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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I-2  
111學年度臺中市石岡區土牛國民小學二年級第一學期學校總體課程計畫進度總表(108課綱版本) 

製表日期：111年 7月 18日 

週

次 
日期 學校行事 

課程計畫 

內容 

部定課程 校訂課程 

備註 
語文 

數學(4) 生活課程(3) 健康與體育(3) 

彈性學習課程( 3 ) 

國語文(6) 
本土語文/ 

新住民語文/臺灣

手語(1) 

統整性主題/專題/議

題探究課程 
社團活動與技藝課程 其他類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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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

次 
日期 學校行事 

課程計畫 

內容 

部定課程 校訂課程 

備註 
語文 

數學(4) 生活課程(3) 健康與體育(3) 

彈性學習課程( 3 ) 

國語文(6) 
本土語文/ 

新住民語文/臺灣

手語(1) 

統整性主題/專題/議

題探究課程 
社團活動與技藝課程 其他類課程 

一

~

十 

111/8/30 

| 

111/11/5 

8/30(二) 

開學日(正式上課) 

第一週友善校園週 

第二週品德教育週 

9/9(五)中秋節彈性

放假 

9/10(六)中秋節 

10/10(一)國慶日 

11/1(二)-11/4(五)

第一次定期評量 

單元/主題名

稱 

查字典真簡單 

 

第一單元  生活新鮮事 

一、新學年新希望 

二、一起做早餐 

三、走過小巷 

 

第二單元  歡樂的時刻 

四、運動會 

五、水上木偶戲 

六、小鎮的柿餅節 

閩南語 

第一單元 逐工都愛清氣 

一、貓咪愛洗面 

二、種豆仔 

單元活動一 

 

第二單元 動物來比賽 

三、兔仔佮龜比賽 

第 3 課 這禮拜 

客家語 

第一課 伙房/大落屋 

第二課 鬧熱个街路 

第三課 伯公下 

一、200 以內的數 

1-1 數到 200 

1-2 認識百位 

1-3 付錢 

1-4 數的大小比較 

練習園地 

二、二位數的加減法 

2-1 二位數的加法 

2-2 二位數的減法 

練習園地 

三、認識公分 

3-1 個別單位 

3-2 認識公分 

3-3 量一量、畫一畫 

3-4 長度的加減 

練習園地 

遊戲中學數學（一） 

四、加減應用 

4-1 加法和減法的關係 

4-2 加減關係和解題 

練習園地 

五、容量 

5-1 容量的直接比較 

5-2 容量的間接比較 

練習園地 

學習加油讚（一） 

綜合與應用 

生活中找數學 

看繪本學數學 

六、加減兩步驟 

6-1 加法兩步驟問題 

6-2 減法兩步驟問題 

第一主題防震小達人 

地震來了不慌張 

二、地震應變有方法 

三、地震大使 Go!Go!Go! 

第二主題 光影好好玩 

一、光和影 

二、光影魔法師 

三、光影小故事 

第三主題 玩泡泡 

一、泡泡在哪裡 

第一單元喜歡自己 珍愛家

人 

第 1 課 成長的變化 

第 2 課 欣賞自己 

第 3 課 關愛家人 

 

第二單元生活保健有一套 

第 1 課 眼耳鼻急救站 

第 2 課 照顧我的身體 

 

第三單元健康環境好生活 

第 1 課 學校健康促進 

第 2 課 健康社區 

第 3 課 舒適的社區環境 

 

第四單元球類遊戲不思議 

第 1 課 控球小奇兵 

【以客為心】 

一、社區藏寶圖 

1.我生活的地方 

2.探索我們的社區 

3.我愛我的社區 

【書香有品】 

二、閱讀閱有趣--說給你聽 

1.最喜歡上學 

2.上學途中 

3.早起的一天 

4.生氣湯 

5.威利在哪裡 

【多元探索】 

三、魔法 AbC 

1. 國際教育－阿拉伯聯合大

公國與杜拜 

品格教育－細心機靈 

(1) 認識杜拜 

(2) 留意周遭環境，機靈應變 

2. 國際教育－法國巴黎 

品格教育－努力不懈 

(1) 認識巴黎街頭藝術 

(2) 願意努力嘗試且不放棄 

 

 1.教師節活動 

2.戶外教育 

3.校慶 

4.感恩公益行動 

5.跳蚤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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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

次 
日期 學校行事 

課程計畫 

內容 

部定課程 校訂課程 

備註 
語文 

數學(4) 生活課程(3) 健康與體育(3) 

彈性學習課程( 3 ) 

國語文(6) 
本土語文/ 

新住民語文/臺灣

手語(1) 

統整性主題/專題/議

題探究課程 
社團活動與技藝課程 其他類課程 

教學重點教

學重點 

1.能運用注音符號輔助識

字。 

2.能注意聽並聽得準確。 

3.能用完整語句口述事情

並回答問題。 

4.能養成良好的書寫姿

勢，並養成保持整潔的書

寫習慣。 

5.能讀懂課文內容，了解文

章的大意。 

1.能了解生活清潔用品，

並應用於生活。 

2.能學會對話句型，實踐

在生活應對中。 

3.能學會一星期的名稱並

正確發音。 

4.能在生活中分辨一星期

的名稱並進行語詞的運

用。 

5.能聽懂並說出常見動物

的閩南語說法。 

6.藉課文情境，培養學生

觀察自然、愛護萬物的態

度。 

客家語 

1.能聽懂並用客家語說出

本課課文的語詞、語句。 

2.能以簡單句型練習使用

本課詞彙。 

3.了解客家人的傳統建築

形式及精神。 

4.養成喜愛生活環境與家

族和樂相處的情操。 

5.能聽懂並說出課文的語

詞、語句。 

6.能以簡單句型練習使用

課詞彙。 

7.界熱鬧街道的描述，體

會社會進步與富裕。 

8.能聽懂並以客家語說出

課文的語詞、語句。 

9.了解伯公下式信仰也是

休閒場所。 

 

