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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依據

九年一貫課綱微調係為符應時代脈絡、基層教學需求並配合中小學一貫課程體系進行全面檢視，修訂範圍包含總綱、各學習領域、重大

議題，如融入媒體素養、海洋教育、人口販運、永續環保等議題，同時為解決教學現場對於能力指標解讀之疑義等問題，教育部自 95年 10

月起即開始進行，這次課程綱要之研修僅屬於「微調」，意即僅進行課綱內容之修訂，如：撰寫補充說明、修訂能力指標文字...等等，並不

涉及課程架構之調整，如各學習領域(科目)學習節數之增刪調整。因此，九年一貫課程仍劃分為 7大學習領域，且各學習領域之學習節數分

配亦未更動。微調後之 97課綱自 100學年度(中華民國 100年 8月 1日）起，由一年級、七年級逐年向上實施，其中社會、自然與生活科技、

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語文學習領域之英語科，則同步自 100學年度之小三逐年向上實施。惟本市英語係自小一開始實施每周二節課，微調

部份之實施日，依公告為準。

二、微調課程綱要重點

    1.閱理解能力：在國語文課程方面，為使教材編選更貼近學生生活經驗且更多元，增加「應結合學生生活經驗及當代議題(如：海洋、生

態、性別、族群等)及不同文類（如詩歌、散文、小說、戲劇等），並兼顧各種文章表述方式（如：敘述、描寫、抒情、說明、議論等）」；另

為提升學生閱讀能力，增加「課外讀物得自第二階段開始，列入學習評量範圍」。

    2.培養健康觀念：在健體學習領域方面，增加認識藥物及對身體影響，提供藥物專業人員及可獲諮詢場所，內服或外用藥物正確使用，

遵醫囑、不用他人藥物、適當存放等用藥觀念；團體邀約重要性的暸解，符合社會規範的異性交往原則，如：尊重隱私、個人安全等；強化

媒體素養教學，明辨、抵制誇大不實媒體訊息，尋找合法、安全、有效、經濟的健康服務等。

    3.公民素養培養：在綜合活動學習領域方面，納入海洋教育、媒體素養，以及運用會議的規範與技巧，並強調從各種社會事件與環境案

例中，省思個人行為對社會風氣與環境維護所造成的影響，並擬訂與執行實際保護自我、他人、社會與環境的方案。

    4.資訊科技應用：在資訊教育重大議題方面，因應時代潮流與科技發展趨勢，增加學習運用資訊科技工具（如網頁、部落格等）與他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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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的能力等，明定三至七年級每學年建議上課節數 32-36節，以能力指標分年級敘寫學習內容，提出各類內容建議節數，讓資訊教育學習

內容更完整、更有系統。

    5.永續發展觀念：在環境教育重大議題方面，將近年來環境與永續的議題呈現出來，如氣候變遷、海洋環境污染與保護、綠建築、綠色

消費、生態旅遊…等議題納入學習內容中，並補充說明「綠建築」、動物福利、動物權、納入再生能源、節能減碳、提升能源利用以及京都

議定書等概念，說明環境保護非政府組織團體（NGO）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在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領域方面，則在能源開發與利用中的新興

能源科技方面（例如汽電共生、生質能、油電混合動力車、燃料電池…等），增加列舉風能、太陽能，在資源的保育與利用方面，增加節能

減碳、清潔生產等概念。

    6.增加「海洋教育」重大議題：臺灣被海洋環繞，希望強化國民對整體自然環境的尊重，塑造「親海、愛海、知海」的教育情境，讓學

生親近海洋、熱愛海洋與認識海洋，藉由海洋休閒或參與生動活潑的海洋體驗活動，分享其體驗經驗，從親近海洋歷程，導引熱愛海洋情操

與增進探索海洋知識的興趣。

    7.調整學習階段劃分：調整語文、數學學習領域課程(第一階段為一至二年級、第二階段為三至四年級、第三階段為五至六年級、第四階

段為七至九年級)，配合重新釐定各階段能力指標，使各階段之教科書編輯、選用，更符合實際運作的需求。 

    8.補充說明能力指標：針對教學現場反應能力指標解讀的疑義，如：文字用語混淆不一、過於抽象不具體、或重複之處，修正能力指標

文字使之具體明確，或以註腳、補充說明或附錄的方式加以補充闡述，或提示基本課程內容，避免教科書編寫、審查或教師教學設計上的疑

義，並適度縮小教科書各個版本之間的差異。 

以下分別簡單列出國民小學課程綱要微調整體修正重點、項目對照表與重點說明，及因應九年一貫課程綱要微調配合事項；詳細之 97

年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修正對照表請見教育部國民教育司之網頁 :

h t t p : / /www.edu . tw /e j e / con t en t . a spx? s i t e_con t en t_ sn=15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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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九年一貫課程綱要微調整體修正重點

九年一貫課程綱要 100學年度微調是以 92課綱作為微調基礎，充分蒐集現場教學實務者、教材編輯者與審查者之相關意見，調整各學

習領域綱要內涵重複或邏輯順序矛盾者。課程目標以不更動為原則，能力指標語意文字力求敘寫清楚，或以範例說明，調整幅度應同時考量

師資、設備及授課時數的配合。新修訂課程綱要整體修訂要點臚列如下：

一、九年一貫課程綱要微調整體修正重點

（一）統一體例格式

包括刪除「前言」、統ㄧ用阿拉伯數字、標號層次、力求能力指標標號一致性。

（二）統一用字 （三）調整用語

現行 修正 現行 修正

提昇 提升 涵泳 涵詠

計劃 計畫 了解 瞭解

覆述 複述 盡量 儘量

兩部分 二部分 公佈 公布

加以紀錄 加以記錄 制定 製定

考察 考查 搜集 蒐集

份量、部份、

成份

分量、部分、

成分

運用、利用、

應用

運用

作準備 做準備 生銹 生鏽

現行 修正 現行 修正

兒童 學生 族群語言 民族語言

作文 寫作 鄉土 本土

國語、國文 華語、華文 原住民語文 原住民族語

中外 國內外 學力 學習能力

教學評量 學習評量 學習領域

教學輔導團

國民教育

輔導團

客語 客家語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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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九年一貫課程綱要各領域微調項目對照表
一、總綱

（一）課程修訂分為三個階段進行修正為 6個階段，新增第 4、5、6階段的時程與任務為：
第 4階段：成立「國民中小學課程綱要審議委員會」、「國民中小學課程綱要研究發展小組」之常設性課程修訂機制(93年 1月迄今)

本部於 92年發布各學習領域及重大議題正式綱要後，隨即組成「國民中小學課程綱要審議委員會」、「國民中小學課程綱要
研究發展小組」二層級之常設性課程修訂機制，採取演進式課程修訂模式，以隨時發現問題即時進行評估研究或調整。

第 5階段：成立「國民中小學課程綱要總綱、各學習領域、生活課程暨重大議題研修小組」(95年 10月至 97年 4月)
為配合中小學一貫課程體系之建置，各界對於綱要內涵與時代脈絡結合之期待如：融入媒體素養、海洋教育、人口販運、

永續環保…等議題，及教學現場對於能力指標解讀之疑義，遂自 95年 10月起即開始進行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之
微調，期讓課程綱要在符應時代之趨勢下，得以更具體可行，且完成中小學課程之橫向統整與縱貫聯繫。

本階段係於常設性「國民中小學課程綱要審議委員會」、「國民中小學課程綱要研究發展小組」之課程修訂機制下，採任務編組之

方式， 成立「國民中小學課程綱要總綱、各學習領域、生活課程暨重大議題研修小組」，其主要任務為：1.訂定國民中小學課程綱要
微調原則。2.總綱、各學習領域、生活課程暨重大議題等課程綱要之研修微調工作，並依程序送「國民中小學課程綱要研究發展小組」
討論完成後，續送交「國民中小學課程綱要審議委員會」審議。3.正式手冊以及印製之體例格式。4.推動各課綱研修微調案發布後之
相關配套措施。

第 6階段：成立「國民中小學課程綱要總綱、各學習領域、生活課程暨重大議題審議小組」(96年 10月至 97年 4月)
「國民中小學課程綱要審議委員會」為更深入審議各課綱微調草案，且期讓審議之品質更精緻化，特自 96年 10月至 97年

               2月期間，成立「國民中小學課程綱要總綱、各學習領域、生活課程暨重大議題審議小組」就各微調草案進行分組審查，
審議並確認總綱、各學習領域、生活課程暨重大議題課程綱要內容之適當性。分組審議完成後之課綱微調草案則陸續自 97
年 1月起開始提交「國民中小學課程綱要審議委員會」進行大會審議，審議通過後之課綱微調案則依程序辦理發布事宜。

（二）國語文、數學領域由三階段修正為四階段。第一階段：一至二年級；第二階段：三至四年級；第三階段:五至六年級；第四階段:七
至九年級。

（三）鄉土語言修正為本土語言

  （四）教材編輯、審查及選用新增規定：教科書的編輯，宜以專業為基礎，並在題材與情境上兼顧本土性與國際性。 （四）教材編輯、審查及選用新增規定：教科書的編輯，宜以專業為基礎，並在題材與情境上兼顧本土性與國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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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語文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1.注音符號運用能力

1-1-1 能正確認唸、拼讀及書寫注音符號。

1-1-1-1 能正確認唸注音符號。

1-1-1-2能正確拼讀注音符號。

1-1-1-3能正確書寫注音符號。

1. 注音符號應用能力

A-1-1 能正確認念、拼讀及書寫注音符號。

1-1-1-1 能熟習並認念注音符號。

1-1-1-2 能筆順正確的書寫注音符號。

1-1-1-3 能熟習拼音的方法。

1-1-2 能運用注音符號表情達意，分享經驗。

1-1-2-1 能運用注音符號，提升說話及閱讀能力。

1-1-2-2 能運用注音符號，和他人分享自己的經驗和想

法。

A-1-2 能應用注音符號表情達意，分享經驗。

1-2-1-1 能利用注音符號，提昇說話及閱讀能力。

1-2-4-2 能利用注音符號，和他人分享自己的經驗和想

法。

1-1-3 能欣賞並朗讀標注注音的優美語文讀物。 A-1-3 能應用注音符號，欣賞語文的優美。

1-3-2-1 能欣賞並朗讀標注注音的優美文學作品。

1-1-4 能運用注音符號輔助識字，擴充閱讀。

1-1-4-1 能運用注音符號輔助認識文字。

1-1-4-2 能運用注音讀物，擴充閱讀範圍。

1-1-4-3 能選擇適合自己程度的注音讀物，培養自我學習

興趣。

A-1-4 能應用注音符號輔助識字，擴充閱讀。

1-4-3-1 能利用注音符號輔助認識文字。

1-4-3-2 能利用注音讀物，擴充閱讀範圍。

1-4-9-3 能選擇適合自己程度的注音讀物，培養自我學

習興趣。

1-1-5 能運用注音符號，記錄訊息，表達意見。

1-1-5-1 能運用注音符號之輔助，表達自己的經驗和想

( ：寫日記、便條等)。法 如

1-1-5-2 能運用注音符號之輔助，記錄訊息。

1-1-5-3 能就所讀的注音讀物，說出自己發現的問題和想

法。

1-1-5-4 能就所讀的注音讀物，提出自己的看法，並做整

。理歸納

A-1-5 能應用注音符號，記錄訊息，表達意見。

1-5-2-1 能應用注音符號，輔助表達自己的經驗和想法

(如：寫日記、便條等)。
1-5-7-2 能應用注音符號，輔助記錄訊息。

1-5-10-3 能就所讀的注音讀物，說出自己發現的問題

和想法。

1-5-10-4 能就所讀的注音讀物，提出自己的看法，並

做整理歸納。

1-1-6 能運用注音符號，擴充語文學習的空間，增進語

習文學 的興趣。

A-1-6 能應用注音符號，擴充語文學習的空間，增進語文

興趣。學習

1-6-6-1 能應用注音符號，輔助學習鄉土語言。

一、注音符號主要強
調的是運用的能
力，故此能力指
標項目中的能力
指標，「運用、利
用、應用」統一
更改為「運用」。 

二、因鄉土語言有自
己的拼音系統，
不用注音符號，
故刪除 1-6-6-1。 

-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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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1-6-8-2 能利用注音符號使用電子媒體(輔助教材等)，
增進語文學習的興趣。

1-1-7 能運用注音符號，檢索資料，解決學習上的疑難

。問題

A-1-7 能應用注音符號，檢索資料，解決學習上疑難問題。

1-7-3-1 能應用注音檢索方式的工具書，解決學習上的

疑難問題。

1-2-1 能運用注音符號，理解字詞音義，提升閱讀效能。 A-2-1 能利用注音符號，理解字詞音義，提昇閱讀效能。

2-1-1-1 能應用注音符號，分辨字詞的音義，提昇閱讀

理解的效能。

1-2-2 能瞭解注音符號和語調的變化，並應用於朗讀文

學作品。

1-2-3 能運用注音符號，記錄訊息，表達意見。

1-2-3-1 能運用注音符號之輔助，記錄訊息。

1-2-3-2 能就所讀的注音讀物，提出自己的看法，並做

整理歸納。

1-2-4 能選擇適合自己程度的注音讀物，培養自我學習

興趣。

1-3-1 能運用注音符號，理解字詞音義，提升閱讀效能。

1-3-2 能瞭解注音符號中語調的變化，並應用於朗讀文

品。學作

A-2-2 能應用注音符號，感受語文的優美。

2-2-2-1 能了解注音符號中語調的變化，並應用於朗讀

品。文學作

1-3-3 能運用注音符號，擴充自學能力，提升語文學習

。效能

1-3-3-1 能運用注音符號使用電子媒體(如：數位化字辭

)，提典等 升自我學習效能。

1-3-3-2 能運用注音輸入的方法，處理資料，提升語文學

。習效能

A-2-3 能應用注音符號，擴充自學能力，提升語文學習效

能。

2-3-8-1 能利用注音符號使用電子媒體(如電子辭典

)等 ，提昇自我學習效能。

2-3-8-2 能利用注音輸入的方法，處理資料，提升語文

能。學習效

三、分段能力指標內
涵其下層只有一
條細目或經整併
後相同者，刪除
細目。(刪除
A-1-3、
1-6-8-2、
1-7-3-1、
2-1-1-1、
2-2-2-1、
3-1-1-1) 

四、由於階段之變
更，故調整或重
複些許能力指標
之階段。 
(2-2-2-1→
1-2-2、A-1-5→
1-2-3、1-5-7-2
→1-2-3-1、 
1-5-10-4→
1-2-3-2、 
1-4-9-3→
1-2-4、A-2-1→
1-3-1) 

2.聆聽能力

2-1-1 能培養良好的聆聽態度。

2-1-1-1 能自然安靜的聆聽。

2. 聆聽能力

B-1-1 能培養良好的聆聽態度。

1-1-2-1 能自然安靜的聆聽。

五、分段能力指標內
涵其下層只有一
條細目或經整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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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因應九年一貫課程綱要微調實務手冊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2-1-1-2 喜歡聆聽別人發表。

2-1-1-3 能養成仔細聆聽的習慣。

2-1-1-4 能在聆聽時禮貌的看著說話者。

2-1-1-5 能注意聆聽不做不必要的插嘴。

2-1-1-6 能禮讓長者或對方先行發言。

2-1-1-7 能學會使用有禮貌的語言，適當應對。

2-1-1-8 能主動參與溝通，聆聽對方的說明。

1-1-2-2 喜歡聆聽別人發表。

1-1-3-3 能養成仔細聆聽的習慣。

1-1-5-4 能在聆聽時凝視說話者。

1-1-5-5 能注意聆聽而不插嘴。

1-1-5-6 能禮讓長者或對方先行發言。

1-1-6-7 能學會使用禮貌語言，適當應對。

1-1-9-8 能主動參與溝通，聆聽對方的說明。

2-1-2 能確實把握聆聽的方法。

2-1-2-1 能注意聽。

2-1-2-2 能聽得準確。

2-1-2-3 能聽出別人所表達的意思，達成溝通的目的。

2-1-2-4 能有條理的掌握聆聽到的內容。

2-1-2-5 能結合科技與資訊，提升聆聽的能力，以提高學
。習興趣

2-1-2-6能邊聆聽邊思考。

B-1-2 能確實把握聆聽的方法。

1-2-1-1 能注意聽。

1-2-1-2 能聽得正確。

1-2-4-3 能聽出別人所表達的意思，達成溝通的目的。

1-2-7-4 能有條理的掌握聆聽到的內容。

1-2-8-5 能結合科技資訊，提昇聆聽的能力，以提高學

習興趣。

1-2-10-6 能思考說話者所表達的目的。

1-2-10-7 能邊聆聽，邊思考。

2-1-3 能聽出說話者的表達技巧。

2-1-3-1 能概略聽出朗讀時優美的節奏。

2-1-3-2 能聽出說話者的表達技巧。

B-1-3 能聽出說話者說話的表達技巧。

1-3-2-1 能概略聽出朗讀時優美的節奏。

1-3-9-2 能聽出說話者表達的技巧。

2-2-1 能培養良好的聆聽態度。

2-2-1-1 能養成仔細聆聽的習慣。

2-2-1-2 能養成喜歡聆聽不同媒材的習慣。

2-2-1-3 能讓對方充分表達意見。

B-2-1 能培養良好的聆聽態度。

2-1-2-1 能養成喜歡聆聽不同媒材的習慣。

2-1-5-2 能讓對方充分表達意見。

2-1-6-3 能養成耐心聆聽鄉土語言的態度。

2-1-9-4 能主動參與溝通與協調。

2-2-2 能確實把握聆聽的方法。

2-2-2-1 能聽出重點。

2-2-2-2 能思考說話者所表達的旨意。

2-2-2-3 能發展仔細聆聽與歸納要點的能力。

B-2-2 能確實把握聆聽的方法。

2-2-1-1 能聽出重點。

2-2-2-2 能在聆聽過程中，系統歸納他人發表之內容。

2-2-3-3 能發展仔細聆聽與歸納要點的能力。

後相同者，刪除
細目。(刪除
3-3-9-1) 

六、由於階段之變
更，故調整或重
複些許能力指標
之階段。 
(1-2-10-6→
2-2-2-2、1-1-3-3
→2-2-1-1、B-2-1
→2-3-1、 
2-1-6-3→
2-3-1-1、2-1-9-4
→2-3-1-2、B-2-2
→2-3-2、 
2-2-2-2→
2-3-2-1、2-2-3-4
→2-3-2-2、
2-2-5-6→
2-3-2-3、2-2-7-8
→2-3-2-4、
2-2-8-9→
2-3-2-5、2-2-8-10
→2-3-2-6、
2-2-10-11→
2-3-2-7、
2-2-10-12→
2-3-2-8、2-2-3→
2-3-3、 
2-3-9-2→
2-3-3-1) 

七、「古今中外及鄉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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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因應九年一貫課程綱要微調實務手冊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2-2-2-4能在聆聽過程中感受說話者的情緒。

2-2-2-5能結合科技與資訊，提升聆聽學習的效果。

2-2-3-4 能在聆聽不同媒材時，從中獲取有用的資訊。

2-2-4-5 能在聆聽過程中感受說話者的情緒。

2-2-5-6 能在聆聽過程中，以適當表情或肢體動作回應

對方。

2-2-6-7 能概略聽懂鄉土語言表達的重點。

2-2-7-8 能簡要歸納聆聽的內容。

2-2-8-9 能結合科技資訊，提昇聆聽的速度，加速學習

的效果。

2-2-8-10 能具備聆聽不同媒材的能力。

2-2-10-11 能正確記取聆聽內容的細節與要點。

2-2-10-12 能從聆聽中，思考如何解決問題。

2-2-3 能學習說話者的表達技巧。

2-2-3-1 能聽出他人優美的表達技巧。

B-2-3 能聽出對方說話的表達技巧。

2-3-3-1 能聽出他人優美的表達技巧。

2-3-9-2 能主動學習說話者的表達技巧。

2-3-1 能培養良好的聆聽態度。

2-3-1-1 能養成耐心聆聽本國各種語言的態度。

2-3-1-2 能仔細聆聽對方的說明，主動參與溝通和協調。

2-3-2 能確實把握聆聽的方法。

2-3-2-1 能在聆聽過程中，有系統的歸納他人發表之內

容。

2-3-2-2 能在聆聽不同媒材時，從中獲取有用的資訊。

2-3-2-3 能在聆聽過程中，以表情或肢體動作適切回應。

2-3-2-4 能簡要歸納所聆聽的內容。

2-3-2-5 能結合科技與資訊，提升聆聽學習的效果。

2-3-2-6 能具備聆聽不同媒材的能力。

2-3-2-7 能正確記取聆聽內容的細節與要點。

2-3-2-8 能從聆聽中，思考如何解決問題。

(臺灣)文學」改
為「國內外具代
表的文學」。 

八、為求教學的完整
性，增加
2-2-1-1。 

2-3-3 能學習說話者的表達技巧。

2-3-3-1 能主動學習說話者的表達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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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因應九年一貫課程綱要微調實務手冊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說明

3.說話能力

3-1-1 能正確發音並說流利國語。

3-1-1-1 能清楚明白的口述一件事情。

3-1-1-2 能簡單介紹自己。

3-1-1-3 能發音正確，口齒清晰。

3-1-1-4 能正確使用國語說話。

3-1-1-5 能用完整的語句回答問題。

3-1-1-6 能用自然的態度說話。

3-1-1-7 能依照文意，概略讀出文章的節奏。

3-1-1-8 能清楚說出自己的意思。

3-1-1-9 能清楚複述所聽到的事物。

3-1-1-10 能主動使用正確語詞說話。

3-1-1-11 能用完整的語句，說出想要完成的事。

3-1-1-12 能充分感受表達的成就感。

3-1-1-13 說話語音清晰，語法正確，速度適當。

3. 說話能力

C-1-1 能正確發音並說標準國語。

1-1-1-1 能清楚明白的口述一件事情。

1-1-1-2 能簡單介紹自己。

1-1-1-3 能發音正確，口齒清晰。

1-1-2-4 能正確的使用標準國語說話。

1-1-2-5 能用完整的語句回答問題。

1-1-2-6 能用自然的態度說話。

1-1-2-7 能依照文意，概略讀出聲音的節奏。

1-1-3-8 能清楚說出自己的意思。

1-1-4-9 能清楚覆述所聽到的事物。

1-1-4-10 能主動使用正確語詞說話。

1-1-7-11 能用完整的語句，說出想要完成的事。

1-1-9-12 能充分感受表達的成就感。

1-1-10-13 說話語音清晰，語法正確，速度適當。

3-1-2 能有禮貌的表達意見。

3-1-2-1 能愉快的與人溝通。

3-1-2-2 能先想然後再說，有禮貌的應對。

3-1-2-3 能表達自己的意思，與人自然對話。

3-1-2-4 能主動問候他人，與人問答。

C-1-2 能有禮貌的表達意見。

1-2-4-1 能愉快的與人溝通。

1-2-5-2 能先想然後再說，有禮貌的應對。

1-2-5-3 能表達自己的意思，自然與人應對。

1-2-5-4 能主動問候他人。

3-1-3 能生動活潑敘述故事。

3-1-3-1 能流利的說故事。

3-1-3-2 能生動的看圖說故事。

C-1-3 能生動活潑敘述故事。

1-3-6-1 能用標準國語說簡單的故事。

3-1-4 能把握說話主題。

3-1-4-1 發言不偏離主題。

3-1-4-2 使用電話與人交談時，能掌握說話主題。

3-1-4-3 能依主題表達意見。

3-1-4-4 能簡要作生活報告。

C-1-4 能把握說話主題。

1-4-7-1 發言不偏離主題。

1-4-8-2 使用電話與人交談時，能掌握說話主題。

1-4-9-3 能依主題表達意見。

3-2-1 能充分表達意見。 C-2-1 能充分表達意見。

九、由於階段之變
更，故調整或重
複些許能力指標
之階段。 
(C-2-1→3-3-1、
2-1-1-2→
3-3-1-1、C-2-2→
3-3-2、 
2-2-8-6→
3-3-2-1、C-2-3→
3-3-3、 
2-3-5-2→
3-3-3-1、2-3-5-3
→3-3-3-2、
2-3-7-8→
3-3-3-3、2-3-8-9
→3-3-3-4、
2-3-8-10→
3-3-3-5、C-2-4→
3-3-4) 

十、因應教學實際需
求及教材完整性
或廣泛性考量，
增加 3-1-3-1、
3-1-3-2、
3-2-2-2、
3-2-1-3、
3-2-1-4、
3-3-4-1、
3-3-4-2、
3-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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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因應九年一貫課程綱要微調實務手冊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3-2-1-1 在討論問題或交換意見時，能清楚說出自己的意

思。

3-2-1-2在看圖或觀察事物後，能以完整語句簡要說明其

內容。

3-2-1-3 能清楚說出自己的意思。

3-2-1-4 能清楚複述所聽到的事物。

2-1-1-1 在討論問題或交換意見時，能清楚說出自己的

意思。

2-1-1-2 能和他人交換意見，口述見聞，或當眾做簡要

演說。

2-1-2-3 在看圖或觀察事物後，能以完整語句簡要說明

其內容。

3-2-2 能合適的表現語言。

3-2-2-1 說話時能保持適當的速度與音量。

3-2-2-2 能正確、流暢、有感情的朗讀文學作品。

3-2-2-3 能轉述問題的內容，並對不理解的問題，提出詢

問。

3-2-2-4 能妥適運用本國各種語言，與人良好溝通。

3-2-2-5 能說出一段話或一篇短文的要點。

C-2-2 能合適的表現語言。

2-2-1-1 說話時能保持適當的速度與音量。

2-2-2-2 能針對問題，提出自己的意見或看法。

2-2-3-3 能轉述問題的內容，並對不理解的問題，提出

詢問。

2-2-4-4 能運用合適的語言，與人理性溝通。

2-2-4-5 能說出一段話或一篇短文的要點。

2-2-8-6 能具體詳細的講述一件事情。

3-2-3 能表現良好的言談。

3-2-3-1 他人與自己意見不同時，仍能理性的溝通。

3-2-3-2能用口語表達對他人的關心。

3-2-3-3能談吐清晰優雅，風度良好。

3-2-3-4能養成說話負責的態度。

3-2-3-5說話用詞正確，語意清晰，內容具體，主題明確。

C-2-3 能表現良好的言談。

2-3-4-1 他人與自己意見不同時，仍樂意與之溝通。

2-3-5-2 能正確、流利且帶有感情的與人交談。

2-3-5-3 能從言論判斷是非，並合理應對。

2-3-5-4 能透過語言，表達對他人的關心。

2-3-6-5 能談吐清晰，風度良好。

2-3-6-6 能養成說話負責的態度。

2-3-7-7 說話用詞正確，語意清晰，內容具體，主題明

確。

2-3-7-8 有條理有系統的說話。

2-3-8-9 能利用電子科技，統整訊息的內容，作詳細報

告。

2-3-8-10 能利用播音器材練習良好的語言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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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3-2-4 能把握說話重點，充分溝通。

