事呢？
2.同學家的家事分工和你家有什麼不
同？
3.和家人一起做家事時，你有什麼感受

五

呢？
4.教師請兒童再次檢視自己的觀察結
果，思考自己能學習的家事或能改進之
處。
5.教師在黑板或布告欄標示各項家
事，引導兒童討論：想一想，家事怎麼
分工比較好？為什麼？
6.如果家事固定都由某個人來做，你覺
得合理嗎？為什麼？

3

2-2-3 參與家庭事務，分享
與家人休閒互動的經驗和
感受。
【家政教育】
4-2-2 認識自己與家人在
家庭中的角色。
【人權教育】
1-2-3 說出權利與個人責
任的關係，並在日常生活中
實踐。

康軒版教科書「單元二家 1.活動參與
庭生活樂陶陶」康軒版媒 2.口頭發表
體「教學 DVD」
3.討論發表
4.實作評量
5.態度評量

單元二 家庭生活樂陶陶
【活動 1】主動做家事
1.教師引導兒童在家中進行家事分
工：回家和家人討論你家的家事分工。
2.教師請兒童分享家中家事分工的過
程與心得。
3.教師發下教師手冊第 46 頁「家事分
工紀錄表」學習單，並提問：與家人討

六

論後，你和家人分別負責哪些家事呢？

3

請依討論結果，完成你負責的家事吧！
4.教師引導兒童回想：做家事時，曾發
生哪些令你印象深刻的事？
5.做了家事以後，你有哪些改變或心得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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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教師請兒童反思並總結：做家事時，
你學到哪些新事務？主動做家事能促
進與家人的互動，增進家庭和諧呵

七

2-2-3 參與家庭事務，分享
與家人休閒互動的經驗和
感受。
【家政教育】
4-2-4 察覺家庭生活與家
人關係。
4-2-5 瞭解參與家庭活動
的重要性。

康軒版教科書「單元二家
庭生活樂陶陶」
家庭活動的照片、影片等
資料
康軒版媒體「教學 DVD」

單元二 家庭生活樂陶陶
【活動 2】溫馨相處情
1.教師提問：你和家人曾經一起進行哪
些活動？進行這些活動時，你有什麼感
受？
2.教師請兒童討論：如果有一段與家人
相處的時間，可以用來增進家人間的互
動，你會想做什麼呢？
3.教師請兒童回家與家人協商：請和家
人規畫一個家庭休閒活動，並實際執
行。

3

1.活動參與
2.口頭發表
3.討論發表
4.態度評量

4.教師鼓勵兒童：也可以利用家庭活動
時間，安排家人共同學習的活動，例
如：進行家庭讀書會，讓全家有機會一
同成長。
2-2-3 參與家庭事務，分享
與家人休閒互動的經驗和
感受。
【家政教育】
4-2-4 察覺家庭生活與家
人關係。
4-2-5 瞭解參與家庭活動
的重要性。

康軒版教科書「單元二家
庭生活樂陶陶」
家庭活動的照片、影片等
資料
康軒版媒體「教學 DVD」

單元二 家庭生活樂陶陶
【活動 2】溫馨相處情
1.教師引導兒童發表：請和同學分享你
的家庭活動。

1.活動參與
2.口頭發表
3.討論發表
4.態度評量

2.想一想，大家的家庭活動有什麼不一
樣？
3.你還想和家人進行哪些活動呢？
4.教師引導兒童反思：這些家庭活動對
你的生活有哪些影響？

八

5.教師請兒童反思舉辦家庭活動的意

3

義：家庭活動能促進家人間的良性互
動，是每個家庭都應納入生活中的重要
「功課」
，透過各式各樣的家庭活動，
能建立家庭成員分工合作與分享的觀
念，還能體會與家人一起共創回憶的感
動。
6.教師總結：增加和家人相處的時間，
一起進行家庭活動，體驗全家人互動的
感受，營造更幸福和諧的家庭生活吧！

九

4-2-2 運用簡易的知能參
與戶外活動，體驗自然。
【環境教育】
1-2-2 能藉由感官接觸環
境中的動、植物和景觀，欣
賞自然之美，並能以多元的
方式表達內心感受。

單元三 擁抱自然
【活動 1】行前筆記
1.教師請兒童發表：回想一下，你參與
過哪些可以親近大自然的戶外活動？
2.教師延伸提問：活動時，發生哪些令

3

康軒版教科書「單元三擁 1.活動參與
抱自然」
2.口頭發表
康軒版媒體「教學 DVD」 3.討論發表
4.態度評量

你難忘的事呢？
3.兒童分別針對個人經驗發表。
4.教師提問：想想看，從事戶外活動
前，應該做哪些準備？進行戶外活動
時，要注意什麼？
5.教師可將兒童先前分享的戶外活動
項目寫在黑板上，再引導兒童逐項討論
下列問題：
(1)從事這項戶外活動，應該先做哪些
規畫？可能蒐集到什麼資訊？
(2)從事這項戶外活動應該攜帶哪些物
品？穿著怎樣的服裝？為什麼？
(3)要如何選擇活動場地？到達活動場
地後，第一件該做的事情是什麼呢？
(4)活動時，有什麼事情不能做？有什
麼規則該遵守？
(5)這項戶外活動的場地會提供哪些服
務？有哪些該注意的事情？
6.參與戶外活動前，一定要做好事前準
備嗎？為什麼？
7.教師可請兒童發表各項戶外活動未
做行前準備時，可能發生的情況，讓兒
童了解行前準備關係到生命安全，以及
是否能有個開心的戶外活動經驗，體會
行前準備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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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4-2-2 運用簡易的知能參 單元三 擁抱自然
與戶外活動，體驗自然。
【活動 1】行前筆記
【環境教育】
1-2-2 能藉由感官接觸環 1.教師提問：戶外活動的項目很多，你
境中的動、植物和景觀，欣

3

康軒版教科書「單元三擁 1.活動參與
抱自然」
2.口頭發表
康軒版媒體「教學 DVD」 3.討論發表
4.態度評量

賞自然之美，並能以多元的 想和同學一起體驗哪些活動呢？把你
方式表達內心感受。
蒐集到的資訊和大家分享，並共同討論
要舉辦的戶外活動吧！
2.兒童決定要參與的戶外活動。
3.教師引導兒童擬定戶外活動規畫
表：你認識這項戶外活動的場地嗎？行
前該做哪些規畫和準備？用哪些方式
可以更清楚、仔細的觀察自然生態呢？
整理你蒐集到的資訊，一起擬定戶外活
動的規畫表吧！
4.教師強調：拜訪大自然時，可以用眼
睛看、用鼻子聞、用耳朵聽，也可以在
導覽人員的指示下用手摸摸看，但不能
隨意用嘴巴試味道，避免誤食有毒的植
物。
5.教師針對戶外活動規畫表提問：還要
注意哪些事呢？
6.教師提問：參與戶外活動前，還有哪
些該做的準備？對於同學分享的戶外
活動資訊，你有什麼看法和收穫呢？
7.教師總結：參與戶外活動前，先對你
想了解的事物有簡單的認識，並了解適
當的觀察方法，才能得到更多收穫呵！
【期中評量週】