【1-1 數到 200、1-2 認識

百位】 

1. 能認識 200 以內的數，

並建立 200 以內數詞序列

概念。 

2. 能認識「百位」的位

名，並進行位值單位的換

算。 

【1-3 付錢、1-4 數的大小

比較、練習園地】 

1. 能運用 100元以內的幣

值進行錢幣換算。 

2. 能進行 200以內的數大

小比較。 

【2-1 二位數的加法】 

1. 透過操作或表徵活

動，解決二位數不進位的

加法問題，並以直式記錄

過程與結果。 

2. 透過操作或表徵活

動，解決二位數進位的加

法問題（和超過 100，不

含兩次進位），並以直式

記錄過程與結果。 

3. 解決生活情境中二位

數合成與分解的問題並

以直式記錄過程與結果。 

【2-2 二位數的減法、練

習園地】 

1. 透過操作或表徵活

動，解決二位數的不退位

減法問題，並以直式記錄

過程與結果。 

2. 透過操作或表徵活

動，解決二位數的退位減

法問題，並以直式記錄過

程與結果。 

3.解決生活情境中二位數

合成與分解的問題並以

直式記錄過程與結果。 

【3-1 個別單位、3-2 認識

公分】 

1. 能理解用不同個別單

位測量同一物時，其測量

結果會不同，並發現個別

單位比較長時， 所需的

測量數會較少。 

2. 認識公分，並使用公分

直尺測量物品的長。 

【3-3 量一量、畫一畫、

3-4 長度的加減、練習園

地、遊戲中學數學（一）】 

1. 透過實測培養長度的

量感。  2. 在具體情境

中，能做長度的合成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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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防震念謠感受節奏

韻律並能實際應用、創作

不同歌詞。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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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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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透過習唱歌曲〈影子歌〉

感受節奏韻律、旋律音高。 

8.從光影探究的過程，察

覺影子會受到光源位置遠

近等影響。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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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自己出生至今生長發

育的變化。 

2.描述自己的優點。 

3.認識過量飲酒的危害。 

4.認識二手菸的危害。 

5.嘗試運用拒絕技巧，遠離

二手菸的危害。 

6.發覺可能造成眼睛、耳

朵、鼻子受傷的行為。 

7.舉例說明眼睛、耳朵、鼻

子各種受傷情況的急救方

法。 

8.嘗試練習眼睛、耳朵、鼻

子各種受傷情況的急救方

法。 

9.養成運動流汗後擦汗、更

衣和補充水分的習慣。 

10.養成正確的穿鞋習慣。 

11.願意養成不憋尿的健康

習慣。 

12.願意使用學校健康資源

和參與學校健康促進活動。 

13.發覺影響學校環境的生

活態度與行為。 

14.認識社區健康相關機構

與資源。 

15.願意使用社區健康資源

促進健康。 

16.發覺影響社區環境的生

活態度與行為。 

17.安全的完成滾球、拋球、

擲球控球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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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

次 
日期 學校行事 

課程計畫 

內容 

部定課程 校訂課程 

備註 
語文 

數學(4) 生活課程(3) 健康與體育(3) 

彈性學習課程( 3 ) 

國語文(6) 
本土語文/ 

新住民語文/臺灣

手語(1) 

統整性主題/專題/議

題探究課程 
社團活動與技藝課程 其他類課程 

解，並用算式記錄。 

【4-1 加法和減法的關係】 

1.在具體情境中理解部分

－整體之間的關係。 

2.在具體情境中理解加減

法的互逆關係。 

【4-2 加減關係和解題、

練習園地】 

1.應用加減互逆關係檢核

減法解題結果的合理性。 

2.記錄並解決加數、減數

未知型的問題。 

【5-1 容量的直接比較、

5-2 容量的間接比較、練

習園地】 

1.認識容器及經驗液量保

留概念。 

2.認識容量並能進行容量

的直觀比較或直接比較。 

3.能進行容量的間接比

較。 

4.能進行容量的個別單位

比較。 

【綜合與應用、生活中找

數學、看繪本學數學】 

1.能進行 200 以內數的大

小比較。 

2.能熟練二位數加、減直

式計算。 

3.能熟練二位數加、減直

式計算，並運用加減互逆

於驗算和解題。 

4.能使用公分尺測量物件

的長度。 

【6-1 加法兩步驟問題、

6-2 減法兩步驟問題】 

1.能在具體情境中，解決

三個數連加的兩步驟問

題，並用算式記錄過程和

結果。 

2.能在具體情境中，認識

三數相加時，順序改變不

影響其和的性質。 

3.能在具體情境中，解決

三個數連減的兩步驟問

題，並用算式記錄過程和

結果。 



5 

 

週

次 
日期 學校行事 

課程計畫 

內容 

部定課程 校訂課程 

備註 
語文 

數學(4) 生活課程(3) 健康與體育(3) 

彈性學習課程( 3 ) 

國語文(6) 
本土語文/ 

新住民語文/臺灣

手語(1) 

統整性主題/專題/議

題探究課程 
社團活動與技藝課程 其他類課程 

評量方式 

口頭評量 

習作評量 

發表評量 

實作評量 

1.討論活動 

2.口語評量 

3.表演評量 

4.實作評量 

5.遊戲評量 

1.紙筆測驗 

2.口頭回答 

3.互相討論 

4.實作評量 

1.口頭評量 

2.實作評量 

 

發表 

自評 

紙筆測驗 

互評 

實作評量 

操作 

問答 

觀察 

實踐 

 

第一次定期評量 

十

一

~

二

十

一 

111/11/6 

| 

112/1/19 

1/1(日)元旦 

1/2(一)彈性放假 

1/7(六)補行上班上

課 

1/10(二)-1/13(五) 

第二次定期評量 

1/19(四)休業式(正

常上課) 

1/20(五)調整放假 

1/21(六) 

寒假開始 

單元/主題名

稱 

第三單元  故事萬花筒 

七、國王的新衣裳 

八、「聰明」的小熊 

九、大象有多重？ 

 

第四單元  冬天的悄悄話 

十、我愛冬天 

十一、遠方來的黑皮 

十二、新年快樂 

 

閱讀階梯  我最喜歡上學

了 

 

第一單元  彩色的世界 

一、春天的顏色 

 

閩南語 

第二單元 動物來比賽 

單元活動二 

 

第三單元 整齊閣清氣 

四、掃帚佮畚斗 

五、過年 

單元活動三 

唸謠 

總複習 

DoReMi 耍啥物 

 

第一單元 彩色的世界 

一、彩色筆 

客家語 

第四課 市場 

第五課 歇睏/放尞日 

六、加減兩步驟 

6-2 減法兩步驟問題 

6-3 加減兩步驟問題 

練習園地 

七、乘法(一) 

