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82 

 

伍、市定課程計畫 

一、職涯探索 

教學
期程 

主題/教學目標 教學活動內容摘要 
節
數 

融入領域 檢核頁數 

第
十
三
、
十
四
週 

年級：五年級 
主題：職業面面觀 
教學目標： 
1.探討性別與行業之間的
關聯性。 
2.能了解成功與否，跟性別
沒有關係。 
3.了解要成功，專業比性別
更重要。 

【活動一】職業面面觀 
(一 )分組聯想： 
1.列出大約 20種職業名稱 
2.請各組選擇 4～5種職業，進行「人物聯想」，寫出聯想到的人物。 
3.請各組發表結果，並請別組補充。 
(二)觀察及討論 
1.根據聯想提出的人物，說說看這些人物是男生或女生？ 
2.是否有哪些職業比較適合某一性別 （比較多的人從事）？是否有哪一種 職業一
定要某一性別才能勝任？ 

3.請分析這些代表性的人物成功的因素。 
(三)說一說 
1.說一說對以下人物的認識：居禮夫人、證嚴法師、呂秀蓮女士。 
2.這些人物成功的原因是什麼？請各組討論後，寫成一張新聞稿，內容要包含這位
人物奮鬥的經過及成功的原因。 

3.各組報告。 
(四 )重點歸納  
1.一般人對職業存有哪些性別刻板印象？ 
2.影響一個人工作上成功的因素是什麼？ 
【活動二】行行出狀元 
1.討論「行行出狀元」的意思。 
2.找出例證：請學生以實例說明。 
3.演出「行行出狀元」：請學生以文字、圖畫、表演或書面資料等各種方式，表達
「行行出狀元」的內涵。 

4.成果分享：請學生展示自己的成果，並互相觀摩。 
5.歸納重點：三百六十行只要肯用心、努力行行出狀元。 

2 本土語言 本土語言學
習領域計畫
P.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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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
期程 

主題/教學目標 教學活動內容摘要 
節
數 

融入領域 檢核頁數 

第
二
、
七
週 

年級：六年級 
主題：我要當達人！ 
教學目標： 
1.能分享自己的興趣與專
長學習歷程。 
2.能了解自身學習問題產
生的原因。 
3.找出解決學習問題的方
法 
4.能檢視自己的學習情況。 
5.能運用學習到的方法擬
訂興趣與專長的學習計畫。 
6.能透過探索活動了解當
地的自然與人文環境。 

活動一：興趣專長記者會 
1.教師向學生提問：你的興趣是什麼？興趣和專長有一樣嗎？ 
2.學生分組討論個別的興趣與專長。 
3.教師提問：在發展自己的興趣與專長時，是否有遇到什麼困難? 
4.教師歸納學生想法，並給予回饋。 
活動二：動動腦，想一想 
1.教師引導學生討論：在發展興趣與專長時，遇到困難時可用什麼辦法解決。 
2.教師請學生自由發表討論出的解決辦法。 
3.教師提問：如果想把興趣與專長發展成職業，可能需要什麼資源? 
4.教師引導學生完成職涯探索學習單。 
活動三：現場直播 
1教師帶領學生至新竹市賈桃樂學習主題館參加正確職業觀念教育劇場。 
2學生訪問當日職業達人進入職場的甘苦談。 
3.返校後教師引導學生發表當日心得，並給予回饋。 

4 

綜合活動 綜合活動學
習領域計畫
P.9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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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食育課程 

教學
期程 

主題/教學目標 教學活動內容摘要 
節
數 

融入領域 檢核頁數 

第
十
八
週 

年級：一年級 
主題：快樂的一天 
教學目標：2-1-3培養良
好的飲食習慣 

活動 1活力早餐 
活動一：討論吃早餐的重要性 
1.調查全班吃早餐與沒吃早餐的兒童人數。 
2.請吃過早餐的兒童說說今天吃的早餐內容有哪些。 
3.教師說明早餐的重要性，並提醒兒童為了維持一天的活力，理想的早餐應該多樣化
又營養。 
4.教師統整：體會營養早餐的重要性，養成每天吃早餐的習慣。 
活動二：調查不吃早餐的原因及改善方法 
1.教師說明不吃早餐的壞處，例如：上課沒精神、注意力不集中、學習效果差，還會
影響生長發育。 
2.請班上沒吃早餐的兒童說一說原因和感覺。 
3.師生共同針對不吃早餐的原因提出改善方法。 
4.教師提醒並鼓勵兒童每天一定要吃早餐，並設法克服不吃早餐的原因，找出改善的
方法再試著做做看。 
活動三：分辨正確與不正確的飲食習慣 
1.教師說明良好的飲食習慣。 
2.配合課本圖例，請兒童說一說哪些小朋友的飲食習慣不正確。 
3.請兒童檢核自己的飲食習慣，思考有哪些不良的習慣需要改進。 
活動四：探討如何養成良好的飲食習慣 
1.教師講解「我真的很不錯」活動規則。 
2.請兒童進行遊戲。 
3.師生共同討論平日如何實行良好的飲食習慣，例如：彼此互相提醒，做到飯前洗手、
細嚼慢嚥等。與家人一起養成良好的飲食習慣。 