十一

4-2-2 運用簡易的知能參
與戶外活動，體驗自然。
【環境教育】
1-2-2 能藉由感官接觸環
境中的動、植物和景觀，欣
賞自然之美，並能以多元的
方式表達內心感受。

單元三 擁抱自然
【活動 2】戶外新體驗
1.教師說明：你準備好了嗎？一起來參
加一場親近自然、感受大地生機的戶外

3

康軒版教科書「單元三擁
抱自然」
戶外活動規畫表
圖畫紙
康軒版媒體「教學 DVD」

1.活動參與
2.口頭發表
3.討論發表
4.態度評量

3-2-2 培養對自然環境的 活動吧！
熱愛與對戶外活動的興
趣，建立個人對自然環境的 2.活動進行前，教師將先前討論的戶外
責任感。
活動規畫表影印給全班；活動進行時，
提醒兒童多聽、多看、多感受，運用器
材觀察記錄並勇於發問。
3.教師發下圖畫紙，引導兒童運用感官
體驗自然。
(1)嗅覺：聞一聞，這種味道和什麼東
西相似？
(2)觸覺：把你觸摸到的感覺和同學分
享。
(3)視覺：請畫出你看到的景象。
(4)聽覺：你聽到哪些聲音？請做成一
張「聲音地圖」
。
4.教師提問：體驗自然的過程中，你學
到哪些新知識和技能？有哪些新發現
呢？請和同學分享你的心得。
5.教師引導兒童友愛自然環境：離開活
動場地前，看一看四周，你有沒有發現
垃圾呢？和同學一起清理周遭的環境
吧！

十二

4-2-2 運用簡易的知能參
與戶外活動，體驗自然。
【環境教育】
1-2-2 能藉由感官接觸環
境中的動、植物和景觀，欣
賞自然之美，並能以多元的
方式表達內心感受。
3-2-2 培養對自然環境的
熱愛與對戶外活動的興
趣，建立個人對自然環境的
責任感。

康軒版教科書「單元三擁 1.活動參與
抱自然」
2.口頭發表
康軒版媒體「教學 DVD」 3.討論發表
4.態度評量

單元三 擁抱自然
【活動 2】戶外新體驗
1.教師提問：自然環境的美好與和諧，
需要人類的珍惜與保護，想一想，你能
做哪些事來愛護自然呢？
2.如何在生活中具體實踐這些愛護自
然的想法？你可以怎麼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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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教師宜於此時引導兒童將想法具體
化，發表實踐的方式和步驟。
4.教師請兒童實際行動。
5.教師提問：愛護自然的做法中，你做
到了哪些？有什麼感受？
6.教師總結：記得保持愛護自然的習
慣，盡自己的力量守護自然呵！
3-2-4 參與社區各種文化
活動，體會文化與生活的關
係。
【家政教育】
3-2-1 認識我們社會的生
活習俗。

康軒版教科書「單元四生 1.活動參與
活中遇見文化」
2.口頭發表
康軒版媒體「教學 DVD」 3.討論發表
4.態度評量

單元四 生活中遇見文化
【活動 1】文化活動知多少
1.教師提問：你和家人參加過哪些社區
文化活動？參與活動的過程中，你做了
哪些事呢？
2.教師引導兒童思考：
(1)這些活動是在平日、假日，還是在
節慶時舉辦？

十三

(2)當時有哪些家人陪同參與活動？
(3)這些活動可以歸類在什麼類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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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藝術、運動、飲食、風土民俗、
新興文化等。
(4)參與活動時，你做了哪些事？
(5)有哪些印象深刻的事？
3.請兒童踴躍分享，並請其他人發表聽
完同學分享後的心得。
4.教師延伸提問：這些活動有可能在學
校舉辦嗎？為什麼？

十四

3-2-4 參與社區各種文化 單元四 生活中遇見文化
活動，體會文化與生活的關
【活動 1】文化活動知多少
係。
【家政教育】
1.教師引導兒童討論：你平時從哪裡知
3-2-1 認識我們社會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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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軒版教科書「單元四生 1.活動參與
活中遇見文化」
2.口頭發表
康軒版媒體「教學 DVD」 3.討論發表
4.態度評量

活習俗。

道社區文化活動的訊息呢？
2.教師鼓勵兒童：實際利用這些蒐集資
訊的方法，查一查社區中將舉辦哪些文
化活動吧！
3.教師引導兒童反思：想一想，社區為
什麼要舉辦文化活動？這些活動有什
麼特色？
4.你在這次社區文化活動分享中學到
什麼？
5.教師總結：社區文化活動能為生活增
添許多新的感受與樂趣，請你主動了解
最近社區將舉辦的文化活動，並認識這
些活動的特色，下次上課再和同學分享
你的發現。

3-2-4 參與社區各種文化
活動，體會文化與生活的關
係。
【家政教育】
3-2-1 認識我們社會的生
活習俗。

康軒版教科書「單元四生 1.活動參與
活中遇見文化」康軒版媒 2.討論發表
體「教學 DVD」
3.態度評量

單元四 生活中遇見文化
【活動 2】社區活動快樂 GO
1.教師請兒童發表：最近社區會舉辦哪
些文化活動？
2.教師針對兒童提出的文化活動提
問：你最想參加哪一項活動呢？為什

12 十五

麼？
3.兒童可先兩人一組分享，再請願意主
動回答的兒童發言。
4.教師提醒：在行動前，請先與家人一
起討論，並邀請他們共同參與。
5.教師提問：想一想，該如何邀請家人
和你一起參加社區文化活動呢？
6.教師引導兒童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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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何時邀請家人比較適合呢？
(2)社區文化活動將在何時舉辦？家人
有空嗎？
(3)你想邀請哪些家人和你一起參與社
區文化活動？
(4)你最想參加的文化活動適合這幾位
家人參加嗎？
(5)如何向家人說明你想參加的活動
呢？
(6)如何和家人選擇適合一起參與的活
動？
7.教師說明：請和家人分享社區文化活
動資訊，共同討論後，一起參加活動
吧！
3-2-4 參與社區各種文化
活動，體會文化與生活的關
係。
【家政教育】
3-2-1 認識我們社會的生
活習俗。