7-1 幾的幾倍 

7-2 2 和 5 的乘法 

7-3 4 的乘法 

7-4 8 的乘法 

7-5 乘法的應用 

練習園地 

八、時間 

8-1 認識鐘面 

8-2 報讀時刻 

8-2 報讀時刻 

8-3 經過點數的時間 

練習園地 

數學樂園 

九、乘法(二) 

9-1 3 的乘法 

9-2 6 的乘法 

9-3 7 的乘法 

9-4 9 的乘法 

9-5 乘法的應用 

練習園地 

遊戲中學數學(二) 

十、面的大小比較 

10-1 面的直接比較 

10-2 面的間接比較 

練習園地 

學習加油讚（二） 

綜合與應用 

生活中找數學 

看繪本學數學 

數學園地 

第三主題 玩泡泡 

二、泡泡在哪裡 

三、泡泡變變變 

第四主題 學校附近 

一、學校附近有什麼 

二、一起到處去看看 

三、分享學校附近的故事 

第五主題 歲末傳溫情 

一、耶誕鈴聲響 

二、傳送我的愛 

第六主題 米粒魔術師 

一、五花八門的米食 

二、創意米食 

三、珍惜食物 

 

第一主題 減塑行動家 

一、塑膠垃圾好可怕 

 

第四單元球類遊戲不思議 

第2課 玩球大作戰 

 

第五單元跑跳親水樂 

第1課 休閒好自在 

第2課 歡樂跑跳碰 

第3課 快樂水世界 

 

第六單元全方位動動樂 

第1課 繩索小玩家 

第2課 樹樁木頭人 

第3課 跳出活力 

第4課 圓來真有趣 

 

第一單元愛人又愛己 

第1課 真心交朋友 

【以客為心】 

一、社區藏寶圖 

3.我愛我的社區 

【書香有品】 

二、閱讀閱有趣--說給你聽 

6.動物運動會 

7.好書報報 

8.衣裳小公主  

9.看圖說故事 

10.我的故事小書 

【多元探索】 

三、魔法 AbC 

3. 國際教育－墨西哥 

品格教育－樂於嘗試 

(1) 認識墨西哥樂團 

(2) 樂於嘗試新事物 

4. 國際教育－埃及與金字塔 

品格教育－守規矩 

(1) 認識金字塔 

(2) 遵守公共場所規則 

 

 
  

教學重點 

●聆聽 

1.能注意聽並聽得準確。 

●口語表達 

1.能用完整語句口述事情

並回答問題。 

●標音符號與運用 

1.能正確認念、拼讀及書

寫注音符號。 

1.能認識與說出各類打掃

用具及其功能。 

2.學會本課的句型應用於

生活中。 

3.認識農曆過年的風俗習

慣。 

4.學會以閩南語說祝福新

年的吉祥話。 

5.了解並欣賞念謠的文

意。 

【6-2 減法兩步驟問題、

6-3 加減兩步驟問題、練

習園地】 

1.能在具體情境中，解決

三個數連減的兩步驟問

題，並用算式記錄過程和

結果。 

2.能在具體情境中，解決

三個數加減的兩步驟問

1.能知道做出泡泡的技巧與

方法。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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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加了顏料的泡泡水將泡

泡留在圖畫紙上，並為紙上

1.安全的完成傳球、接球準

確性控球活動。 

2.安全的完成踢球、停球和

用腳準確性控球活動。 

3.表現反手投擲飛盤的動作

技巧。 

4.表現踩石過溪的動作技巧

與互助精神。 

5.表現繞物跑步及跑步取物

的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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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

次 
日期 學校行事 

課程計畫 

內容 

部定課程 校訂課程 

備註 
語文 

數學(4) 生活課程(3) 健康與體育(3) 

彈性學習課程( 3 ) 

國語文(6) 
本土語文/ 

新住民語文/臺灣

手語(1) 

統整性主題/專題/議

題探究課程 
社團活動與技藝課程 其他類課程 

●識字與寫字 

1.能養成良好的書寫姿

勢，並養成保持整潔的書

寫習慣。 

●閱讀 

1.能讀懂課文內容，了解文

章的大意。 

6.利用食物聯想到吉祥

話。 

閩南語 

1.能了解並熟悉本課課文

與語詞。 

2.透過「擬人化」的課文

情境，讓學生學會清潔用

具的正確使用方法。  

3.練習「做伙……」的句

型，並學會用「做伙……」

來造句。  

4.學習清潔用具的閩南語

說法。  

5.教導學生維護環境整潔

以及愛乾淨的好習慣。  

6.引導學生建立分工合作

及愛好整潔的好習慣。 

7.練習「……予……」的

句型，並學會用「……

予……」來造句。 

8.教導學生培養守時及珍

惜光陰的好習慣。 

9.能聽懂並說出時間的閩

南語說法。 

10.練習「上……」的句

型，並學會用「上……」

來造句。  

11.以聽說短句練習，增進

學生對生活的描述能力。 

12.練習「一工」的句型，

並學會用「一工」來造句。 

13.透過「時鐘」的課文情

境，讓學生了解一小時有

六十分鐘，每分鐘有六十

秒的時間概念。 

14.讓學生學會與年節有

關的風俗民情。  

15.練習「媠媠媠」的句

型，並學會用「媠媠媠」

來造句。 

16.引導學生學會各種年

節的閩南語說法。 

客家語 

1.能聽懂並用客家語說出

本課課文的語詞、語句。 

2.能以簡單句型練習使用

本課詞彙。 

3.了解客家人的傳統建築

形式及精神。 

4.養成喜愛生活環境與家

族和樂相處的情操。 

5.能聽懂並說出課文的語

詞、語句。 

6.能以簡單句型練習使用

課詞彙。 

7.界熱鬧街道的描述，體

會社會進步與富裕。 

8.能聽懂並以客家語說出

課文的語詞、語句。 

9.了解伯公下式信仰也是

休閒場所。 

10.能養成唸唱及欣賞客

家童謠的興趣。 

題，並用算式記錄過程和

結果。 

【7-1 幾的幾倍、7-2 2 和

5 的乘法、7-3 4 的乘法】 

1. 透過連加解決相同單

位量的問題。 

2. 學習用「倍」的語言。 

3. 能透過 2 個一數、5 個

一數的活動，解決相同單

位量的問題。 

4. 能知道乘法算式中各

數字和符號的意義，並認

識乘號和乘法算式。 

5.能理解並解決被乘數為

2、5、4 的乘法，並用乘

法算式紀錄問題及結果。 

6. 能熟練 2、5、4 的乘法

表。 

【7-4 8 的乘法、7-5 乘法

的應用、練習園地】 

1.能熟練 8 的乘法表。 

2.能做 2、5、4、8 的乘法

應用問題。 

3.能利用乘法解決生活中

的問題。 

【8-1 認識鐘面、8-2 報讀

時刻】 

1.觀察時鐘，認識時針、

分針、大格與小格。  2.

