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捌、校訂課程(彈性學習課程)之課程計畫 

一、校訂課程(彈性學習課程)實施規劃表 

       (一)彈性學習課程之規劃原則 

 本校彈性學習課程學習節數之規劃乃依據： 

1.教育部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國語文領域、生活領域課程綱要。 

2.本校課程發展委員會決議。 

3.本校課程發展委員會之閱讀領域課程小組會議決議。 

(二)各年級彈性學習課程之規劃表 

    一年級彈性學習課程規劃：閱讀探究 1節，國際視野 1節，山林智慧 1節 

二、一般班級各年級彈性學習課程之課程計畫 

(一)閱讀 

1.設計理念與目的 

十二年國教國語文課程綱要擴大了傳統語文教學對於「國語文」的定義，為與社會脈動、

生活情境緊密連結，融合系統與創新的思維模式，以朝向培養公民「多元識讀能力」的方

向努力。「多元識讀能力」不僅強調公民運用語文的聽說讀寫能力，更強調增強生活中的

觀察力與感受力，從而能覺知不同社會情境、 

            有鑑於此，本教案選讀文本，教學重點有二： 

             (1)引導學生結合生活實例梳理文本與多元思考。 

             (2)融入不同領域核心素養與生活議題，增加學生的不同視野。. 

2.課程架構 

 

 

 

 

 

 

 

 

 

 

 

 

 

 

 

 

 

 

 



3.各年級閱讀課程計畫 

桃園市立光華國民小學 108學年度第一學期 一 年級 彈性學習課程 閱讀 課程計畫 

每週節數 1節 設計者 吳書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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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目標 

1.能提升學生閱讀興趣。 

2.能運用閱讀策略理解閱讀材料，轉化成自身的知識、觀念、技能。 

3.能認識報紙的各版面與標題。 

4.運用圖像聯想文字，轉化成自身的知識。 

融入之議題 融入性別平等、環境教育、家庭教育、品德教育、國際教育議題。 

教學/學習重點 

學習內容 

國Ad-I-2篇章的大意。 

國Ad-I-3 故事、童詩等。 

國Ab-I-11,000個常用字的字形、字音和字義。 

國Ab-I-3常用字筆畫及部件的空間結構。 

國Cc-I-1 各類文本中的藝術、信仰、思想等文化內涵。 

生活D-I-3聆聽與回應的表現。 

生活D-I-4共同工作並相互協助。 

生活D-I-1自我與他人關係的認識。 

生活D-I-2情緒調整的學習。 

生活C-I-2媒材特性與符號表徵的使用。 

學習表現 

國 5-Ⅰ-1  以適切的速率正確地朗讀文本。 

國 5-1-3讀懂與學習階段相符的文本。 

國 5-1-4了解文本中的重要訊息與觀點。 

國5-Ⅰ-6 利用圖像、故事結構等策略，協助文本的理解與內容重

述。 

國5-1-9 能喜愛閱讀，並樂於與他人分享閱讀心得。 

生活4-I-1利用各種生活的媒介與素材進行表現與創作，喚起豐富的想

像力。 

生活7-1-5透過一起工作的過程，感受合作的重要性。 

生活7-I-3覺知他人的感受，體會他人的立場及學習體諒他人，並尊重

和自己不同觀點的意見。 

評量方式 學習態度、發表評量、實作評量 

週次 

日期 
單元名稱/內容 

週次 

日期 
單元名稱/內容 

1 繪本閱讀《小阿力的大學校》 12 議題走讀：國際兒童權利公約 

2 繪本閱讀《小阿力的大學校》 13 繪本閱讀《家族相簿》 



3 繪本閱讀《小阿力的大學校》 14 繪本閱讀《家族相簿》 

4 議題走讀：飲食均衡篇 15 繪本閱讀《家族相簿》 

5 
繪本閱讀《小阿力的大學校》 

16 
議題走讀：如何欣賞他人的美 

(臉部平權) 

6 繪本閱讀《有你，真好！》 17 愛的報報-認識報紙 

7 繪本閱讀《有你，真好！》 18 愛的報報-認識報紙 

8 
議題走讀：如何保護自我身體 

          (眼睛篇)？ 
19 

愛的報報-和報紙做朋友(讀報大聲

公) 

9 
繪本閱讀《有你，真好！》 

20 
愛的報報-和報紙做朋友(品格剪刀

手) 

10 
繪本閱讀《有你，真好！》 

21 
愛的報報-和報紙做朋友(品格剪刀

手) 

11 繪本閱讀《家族相簿》   

 

  



桃園市立光華國民小學 108學年度第二學期 一 年級 彈性學習課程 閱讀 課程計畫 

每週節數 1節 設計者 吳書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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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目標 