康軒版教科書「單元四生 1.活動參與
活中遇見文化」
2.討論發表
康軒版媒體「教學 DVD」 3.態度評量

單元四 生活中遇見文化
【活動 2】社區活動快樂 GO
1.教師提問：和家人一起參加社區文化
活動了嗎？參加社區活動時，發生了哪
些事？請寫在「社區文化活動紀錄表」
中。

十六

2.教師提醒：參與活動時，記得多多利
用拍照、錄影等方式留下紀錄呵！
3.想一想，下次上課時，你可以用什麼
方式分享參與文化活動的心得呢？
4.教師請兒童發表：參與活動後，你有
哪些心得？請把你和家人進行文化活
動的成果和同學分享。
5.請兒童先在小組內分享，再上臺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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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分享。
6.教師將兒童分享的各種文化活動記
錄在黑板上並提問：想一想，社區舉辦
的各種文化活動，與我們的生活有什麼
關聯？對我們的生活又會帶來哪些影
響呢？
7.教師運用心智地圖引導兒童發表社
文化與生活的關聯性，並統整兒童討論
的結果。
8.教師歸納兒童分享的內容，引導兒童
體會文化與生活密不可分的關係，並鼓
勵兒童：平時多和親友參加社區文化活
動，體驗各式文化，能讓你的生活更精
采呵！
4-2-3 辨別各種環境保護
及改善的活動方式，選擇適
合的項目落實於生活中。
【環境教育】
2-2-2 認識生活周遭的環
境問題形成的原因，並探究
可能的改善方法。
4-2-3 能表達自己對生活
環境的意見，並傾聽他人對
環境的想法。

十七

康軒版教科書「單元五改 1.活動參與
造清淨家園」
2.討論發表
蒐集環境汙染的照片、影 3.態度評量
片或相關新聞報導
康軒版媒體「教學 DVD」

單元五 改造清淨家園
【活動 1】環境大探索
1.教師請兒童蒐集資料：你聽過哪些環
境遭受破壞的現象？請先蒐集相關資
料，再和同學分享。
2.教師宜提出下列問題，指導兒童蒐集
完整的資料：這種環境問題會發生在哪
些地方？這種環境問題未來可能會如
何發展？為什麼會產生這種環境問
題？
3.兒童發表蒐集的資料。
4.教師可將兒童分享的內容記錄在黑
板上，並引導兒童將環境問題分類，例
如：家庭與工業廢水沒有經過處理便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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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排入海中，導致珊瑚大量死亡；輪船
漏油會嚴重汙染海洋，導致海中的生物
死亡，以上兩者可歸類在「海洋汙染」
裡。
5.教師提問：這些問題對自然環境與生
態會造成什麼影響？
4-2-3 辨別各種環境保護
及改善的活動方式，選擇適
合的項目落實於生活中。
【環境教育】
2-2-2 認識生活周遭的環
境問題形成的原因，並探究
可能的改善方法。
4-2-3 能表達自己對生活
環境的意見，並傾聽他人對
環境的想法。

康軒版教科書「單元五改 1.活動參與
造清淨家園」
2.討論發表
康軒版媒體「教學 DVD」 3.態度評量

單元五 改造清淨家園
【活動 1】環境大探索
1.教師引導兒童討論：想一想，誰在解
決這些環境汙染問題？他們做了哪些
事呢？
2.請兒童先在組內討論，再上臺報告討
論結果。
3.教師針對兒童的討論結果提問：
(1)你參加過這些人舉辦的環保活動
嗎？

十八

(2)你和誰一起參加這項活動？
(3)你為什麼會去參加這項環保活動
呢？
(4)這項環保活動可以改善哪些環境汙
染問題？
(5)在這項環保活動中，你做了哪些事
情？
(6)你有哪些新發現與收穫呢？
4.想一想，垃圾汙染、光汙染、水汙染、
空氣汙染、海洋汙染、噪音汙染等環境
問題集合在一起，地球會變成什麼樣子
呢？你會喜歡被多重汙染的地球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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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教師總結：除了感謝正在努力解決環
境問題的人以外，你也可以嘗試關心自
己居住的環境呵！觀察你家和社區的
環境問題，下次上課時和同學分享。
4-2-3 辨別各種環境保護
及改善的活動方式，選擇適
合的項目落實於生活中。
【環境教育】
2-2-2 認識生活周遭的環
境問題形成的原因，並探究
可能的改善方法。
4-2-2 能具體提出改善周
遭環境問題的措施。

康軒版教科書「單元五改 1.活動參與
造清淨家園」
2.討論發表
圖畫紙
3.態度評量
康軒版媒體「教學 DVD」

單元五 改造清淨家園
【活動 2】環保好行動
1.教師請兒童觀察：你的住家附近或社
區中有哪些環境問題？
2.教師請兒童發表觀察結果。
3.教師針對兒童的發表提問：這些問題
對環境和我們的生活造成什麼影響？
4.教師協助兒童分組，每組發下 4 張圖
畫紙。

十九

5.教師請各組在每張圖畫紙畫 1 個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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宮格，在九宮格中間分別寫下「食」
、
「衣」
、
「住」
、
「行」後提問：想一想，

1

哪些環保行動可以改善環境問題和節
省資源呢？請試著從「食、衣、住、行」
等方面來聯想。
6.請各組上臺發表討論結果，並將發表
的內容記錄在黑板上。
7.教師請兒童思考：想一想，這些環保
行動能對環境帶來哪些益處？

二十

4-2-3 辨別各種環境保護
及改善的活動方式，選擇適
合的項目落實於生活中。
【環境教育】
2-2-2 認識生活周遭的環
境問題形成的原因，並探究
可能的改善方法。
4-2-2 能具體提出改善周

單元五 改造清淨家園
【活動 2】環保好行動
1.教師統整各組發表的九宮格內容並
提問：你和家人能做到哪些環保行動
呢？請和家人一起討論，擬定環保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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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軒版教科書「單元五改 1.活動參與
造清淨家園」
2.討論發表
圖畫紙
3.態度評量
康軒版媒體「教學 DVD」

遭環境問題的措施。

並實際行動。
2.教師發給每位兒童一張圖畫紙，引導
兒童製作「環境保護行動計畫」
。
3.教師宜利用下列問題，引導兒童判斷
自己和家人可完成的環保行動：執行這
項環保行動需要準備哪些物品？執行
這項環保行動需要花錢嗎？有多少預
算可以使用？家長有時間一起參與這
項環保行動嗎？執行這項環保行動可
能會遇到什麼困難？該怎麼解決呢？
4.教師宜提醒兒童：擬定計畫時，多與
家人協商，並要均衡選擇「食、衣、住、
行」各方面的環保行動，才能全方位的
保護環境！
5.教師引導兒童分享自己的「環境保護
行動計畫」
。
6.教師給予兒童一週的時間實踐環保
行動。
【期末評量週】