3 

健 康 與 體
育 

健康與體育
學習領域計
畫 P.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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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
期程 

主題/教學目標 教學活動內容摘要 
節
數 

融入領域 檢核頁數 

第
一~

五
週 

年級：二年級 
主題：吃得營養又健康 
教學目標： 
（一）藉由兒童攝取食
物的經驗，了解食物對
生理和心理的影響。 
（二）藉由認識六大類
食物的來源和功能，引
導兒童體會均衡飲食的
重要性，培養選擇健康
食物的能力。 
（三）單元中還融入低
碳飲食的概念，鼓勵兒
童多吃蔬果及在地、當
季的食物，既可維護健
康又能達到節能減碳的
目的。 
（四）介紹廚餘的處理
方式，強調應先從減少
產生量開始，再經由分
類過程，將其回收再利
用。 

單元一吃得營養又健康 
活動一：認識六大類食物的重要性 
1.請兒童拿出前一天的飲食紀錄表，分組討論紀錄表的內容是否包含六大類食物？一
天之中共吃了幾樣不同的食物？ 
2.教師說明不同的食物有不同的功用，並強調均衡的飲食應包含六大類食物。 
活動二：認識六大類食物的重要性 
1.請兒童拿出前一天的飲食紀錄表，分組討論紀錄表的內容是否包含六大類食物？一
天之中共吃了幾樣不同的食物？ 
2.教師說明不同的食物有不同的功用，並強調均衡的飲食應包含六大類食物。 
活動三：選擇低碳食物 
1.請兒童說一說哪些是在地、當季的低碳食物。 
2.請兒童自我檢核平日飲食習慣是否符合環保與健康。 
3.教師鼓勵兒童多吃蔬果及在地、當季的食物，不但可維護健康又可達到節能減碳的
目的。 
活動四：發表家中廚餘的處理方法 
1.請兒童發表家中晚餐通常會有幾道菜？都能吃完嗎？沒有吃完的食物會怎麼處
理？ 
2.教師說明：日常生活中產生的剩菜剩飯、果皮、菜葉、蛋殼、魚刺、骨頭等殘渣就
叫廚餘。廚餘回收應從減少產生量開始，吃多少、煮多少，才能吃得營養、吃得健康，
吃得環保。 
活動五：討論廚餘收集及處理方式 
1.教師說明：廚餘是一種可回收再利用的資源，分為養豬廚餘及堆肥廚餘兩類。 

5 

健康與體育 健康與體育
學習領域計
畫 P.2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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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
期程 

主題/教學目標 教學活動內容摘要 
節
數 

融入領域 檢核頁數 

第
二
十
週 

年級：三年級 
主題：感恩同樂會--健
康又環保 
教學目標： 
1、選用有益自己身體健
康的食物。 
2、製作簡易餐點。 
3、實踐個人生活所需的
技能，提升生活樂趣。 
4、認識休閒權與日常生
活的關係 
 

感恩同樂會--健康又環保 
【活動 1】飲食大不同  
1.教師課前將學生分組，分別蒐集不同地區和族群的飲食習慣，並請各組報告所蒐集
到的資料。 
2.說說看自己的飲食有沒有和大家一樣或不一樣之處。 
【活動 2】感恩同樂會 
1.教師請全班腦力激盪：舉辦感恩同樂會要怎麼分工？哪些事可以先做好？哪些事必
須當天做呢？ 
2.依照兒童個人意願進行分組討論：各組要完成的工作應該如何進行？例如：邀請
組、教室布置組、接待組、善後組。 
3.教師和兒童討論：準備同樂會的餐點時，哪些食物可以自己動手做，又符合健康的
原則呢？ 
4.兒童先與家人討論各種同樂會可準備的餐點，上課時再和組員進行分享，共同討論
感恩同樂會欲製作的餐點。 
5.教師考量班級實際情形，指導兒童挑選其中 2～3 項作為感恩同樂會的餐點，並依
餐點選項分組。 
6.教師提問：要如何準備感恩同樂會的餐點呢？ 
7.教師請兒童依照組別討論製作時需要準備的食材和道具。 
8.各組依照討論的結果進行食材和道具準備的分工，填寫「感恩同樂會餐點製作清單」
（詳見教師手冊）。 
9.購買食物要注意哪些事？為什麼？ 
10.教師補充說明：可以先在家裡試做呵！ 
11.教師指導兒童將教室桌子合併並鋪上紙桌巾：大家一起動手做「感恩同樂會」的
餐點吧！ 
12.請兒童將食材及道具準備於桌上，自由發揮創意製作餐點。 
 