1.能提升學生閱讀興趣。 

2.能運用閱讀策略理解閱讀材料，轉化成自身的知識、觀念、技能。 

3.運用圖像聯想文字，轉化成自身的知識。 

4.能吟唱、畫說唐詩，了解唐詩的意涵。 

融入之議題 融入性別平等、環境教育、家庭教育、品德教育、國際教育議題。 

教學/學習重點 

學習內容 

國Ad-I-2篇章的大意。 

國Ad-I-3 故事、童詩等。 

國Ab-I-11,000個常用字的字形、字音和字義。 

國Ab-I-3常用字筆畫及部件的空間結構。 

國Cc-I-1 各類文本中的藝術、信仰、思想等文化內涵。 

生活D-I-3聆聽與回應的表現。 

生活D-I-4共同工作並相互協助。 

生活D-I-1自我與他人關係的認識。 

生活D-I-2情緒調整的學習。 

生活C-I-2媒材特性與符號表徵的使用。 

學習表現 

國 5-Ⅰ-1  以適切的速率正確地朗讀文本。 

國 5-1-3讀懂與學習階段相符的文本。 

國 5-1-4了解文本中的重要訊息與觀點。 

國5-Ⅰ-6 利用圖像、故事結構等策略，協助文本的理解與內容重

述。 

國5-1-9 能喜愛閱讀，並樂於與他人分享閱讀心得。 

生活4-I-1利用各種生活的媒介與素材進行表現與創作，喚起豐富的想

像力。 

生活7-1-5透過一起工作的過程，感受合作的重要性。 

生活7-I-3覺知他人的感受，體會他人的立場及學習體諒他人，並尊重

和自己不同觀點的意見。 

評量方式 學習態度、發表評量、實作評量 

週次 

日期 
單元名稱/內容 

週次 

日期 
單元名稱/內容 

1 愛的報報-創意書籤 12 議題走讀：認識交通 

2 愛的報報-創意書籤 13 字的小詩-水的小詩創作 



3 愛的報報-用 KWL讀資訊  14 字的小詩-火的小詩 

4 議題走讀：如何辨識與遠離毒品 15 字的小詩-火的小詩創作 

5 愛的報報-用 KWL讀資訊 16 字的小詩-心的小詩 

6 吟唱畫說〈春曉〉 17 字的小詩-心的小詩創作 

7 吟唱畫說〈相思〉 18 字的小詩-門的小詩 

8 
議題走讀：如何保護自我身體 

          (兒童性剝削)？ 
19 

字的小詩-門的小詩創作 

9 吟唱畫說〈雜詩〉 20 期末閱讀成果發表會 

10 吟唱畫說〈靜夜思〉   

11 字的小詩-水的小詩   

 

 

 

  



一、校訂課程(彈性學習課程)實施規劃表 

       (一)彈性學習課程之規劃原則 

 本校彈性學習課程學習節數之規劃乃依據： 

1.教育部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國語文領域、生活領域課程綱要。 

2.本校課程發展委員會決議。 

3.本校課程發展委員會之閱讀領域課程小組會議決議。 

(二)各年級彈性學習課程之規劃表 

    二年級彈性學習課程規劃：閱讀探究 1節，國際視野 1節，山林智慧 1節 

二、一般班級各年級彈性學習課程之課程計畫 

(一)閱讀 

1.設計理念與目的 

十二年國教國語文課程綱要擴大了傳統語文教學對於「國語文」的定義，為與社會脈動、

生活情境緊密連結，融合系統與創新的思維模式，以朝向培養公民「多元識讀能力」的方

向努力。「多元識讀能力」不僅強調公民運用語文的聽說讀寫能力，更強調增強生活中的

觀察力與感受力，從而能覺知不同社會情境、 

            有鑑於此，本教案選讀文本，教學重點有二： 

             (1)引導學生結合生活實例梳理文本與多元思考。 

             (2)融入不同領域核心素養與生活議題，增加學生的不同視野。. 

2.課程架構 

 

 

 

 

 

 

 

 

 

 

 

 

 

 

 

 

 

 

 

3.各年級閱讀課程計畫 

桃園市立光華國民小學 109學年度第一學期 二 年級 彈性學習課程 閱讀 課程計畫 



每週節數 1節 設計者 徐孟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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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目標 

1.能提升學生閱讀興趣。 

2.能運用閱讀策略理解閱讀材料，轉化成自身的知識、觀念、技能。 

3.能認識報紙的各版面與標題。 

4.運用圖像聯想文字，轉化成自身的知識。 

融入之議題 融入性別平等、環境教育、家庭教育、品德教育、國際教育議題。 

教學/學習重點 

學習內容 

國Ad-I-2篇章的大意。 

國Ad-I-3 故事、童詩等。 

國Ab-I-11,000個常用字的字形、字音和字義。 

國Ab-I-3常用字筆畫及部件的空間結構。 

國Cc-I-1 各類文本中的藝術、信仰、思想等文化內涵。 

生活D-I-3聆聽與回應的表現。 

生活D-I-4共同工作並相互協助。 

生活D-I-1自我與他人關係的認識。 

生活D-I-2情緒調整的學習。 

生活C-I-2媒材特性與符號表徵的使用。 

學習表現 

國 5-Ⅰ-1  以適切的速率正確地朗讀文本。 

國 5-1-3讀懂與學習階段相符的文本。 

國 5-1-4了解文本中的重要訊息與觀點。 

國5-Ⅰ-6 利用圖像、故事結構等策略，協助文本的理解與內容重

述。 

國5-1-9 能喜愛閱讀，並樂於與他人分享閱讀心得。 

生活4-I-1利用各種生活的媒介與素材進行表現與創作，喚起豐富的想

像力。 

生活7-1-5透過一起工作的過程，感受合作的重要性。 

生活7-I-3覺知他人的感受，體會他人的立場及學習體諒他人，並尊重

和自己不同觀點的意見。 

評量方式 學習態度、發表評量、實作評量 

週次 

日期 
單元名稱/內容 

週次 

日期 
單元名稱/內容 

1 繪本閱讀《爺爺一定有辦法》 12 議題走讀：國際兒童權利公約 

2 繪本閱讀《爺爺一定有辦法》 13 愛的報報-魔法故事盒 1 

3 繪本閱讀《爺爺一定有辦法》 14 愛的報報-魔法故事盒 2 



4 議題走讀：飲食均衡篇 15 愛的報報-新知放大鏡 1 

5 
繪本閱讀《我變成一隻噴火龍》 

16 
議題走讀：如何欣賞他人的美 

(臉部平權) 