二十
一

4-2-3 辨別各種環境保護
及改善的活動方式，選擇適
合的項目落實於生活中。
【環境教育】
2-2-2 認識生活周遭的環
境問題形成的原因，並探究
可能的改善方法。
4-2-2 能具體提出改善周
遭環境問題的措施。

康軒版教科書「單元五改 1.活動參與
造清淨家園」
2.討論發表
康軒版媒體「教學 DVD」 3.態度評量

單元五 改造清淨家園
【活動 2】環保好行動
1.教師引導兒童檢核：你和家人規畫的
環保行動都達成了嗎？執行計畫時，遇
到哪些困難？發生哪些事情呢？
2.想一想，你和家人執行的環保行動能
為環境帶來哪些幫助？
3.教師引導兒童反思：
(1)透過一次的環保行動，就能解決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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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問題嗎？為什麼？
(2)在進行環境保護行動後，你有哪些
想法和收穫呢？
4.執行環保行動時，你發現哪些可以改
進的地方？
5.教師鼓勵兒童：請調整計畫後，在生
活中繼續行動，因為環境保護需要每個
人持續的努力呵！
6.教師總結：在生活中多做簡單的環保
行動，就能改善環境問題，環境保護就
從我們開始吧！

二十
二

1-2-2 參與各式各類的活
動，探索自己的興趣與專
長。
【人權教育】
2-2-2 認識休閒權與日常
生活的關係。
【生涯發展教育】
1-2-1 培養自己的興趣、能
力。
【性別平等教育】
1-2-2 覺察性別特質的刻
板化印象。
2-2-1 瞭解不同性別者在
團體中均扮演重要的角色。

康軒版教科書「單元一大 1.活動參與
放異彩」
2.態度評量
蒐集各種社團活動照
3.討論發表
片、影片、道具、服裝等
兒童課前蒐集曾參加過
的各種活動照片或其他
相關資料
康軒版媒體「教學 DVD」

單元一 大放異彩
【活動 1】探索興趣
1.你曾經參加過哪些活動？參加後有
什麼感受呢？你的興趣是什麼？
2.教師請兒童回家後，蒐集自己參加過
的活動照片、作品或使用器具，在下一
次上課時和同學分享，進行探索興趣活
動。
3.將教室座位布置為馬蹄形，教室內分
為數個區域，讓兒童分組發表並進行了
解。
4.教師引導兒童進行探索興趣活動，兒
童到各組參觀，透過同學的介紹，了解
各項活動內容，探索自己的興趣。
5.你對哪些活動感到有興趣呢？讓我
們一起分享與探索。
6.兒童在探索興趣後，寫下自己感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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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活動，觀察活動進行後自己興趣的變
化。
【休業式】

六、補充說明﹙例如：說明本學期未能規劃之課程銜接內容，提醒下學期課程規劃需注意事項……﹚

苗栗縣 五穀 國民中小學 106 學年度 四 年級 下學期 綜合與活動 領域課程計畫
一、本領域每週學習節數（3）節，銜接或補強節數﹙0﹚節，本學期共﹙60﹚節。
二、 本學期學習目標：﹙以條列式文字敘述﹚
（一）探索自己的興趣；了解成功的背後須付出的努力。
（二）探索自己的興趣與潛力，並發展專長。
（三）主動參與家族聚會和家庭休閒活動。
（四）主動參與家族聚會，與家人休閒互動。
（五）主動規畫、執行家族聚會日與家庭休閒活動。
（六）覺察生活周遭需要付諸關懷的人與事。
（七）決定服務活動的內容與方式。
（八）實際進行服務活動，並分享服務心得與見聞。
（九）適切表達個人的想法和感受。
（十）在團體中與人達成良好的溝通。
（十一）在生活中運用良好的溝通方式，達到溝通的目的。
（十二）蒐集戶外活動相關資訊，並確實遵守戶外活動的規則。
（十三）實際走出戶外，用心體驗大自然。
三、 本學期課程架構：﹙各校自行視需要決定是否呈現﹚
四、 本學期課程內涵：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月份 週次 應包括指標標碼與指標 例如：單元一
內容
活動一：
﹙活動重點之詳略由各校自
行斟酌決定﹚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例如：○○版教科書第 例如：紙筆測驗、 視需要註明表內所用符號
一單元「○○○○」 態度檢核、資料蒐 或色彩意義，例如：
或：改編○○版教科書 集整理、觀察記 ●表示表示本校主題課程
第一單元「○○○○」錄、分組報告、參 ＊表示教科書更換版本銜
或：自編教材
與討論、課堂問 接課程

或：選自

答、作業、實測、
實務操作等。

一

2

二

1-2-2 參與各式各類的活
動，探索自己的興趣與專
長。
【生涯發展教育】
1-2-1 培養自己的興趣、能
力。
【性別平等教育】
1-2-2 覺察性別特質的刻
板化印象。
2-2-1 瞭解不同性別者在
團體中均扮演重要的角色。

單元一 大放異彩
【活動 1】探索興趣
1.班上有哪些同學和你的興趣相同？
找到一群志同道合的同學後，你會想怎
麼做呢？
2.兒童分享後會發現，自己的興趣會和
某些人相同，但不一定會所有項目都相
同，教師可進一步引導兒童與有相同興
趣的同學共同討論發展興趣的歷程。
3.教師提問：哪些人的興趣發展得很成
功，而且後來成為這方面的達人呢？你
的興趣和哪些達人一樣？
4.兒童找到自己想發展的興趣後，請他
們課後蒐集與自己有相同興趣或自己
未來想培養的專長且發展有成的達人
資料，下次課堂上和全班分享。
5.教師鼓勵兒童：請透過書籍、報章、
雜誌或網路蒐集資料，一起來了解達人
努力經營興趣成為專長的過程吧！
1-2-2 參與各式各類的活 單元一 大放異彩
動，探索自己的興趣與專 【活動 2】達人的故事
長。
1.教師介紹紅面棋王周俊勳和極限運
動超馬選手陳彥博等人的奮鬥故事：有
【生涯發展教育】
1-2-1 培養自己的興趣、能 許多人持續發展自己的興趣成為專
力。
長，並且獲得很好的成就，一起來了解
【性別平等教育】
他們的故事吧！
1-2-2 覺察性別特質的刻 2.兒童發表與分享自己蒐集到的達人
板化印象。
故事，盡量以社區中或自己身邊的人為
2-2-1 瞭解不同性別者在
對象。
團體中均扮演重要的角色。
3.教師提問：哪一位達人的奮鬥過程讓
你印象最深刻？為什麼？請你選擇一
位達人，深入研究了解他努力的過程，
再和同學分享。

