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嘉義縣六腳鄉更寮國民小學 
109學年度第一學期 二 年級(領域/科目)課程教學進度總表及議題融入規劃 

週次 日期 
學  校 

行事曆 

學 習 領 域（20） 

語文 

數學 

（4） 

(康軒版) 

 生活課程 

   (6)(康軒版) 

（混齡教學，3節） 

健康與體育 

  （3） 

(康軒) 

（混齡教學，2節） 

國語 

(6) 

(翰林版) 

本土語言 

(閩南語) 

（ 1 ） 

（真平版） 

學期核心素養 

A1身心素質與自我精進 

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3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閩-E-A1 

具備認識閩南語文對個

人生活的重要性，並能

主動學習，進而建立學

習閩南語文的能力。 

閩-E-A2 

具備使用閩南語文進行

思考的能力，並用之於

日常生活中，以有效處

理相關問題。 

閩-E-B1 

具備理解與使用閩南語

文的基本能力，並能從

事表達、溝通，以運用

於家庭、學校、社區生

活之中。 

閩-E-C2 

具備運用閩南語文的溝

通能力，珍愛自己、尊

重別人，發揮團隊合作

的精神。 

數-E-A2具備基本的算術操

作能力、並能指認基本的形

體與相對關係，在日常生活

情境中，用數學表述與解決

問題。 

數-E-B1具備日常語言與數

字及算術符號之間的轉換能

力，並能熟練操作日常使用

之度量衡及時間，認識日常

經驗中的幾何形體，並能以

符號表示公式。 

數-E-B3具備感受藝術作品

中的數學形體或式樣的素

養。 

生活-E-A3 藉由各種媒介，

探索人、事、物的特性與關

係，同時學習各種探究人、

事、物的方法、理解道理，

並能進行創作、分享及實

踐。 

生活-E-B1 使用適切且多元

的表徵符號，表達自己的想

法、與人溝通，並能同理與

尊重他人想法。 

生活-E-B2 運用生活中隨手

可得的媒材與工具，透過各

種探究事物的方法及技能，

對訊息做適切的處理。 

生活-E-B3 感受與體會生活

中人、事、物的真、善與

美，欣賞生活中美的多元形

式與表現，在創作中覺察美

的元素，逐漸發展美的敏

覺。 

健體-E-A1 具備良好身體活動與健康

生活的習慣，以促進身心健全發展，

並認識個人特質，發展運動與保健的

潛能。 

健體-E-A2 具備探索身體活動與健康

生活問題的思考能力，並透過體驗與

實踐，處理日常生活中運動與健康的

問題。 

健體-E-B1 具備運用體育與健康之相

關符號知能，能以同理心應用在生活

中的運動、保健與人際溝通上。 

健體-E-C2 具備同理他人感受，在體

育活動和健康生活中樂於與人互動、

公平競爭，並與團隊成員合作，促進

身心健康。 



週次 日期 
學  校 

行事曆 

學 習 領 域（20） 

語文 

數學 

（4） 

(康軒版) 

 生活課程 

   (6)(康軒版) 

（混齡教學，3節） 

健康與體育 

  （3） 

(康軒) 

（混齡教學，2節） 

國語 

(6) 

(翰林版) 

本土語言 

(閩南語) 

（ 1 ） 

（真平版） 

學期學習重點 

1.運用問答討論的方式，

讓學生發揮想像力，自由

發表。 

2.引導學生透過團體遊戲

中有人生氣與調解的過

程，發現人際互動與適當

表達情緒的方法。 

3.引導學生感受自己和他

人的情緒，尊重他人，並

善用方法與人相處。 

4.引導學生學習細心觀察

與愛護自然環境，並透過

觀察發現大自然的美麗與

奧妙。 

5.引導學生透過不同美食

認識不同文化，並學習尊

重與包容不同文化。 

6.引導學生透過趣味的語

文故事，發現文字的趣味

與語文之美。 

7.引導學生樂於閱讀，並

於閱讀中體會文字承載的

智慧。 

 

(一)認識不同昆蟲並學

會吟唱第一課課文。 

(二)學會常見昆蟲的閩

南語說法，並發音正確。 

(三)學會和昆蟲有關的

歇後語。 

(四)認識各種不同的植

物，並學會吟唱第二課課

文。 

1.透過累加及累減 1、10的

活動，認識 300以內的數 2.

用直式計算解決和在 200以

內的二位數加法問題 3.透過

生活情境的操作認識公分 4.

用直式計算解決被減數在

200以內的減法問題 5.認識

容器、容量、液量 

1.學習解決班級問題的方

法，並能確實實踐，以增

進班級同學間的和樂相

處。 

2.從舊經驗出發，察覺水

會變色，並了解變色的原

因。 

3.從影子遊戲與創作過程中

學習與人合作、遵守約定及

注意安全。 

1.認識六大類食物，進而建立均衡飲

食之觀念，並教導學生養成潔牙的好

習慣。 

 

2.透過情境教學及身體活動，鼓勵學

生自我悅納，肯定自己，喜歡別人。 

3.介紹運動準備注意事項，並教導學

生學會操作繩索、跑步、跳躍的動作

要領。 

1 

08/31 

| 

09/04 

‧友善校園週 

‧週三進修、行事曆、總

體課程計畫上網備查 

‧小一迎新活動 

‧8/31開學日 

‧狂犬病防治宣導 

第三冊第壹單元：開心一

起玩 

第一課踩影子 1-1-2-2,2-1-

1-8,3-1-1-5, 

4-1-1-1,5-1-2,6-1-1-1 

環境衛生／一、掃帚佮畚斗 

1-1-2,1-1-3,2-1-1,2-1-2,2-

1-3,2-1-4,4-1-1 
1. 200以內的數(4) 