能報讀鐘面上的時刻是

幾時幾分。 

3.能認識數字鐘，並與鐘

面時刻作對應。 

【8-2 報讀時刻、8-3 經過

點數的時間、練習園地、

數學樂園】 

1.透過操作與觀察鐘面，

體驗時間進行時，分針和

時針位置的變化。 

2.能透過觀察鐘面，點數

兩個時刻之間經過的時

間。 

【9-1 3 的乘法、9-2 6 的

乘法、9-3 7 的乘法】 

1. 能做被乘數為 3、6、7

的乘法，並用乘法算式紀

錄結果。 2. 能明瞭乘法

算式中各數字及符號的

意義。 3. 能熟練 3、6、7

的乘法表。 

【9-4 9 的乘法、9-5 乘法

的應用、練習園地、遊戲

中學數學(二)】 

1. 能做被乘數為 9 的乘

法，並用乘法算式紀錄結

的彩色泡泡設計造型。 

4.能依據自身經驗說出曾經

去過學校附近哪些地方。 

5.能規畫探索學校附近的路

線。 

6.能將探索時的所見所聞，

利用各種形式記錄下來。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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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將常見的耶誕活動做分

類，並說明原因。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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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實際執行祝福或關懷行

動。 

11.探究營養午餐菜單，願意

與人分享，並表達自己的想

法。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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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透過歌曲〈憫農詩〉，感

受歌曲旋律音高韻律。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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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表現各種跳躍方式及跑跳

結合性動作。 

7.了解泳池安全與衛生常

識。 

8.表現水中閉氣的動作技

巧。 

9.表現繩索暖身伸展、抓握

繩支撐與懸垂的動作技巧。 

10.表現技擊進攻、低身閃躲

的安全活動行為。 

11.選擇適合自己的跳繩活

動，進行練習。 

12.模仿球彈跳、轉動、滾動

的動作。 

13.模仿不同的圓造型。 

14.完成「圍圓來跳舞」舞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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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

次 
日期 學校行事 

課程計畫 

內容 

部定課程 校訂課程 

備註 
語文 

數學(4) 生活課程(3) 健康與體育(3) 

彈性學習課程( 3 ) 

國語文(6) 
本土語文/ 

新住民語文/臺灣

手語(1) 

統整性主題/專題/議

題探究課程 
社團活動與技藝課程 其他類課程 

11.能唸出課內心與慈，並

學會用基本句型，延伸念

出其他相同類型的句子。 

12. 在假日時能選擇正

當、健康的休閒活動。 

13.能從參與休閒活動中

獲得愉悅的心情。 

客家語 

10.能養成唸唱及欣賞客

家童謠的興趣。 

11.能唸出課內心與慈，並

學會用基本句型，延伸念

出其他相同類型的句子。 

12.在假日時能選擇正

當、健康的休閒活動。 

13.能從參與休閒活動中

獲得愉悅的心情。 

果。 

2. 能明瞭乘法算式中各

數字及符號的意義。  3. 

能熟練 9 的乘法表。 

4. 能做 3、6、7、9 的乘

法應用問題。 

【10-1 面的直接比較、

10-2 面的間接比較、練習

園地】 

1.認識平面並能進行面的

直接比較。 

2.能進行面的間接比較。 

3.能以個別單位進行面的

大小比較。 

【綜合與應用、生活中找

數學、看繪本學數學】 

1.運用乘法解決問題 

2.點數方格，進行面積個

別單位的比較 

3.報讀沒有標示數字、或

標示不完整的鐘面上的

時刻。 

【數學園地】 

1.透過長度的描述，認識

世界上的迷你動物。 

2.熟練乘法表，並連結乘

法算式與圖形。 

評量方式 

口頭評量 

習作評量 

發表評量 

實作評量 

1.討論活動 

2.口語評量 

3.表演評量 

4.實作評量 

5.遊戲評量 

1.紙筆測驗 

2.口頭回答 

3.互相討論 

4.實作評量 

5.分組報告 

6.課堂問答 

1.口頭評量 

2.實作評量 

發表 

自評 

紙筆測驗 

互評 

實作評量 

操作 

問答 

觀察 

實踐 

 

第二次定期評量 

註 1：本校二年級每週授課總節數：23節。 

註 2：語文領域─國語文節數請自行填寫，一、二年級為 6節，三、四年級為 5節。 

註 3：一、二年級填寫生活課程領域教學進度請自行將表格欄位合併。 

註 4：有關彈性學習課程之進度，各校可視實際開課節數合併欄位。 

註 5：彈性學習課程欄位填寫課程主軸名稱及單元/主題名稱。 

註 6：108 課綱課程設計應適切融入性別平等、人權、環境、海洋、品德、生命、法治、科技、資訊、能源、安全、防災、家庭教育、生涯規劃、多元文化、閱讀素養、戶外教育、國際教育、原住民族教育

等議題，必要時由學校於校訂課程中進行規劃。 

法定授課時數或節數之議題 領域別、彈性學習節數/課程或其他時段 週次 時數/節數 備註 

性別平等教育 生活領域(星期二) 

週三導師時間(8:00-8:40) 

8.9.10.11.12.13 

2.3.4.5.6.7 

4時(6節) 

4時(6節) 

每學期融入課

程 4 小時外，

必須額外實施

4 小時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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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8小時 