3-2-4-1 能抓住重點說話。

3-2-4-2 能主動學習充實說話的內容。

3-2-4-3 能報告解決問題的方法。

3-2-4-4 能與人討論問題，提出解決問題的方法。

C-2-4 能把握說話重點，充分溝通。

2-4-9-1 能抓住重點說話。

2-4-9-2 能主動學習充實說話的內容。

2-4-10-3 能報告解決問題的方法。

2-4-10-4 能與人討論問題，提出解決問題的方法。

3-3-1 能充分表達意見。

3-3-1-1 能和他人交換意見，口述見聞，或當眾作簡要

演說。

3-3-2 能合適的表現語言。

3-3-2-1 能具體詳細的講述一件事情。

3-3-2-2 能簡要作讀書報告。

3-3-3 能表現良好的言談。

3-3-3-1 能正確、流利且帶有感情的與人交談。

3-3-3-2 能從言論中判斷是非，並合理應對。

3-3-3-3 有條理有系統的說話。

3-3-3-4 能利用電子科技，統整訊息的內容，作詳細報

告。

3-3-3-5 能利用播音器材練習良好的語言表達。

3-3-4 能把握說話重點，充分溝通。

3-3-4-1 能即席演說，提出自己的見解與經驗。

3-3-4-2 能在討論或會議中說出重點，充分溝通。

3-3-4-3 能在辯論中精要的說出有利己方的意見。

4.識字與寫字能力

4-1-1 能認識常用國字700-800字。

4-1-1-1 能認識常用國字700-800字。

4-1-1-2 能利用部首或簡單造字原理，輔助識字。

4-1-1-3 能利用生字造詞。

4-1-1-4 能利用新詞造句。

4. 識字與寫字能力

D-1-1 能認識常用中國文字1,000-1,200字。

1-1-1-1 能認識常用中國文字1,000-1,200字。

1-1-3-2 能利用部首或簡單造字原理，輔助識字。

4-1-2 會使用字辭典，並養成查字辭典的習慣。 D-1-2 會使用字(辭)典，並養成查字(辭)典的習慣。

十一、因應教學實際
需求，故增加「能
利用生字造詞」
及「能利用新詞
造句」此兩項能
力指標。 

十二、分段能力指標
內涵其下層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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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因應九年一貫課程綱要微調實務手冊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4-1-2-1 會利用音序及部首等方法查字辭典，並養成查字

習慣。辭典的

1-2-3-1 會利用音序及部首等方法查字(辭)典，並養成

查字(辭)典的習慣。

D-1-3 能概略認識字體大小、筆劃粗細和書法美觀的關

係。

1-3-2-1 能欣賞教師及同學的字。

1-3-2-2 能概略認識字體大小、筆劃粗細和書寫美觀的

關係。

4-1-3能養成良好的書寫習慣。

4-1-3-1 能養成良好的書寫姿勢，並養成保持整潔的書寫

習慣。

4-1-3-2 能正確的使用和保管寫字工具。

D-1-4 能養成良好的書寫習慣。

1-4-1-1 能養成良好的書寫姿勢(良好的坐姿、正確的執

筆和運筆的方法)，並養成保持整潔的書寫習

慣。

1-4-2-2 能正確的使用和保管寫字工具。

4-1-4 能認識楷書基本筆畫的名稱、筆順，並掌握運筆

，練習用硬筆書寫。原則

4-1-4-1 能掌握基本筆畫的名稱、字形和筆順。

4-1-4-2 能正確認識楷書基本筆畫的書寫原則。

4-1-4-3 能用硬筆寫出合理的筆順、正確的筆畫及形體

結構的國字。

4-1-4-4 能寫出楷書的基本筆畫。

4-1-4-5 能認識楷書基本筆畫的變化。

4-1-4-6 能配合識字教學，用正確工整的硬筆字寫作業、

寫信、日記等。

D-1-5 能認識楷書基本筆畫的名稱、筆順，並掌握運筆原

練習用硬筆書寫。則，

1-5-1-1 能掌握基本筆畫的名稱、筆形和筆順。

1-5-1-2 能正確認識楷書基本筆畫的書寫原則。

1-5-1-3 能用硬筆寫出筆順正確、筆畫清楚的國字。

1-5-1-4 能寫出楷書的基本筆畫。

1-5-2-5 能認識楷書基本筆畫的變化。

1-5-2-6 能配合識字教學，用正確、工整的硬筆字寫作

業和寫信。

4-1-5能激發寫字的興趣。

4-1-5-1 能激發寫字的興趣。

4-1-5-2 能自我要求寫出工整的字。

D-1-6 能激發寫字的興趣。

1-6-10-1 能激發寫字的興趣。

1-6-10-2 能自我要求寫出工整的字。

4-2-1 能認識常用國字1,500-1,800字。

4-2-1-1 能認識常用國字1,500-1,800字。

4-2-1-2 能利用部首或簡單造字原理，輔助識字。

4-2-1-3 能利用生字造詞。

D-2-1 能認識常用中國文字2,200-2,700 字。

2-1-1-1 能認識常用中國文字2,200-2,700字。

2-1-3-2 能利用簡易的六書原則，輔助認字，理解字義

。

一條細目或經整
併後相同者，刪
除細目。(刪除
2-7-10-1、
3-2-3-1) 

十三、由於階段之變
更，故調整或重
複些許能力指標
之階段。 
(D-1-3→4-2-6、
1-3-2-2→
4-2-6-2、1-5-2-6
→4-2-5-5、
2-1-3-2→
4-3-1-2、 
D-2-2→4-3-2、 
2-2-3-1→
4-3-2-1、 
2-2-8-2→
4-3-2-2、D-2-3→
4-3-3、 
2-3-2-1→
4-3-3-1、2-3-2-2
→4-3-3-2、
2-3-2-3→
4-3-3-3、D-2-5→
4-3-4、 
2-5-1-1→
4-3-4-1、2-5-1-2
→4-3-4-2、 
D-2-6→4-3-5、 
2-6-2-1→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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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因應九年一貫課程綱要微調實務手冊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4-2-1-4 能利用新詞造句。

4-2-2 會查字辭典，並能利用字辭典，分辨字義。

4-2-2-1 會查字辭典，並能利用字辭典，分辨字義。

4-2-2-2 會使用數位化字辭典。

D-2-2 會查字辭典，並能利用字辭典，分辨字義。

2-2-3-1 會查字辭典，並能利用字辭典，分辨字義。

2-2-8-2 會使用電子字典。

4-2-3 能概略瞭解筆畫、偏旁變化及結構原理。

4-2-3-1 能流暢寫出美觀的基本筆畫。

4-2-3-2 能應用筆畫、偏旁變化和間架結構原理寫字。

4-2-3-3 能用正確、美觀的硬筆字書寫各科作業。

D-2-3 能概略了解筆畫、偏旁變化及結構原理。

2-3-2-1 能流暢寫出美觀的基本筆畫。

2-3-2-2 能應用筆畫、偏旁變化和間架結構原理寫字。

2-3-2-3 能用正確、美觀的硬筆字書寫各科作業。

4-2-4 能保持良好的書寫習慣，並且運筆熟練。

4-2-4-1 能養成執筆、坐姿適當，以及書寫正確、迅速，

保持整潔與追求美觀的習慣。

D-2-4 能養成執筆合理、坐姿適當，以及書寫正確、迅速、

保持整潔與追求美觀的習慣。

2-4-1-1 能保持良好的書寫習慣(正確的坐姿及執筆方

法 ，並) 且運筆熟練。

4-2-5 能掌握楷書的筆畫、形體結構和書寫方法，並練

硬筆、毛筆寫字。習用

4-2-5-1 能正確掌握筆畫、筆順及形體結構。

4-2-5-2 能掌握楷書偏旁組合時變化的搭配要領。

4-2-5-3 能掌握楷書組合時筆畫的變化。

4-2-5-4 能認識筆勢、間架、形體和墨色。

4-2-5-5 能配合識字教學，用正確工整的硬筆字寫作業、

寫信、日記等。

D-2-5 能掌握楷書的筆畫、偏旁搭配、形體結構和書寫方

並練習用硬筆、毛筆寫字。法，

2-5-1-1 能正確掌握筆畫、筆順、偏旁覆載和結構。

2-5-1-2 能掌握楷書偏旁組合時變化的搭配要領。

2-5-1-3 能掌握楷書組合時筆畫的變化。

2-5-1-4 能認識筆勢、間架、形體和墨色。

D-2-6 能欣賞楷書名家碑帖，並辨識各種書體(篆、隸、

楷、行)的特色。

2-6-2-1 能欣賞楷書名家(歐、顏、柳、褚等)碑帖。

2-6-6-2 能辨識各種書體(篆、隸、楷、行)的特色。

2-6-2-3 能概略欣賞行書的字形結構。

2-6-6-4 能知道古代書法名家相關的故事。

4-2-6 能概略認識字體大小、筆畫粗細和書法美觀的關

係。

4-2-6-1 能欣賞優美的書法。

4-3-5-1、2-6-6-2
→4-3-5-2、
2-6-2-3→
4-3-5-3、2-6-6-4
→4-3-5-4) 

十四、因應教學實際
需求及教材完整
性或廣泛性考
量，增加
4-2-6-1、
4-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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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因應九年一貫課程綱要微調實務手冊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4-2-6-2 能概略認識字體大小、筆畫粗細和書寫美觀的

關係。

4-2-7 能激發寫字的興趣。 D-2-7 能激發自我寫字的興趣。

2-7-10-1 能激發自我寫字的興趣。

4-3-1 能認識常用國字2,200-2,700 字。

4-3-1-1 能認識常用國字2,200-2,700 字。

4-3-1-2 能利用簡易的六書原則，輔助認字，理解字義。

4-3-1-3 能利用生字造詞。

4-3-1-4 能利用新詞造句。

4-3-2 會查字辭典，並能利用字辭典，分辨字義。

4-3-2-1 會查字辭典，並能利用字辭典，分辨字義。

4-3-2-2 會使用數位化字辭典。

4-3-3 能概略瞭解筆畫、偏旁變化及結構原理。

4-3-3-1 能流暢寫出美觀的基本筆畫。

4-3-3-2 能應用筆畫、偏旁變化和間架結構原理寫字。

4-3-3-3 能用正確、美觀的硬筆字書寫各科作業。

4-3-4 能掌握楷書的筆畫、形體結構和書寫方法，並練

習用硬筆、毛筆寫字。

4-3-4-1 能掌握楷書偏旁組合時變化的搭配要領。

4-3-4-2 能掌握楷書組合時筆畫的變化。

4-3-5 能欣賞楷書名家碑帖，並辨識各種書體(篆、隸、

楷、行)的特色。

4-3-5-1 能欣賞楷書名家(歐、顏、柳、褚等)碑帖。

4-3-5-2 能辨識各種書體(篆、隸、楷、行)的特色。

4-3-5-3 能概略欣賞行書的字形結構。

4-3-5-4 能知道古今書法名家相關的故事。

4-3-5-5 能就近欣賞名勝古蹟的書法之美。

5.閱讀能力

5-1-1 能熟習常用生字語詞的形音義。

5.閱讀能力

E-1-1 能熟習常用生字語詞的形音義。

十五、分段能力指標
內涵其下層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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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1-1-1-1 能熟習常用生字語詞的形音義。

5-1-2 能讀懂課文內容，瞭解文章的大意。

5-1-2-1 能讀懂課文內容，瞭解文章的大意。

5-1-2-2 能分辨基本的文體。

5-1-2-3能概略瞭解課文的內容與大意。

E-1-2 能讀懂課文內容，了解文章的大意。

1-2-1-1 能讀懂課文內容，了解文章的大意。

1-2-2-2 能分辨基本的文體。

1-2-6-3 能從閱讀過程中，了解中國語文的優美。

1-2-6-4 能從閱讀過程中，了解不同文化的特色。

1-2-9-5 能提綱挈領，概略了解課文的內容與大意。

5-1-3 能培養良好的閱讀興趣、態度和習慣。

5-1-3-1 能培養閱讀的興趣，並培養良好的習慣和態度。

E-1-3 能培養良好的閱讀興趣、態度和習慣。

1-3-1-1 能培養閱讀的興趣，並培養良好的習慣和態度。

1-3-5-2 能在閱讀過程中，領會作者的想法，進而體會

尊重別人的重要。

1-3-7-3 能安排自己的讀書計畫。

5-1-4 能喜愛閱讀課外讀物，擴展閱讀視野。

5-1-4-1 能喜愛閱讀課外(注音)讀物，擴展閱讀視野。

5-1-4-2 能和別人分享閱讀的心得。

E-1-4 能喜愛閱讀課外讀物，主動擴展閱讀視野。

1-4-1-1 能喜愛閱讀課外（注音）讀物，進而主動擴展

閱讀視野。

1-4-2-2 能和別人分享閱讀的心得。

5-1-5 能瞭解並使用圖書室(館)的設施和圖書，激發閱讀

。興趣

5-1-5-1 能瞭解圖書室的設施、使用途徑和功能，並能充

，以激發閱讀興趣。分利用

E-1-5 能了解並使用圖書室(館)的設施和圖書，激發閱讀

。興趣

1-5-2-1 能了解圖書室的設施、使用途徑和功能，並能

充分利用，以激發閱讀興趣。

5-1-6 認識並學會使用字典、(兒童)百科全書等工具書，

助閱讀。以輔

E-1-6 認識並學會使用字典、百科全書等工具書，以輔助

。閱讀

1-6-8-1 認識並學會使用字典、百科全書等工具書，以

輔助閱讀。

5-1-7 能掌握基本的閱讀技巧。

5-1-7-1 能流暢朗讀出文章表達的情感。

5-1-7-2 能理解在閱讀過程中所觀察到的訊息。

5-1-7-3 能從閱讀的材料中，培養分析歸納的能力。

E-1-7 能掌握閱讀的基本技巧。

1-7-2-1 能流暢朗讀出文章表達的情感。

1-7-5-2 能理解在閱讀過程中所觀察到的訊息。

1-7-7-3 能從閱讀的材料中，培養分析歸納的能力。

1-7-9-4 能掌握基本閱讀的技巧。

一條細目或經整
併後相同者，刪
除細目。(刪除
1-1-1-1、
1-6-8-1、
2-1-7-2、
3-1-1-1) 

十六、由於階段之變
更，故調整或重
複些許能力指標
之階段。 
(E-1-4→5-2-11、
1-4-2-2→
5-2-11-1、1-4-1-1
→5-2-11-2、 
E-1-3→5-2-12、 
1-3-5-2→
5-2-12-1、1-3-7-3
→5-2-12-2、
1-2-1-1→
5-2-13、1-2-6-3→
5-2-13-1、1-2-6-4
→5-2-13-1、E-1-7
→5-2-14、1-7-2-1
→5-2-14-1、
1-7-5-2→
5-2-14-2、1-7-7-3
→5-2-14-3、
1-7-10-5→
5-2-14-4、E-2-1→
5-3-1、 
2-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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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1-7-10-5 學會用自己提問，自己回答的方法，幫助自

己理解文章的內容。

5-2-1 能掌握文章要點，並熟習字詞句型。 E-2-1 能掌握文章要點，並熟習字詞句型。

2-1-1-1 熟習活用生字語詞的形音義，並能分辨語體文

及文言文中詞語的差別。

2-1-7-2 能掌握要點，並熟習字詞句型。

5-2-2 能調整讀書方法，提升閱讀的速度和效能。 E-2-2 能調整讀書方法，提昇閱讀的速度和效能。

2-2-1-1 能養成主動閱讀課外讀物的習慣。

2-2-1-2 能調整讀書方法，提昇閱讀的速度和效能。

5-2-3 能認識文章的各種表述方式。

5-2-3-1 能認識文章的各種表述方式(如：敘述、描寫、

抒情、說明、議論等)。
5-2-3-2能瞭解文章的主旨、取材及結構。

E-2-3 能認識基本文體的特色及寫作方式。

2-3-2-1 能了解文章的主旨及取材結構。

2-3-2-2 能概略理解文法及修辭的技巧。

2-3-2-3 能認識基本文體的特色。

5-2-4 能閱讀不同表述方式的文章，擴充閱讀範圍。

5-2-4-1 能閱讀各種不同表述方式的文章。

5-2-4-2 能讀出文句的抑揚頓挫與文章情感。

E-2-4 能掌握不同文體閱讀的方法，擴充閱讀範圍。

2-4-2-1 能掌握不同文體閱讀的方法。

2-4-2-2 能讀出文章的抑揚頓挫與文章感情。

2-4-6-3 能主動閱讀古今中外及臺灣文學作品。

2-4-7-4 能將閱讀材料與實際生活情境相聯結。

5-2-5 能利用不同的閱讀方法，增進閱讀的能力。 E-2-5 能利用不同的閱讀策略，增進閱讀的能力。

2-5-3-1 能利用不同的閱讀策略，增進閱讀的能力。

2-5-7-2 能應用組織結構的知識(如：順序、因果、對比

關係 閱) 讀。

2-5-9-3 能用心精讀，記取細節，深究內容，開展思路。

5-2-6 能熟練利用工具書，養成自我解決問題的能力。

5-2-6-1 能利用圖書館檢索資料，增進自學的能力。

E-2-6 能熟練利用工具書，養成自我解決問題的能力。

2-6-3-1 能利用圖書館檢索資料，增進自學的能力。

2-6-3-2 能熟練利用工具書，養成自我解決問題的能

力。

5-3-1-1、E-2-2→
5-3-2、 
2-2-1-1→
5-3-2-1、2-2-1-2
→5-3-2-2、E-2-3
→5-3-3、 
2-3-2-1→
5-3-3-1、2-3-2-2
→5-3-3-3、E-2-4
→5-3-4、 
2-4-7-4→
5-3-4-4、E-2-5→
5-3-5、 
2-5-3-1→
5-3-5-1、2-5-7-2
→5-3-5-2、
2-5-9-3→
5-3-5-3、E-2-6→
5-3-6、 
2-6-3-1→
5-3-6-1、2-6-3-2
→5-3-6-2、
2-6-3-3→
5-3-6-3、E-2-7→
5-3-7、 
2-7-4-2→
5-3-7-1、E-2-8→
5-3-8、 
2-8-5-1→
5-3-8-1、2-8-5-2
→5-3-8-2、
2-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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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2-6-3-3 學習資料剪輯、摘要和整理的能力。

5-2-7 能配合語言情境閱讀，並瞭解不同語言情境中字

正確使用。詞的

5-2-7-1 能概略讀懂不同語言情境中句子的意思，並能依

境選用不同字詞和句子。語言情

E-2-7 能配合語言情境閱讀，並了解不同語言情境中字詞

確使用。的正

2-7-4-1 能概略讀懂不同語言情境中句子的意思，並能

依語言情境選用不同字詞和句子。

2-7-4-2 能配合語言情境，欣賞不同語言情境中詞句與

語態在溝通和表達的效果。

5-2-8 能共同討論閱讀的內容，並分享心得。

5-2-8-1 能討論閱讀的內容，分享閱讀的心得。

5-2-8-2 能理解作品中對周遭人、事、物的尊重與關懷。

5-2-8-3 能在閱讀過程中，培養參與團體的精神，增進人

。際互動

E-2-8 能共同討論閱讀的內容，並分享心得。

2-8-5-1 能討論閱讀的內容，分享閱讀的心得。

2-8-5-2 能理解作品中對週遭人、事、物的尊重關懷。

2-8-5-3 能在閱讀過程中，培養參與團體的精神，增進

人際互動。

2-8-9-4 能主動記下個人感想及心得，並對作品內容摘

要整理。

5-2-9 能結合電腦科技，提高語文與資訊互動學習和應

力。用能

5-2-9-1 能利用電腦和其他科技產品，提升語文認知和應

。用能力

E-2-9 能結合電腦科技，提高語文與資訊互動學習和應用

。能力

2-9-8-1 能利用電腦和其他科技產品，提昇語文認知和

應用能力。

5-2-10 能思考並體會文章中解決問題的過程。 E-2-10 能思考並體會文章中解決問題的過程。

2-10-10-1 能思考並體會文章中解決問題的過程。

2-10-10-2 能夠思考和批判文章的內容。

5-2-11 能喜愛閱讀課外讀物，主動擴展閱讀視野。

5-2-11-1 能和別人分享閱讀的心得。

5-2-11-2 能喜愛閱讀課外讀物，進而主動擴展閱讀視野。

5-2-12 能培養良好的閱讀興趣、態度和習慣。

5-2-12-1 能在閱讀中領會並尊重作者的想法。

5-2-12-2 能與父母或師友共同安排讀書計畫。

5-2-13 能讀懂課文內容，瞭解文章的大意。

5-2-13-1 能從閱讀中認識國語文的優美。

5-3-8-3、2-8-9-4
→5-3-8-4、E-2-9
→5-3-9、 
2-9-8-1→
5-3-9-1、E-2-10→
5-3-10、2-10-10-1
→5-3-10-1、
2-10-10-2→
5-3-10-2) 

- 18 -



��

臺北市因應九年一貫課程綱要微調實務手冊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5-2-13-2 能從閱讀中認識不同文化的特色。

5-2-14 能掌握基本的閱讀技巧。

5-2-14-1 能流暢朗讀出文章表達的情感。

5-2-14-2 能理解在閱讀過程中所觀察到的訊息。

5-2-14-3 能從閱讀的材料中，培養分析歸納的能力。

5-2-14-4 學會自己提問，自己回答的方法，幫助自己理

解文章的內容。

5-2-14-5 能說出文章的寫作技巧或特色。

5-3-1 能掌握文章要點，並熟習字詞句型。

5-3-1-1 熟習活用生字語詞的形音義，並能分辨語體文

及文言文中詞語的差別。

5-3-2 能調整讀書方法，提升閱讀的速度和效能。

5-3-2-1 能養成主動閱讀課外讀物的習慣。

5-3-2-2 能調整讀書方法，提升閱讀的速度和效能。

5-3-3 能認識文章的各種表述方式。

5-3-3-1 能瞭解文章的主旨、取材及結構。

5-3-3-2 能認識文章的各種表述方式(如：敘述、描寫、

抒情、說明、議論等)。
5-3-3-3 能理解簡易的文法及修辭。

5-3-4 能認識不同的文類及題材的作品，擴充閱讀範圍。

5-3-4-1 能認識不同的文類(如：詩歌、散文、小說、戲

劇等)。
5-3-4-2 能主動閱讀不同文類的文學作品。

5-3-4-3 能主動閱讀不同題材的文學作品。

5-3-4-4 能將閱讀材料與實際生活經驗相結合。

5-3-5 能運用不同的閱讀策略，增進閱讀的能力。

5-3-5-1 能運用不同的閱讀策略，增進閱讀的能力。

5-3-5-2 能運用組織結構的知識(如：順序、因果、對比

關係)閱讀。

十七、由於一篇文章
不一定能單純界
定為某種文體，
可能同時有許多
的文體夾雜一
起，且為避免文
體與文類混用，
故將文體更改成
文章表述方式，
另特別將文類相
關能力指標區分
出來。(5-3-3 及
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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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5-3-5-3 能用心精讀，記取細節，深究內容，開展思路。

5-3-6 能熟練利用工具書，養成自我解決問題的能力。

5-3-6-1 能利用圖書館檢索資料，增進自學的能力。

5-3-6-2 能熟練利用工具書，養成自我解決問題的能力。

5-3-6-3 學習資料剪輯、摘要和整理的能力。

5-3-7 能配合語言情境閱讀，並瞭解不同語言情境中字

詞的正確使用。

5-3-7-1 能配合語言情境，欣賞不同語言情境中詞句與

語態在溝通和表達上的效果。

5-3-8 能共同討論閱讀的內容，並分享心得。

5-3-8-1 能討論閱讀的內容，分享閱讀的心得。

5-3-8-2 能理解作品中對周遭人、事、物的尊重與關懷。

5-3-8-3 能在閱讀過程中，培養參與團體的精神，增進

人際互動。

5-3-8-4 能主動記下個人感想及心得，並對作品內容摘

要整理。

5-3-9 能結合電腦科技，提高語文與資訊互動學習和應

用能力。

5-3-9-1 能利用電腦和其他科技產品，提升語文認知和

應用能力。

5-3-10 能思考並體會文章中解決問題的過程。

5-3-10-1 能思考並體會文章中解決問題的過程。

5-3-10-2 能夠思考和批判文章的內容。

6.寫作能力

6-1-1 能經由觀摩、分享與欣賞，培養良好的寫作態度

趣。與興

6-1-1-1 能學習觀察簡單的圖畫和事物，並練習寫成一段

文字。

6-1-1-2 能在口述作文和筆述作文中，培養豐富的想像

6.寫作能力

F-1-1 能經由觀摩、分享與欣賞，培養良好的寫作態度與

。興趣

1-1-1-1 能學習觀察簡單的圖畫和事物，並練習寫成一

段文字。

1-1-2-2 能在口述作文和筆述作文中，培養豐富的想像

十八、由於階段之變
更，故調整或重
複些許能力指標
之階段。 
(F-1-1→6-2-1、 
1-1-2-2→
6-2-1-1、1-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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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力。