康軒版教科書單元一「大 1.活動參與
放異彩」
2.態度評量
3.討論發表
蒐集各種社團活動照
片、影片、道具、服裝等；
學生課前蒐集曾參加過
的各種活動照片或其他
相關資料。
康軒版媒體「教學 DVD」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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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軒版教科書單元一「大
放異彩」
準備周俊勳（圍棋）和陳
彥博（超級馬拉松）和各
地廢 棄物修復達 人的故
事、影片、照片或其他相
關資料；學生訪問或觀察
自己的家人、社區中的達
人相關故事或資料。
康軒版媒體「教學 DVD」

1.態度評量
2.活動參與
3.口頭發表
4.討論發表

3

三

4.教師提問：那些把興趣持續發展成專
長的達人，他們的熱情如何產生？在將
興趣發展成專長的過程中，克服了哪些
困難？他們怎麼做到的？
5.兒童針對各達人的故事，提出自己觀
察到的部分進行分享。
6.了解達人的故事後，你將如何努力，
讓自己的興趣也有機會發展成為專長
呢？
7.請把你的興趣當成出發點，列出計畫
內容，規畫一個自己的「專長發展逐夢
計畫」。
8.兒童著手規畫，內容包括：計畫內
容、時間規畫、成果發表等。
9.決定自己想發展的專長，並規畫實行
的方法後，就開始做做看吧！
10.教師提問：執行你的專長逐夢計畫
時，有哪些地方需要修正？你會怎麼做
呢？
11.兒童發表初步執行後遇到的困難，
並提出修正的方法。
12.經過了修正與練習，你的專長逐夢
計畫進行得如何？已經有了哪些成
效？
13.教師說明：調整後繼續堅持你的夢
想，努力發展你的專長。記得未來要隨
時檢視再修正呵！
2-2-3 參與家庭事務，分享 單元二 家族休閒總動員
與家人休閒互動的經驗和 【活動 1】家族聚會樂
感受。
1.教師播放「家庭教育年」宣導影片，
引發尋找家園、家人、家譜、家風、家
【人權教育】
1-2-3 說出權利與個人責 訓等議題，引導兒童看見家庭的價值，
任的關係，並在日常生活中 進而引發珍愛家庭的討論。
實踐。
2.教師請兒童課前蒐集自己參加家族
【性別平等教育】
聚會活動的照片或影片，並分享：說說
1-2-2 覺察性別特質的刻 看，你參加過哪些家族聚會活動？參加
板化印象。
家族聚會活動，讓你留下哪些回憶與感
2-2-1 瞭解不同性別者在
受呢？
團體中均扮演重要的角色。
3.教師請兒童分享：你家舉辦過家族聚
會活動嗎？請分享讓你難忘的經驗。

3

康軒版教科書單元二「家
族休閒總動員」
準備教育部所拍攝的「家
庭教育年」宣導影片，包
括《珍愛家庭季》
、
《慈孝
家庭季》及《幸福婚姻季》
三段影片；學生課前蒐集
自己參加家族聚會活動
的照片或影片。
康軒版媒體「教學 DVD」

1.口頭發表
2.活動參與
3.態度評量
4.討論發表

四

五

2-2-3 參與家庭事務，分享
與家人休閒互動的經驗和
感受。
【人權教育】
1-2-3 說出權利與個人責
任的關係，並在日常生活中
實踐。
【性別平等教育】
1-2-3 欣賞不同性別者的
創意表現。
2-2-1 瞭解不同性別者在
團體中均扮演重要的角色。

2-2-3 參與家庭事務，分享
與家人休閒互動的經驗和
感受。
【家政教育】
4-2-5 瞭解參與家庭活動
的重要性。
【性別平等教育】
1-2-3 欣賞不同性別者的
創意表現。
2-2-1 瞭解不同性別者在
團體中均扮演重要的角色。

4.教師請兒童比較自己的家族聚會活
動和同學參與過的，有哪些不一樣。
5.想一想，為什麼要舉辦家族聚會？這
些活動帶給家族什麼影響？
6.教師提問：你家有固定的聚會日嗎？
是什麼時候？為什麼訂這一天？
7.教師鼓勵兒童：請和家人共同規畫一
個家族聚會日活動，並一起進行活動。
單元二 家族休閒總動員
【活動 1】家族聚會樂
1.教師請兒童回憶實踐過程，分享當時
情境，例如：
(1)慶生會當天，播放大家事先錄的祝
福影片；另外，每人準備一個節目，表
哥當節目主持人……
(2)我幫外婆搥背、按摩，哥哥幫媽媽
洗腳，再由舅舅和表姐煮晚餐……
2.教師引導兒童省思：完成這次的聚會
日活動後，你有哪些不一樣的感受？
3.教師說明：家族活動對於家庭經營非
常重要，透過節慶與特殊日子的「儀
式」，是會讓人深深感動的，因為其中
蘊含了關愛與祝福。
4.教師總結：多參加家族的聚會活動，
可以累積許多與家人相處的美好回憶
呵！
單元二 家族休閒總動員
【活動 2】家庭休閒趣
1.引導：教師介紹《天下雜誌》民國
100 年 4 月發起的「友善家庭運動」
，
共有超過 100 家企業共同成為承諾夥
伴，願意重視員工安家的需要，共同愛
護下一代，給孩子更美好的未來，藉此
引發兒童了解企業應投入資源，協助員
工照顧家庭，讓員工的工作與生活可以
達到平衡（例如：除了結婚、生育等各
項補助外，尚有家庭日、旅遊假等福
利）。讓兒童了解，員工是公司重要的
資產，因此，為員工創造幸福生活，是
公司努力的方向之一，對員工家庭友

康軒版教科書單元二「家
族休閒總動員」
學生課前蒐集自己參加
家族聚會活動的照片或
影片。
康軒版媒體「教學 DVD」

1.口頭發表
2.活動參與
3.態度評量
4.討論發表

康軒版教科書單元二「家
族休閒總動員」
蒐集「友善家庭運動」的
影片（例如：親子天下與
企業、團體、學校及個人
舉辦的「活力台灣‧幸福
家庭‧快樂義走」活動
等）
；學生課前蒐集大家
常參加的休閒活動海
報，以及曾和家人一起從
事的休閒活動照片或影
片。
康軒版媒體「教學 DVD」