性侵害犯罪防治 週三導師時間(8:00-8:40) 8.9.10 2時 每學年 4 小時

以上 

家庭教育 週三導師時間(8:00-8:40) 12.13.14 2時 每學年在正式

課程外實施 4

小時以上 

家庭暴力防治 週三導師時間(8:00-8:40) 15.16.17 2時 每學年應有 4

小時以上 

環境教育 週四導師時間(8:00-8:40) 2.7.13. 2時 每年 4 小時以

上 

交通安全教育 週四導師時間(8:00-8:40) 4.8.12 2時 每學年至少 4

小時以上 

反毒影片教學 週四導師時間(8:00-8:40) 3 1節 1堂課以上 

書法課程 二年級未排訂    

全民國防教育 週四導師時間(8:00-8:40) 9.15 2節 辦理 1場次 

動物保護與福利相關宣導活動 週四升旗時間(8:00-8:40) 6 1節 每週選擇一上

課日 

臺灣母語日 每週二    

品德教育 週五導師時間(8:00-8:40) 1.5.9.13.17.20 6節 固定時數或時

段進行教學 

空氣品質防護宣導 週四導師時間(8:00-8:40) 9 1節 併入全民國防

教育活動宣導 

防震防火防災宣導 週四導師時間(8:00-8:40) 15 1節 併入全民國防

教育活動宣導 

     ◎表格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列 

註 7：彈性學習課程之特殊需求領域課程納入特殊教育課程計畫(表 5)撰寫，此處不需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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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II-2  

111學年度臺中市石岡區土牛國民小學二年級第二學期學校總體課程計畫進度總表(108課綱版本) 
製表日期：111年 7月 18日 

週

次 
日期 學校行事 

課程計畫 

內容 

部定課程 校訂課程 

備註 
語文 

數學(4) 生活課程(3) 健康與體育(3) 

彈性學習課程(每週 3節) 

國語文(6) 
本土語文/ 

新住民語文/臺灣

手語(1) 

統整性主題/專題/議

題探究課程 
社團活動與技藝課程 其他類課程 

一 

~ 

十 

112/2/13 

| 

112/4/22 

2/10(五)寒假結束 

2/13(一)開學日 

第一週友善校園週 

第二週品德教育週 

2/18(六)補行上班

上課 

2/27(一)調整放假 

2/28(二)和平紀念

日 

3/25(六)補行上班

上課 

4/3(一)調整放假 

4/4(二)兒童節、 

4/5(三)清明節、 

4/18(二)-4/21(五

)第一次定期評量 

單元/主題名

稱 

第一單元  彩色的世界 

一、春天的顏色 

二、花衣裳 

三、彩色王國 

 

第二單元  說聲謝謝你 

四、爸爸 

五、我的家人 

六、感恩留言板 

閩南語 

第一單元 彩色的世界 

一、彩色筆 

二、春天的早起時 

單元活動一 

 

第二單元 愛寶惜時間 

三、規工笑微微 

四、春天欲轉去 

客家語 

第六課 有閒正來嶚 

第七課 做生日 

第八課 寒/凍著哩 

一、1000 以內的數 

1-1 數到 1000 

1-2 幾個百、幾個十、幾

個一 

1-3 數的大小比較 

1-4 使用錢幣 

二、公尺與公分 

2-1 認識公尺 

2-2 量一量 

2-3 公尺與公分 

2-4 長度的計算 

2-5 長度的比較 

2-6 用身體量一量 

三、加加減減 

3-1 三位數的加法 

3-2 三位數的減法 

3-3 加減應用 

3-4 比較和加減 

3-5 估算 

練習園地 

四、平面圖形與立體形體 

4-1 認識圖形的周界 

4-2 認識圖形的邊、角和

頂點 

4-3 圖形的邊長和周長 

4-4 正方體與長方體練習

園地 

五、乘法 

5-1 被乘數是 0、1 和 10

的乘法 

5-2 乘數是 0、1 和 10 的乘

法 

5-3 十幾乘以 2 或 3 

5-4 乘法的關係練習園地 

學習加油讚（一） 

綜合與應用 

生活中找數學 

看繪本學數學 

六、乘與加減兩步驟 

6-1 乘加問題 

6-2 乘減問題 

第一主題 減塑行動家 

一、塑膠垃圾好可怕 

二、我的減塑行動 

第二主題 種子大發現 

一、種子藏哪裡 

二、好想種種看 

三、種子用處多 

第三主題 磁鐵真好玩 

一、磁鐵妙用多 

二、磁鐵找朋友 

三、磁鐵小創客 

第一單元愛人又愛己 

第 2 課 健康好選擇 

 

第二單元保健小學堂 

第 1 課 疾病不要來 

第 2 課 症狀大集合 

第 3 課 出遊「藥」注意 

 

第三單元健康行動家 

第 1 課 護牙紅不讓 

第 2 課 飲食密碼 

 

第四單元球球大作戰 

第 1 課 班級體育活動樂 

第 2 課 你丟我接一起跑 

第 3 課 隔網樂悠遊 

【以客為心】 

一、社區藏寶圖 

1.探索我們的社區 

 

【書香有品】 

閱讀閱有趣--說給你聽 

1.湯姆的服裝店 

2 莉絲的要和不要. 

3.兔子蛋糕 

4.身體的各位 

5.樹真好 

【多元探索】 

三、魔法 AbC 

1. 國際教育－荷蘭 

品格教育－同心協力 

(1) 認識荷蘭 

(2) 協助需要幫忙的人，培養

同心協力的品德 

2. 國際教育－紐西蘭 

品格教育－慷慨大方 

(1) 認識紐西蘭與奇異果 

(2) 培養慷慨大方、與人分享

的品德 

  

1.防災教育 

2.兒童節活動 

3.母親節活動 

4.畢業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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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

次 
日期 學校行事 

課程計畫 

內容 

部定課程 校訂課程 

備註 
語文 

數學(4) 生活課程(3) 健康與體育(3) 

彈性學習課程(每週 3節) 

國語文(6) 
本土語文/ 

新住民語文/臺灣

手語(1) 