和樂在一起／第1課 我願為大家

服務 

2-2, 2-3, 3-2,4-1 

 

 

健康行動家/1. 護牙好習慣 1-1-4, 7-1-1, 

7-1-2 

2 

09/07 

| 

09/11 

‧期初校務會議 

‧性別平等教育宣導 

‧水域安全宣導 

‧母語日宣導（每週三） 

第三冊第壹單元：開心一

起玩 

第二課再玩一次 1-1-5-4,2-

1-2-4,3-1-3-2,4-1-1,5-1-2-

2,6-1-2-1 

環境衛生／一、掃帚佮畚斗 

 

2-1-2,1-1-3,2-1-1,2-1-2,2-

1-3,2-1-4,4-1-1 

1. 200以內的數(4) 和樂在一起／第2課 大家都是好

朋友2-1,3-1,4-2,4-3 

健康行動家/2. 潔牙大行動 1-1-4, 7-1-1, 

7-1-2 



週次 日期 
學  校 

行事曆 

學 習 領 域（20） 

語文 

數學 

（4） 

(康軒版) 

 生活課程 

   (6)(康軒版) 

（混齡教學，3節） 

健康與體育 

  （3） 

(康軒) 

（混齡教學，2節） 

國語 

(6) 

(翰林版) 

本土語言 

(閩南語) 

（ 1 ） 

（真平版） 

3 

09/14 

| 

09/18 

‧中秋節 

‧家長委員會及班親會 

‧消防器材安全檢查維護 

第三冊第壹單元：開心一

起玩 

第三課謝謝好朋友 

1-1-2-2,2-1-2-4,3-1-1-1,4-1-

4-4,5-1-2,6-1-2-2 

6-1-3-2 

 

環境衛生／一、掃帚佮畚斗 

1-1-2,1-1-3,2-1-1,2-1-2,2-

1-3,2-1-4,4-1-1 

2.量長度(4) 和樂在一起／第2課 大家都是好

朋友 

 