6-1-1-3 能相互觀摩作品。

6-1-1-4 能經由作品欣賞、朗讀、美讀等方式，培養寫作

。的興趣

力。

1-1-4-3 能相互觀摩作品，分享寫作的樂趣。

1-1-9-4 能經由作品欣賞、朗讀、美讀等方式，培養寫

作的興趣。

6-1-2 能擴充詞彙，正確的遣詞造句，並練習常用的基

型。本句

6-1-2-1 能運用學過的字詞，造出通順的短語或句子。

6-1-2-2 能仿寫簡單句型。

F-1-2 能擴充詞彙，正確的遣辭造句，並練習常用的基本

。句型

1-2-1-1 能運用學過的字詞，造出通順的句子。

1-2-1-2 能仿寫簡單句型。

6-1-3 能運用各種簡單的方式練習提早寫作。

6-1-3-1能練習寫作簡短的文章。

6-1-3-2能配合日常生活，練習寫簡單的應用文(如：賀

條、書信及日記等卡、便 )。
6-1-3-3能認識並欣賞童詩。

F-1-3 能認識各種文體的寫作要點，並練習寫作。

1-3-3-1 能認識並欣賞童詩。

1-3-4-2 能認識並練習寫作簡單的記敘文和說明文。

1-3-4-3 能配合日常生活，練習寫簡單的應用文。如：

賀卡、便條、書信及日記等。

6-1-4 能練習運用各種表達方式習寫作文。

6-1-4-1 能利用卡片寫作，傳達對他人的關心。

F-1-4 能練習運用各種表達方式習寫作文。

1-4-5-1 能利用卡片寫作，傳達對他人的關心。

1-4-6-2 能寫出自己身邊或與鄉土有關的人、事、物。

1-4-10-3 能應用文字來表達自己對日常生活的想法。

6-1-5 能概略分辨出作品中文句的錯誤。

6-1-5-1 能指出作品中有明顯錯誤的句子。

F-1-5 能概略分辨出作品中文句的錯誤。

1-5-1-1 能指出作品中有明顯錯誤的句子。

F-1-6 能概略知道寫作的步驟(從收集材料到審題、立意、

選材及安排段落、組織成篇)，逐步豐富作品的內容。

1-6- 知道寫作的步驟。3-1 能概略

1-6-7-2 能練習利用不同的途徑和方式，收集各類寫作

的材料。

6-1-6能認識並練習使用常用的標點符號。 F-1-7 能認識並練習使用標點符號。

。1-7-1-1 能認識並練習使用標點符號

F-1-8 能分辨並欣賞作品中的修辭技巧。

。1-8-2-1 能分辨並欣賞文章中的修辭技巧

→6-2-1-2、
1-1-9-4→
6-2-1-3、F-1-3→
6-2-2、 
1-3-4-2→
6-2-2-1、1-3-4-3
→6-2-2-2、
1-4-5-1→
6-2-3-1、1-4-6-2
→6-2-3-2、
1-4-10-3→
6-2-3-3、F-1-6→
6-2-4、 
1-6-3-1→
6-2-4-1、1-6-7-2
→6-2-4-2、
2-6-7-1→
6-2-4-3、F-2-5→
6-2-8、 
2-5-1-1→
6-2-8-1、F-2-7→
6-2-9、 
2-7-1-1→
6-2-9-1、F-2-10→
6-2-10、2-10-2-1
→6-2-10-1、F-2-2
→6-3-1、 
2-2-1-2→
6-3-1-1、F-1-6→
6-3-2-1、1-6-3-1
→6-3-2、1-6-7-2
→6-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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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與興趣。

6-2-1 1 能在口述- 作文和筆述作文中，培養豐富的想像
力。

6-2-1-2 能相互觀摩作品。

6-2-1-3 能經由作品欣賞、朗讀、美讀等方式，培養寫

作的興趣。

6-2-2 能運用各種簡單的方式練習寫作。

6-2-2-1 能練習寫作簡短的文章。

6-2-2-2 能配合日常生活，練習寫簡單的應用文(如：賀

卡、便條、書信及日記等 。)
6-2-3 能練習運用卡片或短文等方式習寫作文。

6-2-3-1 能利用卡片寫作，傳達對他人的關心。

6-2-3-2 能以短文寫出自己身邊的人、事、物。

6-2-3-3 能以短文表達自己對日常生活的想法。

6-2-4 能概略知道寫作的步驟，逐步豐富內容，進行寫

作。

6-2-4-1 能概略知道寫作的步驟，如：從蒐集材料到審
題、立意、選材及安排段落、組織成篇。

6-2-4-2 能練習利用不同的途徑和方式，蒐集各類寫作
的材料。

6-2-4-3 練習利用不同的途徑和方式，蒐集各類可供寫
作的材料，並練習選擇材料，進行寫作。

2-6-10-3→

6-3-2-3、F-2-1→
6-3-3、 
2-1-1-1→
6-3-3-1) 

6-2-5能培養觀察與思考的寫作習慣。

6-2-5-1 能養成觀察周圍事物，並寫下重點的習慣。

F-2-1 能培養觀察與思考的寫作習慣。

2-1-1-1 能養成觀察周圍事物，並寫下重點的習慣。

6-2-6能正確流暢的遣詞造句、安排段落、組織成篇。

6-2-6-1 能掌握詞語的相關知識，寫出語意完整的句子。

F-2-2 能正確流暢的遣辭造句、安排段落、組織成篇。

2-2-1-1 能掌握詞語的相關知識，寫出語意完整的句子。

2-2-1-2 能應用各種句型，安排段落、組織成篇。

6-2-7能認識並練習不同表述方式的寫作。 F 2-3 能認識各種文體，並練習不同類型的寫作。-

6-2-1 能經由觀摩、分享與欣賞，培養良好的寫作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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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6-2-7-2 能學習敘述、描寫、說明、議論、抒情等表達

技巧，練習寫作。

6-2-7-3 能寫作慰問書信、簡單的道歉啟事，表達對他

人的關懷和誠意。

6-2-7-4 能配合閱讀教學，練習撰寫摘要、札記及讀書

卡片等。

2-3-4-2 能掌握記敘文、說明文和議論文的特性，練習

學校活動，練習寫作應用文 如：通知、

寫作。

2-3-4-3 能配合 (
公告、讀書心得、參觀報告、會議記錄、生活

公約、短篇演講稿等)。

6-2-8 能具備自己修改作文的能力，並主動和他人交換
寫作心得。

6-2-8-1 能從內容、詞句、標點方面，修改自己的作品。

6-2-9 能瞭解標點符號的功能，並在寫作時恰當的使用。

6-2-9-1 能瞭解標點符號的功能，並能恰當的使用。

6-2-10 能發揮想像力，嘗試創作，並欣賞自己的作品。

6-2-10-1 能在寫作中，發揮豐富的想像力。

6-3-1 能正確流暢的遣詞造句、安排段落、組織成篇。

6-3-1-1 能應用各種句型，安排段落、組織成篇。

6-3-2 能知道寫作的步驟，逐步豐富內容，進行寫作。

6-3-2-1 能知道寫作的步驟，如：從蒐集材料到審題、
立意、選材及安排段落、組織成篇。

6-3-2-2 能練習利用不同的途徑和方式，蒐集各類寫作
的材料。

6-3-2-3 練習從審題、立意、選材、安排段落及組織等
步驟，習寫作文。

6-3-3 能培養觀察與思考的寫作習慣。

6-3-3-1 能養成觀察周圍事物，並寫下重點的習慣。

6-3-4 能練習不同表述方式的寫作。

6-3-4-1 能學習敘述、描寫、說明、議

F-2
論、抒情等表述

方式，練習寫作。

6-3-4-2 能配合學校活動， (練習寫作應用文 如：通知、

-4 能應用各種表達方式練習寫作。

6-2-7-1 能蒐集自己喜好的優良作品，並加以分類。 2-3-3-1 能收集自己喜好的作品，並加以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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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約、短篇演講稿等)。
6-3-4-3能應用改寫、續寫、擴寫、縮寫等方式寫作。

6-3-4-4能配合閱讀教學，練習撰寫摘要、札記及讀書卡
片等。

2-4-3-1 能應用改寫、續寫、擴寫、縮寫等方式寫作。

2-4-4-2 能配合閱讀教學，練習撰寫摘要、札記及讀書
卡片等。

2-4-5-3 能寫作慰問書信、簡單的道歉啟事，表達對他

人的關懷和誠意。

能寫遊記，記錄旅遊2-4-6-4 的所見所聞，增進認識各
地風土民情的情趣。

6-3-5 能具備自己修改作文的能力，並主動和他人交換

-3

寫作心得。

6 -5-1能經由共同討論作品的優缺點，以及刊物編輯等

F-2-5 ，並主動和他人交換寫

、詞句、標點方面，修改自己的作品。

能具備自己修改作文的能力

作心得。

2-5-1-1 能從內容

2-5-9-2 能經由共同討論作品的優缺點，以及刊物編輯
等方式，主動交換寫作的經驗。方式，主動交換寫作的經驗。

F-2-6 能依 安排段落、組收集材料到審題、立意、選材、

織成篇的寫作步驟進行寫作。

2-6-7-1 練習利用不同的途徑和方式，收集各類可供寫
作的材料，並練習選擇材料，進行寫作。

2-6-10-2 練習從審題、立意、選材、安排段落及組織
等步驟，習寫作文。

F-2-7 能了 並在寫作時恰當的使用。解標點符號的功能，

2-7-1-1 能了解標點符號的功能，並能恰當的使用。

6-3-6能把握修辭的特性，並加以練習及運用。

6-3-6-1 能理解簡單的修辭技巧，並練習應用在實際寫

F-

作。

2-8 能把握修辭的特性，並加以練習及運用。

2-8-2-1 能理解簡單的修辭技巧，並練習應用在實際寫
作。

6-3-7能練習使用電腦編輯作品，分享寫作經驗和樂趣。

6-3-7-1 能利用電腦編輯班刊或自己的作品集。

6-3-7-2 能透過網路，與他人分享寫作經驗和樂趣。

F-2-9 能練習使用電腦編輯作品，分享寫作經驗和樂趣。

2-9-8-1 能利用電腦編輯班刊或自己的作品集。

2-9-8-2 能透過網路，與他人分享寫作經驗和樂趣。

公告、讀書心得、參觀報告、會議紀錄、生活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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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6-3-8-1 能在寫作中，發揮豐富的想像力。

6-3-8-2 能嘗試創作 如( ：童詩、童話等 ，並) 欣賞自己的

作品。

2-10-2-1 能在寫作中，發揮豐富的想像力。

2-10-3-2 能嘗試創作 如童詩、童話等 ，並欣( ) 賞自己的

作品。

6-3-8能發揮想像力，嘗試創作，並欣賞自己的作品。 F-2-10 能發揮想像力，嘗試創作，並欣賞自己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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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英語

26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四、分段能力指標

(一) 語言能力

1. 聽(Listening)  

能力指標

（99修訂版）
教育部

指標代碼
重點意涵

L2-5 能聽懂簡
易的生活對話。

1-1-9

1. 能聽懂簡易生活對

話中的關鍵字詞

（key words）和句
子。

2. 能聽懂中年段生活

用語及句型所描述

之簡易生活對話。

（臺北市國小中年

段生活用語，請參

照附錄 2）。

L2-6 能聽懂簡
易歌謠和韻文。

1-1-10

1. 能聽懂所學簡易歌

謠韻文中的關鍵字

詞和句子。

2. 能聽懂所學簡易歌

謠韻文中的主要內

容。

L2-7 能聽懂簡 1-1-11  1. 能透過圖畫、布偶

四、分段能力指標

(一) 語言能力

1. 聽(Listening)  

能力指標

（96修訂版）
教育部

指標代碼
重點意涵

L2-5 能聽懂簡
易的日常生活對

話。

1-1-9

1. 能聽懂日常生活對

話中的關鍵字詞

（key words）和句
子。

2. 能聽懂對話的主要

內容。

L-2-6 能聽懂簡
易歌謠和韻文。

1-1-10

1. 能聽懂所學簡易歌

謠韻文中的關鍵字

詞和句子。

2. 能聽懂所學簡易歌

謠韻文中的主要內

容。

L-2-7 能聽懂簡
易兒童故事。

1-1-11  

1. 能透過圖畫、布偶

等視覺輔助，聽懂

簡易兒童故事的關

鍵字詞和句子。

2. 能透過圖畫、布偶

1. 「修正規定」為
99 年修訂，「現
行規定」為 96
年公告版。

2. 「L2-5」能力指
標，此次修訂將

「日常」兩字刪

除，重點意涵內

容也一併修訂。

3. 「L-2-6」能力指
標 修 訂 為

「L2-6」。

4. 「L-2-7」能力指
標 修 訂 為

「L2-7」。

- 26 -



��

臺北市因應九年一貫課程綱要微調實務手冊

易兒童故事。 等視覺輔助，聽懂

簡易兒童故事的關

鍵字詞和句子。

2. 能透過圖畫、布偶

等視覺輔助，聽懂

簡易兒童故事的主

要內容。

L3-4 能聽懂日常
生活對話。

1-1-9

1. 能聽懂日常生活對

話中的關鍵字詞

（key words）和句
子。

2. 能聽懂高年段生活

用語及句型所描

述之日常生活對

話。（臺北市國小高

年段生活用語，請

參照附錄 2）。

L3-5 能聽懂簡
易故事、兒童短

劇。

1-2-3
1-1-11 

1. 能聽懂所學簡易故

事中的關鍵字詞和

句子。

2. 能聽辨故事中的主

要人物及場合。

3. 能聽懂所學簡易故

事中的主題。

4. 能透過各種媒體的

輔助，聽懂簡易兒

等視覺輔助，聽懂

簡易兒童故事的主

要內容。

L3-4 能聽懂簡
易故事。

1-2-3

1. 能聽懂所學簡易故

事中的關鍵字詞和

句子。

2. 能聽出故事中的主

要人物及場合。

3. 能聽懂所學簡易故

事中的主要內容。

L3-5 能聽懂簡
易的兒童短劇。

1-1-11 

1. 能透過各種媒體的

輔助，聽懂簡易兒

童短劇的關鍵字詞

和句子。

2. 能透過各種媒體的

輔助，聽懂簡易兒

童短劇的主要內

容。

5. 新增「L3-4」能
力指標，使中、

高年段均有相對

應的「生活對話」

能力指標。

6. 將原「L3-4」與
「L3-5」能力指
標及重點意涵合

併，修訂後為

「L3-5」能聽懂
簡易故事、兒童

短劇。教育部對

應的指摽修訂後

增加「1-2-3」。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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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短劇的關鍵字詞

和句子。

5. 能透過各種媒體的

輔助，聽辨簡易兒

童短劇中的主要人

物。

6. 能透過各種媒體的

輔助，聽懂簡易兒

童短劇的主題。

1. 讀 (Reading) 
能力指標

（99修訂版）
教育部

指標代碼
重點意涵

R1-1 能辨識印刷
體大小寫字母。

3-1-1

1. 能正確辨識印刷體

大寫字母。

2. 能正確辨識印刷體

小寫字母。

3. 能正確辨識認大小

寫字母的對應。

4. 能正確辨識大小寫

字母的順序。

R2-2能讀懂中年
段生活用語。

3-1-6

1. 能讀懂課堂中所學

生活用語的語意。

2. 能讀懂中年段所需

的45個生活用語
（臺北市國小中年

段生活用語，請參

2. 讀 (Reading) 
能力指標

（96修訂版）
教育部

指標代碼
重點意涵

R1-1 能辨認印刷
體大小寫字母。

3-1-1

1. 能正確辨認印刷體

大寫字母。

2. 能正確辨認印刷體

小寫字母。

3. 能正確辨認大小寫

字母的對應。

4. 能正確辨認大小寫

字母的順序。

R2-2 能看懂簡
易的英文標示。

3-1-4

1. 能從英文標示中辨

認出已學過的字

詞。

2. 能辨認校園內簡易

的雙語標示（請各

校自行參考校內英

7. 「R1-1」能力指
標與重點意涵，

統一將「辨認」

修訂為「辨識」。

8. 將原「R2-2」能
力指標刪除，其

能力指標及重點

意涵併入修訂後

之「R3-2」能力
指標。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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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附錄 2）。

R2-3能辨識英文
書寫的基本格

式。

3-1-7

1. 能瞭解英文的字詞

間需要有空格。

2. 能瞭解英文句首的

字母要大寫。

3. 能瞭解英文的書寫

格式是由左到右、

由上到下。

4. 能瞭解英文句子的

句尾要加適當的標

點符號（如：句號、

問號等）。

5. 能瞭解英文專有名

詞(如：人名、地名
與節慶等)字首必
須大寫。

R2-4能讀懂中年
段所習得的句

子。

3-1-6

1. 能辨認課堂中所學

的句子及其語意。

2. 能瞭解中年段所學

句子的意義。

R2-5 能讀懂簡

易的生活對話。
無

1. 能讀懂日常生活對

話中的關鍵字詞和

句子。

2. 能讀懂對話的主要

內容。

R2-6能讀懂簡易 3-1-5 1. 能讀懂所學簡易歌

語情境佈置）。

3. 能了解簡易英文標

示的意義。

R2-3能讀懂中年
段生活用語。

3-1-6

1. 能讀懂課堂中所學

生活用語的語意。

2. 能讀懂中年段所需

的40個生活用語
（臺北市國小中年

段生活用語，請參

照附錄 2）。

R2-4 能辨識英
文書寫的基本格

式。

3-1-7

1. 能了解英文的字詞

間需要有空格。

2. 能了解英文句首的

字母要大寫。

3. 能了解英文的書寫

格式是由左到右、

由上到下。

4. 能了解英文句子的

句尾要加適當的標

點符號（如：句號、

問號等）。

5. 能了解英文專有名

詞(如：人名、地名
與節慶等)字首必
須大寫。

R2-5能讀懂中年 3-1-6 1. 能辨認課堂中所學

9. 原「 R2-3」、
「 R2-4 」 、

「 R2-5 」 、

「R2-6」、「R2-7」
及「R2-8」能力
指標依序調整為

「 R2-2 」 、

「 R2-3 」 、

「 R2-4 」 、

「 R2-5 」 、

「R2-6」、「R2-7」
能力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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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歌謠、韻文。 謠韻文中的關鍵字

詞和句子。

2. 能讀懂所學簡易歌

謠韻文中的主要內

容。

R2-7能讀懂簡
易兒童故事。

3-1-9

1. 能透過圖畫等視覺

輔助，聽讀簡易兒

童故事的關鍵字詞

和句子。

2. 能透過圖畫等視覺

輔助，聽讀簡易兒

童故事的主要內

容。

R3-2 能看懂簡易
的英文標示與圖

表。

3-2-3
3-1-4

1. 能從英文標示中辨

認出已學過的字詞

（標示如STOP, 
NO SMOKING, 
NO FOOD OR 
DRINKS, NO 
EATING., 
MEN,WOMEN（廁
所）, NO 
LITTERING等）。

2. 能辨認校園內簡易

的雙語標示(請各
校自行參考校內英

段所習得的句

子。

的句子及其語意。

2. 能了解中年段所學

句子的意義。

R2-6 能讀懂簡

易的生活對話。
無

1. 能讀懂日常生活對

話中的關鍵字詞和

句子。

2. 能讀懂對話的主要

內容。

R2-7能讀懂簡易
的歌謠、韻文。

3-1-5

1. 能讀懂所學簡易歌

謠韻文中的關鍵字

詞和句子。

2. 能讀懂所學簡易歌

謠韻文中的主要內

容。

R2-8 能讀懂簡
易兒童故事。

3-1-9

1. 能透過圖畫等視覺

輔助，聽讀簡易兒

童故事的關鍵字詞

和句子。

2. 能透過圖畫等視覺

輔助，聽讀簡易兒

童故事的主要內

容。

R3-2 能看懂簡易
的英文圖表。

3-2-3

1. 能從簡易圖表中辨

識已學過的字詞。

2. 能了解簡易圖表所

呈現的訊息（如：

10.原「R2-2」能力
指標與重點意涵

併入「R3-2」能
力指標，修訂後

為「R3-2」能看
懂簡易的英文標

示與圖表。教育

部對應的指摽修

訂 後 增 加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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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情境布置)。
3. 能瞭解簡易英文標

示的意義。

4. 能從簡易圖表中辨

識已學過的字詞。

5. 能瞭解簡易圖表

（如：時刻表、價

目表等)所呈現的
訊息。

R3-5 能讀懂日常
生活對話。

3-2-7

1. 能讀懂所學日常生

活對話中的關鍵字

詞和句子。（臺北市

國小高年段生活用

語，請參照附錄

2）。
2. 能辨識對話中的主

要人物及場合。

3. 能讀懂所學日常生

活對話的主要內

容。

R3-6 能讀懂簡易
短文、故事。

3-2-7

1. 能讀懂所學簡易短
文、故事中的關鍵

字詞和句子。

2. 能辨識故事中的主
要人物及場合。

3. 能讀懂所學簡易短

時刻表、價目表

等)。

R3-5 能讀懂簡
易 對 話 、 短

文、故事。

3-2-7

7. 能讀懂所學簡易對

話、短文、故事中

的關鍵字詞和句

子。

7. 能指出對話、故事

中的主要人物及場

合。

7. 能讀懂所學簡易對

話、短文、故事中

的主要內容。

11.將原「R3-5」能
力指標細分出

「對話」與「短

文、故事」兩個

能力指標，修訂

後為「R3-5」能
讀懂日常生活對

話及「R3-6」能
讀懂簡易短文、

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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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故事中的主

要內容。

4. 寫(Writing)  
能力指標

（99修訂版）
教育部

指標代碼
重點意涵

W1-2 能臨摹、抄
寫低年段所習得

的應用字詞。

4-1-3

1. 能臨摹（trace）課
堂中所學的應用字

詞。

2. 能抄寫（copy）課
堂中所學的應用字

詞。

3. 能臨摹低年段所需

的 35 個應用字詞
（請參照臺北市國

小建議各年段應用

字詞表附錄 1.A 或
3.A）。

4. 能抄寫低年段所學

35個應用字詞。

W2-1能拼寫中年
段所習得的應用

字詞。

4-1-5
4-1-6

1. 能拼寫（spell out）
課堂中所學的應用

字詞。

2. 能依圖片或提示拼

寫中年段所需的

110 個書寫應用字

4. 寫(Writing)  
能力指標

（96修訂版）
教育部

指標代碼
重點意涵

W1-2 能臨摹抄
寫低年段所習得

的應用字詞。

4-1-3

1. 能臨摹（trace）課
堂中所學的應用字

詞。

2. 能抄寫（copy）課
堂中所學的應用字

詞。

3. 能臨摹低年段所需

的 35 個應用字詞
（請參照臺北市國

小建議各年段應用

字詞表附錄 1.A 或
3.A）。

4. 能抄寫低年段所學

35個應用字詞。

W2-1能拼寫中年
段所習得的應用

字詞。

4-1-5

1. 能拼寫（spell out）
課堂中所學的應用

字詞。

2. 能拼寫中年段所需

的 110 個書寫應用
字詞（請參照臺北

12.「W1-2」能力指
標修訂後，新增

標點符號「、」。

13.「W2-1」能力指
標之重點意涵

「第 2項」修訂
後，加入「依圖

片或提示」之文

字敘述。教育部

對應的指摽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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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請參照臺北市

國小建議各年段書

寫應用字詞表附錄

1.A或 3.B）。

W2-2 能依英文
書寫格式抄寫中

年段所習得的句

子。

4-1-4

1. 能在抄寫句子時，

知道英文的字詞間

需要有空格。

2. 能在抄寫句子時，

知道英文句首的字

母要大寫。

3. 能在抄寫句子時，

知道英文句子的句

尾要加適當的標點

符號(如：句點、問
號等)。

4. 能抄寫課堂中所學

的句子。

5. 能抄寫以中年段簡

易句型所造的句

子。

W3-1能拼寫高年
段所習得的應用

字詞。

4-1-5
4-1-6

1. 能拼寫課堂中所學

的應用字詞。

2. 能依圖片或提示拼

寫高年段所需之

250 個書寫應用字
詞（請參照臺北市

市國小建議各年段

書寫應用字詞表附

錄 1.A或 3.B）。

W2-2 能抄寫中
年段所習得的句

子。

4-1-4

1. 能在抄寫句子時，

知道英文的字詞間

需要有空格。

2. 能在抄寫句子時，

知道英文句首的字

母要大寫。

3. 能在抄寫句子時，

知道英文句子的句

尾要加適當的標點

符號(如：句點、問
號等)。

4. 能抄寫課堂中所學

的句子。

5. 能抄寫以中年段簡

易句型所造的句

子。

W2-3 能依提示
填寫重要字詞。

4-1-6
能運用所學，依圖片或

文字提示拼寫出重要字

詞。

W3-1能拼寫高年
段所習得的應用

字詞。

4-1-5

1. 能拼寫課堂中所學

的應用字詞。

2. 能拼寫高年段所需

之 250 個書寫應用

後增加

「4-1-6」。

14.「W2-2」能力指
標敘述修訂後加

入「依英文書寫

格式」之文字。

15.原「W2-3」能力
指標刪除，該能

力指標內容及重

點意涵併入修訂

後 「 W2-1 」、
「W3-1」重點意
涵敘述。

16.「W3-1」能力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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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建議各年段書

寫應用字詞表附錄

1.A或 3.C）。

W3-2能寫出高年
段所習得的句

子。

4-1-7
4-2-2

1. 能寫出課堂中所學

的句子。

2. 能寫出以高年段簡

易句型所造的句

子。

3. 能依照提示，將句

子改寫。

4. 能根據提示所給的

字詞或句型，造出

合宜的句子。

字詞（請參照臺北

市國小建議各年段

書寫應用字詞表附

錄 1.A或 3.C）。

W3-2 能寫出高
年段所習得的句

子。

4-1-7

1. 能依英文的基本格

式書寫句子。

2. 能寫出課堂中所學

的句子。

3. 能寫出以高年段簡

易句型所造的句

子。

W3-3 能依提示
改寫句子及造

句。

4-2-2

1. 能依照提示，將句

子改寫。

2. 能根據提示所給的

字詞或句型，造出

合宜的句子。

標之重點意涵

「第 2項」修訂
後，加入「依圖

片或提示」之文

字敘述。教育部

對應的指摽修訂

後增加

「4-1-6」。
17.刪除原「W3-2」
重點意涵第 1項
「能依英文的基

本格式書寫句

子。」，因學生於

中年段「 W2-2」
已具備該能力，

在此不再贅述。

18.刪除原「W3-3」
能力指標，並將

其重點意涵併入

修訂後「W3-2」
重點意涵之第 3
及第 4點。

19.「W3-2」能力指
標修訂後，教育

部對應的指標修

訂後增加

「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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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5. 綜合應用能力(Integration)  