統整性主題/專題/議

題探究課程 
社團活動與技藝課程 其他類課程 

教學重點 

●聆聽 

1.運用人物關係圖，聽懂家

人的對話，並說出聽到的

內容。 

●口語表達 

1.能用完整語句口述事情

並回答問題。 

●標音符號與運用 

1.運用注音符號的輔助，學

習生活中常用字的形音

義。 

●識字與寫字 

1.理解生活常用字詞與部

首，並養成保持整潔的書

寫習慣。 

●閱讀 

1.連結課文、插圖與生活經

驗，理解閱讀內容，表達想

法。 

閩南語 

1.正確的指認顏色並用閩

南語說出。 

2.學會課文歌唱與律動 

3.正確指認聽到的昆蟲圖

照。 

4.熟練鬥陣聽故事的文意

與語詞。 

5..聽懂閩南語的時間說

法。 

6.在生活中分辨月分的名

稱並進行語詞的運用。 

客家語 

1.能認識並運用客家語的

語詞、句型。 

2.能說出回家時的心情與

感受。 

能運用客家與瑜回家時向

他人道別。 

3.能常懷感恩的心，並自

我期許做個孝順父母的好

孩子。 

4.能了解父母孕育及教養

子女的艱辛，並用客家語

說出感恩的話。 

5.能以客家語向他人祝賀

生日快樂。 

6.能學會用客家語說出傷

風感冒各種症狀的語詞。 

7.能遵循醫生的指示，注

意自己的身體健康。 

【1-1 數到 1000、1-2 幾個

百、幾個十、幾個一】 

1.透過具體操作活動，認

識 1000 以內的數詞序。 

2.透過具體操作活動，進

行 1000以內數的位值單位

換算。 

【1-3 數的大小比較、1-4 

使用錢幣】 

3.用＞、＜和＝的符號表

示 1000 以內數的大小關

係。 

4.認識及使用 500 元和

1000 元，並進行錢幣的換

算。 

【2-1 認識公尺、2-2 量一

量、2-3 公尺與公分】 

1.認識公尺，以 1 公尺為

單位進 

行長度的實測。 

2 能在具體情境中理解公

尺與公分的關係，並做公

尺與公分的換算。 

3.在具體情境中，能做長

度（公尺）的合成與分解，

並用算式記錄。 

4.能理解長度的遞移關

係。 

5.透過實測培養量感，並

進行估測。 

【2-4 長度的計算、2-5 長

度的比較、2-6 用身體量一

量】 

3.在具體情境中，能做長

度（公尺）的合成與分解，

並用算式記錄。 

4.能理解長度的遞移關

係。 

5.透過實測培養量感，並

進行估測。 

【3-1 三位數的加法、3-2 

三位數的減法、3-3 加減

應用】 

1 能用直式計算三位數的

加法問 

題。 

2 能解決三位數的減法問

題。 

3 能解決三位數的應用問

題。 

【3-4 比較和加減、3-5 估

算、練習園地】 

3.能解決三位數的應用問

題。 

4.能在生活情境中，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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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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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種植並照顧種子成長，

學習發現問題和解決問題。 

8.運用種子創作生活用品，

表達自己的想法，並分享樂

趣。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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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經親自動手試驗，辨識磁

鐵特性。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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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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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判斷並選購戶外野餐的食

物。 

2.認識登革熱的傳染途徑與

症狀。 

3.能於引導下，操作簡易的

行動預防登革熱。 

4.認識腸病毒的傳染途徑與

症狀。 

5.能於引導下，操作腸病毒

的預防方法。 

6.認識流行性角結膜炎的傳

染途徑與症狀。 

7.能於引導下，操作流行性

角結膜炎的預防方法。 

8.能於引導下，操作簡易的

過敏症狀照護方法。 

9.能於引導下，舉例說明預

防暈車的方法。 

10.能於引導下，舉例說明拉

肚子時的照護方法。 

11.認識正確選購牙刷和牙

膏的方法。 

12.嘗試練習正確的刷牙技

巧。 

13.認識含氟漱口水的使用

方法和時機。 

14.能於引導下，使用牙醫診

所的口腔預防保健項目。 

15.認識六大類食物並舉例

說明。 

16.能於引導下，在生活中實

踐三餐健康飲食的原則。 

17.養成應每天吃早餐的觀

念。 

18.選擇適合班級一起進行

的運動項目，擬定班級體育

計畫並確實執行。 

19.在簡易運動場地進行跑

壘和傳接的綜合型遊戲。 

20.進行簡易過網團體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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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

次 
日期 學校行事 

課程計畫 

內容 

部定課程 校訂課程 

備註 
語文 

數學(4) 生活課程(3) 健康與體育(3) 

彈性學習課程(每週 3節) 

國語文(6) 
本土語文/ 

新住民語文/臺灣

手語(1) 

統整性主題/專題/議

題探究課程 
社團活動與技藝課程 其他類課程 

簡單估算問題。 

【4-1 認識圖形的周界、

4-2 認識圖形的邊、角和

頂點、4-3 圖形的邊長和

周長、4-4 正方體與長方

體練習園地】 

1.認識平面圖形的內部、

外部、周界及周長，並能

做周長的實測。 

2.識三角形、正方形和長

方形 的邊、角、頂點。 

3.能以圖形的邊數進行圖

形的分類。 

4.能實測正三角形、正方

形和長 方形的邊長並算

出周長，及邊長關係。 

5.認識正方體和長方體的

頂點、邊和面。 

6.認識正方體和長方體有

6 個面、12 個邊、8 個頂

點，知道正方體的每一個

面都是正方形。 

【5-1 被乘數是 0、1 和 10

的乘法、5-2 乘數是 0、1

和 10 的乘法】 

1.能解決被乘數是 0、1 和

10 的乘法並用乘法紀錄。 

2.能解決乘數是 0、1 和 10

的乘法並用乘法紀錄。 

【5-3 十幾乘以 2 或 3 

5-4 乘法的關係練習園

地】 

3.能解決十幾乘以一位

數，乘數在 3 以內的問題。 

4.能在具體情境中，認識

乘法交換率。 

5.能完成十十乘法表及應

用。 

【綜合與應用、生活中找

數學、看繪本學數學】 

1.能做長度的估測，並用

直尺測量長度。 

2.根據具體情境，做長度

的估測與實測。理解乘法

的意義解決十幾乘以 3 的

問題。 

3.熟練三位數加法直式計

算，並比較數的大小。 

4.在具體情境中，觀察數

字的關係做估算與心算。 

5.辨認正方體與長方體。 

【6-1 乘加問題、6-2 乘減

問題】 

1.先乘再加的兩步驟問題 

2.先乘再減的兩步驟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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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

次 
日期 學校行事 

課程計畫 

內容 

部定課程 校訂課程 

備註 
語文 

數學(4) 生活課程(3) 健康與體育(3) 

彈性學習課程(每週 3節) 

國語文(6) 
本土語文/ 

新住民語文/臺灣

手語(1) 

統整性主題/專題/議

題探究課程 
社團活動與技藝課程 其他類課程 

評量方式 

口頭評量 

習作評量 

發表評量 

實作評量 

1.討論活動 

2.口語評量 

3.表演評量 

4.實作評量 

5.遊戲評量 

1.紙筆測驗 

2.口頭回答 

3.互相討論 

4.實作評量 

5.分組報告 

6.課堂問答 

1.口頭評量 

2.實作評量 

發表 

自評 

紙筆測驗 

互評 

實作評量 

操作 

問答 

觀察 

實踐 

 