1-1,4-1 

健康行動家/3. 早餐健康吃  4. 飲食大原則

2-1-1, 2-1-3 

4 

09/21 

| 

09/25 

‧補救教學、夜光、課後

輔導開始 

‧家庭教育宣導 

‧9/21國家防災日防震演

練 

第三冊第壹單元：開心一

起玩 

統整活動一 

1-1-4-3,2-1-2-4,3-1-2-3,4-1-

1-1,5-1-2,6-1-1-1 

環境衛生／二、教室真清氣 

1-1-3,1-1-4,1-1-5,2-1-1,2-

1-2,2-1-3,2-1-4,4-1-1 

2.量長度(4) 奇妙的水／第1課 生活中的水 

2-1,4-1,5-1 

健康行動家/飲食大原則2-1-1,2-1-3 

5 

09/28 

| 

10/02 

‧家庭暴力防治法宣導 

‧一年級口腔衛生、含氟

漱口水宣導‧ 

第三冊第貳單元：觀察樂

趣多 

第四課水草下的呱呱 

2-1-1-3,3-1-3-1,4-1-2-1 

5-1-7-1,5-1-7-2,5-1-7-3 

6-1-6 

環境衛生／二、教室真清氣 

1-1-3,1-1-4,1-1-5,2-1-1,2-

1-2,2-1-3,2-1-4,4-1-1 

3.二位數的直式加減(4) 奇妙的水／第1課 生活中的水 

1-1,2-1,5-1 

健康行動家/5.吃得對 長得好 

2-1-1,2-1-3 

安全動起來/1.運動安全有一套5-1-2 

6 

10/05 

| 

10/09 

‧各班教室完成佈置 

‧國中小家長會長名冊調

查 

‧全民國防教育宣導 

‧性侵害犯罪防治教育宣

導 

第三冊第貳單元：觀察樂

趣多 

第五課沙灘上的畫 

1-1-5-1,2-1-3-1,3-1-1-7,4-1-

1-1,5-1-7-1,6-1-1-1 

環境衛生／二、教室真清氣 

1-1-3,1-1-4,1-1-5,2-1-1,2-

1-2,2-1-3,2-1-4,4-1-1 

3.二位數的直式加減(4) 奇妙的水／第2課 水的小秘密

【海洋教育】1-1,1-2,3-3,5-1,5-

2 

安全動起來/2. 我最靈活3-1-1,3-1-3, 3-1-

4,4-1-5, 5-1-2 

7 

10/12 

| 

10/16 

‧資訊倫理或素養宣導 

‧10/10雙十節放假 

‧10/11調整放假‧性侵害

防治教育宣導 

‧第一次定期考查  

第三冊第貳單元：觀察樂

趣多 

第六課草叢裡的星星 

1-1-1-2,2-1-1-2,3-1-1-1,4-1-

4-1,5-1-7-2,6-1-2-1 

環境衛生／鬥陣聽故事一 

1-1-1,1-1-2,1-1-3,1-1-4,1-

1-5,2-1-1,2-1-3,4-1-2 

3.二位數的直式加減(4) 奇妙的水／第2課 水的小秘密

【海洋教育】1-1,1-2,3-3,4-1,5-

1 

安全動起來/3. 跑步高手3-1-1,3-1-3, 3-1-

4,4-1-5, 5-1-2 

第一次段考評量方式 紙筆測驗 口頭評量 紙筆測驗 紙筆測驗 平時表現和實作 

8 

10/19 

| 

10/23 

‧盤點一萬元以下非消耗

性物品 

‧辦公室、圖書室、校長

室飲水機保養 

‧109年度各校模範生兒童

提報 

第三冊第貳單元：觀察樂

趣多 

統整活動二 

1-1-2-1,2-1-2-5,3-1-2-4,4-1-

2-1,5-1-2,6-1-3-2 

講時間／三、這禮拜 

1-1-1,1-1-2,1-1-3,2-1-1,2-

1-3,2-1-4 
4.幾時幾分(4) 

光影好好玩／第1課 陽光和影子 

1-1,1-2,5-3 

安全動起來/4. 跳出活力3-1-1,3-1-3, 3-1-

4,4-1-5, 5-1-2 



週次 日期 
學  校 

行事曆 

學 習 領 域（20） 

語文 

數學 

（4） 

(康軒版) 

 生活課程 

   (6)(康軒版) 

（混齡教學，3節） 

健康與體育 

  （3） 

(康軒) 

（混齡教學，2節） 

國語 

(6) 

(翰林版) 

本土語言 

(閩南語) 

（ 1 ） 

（真平版） 

9 

10/26 

| 

10/30 

‧海洋教育宣導 

‧社會習作、家訪記錄

表、聯絡簿調閱‧ 

第三冊第貳單元：觀察樂

趣多 

來閱讀一：小蜻蜓低低飛 

2-1-2-6,3-1-3-2,4-1-2-1,5-1-

1,5-1-7-2,5-1-7-3,6-1-2-1,6-

1-3-2 

講時間／三、這禮拜 

1-1-1,1-1-2,1-1-3,2-1-1,2-

1-3,2-1-4 

4.幾時幾分(4) 光影好好玩／第2課 影子變身秀 

1-1,1-2,3-3 

安全動起來/5. 處理小傷口  6. 除臭大師1-

1-4, 5-1-3 

10 

11/02 

| 

11/06 

‧家庭教育宣導 

‧補救教學請款 

‧校外教學活動（暫訂） 

第三冊第貳單元：觀察樂

趣多 

複習週一 

1-1-4-1,2-1-3,3-1-3-1,5-1-4-1 

講時間／三、這禮拜 

1-1-1,1-1-2,1-1-3,2-1-1,2-

1-3,2-1-4 

5.面積(4) 光影好好玩／第3課 影子的秘密 

1-1,2-1,2-2,2-3 

安全動起來/7. 多喝水不憋尿1-1-4 

樂活運動家/1. 學我練功夫3-1-1, 4-1-1 

11 

11/09 

| 

11/13 

‧家庭教育宣導 

‧填報校安通報 

第三冊第貳單元：觀察樂

趣多 

第七課神奇的竹筒飯 

夫1-1-3,2-1-2-3,3-1-1-11,4-1-

1-2,5-1-2,6-1-3-3 

講時間／四、時鐘 

1-1-1,1-1-5,2-1-1,2-1-3,2-

1-4 

6.兩步驟的加減(4) 光影好好玩／第3課 影子的秘密 

1-2,3-1,4-3 

樂活運動家/2. 魔鏡新創意3-1-1,3-1-4, 4-

1-1 

12 

11/16 

| 

11/20 

‧交通安全教育宣導 

第三冊第貳單元：觀察樂

趣多 

第八課不一樣的故事 

1-1-4-3,2-1-1-5,3-1-3-1,4-1-

1-2,5-1-4-2,6-1-2-2 

講時間／四、時鐘 

1-1-1,1-1-5,2-1-1,2-1-3,2-

1-4 

6.兩步驟的加減(4) 住家生活／第1課 上學途中1-

1,3-1,4-1,4-2,5-1 

  

樂活運動家/3. 團結力量大  4. 命中目標3-

1-1,3-1-4, 4-1-1 

13 

11/23 

| 

11/27 

‧性別平等教育宣導 

‧品德教育宣導 

‧全縣音樂比賽 

第三冊第參單元：美食故

事多 

第九課美味的一堂課 

1-1-4-3,2-1-1-5,3-1-3-1,4-1-

1-2,5-1-4-2,6-1-2-2 

講時間／四、時鐘1-1-1,1-1-

5,2-1-1,2-1-3,2-1-4 
7. 2、5、4、8的乘法(4) 住家生活／第2課 住家附近 

【高齡教育】 

-2,4-1,4-3 

樂活運動家/5. 拋跑來接球3-1-3 

14 

11/30 

| 

12/04 

‧防災教育宣導 

‧第二次定期考查 

‧為品格英語學院(四甲) 