能力指標

（99修訂版）
教育部

指標代碼
重點意涵

I1-1 能正確聽辨
、辨識、說出並

寫出 26個英文字
母。

5-1-1

1. 能正確聽辨並辨識
26個英文字母。

2. 能正確聽辨並說出
26個英文字母。

3. 能正確聽辨並寫出
26個英文字母。

4. 能正確辨識並說出
26個英文字母。

5. 能正確辨識並寫出
26個英文字母。

6. 能正確說出並寫出
26個英文字母。

I1-2 能聽懂、讀
懂、說出並臨摹

抄寫低年段所習

得的字詞。

5-1-2
5-1-4

1. 能聽懂並讀懂低年
段所習得的字詞。

2. 能聽懂並說出低年
段所習得的字詞。

3. 能聽懂並臨摹低年
段所習得的字詞。

4. 能聽懂並抄寫低年
段所習得的字詞。

5. 能讀懂並說出低年

5. 綜合應用能力(Integration)  

能力指標

（96修訂版）
教育部

指標代碼
重點意涵

I1-1 能正確地聽
出、認出、唸出

並寫出 26個英文
字母。

5-1-1

能綜合運用本指標所提

之至少 2種技能，如能
「聽出」並「認出」26
個英文字母；或能「聽

出」並「寫出」26個英
文字母等。

I1-2 能聽懂、讀
懂、說出並臨摹

抄寫低年段所習

得的字詞。

5-1-2
5-1-4

能綜合運用本指標所提

之至少 2種技能，如能
「聽懂」並「說出」低

年段所學的字詞；或能

「讀懂」並「說出」低

年段所學的字詞等（至

少低年段的 35 個應用
字詞；請參照臺北市國

小各年段應用字詞表附

錄 1.A或 3.A）。

I1-3 能聽懂常用
的教室用語，並

能作回應。

5-1-5

1. 能聽懂課堂中所學

教室用語的語意，

並能以口語、肢體

動作等做適當的回

應。

20.考量教學現場實
際之需要，修改

「綜合應用能

力」能力指標之

文字敘述與重點

意涵之文句。

21.「I1-1」能力指
標之「聽出」、「認

出」統一修訂成

「聽辨」、「辨

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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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所習得的字詞。

6. 能讀懂並臨摹低年
段所習得的字詞。

7. 能讀懂並抄寫低年
段所習得的字詞。

8. 能說出並臨摹低年
段所習得的字詞。

9. 能說出並抄寫低年
段所習得的字詞。

I1-3 能聽懂常用
的生活用語，並

能做回應。

5-1-5

1. 能聽懂並讀懂低年
段的生活用語。

2. 能聽懂並說出低年
段的生活用語。

3. 能聽懂並抄寫低年
段的生活用語。

4. 能讀懂並說出低年
段的生活用語。

5. 能讀懂並抄寫低年
段的生活用語。

6. 能說出並抄寫低年
段的生活用語。

7. 能聽懂低年段生活
用語的語意並能以

口語做適當的回應

（臺北市國小低年

段生活用語22句，請

2. 能聽懂低年段常用

的教室用語的語意

並能以口語、肢體

動作等做適當的回

應（臺北市國小低

年段常用教室用語

20句，請參照附錄
2）。

I2-1 能聽懂、讀
懂、說出並寫出

中年段所習得的

字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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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綜合運用本指標所提

之至少 2種技能，如能
依據口頭提示，寫出重

要字詞；或能依據上下

文提示，寫出重要字詞

等（至少中年段所需的

165 個口語應用字詞或
110 個書寫應用字詞；
請參照臺北市國小各年

段應用字詞表附錄 1.A
或 3.B）。

I2-2 能聽懂中年
段的生活用語，

並能作回應。

5-1-5

1. 能聽懂課堂中所學

生活用語的語意，

並能以口語、肢體

動作等做適當的回

應。

2. 能聽懂中年段生活

用語的語意並能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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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照附錄 2）。
8. 能聽懂低年段生活
用語的語意並能以

肢體動作等做適當

的回應（臺北市國小

低年段生活用語22
句，請參照附錄

2）。

I2-1 能聽懂、讀
懂、說出並寫出

中年段所習得的

字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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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能聽懂並讀懂中年
段所習得的字詞。

2. 能聽懂並說出中年
段所習得的字詞。

3. 能聽懂並寫出中年
段所習得的字詞。

4. 能讀懂並說出中年
段所習得的字詞。

5. 能讀懂並寫出中年
段所習得的字詞。

6. 能說出並寫出中年
段所習得的字詞。

I2-2能聽懂、讀懂
中年段的生活用

語，並能 做 回

應。

5-1-5

1. 能聽懂並讀懂中年
段的生活用語。

2. 能聽懂並說出中年
段的生活用語。

3. 能聽懂並抄寫中年
段的生活用語。

口語、肢體動作等

做適當的回應（臺

北市國小中年段生

活用語 20句，請參
照附錄 2）。

I2-3 能聽懂、讀
懂、並說出或抄

寫中年段所習得

的句子。

無

能綜合運用本指標所提

之至少 2種技能，如能
「聽懂」並「說出」中

年段所學的句子；或能

「讀懂」並「說出」中

年段所學的句子等。

I2-4能應用字母
拼讀法(phonics)。

5-1-7

1. 能了解字母與發音

的對應關係。

2. 能運用字母拼讀

法，嘗試將看到的

字詞讀出。

3. 能運用字母拼讀

法，嘗試將聽到的

字詞拼出。

I3-1 能聽懂、讀
懂、說出並寫出

高年段所習得的

字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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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綜合運用本指標所提

之至少 2種技能，如能
依據口頭提示，寫出重

要字詞；或能依據上下

文提示，寫出重要字詞

等（至少高年段所需的

320 個口語應用字詞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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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能讀懂並說出中年
段的生活用語。

5. 能讀懂並抄寫中年
段的生活用語。

6. 能說出並抄寫中年
段的生活用語。

7. 能聽懂中年段生活
用語的語意並能以

口語做適當的回應

（臺北市國小中年

段生活用語45句，請
參照附錄 2）。

8. 能聽懂中年段生活
用語的語意並能以

肢體動作做適當的

回應（臺北市國小中

年段生活用語 45
句，請參照附錄

2）。

I2-3 能聽懂、讀
懂、並說出或抄

寫中年段所習得

的句子。

無

1. 能聽懂並讀懂中年
段所習得的句子。

2. 能聽懂並說出中年
段所習得的句子。

3. 能讀懂並說出中年
段所習得的句子。

4. 能讀懂並抄寫中年

250 個書寫應用字詞；
請參照臺北市國小各年

段應用字詞表附錄 1.A
或 3.C）。

I3-2 能聽懂高年
段的生活用語，

並能作回應。

5-1-5

1. 能聽懂課堂中所學

生活用語的語意，

並能以口語、肢體

動作等做適當的回

應。

2. 能聽懂高年段生活

用語的語意並能以

口語、肢體動作等

做適當的回應（臺

北市國小高年段所

需的生活用語 65
句，請參照附錄

2）。

I3-3 能聽懂、讀
懂、並說出或寫

出高年段所習得

的句子。

無

能綜合運用本指標所提

之至少 2種技能，如能
「聽懂」並「說出」高

年段所學的句子；或能

「讀懂」並「寫出」高

年段所學的句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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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所習得的句子。

I2-4能應用字母
拼讀法(phonics)。

5-1-7

1. 能瞭解字母與發音

的對應關係。

2. 能運用字母拼讀

法，嘗試將看到的

字詞讀出。

3. 能運用字母拼讀

法，嘗試將聽到的

字詞拼出。

I3-1 能聽懂、讀
懂、說出並寫出

高年段所習得的

字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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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能聽懂並讀懂高年
段所習得的字詞。

2. 能聽懂並說出高年
段所習得的字詞。

3. 能聽懂並寫出高年
段所習得的字詞。

4. 能讀懂並說出高年
段所習得的字詞。

5. 能讀懂並寫出高年
段所習得的字詞。

6. 能說出並寫出高年
段所習得的字詞。

I3-2能聽懂、讀懂
高年段的生活用

語，並能 做 回

應。

5-1-5

1. 能聽懂並讀懂高年
段所習得的生活用

語。

2. 能聽懂並說出高年
段所習得的生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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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

3. 能聽懂並寫出高年
段所習得的生活用

語。

4. 能讀懂並說出高年
段所習得的生活用

語。

5. 能聽懂高年段生活
用語的語意並能以

口語做適當的回應

（臺北市國小高年

段所需的生活用語

69句，請參照附錄
2）。

6. 能聽懂高年段生活
用語的語意並能以

肢體動作等做適當

的回應（臺北市國小

高年段所需的生活

用語69句，請參照附
錄 2）。

I3-3 能聽懂、讀
懂、並說出或寫

出高年段所習得

的句子。

無

1. 能聽懂並讀懂高年

段所習得的句子。 

2. 能聽懂並說出高年

段所習得的句子。 

3. 能聽懂並寫出高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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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所習得的句子。 

4. 能讀懂並說出高年

段所習得的句子。 

5. 能讀懂並寫出高年

段所習得的句子。 

6. 能說出並寫出高年
段所習得的句子。

I3-5 能讀懂簡易
的英文標示與圖

表，並依提示做

出適當的回應。

無

1. 能讀懂簡易的英文
標示與圖表。

2. 能讀懂簡易的英文
標示與圖表，並依提

示做出適當的回應。

I3-6 能聽懂、讀
懂簡易的短文，

並依提示做出適

當的回應。

無

1. 能聽懂簡易的短
文，並依提示做出適

當的回應。

2. 能讀懂簡易的短
文，並依提示做出適

當的回應。

3. 能聽懂、讀懂簡易的
短文，並依提示做出

適當的回應。

22.考量教學現場實
際之需要，與符

合教學意涵。新

增「I3-5」能讀
懂簡易的英文標

示與圖表，並依

提示做出適當的

回應。

23.考量教學現場實
際之需要，與符

合教學意涵。新

增「I3-6」能聽
懂、讀懂簡易的

短文，並依提示

做出適當的回

應。

附錄 2 臺北市國民小學英語評量生活用語暨簡易句型
低年段生活用語暨簡易句型

生活用語(22句)
1. Are you ready? (Yes./No.)
2. Be quiet./Quiet (, please).

附錄 2 臺北市國民小學英語評量生活用語暨簡易句型
低年段常用教室用語暨簡易句型

常用教室用語(20句)
1. Are you ready? 
2. Be quiet./Quiet, please. 

24.以下的說明，均
以 99 年修訂之
編號為準（除了

刪除的句子之

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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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Circle the word “fish.”
4. Come here (, please).
5. Go back to your seat (, please).
6. Good job./Very good. 
7. Good morning, Ms. Wang./Good afternoon, Mr. Lee.
8. Goodbye./Bye.
9. Hi!/Hello!
10. How are you? 
11. I’m fine./I’m（not）O.K.
12. Listen!/Listen to me!/Listen carefully!
13. Look!/Look here!
14. Open/Close your book.
15. Point to the word “fish.”
16. Raise your hand (, please)./Put your hand down (, 

please).
17. Repeat./Repeat after me (, please).
18. Sit down (, please).
19. Stand up (, please).
20. Take out/Put away your book./Take it out./Put it away.
21. Thank you. 
22. You’re welcome. 
※簡易句型(3句)

1. This is my book.
2. What color is it? It’s green.
3. What’s this?/What’s that?/What is it?
   It’s a book/an apple/my pencil.

3. Circle the word “fish.”
4. Come here. 
5. Go back to your seat. 
6. Good job./Very good. 
7. Good morning. 
8. Goodbye.
9. Hi!/Hello!
10. Listen./Listen to me.
11. Look (at the dog).
12. Open/Close your book.
13. Point to the door.
14. Raise your hand./Put your hand down. 
15. Repeat./Repeat after me. 
16. Sit down. 
17. Stand up. 
18. Thank you. 
19. Turn around.
20. You’re welcome.

※簡易句型(3句)
1. This is my book.
2. What color is it? It’s green.
3. What’s this/that? It’s an apple.

25.低年段生活用
語，修訂後為 22
句。

26.修訂原生活用
語，共修訂 15
句，包含第 1、
2、4、5、7、8、
11、12、13、15、
16、17、18、19、
20句。

27.由原中年段移至
低年段生活用語

共 3句，包含第
10、11、20句。

28.刪除 1句，原低
年段生活用語第

19句刪除。

29.低年段簡易句型
僅修訂第 3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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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一、以斜體加粗體標示的字詞，表示可依學生所學之字詞

予以代換者。

二、中年段所需之生活用語共計45句，含低年段生活用語
22句；簡易句型共計 18句，含低年段 3句。

三、高年段所需之生活用語共計69句，含中年段生活用語
45句；簡易句型共計 30句，含中年段 15句、低年段
3句。

四、生活用語與簡易句型不要求拼寫，而以摹寫的方式評

量。中、高年段評量可進行簡易句型的問答。

五、建議採用 TPR的方式教學及評量。
中年段生活用語暨簡易句型

※生活用語(45句，含低年段生活用語 22句)
23. Any questions? 
24. Come in (, please).
25. Don't talk/run/shout.
26. Excuse me. 
27. Good idea.
28. (I’m O.K.) How about you?
29. It’s your turn.
30. I’m sorry. 
31. Let’s go. 
32. Let’s read/count (together).
33. Line up (, please). 
34. May I go to the bathroom/restroom?
35. Please turn to page 12.

附註：

一、劃斜線部份，表示可依學生所學之字詞予以代換者。

二、中年段所需之生活用語共計 40句，含低年段常用教室
用語 20句；簡易句型共計 18句，含低年段 3句。

三、高年段所需之生活用語共計 65句，含中年段生活用語
40句；簡易句型共計 30句，含中年段 15句、低年段
3句。

四、生活用語與簡易句型不要求拼寫，而以摹寫的方式評

量。中、高年段評量可進行簡易句型的問答。

五、建議採用 TPR的方式教學及評量。
中年段生活用語暨簡易句型

※生活用語(40句，含低年段教室用語 20句)
21. Come in, please. 
22. Don't talk/run/shout.
23. Excuse me. 
24. Good afternoon.
25. Good idea. 
26. How are you? 
27. I don’t know. 
28. I’m fine./O.K. 
29. I’m sorry. 
30. Let’s count.
31. Let’s go. 
32. Line up (, please). 
33. May I go to the bathroom/restroom?
34. Please turn to page 12.

30.附註一、修訂為
「以斜體加粗體

標示的字詞」。

31.中年段生活用
語，修訂後為 45
句，含低年段生

活用語 22句。

32.中年段生活用語
共修訂 6句，包
含第 24、32、
36、37、38、39
句。

33.由原高年段移至
中年段生活用語

共 2句，包含第
23、37句。

34.新增 6句，包含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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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Put down/Pick up your pencil.”/Put it down/Pick it up.
37. See you./See you later.
38. Show me your homework (, please).
39. Sorry, I don’t know.
40. Spell the word “book.”
41. Time’s up. 
42. Turn on/off the light (, please).
43. Which one (do you like)?
44. Who’s next?
45. Write down the word/sentence (, please).
※簡易句型(18句，含低年段簡易句型 3句)

12. a. Where is the pen?
It’s in/on/under the box.

   b. Where are the books?
     They’re in/on/under the desk.

高年段生活用語暨簡易句型

※生活用語(69句，含中年段生活用語 45句)
46. Are you done/finished?
47. Are you sure?
48. Give me a hand (, please).
49. Go on./Continue. 
50. Have fun./Have a good time. 
51. Hurry up (, please).
52. Is that all? 
53. It’s time for lunch.
54. Just a minute (, please).

35. Put down your pencil./Pick up your pencil./Put it
down/Pick it up.

36. Read aloud.
37. Show me your homework.
38. Spell the word “book.”
39. Take out your pencil./Put away your pencil./Take it

out./Put it away.
40. Time’s up. 

※簡易句型(18句，含低年段簡易句型 3句)

12. a. Where is the pen?
It’s in/on/under the chair.

   b. Where are the books?
     They’re in/on/under the table.

高年段生活用語暨簡易句型

※生活用語(65句，含中年段生活用語 40句)
41. Any questions? 
42. Ask/Call him/her.
43. Give me a hand. 
44. Go on./Continue. 
45. Have fun./Have a good time. 
46. Hurry up. 
47. I love you, Mom/Dad.
48. Is that all? 
49. Just a moment, please. 

第 28、29、42、
43、44、45句。

35.刪除 1句，原中
年段第 36 句刪
除。

36.中年段簡易句型
僅修訂第 12句。

37.高年段生活用
語，修訂後為 69
句，含低年段生

活用語 22句，中
年段生活用語

23句。

38.高年段生活用
語，共修訂 7
句，包含第 48、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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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Make a sentence (, please).
56. May I help you? 
57. One more time (, please).
58. Share the book (with your friends).
59. Sorry, I’m late. 
60. Stop it./Don’t do it again. 
61. Take it easy. 
62. That’s all (for today).
63. That’s okay/all right.
64. Try again (, please).
65. Turn left/right.
66. Watch out!
67. What happened?/What’s the matter? 
68. Work in pairs/groups.
69. (Speak) Louder (, please).

※簡易句型（30句，含中年段簡易句型 18句）

22. What would you like for breakfast?

   Juice and bread, please.

50. Let me think.
51. Let’s learn English.
52. Let’s read/play/sing a story/game/song.
53. Make a sentence, please. 
54. May I help you? 
55. See you later. 
56. Sorry, I’m late. 
57. Stop it./Don’t do it again. 
58. Take care.
59. Take it easy. 
60. Tell me why (, please).
61. That’s all right. 
62. Try again. 
63. Turn left/right.
64. Watch out.
65. What happened?/What’s the matter?

※簡易句型（30句，含中年段簡易句型 18句）
22. What do you like for breakfast/lunch/dinner?
   I like some juice and bread.

51、54、55、63、
64、66句。

39.新增 8句，包含
第 46、47、53、
57、58、62、68、
69句。

40.刪除 7句，原高
年段第 42、47、
50、51、52、58 及
60句刪除。

41.高年段簡易句型
僅修訂第 22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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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客家語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1.聆聽能力

1-1-1 能聽懂日常生活簡易的應對用語。

1-1-2 能聽辨並記住習得的詞彙。

1-1-3 能透過聆聽活動，認識客家族群的生活方式。

1-1-4 能聽懂客家語簡易歌謠的內容。

1-1-5 能養成隨時隨地聽學客家語的習慣。

1-1-6能養成凝神靜聽的態度。

1-1-7 能在聆聽活動中，培養主動探索客家語文的興趣。

1-1-8能使用視聽與資訊工具，學習客家語文。

1-1-9 能辨別與正確反應聽到的訊息。

1-2-1 能聽懂日常生活中的應對語句。

1-2-2 能聽懂與日常生活有關的宣布與說明。

1-2-3 能聽辨客家語的語調。

1-2-4 能聽懂簡易故事的主要內容。

1-2-5 能養成良好的聆聽態度，並適當應對。

1-2-6

1-2-7 能透過聆聽活動，主動積極延伸學習客家語文。

1-2-8 能透過聆聽的活動學習客家族群的文化。

1-2-9 能運用科技與資訊，提升聆聽客家語之能力。

-3-11 能聽懂說話者所表達的情感與知識。

1-3-2 能聽辨客家語不同的腔調。

1-3-3 能從聆聽學習活動中，瞭解客家語和其他族群語言

的異同。

1-3-4 能聽辨客家語不同語氣和語調所表達的情緒和態

1.聆聽能力

1-1-1 能聽懂日常生活對話用語之大意

1-1-2 能記住主要語詞

1-1-3 能樂意聽取對方的談話

1-1-4培養隨時隨地聽學的習慣

1-1-5 能聽出語中的表面意義

1-1-6培養良好的聆聽態度凝神靜聽不隨便插嘴

1-1-7 能透過聆聽的活動學習本族群的文化

1-1-8培養學習其他族群語言的興趣

1-1-9 能聽懂一般的報告事項

1-1-10 能從聆聽過程理解實踐方法

1-1-11 能使用收音機、錄音機、電視等工具學習語文

1-1-12 培養收聽資訊聆聽演講的興趣和習慣

1-1-13 能把聽到的訊息加以思考

1-2-1 能聽出一段客語的重點

1-2-2 能聽出客語中的新觀念

1-2-3 能領會說話內容的優劣

1-2-4 能力求聆聽能力的不斷進步

1-2-5 能了解客家話的特殊用法

1-2-6養成良好的聆聽態度凝神靜聽適時反應

1-2-7 能透過各種用語學習本族群文化

1-2-8 能聽懂簡單的企劃報告及執行的方法

1-2-9 能使用收音機、錄音機、電視等工具收聽資訊

1-2-10 培養藉由訪問聽取資訊以蒐集材料的方法和習慣

1-2-11 能把聽到的訊息，經獨立思考想出解決問題的方

1.學習階段由三階

段 調 整 為 四 階

段，主要目的為配

合國小兩年一階

之現況，及語文學

習 領 域 階 段 劃

分，必須一致。

2.為簡化能力指標

數量，及使能力指

標文字簡潔、易

懂，因而全面檢視

國民中小學課程

綱要語文學習領

域(客家語)之能力

指標，並做重新的

敘寫，且每一階段

的指標，依照認

知、情意、技能，

依序排列。

3.相關用字依照各

領域統一用字做

能透過聆聽活動，欣賞並學習他人的客家語文素

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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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 客家戲曲的主要內容。能聽懂

1-3-6能主動聽取資訊，養成蒐集材料與方法的習慣。

1-3-7 能透過聆聽活動，欣賞並薪傳客家文化。

1-3-8 能根據聽到的客家語作相關的聯想。

1-3-9能從聆聽過程，理解並探索客家文化的實踐方法。

能把握說話者的邏輯並進行適當的推論。1-4-1
1-4-2 能領會客家語的說話技巧。

1-4-3 能聽出客家語的言外之意。

1-4 同。-4 能正確聽辨客家語不同腔調之異

1-4-5 能理解活動報告及執行方法。

1-4 慣。-6 能從聆聽活動中養成終身學習的習

1-4-7 能欣賞與瞭解客家相關的表演藝術。

1-4-8 能運用資訊工具學習客家語與其他族群的語言，並

促進文化學習與國際瞭解。

1-4-9 能把用客家語傳遞的訊息，經獨立思考想出解決問

題的方法。

2.說話能力

成念、唱客家童謠的興趣。2-1-1 能養

2-1-2能養成喜歡說客家語的態度與習慣。

2-1-3能用客家語說出日常生活中的簡易語詞。

2-1-4能用客家語說出簡單的問候語與感謝語。

2-1-5 能用簡單語句作適當回應。

2-1-6 能適當的說出所習得的日常生活用語。

2-1-7 能使用客家語自我介紹。

-2-12 能養成主動學習客家語的態度與習慣。

2-2-2 能養成說、唱客家諺謠的興趣。

法

1-3-1 能根據聽到的話作相關的聯想

1-3-2 能領會說話技巧

1-3-3 能從聆聽中學習智慧培養終身學習的習慣

1-3-4 能聽出客家話的弦外之音

1-3-5 能細心體會說話者的用心所在

1-3-6聽取各種資訊進行文化學習及國際了解

1-3-7 能理解繁複的企劃報告及執行的方法

1-3-8 能運用科技產品輔助學習外族語言並收聽資訊

1-3-9培養藉由聆聽而作判斷分析的能力

1-3-10 能把聽到的訊息轉換成解決問題的方法 

2.說話能力

2-1-1 能說客家的基本生活用語

2-1-2培養說客語的習慣

2-1-3培養欣賞各族群語言的態度

2-1-4培養不斷學習客家語言文化的觀念

2-1-5 能用正確的客家語彙和語法

2-1-6 能使用得體有禮貌的客語

2-1-7學習相關族群的語言

2-1-8 能報告簡單的事項

2-1-9 能使用現代媒體訓練說話能力

2-1-10 培養隨時提出問題和發現答案的習慣

2-1-11 能發表具有獨立思考的見解

2-2-1 能使用客語自由交談

2-2-2 能使用客語自我介紹

修改。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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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能運用客家語簡單的回應問題。

2-2-5 能用客家語說出得體有禮貌的問

2-2-3 能注意說話的快慢和音量的高低

2-2-4從語言活動中領悟道理從事生涯規劃

2-2-5 能以流利的客家語口語表達意見

2-2-6 能用尊重與關懷的態度與人交談

2-2-7從語言活動中認識各族群文化

2-2-8能主持小組討論

2-2-9 能主動蒐集資訊提昇語言能力充實說話內涵

2-2-10 能以討論方式研究問題

2-2-11 能透過交談討論提出獨立思考的見解

2-3-1 能使用客語演講和辯論

2-3-2 能用客語與國語對譯

2-3-3 能創新表達內容及技巧

2-3-4從客家語言智慧中習得規劃的新理念

2-3-5 能說內涵豐富的客家話

2-3-6 能說關懷和尊重別人的話

2-3-7 能用客語介紹本族群文化

2-3-8 能以口頭方式進行規劃及組織工作

2-3-9 使用科技資訊傳達個人理念

2-3-10 能以辯論方式研究問題

2-3-11 能透過思辨提出獨立思考的見解

3.標音能力

3-1-1 能認唸標音符號

候詞。

2-2-6 能用尊重與關懷的態度與人交談。

2-2-7能使用視聽與資訊工具學說客家語。

2-2-8 能注意說話的快慢和音量的高低。

-3-1 能養成念、唱客家詩詞的興趣。2
2-3-2 能使用標音符號，念出簡短的客家語文章。

2-3-3 能運用客家語完整的回答問題。

2-3-4能使用客家語說故事及演講。

2-3-5 能用客家語與國語對譯簡易語詞。

2-3-6 能用簡單客家語介紹客家文化。

2-3-7 能主動使用視聽與資訊工具，提升客家語說話能

力。

2-4-1 能養成尊重各族群語言的態度。

2-4-2 能使用流利的客家語演講。

2-4-3 能用客家語與國語對譯。

2-4 達方式、 內容。-4 能透過角色扮演活動，創新表

2-4-5 能以流利的客家語表達意見。

2-4-6 能用客家語作戲劇表演。

標音能力3.
唸客家語3-1-1能認 標音符號。(視實際需要實施，或視

需要安排於適當年級【二年級或中年級】實施)