6 繪本閱讀《我變成一隻噴火龍》 17 愛的報報-新知放大鏡 2  

7 繪本閱讀《我變成一隻噴火龍》 18 愛的報報-科學達人 

8 
議題走讀：如何保護自我身體 

          (眼睛篇)？ 
19 

愛的報報-漫畫天地 1  

9 繪本閱讀《瓶子阿嬤》 20 愛的報報-漫畫天地 2  

10 繪本閱讀《瓶子阿嬤》 21 總複習  

11 繪本閱讀《瓶子阿嬤》   

 

 

  



桃園市立光華國民小學 109學年度第二學期 二 年級 彈性學習課程 閱讀 課程計畫 

每週節數 1節 設計者 蔡玟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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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目標 

1.能提升學生閱讀興趣。 

2.能運用閱讀策略理解閱讀材料，轉化成自身的知識、觀念、技能。 

3.運用圖像聯想文字，轉化成自身的知識。 

4.能吟唱、畫說唐詩，了解唐詩的意涵。 

融入之議題 融入性別平等、環境教育、家庭教育、品德教育、國際教育議題。 

教學/學習重點 

學習內容 

國Ad-I-2篇章的大意。 

國Ad-I-3 故事、童詩等。 

國Ab-I-11,000個常用字的字形、字音和字義。 

國Ab-I-3常用字筆畫及部件的空間結構。 

國Cc-I-1 各類文本中的藝術、信仰、思想等文化內涵。 

生活D-I-3聆聽與回應的表現。 

生活D-I-4共同工作並相互協助。 

學習表現 

國 5-Ⅰ-1 以適切的速率正確地朗讀文本。 

國 5-1-3讀懂與學習階段相符的文本。 

國 5-1-4了解文本中的重要訊息與觀點。 

國5-Ⅰ-6 利用圖像、故事結構等策略，協助文本的理解與內容重

述。 

國5-1-9 能喜愛閱讀，並樂於與他人分享閱讀心得。 

生活4-I-1利用各種生活的媒介與素材進行表現與創作，喚起豐富的想

像力。 

評量方式 學習態度、發表評量、實作評量 

週次 

日期 
單元名稱/內容 

週次 

日期 
單元名稱/內容 

1 出口成章-春夏唐詩<柳詠> 12 議題走讀-認識交通 

2 出口成章-春夏唐詩<柳詠> 13 字的小詩-雨 

3 
出口成章-春夏唐詩<夏日田園雜興

˙其七> 
14 

字的小詩-雨 

4 議題走讀-如何辨識與遠離毒品 15 字的小詩-海 

5 出口成章-秋冬唐詩<楓橋夜泊> 16 字的小詩-海 

6 出口成章-秋冬唐詩<問劉十九> 17 出口成章-秋冬唐詩<雜詩> 



7 字的小詩-岩 18 字的小詩-春 

8 
議題走讀-如何保護自我身體(兒童

性剝削) 
19 

字的小詩-春 

9 字的小詩-岩 20 議題走讀-期末閱讀成果發表會 

10 字的小詩-水   

11 字的小詩-水   

 

 

 

 

 

 

 

 

 

  



一、校訂課程(彈性學習課程)實施規劃表 

(一)本校彈性學習課程學習節數之規劃乃依據： 

1.教育部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國語文領域、生活領域課程綱要。 

2.本校課程發展委員會決議。 

3.本校課程發展委員會之閱讀領域課程小組會議決議。 

(二)各年級彈性學習課程之規劃表 

1.一年級彈性學習課程規劃：閱讀探究 1節，國際視野 1節，山林智慧 1節 

二、一般班級各年級彈性學習課程之課程計畫 

(一)國際教育 

1.設計理念與目的:配合桃園市為航空城都市，藉由國際教育課程，提升孩童國際視野。 

2.課程架構：藉由認識英文字母教學與發音教學認識國語語言符號；學習外語繪本、國際

節慶及外語歌謠，了解外國文化風情，提升國際視野。 

3.各年級國際教育課程計畫 

桃園市立光華國民小學 109 學年度第一學期 一年級 彈性學習課程 國際視野 課程計畫 

每週節數 1 節 設計者 游凱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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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目標 