第三冊第參單元：美食故

事多 

統整活動三 

1-1-4-3,2-1-2-4,3-1-3-1,4-1-

1-2,5-1-2-1,6-1-1-2 

講時間／鬥陣聽故事二 

1-1-1,1-1-2,1-1-3,1-1-4,1-

1-5,2-1-1,2-1-3,2-1-4,2-1-

5,4-1-2 

7. 2、5、4、8的乘法(4) 住家生活／第3課 讓住家環境更

美好 

【高齡教育】】1-3,2-1,4-2,5-2 

樂活運動家/6. 圍圓踢球樂3-1-3 

第二次段考評量方式 紙筆測驗 口頭評量 紙筆測驗 紙筆測驗 
口頭評

量 
平時表現和實作  

15 

12/07 

| 

12/11 

‧教優區、輔導人力請

款、補救教學請款 

‧資訊教育宣導 

‧家庭暴力防治法宣導 

第三冊第肆單元：語文真

有趣 

第十課加加減減 

2-1-2-3,5-1-4,6-1-6 

歡喜過年／五、過年1-1-3,1-

1-4,2-1-4,2-1-5,2-1-6,4-1-

1,4-1-2 

7. 2、5、4、8的乘法(4) 歲末活動／第1課 一年快結束了

2-2,5-1 

喜歡自己、珍愛家人/1.成長的變化  2. 欣賞

特別的我1-1-1, 1-1-2, 1-1-3, 6-1-1 



週次 日期 
學  校 

行事曆 

學 習 領 域（20） 

語文 

數學 

（4） 

(康軒版) 

 生活課程 

   (6)(康軒版) 

（混齡教學，3節） 

健康與體育 

  （3） 

(康軒) 

（混齡教學，2節） 

國語 

(6) 

(翰林版) 

本土語言 

(閩南語) 

（ 1 ） 

（真平版） 

16 

12/14 

| 

12/18 

‧家庭教育宣導 

‧品德教育宣導 

‧消防安全檢查 

‧消防自衛編組演練 

第三冊第肆單元：語文真

有趣 

第十一課門、鬥大仙 

1-1-4,2-1-1-1,3-1-4-3,4-1-1-

1,5-1-2-2,6-1-1-1 

歡喜過年／五、過年1-1-3,1-

1-4,2-1-4,2-1-5,2-1-6,4-1-

1,4-1-2 

8.平面圖形與立體形體(4) 歲末活動／第2課 溫暖過冬天

【1-1,2-1,4-1,5-3 

喜歡自己、珍愛家人/3.我真的很不錯  4.肯定

自己1-1-1, 1-1-2, 1-1-3, 6-1-1 

17 

12/21 

| 

12/25 

‧數學習作、家訪記錄

表、聯絡簿調閱 

‧學校財產設備盤點 

第三冊第肆單元：語文真

有趣 

第十二課詠 

1-1-3,2-1-1-3,3-1-4-4,4-1-1-

1,5-1-2-2,6-1-2-2 

歡喜過年／五、過年1-1-3,1-

1-4,2-1-4,2-1-5,2-1-6,4-1-

1,4-1-2 

8.平面圖形與立體形體(4) 歲末活動／第3課 耶誕鈴聲響1-

2,2-3,5-1 

喜歡自己、珍愛家人/4.肯定自己  5.關愛家人

6-1-1, 6-1-2 

18 

12/28 

| 

01/01 

‧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

教育宣導 

‧文光國際英語村（五

甲） 

第三冊第肆單元：語文真

有趣 

統整活動四 

1-1-6,2-1-2-2,3-1-4-4,4-1-1-

1,5-1-7-2,6-1-2-2 

歡喜過年／鬥陣聽故事三 

1-1-1,1-1-2,1-1-5,2-1-1,2-

1-2,2-1-4,2-1-5,2-1-7 

9. 3、6、9、7的乘法(4) 歲末活動／第4課 分享心意1-

3,3-1,4-1 

喜歡自己、珍愛家人/6.你說我聽6-1-2 

19 

01/04 

| 

01/08 

‧1/1開國紀念日 

‧防災教育宣導 

‧作文調閱、家訪記錄

表、聯絡簿調閱 

來閱讀二：不簡單的字 2-

1-2-4,4-1-2-1,5-1-3-2,5-1-4-2 

唸謠／白翎鷥 

1-1-1,1-1-3,2-1-4,2-1-7,4-

1-2 

9. 3、6、9、7的乘法(4) 米食大探索／第1課 米食集合嘍

2-2,3-1,3-3,4-1,5-1 

圓來真有趣/1. 我是小圓球  2. 身體變成圓

3-1-1,3-1-4 

20 

01/11 

| 

01/15 

‧拒菸拒檳宣導 

‧元旦主題活動 

‧各學習領域進度檢討 

‧家庭教育－敬老教育 

複習週二 

1-1-2-1,2-1-1-8,5-1-7-2,6-1-2 

來唱節日的歌／生日的祝福 

1-1-4,1-1-5,2-1-3,2-1-7,4-

1-2 

10.容量與重量(4) 

 

米食大探索／第2課  創意飯糰3-

3,3-3,3-2,4-1,4-3,5-1,5-2 

  

圓來真有趣/3. 大圓和小圓3-1-1 

21 

01/18 

| 

01/20 

‧第三次定期考查 

‧期末校務會議 

‧1/20休業式 

‧教育儲蓄戶成果核結 

總複習 

1-1-2-1,2-1-1-8,5-1-7-2,6-1-2 

逐家來練習1-1-1,1-1-2,1-1-

5,2-1-1,2-1-2,2-1-4,2-1-

5,2-1-7 

10.容量與重量(4) 

 