3 

綜合活動 綜合活動學
習領域計畫
P.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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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
期程 

主題/教學目標 教學活動內容摘要 
節
數 

融入領域 檢核頁數 

第
十
二
週 

年級：四年級 
主題：神奇的營養素 
教學目標： 
1、認識六大類營養素的
名稱、來源及其功能，
並學會運動飲食的原
則。 
2、認識食物中的營養
素，並了解食物、營養、
運動與能量的關係。 

【活動一】食物中的小精靈（一） 
1.教師請 6位學生上臺扮演六大營養素精靈，並自我介紹，再參照課文說出自己扮演
的營養素主要功能和來源食物。 
2.教師適時補充說明六大營養素的功能和來源食物。 
【活動二】食物中的小精靈（二） 
1.教師舉例說明營養素不足或缺乏時會發生的健康問題。 
2.教師提醒學生每天至少要喝 1500c.c.的水，醣類、脂肪、蛋白質、維生素、礦物質
和水，是維持生命和生長發育的重要元素，對身體來說缺一不可。 
【活動四】營養大不同 
1.教師請學生閱讀課本第 75 頁，並說明身體會隨著年齡、性別及活動量的不同，而
對營養素產生不同的需求量。 
【活動五】學童每日飲食指南 
1.教師向學生說明，身體所需的營養素來自各類食物，依照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
署所公布的「學童每日飲食指南」建議，每天均衡攝取六大類食物，並養成喝白開水
的習慣，才是營養均衡又健康的飲食原則。 
【活動六】飲食計畫 
1.教師請學生閱讀課本第 77頁，師生共同檢視國小 4年級學生小力的一天飲食內容，
並依據「學童每日飲食指南」的建議進行計算，請學生發表看法。 

3 

健康與體育 健康與體育
學習領域計
畫 P.76 

第
九
週 

年級：五年級 
主題：美食無國界 
教學目標： 
1.分享吃過的各地區、
族群的特色美食，以
及嘗試後的感受與發
現。 

2.蒐集各地區、族群的
飲食文化資料，分析
其因果關係。 

3.交流體驗各地區、族
群的特色料理，探索
其文化背景。 

4.探索外國人無法接受
某些台灣食物的原
因。 

5.思考自己對特殊食物
的看法。 

【活動 1】美食無國界 
1.教師展示各地區的美食圖片及美食嘉年華影片，請學生思考各地辦理活動的目的、
過程與影響，引導學生發現不同美食的特色，進而引發美食與文化間的關係的討論。 

2. 學生展示自己和家人參加過的各地區美食活動的照片或影片，教師請學生分享：
你曾經吃過哪些不同地區或不同族群的料理？這些料理有什麼特色呢？還對哪些
地區或族群的料理文化印象深刻？為什麼？ 

3.教師說明：每個地區與族群，因為地理環境或習俗，有自己獨特的飲食文化，鼓勵
學生可以多嘗試，藉由飲食了解他們的文化。 

4.教師請學生課前查詢網路或圖書館資料，蒐集各地區、族群飲食特色，了解其飲食
特色與文化的關係。教師請學生分享：飲食和文化間的關聯。 

5.教師將學生分組，每組介紹一道具有地區或族群特色的料理，及其代表的文化背
景，進行分享與交流。 

6.教師介紹新聞曾報導過的幾種外國人無法接受的臺灣食物。 
7.教師請學生分享：新聞報導有些外國人無法接受下列幾種臺灣食物，你有什麼看法
呢？為什麼？ 

8.教師請學生想一想：當別人喜歡你難以接受的食物時，你有什麼感受？ 
9.教師總結:不同文化會有不同的飲食習慣，都要尊重並試著嘗試。 

2 

綜合活動 綜合活動學
習領域計畫
P.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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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
期程 