1.口頭發表
2.活動參與
3.態度評量
4.討論發表

3

3

六

善，亦是企業社會責任的展現。
2.教師引導兒童了解：
(1)良好的運動與休閒生活，能讓每個
人的身心靈都達到最佳的狀態，它是每
個人都應納入生活中的重要「功課」
。
(2)從全家人各式各樣的活動經驗和感
受中，能促進家人互動的機會，建立家
庭成員分工合作與分享經驗的觀念，並
能體會和感受家人共創回憶的感動。
3.教師請兒童分享：你曾經和家人一起
做過哪些休閒活動呢？
4.兒童分享和家人一起進行過的休閒
活動，分享時不但要說出休閒活動的名
稱，還要描述進行的地點、方式等內
容。
5.和家人一起進行這些休閒活動，帶給
你什麼感受呢？
6.教師請兒童思考並討論：想一想，安
排良好的休閒活動，對健康生活具有什
麼意義？對你的生活帶來什麼改變？
2-2-3 參與家庭事務，分享 單元二 家族休閒總動員
與家人休閒互動的經驗和 【活動 2】家庭休閒趣
感受。
1.教師請兒童分組討論：想一想，哪些
休閒活動適合和家人一起參與？為什
【家政教育】
4-2-5 瞭解參與家庭活動 麼？
的重要性。
2.兒童個別發表自身的經驗。
【性別平等教育】
3.請兒童分組討論：如果由你來規畫家
1-2-3 欣賞不同性別者的 人的休閒活動，你會怎麼做呢？
創意表現。
4.兒童分組以角色扮演方式討論並發
2-2-1 瞭解不同性別者在
表，每個人扮演家庭中不同的角色。
團體中均扮演重要的角色。
5.教師鼓勵兒童：請透過家庭會議，和
家人共同討論、規畫一項適合你家的家
庭休閒活動吧！
6.請兒童將自己與家人共同討論出的
家庭休閒計畫和同學分享，再利用假日
與家人一起進行你們規畫的休閒活動
吧！
7.教師提醒：進行休閒活動前，要先做
好周詳的計畫和行前準備呵！
8.兒童利用假日實際去從事規畫安排

康軒版教科書單元二「家
族休閒總動員」
學生課前蒐集大家常參
加的休閒活動海報，以及
曾和家人一起從事的休
閒活動照片或影片。
康軒版媒體「教學 DVD」

3

1.口頭發表
2.活動參與
3.態度評量
4.討論發表

3-2-3 參與學校或社區服
務活動，並分享服務心得。
【性別平等教育】
1-2-3 欣賞不同性別者的
創意表現。
2-2-1 瞭解不同性別者在
團體中均扮演重要的角色。
【環境教育】
5-2-1 具有跟隨家人或師
長參與關懷弱勢族群等永
續發展相關議題之活動經
驗。

七
4

八

3-2-3 參與學校或社區服
務活動，並分享服務心得。
【人權教育】
1-2-3 說出權利與個人責
任的關係，並在日常生活中

的休閒活動後，教師提問：請分享你和
家人一起參與休閒活動過程中的難忘
經驗。
9.教師說明：和家人、朋友一起參加各
種休閒活動，可以培養多元的興趣及健
康的身心。
10.教師請兒童分享：進行家庭休閒活
動後，請和同學分享你的心得。
11.教師鼓勵兒童在生活中繼續規畫和
參與家庭休閒活動。
單元三 小小志工團
【活動 1】傳遞關懷
1.教師引導兒童思考︰你曾經參與或
接受過哪些服務活動？你有哪些特別
的感受呢？
2.在學校或社區中，有哪些需要我們付
出關懷或服務的人與事呢？
3.兒童記錄自己覺察到需要關懷的人
與事。
4.全班分組討論：對於身邊需要關懷的
人與事，他們需要哪些協助呢？
5.教師提醒：平時用心觀察生活周遭，
隨時注意與協助需要關懷的人呵！
6.教師於前一節下課前提醒兒童蒐集
資料，於下堂課分享：請蒐集你可以進
行的服務活動，並將你蒐集到的訊息和
同學分享。
7.教師請兒童分組討論，整合資訊後再
上臺發表。
8.教師引導兒童思考︰在擬定服務計
畫時，要思考哪些事情，才能真正幫助
需要服務的對象？
9.針對服務前心理、能力和行為上的準
備，先讓兒童思考後，再鼓勵他們擬定
計畫並執行。
單元三 小小志工團
【活動 1】傳遞關懷
1.教師提醒：在確認被幫助者的意願和
需求，並決定服務的對象和方式後，一
起討論服務時須注意的事項，以及自己

康軒版教科書單元三「小 1.討論發表
小志工團」
2.態度評量
康軒版媒體「教學 DVD」 3.實作評量

3

3

康軒版教科書單元三「小 1.討論發表
小志工團」
2.態度評量
康軒版媒體「教學 DVD」 3.實作評量

能參與的服務工作吧！
(1)教師鼓勵每位兒童都提出自己的想
法，才能融合全班的意見，激盪出最好
的計畫。
(2)學生手冊中舉出兩個例子，一個是
學校的服務計畫，一個是社區的，不須
讓學生進行和學生手冊中相同的服務
計畫，但須要求規畫完整、符合兒童的
能力且容易執行。
2.鼓勵兒童服務宜從生活中做起，在學
校或社區中先能覺察需要我們付諸關
懷的人與事，並思考自己的能力後，再
實際行動。
3.教師總結：每一個貼心的小舉動都能
讓接受服務的人感受溫暖。集結大家的
力量，一起參與服務行動，就踏出服務
的第一步嘍！進行服務前，要先做好準
備工作呵！
3-2-3 參與學校或社區服 單元三 小小志工團
務活動，並分享服務心得。 【活動 2】小志工行動
1.教師彙整班級服務計畫後揭示，並請
【人權教育】
1-2-3 說出權利與個人責 兒童思考：在進行服務前，你有哪些能
任的關係，並在日常生活中 力需要加強呢？可以先請教老師，再和
實踐。
同學一起練習和準備呵！
【性別平等教育】
2.教師亦可參考以下提問，並進一步引
1-2-3 欣賞不同性別者的 導兒童思考︰
創意表現。
(1)若對學校的服務工作內容有些疑
2-2-1 瞭解不同性別者在
問，可以怎麼做呢？
團體中均扮演重要的角色。
(2)了解服務內容後，如何讓我們的服
務能對需要服務的人有實際幫助呢?
(3)除了服務的注意事項外，我們要如
何與同學或家人一起合作呢？
3.如何讓服務更貼心？有關自身的安
全與能力要注意哪些事情？
4.教師請兒童在小組中運用角色扮演
的方式練習，思考在加強自身能力之
餘，又能在活動中表現貼心，同時顧及
安全。
5.你準備好了嗎？開始展開服務行動
吧！
實踐。
【性別平等教育】
1-2-3 欣賞不同性別者的
創意表現。
2-2-1 瞭解不同性別者在
團體中均扮演重要的角色。