 

 

米食大探索／第3課  珍惜米製品

2-2,2-3,3-2,4-1,5-4, 

圓來真有趣/4. 圍圓來跳舞3-1-1,3-1-4 

第三次段考評量方式 紙筆測驗 口頭評量 紙筆測驗 紙筆測驗 
口頭評

量 
平時表現和實作  



        嘉義縣六腳鄉更寮國民小學 
109學年度第二學期 二 年級(領域/科目)課程教學進度總表及議題融入規劃 

週次 日期 
學  校 

行事曆 

學 習 領 域（每週 20節數） 

語文 
數學 

（4） 

(康軒版) 

 生活課程 

   (6) 

(康軒版)（混齡教學，3節） 

健康與體育 

  （3） 

(康軒 ) 

（混齡教學，2節） 

 

國語 

(6) 

(翰林版) 

本土語言 

(閩南語)（1） 

（真平版） 

學期核心素養 

A1身心素質與自我精進 

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3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閩-E-A1 

具備認識閩南語文對

個人生活的重要性，

並能主動學習，進而

建立學習閩南語文的

能力。 

閩-E-A2 

具備使用閩南語文進

行思考的能力，並用

之於日常生活中，以

有效處理相關問題。 

閩-E-B1 

具備理解與使用閩南

語文的基本能力，並

能從事表達、溝通，

以運用於家庭、學

校、社區生活之中。 

閩-E-C2 

具備運用閩南語文的

溝通能力，珍愛自

己、尊重別人，發揮

團隊合作的精神。 

數-E-A2具備基本的算術操

作能力、並能指認基本的形

體與相對關係，在日常生活

情境中，用數學表述與解決

問題。 

數-E-B1具備日常語言與數

字及算術符號之間的轉換能

力，並能熟練操作日常使用

之度量衡及時間，認識日常

經驗中的幾何形體，並能以

符號表示公式。 

數-E-B3具備感受藝術作品

中的數學形體或式樣的素

養。 

生活-E-A3 藉由各種媒介，探索

人、事、物的特性與關係，同時學

習各種探究人、事、物的方法、理

解道理，並能進行創作、分享及實

踐。 

生活-E-B1 使用適切且多元的表徵

符號，表達自己的想法、與人溝

通，並能同理與尊重他人想法。 

生活-E-B2 運用生活中隨手可得的

媒材與工具，透過各種探究事物的

方法及技能，對訊息做適切的處

理。 

生活-E-B3 感受與體會生活中人、

事、物的真、善與美，欣賞生活中

美的多元形式與表現，在創作中覺

察美的元素，逐漸發展美的敏覺。 

健體-E-A1 具備良好身體活動與健

康生活的習慣，以促進身心健全發

展，並認識個人特質，發展運動與

保健的潛能。 

健體-E-A2 具備探索身體活動與健

康生活問題的思考能力，並透過體

驗與實踐，處理日常生活中運動與

健康的問題。 

健體-E-B1 具備運用體育與健康之

相關符號知能，能以同理心應用在

生活中的運動、保健與人際溝通

上。 

健體-E-C2 具備同理他人感受，在

體育活動和健康生活中樂於與人互

動、公平競爭，並與團隊成員合

作，促進身心健康。 



週次 日期 
學  校 

行事曆 

學 習 領 域（每週 20節數） 

語文 
數學 

（4） 

(康軒版) 

 生活課程 

   (6) 

(康軒版)（混齡教學，3節） 

健康與體育 

  （3） 

(康軒 ) 

（混齡教學，2節） 

 

國語 

(6) 

(翰林版) 

本土語言 

(閩南語)（1） 

（真平版） 

學期核心素養 

1.運用問答討論的方

式，讓學生發揮想像力，

自由發表。 

2.引導學生透過團體遊

戲中有人生氣與調解的

過程，發現人際互動與

適當表達情緒的方法。 

3.引導學生感受自己和

他人的情緒，尊重他人，

並善用方法與人相處。 

4.引導學生學習細心觀

察與愛護自然環境，並

透過觀察發現大自然的

美麗與奧妙。 

5.引導學生透過不同美

食認識不同文化，並學

習尊重與包容不同文

化。 

6.引導學生透過趣味的

語文故事，發現文字的

趣味與語文之美。 

7.引導學生樂於閱讀，並

於閱讀中體會文字承載的

智慧。 

(一) 認
識常見蔬菜。 
(二) 學
會常見蔬菜的閩南語
說法。 
(三) 能
複習第一課所學。 
(四) 認
識常見餐具。 
(五) 學
會常見餐具的閩南語
說法以及和餐具有關
的俗語。 
 

1.透過具體操作活動，認識

1000以內的數 2.在生活情

境中，解決三位數的減法問

題 3.認識 1公尺 4.理解乘

法和乘法交換律的意義 5. 