一、學會英語字母教學及發音教學。  

二、學會基本生活用語與教室用語。 

三、養英語文興趣及積極學習之態度。  

四、重多元文化，培養國際觀。 

融入之議題 生涯規劃、多元文化、閱讀素養、原住民族教育 

教學/學習重點 

學習內容 

英Aa-I-1字母名稱。  

英Aa-I-2 印刷體大小 寫字母的辨識及臨摹。 

英Ab-I-1 子音、 母音及其組合。 

英Ac-Ⅱ-2 簡易的生活用語。 

國 D-I-3  聆聽與回應的表現。 

學習表現 

英1-I-1 能聽辨26個字母。 

英1-I-2 能聽辨英語的子音、母音及其基本的組合。 

英2-I-1 能說出26個字母。 

英2-I-2 能唸出英語的語音。  

英2-I-3 能說出課堂中所學的字詞。 

英3-I-1 能辨識26個印刷體大小寫字母。  

英3-I-2 能辨識26個字母相對應的字詞。 



英4-I-1 能臨摹抄寫2個印刷體大小寫字母。 

英5-I-1 能正確地認讀與聽辨 26個字母。  

英5-I-2 在聽讀時，能辨識書本中相對應的書寫文字。 

英6-I-1 能專注於教師的說明與演示。  

英6-I-2 積極參與各種課堂練習活動。  

英6-I-3 樂於回答教師或同學所提的問題。 

英7-I-2 能妥善運用情境中的非語言訊息以幫助學習。 

生3-I-3 體會學習的樂趣和成就感，主動學習新的事物。 

國 1-I-1 養成專心聆聽的習慣，尊重對方的發言。 

國2-I-3 與他人交談時，能適當的提問、合宜的回答，並分享想法。 

國 5-I-4 了解文本中的重要訊息與觀點。 

評量方式 口語測驗、學習單、實作評量 

週次 

日期 
單元名稱/內容 

週次 

日期 
單元名稱/內容 

1 
字母教學- 

ABCD 教學 
12 

字母教-學 HIJK 遊戲 

日常教室生活用語(goodbye / bye) 

2 
字母教-ABCD 遊戲 

日常教室生活用語(Hello / Hi) 
13 

字母教學 

LMN 教學 

3 
字母教學 

EFG 教學 
14 

字母教學-LMN 遊戲 

日常教室生活用語(Look! / Listen! ) 

4 
字母教-EFG 遊戲 

日常教室生活用語(Good morning.) 
15 

發音教學 

HIJK 教學 

5 
發音教學 

ABCD 教學 
16 

發音教學 

HIJK 遊戲 

6 
發音教學 

ABCD 遊戲 
17 

發音教學 

LMN 教學 

7 
發音教學 

EFG 教學 
18 

發音教學 

LMN 遊戲 

8 
發音教學 

EFG 遊戲 
19 

節慶教學 

中國新年 

9 
節慶教學 

萬聖節 
20 

繪本教學 

懶人變猴子 

10 
歌謠教學 

童謠教唱 
21 REVIEW 

11 
字母教學 

HIJK 教學 
 

 

 

 

 



桃園市立光華國民小學 109 學年度第二學期 一年級 彈性學習課程 國際視野 課程計畫 

每週節數 1 節 設計者 游凱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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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目標 

一、會英語字母教學及發音教學。  

二、學會基本生活用語與教室用語。 

三、養英語文興趣及積極學習之態度。  

四、重多元文化，培養國際觀。 

融入之議題 生涯規劃、多元文化、閱讀素養、原住民族教育 

教學/學習重點 

學習內容 

英Aa-I-1字母名稱。  

英Aa-I-2 印刷體大小 寫字母的辨識及臨摹。 

英Ab-I-1 子音、 母音及其組合。 

英Ac-Ⅱ-2 簡易的生活用語。 

國 D-I-3  聆聽與回應的表現。 

原 Be-Ⅰ-1 唸謠及童謠。 

學習表現 

英1-I-1 能聽辨26個字母。 

英1-I-2 能聽辨英語的子音、母音及其基本的組合。 

英2-I-1 能說出26個字母。 

英2-I-2 能唸出英語的語音。  

英2-I-3 能說出課堂中所學的字詞。 

英3-I-1 能辨識26個印刷體大小寫字母。  

英3-I-2能辨識26個字母相對應的字詞。 

英4-I-1 能臨摹抄寫26個印刷體大小寫字母。 

英5-I-1 能正確地認讀與聽辨26個字母。  

英5-I-2 在聽讀時，能辨識書本中相對應的書寫文字。 

英6-I-1 能專注於教師的說明與演示。  

英6-I-2 積極參與各種課堂練習活動。  

英6-I-3 樂於回答教師或同學所提的問題。 

英7-I-2 能妥善運用情境中的非語言訊息以幫助學習。 

生3-I-3 體會學習的樂趣和成就感，主動學習新的事物。 

國 1-I-1 養成專心聆聽的習慣，尊重對方的發言。 

國2-I-3 與他人交談時，能適當的提問、合宜的回答，並分享想法。 

國 5-I-4 了解文本中的重要訊息與觀點。 



評量方式 口語測驗、學習單、實作評量 

週次 

日期 
單元名稱/內容 

週次 

日期 
單元名稱/內容 

1 

字母教學 

OPQ 教學 12 

字母教學-UVW 遊戲 

日常教室生活用語(Sit down! /Stand 

up!) 

2 

字母教-OPQ 遊戲 

日常教室生活用語(Good 

afternoon!) 

13 

字母教學 

XYZ 教學 

3 

字母教學 

RST 教學 14 

字母教學-XYZ 遊戲 

日常教室生活用語(Thank you! / 

You’re welcome) 

4 
字母教學-RST 遊戲 

日常教室生活用語(Be quiet!) 
15 

節慶教學 

母親節 

5 
發音教學 

OPQ 教學 
16 

發音教學 

UVW 教學 

6 
發音教學 

OPQ 遊戲 
17 

發音教學 

UVW 遊戲 

7 
發音教學 

RST 教學 
18 

發音教學 

XYZ 教學 

8 
發音教學 

RST 遊戲 
19 

發音教學 

XYZ 遊戲 

9 
節慶教學 

兒童節 
20 

繪本教學 

希望快點長大 

10 
歌謠教學 

童謠教唱 
 

 

11 
字母教學 

UVW 教學 
 

 

 

 

 

 

 

 

 

 

 

 

 