第一次定期評量 

十

一 

~ 

二

十 

112/4/23 

| 

112/6/30 

6/6(二)-6/9(五) 

六年級畢業生成績

評量 

6/15(四)-6/17(六

) 

畢業典禮 

6/17(六)補行上班

上課 

6/22(四)端午節 

6/23(五)調整放假 

6/20(二)-6/21(三

)、

6/27(二)-6/28(三

) 

第二次定期評量 

6/30(五)休業式

(正常上課) 

7/1(六)暑假開始 

單元/主題名

稱 

第三單元  故事妙妙屋 

七、月光河 

八、黃狗生蛋 

九、神筆馬良 

 

第四單元  我是愛閱家 

十、知識探險家 

十一、小讀者樂園 

十二、巨人山 

閩南語 

第二單元 愛寶惜時間 

四、春天欲轉去 

單元活動二 

 

第三單元 整齊閣清氣 

五、去海邊仔 

單元活動三 

唸謠 

來唱節日的歌 

總複習 

客家語 

第九課 食飯同著衫 

第十課 跳上跌落 

六、乘與加減兩步驟、遊

戲中學數學(二) 

6-3 加乘問題 

6-4 減乘問題、練習園地 

七、重量 

7-1 認識重量與天平 

7-2 重量的間接比較 

八、年、月、日 

8-1 認識年、月、日 

8-2 認識一星期 

8-3 數一數有幾天 

8-4 是幾月幾日 

8-5 年月的換算 

九、分裝與平分 

9-1 分裝 

9-2 平分 

十、認識分數 

10-1 等分 

10-2 二分之一和四分之一 

10-3 幾分之一 

練習園地 

學習加油讚(二) 

綜合與應用 

生活中找數學 

看繪本學數學 

第四主題 有您真好 

一、我和家人好溝通 

二、我愛家人有行動 

三、感謝家人我愛您 

第五主題 我們的小市集 

一、惜福愛物好點子 

二、準備小市集 

三、小市集開張囉！ 

第六主題 的成長故事 

一、快樂的學習 

二、迎向三年級 

第五單元跑跳戲水趣 

第 1 課動手動腳趣味多 

第 2 課跑跳好樂活 

第 3 課我的水朋友 

 

第六單元跳吧！武吧！跳舞

吧！ 

第 1 課跳繩同樂 

第 2 課劈開英雄路 

第 3 課平衡好身手 

第 4 課水滴的旅行 

【以客為心】 

一、社區藏寶圖 

2.我愛我的社區 

【書香有品】 

二、閱讀閱有趣--說給你聽 

 

6.蠟筆盒的故事 

7.好書報報 

8.我要來抓你啦  

9.看圖說故事 

10.我的故事小書 

【多元探索】 

三、魔法 AbC 

3. 國際教育－俄羅斯 

品格教育－好客、殷勤招待 

(1) 認識俄羅斯與聖瓦西里大

教堂 

(2) 學習當有客來家中拜訪

時，如何適切地招呼客人的好

品德 

4. 國際教育－臺灣 

品格教育－珍惜友情 

(1) 認識臺灣與木柵動物園 

(2) 培養珍惜友情的品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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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

次 
日期 學校行事 

課程計畫 

內容 

部定課程 校訂課程 

備註 
語文 

數學(4) 生活課程(3) 健康與體育(3) 

彈性學習課程(每週 3節) 

國語文(6) 
本土語文/ 

新住民語文/臺灣

手語(1) 

統整性主題/專題/議

題探究課程 
社團活動與技藝課程 其他類課程 

教學重點 

●聆聽 

1.專心聆聽故事，理解故事

內容，針對故事提出自己

的想法。 

●口語表達 

1.運用語意完整的句子，分

享自己的經驗。 

●標音符號與運用 

1.運用注音符號的輔助，認

識並熟悉本課的生字詞

語。 

●識字與寫字 

1.理解生活常用字詞與部

首，並養成保持整潔的書

寫習慣。 

●閱讀 

1.覺察課文中的線索，運用

簡單的推論策略，理解課文

因果關係，體會課文所傳達

的內容。 

閩南語 

1.學會月分的用語，並進

行語詞應用。 

2.運用閩南語進行簡單對

話。 

3.熟練故事的文意與語

詞。 

4.聽懂服飾及配件語詞。 

5.演唱念謠並了解文意。 

6.結合日期，用閩南語說

出生日祝福的話。 

7.明白遊戲規則，順利完

成操作。 

客家語  

8.能了解「比比坐」「著衫

褲」「天時」「著正」等語

詞的意義和用法。 

9.能用客家語聽、說家裡

常有的菜，以及自己喜歡

吃的菜。 

10.能分辨顛氣變化時該

如何穿著，並討論不同的

穿著給別人的感覺。 

11.能養成良好的飲食習

慣及穿著禮儀，並用於生

活中實踐。 

12.能了解客家語的動作

語詞和用法。 

13.能學會課文中句型，並

運用於日常生活中， 

14.能遵守遊戲規則並注

意活動安全 

【6-3 加乘問題、6-4 減乘

問題、練習園地】 

3.先加再乘的兩步驟問題 

4.先減再乘的兩步驟問題 

【7-1 認識重量與天平】 

1 認識重量，並做重量的

直接比較。 

2 認識天平並經驗重量保

留概念。 

【7-2 重量的間接比較】 

3 能進行重量的間接比

較。 

4 能進行重量的個別單位

比較。 

【8-1 認識年、月、日 

、8-2 認識一星期、8-3 數

一數有幾天】 

1 透過年曆的查看與點

算，認識年、月、日的關

係。 

2 藉由查看年曆，認識大

月、小月、平年、閏年。 

3 透過月曆的查看與點

算，認識一星期。 

【8-4 是幾月幾日、8-5 年

月的換算】 

4 能查看月曆，進行以日

為單位的點算，解決生活

問題。 

5 能理解年和月的關係，

並做年和月的換算。 

【9-1 分裝】 

1 能在具體情境中，使用

連減算式解決分裝問題，

並記錄解題 過程。 

【9-2 平分】 

2 能在具體情境中，使用

連減算式解決平分問題，

並記錄解題 過程。 

【10-1 等分、10-2 二分之

一和四分之一、10-3 幾分

之一、練習園地】 

1.等分單一個物，認識等

分的意義。 

2.在連續量的情境中，認

識分數二分之一、四分之

一。 

【10-3 幾分之一、】 

3.在連續量的情境中，認

識單位分數。 

【綜合與應用、生活中找

數學、看繪本學數學】 

2 能在具體情境中，使用

連減算式解決平分問題，

並記錄解題過程。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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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覺察每個家人的獨特性及