九

康軒版教科書單元三「小
小志工團」
服務計畫表。
康軒版媒體「教學 DV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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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態度評量
2.服務認證
3.護照紀錄
4.活動參與

6.兒童實際執行服務行動。
【期中評量週】

十

5

十一

3-2-3 參與學校或社區服
務活動，並分享服務心得。
【性別平等教育】
1-2-3 欣賞不同性別者的
創意表現。
2-2-1 瞭解不同性別者在
團體中均扮演重要的角色。
【環境教育】
5-2-1 具有跟隨家人或師
長參與關懷弱勢族群等永
續發展相關議題之活動經
驗。

單元三 小小志工團
【活動 2】小志工行動
1.教師提問：服務活動進行得順利嗎？
和同學分享服務活動進行的情形，並說
出你的收穫與需要改進的地方。
2.教師說明小志工護照的意義及運用
方式，藉以鼓勵兒童主動服務並記錄自
己的服務狀況。
(1)鼓勵兒童進行服務活動，並提醒兒
童進行社區服務時可以邀請家人同行。
(2)提醒兒童將服務項目記錄在小志工
護照上，並請教師認證（詳見教師手冊
第 72 頁）。
3.教師發起：在完成服務活動後，來進
行一場小志工行動發表會，將你的服務
經驗與見聞和同學分享。
4.兒童分組發表。
5.教師歸納兒童發表的內容，鼓勵兒童
持續參與服務活動，為需要的人服務。
6.教師總結：讓關懷他人、參與服務工
作變成生活重要的一部分，你的生活會
過得更充實、更有意義呵！
3-2-1 參加團體活動，並能 單元三 小小志工團
適切表達自我、與人溝通。 【活動 1】溝通不簡單
1.教師引導兒童就學校中的團體發
【性別平等教育】
2-2-2 尊重不同性別者做 表：學校裡有各式各樣的團體，說說
決定的自主權。
看，你參加過哪些團體活動？
2-2-3 分辨性別刻板的情 (1)教師可以與兒童討論團體的定義，
緒表達方式。
並事先讓兒童了解：由多數人組合而成
【環境教育】
的、有組織的，就可以叫作團體。接著
4-2-3 能表達自己對生活
釐清團體的形式，例如：分組也是一種
環境的意見，並傾聽他人對
團體的形式。
環境的想法。
(2)如果兒童沒有參加過其他團體，可
以請他思考：班級是不是團體的一種？
(3)教師還可以延伸提問：這些團體的
特色和功能是什麼呢？你在團體中的
角色是什麼？

康軒版教科書單元三「小
小志工團」
小志工護照。
康軒版媒體「教學 DVD」

1.態度評量
2.服務認證
3.護照紀錄
4.活動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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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軒版教科書單元四「溝 1.態度評量
通交流道」
2.口頭發表
康軒版媒體「教學 DVD」 3.討論發表
4.經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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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十三

3-2-1 參加團體活動，並能
適切表達自我、與人溝通。
【性別平等教育】
2-2-2 尊重不同性別者做
決定的自主權。
2-2-3 分辨性別刻板的情
緒表達方式。
【環境教育】
4-2-3 能表達自己對生活
環境的意見，並傾聽他人對
環境的想法。

3-2-1 參加團體活動，並能
適切表達自我、與人溝通。
【性別平等教育】
2-2-2 尊重不同性別者做
決定的自主權。
2-2-3 分辨性別刻板的情
緒表達方式。
【環境教育】
4-2-3 能表達自己對生活
環境的意見，並傾聽他人對
環境的想法。

2.參加這些團體時，發生哪些令你印象
深刻的事情呢？
3.教師引導兒童發表在團體中發生印
象深刻的事，並藉由兒童的發表，發現
在團體中產生的問題。
4.教師亦可延伸提問：參加這些團體，
除了增強團體活動本身的技巧之外，你
還學到什麼？
單元三 小小志工團
【活動 1】溝通不簡單
1.教師引導兒童再次思考自己與團體
的關係，並提問：在團體裡，你曾經和
別人意見不同嗎？意見不同的原因是
什麼呢？
2.兒童發表個人經驗。
3.教師提問：如果你遇到這些問題，你
會怎麼做呢？
(1)本提問主要在讓兒童檢視本身與他
人溝通的方式與技巧，教師可先不刻意
提醒更好的解決方法。
(2)讓兒童省思團體中解決問題的過程
與結果，發現溝通方式與技巧的重要
性。
4.透過兒童的回饋，讓兒童發現一旦團
體中產生衝突時，影響的不單單只是兒
童個人的情緒，還會有工作無法完成、
團體氣氛變差等影響。
單元三 小小志工團
【活動 2】溝通金頭腦
1.教師提問，請兒童分組討論：在團體
中，如果遇到其他人有不同意見時，就
需要互相溝通。為了使溝通順利，要注
意什麼？怎麼做可以使溝通更順暢
呢？
2.兒童分組討論想要與人溝通順利應
有的行為，並輪流上臺發表。
3.教師請兒童思考學生手冊第 56 頁的
情境，思考解決的方法，並實際演練。
4.遇到下面的情況時，你會怎麼做？一
起來演練。

康軒版教科書單元四「溝 1.態度評量
通交流道」
2.口頭發表
康軒版媒體「教學 DVD」 3.討論發表
4.經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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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軒版教科書單元四「溝 1.觀察學生
通交流道」
2.態度評量
康軒版媒體「教學 DVD」 3.口頭發表
4.自我反思
5.活動參與
6.討論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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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十五

5.兒童分組討論解決方法，並輪流上臺
演練。
6.兒童分組上臺演練的過程中，如有不
適當的溝通方式，教師可以立即喊停，
暫停演練並全班討論；亦可請臺下同學
仔細觀察，待演練的同學結束後，立即
對於演練的內容提供意見。
6.演練之後，教師可延伸提問：你找到
最適合的溝通方式嗎？你覺得自己的
表現如何？
3-2-1 參加團體活動，並能 單元三 小小志工團
適切表達自我、與人溝通。 【活動 2】溝通金頭腦
1.教師事先準備「溝通金頭腦」學習單
【性別平等教育】
2-2-2 尊重不同性別者做 （詳見教師手冊第 95 頁）
，請兒童檢視
決定的自主權。
自己在演練過程中的溝通表現。
2-2-3 分辨性別刻板的情 2.引導兒童思考：演練後，你做到了哪
緒表達方式。
些溝通的技巧？
【環境教育】
3.兒童發表個人的檢核結果。
4-2-3 能表達自己對生活
4.教師引導兒童統整檢核心得：良好的
環境的意見，並傾聽他人對
溝通很重要，不但可以讓人際關係變
環境的想法。
好，也能使團體活動進行得更順利呵！
5.教師提問：學會了適當的溝通方式，
你會怎樣運用在生活中呢？
6.兒童思考後發表。
7.教師總結：生活中，時時刻刻都要與
人溝通，你的溝通能力越好，做事越容
易成功，也更能得到別人的尊重呵！
4-2-2 運用簡易的知能參 單元五 探索公園
與戶外活動，體驗自然。 【活動 1】公園搜查線
1.事先提醒兒童準備在公園活動的照
【人權教育】
2-2-2 認識休閒權與日常 片，帶來課堂中進行分享。
生活的關係。
2.教師提問：想想看，你的住家附近有
【性別平等教育】
公園嗎？你最常在公園進行什麼活動
3-2-1 運用科技與媒體資 呢？
源，不因性別而有差異。 3.教師可配合學生手冊上的情境對
話，引導兒童思考與發表。例如：在公
園內玩溜滑梯遊樂設施、到河濱公園騎
腳踏車、到公園裡放風箏等。
4.教師提問：除了住家附近的公園外，
你還去過哪些令你印象深刻的公園