一、校訂課程(彈性學習課程)實施規劃表 

(一)本校彈性學習課程學習節數之規劃乃依據： 

1.教育部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國語文領域、生活領域課程綱要。 

2.本校課程發展委員會決議。 

3.本校課程發展委員會之閱讀領域課程小組會議決議。 

(二)各年級彈性學習課程之規劃表 

1.二年級彈性學習課程規劃：閱讀探究 1節，國際視野 1節，山林智慧 1節 

二、一般班級各年級彈性學習課程之課程計畫 

(一)國際教育 

1.設計理念與目的:配合桃園市為航空城都市，藉由國際教育課程，提升孩童國際

視野。 

2.課程架構：藉由認識英文字母教學與發音教學認識國語語言符號；學習外語繪

本、國際節慶及外語歌謠，了解外國文化風情，提升國際視野。 

3.各年級國際教育課程計畫 

桃園市立光華國民小學 109學年度第一學期 二年級 彈性學習課程 國際視野 課程計畫 

每週節數 1節 設計者 游凱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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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目標 

一、學會英語字發音以及字母代表字詞。 

二、學會基本生活用語與教室用語。 

三、培養英語文興趣及積極學習之態度。  

四、尊重多元文化，培養國際觀。 

融入之議題 生涯規劃、多元文化、閱讀素養、原住民族教育 

教學/學習重點 

學習內容 

英Ab-I-1 子音、 母音及其組合。 

英Ac-Ⅱ-1 簡易的教室用語。 

英Ac-Ⅱ-2 簡易的生活用語。 

英Ac-Ⅱ-3 第二學習階段所學字詞。 

英C-Ⅱ-2 國內外主要節慶習俗。 

國 D-I-3  聆聽與回應的表現。 

學習表現 

英1-I-1 能聽辨26個字母。 

英1-I-2 能聽辨英語的子音、母音及其基本的組合。 

英2-I-1 能說出26個字母。 

英2-I-2 能唸出英語的語音。  

英2-I-3 能說出課堂中所學的字詞。 



英3-I-1 能辨識26個印刷體大小寫字母。  

英3-I-2 能辨識26個字母相對應的字詞。 

英5-I-1 能正確地認讀與聽辨26個字母。  

英5-I-2 在聽讀時，能辨識書本中相對應的書寫文字。 

英6-I-1 能專注於教師的說明與演示。  

英6-I-2 積極參與各種課堂練習活動。  

英6-I-3 樂於回答教師或同學所提的問題。 

生3-I-3 體會學習的樂趣和成就感，主動學習新的事物。 

國 1-I-1養成專心聆聽的習慣，尊重對方的發言。 

國2-I-3 與他人交談時，能適當的提問、合宜的回答，並分享想法。 

國 5-I-4 了解文本中的重要訊息與觀點。 

評量方式 口語測驗、學習單、實作評量 

週次 

日期 
單元名稱/內容 

週次 

日期 
單元名稱/內容 

1 
字母代表字教學 

ABC 每個字母兩個代表字  
12 

字母代表字教學–HI 遊戲 

教室用語(Hands down!) 

2 
字母代表字教學–ABC 遊戲 

日常生活用語(打招呼) / 數字(1-3)  
13 

字母代表字教學 

JK 每個字母兩個代表字 

3 
字母代表字教學–ABC 遊戲 

教室用語(Stand up!) 
14 

字母代表字教學–JK 遊戲 

日常生活用語(晚安) / 數字(1-10) 

4 
字母代表字教學 

DE 每個字母兩個代表字 
15 

字母代表字教學–JK 遊戲 

教室用語(Louder, please!) 

5 

字母代表字教學–DE 遊戲 

日常生活用語(簡單自我介紹) / 數

字(4-6)   

16 

字母代表字教學 

JK 每個字母兩個代表字 

6 
字母代表字教學–DE 遊戲 

教室用語(Sit down!) 
17 

節慶教學 

聖誕節 

7 
字母代表字教學 

FG 每個字母兩個代表字 
18 

字母代表字教學–JK 遊戲 

教室用語(Be quiet, please!) 

8 
字母代表字教學–FG 遊戲 

日常生活用語(問候) / 數字(7-9) 
19 

節慶教學 

中國新年 

9 
節慶教學–萬聖節 

教室用語(Hands up!) 
20 

繪本教學 

巨人傳說 

10 
字母代表字教學 

HI 每個字母兩個代表字 
21 REVIEW 

11 
字母代表字教學–HI 遊戲 

日常生活用語(再見) / 數字(1-10) 
 

 

 

 

 

 

 

 

 



桃園市立光華國民小學 109 學年度第二學期 二年級 彈性學習課程 國際視野 課程計畫 

每週節數 1 節 設計者 游凱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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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目標 