長處，省思自己在家裡的角

色與責任。 

3.透過全家常做的活動，體

認家的功能與意義。 

4.透過情境模擬，探究與家

人有效溝通的做法與要領，

嘗試回家實踐。 

5.分享歸納關心家人的想法

與多元行動，加以分類，身

體力行。 

6.善用媒材自製卡片，傳達

對照顧者的感謝與祝福，體

認母親節的意義。 

7.透過分享家中不用的物品

與處理方法，以探究更多的

方法。 

8.規畫與辦理小市集，發

想、討論和統整開張前的準

備工作。 

9.解決同時當老闆和顧客的

問題，學習時間分配與工作

程序。 

10.合力製作物品的價格表

和促銷海報，學習解決問題

的方法。 

11.透過與他人合力完成小

市集，學習溝通、尊重等合

作技巧。 

12.分享過去兩年最難忘的

活動，透過說明或表演，回

想當時的情景。 

13.發現自己已經做得很好

的地方，透過分享發現自己

以後可以做得更好的地方。 

14.觀察並試著尋找可行的

辦法，來發現升上三年級會

和現在有哪些不同。 

15.找出自己擔心或期待的

事，並與和自己擔憂相同的

人，找出解決的方法。 

16.能用過去兩年間和同學

的合照，製作美麗的相框，

留下美好回憶。 

1.認識攀岩運動，了解攀岩

須全身充分協調並有良好的

肌力。 

2.做出併腿跳和跨跳的動

作。 

3.能掌握起跑的動作要領，

順利完成遊戲任務。 

4.能做出簡易的投擲動作並

描述動作技能。 

5.掌握韻律呼吸要領，與同

伴在水中進行遊戲。 

6.在水中閉氣並藉物漂浮。 

7.體驗雙人跳繩的動作技

巧。 

8.學會弓步劈掌和馬步劈

掌。 

9.學會獨立式和仆腿式站

法。 

10.能於引導下，嘗試練習支

撐、平衡遊戲動作並能體驗

多元性的身體活動。 

11.利用移動性動作，模仿水

滴的跳躍及流動。 

12.利用彩帶揮舞出各種不

同的波浪造型。 

 



14 

 

週

次 
日期 學校行事 

課程計畫 

內容 

部定課程 校訂課程 

備註 
語文 

數學(4) 生活課程(3) 健康與體育(3) 

彈性學習課程(每週 3節) 

國語文(6) 
本土語文/ 

新住民語文/臺灣

手語(1) 

統整性主題/專題/議

題探究課程 
社團活動與技藝課程 其他類課程 

評量方式 

口頭評量 

習作評量 

發表評量 

實作評量 

1.討論活動 

2.口語評量 

3.表演評量 

4.實作評量 

5.遊戲評量 

1.紙筆測驗 

2.口頭回答 

3.互相討論 

4.實作評量 

5.分組報告 

6.課堂問答 

1.口頭評量 

2.實作評量 

發表 

自評 

紙筆測驗 

互評 

實作評量 

操作 

問答 

觀察 

實踐 

 

第二次定期評量 

註 1：本校 二年級每週授課總節數 23節。 

註 2：語文領域─國語文節數請自行填寫，一、二年級為 6節，三、四年級為 5節。 

註 3：一、二年級填寫生活課程領域教學進度請自行將表格欄位合併。 

註 4：有關彈性學習課程之進度，各校可視實際開課節數合併欄位。 

註 5：彈性學習課程欄位填寫課程主軸名稱及單元/主題名稱。 

註 6：108課綱課程設計應適切融入性別平等、人權、環境、 海洋、品德、生命、法治、科技、資訊、能源、安全、防災、家庭教育、生涯規劃、多元文化、閱讀素養、戶外教育、國際教育、原住民族教育

等議題，必要時由學校於校訂課程中進行規劃。 

註 7：性別平等教育、性侵害犯罪防治、家庭教育、家暴防治、環境教育、反毒影片教學、交通安全教育等具法定授課時數或節數之議題說明（含註 5之議題融入規劃）： 

法定授課時數或節數之議題 領域別、彈性學習節數/課程或其他時段 週次 時數/節數 備註 

性別平等教育 生活領域(星期二) 

週三導師時間(8:00-8:40) 

8.9.10.11.12.13 

2.3.4.5.6.7 

4時(6節) 

4時(6節) 

每學期融入課

程 4 小時外，

必須額外實施

4 小時以上，

共 8小時 

性侵害犯罪防治 週三導師時間(8:00-8:40) 8.9.11 2時 每學年 4 小時

以上 

家庭教育 週三導師時間(8:00-8:40) 12.13.14 2時 每學年在正式

課程外實施 4

小時以上 

家庭暴力防治 週三導師時間(8:00-8:40) 15.16.18 2時 每學年應有 4

小時以上 

環境教育 週四導師時間(8:00-8:40) 2.7.13. 2時 每年 4 小時以

上 

交通安全教育 週四導師時間(8:00-8:40) 4.8.12 2時 每學年至少 4

小時以上 

反毒影片教學 週四導師時間(8:00-8:40) 3 1節 1堂課以上 

書法課程 二年級未排訂   以融入或安排

於學校活動實

施 

全民國防教育 週四導師時間(8:00-8:40) 7.15 2節 辦理 1場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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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物保護與福利相關宣導活動 週四升旗時間(8:00-8:40) 12 1節 每週選擇一上

課日 

品德教育 週五導師時間(8:00-8:40) 1.5.9.13.17.20 6節 固定時數或時

段進行教學 

臺灣母語日 每週二    

空氣品質防護宣導 週四導師時間(8:00-8:40) 7 1節 併入全民國防

教育活動宣導 

防震防火防災宣導 週四導師時間(8:00-8:40) 15 1節 併入全民國防

教育活動宣導 

     ◎表格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列 

註 8：彈性學習課程之特殊需求領域課程納入特殊教育課程計畫(表 5)撰寫，此處不需填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