能找出平面，進行面的直

觀、直接、間接比較與複製 

1.指導學童做好時間管理，安排生活

作息。 

2.關心生活環境中整潔與收納的問

題，透過實際的活動提出改善。 

3.從實際操作中發現磁鐵的問題，

學習解決的方法，並澄清對磁鐵特

性的理解。 

 

1.了解如何與人相處，並在參與遊

戲或比賽時，能遵守團體規範。 

2.認識簡單的全身性活動，並養成

規律的運動習慣，保持良好體適

能。 

3.認識社區健康資源，維護舒適的

生活環境、愛護生態環境。 

1 

02/17 

| 

02/19 

‧2/17開學日 

‧夜光天使、補救教學、

嘉聯益基金會申請 

‧2/17-2/19友善校園週 

‧2/17校務會議 

第四冊第壹單元：出去走

一走 

第一課媽媽在哪裡 

1-1-4-2,2-1-2-6,3-1-1-7,4-1-

4-1,5-1-3-1,6-1-2-1 

多變的世界／一、月娘光光 

1-1-1,1-1-2,1-1-4,2-1-

1,2-1-2,2-1-3,4-1-1 

1.1000以內的數(4) 小小生活家／第1課  開學我最棒2-2,2-

3,3-2,4-1,5-4, 

我的好夥伴/1. 我想交朋友6-1-3,6-1-4【性

別平等教育】 

2 

02/22 

| 

02/26 

‧週三進修、行事曆 

‧水域安全宣導宣導 

‧2/22補救教學、夜光天

使、課後輔導開始 

第四冊第壹單元：出去走

一走 

第二課喜歡這個新家 

1-1-2-2,2-1-1-5,3-1-4-3,4-1-

1-1,5-1-4-1,6-1-1-1 

多變的世界／一、月娘光光 

1-1-1,1-1-2,1-1-4,2-1-

1,2-1-2,2-1-3,4-1-1 

1.1000以內的數(4) 小小生活家／開學我最棒 

2-2, 2-3, 3-2,4-1 

我的好夥伴/2. 如何交朋友6-1-3,6-1-4【性

別平等教育】 



週次 日期 
學  校 

行事曆 

學 習 領 域（每週 20節數） 

語文 
數學 

（4） 

(康軒版) 

 生活課程 

   (6) 

(康軒版)（混齡教學，3節） 

健康與體育 

  （3） 

(康軒 ) 

（混齡教學，2節） 

 

國語 

(6) 

(翰林版) 

本土語言 

(閩南語)（1） 

（真平版） 

3 

03/01 

| 

03/05 

‧2/28和平紀念日 

‧家庭教育宣導 

‧消防器材安全檢查維護 

‧飲用水檢測 

第四冊第壹單元：出去走

一走 

第三課去探險 

1-1-2-2,2-1-1-5,3-1-4-3,4-1-

1-1,5-1-2-2,6-1-1-1 

多變的世界／一、月娘光光 

1-1-1,1-1-2,1-1-4,2-1-

1,2-1-2,2-1-3,4-1-1 

2.三位數的加減(4) 小小生活家／美好的環境2-1,3-1,4-2,4-3 我的好夥伴/3. 快樂踩壘包3-1-3,3-1-4 

4 

03/08 

| 

03/12 

‧家庭暴力防治法宣導 

‧校園公共安全檢查 

第四冊第壹單元：出去走

一走 

統整活動一 

1-1-2-2,2-1-2-5,3-1-1-8,4-1-

4-1,5-1-2-2,6-1-1-1,6-1-1-

4,5-1-7-2,5-1-7-3,6-1-2 

多變的世界／鬥陣聽故事一 

1-1-3,1-1-4,1-1-5,2-1-

2,2-1-5,2-1-6,2-1-7,4-1-

1 

2.三位數的加減(4) 小小生活家／美好的環境2-1,4-1,5-1, 我的好夥伴/4. 小球輕鬆玩3-1-3,3-1-4 

5 

03/15 

| 

03/19 

‧109年教育優先區計畫檢

討會 

‧資訊倫理或素養宣導 

‧品德教育宣導 

第四冊第貳單元：怎麼做

才好 

第四課一場雨 

3-1-3-2 ,5-1-1,5-1-7-,5-1-

7-,6-1-1-4,6-1-2 

古錐的動物／二、豬仔囝 

1-1-1,1-1-2,1-1-4,2-1-

1,2-1-2,2-1-6,4-1-1 

3.公尺和公分(4) 小小磁鐵真神奇／第1課  磁鐵吸住什麼? 

1-1,2-1,5-1, 

我的好夥伴/4. 小球輕鬆玩  5. 小小打擊王

3-1-1,3-1-3 

6 

03/22 

| 

03/26 

‧防災教育宣導 

‧環境教育宣導 

‧品德教育宣導 

‧全民國防教育宣導 

第四冊第貳單元：怎麼做

才好 

第五課笑容回來了 

1-1-2-1,2-1-3-1,3-1-1-7,4-1-

1-3,5-1-2-2,6-1-2-1 

古錐的動物／二、豬仔囝 

1-1-1,1-1-2,1-1-4,2-1-

1,2-1-2,2-1-6,4-1-1 

3.公尺和公分(4) 小小磁鐵真神奇／第1課  磁鐵吸住什麼?第

2課  磁鐵好好玩 

1-1,2-1,5-1, 

運動有活力/1. 創意鐘擺  2. 拍鍵自由行3-

1-1,3-1-3 

7 

03/29 

| 

04/02 

‧第 61屆科展 

‧全鄉模範兒童頒獎 

‧第一次定期考查 

第四冊第貳單元：怎麼做

才好 

第六課想念同學 

1-1-2-2,2-1-2-5,3-1-1-1,4-1-

1-1,5-1-2-2,6-1-1-1 

古錐的動物／二、豬仔囝 

1-1-1,1-1-2,1-1-4,2-1-

1,2-1-2 4.乘法(4) 