一、學會英語字發音以及字母代表字詞。 

二、學會基本生活用語與教室用語。 

三、培養英語文興趣及積極學習之態度。  

四、尊重多元文化，培養國際觀。 

融入之議題 生涯規劃、多元文化、閱讀素養、原住民族教育 

教學/學習重點 

學習內容 

英Aa-I-2 印刷體大小寫字母的辨識及臨摹。 

英Ab-I-1 子音、 母音及其組合。 

英Ac-Ⅱ-1 簡易的教室用語。 

英Ac-Ⅱ-2 簡易的生活用語。 

英Ac-Ⅱ-3 第二學習階段所學字詞。 

英C-Ⅱ-2 國內外主要節慶習俗。 

國 D-I-3  聆聽與回應的表現。 

原 Be-Ⅰ-1 唸謠及童謠。 

學習表現 

英1-I-1 能聽辨26個字母。 

英1-I-2 能聽辨英語的子音、母音及其基本的組合。 

英2-I-1 能說出26個字母。 

英2-I-2 能唸出英語的語音。  

英2-I-3 能說出課堂中所學的字詞。 

英3-I-1 能辨識26個印刷體大小寫字母。  

英3-I-2能辨識26個字母相對應的字詞。 

英4-I-1 能臨摹抄寫26個印刷體大小寫字母。 

英5-I-1 能正確地認讀與聽辨26個字母。  

英5-I-2 在聽讀時，能辨識書本中相對應的書寫文字。 

英6-I-1 能專注於教師的說明與演示。  

英6-I-2 積極參與各種課堂練習活動。  

英6-I-3 樂於回答教師或同學所提的問題。 

英7-I-2 能妥善運用情境中的非語言訊息以幫助學習。 

生3-I-3 體會學習的樂趣和成就感，主動學習新的事物。 

國 1-I-1 養成專心聆聽的習慣，尊重對方的發言。 



國2-I-3 與他人交談時，能適當的提問、合宜的回答，並分享想法。 

國 5-I-4 了解文本中的重要訊息與觀點。 

評量方式 口語測驗、學習單、實作評量 

週次 

日期 
單元名稱/內容 

週次 

日期 
單元名稱/內容 

1 
字母代表字教學 

NO 每個字母兩個代表字  
12 

字母代表字教學–UVW 遊戲 

日常生活用語(This is for you!) 

2 
字母代表字教學–NO 遊戲 

日常生活用語(Are you ready?)  
13 

字母代表字教學–UVW 遊戲 

教室用語(Line up!) / 數字(14) 

3 
字母代表字教學–NO 遊戲 

教室用語(Ready?) / 數字(11) 
14 

節慶教學 

母親節 

4 
字母代表字教學 

PQ 每個字母兩個代表字 
15 

字母代表字教學 

XYZ 每個字母兩個代表字 

5 
字母代表字教學–PQ 遊戲 

日常生活用語(道謝)   
16 

字母代表字教學–XYZ 遊戲 

字母書寫 

6 
字母代表字教學–PQ 遊戲 

教室用語(Go! / Stop!) / 數字(12) 
17 

節慶教學 

端午節 

7 
字母代表字教學 

RS 每個字母兩個代表字 
18 

字母代表字教學–XYZ 遊戲 

字母書寫 

8 
字母代表字教學–RST 遊戲 

日常生活用語(道歉)  19 
歌謠教學–童謠教唱 

字母書寫 

9 
字母代表字教學–RST 遊戲 

教室用語(Turn to page) / 數字(13) 
20 

繪本教學 

靈鳥希利克 

10 
歌謠教學 

童謠教唱 
 

 

11 
字母代表字教學 

UVW 每個字母兩個代表字 
 

 

 

 

 

 

 

 

 

 

 

 

 

 

 



一、校訂課程(彈性學習課程)實施規劃表 

       (一)彈性學習課程之規劃原則 

 本校彈性學習課程學習節數之規劃乃依據： 

1.教育部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國語文領域、生活領域課程綱要。 

2.本校課程發展委員會決議。 

3.本校課程發展委員會之閱讀領域課程小組會議決議。 

(二)各年級彈性學習課程之規劃表 

    一年級彈性學習課程規劃：閱讀探究 1節，國際視野 1節，山林智慧 1節 

二、一般班級各年級彈性學習課程之課程計畫 

(一)環境教育 

1.設計理念與目的 

十二年國教延續九年一貫課程，仍將環境教育列入議題課程之一，可見教育主管單位的

重視。然而從九年一貫課程到十二年國教，環境教育在國內的正規教育體系的位置實際

上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十二年國教環境教育課程的說明文件提出三項「學習目標」分別

是： 目標一：認識與理解人類生存與發展所面對的環境危機與挑戰：氣候變遷、資源、

生物多樣性消失及社會不正義和環境不正義。 目標二：思考個人發展、國家發展、與

人類發展的意義。 目標三：執行綠色、簡樸與永續的生活行動。 

尤其是針對環境教育所面對的挑戰做討論，希望社會與國人能「自發.互動.共好」。             

有鑑於此，本課教學重點有二： 

             (1)引導學生結合部落生活環境與多思考自己的傳統文化。 

             (2)融入不同領域核心素養與生活議題，增加學生的不同視野。. 

2.課程架構 

 



3.各年級閱讀課程計畫 

桃園市立光華國民小學 108學年度第一學期 一 年級 彈性學習課程 山林智慧 課程計畫 
每週節數 1節 設計者 潘隆麟、劉玲、鍾子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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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目標 

1.能藉由泰雅神話故事中感受先民的智慧、了解自己的文化。 

2.從日常生活中的串珠、織布、傳統歌謠、射箭、了解自己的民族。 

3.能經由親近動植物懂得愛護與尊重生命，並瞭解生態保育的重要性。 

融入之議題 環境、生命、多元文化、戶外教育、原住民族教育等議題 

教學/學習重點 

學習內容 
Bd-Ⅴ-1 祭儀的歌曲。 
Ad-Ⅲ-3 傳說故事。 
Bb-Ⅱ-2 祖居地或部落的故事。 
Be-Ⅱ-1 唸謠及傳統歌謠。 
學習表現 
5-Ⅴ-13 藉由民族語文社團，能參與、分享及認同部落文化祭儀與藝
術美學活動。 
5-Ⅲ-3 能樂於了解並說出傳統歌謠、傳說故事的主旨及其語言文化的
美感。 
5-Ⅱ-1 能在生活中樂於並主動接觸原住民族語文與文化。 
po-Ⅱ-1能從日常經驗、學習活動、自然環境，進行觀察，進而能