、-2-1 能知道客家語字音的組成三要素：聲母、韻母 聲3
調。

3-2-2 能認唸

3-1-2 能利用標音系統拼讀客語語音

所學之客家語調型。

3-1-3 能標示各種客語腔調之調型

3-2-1 能利用標音符號查字、詞典

3-2-2 能利用標音符號記錄聽到之語詞

2-2-3 能用客家語說出日常生活中較複雜的語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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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能認唸標音符號標示之語詞。

3-2-5 能運用標音符號拼讀簡單的客家語語音(如聲母+
單韻母 。)

3-2-6 能運用標音 (符號拼讀較複雜的客家語語音 如聲母

+複韻母 。)

能3-3-1 運用聲調符號標示所學之客家語調型。

3-3-2 能運用標音符號檢索客家語字詞典。

3-3-3 能運用電腦操作熟悉客家語標音符號。

3-3-4 能運用標音符號標示客家語語音。
3-3 。-5 能運用標音符號記錄聽到之客家語語詞

3-4-1 能運用標音符號查閱工具書，主動認識客家文化。

3-4-2 能運用標音符號查閱工具書或各種資訊，幫助閱讀

及翻譯中文篇章。

3-4-3 能運用聲調符號標示不同客家語腔調之調型。

3-4-4 能運用標音符號熟習電腦輸入法。

閱讀 [4. 能力 第一、二階段以聽說為主，若學生有能力學

語常用字詞寫成的短文。

習，可以提前。]
4-3-1能閱讀以客家

4-3-2能認識用客家語寫成文章的基本文體及文章結構。

4-3-3 能熟悉各類圖書、資訊的使用方法，用以蒐集客

家語資料，並能從閱讀中吸收新知。

4-3-4 能讀懂客家語各種諺謠、簡易詩文，並能體會文章

意涵，說出閱讀內容。

4-3-5養成運用客家語閱讀的興趣，並與他人一起討論的

習慣，從閱讀與討論中，領悟尊重與關懷的重要。

4-3-6 能閱讀各類客家本土文學作品。

3-2-3 能運用電腦操作熟悉標音符號

3-2-4 能運用標音符號認識不同族群之語言文化

3-3-1 能利用標音系統書寫有音無字之客語詞彙

3-3-2 能利用標音系統熟習電腦輸入法

3-3-3 能利用標音系統查索工具書，並進一步探討客家文

化問題

3-3-4 能利用標音系統查閱字詞典，幫助閱讀、翻譯中文

篇章

4.閱讀能力[第一、二階段以聽說為主，若學生有能力學

習，可以提前。]
4-3-1

4-3-2

4-3-3培養使用圖書館的方法和習慣，熟悉工具書的使用

並養成蒐集資料的能力，並能從閱讀中吸收新知

以規劃自己的生活。

4-3-4 能讀懂客家兒歌和簡易會話，能說出閱讀內容並

體會文章的意涵，並能發表閱讀心得及批評文章

優劣。

4-3-5培養與他人一起閱讀討論的習慣，從閱讀中領悟尊

重與關懷的重要，並能以尊重包容的態度，閱讀

不同理念的作品。

4-3-6 能從閱讀中了解各族群文化，能閱讀鄉土文學作

3-2-3 能認唸不同客家語腔調之調型。

熟習客語常用字詞的形音義，能閱讀簡短故事並
會使用客語辭典，並能使用客語閱讀一般詩文小
說。

培養運用客語閱讀的興趣，能認識基本文體的特

色及文章的結構，並能使用客語具體說出閱讀心

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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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 能瞭解客家語及國語常用字詞之異同，並閱讀一般
客家語詩文小說。

能閱讀各種文體及文章結構之客家語作品。4-4-2
家語4-4-3 能從閱讀中瞭解各族群文化，並能閱讀譯成客

之外國作品。

能運用各種媒體4-4-4 擴展閱讀的範圍，並利用各種檢索

工具幫助閱讀客家文化資料。

4-4-5 能從閱讀客家語作品中吸收新知，養成獨立思考及

解決問題的能力，並規劃自己的生活。

[5.寫作能力 第一、二階段以聽說為主，若學生有能力學

中常用的客家語詞。

習，可以提前。]
5-3-1 能寫出課本
5-3-2能用客家常用語詞寫出句子。
5-3-3 能用客家語寫出自我介紹。

5-4-1 能對譯淺易客家語與國語的書面文字。
5-4-2 能以客家語寫成文句。

人5-4-3能以客家語記述自己身邊或本土有關的 、事、物。
5-4-4 能以客家語寫出簡易諺謠或自編詩歌。
5-4-5 能運用各種媒體或工具書等輔助練習寫作。 

4-3-7 能閱讀物品的使用說明書、觀光旅遊及一般公益

書籍以及工作之研究計劃。

4-3-8 能使用現代媒體擴展閱讀的範圍，從各項書籍與
資訊中檢索資料，並能利用各種檢索工具編纂專

題資料。

4-3-9 培養由閱讀中探求新知，發現問題並主動查詢解
決問題的習慣，並培養統整資料或觀念的能力。

4-3-10 培養從閱讀中尋找答案的習慣，及分析比較歸納

的能力，以及獨立思考判斷以解決問題的能力。 

[5.
習，可

寫作能力 第一、二階段以聽說為主，若學生有能力學

以提前。]
5-3-1 能運用客語用字寫出簡單的客家話和常用語詞，

並能寫出通順的句子和做簡短的記錄，且能運用豐

富的語彙寫作。

5-3-2

5-3-3 能認識作品並與作者互動，擴大欣賞的角度，對

特殊作品有不同的看法，並能透過寫作表現自己

的人生觀。

5-3-4

5-3-5

培養按5-3-6 題目寫作的能力，並能按題材分段有條有

序的從事各項寫作，並藉由寫作了解世界各種族

品，了解鄉土的特色，並能閱讀外國作品以啟發

鄉土的情懷。

具備使用文字表達觀念的能力，並能培養運用文

字記敘新觀念，以及能自編詩歌和撰寫故事的能

力。

能寫出自己想說的客家話，用漢字寫出讀書心得

與他人分享，並能用客家話思考，寫出流暢的文

章。

能用客語書寫簡單的卡片表達關懷，並能寫出關

懷各行業人員的短文，培養關懷他人的情操，並

能以尊重的態度寫出親人師長或同學的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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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文化。

5-3-7會使用文字擬定各項活動計畫，運用文字與各個

     不同單位文件往返，能具體擬定個人讀書計畫並

     嘗試從事各種企劃案。

5-3-8培養利用現代媒體的習慣，能用電腦網路與他人

     討論和寫作，並能利用各種圖書網路等工具輔助

     寫作。

5-3-9能養成把學習所得加以整理記錄的習慣，會撰寫

     讀書心得報告並能分析一般作品，並能主動蒐集

     整理資料，把所得加以記錄。

5-3-10培養隨時發問隨時記錄的習慣，具備綜合別人意

      見，寫出自己想法的能力，並能對各項問題找

      出解決辦法並對過程加以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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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原住民族語 

修正規定 現行規定 說明 

1.聆聽能力 

1-1-1 能聽懂簡單的單詞。 

1-1-2 能聽懂教師的簡易指令。 

1-1-3 能培養良好的聆聽習慣及態度。 

1-1-4 能聽懂關於生活環境的描述。 

1-1-5 能透過聆聽，培養團隊合作的習慣。 

1-1-6 能透過聆聽，認識家庭生活環境。 

1-1-7 能透過聆聽，認識教室環境。 

1-1-8 能藉助資訊科技媒體，提升聆聽能力。 

1-1-9 能透過聆聽，認識周遭事物的特性。 

1-1-10 能透過聆聽，辨別簡單的疑問詞。 

 

1-2-1 能聽懂簡單的生活用語。 

1-2-2 能聽懂他人的簡易表達。 

1-2-3 能聽懂他人的工作內容。 

1-2-4 能聽懂日常生活的溝通用語。 

1-2-5 能聽懂簡單的應對與關懷的用語。 

1-2-6 能透過聆聽，認識社會生活。 

1-2-7 能透過聆聽，瞭解校園生活。 

1-2-8 能運用資訊科技媒體，進行聆聽學習。 

1-2-9 能透過聆聽，探索生活的樂趣。 

1-2-10 能透過聆聽，理解常用的疑問句。 

 

1-3-1 能聽懂學過的短句和一般用語。 

1-3-2 能聽懂他人對於情感的簡易表達。 

1-3-3 能聽懂他人的生活經驗。 

1-3-4 能聽懂他人的興趣和觀點。 

1.聆聽能力 

1-1-1 能聽懂族語有關生活的簡易語言。 

1-1-2 能樂意聽取對方的談話。 

1-1-3 培養隨時隨地聽學族語的習慣。 

1-1-4 能聽出他人用簡單的族語所表達的意思。 

1-1-5 能培養良好的聆聽習慣及態度。 

1-1-6 能透過聆聽，認識族群的文化。 

1-1-7 能從聆聽過程理解實踐的方法。 

1-1-8 能藉助科技工具進行族語聆聽學習。 

1-1-9 能在聆聽中養成探索的興趣。 

1-1-10 能由聆聽感知面臨的問題。 

 

1-2-1 能聽懂族語有關生活的用語。 

1-2-2 能欣賞並學習他人的表現。 

1-2-3 能善用族語，認識族群文化。 

1-2-4 能聽懂生活中族語的溝通與表達用語。 

1-2-5 能具備族語聆聽之正確態度與方法。 

1-2-6 能由聆聽學習族群文化。 

1-2-7 能聽懂簡單的規劃報告與執行的方法。 

1-2-8 能運用科技與資訊，提昇聆聽族語之能力。 

1-2-9 能在聆聽中，學習探索的方法。 

1-2-10 能由聆聽思考解決問題的方法。 

 

1-3-1 能聽懂族語生活與學習的一般用語。 

1-3-2 能以族語表達情感與知識。 

1-3-3 能善用族語，學習族群的知識技能。 

1-3-4 能理解對方用族語所表達的觀點與情意。 

一、依據語文領

域聯席會議

討論結果認

為，小學實

際上是分成

一～二年級

一個階段、

三～四年級

一個階段、

五～六年級

一個階段，

而國中七～

九年級一個

階 段 ， 因

此，決議本

國語、閩南

語 、 客 家

語、原住民

語均一致調

整 為 四 階

段。 

二、目前的能力

指標過於理

想，為將其

調整為更合

理可行，以

及文字敘述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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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行規定 說明 

1-3-5能透過聆聽，尊重他人的生活經驗。 

1-3-6 能透過聆聽，認識本族的地理環境。 

1-3-7 能透過聆聽，瞭解並尊重他人的生活作息。 

1-3-8 能自行使用資訊科技媒體，增進聆聽學習能力。 

1-3-9 能透過聆聽，探索個人的興趣。 

1-3-10 能透過聆聽，掌握問題的重點。 

 

1-4-1 能聽懂現場情境的對話內容。 

1-4-2 能聽懂他人對於知識的簡易表達。 

1-4-3 能聽懂他人的生涯規劃。 

1-4-4 能聽懂他人的學習經驗。 

1-4-5 能透過聆聽，認識民族的傳統文化。 

1-4-6 能透過聆聽，認識本族的民俗習慣。 

1-4-7 能透過聆聽，參與校園裡的各種活動。 

1-4-8 能靈活運用各種資訊科技媒體，進行自我學習。 

1-4-9 能透過聆聽，瞭解傳統的生活方式。 

1-4-10 能透過聆聽，思考解決問題的方法。 

 

2.說話能力 

2-1-1 能說出簡單的單詞。 

2-1-2 能以簡單的單詞表達自己的意思。 

2-1-3 能簡單說出自己的願望。 

2-1-4 能表達周圍事物的位置。 

2-1-5 能簡單表達問候用語。 

2-1-6 能簡單描述家庭生活。 

2-1-7 能表達簡單的教室指令。 

2-1-8 能在教師的引導下，使用資訊科技媒體，練習說出

常用的單詞。 

2-1-9 能表達周遭事物的特性。 

1-3-5在團體中能以尊重的態度聆聽他人表達意見。 

1-3-6 能由聆聽認識和學習不同民族的文化。 

1-3-7 能理解規劃組織的內容，並執行該做的事。 

1-3-8 能以科技與資訊，配合聆聽，提昇學習水準。 

1-3-9 能在聆聽中，進行探究，嘗試解決疑難。 

1-3-10 能由聆聽中強化獨立思考與解決問題之能力。 

 

2.說話能力 

2-1-1 能說簡單的生活用語。 

2-1-2 能以簡單的族語說出自己的意思。 

2-1-3 能以簡單的族語說出自己的願望。 

2-1-4 能用簡單的族語說自己想說的話。 

2-1-5 能以簡單的族語表示禮貌和問候。 

2-1-6 能以簡單的族語說出自己參加過的文化活動。 

2-1-7 能報告簡單的事項。 

2-1-8 能在教師的引導下，使用現代媒體增進族語能力。 

2-1-9 能以簡單的族語說出自己的興趣。 

2-1-10 能以簡單族語說出面對的問題和自己的想法。 

 

2-2-1 能使用族語自我介紹。 

2-2-2 能以族語說出自己的感覺和想法。 

2-2-3 能以族語說出自己將來想要從事的工作。 

2-2-4 能以族語清楚說出自己的感覺和想法。 

2-2-5 能以族語表示禮貌和關懷。 

2-2-6 能以族語說出自己參與過的文化活動與內容。 

2-2-7 能以族語進行初淺的討論。 

2-2-8 能使用現代媒體增進族語學習與表達能力。 

2-2-9 能表達自己喜愛的學習活動。 

2-2-10 能以族語表達面對的問題並說出解決的方法。 

更加簡潔清

楚，並注意

階段與階段

間 的 連 續

性，故進行

內 容 之 修

改。 

三、所列能力指

標依學習之

四階段循序

漸進。 

四、為配合各領

域 用 詞 統

一，依據校

正手冊之規

定，修改部

份 文 字 用

語。 

五、2-1-1 中的

「 生 活 用

語」，因語文

代表相當多

的含意，如

語文方法和

文化的詞句

結構，而在

一、二年級

使用這樣的

語彙表示，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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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2-1-10 能瞭解並回答教師提出的簡單疑問句。 

 

2-2-1 能在教師的引導下，進行簡單的自我介紹。 

2-2-2 能以短句表達生活事物的概念。 

2-2-3 能簡單說出自己的時間安排。 

2-2-4 能表達日常生活的溝通用語。 

2-2-5 能進行簡單應對與表達關懷。 

2-2-6 能簡單描述社會生活。 

2-2-7 能表達校園生活的內容。 

2-2-8 能在教師的引導下，使用資訊科技媒體，增進說話

能力。 

2-2-9 能表達自己喜愛的學校生活。 

2-2-10 能回答教師提出的疑問句。 

 

2-3-1 能即席進行自我介紹。 

2-3-2 能以短句表達自己的想法。 

2-3-3 能簡單說出日常生活的安排。 

2-3-4 能分享簡單的生活經驗。 

2-3-5 能表達適度的關懷。 

2-3-6 能簡單描述本族的地理環境。 

2-3-7 能描述個人的生活作息。 

2-3-8 能自行使用資訊科技媒體，增進說話能力。  

2-3-9 能表達自己的興趣，並與他人分享。 

2-3-10 能扼要說出問題的重點。 

 

2-4-1 能說出自己的生活感受。 

2-4-2 能清楚表達自己的感覺。 

2-4-3 能簡單說出個人的生涯規劃。 

2-4-4 能分享學習的樂趣。 

 

2-3-1 能以族語說出自己的想法並與他人交換意見。 

2-3-2 能以族語表達自己欣賞的感覺和創意。 

2-3-3 能以族語表達自己的生涯規劃以及實現的步驟。 

2-3-4 能以族語表達、溝通與分享自己的經驗。 

2-3-5 能以族語表達尊重、關懷及積極參與的想法。 

2-3-6 能以族語表達經歷過的族群文化活動及其內容。 

2-3-7 能以族語說出自己的構想和做法。 

2-3-8 能用資訊媒體進行族語學習與溝通。 

2-3-9 能以族語敘述自己探索的興趣並與他人分享。 

2-3-10 能以族語表達自己的思考與解決問題的方法。 

 

3.音標系統應用能力 

在與注音符號學習不衝突的情況下，逐漸學會認念簡單的族

語音標系統。 

 

3-1-1 能認唸簡單的族語音標符號(視實際需要實施，不一定

於第一年實施) 。 

 

3-2-1 能拼讀族語音標符號。 

3-2-2 能透過簡單的族語音標符號學習族語文化。 

3-2-3 能以簡單的族語音標符號表達自己的想法。 

3-2-4 能以族語音標符號表達關懷他人的想法。 

3-2-5 能以族語音標符號表達自己族群的文化活動。 

3-2-6 能以簡單的族語音標符號表達自己對事情的看法。 

3-2-7 能在教師的引導下，運用科技及資訊媒體寫出簡單的族
語音標符號。 

 

3-3-1 能使用音標系統進行表達自己的意見和創作。 

很難瞭解語

文的定義，

老師在運用

和編輯教材

時，亦難掌

握其涵義，

故修改之。 

 

 

 

 

 

 

 

 

 

 

 

六、音標符號能

力指標的修

改方向，低

年級（第一

階段）先學

習辨認簡單

的 音 標 符

號；中年級

（ 第 二 階

段）學習符

號的拼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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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2-4-5 能簡單表達對於民族文化的認識。 

2-4-6 能簡單描述本族的民俗習慣。 

2-4-7 能表達個人參與校園生活的感想。 

2-4-8 能靈活運用各種資訊科技媒體，進行溝通與學習。 

2-4-9 能具體描述傳統的生活方式。 

2-4-10 能表達解決問題的方法。 

 

3.音標系統應用能力 

3-1-1 能辨認簡單的書寫符號(視實際需要實施，不一定

於第一年實施)。 

 

3-2-1 能拼讀簡單的書寫符號。 

 

3-3-1 能唸出書寫符號。 

 

3-4-1 能藉由書寫符號，寫出簡單的單詞與句子。 

 

4.閱讀能力 

4-3-1 能朗讀簡單的單詞。 

4-3-2 能朗讀簡單的句子。 

 

4-4-1 能朗讀課文。 

4-4-2 能閱讀課文。 

4-4-3 能閱讀與欣賞原住民族語作品。 

5.寫作能力 

5-4-1 能摹寫課文的單詞與短句，並嘗試進行短句與文章

的翻譯。 

 

3-3-2能閱讀以族語音標符號寫成的作品並以音標符號寫出

自己的想法。 

3-3-3 能透過音標符號學習族語文化並敘述自己的生涯規劃。

3-3-4 能以族語音標符號表達意見並與他人討論。 

3-3-5 能以族語音標符號表達關懷他人並積極參與團隊的心

意。 

3-3-6 能以族語音標符號表達自己的文化學習經驗及心得。 

3-3-7 能以族語音標符號表達對事情的想法及處理的步驟。 

3-3-8 能運用科技及資訊媒體提昇音標符號的學習與運用。 

3-3-9 能以族語音標符號表達自己的處理事情的方式。 

3-3-10 能以族語音標符號表達自己的思考以及解決問題的方
法。 

 

4.閱讀能力[第一、二階段以聽說為主，若學生有能力學習，

可以提前。] 

 

4-3-1 能閱讀以族語標音符號寫成的生活短句、短章、教材。

4-3-2 能在教師的引導下，欣賞原住民族語作品，並從事原住

民族語的創作。 

4-3-3 能以族語進行閱讀，提昇學習的效果。 

4-3-4 能透過廣泛的閱讀，表達與分享學習的心得。 

4-3-5 能在族語閱讀中學習並體會尊重、關懷與團體合作的意
義。 

4-3-6 能在族語閱讀中了解自己族群文化，並認識其他族群的
文化。 

4-3-7 能在族語閱讀中了解規劃的意義，並學習組織與實踐的

經驗及方法。 

4-3-8 能使用科技與資訊媒體進行族語閱讀，提昇族語閱讀的
效果。 

高年級（第

三階段）學

習簡單詞彙

的唸讀；國

中（第四階

段）再學會

基礎寫字。 

 

 

 

 

 

 

 

 

 

 

 

 

七、為讓學生感

受到語言的

美，懂得欣

賞辨別不同

語言間的異

同等，故增

列 4-4-3。 

八、考量主要教

材、補充教

材的擴充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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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4-3-9 能在族語閱讀中養成探索的習慣，學習發現問題與研究

的方法。 

4-3-10 能在族語閱讀中認識思考的意義，學會思考，培養獨
立思考與解決問題的能力。 

 

5.寫作能力[第一、二階段以聽說為主，若學生有能力學習，

可以提前。] 

5-3-1 能利用簡單的族語單詞、詞彙短句寫出自己的特質與潛
能。 

5-3-2 能以族語短句寫出對事物欣賞的感想和心得，並用族語
從事短文寫作。 

5-3-3 能以族語短句寫出自己的興趣志願，以及生涯規劃及學
習的步驟。 

5-3-4 能以族語短句寫出自己的意見，與人溝通分享自己的想
法。 

5-3-5 能以族語短句寫出問候、關懷他人的話語，傳遞對他人
的關懷和誠意。 

5-3-6 能以族語短句寫出自己參與的文化活動及學習各種文

化活動的過程。 

5-3-7 能以族語短句寫出活動的構想、計畫與實施步驟。 

5-3-8 能使用科技與資訊媒體從事族語寫作，並提昇族語寫作

能力。 

5-3-9 能以族語短句寫下自己探究的歷程及研究所得。 

5-3-10 能以族語短句寫出自己的對於問題的想法以及解決的

過程。 

延續性，並

能和部落編

的教材做整

合性統整，

故 修 改 閱

讀、寫作能

力。 

九 、 現 行 規 定

4-3-6 ～ 10

所列之詞句

過於困難，

因現今教材

並未編得那

麼難，故將

其修改簡化

之。 

 

- 56 -



��

臺北市因應九年一貫課程綱要微調實務手冊

六、閩南語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說明 

1.聆聽能力 

1-1-1 能聽懂日常生活中的簡短語句。 

1-1-2 能初步聽辨教師教學語言及教學內容。 

1-1-3 能運用視聽媒材提升聆聽的能力。 

1-1-4 能初步聽辨他人口頭表達的感受與情緒。 

1-1-5 能養成注意聆聽閩南語的態度與習慣。 

 

1-2-1 能聽辨日常生活中閩南語語詞及語句的語音成分。 

1-2-2 能聽辨教師教學語言及教學內容。 

1-2-3 能聽辨社區生活中的常用語句及語調。 

1-2-4 能從閩南語聽辨中，認識社區及在地文化。 

1-2-5 能初步聽辨閩南語的一字多音。 

1-2-6 能初步運用科技與資訊媒材提升聆聽能力。 

1-2-7 能聽辨他人口頭表達的感受與情緒。 

1-2-8 能養成聆聽閩南語的禮貌與態度。 

1.聆聽能力 
1-1 培養聆聽的能力 
1-1-1 培養聆聽閩南語的初步能力。 
1-1-2 能聽懂閩南語日常生活的簡短語句。 
1-1-3 培養聽辨閩南語語言禮貌的初步能力。 
1-1-4 培養聽取教師閩南語教學語言、教學內容的基本能力。 
1-1-5 能注意聆聽日常生活中他人所說的語言。 
1-1-6 能聽辨出閩南語口頭表達中的生活感受、想像，並且能略微欣賞他人日常生活語

言的自然之美。 
1-1-7 能培養聽後複述的初步能力，奠定終身學習的初步能力。 
1-1-8 能聽出日常家庭與學校中閩南語語言禮貌及閩南語語詞使用。 
1-1-9 能從閩南語聽辨中，認識社區文化。 
1-1-10 能使用通訊器材聽閩南語口頭傳播。 
1-1-11 能運用錄音機、語言學習機聽辨自己或別人的閩南語口語語段，以建立聆聽的

基本能力。 
1-1-12 建立學習閩南語文的興趣。 
1-1-13 能主動從生活中或校外生活中學習閩南語的一般生活詞彙。 
1-1-14 養成愛聽閩南語的態度。 
1-1-15 能聽懂他人與自己所說的話。 
 
1-2 能把握聆聽的方法 
1-2-1 能聽辨閩南語中的語音成分。 
1-2-2 加強閩南語特殊音變和訛讀的聽辨能力。 
1-2-3 初步建立各地方言差異之聽辨能力。 
1-2-4 能聽辨閩南語表達句群、段落、篇章的各種語音成分。 
1-2-5 具有聽辨閩南語一般字詞文白音讀的初步能力。 
1-2-6 能聽出閩南語語句中感情、色彩與各種語氣。 
1-2-7 加強建立聽辨閩南語後，把握述題、把握內容、重組內容的初步能力。 
1-2-8 加強建立聽取教師閩南語教學語言、教學內容的能力。 
1-2-9 加強聽辨閩南語日常語言禮貌的能力。 
1-2-10 能在聽辨閩南語文中，深入了解自我的一般生活與別人所談論的生活。 
1-2-11 能熟練的聽辨閩南語口頭表達中的內心感受、理智成分、想像能力，並且進而

欣賞。 
1-2-12 加強聽辨後複述、分析、整理的能力，奠定終身學習的能力。 
1-2-13 培養聽辨閩南語社區語言、公共語言的初步能力。 
1-2-14 能分辨私人生活語言與社區公共語言的能力。 

所
有
能
力
指
標
全
部
重
新
修
訂
，
序
號
重
新
排
列
。 

學
習
領
域
階
段
由
三
階
段
改
為
四
階
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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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行規定 說明 

1-3-1 能聽辨閩南語語句的知識內涵與內在情感。 

1-3-2 能聽辨並思考閩南語語句的內涵。 

1-3-3 能聽辨他人意見的重點、異同及言外之意。 

1-3-4 能聽辨閩南語聲調變化、語音訛讀和特殊音變。 

1-3-5 能初步聽辨閩南語語音和讀音的不同。 

1-3-6 能從閩南語聽辨中關心生活中的重要議題。 

1-3-7 能運用科技與資訊媒材增進聽辨能力。 

1-3-8 能從聆聽中培養主動學習閩南語的興趣與習慣。 

 