主題/教學目標 教學活動內容摘要 
節
數 

融入領域 檢核頁數 

第
十
六
週 

年級：六年級 
主題：客家粄食真有趣 
教學目標： 
1.能明瞭客家粄食的由
來 

2.能知道客家粄的製作
方法 

3.能知道節慶祭品及節
慶食物象徵了吉祥美
好的願望 

活動一：什麼是新丁粄? 
1.播放新竹客棧之新丁粄節動畫，引導學生了解客家傳統米食新丁粄的由來。 
活動二：粄食放大鏡 
1.教師講解，客家人吃米飯居多，發展出多元的米食文化。客家人會依照節慶製作各
類的粄，新丁粄就是其中之一。 
2.教師播放粄食製作簡報，讓學生了解客家人如何以米製作多樣粄食，如粄條、新丁
粄、客家菜包、粢粑……。 
活動三：最好的味覺禮物 
1.師生共同製作粢粑於課堂上享用。 

1 

國語 國語學習領
域 計 畫
P.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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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校外教學學習熱點(上學期二、四、六年級，下學期一、三、五年級) 

教學
期程 

主題/教學目標 教學活動內容摘要 
節
數 

融入領域 檢核頁數 

第
九
週 

年級：二年級 
主題：美麗的公園 
教學目標： 
1認識公園常見的生物 
2培養自然觀察力 
3透過公園裡美麗整潔的 環
境，知道維護自然環境的重
要。 

（一）引起動機：出發前先向學生介紹所要前往的麗池公園，並提供活動簡介單
（集合時間、地點、活動流程、公園環境介紹……）。 
（二）教學活動： 
1.到達目的地後，提醒學生參觀規則，並注意安全。 
2.向大家介紹生態解說員的背景，讓學生熟悉解說員。 
3.由解說員帶領大家參觀公園生態，老師可協助拍照記錄解說內容。 
4.生態活動結束後，帶領學生一起感謝導覽員及所有義工媽媽，並稱讚學生的好
表現。 
5教師引導學生經由體驗在公園活動的舒適，引導學生對環境的關懷。 

3 綜合活動 綜合活動學
習領域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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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週 

年級：四年級 
主題： 
教學目標： 
主題：地方心 鄉土情 
教學目標： 
1能描寫自己新竹的民俗風
情。 
2能運用網路蒐集新竹的資
料。 
3分成四組分別蒐集新竹的
建築寺 
廟、手工藝、小吃等資料。 
4 繪製新竹古蹟景點、小吃
點位街道地圖 

學校特色課程-地方心 鄉土情 
活動一： 家鄉好印象 
1 引導兒童了解、研究歷史需要證物。能實際運用各種不同的方法蒐集資料，了
解新竹市的從前。  
2透過討論和資料蒐集，去認識新竹市的民俗活動之美，與其相關的文化意涵。 
3 認識新竹市的歷史建築，並了解其與當地生活的關係。能找出欣賞歷史建築的
方法與重點。 
活動二：探索家鄉之美 
1展示新竹市的舊照片 
2讓學生體驗以前的生活方式 
3製作新竹市拼圖 
4戶外寫生 
5分組針對新竹市的服務機構及風景區等進行訪問及介紹(例城瑝廟、十八尖山、
玻璃工藝博物館…等地方) 

2 配合學校特
色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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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
期程 

主題/教學目標 教學活動內容摘要 
節
數 

融入領域 檢核頁數 

第
二
、
七
週 

年級：六年級 
主題：我要當達人！ 
教學目標： 
1.能分享自己的興趣與專長
學習歷程。 

2.能了解自身學習問題產生
的原因。 

3.找出解決學習問題的方法 
4.能檢視自己的學習情況。 
5.能運用學習到的方法擬訂
興趣與專長的學習計畫。 

6.能透過探索活動了解當地
的自然與人文環境。 

活動一：興趣專長記者會 
1.教師向學生提問：你的興趣是什麼？興趣和專長有一樣嗎？ 
2.學生分組討論個別的興趣與專長。 
3.教師提問：在發展自己的興趣與專長時，是否有遇到什麼困難? 
4.教師歸納學生想法，並給予回饋。 
活動二：動動腦，想一想 
1.教師引導學生討論：在發展興趣與專長時，遇到困難時可用什麼辦法解決。 
2.教師請學生自由發表討論出的解決辦法。 
3.教師提問：如果想把興趣與專長發展成職業，可能需要什麼資源? 
4.教師引導學生完成職涯探索學習單。 
活動三：現場直播 
1教師帶領學生至新竹市賈桃樂學習主題館參加正確職業觀念教育劇場。 
2學生訪問當日職業達人進入職場的甘苦談。 
3.返校後教師引導學生發表當日心得，並給予回饋。 

4 

綜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