小小磁鐵真神奇／第2課  磁鐵好好玩 

1-1,1-2,3-3,5-1,5-2 

運動有活力/2. 拍鍵自由行  3. 快樂玩飛盤

3-1-1,3-1-3 

第一次段考評量方式 紙筆測驗 口頭評量 紙筆測驗 紙筆測驗 
口頭評

量 
平時表現和實作 

8 

04/05 

| 

04/09 

‧海洋教育宣導 

‧補救教學、教育優先

區、輔導人力請款 

‧4/2-5兒童節暨民族掃墓

節 

統整活動二 

1-1-2-1,2-1-1-7,3-1-3-2,4-1-

1-1,5-1-7-2,6-1-2-2 

古錐的動物／三、春天的早

起時1-1-1,1-1-2,1-1-4,2-

1-2,2-1-3,2-1-5,2-1-6,4-

1-1 

4.乘法(4) 和小動物做朋友／第1課 親近小動物 

1-1,1-2,5-3, 

運動有活力/4. 我會擲飛盤3-1-1,3-1-4 



週次 日期 
學  校 

行事曆 

學 習 領 域（每週 20節數） 

語文 
數學 

（4） 

(康軒版) 

 生活課程 

   (6) 

(康軒版)（混齡教學，3節） 

健康與體育 

  （3） 

(康軒 ) 

（混齡教學，2節） 

 

國語 

(6) 

(翰林版) 

本土語言 

(閩南語)（1） 

（真平版） 

9 

04/12 

| 

04/16 

‧家庭教育宣導 

‧自然習作、家訪簿、聯

絡簿、自省札記調閱 

‧交通安全教育評鑑縣內

初評 

‧全民國防教育宣導 

第四冊第壹、貳單元 

複習週 2-1-1-3,3-1-1-8,3-

1-3,5-1-3-2,5-1-4-2,6-1-2-1 

古錐的動物／三、春天的早

起時1-1-1,1-1-2,1-1-4,2-

1-2,2-1-3,2-1-5,2-1-6,4-

1-1 

5.分類與統計(4) 和小動物做朋友／第1課 親近小動物 

1-2,3-3, 

運動有活力/5. 追風跑步走3-1-1,3-1-4 

10 

04/19 

| 

04/23 

‧交通安全教育宣導 

‧校外教學活動（暫訂） 

‧性侵害犯罪防治教育宣

導 

來閱讀一：大家來抱抱 

1-1-4-1,2-1-2-5,3-1-4-3,4-1-

1-3,5-1-7-3,6-1-1-2 

古錐的動物／三、春天的早

起時1-1-1,1-1-2,1-1-4,2-

1-2,2-1-3,2-1-5,2-1-6,4-

1-1 

5.分類與統計(4) 和小動物做朋友／第2課 愛護小動物1-

1,2-1,2-2,2-3 

運動有活力/6. 接龍又接力3-1-1,3-1-4 

11 

04/26 

| 

04/30 

‧反毒宣導 

‧家庭教育宣導 

第四冊第參單元：好奇動

手做 

第七課孵蛋的男孩 

1-1-4-1,2-1-1-3,3-1-1-11,4-

1-4-2,5-1-3,6-1-1-2,6-1-2-1 

古錐的動物／鬥陣聽故事二

1-1-3,1-1-4,1-1-5,2-1-

2,2-1-6,2-1-7,4-1-1 

6.兩步驟應用問題(4) 彩色的世界／第1課 色彩大發現 

1-2,3-1,4-3, 

舒適的環境/1. 社區尋寶7-1-2,7-1-4,7-1-

5 

12 

05/03 

| 

05/07 

‧性別平等教育宣導 

‧性騷擾防治宣導 

‧補救教學請款 

第四冊第參單元：好奇動

手做 

第八課實驗室的意外 

1-1-5-3,2-1-2-6,3-1-1-11,4-

1-4-5,5-1-4-2,6-1-1-2 

穿插佮生活／四、欲穿啥 

1-1-1,1-1-2,1-1-4,2-1-

2,2-1-3,2-1-6,4-1-1 

6.兩步驟應用問題(4) 彩色的世界／第2課 色彩會說話 

1-1,3-1,4-1,4-2,5-1, 

 

舒適的環境/2. 動手愛家園  3. 假日好休閒

7-1-4,7-1-5 

13 

05/10 

| 

05/14 

‧防災教育宣導 

‧家庭教育-母親節活動 

‧愛滋病宣導 

第四冊第參單元：好奇動

手做 

第九課點亮世界的人 

1-1-5-2,2-1-1-8,3-1-1-11,4-

1-4-3,5-1-5-1,6-1-3-2 

穿插佮生活／四、欲穿啥 

1-1-1,1-1-2,1-1-4,2-1-

2,2-1-3,2-1-6,4-1-1 

7.年、月、日(4) 彩色的世界／第3課 色彩大集合 

2-2,4-1,4-3, 

舒適的環境/4. 旅遊要規畫  5. 野餐的選擇

2-1-4,5-1-3 

14 

05/17 

| 

05/21 

‧資訊教育宣導 

‧補救教學篩選測驗 

‧第二次定期考查 

第四冊第參單元：好奇動

手做人 

統整活動三 

1-1-2-1,2-1-1-3,3-1-1-1,4-1-

4-3,5-1-3,6-1-1 

穿插佮生活／四、欲穿啥 

1-1-1,1-1-2,1-1-4,2-1-

2,2-1-3,2-1-6,4-1-1 

7.年、月、日(4) 