1-4-1 能養成聆聽閩南語口說及書面語言的能力，並能把握主

題、內容及其聲情。 

1-4-2 能聽辨閩南語常用字詞的文白異讀。 

1-4-3 能加強運用科技與資訊媒材增進閩南語聽辨與欣賞能力。

1-4-4 能主動聆賞閩南語相關的藝文及展演活動。 

1-4-5 能從聆聽中加強主動學習閩南語的興趣與習慣。 

1-2-15 能從閩南語聽辨中，認識其族群文化，並且略為認識不同族群國家的語言與文
化差異。 

1-2-16 能使用各種常見的通訊器材，聽辨別人的閩南語口頭語言。 
1-2-17 能運用錄音機、錄影機等科技產品，記錄自己或別人的閩南語口語語段，從而

進行聽辨、討論，以增進聽辨能力。 
1-2-18 養成愛聽閩南語的態度。 
1-2-19 能自行聽辨並思考他人與自己所說語詞的內涵與微意。 
1-2-20 能聽辨閩南語的語言與思維互相搭配情形。 
 
1-3 能靈活的運用聆聽的方法 
1-3-1 具有前二階段之聽辨能力。 
1-3-2 進一步培養聽辨閩南語語言中字詞文句的語義、情意和語氣的能力。 
1-3-3 進一步培養聽辨閩南語的語言節奏、高低、緩急、抑揚頓挫、輕重、剛柔等言語

成分的能力。 
1-3-4 進一步培養聽辨閩南語語言正誤與修正自我語言的能力。 
1-3-5 能聽辨語言的言外之意。 
1-3-6 能聽辨閩南語一般字詞文白音讀的能力。 
1-3-7 具有各種閩南語口頭語言和文學語言聲情的聽辨能力。 
1-3-8 加強聆聽閩南語演說與辯論的能力。 
1-3-9 加強聆聽閩南語後把握述題、把握內容並且重組、加強、美化的能力。 
1-3-10 能聽辨閩南語口語形式中，生活與內心感受、感情與語言的搭配。 
1-3-11 能熟練地聽辨閩南語言與文學中所表達的細微感受、邏輯、理智、想像、語氣

色彩、美感成分，從而聯繫評論、鑑賞與創作能力。 
1-3-12 進一步培養聆聽後複述、記錄、整理、評斷、自我修正、美化的能力，奠定終

身追求精緻優雅口語聽辨與表達的永久能力。 
1-3-13 能聽辨閩南語語言禮貌、閩南語文學性語詞使用的效用。 
1-3-14 能比較異時、異地、異人的閩南語傳達。 
1-3-15 能從閩南語聽辨中，認識本土及中外文化。 
1-3-16 能從閩南語與外國話聽辨中，認識本土及外國文化的異同。 
1-3-17 能運用錄音機、錄影機等科技產品記錄自己或別人的閩南語口語語段，從而進

行聽辨分析、討論、修正、評鑑，以增進聽辨能力。 
1-3-18 能深刻養成愛聽閩南語的態度。 
1-3-19 能聽辨語言之日常語氣與文雅說法。 
1-3-20 能在言談中，對於自己與他人所用語文的詞彙、語意、文法、語音等進行初步

的聽辨、分析與評鑑。 
1-3-21 能初步聽辨自己與他人的語文進行口語與聲情離合，及言意不符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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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2.說話能力 

2-1-1 能說出日常生活中的基本語詞及簡短語句。 

2-1-2 能運用閩南語進行簡單對話。 

2-1-3 能簡單地向別人敘述自我的生活。 

2-1-4 能唸唱童謠，並以簡單的語句複述所聽到的故事。 

2-1-5 能初步運用閩南語表達對他人的關懷與禮貌。 

2-1-6 能運用閩南語簡單表達感受、情緒與需求。 

2-1-7 能養成樂意說閩南語的態度與習慣。 

 

2-2-1 能流暢的說出日常生活對話語句。 

2-2-2 能運用閩南語與師長、同學及社區人士進行對話。 

2-2-3 能唸唱歌謠及說出簡易故事。 

2-2-4 能運用閩南語簡單描述生活周遭的人、事、時、地、物。

2-2-5 能運用閩南語表達感受、情緒與需求。 

2-2-6 能運用閩南語表達對他人的尊重與關懷。 

2-2-7 能從傳播媒體和課外讀物中，學習說話的語料，並與人溝

通。

2-2-8 能養成主動用閩南語與人溝通的態度與習慣。 

2. 說話能力 
2-1 能初步使用閩南語表達。 
2-1-1 能初步運用閩南語表現自己與同伴的身體、能力、情緒與需求等。 
2-1-2 養成願意說閩南語的心態。 
2-1-3 能用閩南語簡單地向別人表白自我的生活。 
2-1-4 能用閩南語表達感受、想像，欣賞語意明晰、用語簡鍊的語句。 
2-1-5 能觀察自己的閩南語口頭語言，在師長指導下，把所聽到的口傳故事說出來。 
2-1-6 能自行蒐集閩南語口頭語言教材。 
2-1-7 學會閩南語中的基本語音成分，並且能發音正確。 
2-1-8 能運用閩南語說出流利自然的簡短生活語句。 
2-1-9 能運用閩南語以生活語言與家人、朋友輕鬆交談。 
2-1-10 能運用日常閩南語，以合適的方式與社區各種人士對話。 
2-1-11 能運用閩南語與教師進行教學問答與交談。 
2-1-12 能初步運用閩南語表達語言禮貌與思維的能力。 
2-1-13 能初步運用閩南語介紹或描述各種人時地事物。 
2-1-14 能用閩南語關懷別人，與人主動溝通。 
2-1-15 能先想再說，用閩南語表達語言禮貌。 
2-1-16 透過閩南語口語學習，認識閩南文化。 
2-1-17 能運用閩南語與兄弟姊妹或同學進行互動。 
2-1-18 透過通訊器材使用將閩南語口頭語言傳給別人。 
2-1-19 能運用錄音機記錄自己或別人的口語語段，以增進說話能力。 
2-1-20 建立學習閩南語口頭表達的興趣。 
2-1-21 培養運用閩南語說話的成就感。 
2-1-22 能主動在校外學習閩南語的一般生活口語詞彙。 
2-1-23 能在運用閩南語從事語文表達之前，先進行思考。 
 
2-2 能使用閩南語與人溝通 
2-2-1 參照閩南語言系統中的生活語言，了解自己與同伴的身體、能力、情緒、需求與

個性等，用閩南語表現出來。 
2-2-2 能養成熟練運用閩南語愛護自我、反省自我、照顧別人的習慣，並進而從事口頭

表達。 
2-2-3 養成愛用閩南語的態度。 
2-2-4 能運用閩南語文深入了解自我的一般生活，並且能順暢地與別人談論自我的生

活。 
2-2-5 能熟練運用閩南語表達感受、理智、想像、欣賞，並且能創造相關的語句。 
2-2-6 能觀察自己的閩南語口頭語言，並且根據語言使用慣例，加以調整。 
2-2-7 能自行蒐集並且選擇閩南語口頭語言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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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行規定 說明 

2-3-1 能熟練運用閩南語各種句型從事口語表達。 

2-3-2 能順暢的運用閩南語與別人談論生活經驗。 

2-3-3 能以閩南語從事簡易的口頭報告。 

2-3-4 能運用閩南語進行事物的描述、分析和解說。 

2-3-5 能將閩南語書面詞彙與用語，運用於口語表達。 

2-3-6 能運用閩南語與師長、同學進行問答及討論。 

2-3-7 能在口語表達中適當使用閩南語的語音和讀音。 

2-3-8 能用口頭方式進行閩南語和國語之間的翻譯。 

2-3-9 能養成在團體中運用閩南語談論的習慣。 

2-3-10 能養成吟、誦古今詩詞文章的興趣與能力。 

 

2-4-1 能運用閩南語思考並流利的表達。 

2-4-2 能運用閩南語進行開會、座談與演講。 

2-4-3 能運用閩南語流暢的朗讀文章及吟唱詩詞。 

2-4-4 能運用閩南語適切的表達想法、情感，並進行價值判斷。

2-4-5 能熟練用口頭方式進行閩南語和國語之間的翻譯。 

2-4-6 能主動參與或演出閩南語相關的藝文活動。 

2-2-8 具有前一階段之語言能力。 
2-2-9 熟悉閩南語中重要語音成分。 
2-2-10 能順暢而熟練的運用閩南語。 
2-2-11 能運用閩南語與教師、學生進行問答與討論。 
2-2-12 能初步口譯閩南語和國語。 
2-2-13 能運用日常閩南語，以合適的方式與各種人士對話。 
2-2-14 能運用閩南語進行各種事物的描述、解說。 
2-2-15 能運用閩南語從事各種疑問與否定的表達方式。 
2-2-16 運用閩南語進行表達心靈感受與價值判斷。 
2-2-17 能初步培養以閩南語從事各種語言題材的轉、變化與擴展的能力。 
2-2-18 能以閩南語從事一分鐘的報告。 
2-2-19 能以閩南語從事討論與交涉。 
2-2-20 能以閩南語從事各種情況的溝通。 
2-2-21 培養吟誦古今詩詞文章的興趣。 
2-2-22 養成日常生活中，運用閩南語表達語言禮貌與判斷思維的能力。 
2-2-23 養成運用閩南語關懷別人，由感情出發，以親和口吻主動問候他人習慣。 
2-2-24 養成尊重運用閩南語從事團體談論的態度。 
2-2-25 能透過閩南語口語學習與分析，認識閩南文化與其他族群之異同。並略為認識

外國及不同族群之文化習俗。 
2-2-26 能運用閩南語說話能力與成群的同學進行溝通活動。 
2-2-27 能使用各種常見的通訊器材，將自己的閩南語口頭語言傳給別人。 
2-2-28 能運用錄音機、錄影機記錄自己或別人的閩南語口語，從而進行討論，以增進

說話能力。 
2-2-29 能具有學習優美閩南語口頭表達的興趣。 
2-2-30 能主動向家人、親友、師生學習閩南語的生活口語詞彙與文章用語。 
2-2-31 能從傳播媒體和課外讀物中，摘取說話的語料。 
2-2-32 能在言談、文章、或語文表達前後，對於自己所用語文進行了解與思考。 
2-2-33 能辨認閩南語的語言與思維互相搭配與否。 
2-2-34 能運用閩南語與人討論問題與解決問題。 
 
2-3 能運用多種方式與人溝通。 
2-3-1 能參照並運用閩南語言系統中的文學語言，了解自己與同伴的身體、能力、情緒、

需求、自我控制能力與個性等。 
2-3-2 能深刻養成愛用優雅閩南語的態度。 
2-3-3 能運用閩南語文深入了解自我的一般生活與內心感受，並且能流暢地與別人分析

談論自我與別人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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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 能熟練運用閩南語言與文學來表達感受、理智、想像、評論、與鑑賞。 
2-3-5 能觀察分析自己的閩南語口頭語言，並且自己進行初步的語音、詞彙、語義、語

法、修辭分析，指出優劣，加以美化、修正。 
2-3-6 能自行蒐集閩南語口頭語言，並且能夠自行簡略進行自我訓練計畫，以請師長指

導。 
2-3-7 能初步運用閩南語口語辭典。 
2-3-8 能運用閩南語各種辭典與進修書籍。 
2-3-9 能具有閩南語發音準確、語言流暢的能力。 
2-3-10 能運用閩南語分辨並轉換文白音讀的能力。 
2-3-11 能隨時口譯閩南語、國語。 
2-3-12 能熟練的運用閩南語進行應答、談論與辯論。 
2-3-13 能運用閩南語貼切的表達心靈感受、情緒變化和各種程度的價值判斷。 
2-3-14 能以自然的閩南語朗讀日常生活短文。 
2-3-15 能優美朗誦吟誦古典詩詞的能力。 
2-3-16 能運用閩南語，以流暢、文雅而合宜的方式與各種人士對話。 
2-3-17 能以閩南語從事五分鐘報告的能力。 
2-3-18 培養以閩南語從事採訪與廣播的初步能力。 
2-3-19 培養閩南語戲劇語言的初步能力。 
2-3-20 養成能在一般社會生活中、面對各階層各年齡，運用恰當的閩南語表達語言禮

貌與思維的能力。 
2-3-21 能尊重別人、包容異議。 
2-3-22 能情理兼具的運用閩南語表達對別人與團體的關懷。 
2-3-23 能運用閩南語以不同角色、不同立場表達對別人與團體的意見。 
2-3-24 能透過閩南語口語學習與分析，深入認識閩南文化與其他族群之異同。並了解

海內外不同族群的口語表達，認識異國異族之文化習俗。 
2-3-25 能運用閩南語說話能力來從事家庭或學校活動。 
2-3-26 能運用錄音機、錄影機等科技產品，記錄自己或別人的口語語段，從而進行分

析、討論、修正、評鑑，以增進說話能力。 
2-3-27 能在言談、文章、或語文表達前後，對於自己所用的詞彙、語意、文法、語音

等進行初步的分析與評鑑。 
2-3-28 能初步的對於自己與他人的語文進行言意離合之處，解決言意不符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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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說明 

3. 標音能力 

3-1-1 能認唸基本的標音符號。(得視實際需要安排於適當年級

【二年級或中年級】實施） 

 

3-2-1 能認唸標音符號的聲母、韻母、聲調。 

3-2-2 能運用標音符號提升聽說能力。 

 

3-3-1 能運用標音符號拼讀日常生活中常用的語詞及短句。 

3-3-2 能運用標音符號拼寫日常生活中常用的語詞及短句。 

3-3-3 能運用標音符號查閱字、辭典或相關資料。 

3-3-4 能運用科技與資訊輔助標音符號學習。 

 

3-4-1 能運用標音符號拼讀語句及文章。 

3-4-2 能運用標音符號記錄語詞或有音無字的音節。 

3-4-3 能運用標音符號記錄日常口語對話。 

3-4-4 能運用科技與資訊增進標音能力，豐富學習內涵。 

3. 標音符號系統應用能力 

3-1-1 能認念簡單的標音符號系統。 

3-1-2 能利用標音符號系統提升聽說能力。 

3-1-3 能以簡單的標音符號系統表達自己對師友親人的心意。（例如母／父親節

卡片）。 

3-1-4 能以簡單的標音符號系統認識鄉土語言文化。 

 

3-2 能運用符號系統輔助學習閩南語 

3-2-1 能應用標音符號系統了解字詞的音意。  

3-2-2 能應用標音符號系統紀錄口語。 

3-2-3 能應用標音符號系統查閱工具書。 

3-2-4 能應用標音符號系統紀錄口語以及表達有音無字的音節。 

3-2-5 能運用標音符號系統初步認識其他族群的語言文化。 

3-2-6 能結合科技與資訊來使用標音符號系統。 

 

3-3 能利用符號系統輔助學習鄉土語言 

3-3-1 能靈活運用標音符號系統於日常生活各層面。 

3-3-2 能加強應用標音符號系統來讀寫。 

3-3-3 能運用標音符號系統初步認識外國語言文化。 

3-3-4 能加強結合科技與資訊來隨機使用標音符號系統。 

3-3-5 能運用符號系統記錄閩南語。 

3-3-6 能利用符號系統輔助學習鄉土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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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閱讀能力 

4-1-1 能養成基本的閩南語認讀能力。 

4-1-2 能養成喜歡認讀閩南語讀物的態度與習慣。 

 

4-2-1 能認讀閩南語語詞和語句，並瞭解其語意。 

4-2-2 能閱讀閩南語常用字詞寫成的短文。 

4-2-3 能初步使用閩南語字、辭典及其他工具書，輔助閱讀。 

4-2-4 能養成主動利用圖書館，增進閩南語的閱讀能力。 

4-2-5 能養成良好的閩南語閱讀態度與習慣。 

 

4-3-1 能運用標音符號與漢字，閱讀閩南語文章，並理解其文意。

4-3-2 能養成閱讀閩南語詩文的能力，並領略其意境與美感。 

4-3-3 能運用閩南語字、辭典及其他工具書，提升閱讀能力。 

4-3-4 能養成以閩南語閱讀並與人分享、討論的習慣。 

4-3-5 能透過閩南語閱讀以瞭解本土及多元文化。 

 

4-4-1 能閱讀並欣賞閩南語文學作品。 

4-4-2 能瞭解閩南語文學作品的主題及內涵。 

4-4-3 能透過閱讀以瞭解閩南語作品的寫作技巧。 

4-4-4 能透過閱讀，客觀分析閩南語文章的思維與觀點。 

4-4-5 能透過資訊及檢索工具，蒐集、整理閩南語資料，以增進

閱讀能力。 

4. 閱讀能力 
4-1 初步培養閱讀的興趣 
4-1-1 培養初步認讀能力。 
4-1-2 培養良好的閱讀習慣。 
4-1-3 培養閱讀閩南語的興趣。 
 
4-2 培養閱讀的興趣 
4-2-1 能正確應用標音符號系統與文字，讀寫出語詞和語句。 
4-2-2 能加強認讀閩南語之漢字，了解其意。 
4-2-3 能活用所學過之語句，啟發其閱讀興趣。 
4-2-4 培養閱讀閩南語詩文的興趣。 
4-2-5 能掌握文章之整體意義。 
4-2-6 培養喜愛閱讀閩南語讀物的興趣，並主動擴展閱讀範圍。 
4-2-7 利用圖書館查詢資料，培養自學能力。 
4-2-8 能理解閱讀過程中所得到之資訊。 
4-2-9 能初步欣賞文章中之詞句和語態，在溝通上之效果。 
4-2-10 養成良好的閱讀習慣與態度。 
4-2-11 能在閱讀過程中領會尊重別人的重要。 
4-2-12 能在閱讀過程中了解各種不同文化之特色。 
4-2-13 能從閱讀中了解閩南語之美。 
4-2-14 能將讀物內容與實際生活相連結。 
4-2-15 認識字典和各類工具書。 
4-2-16 能初步使用字典及工具書，輔助學習。 
4-2-17 能選擇適合自己程度閱讀的讀物。 
4-2-18 培養自問自答的方法，幫助自己思考文章內容。 
 
4-3 培養閱讀的基本技能 
4-3-1 能讀詞句與文章。 
4-3-2 能讀懂文章內容，掌握要點。 
4-3-3 能養成主動閱讀課外讀物之興趣，提升閱讀效果。 
4-3-4 能讀出文章之感情。 
4-3-5 能欣賞文章的內涵及特色，且具體呈現個人對文章內涵的看法。 
4-3-6 能利用工具書，並養成自己解決問題的能力。 
4-3-7 培養資料之剪輯，做摘要及整理之能力。 
4-3-8 能了解閩南語教材中，各種不同之閱讀策略。 
4-3-9 能用不同的閱讀理解策略，發展出自己的讀書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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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10 能察覺語句和語法，在溝通和表達方面的效果。 
4-3-11 能理解閱讀之各種材料，並了解字詞正確使用之重要。 
4-3-12 能運用閩南語讀出文章。 
4-3-13 能共同討論閱讀內容，交換心得。 
4-3-14 能理解文章中對人和物的尊重，關懷的精神。 
4-3-15 在閱讀過程中培養參與團體的精神，增進人際互動。 
4-3-16 學習主動閱讀閩南語作品，並了解其習俗。 
4-3-17 學習閱讀古今中外及鄉土文學作品。 
4-3-18 透過閱讀了解各國之文化風貌及特性。 
4-3-19 能組織所閱讀之資料。 
4-3-20 能應用組織結構之知識：如前後順序，因果關係，對比對照等。 
4-3-21 能利用電腦及其他科技產品，增強語文學習能力。 
4-3-22 能利用各種檢索工具，做資料蒐集及組織。 
4-3-23 能掌握基本閱讀技巧，且能迅速瀏覽了解大意。 
4-3-24 能了解不同字詞間和文意之轉換。 
4-3-25 能記下新發現和感想。 
4-3-26 能綜合判斷所閱讀過之資料，或文章內容。 
4-3-27 能分析閱讀內容，並適切轉化閱讀經驗於實際生活中，以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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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寫作能力 

5-2-1 能聽寫基本的閩南語常用語詞和語句。 

5-2-2 能以閩南語進行基本的語詞替換與句型轉換。 

5-2-3 能運用標音符號輔助簡易的閩南語寫作。 

 

5-3-1 能運用閩南語書寫簡易的字條、卡片與標語。 

5-3-2 能運用閩南語寫出自己的感受與需求，並表達對他人的關

懷。 

5-3-3 能運用標音符號提升閩南語寫作能力。 

5-3-4 能運用閩南語媒材、工具書或線上檢索系統輔助寫作。 

 

5-4-1 能寫出自身、周遭或鄉土有關的簡短故事。 

5-4-2 能在觀看閩南語影音媒材後，以閩南語書寫簡單的心得。

5-4-3 能與同學以閩南語共同編寫角色扮演的簡單對白，並分享

編寫與演出的樂趣。 

5-4-4 能以閩南語書寫簡單的書信及邀請函。 

5-4-5 能透過科技與資訊媒材，豐富寫作內容，提升閩南語寫作

能力。 

5. 寫作能力 
5-1 初步培養寫作的興趣 
5-1-1 能觀察生活中的閩南語書面文字。 
5-1-2 能以口述講出簡短的生活語句。 
 
5-2 培養寫作的興趣 
5-2-1 能分辨閩南語書面文字與國語的差異。 
5-2-2 能初步認識影音的字幕，並用閩南語發表自己對影片的觀感 
5-2-3 能運用閩南語詞彙，寫簡單的話和常用的語詞。 
5-2-4 能用閩南語詞彙寫簡單卡片，表達對親人、友人的關懷。 
5-2-5 能與同學共同表演口語即興短劇，分享口語創作的樂趣。 
5-2-6 能利用地方戲曲輔助學習鄉土語言。 
5-2-7 能以口述講出自己身邊或鄉土有關的人、事、物的故事。 
5-2-8 能利用閩南語音標系統提升說話及閱讀能力。 

 
5-3   培養寫作的基本技能 
5-3-1 能寫出所聽到的字句和口語。 
5-3-2 能運用所學的閩南語漢字和音標(可混用)，寫出短文(如書信、便條、或故事

等…)。 
5-3-3 能從欣賞作品中，模仿使用簡單的修辭技巧。 
5-3-4 能在口述作文或造句練習中，欣賞閩南語的特質。 
5-3-5 能欣賞他人的作品，並嘗試創作(如童詩、童話等)。 
5-3-6 能運用簡易的閩南語常用辭典，以解決書寫問題。 
5-3-7 能收集自己喜好的閩南語作品，並加以分類。 
5-3-8 能利用不同的途徑和方式，收集各類寫作的材料。 
5-3-9 能運用閩南語字詞及句型，記錄言談對話。 
5-3-10 能配合學校活動(如閩南語週)，練習應用文寫作，如通知、公告等。 
5-3-11 能以電話、慰問書信、簡單的道歉啟事，表達對他人的關懷和誠意。 
5-3-12 能利用閩南語與不同族群語言的口語對譯練習，了解不同語言之差異。 
5-3-13 能記錄旅遊所見所聞，增加認識各地風土民情。 
5-3-14 能用閩南語漢字擬定活動計畫。 
5-3-15 培養利用現代媒體的習慣。 
5-3-16 能將學習所得加以整理記錄。 
5-3-17 能經由共同討論作品的優缺點，及利用刊物編輯主動交換寫作經驗。 
5-3-18 能綜合別人意見，寫出自己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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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健康與體育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三)分段能力指標

＜編號說明＞下列「a-b-c」的編號中，a 代表主題軸序

號，b 代表階段序號，c 代表流水號。

本學習領域配合學生生長發育及現有學

制，平均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為國小

一至三年級，第二階段為國小四至六年

級，第三階段為國中一至三年級。

2.人與食物

a-b-c
2-3-1 設計、執行並評估個人的飲食內容及飲食習慣，以

符合身體成長和活動的營養需求。

2-3-5 明瞭食物的生產、製造、烹調會影響食物的品質、

價格及熱量，並能做明智的選擇。

3.運動技能

a-b-c
3-2-3 瞭解運動規則，參與比賽，表現運動技能。

3-2-4 在遊戲或簡單比賽中，表現各類運動的基本動作或

技術。

4.運動參與

a-b-c
4-1-3 養成規律運動習慣，保持良好體適能。

4-1-4 認識並使用遊戲器材與場地。

4-2-1 瞭解影響運動參與的因素。

4-2-2 評估社區休閒運動環境並選擇參與。

4-2-3 瞭解有助體適能要素促進的活動，並積極參與。

(三)分段能力指標

＜編號說明＞下列「a-b-c」的編號中，a代表主題軸序號，b
代表學習階段序號，c代表流水號。

本學習領域配合學生生長發育及現有學制，平

均分為三學習階段。第一學習階段為小學一至

三年級，第二學習階段為小學四至六年級，第

三學習階段為國中一至三年級。

2.人與食物

a-b-c
2-3-1 設計、執行並評估個人的飲食內容及飲食習慣，以

符合成長和身體活動的營養需求。

2-3-5 明瞭食物的烹調、製造會影響食物的品質、價格及

熱量，並能作明智的選擇。

3.運動技能

a-b-c
3-2-3 在遊戲或簡單比賽中表現各類運動的基本動作或

技術。

3-2-4 了解運動規則，參與比賽，表現運動技能。

4.運動參與

a-b-c
4-1-3 認識並使用遊戲器材與場地。

4-1-4 養成規律運動習慣，保持良好體適能。

4-2-1 了解有助體適能要素促進的活動，並積極參與。

4-2-2 評估體適能活動的益處，並藉以提升個人體適能。

4-2-3 了解影響運動參與的因素。

1.為使各能力指標

的內容簡潔、明

瞭，做文字上的修

改。

2.為能更呈現能力

指 標 的 發 展 順

序，所以原能力指

標 3-2-3 與 3-2-4
對調， 4-1-3 與

4-1-4 對調，4-2-1
與 4-2-3 對調，

4-2-2 與 4-2-4 對

調，6-3-3 與 6-3-4
對調。

3.相關用字依照各

領域統一用字修

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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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4-2-4 評估體適能活動的益處，並藉以提升個人體適能。