察覺問題。 
 

評量方式 學習態度、發表評量、實作評量 

週次 

日期 
單元名稱/內容 

週次 

日期 
單元名稱/內容 

1 植物課程/種植玉米 12 農活塗鴉日誌/認識前光華 

2 神話故事-泰雅族起源 13 農活塗鴉日誌/認識前光華 

3 神話故事-射日故事 14 議題宣導/如何保護自我 

4 議題宣導-認識部落不良習慣/抽菸篇 15 部落食材/認識小米 

5 原串珠鍊 16 部落食材/認識刺蔥 

6 原串珠鍊 17 議題宣導/傳統與現代性別觀念 

7 原串珠鍊 18 認識山林動物 

8 
議題宣導-認識部落不良習慣/正確用

藥篇 
19 認識山林動物 

9 原味彩繪 20 植物課程/種植玉米 

10 原味彩繪 21 山林智慧挑戰活動 

11 議題宣導-認識部落不良習慣/檳榔篇 22  

 



 

桃園市立光華國民小學 108學年度第二學期 一 年級 彈性學習課程 山林智慧 課程計畫 
每週節數 1節 設計者 潘隆麟、劉玲、鍾子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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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目標 

1.能藉由泰雅傳統農事中感受先民的智慧、了解自己的文化。 

2.從日常生活中的食物、動物、植物了解自己的周遭的環境。 

3.能經由親近動植物懂得愛護與尊重生命，並瞭解生態保育的重要性。 

融入之議題 環境、生命、多元文化、戶外教育、原住民族教育等議題 

教學/學習重點 

學習內容 

Bf-Ⅳ-2 漁獵文化參與經驗的分享。 

INb-Ⅲ-6 動物的形態特徵與行為相關，動物身體的構造不同，有不同

的運動方式。 

INb-Ⅱ-7動植物體的外部形態和內部構造，與其生長、行為、繁衍後

代和適應環境有關。 

INb-Ⅲ-7 植物各部位的構造和所具有的功能有關，有些植物產生特化

的構造以適應環境 

INc-Ⅱ-10天空中天體有東升西落的現象，月亮有盈虧的變化，星星則

是有些亮有些暗。 

 

學習表現 

5-Ⅳ-6 能了解並大致說出漁獵經驗、農耕經驗、文化祭儀等活動。 

ah-Ⅱ-1 透過各種感官了解生活週遭事物的屬性。 

ai-Ⅲ-1 透過科學探索了解現象發生的原因或機制，滿足好奇心。 

ai-Ⅱ-1 保持對自然現象的好奇心，透過不斷的探尋和提問，常會

有新發現。 

ti-Ⅱ-1 能在指導下觀察日常生活現象的規律性，並運用想像力與

好奇心，了解及描述自然環境的現象。 

評量方式  

週次 

日期 
單元名稱/內容 

週次 

日期 
單元名稱/內容 

1 植物課程/種植小米 12 議題宣導/部落環境整潔 

2 神話故事/彩虹橋(1) 13 部落食材/認識馬告 

3 神話故事彩虹橋(2) 14 部落食材/認識泰雅族傳統主食 

4 議題宣導/部落家庭教育(1) 15 議題宣導/部落害蟲認識 

5 原味珠鍊(1) 16 認識山林動物/山羌 

6 原味珠鍊(2) 17 認識山林動物/黑熊 



7 原味珠鍊(3) 18 植物課程/種植小米 

8 議題宣導/部落家庭教育(2) 19 議題宣導/部落正確疾病新知識 

9 原味彩繪 20 議題宣導/部落疾病面面觀 

10 農活塗鴉日誌/認識新興部落   

11 農活塗鴉日誌/認識新興部落   

 

 

 

 

 

 

 

 

 

 

 

 

 

 

 

 

 

 

 

 

 

 

 

 

 

 

 

 

 

 

 



一、校訂課程(彈性學習課程)實施規劃表 

       (一)彈性學習課程之規劃原則 

 本校彈性學習課程學習節數之規劃乃依據： 

1.教育部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國語文領域、生活領域課程綱要。 

2.本校課程發展委員會決議。 

3.本校課程發展委員會之閱讀領域課程小組會議決議。 

(二)各年級彈性學習課程之規劃表 

    一年級彈性學習課程規劃：閱讀探究 1節，國際視野 1節，山林智慧 1節 

二、一般班級各年級彈性學習課程之課程計畫 

(一)環境教育 

1.設計理念與目的 

十二年國教延續九年一貫課程，仍將環境教育列入議題課程之一，可見教育主管單位的

重視。然而從九年一貫課程到十二年國教，環境教育在國內的正規教育體系的位置實際

上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十二年國教環境教育課程的說明文件提出三項「學習目標」分別

是： 目標一：認識與理解人類生存與發展所面對的環境危機與挑戰：氣候變遷、資源、

生物多樣性消失及社會不正義和環境不正義。 目標二：思考個人發展、國家發展、與

人類發展的意義。 目標三：執行綠色、簡樸與永續的生活行動。 

尤其是針對環境教育所面對的挑戰做討論，希望社會與國人能「自發.互動.共好」。             

有鑑於此，本課教學重點有二： 

             (1)引導學生結合部落生活環境與多思考自己的傳統文化。 

             (2)融入不同領域核心素養與生活議題，增加學生的不同視野。. 