 

雨天生活變化多／第1課 雨來了1-3,2-

1,4-2,5-2 

舒適的環境/6. 野外安全  7. 親近大自然5-

1-3,7-1-5 

第二次段考評量方式 紙筆測驗 口頭評量 紙筆測驗 紙筆測驗 
口頭評

量 
平時表現和實作 

15 

05/24 

| 

05/28 

‧家庭教育宣導 

‧飲用水檢測 

‧家庭暴力防治法宣導 

第四冊第肆單元：故事有

意思 

第十課醜小鴨 

2-1-2-4,3-1-3-1,5-1-7-2,6-1-

1-3,6-1-3-2,6-1-6 

穿插佮生活／五、坐火車 8.分分看(4) 雨天生活變化多／第2課 雨天的發現2-

2,5-1 

舒適的環境/8. 珍惜地球資源7-1,5 

保健小學堂/1. 疾病不要來7-1-1 



週次 日期 
學  校 

行事曆 

學 習 領 域（每週 20節數） 

語文 
數學 

（4） 

(康軒版) 

 生活課程 

   (6) 

(康軒版)（混齡教學，3節） 

健康與體育 

  （3） 

(康軒 ) 

（混齡教學，2節） 

 

國語 

(6) 

(翰林版) 

本土語言 

(閩南語)（1） 

（真平版） 

16 

05/31 

| 

06/04 

‧國語習作、家訪簿、聯

絡簿、自省札記調閱 

‧校外教學活動（暫訂） 

‧消防自衛編組演練 

第四冊第肆單元：故事有

意思 

第十一課蜘蛛救蛋 

1-1-2-2,2-1-2-4,3-1-3-2,4-1-

1-3,5-1-7-3,6-1-2 

穿插佮生活／五、坐火車 8.分分看(4) 雨天生活變化多／第2課 雨天的發現2-

2,5-1 

保健小學堂/1. 疾病不要來7-1-1 

17 

06/07 

| 

06/11 

‧補救教學、教育優先

區、輔導人力請款 

‧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

教育宣導 

‧能源教育週‧ 

第四冊第肆單元：故事有

意思 

第十二課玉兔搗藥 

1-1-5-4,2-1-1-8,3-1-1-1,4-1-

4-3,5-1-2-1,6-1-2-1 

穿插佮生活／五、坐火車 9.分數(4) 雨天生活變化多／第3課 雨停了1-1,2-

1,4-1,5-3 

保健小學堂/2. 症狀大集合7-1-1 

18 

06/14 

| 

06/18 

‧國中小補救教學測驗 

‧性侵害防治教育宣導 

‧環境教育宣導 

‧縣內調動積分審查 

‧6/8世界海洋日 

第四冊第肆單元：故事有

意思 

統整活動四 

1-1-2-1,2-1-2-4,3-1-3-1,4-1-

4-3,5-1-7-2,6-1-2-2 

穿插佮生活／鬥陣聽故事三 

1-1-2,1-1-3,1-1-5,2-1-

4,2-1-7,4-1-1 

9.分數(4) 我要升三年級了／第1課  成長的足跡 

1-2,2-3,5-1, 

保健小學堂/3. 出遊「藥」注意5-1-4,7-1-1 

19 

06/21 

| 

06/25 

‧畢業典禮 

‧防災教育宣導 

‧各處室擬定暑假工作計

畫 

‧藥物濫用及毒品防治宣

導  

統整活動四 5-1-7-2,5-1-7-

3,6-1-6 

唸謠／來換衫 

1-1-2,1-1-3,1-1-5,2-1-

4,2-1-7,4-1-1 

10.周界與周長(4) 我要升三年級了／第2課 大家的回顧展 第3

課 期待新生活1-3,3-1,4-1, 

小水滴旅行/1. 跳躍的水滴3-1-1,3-1-4 

20 

06/28 

| 

06/30 

‧拒菸拒檳宣導 

‧6/28端午節 

‧6/26調整放假 

‧第三次定期考查 

複習週 1-1-4-2,2-1-2-5,3-

1-1-7,4-1-4-5,5-1-7-2,6-1-2 

來唱節日的歌／我愛阿爸 

1-1-2,1-1-3,1-1-5,2-1-

4,2-1-7,4-1-1 

10.周界與周長(4) 我要升三年級了／第3課 期待新生活2-

2,3-1,3-3,4-1,5-1 

小水滴旅行/2. 溪流到大海3-1-1,3-1-3 

第三次段考評量方式 紙筆測驗 口頭評量 紙筆測驗 紙筆測驗 
口頭評

量 
平時表現和實作 

21 
 

 

‧水域安全宣導 

‧6/30休業式 

來閱讀二：三隻小豬 

1-1-4-2,2-1-2-5,3-1-1-7,4-1-

4-5,5-1-7-2,6-1-2 

來唱節日的歌／我愛阿爸 

1-1-2,1-1-3,1-1-5,2-1-

4,2-1-7,4-1-1 

綜合測驗 我要升三年級了／第3課 期待新生活2-

2,3-1,3-3,4-1,5-1 

小水滴旅行/2. 溪流到大海3-1-1,3-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