5.安全生活

a-b-c
5-2-4認識菸、酒、檳榔、藥物與成癮藥物對個人及他人

的影響，並能拒絕其危害。

5-3-4評估菸、酒、檳榔、藥物、成癮藥物的危害，並於

日常生活中演練有效的拒絕策略。

6.健康心理

a-b-c
6-3-3 應用溝通技巧與理性情緒管理方式以增進人際關

係。

6-3-4 尋求資源並發展策略以調適人生各階段生活變動

所造成的衝擊、壓力與疾病。

7.群體健康

a-b-c
7-1-2 描述人們獲得健康資訊、選擇健康服務及產品之過

程，並能辨認其正確性與有效性。

4-2-4 評估社區運動環境並選擇參與。

5.安全生活

a-b-c
5-2-4評估菸、酒、檳榔及成癮藥物對個人及他人的影響

並能拒絕其危害。

5-3-4 演練拒絕菸、酒、檳榔、成癮藥物的有效策略並實

踐於日常生活中。

6.健康心理

a-b-c
6-3-3 尋求資源並發展策略以調適人生各階段生活變動

所造成的衝擊、壓力與疾病。

6-3-4 應用溝通技巧與理性情緒管理方式以增進人際關

係。

7.群體健康

a-b-c
7-1-2 描述人們在選擇健康與運動的服務及產品之過程

與責任。

(四)分段能力指標與十大基本能力的關係

1.項目標號依照順序、層級做重新排列。

2.配合十大基本能力所欲呈現與達成的目標，依照改寫後的能力指標意涵，依序將指標重新放入。

(五)實施要點

1.一般原則：

(1)學校應組成「健康與體育學習領域課程研究小組」，

依據健康與體育學習領域分段能力指標，考量學校條

件、社會資源、家長期望、學生需求等因素，訂定學

年課程實施計畫。

(五)實施要點

1.一般原則：

(1)學校應組成「健康與體育領域課程研究小組」，依據

健康與體育學習領域分段能力指標，考量學校條件、

社會資源、家長期望、學生需求等因素，訂定學年課

程實施計畫。

1.為使實施要點的

敘述能更明瞭，針

對內容做全面的

檢視與文字上的

修改。

2.教學評量新增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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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學校為提升學生體適能狀況及培養學生健康休閒生

活的觀念，應利用綜合活動、學校自主時間與課外時

間安排體能及其他休閒活動，每週至少實施3次，並

鼓勵學生參與運動競賽、表演與欣賞等活動。

4.教學評量：

(5)授課教師在每學期上課前，應做好評量計畫，明確訂

定評量項目，每次評分均做成評量紀錄，並力求成績評

量客觀化。

(4)學校為提昇學生體適能狀況及培養學生健康休閒生

活的觀念，應儘量利用綜合活動、學校自主時間及課

外時間安排體能及其他休閒活動，每週至少實施三

次，並鼓勵學生參與運動競賽、表演與欣賞等活動。

4.教學評量：

(5)點，以使教師

更能明確訂定教

學評量的原則。

3.相關用字依照各

領域統一用字修

改。

修正規定 說明 

(六)附錄 

附錄一 主題軸及其內涵

2.人與食物

(1)食物主要的功能在提供人生各階段身體所需的營養及滿足心理的需求。

(2)人類選擇食物受到許多因素的影響，並進而養成個人的飲食習慣。

(3)食物的製備及保存過程，會影響其營養價值及安全性。 

1.針對各主題軸的

文句敘述，做文

字、內容上的調

整，使其更能呈

現其意涵。

2.相關用字依照各

領域統一用字修

改。

修正規定 說明 

附錄二  能力指標的補充說明 

 

1.生長、發展 

分段能力指標 補充說明

1-1-1
知道並描述對於出生、成長、老

化及死亡的概念與感覺。

2.認識新生命的形成，並瞭解各項身體的特徵是遺傳的結果。

3.認識並分享人生必經階段對自己生活的影響，如：新生兒的誕生、成長的喜悅等。

1-1-2
觀察並比較不同人生階段的異

2.比較人生各階段個人的活動能力、需求及照顧的異同，如：嬰兒、老人等。

3.描述不同人生階段的責任與成就感，如：青少年、壯年。

1.各能力指標的補

充說明依照能力

發展的順序，做重

新的檢視、敘寫和

排列，且為能更呈

顯出補充說明的

意涵，針對內容做

文字上的修改。

2.相關用字依照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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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1-1-4
養成良好的健康態度和習慣，並

能表現於生活中。

1.認識人體各部位的正確名稱及其基本功能，並懂得愛惜身體各部位。

1-1-5
討論對於身體的感覺與態度，學

習尊重身體的自主權與隱私權。

5.體會媒體對身體意象的影響，並建立正確的身體意象與接受自己的外型。

1-2-1
辨識影響個人成長與行為的因

素。

3.敘述能促進或改變個人生長發育的生活型態，如：運動、飲食等。

4.分析影響個人成長與行為的環境因素，如：家庭環境、信仰、傳播媒體等。

1-2-5
檢視兩性固有的印象及其對兩

性發展的影響。

1.討論且比較兩性的差異，並探索社會文化與媒體訊息對性別的期待及影響。

2.學習認同與悅納自己，建立性別平等與尊重的互動關係。

3.探討並列舉被異性吸引與吸引異性的心理及生理因素。

1-3-2
蒐集生長、發展資料來提升個人

體能與健康。

1-3-3
運用性與性別概念，分析個人與

群體在工作、娛樂、人際關係及

家庭生活等方面的行為。

5.瞭解約會及團體邀約的重要性，並根據社會規範來確認與異性交往的原則，如：尊

重隱私、個人安全等。

6.認識性與懷孕、生產的關係，並瞭解胎兒在母體內的生長情形。

7.瞭解負責任的愛與性為人生帶來快樂，激發創造力與生命力。

2.人與食物

分段能力指標 補充說明

2-1-1
體會食物在生理及心理需求上

的重要性。

5.依據健康原則準備簡單且立即可吃的食物，並滿足生理及心理的需求。

6.瞭解食物的熱量高低與肥胖之關聯性。

7.瞭解運動時的營養需求。.
2-1-3
培養良好的飲食習慣。

2.實踐三餐規律、各大類營養素攝取均衡的飲食原則。

2-2-6 5.瞭解攝取食物熱量和運動消耗之平衡能達到控制體重的效果。

領域統一用字修

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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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並討論運動與飲食的經

驗，並建立個人的健康行為。

2-3-1
設計、執行並評估個人的飲食內

容及飲食習慣，以符合身體成長

和活動的營養需求。

5.解釋糖、鹽、膽固醇、脂肪對健康的影響。

6.瞭解經醫學證實之抗癌性食物的種類，如：十字花科類植物、含硫化學物、胡蘿蔔

素、抗氧化物、大豆等。

2-3-2
指出需要特殊營養照顧的時期

或疾病，並提出預防的策略。

2.列出活動量不同者的營養建議攝取量，如：運動員的特殊營養建議攝取量。

2-3-3
檢視媒體所助長的飲食趨勢之

合適性，並體認正確的飲食可降

低健康上的風險。

2.依營養素原則、保健功效及本身的需求，而非廣告的吸引力和流行趨勢來選擇食物

。

2-3-5
明瞭食物的生產、製造、烹調會

影響食物的品質、價格及熱量，

並能做明智的選擇。

4.明瞭烹飪方式與食物的營養、熱量或能源耗損的關係，能比較並選擇。

5.根據重量、營養價值、價格及環境生態的觀點，來比較天然、有機及加工食品，並

以實際需求做明智選擇。

2-3-6
分析個人對身體外觀的看法及

其對個人飲食、運動趨勢的影

響，並擬定適當的體重控制計

畫。

3.欣賞並接納自己身體的外觀，建立正確的身體意象與健康體位的概念。

3.運動技能

分段能力指標 補充說明

3-1-3
表現操作運動器材的能力。

3.瞭解操弄的方法以及身體與器物接觸的概念。

3-2-2
在活動中表現身體的協調性。

2.在各類運動中操作運動設備時能使動作順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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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瞭解運動規則，參與比賽，表現

運動技能。

1.認識運動之簡易規則。

2.經由規則的瞭解，自編簡單的遊戲或比賽。

3.瞭解規則，能參與並欣賞運動比賽。

4.瞭解經由正確練習提升自我運動技能。

3-2-4
在遊戲或簡單比賽中，表現各類

運動的基本動作或技術。

1.表現球類聯合性的基本技術。如：籃球運球上籃、足球傳停、排球傳接等。

2.表現舞蹈、體操、國術、田徑等聯合性的基本動作，如：舞蹈旋轉平衡、體操撐跳、

游泳手腳聯合動作、田徑跑跳擲。

3.在運動中體會動作時間、空間、力量、關係等因素。

4.經由器材的操作能力、動作的控制、身體協調，來提升自我運動技能，如：網球握

拍、連續對牆擊球等。

3-3-2
評估個人及他人的動作表現，以

改善運動技能。

3.經由評估個人及他人的動作表現後，進而改善自己不良的姿勢和動作。

4.運動參與

分段能力指標 補充說明

4-1-3
養成規律運動習慣，保持良好體

適能。

1.瞭解並保持適度的身體活動，如：快走、慢跑、自行車、游泳、舞蹈、有氧運動等

2.經常參與包括心肺耐力、肌力與肌耐力、柔軟度、身體組成等要素之身體活動，以

促進體適能。

3.依據個人興趣及生活作息，安排每天至少運動 30 分鐘，每週至少運動 210 分鐘以

上。

4.利用課後或假日時間，邀集家人或朋友，一同到戶外從事身體活動。

4-1-4
認識並使用遊戲器材與場地。

1.每位學生能瞭解校園中可遊戲的場地。

2.利用校園的遊戲器材，從事各項身體活動。

3.描述在校園附近，可提供遊戲及玩耍的場地，並會使用這些場地。

4-2-1
瞭解影響運動參與的因素。

1.從自己的興趣、能力與同儕及家人等方面因素，提出影響運動參與的看法。

2.提出對於比賽的責任、榮譽、天候、場地環境等因素的看法。

3.認識參與運動的影響因素，如：他人的鼓勵、個人因素、場地設備等。

4-2-2 1.瞭解社區現有運動設施與團隊組織，選擇參與個人喜歡的運動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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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社區休閒運動環境並選擇

參與。

2.積極參與社區所舉辦之各類運動及競賽或體育相關活動。

3.利用假日期間，選擇並從事適合個人的休閒運動項目。

4-2-3
瞭解有助體適能要素促進的活

動，並積極參與。

1.瞭解參與各種身體活動所需的體適能要素。

2.認識並比較人們為保持體適能所從事的活動。

3.參與培養體適能方面的身體活動課程計畫。

4-2-4
評估體適能活動的益處，並藉以

提升個人體適能。

1.瞭解體適能的概念及其在身體活動上的應用。

2.能夠正確的利用場地與各項器材，來進行體適能測驗，並評估個人的體適能水準。

3.依據測驗結果參與各種體適能活動，改善個人體適能。

4-3-4
評估各種不同需求者的運動需

求與計畫。

3.能夠利用適當的運動場地與設備，協助身心障礙及特殊運動潛能的學生完成身體活

動計畫。

5.安全生活

分段能力指標 補充說明

5-1-2
說明並演練促進個人及他人生

活安全的方法。

3.描述並演練上下學安全注意事項，如：熟悉道路狀況、排隊搭車、專心走路、過馬

路及腳踏車交通規則等。

5-1-3
思考並演練處理危險和緊急情

況的方法。

1.確認具威脅性的行為，如：惡性犯規、恐嚇、勒索、被跟蹤、綁架、誘拐、被虐待、

性侵害等，並說出遭遇緊急情境時能提供協助的人或支援，如：報告老師、父母或

使用 119、110、113等。

5-1-5
說明並演練預防及處理運動傷

害的方法。

1.在運動中，能注意指導者傳達的運動規定，並確實遵守。

2.知道運動時應在合適且安全的運動環境下進行，如：在籃球場投籃、空曠的場地打

棒球等。

4.瞭解運動中未遵守規定，易產生運動傷害。

6.瞭解運動傷害簡易的處理方法。

5-2-1
覺察生活環境中的潛在危機並

尋求協助。

2.警覺家庭、學校及戶外環境的潛在危機，如：家電、實驗藥品、尖銳物品的不當使

用、校園惡作劇、過早到校、水上活動等與安全間的關係。

4.能覺察出環境中潛在的危險因素，如：溫度、汽油、毒物、氣體等，並解釋它們對

身體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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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判斷影響個人及他人安全的因

素並能進行改善。

3.說出冒險的行為，如：單獨登山或戲水、單手騎腳踏車等可能造成的後果。

4.能藉由找出相關事實的方式來評估一項行動或情境的危險程度，如：騎乘機車發生

事故時受傷害的程度，不戴安全帽者的受傷程度比戴安全帽者嚴重。

5.描述個人行為如何影響個人及他人的安全，如：闖紅燈、在走廊奔跑、在安全出口

處堆放物品、隨意破壞安全設施等，體認個人應對自己及他人的安全負責。

6.討論並演練家庭、學校及戶外等環境中預防傷害的方法，如：水上安全、防颱、防

震、防火、交通安全等。

5-2-3
評估危險情境的可能處理方法

及其結果。

1.討論如獨處家中、受人勒索、酒精燈潑倒、瓦斯外洩、火災、地震、暴風雨、溺水、

交通事故、誤食藥物、異物梗塞、被動物咬傷、校園暴力、詐騙事件等各種危險情

境的可能處理方法及結果。

2.認識家庭備有急救箱的意義及家用急救箱內應有的物品。

3.認識社區內的緊急救護系統(如：消防隊、救護車、醫療單位急診室等)。
5-2-4
認識菸、酒、檳榔、藥物與成癮

藥物對個人及他人的影響，並能

拒絕其危害。

1.認識成藥、指示藥、處方藥及其對人體的功用。

2.瞭解吸菸、喝酒、嚼檳榔、使用成癮藥物對個人、家庭及社會的影響及其可能後果

3.能運用做決定的技巧，對個人是否吸菸、喝酒、嚼檳榔、使用成癮藥物做明智的決

定。

4.討論媒體訊息中，菸、酒、藥物與成癮藥物對個人及他人的影響。

5-2-5
探討不同運動情境中的傷害預

防及其處理。

1.探討未做熱身運動即從事劇烈運動對身體的影響。

3.探討危及運動安全的因素(包括人為、不安全的動作或環境設備的不良因子)及排除

方法。

4.探討常見運動傷害的正確處理方法，如：游泳時腳抽筋的處理方法等。

5.探討在不同氣候下從事運動的注意事項。

6.探討常見運動項目中可能產生的運動傷害，並比較其差異。

5-3-1
評估日常生活的安全性，並討論

社會對促進個人及他人安全的

影響。

1.能評估居家環境、學校環境、公共場所及工作環境中潛在的危險、安全程度及可能

發生的事故傷害，如：浴室防滑措施、燈光及適合家中老幼的安全扶手、防火逃生

設施等。

2.探討個人對危機的知覺及實際發生危機二者間的關聯，以提高促進安全的行動。

3.評估個人及社會價值觀對安全行為抉擇的影響，並能堅持從事讓自己及他人安全的

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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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規劃並參與改善環境危機所需

的預防策略和行動。

1.依據居家環境不安全的部分，提出改善計畫並執行，如：使用各項器具前應詳細閱

讀說明書，並依規定使用，使用後須妥善收藏歸位，以促進安全。

2.找出社區環境中的潛在危害，並能擬定維護社區安全的行動計畫，如：提供幼兒安

全遊戲空間、設立腳踏車環道、學校周邊道路減速限制、改進街道照明、增強社區

巡邏、公共場所的安全設施應符標準等。

3.探討個人和機構在促進職場安全中扮演的角色。

4.運用自身的經驗及問題解決技巧，提出面對現代安全問題(如：綁架、強暴、搶劫、

詐騙等)的因應處理及預防方法。

5-3-3
規劃並演練緊急情境的處理與

救護的策略和行動。

1.指出遭遇急難時提供支援的民間服務單位，如：紅十字會、各地急難服務隊、各地

家扶中心等。

2.認識並演練遭遇一般急症(如：創傷、溺水、窒息、動物咬傷、中毒、中暑等)時的

急救方法(如：止血、包紮、搬運、CPR、哈姆立克法、復甦姿勢等)，並願意參與

增進急救技巧的相關計畫。

3.學習並演練自衛活動。

4.學習或演練水上活動緊急情況的救人技巧。

5.瞭解水上活動緊急情境處理方法。

6.規劃水上活動緊急情況處理策略與步驟。

5-3-4
評估菸、酒、檳榔、藥物、成癮

藥物的危害，並於日常生活中演

練有效的拒絕策略。

1.具備正確的用藥觀念(如：用藥前閱讀藥品說明、詢問使用方式)，並能指出常見錯
誤的用藥文化。

2.概述酒及某些藥物如何使人降低判斷力或失控。
3.分析菸、酒、檳榔、咖啡因及其他成癮藥物對生理、心理、社會的影響，運用並演
示拒絕的技巧，避免使用之。

4.運用問題解決的策略，參考社會上反成癮物質宣導媒體及活動，策劃、評估並實行
一項影響同儕團體減少吸菸、飲酒、嚼檳榔及成癮藥物濫用的行動計畫。

5.知道菸、酒、檳榔、成癮藥物的法律及相關規定(如：少年福利法、菸害防制法等)，
並認識戒除菸、酒、檳榔或成癮物質的資源、機構。

6.探討使用禁藥所帶來的後果，拒絕使用禁藥來增進運動表現。
5-3-5
重視並能積極促進運動安全。

1.討論各種運動項目的運動傷害產生的可能因素、預防方法及處理步驟。

3.瞭解運動場地、設備、器材的潛在危險因素並加以排除。

4.討論且擬定運動場所中個人及他人安全的計畫並執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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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說明 

5.討論解決運動比賽紛爭的適當方法並加以運用。

6.擬定運動傷害發生時的處理策略和步驟，並加以執行。

7.探討遵守運動規則對個人及他人安全的重要性。

8.瞭解運動情境中，運動員精神及運動禮儀對促進運動安全的影響。

9.能依所從事運動或活動之性質，確定自己的身體狀況、選擇適當之裝備與預防措

施，進行安全的運動。

6.健康心理

分段能力指標 補充說明

6-1-1
描述自己的特色，並接受自己與

他人之不同。

2.察覺自己與他人的異同。

3.在遊戲情境中，認識自己。

4.能表現喜歡自己、悅納自我的行為。

6-1-2
學習如何與家人和睦相處。

3.願意與家人一起參與各種遊戲或活動。

4.在家人意見不合或有衝突時，能與家人溝通。

6-1-3
展示能增進人際關係、團隊表現

及社區意識的行為。

1.列舉別人接受或不被接受的行為。

2.展示建立友誼的方法，以促進人際關係，如：坦承、互相幫助。

3.認識生活之社區並主動傳遞訊息，鼓勵參與社區之健康動態休閒活動。

4.協助身心障礙者並樂於一起參與各種身體活動。

5.參與各種團體休閒活動。

6.在遊戲活動中與他人和睦相處。

6-1-5
瞭解並認同團體規範，從中體會

並學習快樂的生活態度。

1.學習在做決定前要先瞭解事實，並徵詢父母、師長的意見與想法。

4.在身體活動中，養成互助合作的精神。

5.遵守團體活動規範，享受團隊合作，達成目標之愉悅感受。

6-2-1
分析自我與他人的差異，從中學

會關心自己，並建立個人價值

感。

3.理解尊重自己、關心自己對於人際關係的影響。

4.從肢體活動中瞭解自我的獨特性。

5.願意拓展生活經驗以瞭解自己，如：扮演不同的角色，嘗試新穎、富挑戰性、創造

性的事物。

6-2-2
瞭解家庭在增進個人發展與人

1.認識家庭的功能並明瞭成員的責任與義務。

2.學習尊重、體諒、稱讚、感謝的正向態度與有效溝通，以增進家庭的和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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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說明 

際關係上的重要性。 4.面對自己或朋友的家庭問題，如：單親、父母離異或家庭暴力時，能正向調適與因

應。

6-2-3
參與團體活動，體察人我互動的

因素及增進方法。

1.明瞭關心與尊重對於人際關係的影響，並學習人際互動時表現適度關心與尊重。

2.說明成見、預設立場、刻板印象等對他人偏執的態度或觀感如何影響人際關係。

3.學習接納團體新成員與加入新團體的技巧。

4.接納並尊重周遭的身心障礙者，並能與他們和諧相處。

5.分辨不同行為對團體表現與個人厲害關係的影響，如：野心、自作主張、英雄主義、

扮小丑、欺負別人、逗弄別人。

6.樂於嘗試各項團隊運動與活動。

7.與他人分享參與團體性身體活動的喜悅。

6-2-4
學習有效的溝通技巧與理性的

情緒表達，並認識壓力。

1.分析想法對情緒的影響，學習理性的抒解情緒方式。

2.能清楚與自信的表達需求與感覺，同時亦能敏銳的回應他人的需求與感覺。

3.知道壓力的正、負面影響，並能建設性的處理壓力情境。

4.說明同儕壓力對行為與健康選擇的影響。

5.展現非暴力策略，如：溝通、協商、感情表達等方式解決衝突。

6.瞭解情緒、壓力與健康之間的關係，並運用問題解決的方法，來做有利身心健康的

選擇。

7.在體育活動中，以有效的溝通技巧與適宜情緒表達，解決人際互動之問題。

6-2-5
瞭解並培養健全的生活態度與

運動精神。

1.分析班規、校規等行為規範所表現或隱含的價值與意義。

2.分析遊戲規則、運動規則等行為規範所表現或隱含的價值與意義。

3.活動中能適時稱讚與鼓勵他人。

4.重視個人與群體關係，在團體(體育)活動中，表現尊重與欣賞的運動精神。

7.訂定並遵守運動遊戲之規則及團體生活公約，且爭取團體榮譽。

6-3-1
體認自我肯定與自我實現的重

要性。

1.認識主觀自我、客觀自我、社會自我與理想自我，學習調和四者間的差距。

2.說明缺乏自尊對於個人的影響，如不能認同自己的能力，甚至企圖破壞別人的能力

3.相信生命中有很大部分是自己可以控制的，肯定後天努力的價值。

4.培養自我反省、客觀檢討的習慣，積極地面對得失與褒貶。

7.追求自己的理想，尋找挑戰自我及創新的方法。

6-3-2 1.討論適合現代社會的家庭成員角色與責任，並願意在目前與未來的家庭生活中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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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說明 

肯定家庭教育及社會支持的價

值，願意建立正向而良好的人際

關係。

。

2.體會來自家庭的愛對心理健康之重要性，如：提供快樂、滿足、進取心與內心的寧

靜和安全感。

3.嘗試規劃並參與家庭休閒活動，以拉近與其他家庭成員間的距離。

4.指出面對家庭暴力或家人衝突時的處理方法，如：主動接觸、言辭和緩、不放棄溝

通、瞭解父母所重視的，以及尋求有效的資源來協助解決等。

7.體認社會支持為維繫個人身心健康的重要因素之一，並能於日常生活中接受並給予

他人社會支持。

8.分析媒體、資訊科技的快速發展，對於人際關係的影響。

6-3-3
應用溝通技巧與理性情緒管理

方式以增進人際關係。

1.能找出使情緒不佳的真正原因，如：錯誤的想法、缺乏自信、遭受困境或挫敗等。

2.能理性控制與抒解情緒，明暸壓抑或過度發洩情緒對自己或他人的傷害。

3.練習做決定的歷程、拒絕的技巧，並且應用到不同的情緒衝突問題，如：避免校園

暴力的發生。

4.願意適度開放自我與別人分享。

5.能理解與練習有效溝通的技巧，並實際應用在與家人、朋友、異性、師長的相處上

6.應用協商、解決爭執的技巧以協調家庭、運動團隊、工作場所等團體之成員間不同

的目的、能力與需求。

7.明暸透過網際網路與他人溝通的優、缺點與應注意事項。

6-3-4
尋求資源並發展策略以調適人

生各階段生活變動所造成的衝

擊、壓力與疾病。

1.明瞭情緒和壓力變化對身體免疫功能、生殖功能和疾病的影響。

2.能運用技巧以調適自己的緊張、壓力與衝突。

3.能預測人生各階段的權利、義務與角色功能，並發展自己的期許與規劃。

4.體會死亡的涵義與生命的可貴，學習面對親人的死亡，並避免自傷與自殺。

5.協助遭受傷害、悲痛、災難、不幸的親人或朋友尋求有用的資源與服務。

6.明暸「異常行為」與「身心症狀」，並能採取具體的調適措施，避免無意義的消耗

醫療資源。

7.能透過放鬆肌肉的練習與規律運動以發洩情緒、調適壓力。

8.在團體活動中，如遇不合理現象時，可按照程序提出申訴，以得到圓滿的解決。

6-3-5
理解道德、社會、文化、政策等

4.認識運動文化對個人參與運動的影響。

5.學習在別人的價值或標準與自己相異的情況下，如何擇善固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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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說明 

因素如何影響價值或規範，並能

加以認同、遵守或尊重。

6.培養多元化的思考，欣賞或尊重他人不一樣的立場或價值。

7.建立正確的偶像觀，避免過度崇拜。

8.認識並建立自己內外一致的價值、態度、信念、行為模式，且能儘量符合，如：家

庭、運動、朋友、遊戲、工作等不同情境或團體的期待，若無法符合，能找尋合適

的調適方法。

9.在運動比賽中，能遵守規則、服從裁判、保持君子風度、不起衝突，以培養生活行

為規範。

7.群體健康

分段能力指標 補充說明

7-1-4
察覺不同親疏感的社區生活環

境與健康互動的情形。

1.觀察並描述住家周遭的環境(如：公園、校園、社區、海濱、森林、火車站、市場、

工業區等)對身體健康的影響。

7-2-2
討論社會文化因素對健康與運

動的服務及產品選擇之影響。

3.比較不同地區或不同生活環境，人們使用健康服務與選購健康產品的差異。

4.討論媒體因素對健康與運動的服務及產品選擇之影響。

7-2-4
確認消費者在運動相關事物上

的權利、義務及其與健康的關

係。

1.瞭解如何選擇優良的運動產品。

7-2-6
參與社區中環保活動或環保計

畫，並分享其獲致的成果。

3.檢視大眾運輸系統、檢舉非法排放廢氣的工廠等，以減低空氣污染情形。

7-3-1
運用健康促進與疾病預防的策

略，以滿足不同族群、地域、年

齡、工作者的健康需求。

3.關心時下流行傳染病(如：腸病毒、禽流感、SARS等)，並蒐集相關資料、應用策略，

以有效預防此類疾病的傳染。

4.能瞭解安全性行為的內涵，以降低性病及愛滋病的發生率。

7-3-4
分析人類行為如何改變全球環

1.關心、瞭解全球性重要的環境議題，如：臭氧層的損害、酸雨的產生、核能輻射的

外洩、溫室效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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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說明 