康軒版教科書單元四「溝
通交流道」
溝通檢核表。
康軒版媒體「教學 DVD」

1.觀察學生
2.態度評量
3.口頭發表
4.自我反思
5.活動參與
6.討論發表

康軒版教科書單元五「探
索公園」
學生公園遊玩照片。
康軒版媒體「教學 DVD」

1.態度評量
2.活動參與
3.口頭發表
4.討論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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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

6

十七

呢？
5.教師指導兒童利用帶來的照片發
表，亦可配合學生手冊內容啟發兒童思
考與發表。
4-2-2 運用簡易的知能參 單元五 探索公園
與戶外活動，體驗自然。 【活動 1】公園搜查線
1.延續之前的討論與分享，教師繼續提
【性別平等教育】
3-2-1 運用科技與媒體資 問：從去各種公園活動的經驗中，你有
源，不因性別而有差異。 什麼發現？
【環境教育】
2.教師可先配合學生手冊情境，引導兒
3-2-2 培養對自然環境的 童多加觀察思考後進行發表。
熱愛與對戶外活動的興
3.教師補充說明，除了到住家附近的公
趣，建立個人對自然環境的
園活動外，還可以探索其他的主題公園
責任感。
或國家公園，裡面蘊含許多寶藏呵！
4.教師強調，不同的公園有不同的特
色，帶給人的體驗與感受也不同！
5.教師帶領兒童思考：在公園或戶外從
事各種活動時，除了用五官感受體驗大
自然外，還有哪些戶外活動的常識需要
留意呢？
6.教師徵求兒童自由發表所蒐集到的
相關安全事項，並針對兒童發表的內容
歸納整理。
(1)到公園賞鳥時要注意的事項有哪
些？
(2)到國家公園參觀時要注意和遵守的
事項有哪些？
7.教師補充強調：到不同型態的公園參
觀時，應該做不同的行前規畫和準備
呵！
4-2-2 運用簡易的知能參 單元五 探索公園
與戶外活動，體驗自然。 【活動 2】公園樂遊遊
1.教師引導說明：了解公園的各種型
【性別平等教育】
3-2-1 運用科技與媒體資 態、特色與相關知識後，讓我們共同討
源，不因性別而有差異。 論，選擇一個公園去實際走走，到戶外
【環境教育】
進行大自然的探索。
3-2-2 培養對自然環境的 2.教師教學時可從學校附近的資源中
熱愛與對戶外活動的興
挑選適當的地點。
趣，建立個人對自然環境的
3.教師提問：但是在出發前，我們應該
責任感。
做好哪些準備呢？教師帶領全班一起

康軒版教科書單元五「探
索公園」
學生蒐集從事戶外活動
的相關常識與注意事項。
康軒版媒體「教學 DVD」

1.態度評量
2.活動參與
3.口頭發表
4.討論發表

3

康軒版教科書單元五「探 1.態度評量
索公園」
2.活動參與
康軒版媒體「教學 DVD」 3.口頭發表
4.討論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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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

十九

思考討論。
(1)行前規畫表的項目可包括：目的
地、日期、時間、人數、交通工具、活
動項目、攜帶物品、注意事項等。
(2)教師可引導兒童集思廣益，思考可
以再留意哪些項目，例如：氣候狀況、
該遵守的安全規範等，教師另可依探索
的公園屬性再提醒兒童需注意的事項。
4.教師帶領全班拜訪公園：準備好了
嗎？讓我們一起去公園進行戶外體
驗，探索大自然吧！
5.教師鼓勵兒童在探索公園過程中，用
心觀察，並遵守規定。
6.教師說明：探索公園時，你觀察到哪
些有趣的事物？請發揮創意，用不同的
方式分享你看到的大自然。
7.教師提醒，不論用哪一種方式，在體
驗自然的過程中都應認真參與、深刻體
會！
4-2-2 運用簡易的知能參 單元五 探索公園
與戶外活動，體驗自然。 【活動 2】公園樂遊遊
1.這次探索公園的經驗中，你有什麼發
【環境教育】
3-2-2 培養對自然環境的 現或收穫呢？和同學分享你的心得或
熱愛與對戶外活動的興
對你的影響吧！
趣，建立個人對自然環境的 2.教師強調，以後參加各項戶外活動
責任感。
時，記得持續以具體行動表達對大自然
的友善呵！
3.教師亦可舉實際的例子，例如：護
魚、護溪行動。
【期末評量週】
1-2-2 參與各式各類的活 單元一 大放異彩
動，探索自己的興趣與專 【活動 2】達人的故事
長。
1.教師提問：執行你的專長逐夢計畫
時，有哪些地方需要修正？你會怎麼做
【生涯發展教育】
1-2-1 培養自己的興趣、能 呢？
力。
2.兒童發表初步執行後遇到的困難，並
提出修正的方法。
3.教師鼓勵兒童：針對自己提出的修正
方法，繼續追逐你的夢想，努力發展專
長吧！

康軒版教科書單元五「探 1.態度評量
索公園」
2.活動參與
康軒版媒體「教學 DVD」 3.口頭發表
4.討論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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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軒版教科書單元一「大 1.態度評量
放異彩」
2.活動參與
康軒版媒體「教學 DVD」 3.口頭發表
4.討論發表
3

4.經過了修正與練習，你的專長逐夢計
畫進行得如何？已經有了哪些成效？
5.教師說明：調整後繼續堅持你的夢
想，努力發展你的專長。記得未來要隨
時檢視再修正呵！
【休業式】

六、補充說明﹙例如：說明本學期未能規劃之課程銜接內容，提醒下學期課程規劃需注意事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