2.課程架構 

 

 

 



3.各年級閱讀課程計畫 

桃園市立光華國民小學 108學年度第一學期 二 年級 彈性學習課程 山林智慧 課程計畫 
每週節數 1節 設計者 格夏黑玳、李蓉芝 

核心素養 

A自主行動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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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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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目標 

1.能藉由泰雅神話故事中感受先民的智慧、了解自己的文化。 

2.從日常生活中的串珠、織布、傳統歌謠、射箭、了解自己的民族。 

3.能經由親近動植物懂得愛護與尊重生命，並瞭解生態保育的重要性。 

融入之議題 環境、生命、多元文化、戶外教育、原住民族教育等議題 

教學/學習重點 

學習內容 
B-I-1   自然環境之美的感受(生活領域)。 
C-I-3   探究生活事物的方法與技能(生活領域)。 
B-I-2   社會環境之美的體認(生活領域)。 
Da-I-1  日常生活中的基本衛生習慣(健康與體育領域)。 
Bb-I-2  人際交流的情感(國語文領域)。 

學習表現 
5-I-1  覺知生活中人、事、物的豐富面貌，建立初步的美感經驗(生活領域)。 
2-I-4  在發現及解決問題的歷程中，學習探索與探究人、事、物的方法(生活 
       領域)。 
2-I-5  運用各種探究事物的方法及技能，對訊息做適切的處理，並養成動手做 
       的習慣(生活領域)。 
4a-I-2 養成健康的生活習慣(健康與體育領域)。 
1-I-1  養成專心聆聽的習慣，尊重對方的發言(國語文領域)。 

評量方式 學習態度、發表評量、實作評量 

週次 

日期 
單元名稱/內容 

週次 

日期 
單元名稱/內容 

1 植物課程/種植玉米 12 農活塗鴉日誌/認識前光華-1 

2 神話故事/占卜鳥希力克傳說 13 農活塗鴉日誌/認識前光華-2 

3 神話故事/泰雅族紋面習俗由來 14 議題宣導/如何保護自我 

4 議題宣導-認識部落不良習慣/抽菸篇 15 部落食材/認識小米 

5 原串珠鍊/泰雅串珠(單色)-1 16 部落食材/認識刺蔥 

6 原串珠鍊/泰雅串珠(單色)-2 17 議題宣導/傳統與現代性別觀念 

7 原串珠鍊/泰雅串珠(單色)-3 18 認識山林動物/山豬篇 

8 
議題宣導-認識部落不良習慣/正確用

藥篇 
19 認識山林動物/山羊篇 

9 原味彩繪/石頭彩繪-1 20 植物課程/採收玉米 

10 原味彩繪/石頭彩繪-2 21 山林智慧挑戰活動 

11 議題宣導-認識部落不良習慣/檳榔篇 22  

 



桃園市立光華國民小學 108學年度第二學期 二年級 彈性學習課程 山林智慧 課程計畫 
每週節數 1節 設計者 潘隆麟、劉玲、鍾子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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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目標 

學習內容 
B-I-1   自然環境之美的感受(生活領域)。 
C-I-3   探究生活事物的方法與技能(生活領域)。 
B-I-2   社會環境之美的體認(生活領域)。 
Da-I-1  日常生活中的基本衛生習慣(健康與體育領域)。 

Bb-I-2  人際交流的情感(國語文領域)。 

融入之議題 環境、生命、多元文化、戶外教育、原住民族教育等議題 

教學/學習重點 

學習內容 
Bf-Ⅳ-2 漁獵文化參與經驗的分享。 
INb-Ⅲ-6 動物的形態特徵與行為相關，動物身體的構造不同，有不同的運動方
式。 
INb-Ⅱ-7動植物體的外部形態和內部構造，與其生長、行為、繁衍後代和適應環
境有關。 
INb-Ⅲ-7 植物各部位的構造和所具有的功能有關，有些植物產生特化的構造以
適應環境 
INc-Ⅱ-10天空中天體有東升西落的現象，月亮有盈虧的變化，星星則是有些亮
有些暗。 

學習表現 
5-I-1  覺知生活中人、事、物的豐富面貌，建立初步的美感經驗(生活領域)。 
2-I-4  在發現及解決問題的歷程中，學習探索與探究人、事、物的方法(生活 
       領域)。 
2-I-5  運用各種探究事物的方法及技能，對訊息做適切的處理，並養成動手做 
       的習慣(生活領域)。 
4a-I-2 養成健康的生活習慣(健康與體育領域)。 
1-I-1  養成專心聆聽的習慣，尊重對方的發言(國語文領域)。 

評量方式 學習態度、發表評量、實作評量 

週次 

日期 
單元名稱/內容 

週次 

日期 
單元名稱/內容 

1 植物課程/種植小米 12 議題宣導/部落環境整潔 

2 神話故事/懶人便猴子 13 部落食材/認識馬告 

3 神話故事/巨人傳說 14 部落食材/認識泰雅族傳統主食 

4 議題宣導/部落家庭教育(1) 15 議題宣導/部落害蟲認識 

5 原味珠鍊/泰雅串珠(雙色)-1 16 認識山林動物/苦花魚 

6 原味珠鍊/泰雅串珠(雙色)-2 17 認識山林動物/櫻花鉤吻鮭 

7 原味珠鍊/泰雅串珠(雙色)-3 18 植物課程/收成小米 

8 議題宣導/部落家庭教育(2) 19 議題宣導/部落正確疾病新知識 

9 原味彩繪-部落生活繪畫 20 議題宣導/部落疾病面面觀 



10 農活塗鴉日誌/認識新興部落-1   

11 農活塗鴉日誌/認識新興部落-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