境，並探討環境改變對人類健康

的影響。

7-3-5
提出個人、社區及組織機構為建

造更健康的社區與環境所擬定

的行動方案與法規。

3.認識政府環保單位與民間環保團體所推動與健康環境相關之環保議題。

4.瞭解國內健康與環境相關的法律，如：菸害、噪音、空氣污染等防制法，以及水污

染防治法和野生動物保護法等，如何維護及促進社區健康與環境保護。

現行規定 說明

附錄三 「健康與體育」學習領域能力指標之體育重點意涵與教材示例

刪除理由：

1.原附錄三，係原課綱中沒有的，且未經研修委員同意放入。

2.目前無任何一個學習領域，只作其中某一個科目的教材示例，這是違反體例的作法。建議可將此份教材示例放在網

站上，供體育教師參考、應用。

刪除。

修正規定 說明

附錄三 分段能力指標之解析

1.為使能力指標的意涵能更加清楚，方便教師進行解讀，因而新增此附錄。

2.詳細內容請查閱新課綱。

新增。

修正規定 說明

附錄四 分段能力指標連貫性與補充說明解析

1.此附錄主要目的在呈現各主題軸下，所對應的能力指標與補充說明之關係，方便教師進行教材之編選。

2.詳細內容請查閱新課綱。

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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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社會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說明

1.人與空間

a-b-c
1-2-1 描述居住地方1的自然與人文特性。2

1-2-2 描述不同地方3居民的生活方式。4

1-2-3 覺察人們對地方與環境的認識與感受具有差異性

，並能表達對家鄉的關懷。5

1-2-4 測量距離、閱讀地圖、使用符號繪製簡略平面地

圖。

1-2-5 調查居住地方人口的分布、組成和變遷狀況。

1-2-6 覺察聚落的形成在於符合人類聚居生活的需求。

1-2-7 說出居住地方的交通狀況，並說明這些交通狀況

與生活的關係。6

1-2-8 覺察生活空間的型態具有地區性差異。

1-3-1瞭解生活環境7的地方差異，並能尊重及欣賞各地

的不同特色。

1.人與空間

a-b-c
1-2-1 描述地方或區域的自然與人文特性。

1-2-2 描述不同地區居民的生活方式。

1-2-3 覺察人們對地方與環境的認識與感受具有差異性,
並能表達對家鄉的關懷。

1-2-4 測量距離、估算面積、使用符號繪製或閱讀簡略

平面地圖。

1-2-5 調查家鄉人口的分布、組成和變遷狀況。

1-2-6 覺察聚落的形成在於符應人類聚居生活的需求。

1-2-7 說出鄉土的交通狀況，並說明這些交通狀況與生

活的關係。

1-2-8 覺察生活空間的形態具有地區性差異。

1-3-1了解不同生活環境差異之處，並能尊重及欣賞其間

的不同特色。

一、為讓使用者對於
指標的解讀更一致並
避免指標敘述過於冗
長，且便於使用者閱
讀，故於部分能力指
標加註腳。 
二、為使能力指標更
具體明確及語意通
順，調整部分指標之
文字敘述。 
三、因應海洋教育議
題之融入，增加
1-3-11、-3-12、
1-4-9、1-4-10、
1-4-11、1-4-12 等六
條能力指標。 

1居住地方可以是居住的社區或村(里)、鄉(鎮市區)、縣(市)等行政區。
2例如可以分成山上、海邊、農村、都會區加以介紹。基於現實上的考量，教科書編者不必依縣市之不同而有不同版本，但應協調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協助授課老師取得

以當地的自然與人文為主要內容的補充教材。
3不同地方指不同的社區或不同的村(里)、鄉(鎮市區)、縣(市)。
4例如可以分成山上、海邊、農村、都會區加以介紹。基於現實上的考量，教科書編者不必依縣市之不同而有不同版本，但應協調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協助授課老師取得

以當地居民的生活方式為主要內容的補充教材。
5本學習領域與「環境教育」有關的議題並不僅限於「人與空間」這個主題軸，教學者可以適度加以整合運用。不過，本學習領域對於「環境教育」議題較著重於環境

與人類活動之間的關係，其他學習領域，包括「自然與生活科技」、「健康與體育」和「綜合活動」，亦各有偏重，本學習領域不必面面俱到，但要提醒學生注意彼此的

關連性。
6基於現實上的考量，教科書編者不必依縣市之不同而有不同版本，但應協調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協助授課老師取得以當地交通狀況為主要內容的補充教材。
7「生活環境」包括自然的生活環境和人文的生活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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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鄉村包括農村和漁村。

- 80 -



��

臺北市因應九年一貫課程綱要微調實務手冊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1-3-6 描述鄉村8與都市在景觀和功能方面的差異。

1-3-8 瞭解交通運輸的類型及其與生活環境的關係。9

1-3-10舉例說明地方或區域環境變遷所引發的環境破

壞，並提出可能的解決方法。10

1-3-11瞭解臺灣地理位置的特色及其對臺灣歷史發展的

影響。11

1-3-12 瞭解臺灣具備海洋國家發展的條件及優勢。
121-4-2 分析自然環境、人文環境 及其互動如何影響人

類的生活型態。

1-4-7 說出對生活空間及周邊環境的感受，並提出改善

建言或方案。13

1-4-9 探討臺灣四周海域的特色，分析海洋與居民生活

的關係。

1-4-10 瞭解海洋主權與經濟發展、國防、政治主權的關

係。

1-4-11 瞭解領海與經濟海域的管轄主權等海洋權益。

1-4-12 認識水污染防治法、海洋污染防治法、國際海洋

公約等相關法規的基本精神。

1-3-6 描述農村與都市在景觀和功能方面的差異。

1-3-8比較不同生活環境的交通運輸類型。

1-3-10列舉地方或區域環境變遷所引發的環境破壞，並

提出可能的解決方法。

1-4-2 分析自然環境、人文環境及其互動如何影響人類

的生活型態。

1-4-7 說出對生活空間及周緣環境的感受，願意提出改

善建言或方案。

 

2.人與時間

2-2-1瞭解居住地方的人文環境與經濟活動的歷史變

遷。14

2.人與時間

2-2-1了解居住城鎮(縣市鄉鎮)的人文環境與經濟活動

的歷史變遷。

四、2-4-1、2-4-2、
2-4-3 指標括弧中所
列舉之要項，有些不

9「生活環境」包括自然的生活環境和人文的生活環境。交通運輸除了陸上與空中交通運輸之外，不能忽略與海洋、水上有關的運輸方式和工具，例如可教導學生如何

「辨別各種船舶的種類與外形」，並探討「漁船、貨船、休憩與觀光用船舶、軍用船舶及港口的功能」。
10可以教導學生蒐集環境(要包括海洋)議題之相關新聞事件(如海洋污染、海岸線後退、海洋生態的破壞等)，瞭解環境(要包括海洋)遭受的危機與人類生存的關係，並著

重探討「河流或海洋生態保育與生活的關係」。
11應特別注意臺灣的海島特性。
12包括媒體環境。
13例如可以鼓勵學生參與水域生態旅遊活動，體會地方人文風情，並從中學習環境保護與休閒活動平衡共存的解決方式。也可以媒體環境為例做說明。
14盡可能同時論述水域環境和居民生活、經濟活動之間的關係，不過，基於現實上的考量，教科書編者不必依縣市之不同而有不同版本，但應協調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協

助授課老師取得以當地人文環境與經濟活動為主要內容的補充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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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2-2-2 認識居住地方的古蹟或考古發掘，並欣賞地方民

俗之美。15

2-3-1 認識今昔臺灣的重要人物與事件。16

2-3-2 探討臺灣文化的淵源，並欣賞其內涵。17

2-3-3瞭解今昔中國、亞洲和世界的主要文化特色。

2-4-1 認識臺灣歷史(如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層面)
的發展過程。18

2-4-2 認識中國歷史(如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層面

的發展過程。

2-4-3 認識世界歷史(如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層面

的發展過程。

2-4-5 比較人們因時代、處境與角色的不同，所做的歷

史解釋的多元性。19

2-2-2 認識居住城鎮(縣市鄉鎮)的古蹟或考古發掘，並欣

賞地方民俗之美。

2-3-1 認識今昔臺灣的重要人物與事件

2-3-2 探討台灣文化的淵源，並欣賞其內涵。

2-3-3了解今昔中國、亞洲和世界的主要文化特色。

2-4-1 認識臺灣歷史（如思想、文化、社會制度、經濟

活動與政治興革等）的發展過程。

2-4-2 認識中國歷史（如思想、文化、社會制度、經濟

活動與政治興革等）的發展過程，及其與臺灣關

係的流變。

2-4-3 認識世界歷史（如思想、文化、社會制度、經濟

活動與政治興革等）的發展過程。

2-4-5 比較人們因時代、處境、角色的不同，所做的歷

史解釋的多元性。

夠廣，故將其調整為
「如政治、經濟、社
會、文化等層面」。 
五、2-4-4 已涵蓋中
國與臺灣關係之流
變，故刪除 2-4-2 指
標中的「及其與臺灣
關係的流變」之文字
敘述。 

3.演化與不變

3-2-1理解並關懷家庭內外環境的變化與調適。20
3.演化與不變

3-2-1 關懷家庭內外環境的變化與調適。
六、3-4-4、3-4-5、
3-4-6 原能力指標之
文字敘述艱澀難懂，

15基於現實上的考量，教科書編者不必依縣市之不同而有不同版本，但應協調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協助授課老師取得以當地的古蹟、考古發掘及民俗為主要內容的補充教

材。
16每個歷史分期(荷西、鄭氏、清朝、日本、戰後)各舉一個具有重大而久遠影響的事件，並各舉一或二名與該事件有密切關係的人物做較深入的介紹。凡在此一階段編

入教科書之事件及人物，盡可能不要在其他階段重複，即使重複也應有詳略及深淺的差異。
17應該包括「海洋文化」，例如不同時期的臺灣先民(如原住民或其他族群)海洋拓展的歷程，及其和臺灣文化之間的關係。
18應該特別注意臺灣特殊的地理位置(太平洋中的海島)及其和人類海洋活動的關係。
19設定此一能力指標的主要目的之一是要引導學生反省歷史知識的客觀性與主觀性，並思考「多元文化」(以及價值的多元性)的議題。本學習領域涉及「多元文化」的

能力指標不在少數，教學者可以適度加以整合運用。不過，凡以藝術角度切入者，因「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已有所論述，本學習領域可以省略。至於情意層面的陶冶，

可以交由「綜合活動」學習領域做進一步的發揮，但要提醒學生注意彼此的關連性。
20此處所謂的「家庭內外環境的變化」，意指家庭人口的增減(生育、死亡、嫁娶)、住居的改變(舉家搬遷、家庭成員既有空間的重新分配)、家庭經濟狀況的改變、整體

社會環境的變遷對於家庭的衝擊等。
21某些人類社會，其成員的身分和地位是由血緣和傳統決定(如中國古代的封建制度、印度的種姓制度)，個人再如何努力或不作為，也不容易改變其既有的身分和地位，

這一類的社會通常「社會流動性」(social mobility)較低。不僅較大規模的社會如此，在若干社會的次級團體或社群中，有時也會有這種情形。設定此一能力指標主要是

希望，學生能從「社會流動性」的角度思考影響政府、政黨、社團、企業等團體的「演化與不變」的因素。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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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行規定 說明

3-4-3 舉例指出人類之異質性組合，可產生同質性組合

所不具備的功能及衍生的問題。

3-4-4說明多元社會與單一社會，在應付不同的外在與內

在環境變遷時的優勢與劣勢。

3-4-5 舉例指出某一團體，其成員身分與地位之流動性

對於該團體發展所造成的影響。21

3-4-6 舉例指出在歷史上或生活中，因缺乏內、外在的

挑戰，而影響社會或個人發展。

3-4-3 舉例指出人類之異質性組合，可產生同質性組合

所不具備的功能。

3-4-4說明一個多元的社會為何比一個劃一的系統，更能

應付不同的外在與內在環境。

3-4-5 舉例指出某一人類團體，因有重組之可能性，且

被論功行賞，所以日漸進步。

3-4-6 舉出歷史上或生活中，因缺少內、外在的挑戰，而

使社會或個人沒落的例子。

故調整其文字敘述，
使其更具體明確。 

4.意義與價值

4-1-1 藉由接近自然，進而關懷自然與生命。22

4-3-2 認識人類社會中的主要宗教與信仰。23

4-3-3瞭解人類社會中的各種藝術形式。24

4-4-3瞭解文化(包含道德、藝術與宗教等)如何影響人類

的價值與行為。

4-4-4 探索促進社會永續發展的倫理，及其變遷的原因。

4-4-5 探索生命與死亡的意義。

4.意義與價值

4-1-1 藉由接近自然，進而關懷自然與生命。

4-3-2 認識人類社會中的主要宗教。

4-3-3蒐集人類社會中的各種藝術形式，並能進行美感的

欣賞、溝通與表達。

4-4-3了解道德、藝術與宗教如何影響人類的價值與行

為。

4-4-4 探索促進社會永續發展的倫理。

4-4-5 探索生命與死亡的意義。

七、4-3-3 中的「能
進行美感的欣賞、溝
通與表達」較適合在
藝術與人文學習領域
進行，故刪除此段文
字。 
 

5.自我、人際與群己25

5-2-2舉例說明在學習與工作中，可能和他人產生合作或

競爭的關係。

5.自我、人際與群己

5-2-2 了解認識自我及認識周圍環境的歷程，是出於主

動的，也是主觀的，但是經由討論和溝通，可以分享觀

點與形成共識。

八、5-2-2 放在第二
階段不易達成，故調
整至第四階段5-4-2。 

22例如可以引導學生瞭解人類不當的行為對土地、河流或海洋環境及其他生物的危害。
23尤其是流行於臺灣的宗教以及和海洋活動有關的信仰，盡可能納入教材和授課內容。
24關於藝術賞析及美學思維的部分，本學習領域不必著墨，但要提醒學生要在「藝術與人文」學習領域中配合學習。
25此一主題軸，本學習領域所強調的是政治、經濟、法律及社會層面的知能，至於涉及人際互動、人際溝通者，「綜合活動」學習領域會有較多的著墨和活動設計，教科

書編寫者和教學者可以省略，但要提醒學生注意彼此的關連性。
26例如因教育或媒體所塑造的刻板印象或灌輸的價值觀念。
27此處的「環境」兼指自然與人文環境而言。舉例來說，可以「大眾傳播媒體」為例，說明我們如何受到其影響，以及如何思辨媒體所傳播之訊息的準確性及主觀性。

83

28例如因教育或媒體所灌輸的價值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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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5-3-2瞭解自己有權決定自我的發展，並且可能突破傳統

風俗或社會制度的期待與限制。26

5-4-2 瞭解認識自我及認識周圍環境27的歷程，會受主客

觀因素的影響，但是經由討論和溝通，可以分享觀點與

形成共識。

5-4-4分析個體所扮演的角色，會受到人格特質、社會制

度、風俗習慣與價值觀28等影響。

5-3-2了解自己可以決定自我的發展，並且突破傳統風俗

或社會制度的期待與限制。

5-4-2從生活中推動學習型組織 如家庭、班級、社區

等)，建立終

(
生學習理念。

5-4-4在面對個體與個體、個體與群體之間產生合作或競

爭的情境時，能進行負責任的評估與取捨。

6.權力、規則與人權

6-2-1 從周遭生活中舉例指出權力如何影響個體或群體

的權益(如形成秩序、促進效率或傷害權益等)。29

6-3-1 認識我國政府的主要組織與功能。30

6-3-3瞭解並遵守生活中的基本規範。31

6-4-4 舉例說明法律與其他社會規範的差異及相互關

係，以及違反義務或發生衝突時所須面對的法律責任。

6-4-5 如何爭取保障及權利、紛爭解決的機制說明個人

及司法系統的基本運作程序與原則。32

6-4-6探討民主政府的正當性與合法性。33

6.權力、規則與人權

6-2-1 從周遭生活中舉例指出不同權力關係所產生的不

同效果(如形成秩序、促進效率、或傷害權益等)。
6-3-1 說明我國政府的主要結構與功能。

6-3-3具備生活中所需的基本法律知識。

6-4-4舉例說明各種權利 如( 兒童權、學習權、隱私權、

財產權、生存權、自由權、機會均等權、環境權及

公民權等)之間可能發生的衝突。

九、採納動物保護團體
對於動物福利相關建
議，於6-2-4增加「與
其他生命」之文字。 
 

7.生產、分配與消費

儕所參與的經濟活動。34
7.生產、分配與消費

儕所參與的經濟活動及其所滿足的
十、為符合現代經濟知

7-2-1 指出自己與同 7-2-1 指出自己與同 識觀念，故將7-2-4的
儲蓄修改為理財。 

29可以大眾傳播媒體的報導或是勞資衝突為例做說明。
30教科書只要介紹中央層級的組織即可，教師則可以視需要補充說明當地的地方政府組織。
31儘量以學生生活為出發點，說明遵守校規、交通規則與犯罪(如吸毒、性侵害、竊盜、搶奪、傷害、殺人等)相關之重要法律及生活禮儀等社會規範的必要性及理由。
32例如可以勞資衝突為例做說明。
33例如可以不同型態的政府做為參照(如中國傳統的王朝、近代的德國納粹政府、蘇聯的共產黨政府)，分析、比較最高統治者或統治階層獲得統治權的方式以及維護權

力的手段有何差異，以及人民在不同政治體制中擁有的權利多寡與權力大小。
34例如可以引導學生瞭解水產買賣或媒體銷售的活動並分享購買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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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2認識各種資源，並說明其受損、消失、再生或創造

的情形，並能愛護資源。35

7-3-4 瞭解產業與經濟發展宜考量區域的自然和人文特

色。36

7-4-1 分析個人如何透過參與各行各業與他人分工、合

作，進而產生整體的經濟功能。37

7-4-2瞭解在人類成長的歷程中，社會如何賦予各種人不

同的角色與機會。38

7-4-3探討國際貿易與國家經濟發展之關係。

7-4-4 舉例說明各種生產活動所使用的生產要素。39

7-4-5舉例說明政府進行公共建設的目的。

7-4-6 舉例說明某些經濟行為的後果不僅及於行為人本

身，還會影響大眾、生態及其他生物，政府因此

必須扮演適當的角色。40

7-4-8分析資源分配如何受到權力結構的影響。41

7-4-9 探討經濟發展對受雇者的影響。

需求與動機。

7-2-2辨識各種資源並說明其消失、再生或創造的情形

並能愛護資源。

，

7-3-4 說明政府有時會基於非經濟原因，去干預社會的

經濟活動。

7-3-5 了解產業與經濟發展宜考量本土的自然和人文特

色。

7-4-1 分析個人如何透過參與各行各業與他人分工，進

而產生整體的經濟功能。

7-4-2了解在人類成長的歷程中，社會如何賦予各種人不

同的角色與機會。

7-4-3了解在國際貿易關係中，調節進出口的品質與數

量，會影響國家經濟發展。

7-4-4 舉例說明各種生產活動所使用的生產要素。

7-4-5舉出政府非因特定個人使用而興建某些工程或從

事某些消費的例子。

7-4-6 舉例說明某些經濟行為的後果不僅及於行為人本

身，還會影響大眾，因此政府乃進行管理或干預。

7-4-8解析資源分配如何受到權力結構的影響。

十一、為使文字更簡潔

清楚，故修改7-4-3、
7-4-5之文字敘述。 
十二、7-3-4語意模糊
不清且有爭議，故刪除
之。 
十三、採納動物保護團
體對於動物福利相關建
議，於7-4-6增加「生
態及其他生物」之文
字。 
十四、依據全國教師會
提出之勞動人權相關建
議，增加7-4-9此條能
力指標。 

35例如可以引導學生關懷河流或海洋生物與環境，養成愛護生物、尊重生命、珍惜自然的態度，並參與河流或海洋環境的維護，如淨灘、淨溪等。
36例如可以藉由工業發展對漁村生態和生活型態的影響，反思「產業與經濟發展宜考量區域的自然和人文特色」這個議題。
37例如可以水產相關職業(如養殖業、漁撈業、碼頭工作人員等)為例，說明其工作內容與生活型態，以及彼此之間的關連，並進一步認識國內水產或海洋產業商業活動

的運作概況。也可以大眾傳播媒體為例做說明。
38在此主要著重於從經濟的角度說明「社會分工」，此外，教師可以藉此進行情意教學，讓學生未來在追求個人財富時也能顧及公眾利益，並回饋社會。
39可以媒體產業為例做說明。又在此除從經濟的角度說明土地、勞動、資本為「生產要素」外，宜將勞動者視為具有尊嚴及獨立思考能力的個體。
40例如大眾傳播媒體的報導及行銷。
41可以以政治組織或媒體組織為例做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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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科學、技術與社會

8-1-1 舉例說明科學和技術的發展，為自己生活的各個

層面帶來新風貌。42

8-2-2 舉例說明科學和技術的發展，改變了人類生活和

自然環境。43

8-3-1 探討科學技術的發明對人類價值、信仰和態度的

影響。44

8-3-2 探討人類的價值、信仰和態度如何影響科學技術

的發展。45

8-3-3 舉例說明科技的研究和運用，不受專業倫理、道

德或法律規範的可能結果。46

8-3-4 舉例說明因新科技出現而訂定的相關政策或法

令。47

8-4-1舉例說明人類為何須要透過立法管理科學和技術

的應用，以及在立法和執法過程可能遭遇的困難

。48

8-4-2 舉例說明環境問題或社會問題的解決，為何須靠

跨領域的專業人才彼此交流、合作和整合。

8.科學、技術和社會

8-1-1 舉例說明科學和技術的發展，為自己生活的各個

層面帶來新風貌。

8-2-2 舉例說明科學和技術的發展，改變了人類生活和

自然環境。

8-3-1 探討科學技術的發明對人類價值、信仰和態度的

影響。

8-3-2 探討人類的價值、信仰和態度如何影響科學技術

的發展方向。

8-3-3舉例說明人類為何需要透過立法來管理科學和技

術的應用。

8-4-1 分析科學技術的發明與人類價值、信仰、態度如

何交互影響。

8-4-2 分析人類的價值、信仰和態度如何影響科學技術

的發展方向。

8-4-3 評估科技的研究和運用，不受專業倫理、道德或

法律規範的可能結果。

8-4-4 對科技運用所產生的問題，提出促進立法與監督

執法的策略和行動。

8-4-5 評估因新科技出現而訂定的有關處理社會變遷的

政策或法令。

十五、8-4-1、8-4-2、

8-4-3、8-4-4、8-4-5
對於學生而言，難以達
成，故降低其學習層
次，並整併至8-3-3、
8-3-4及8-4-1此三條
能力指標中。 

42例如可以引導學生瞭解通訊與傳播科技(及媒體)的發展如何影響自己的生活。
43例如可以引導學生瞭解科技發展與海洋資源永續發展的關係，或是通訊與傳播科技對於人類生活的影響。
44可以生物科技或通訊與傳播科技為例做說明。
45可以生物科技或通訊與傳播科技為例做說明。
46在此著重於探討濫用或誤用科技的危害，可以生物科技或通訊與傳播科技為例做說明。
47在此著重於探討如何以政策或法令防止濫用或誤用科技所帶來的危害，並讓新科技帶給人類最大的利益。
48在此著重於探討要以法令規範新科技的運用時所可能遭遇的困難。可以生物科技或通訊與傳播科技為例做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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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6 了解環境問題或社會問題的解決，需靠跨領域的

專業彼此交流、合作和整合。

9.全球關連

9-1-1 舉例說明各種關係網路(如交通網、資訊網49、人

際網、經濟網等)如何連結全球各地的人。

9-1-2覺察並尊重不同文化間的歧異性。

9-1-3 舉出自己周遭重要的全球性環境問題(如空氣污

染、水污染、廢棄物處理等)，並願意負起維護環

境的責任。

9-2-1 舉例說明外來的文化、商品和資訊50如何影響本地

的文化和生活。

9-3-4 列舉當前全球共同面對與關心的課題(如環境保

護、生物保育、勞工保護、飢餓、犯罪、疫病、

基本人權、經貿與科技研究等)。51

9-4-1探討各種關係網路(如交通網、資訊網、人際網、

經濟網等)的發展如何讓全球各地的人類、生物與

環境產生更緊密的關係，對於人類社會又造成什

麼影響。

9-4-2 探討強勢文化的支配性、商業產品的標準化與大

眾傳播的影響力如何促使全球趨於一致，並影響

文化的多樣性和引發人類的適應問題。

9-4-3 探討不同文化背景者在闡釋經驗、對待事物和表

達方式等方面的差異，52並能欣賞文化的多樣性。

9.全球關連

9-1-1 舉例說明各種關係網路(如交通網、資訊網、人際

網、經濟網等)如何把全球各地的人聯結起來。

9-1-2察覺並尊重不同文化間的歧異性。

9-1-3 舉出重要環境問題(如空氣污染、水污染、廢棄物

處理等)，並願意負起維護環境的責任。

9-2-1 說明各種關係網路(如交通網、資訊網、人際網、

經濟網等)的全球化對全球關連性所造成的影響。

9-2-2 比較不同文化背景者闡釋經驗、事物和表達的方

式，並能欣賞文化的多樣性。

9-3-4 列舉全球面臨與關心的課題(如環保、飢餓、犯罪、

疫病、基本人權、經貿與科技研究等)，並提出問

題解決的途徑。

9-4-1評估各種關係網路(如交通網、資訊網、人際網、

經濟網、政治圈、語言等)的全球化對全球關連性

所造成的影響。

9-4-2 說明不同文化之接觸和交流如何造成衝突、合作

與文化創新。

9-4-3 說明強勢文化的支配性、商業產品的標準化與大

眾傳播的廣泛深入如何促使全球趨於一致，並影

十六、第九主題軸許多
能力指標因學習層次不
同，但指標敘述相似，
容易造成教材內容的重
複，故整併些許能力指
標。(原9-2-1整併並提
升學習層次至9-4-1；
原9-2-2及9-4-2整併
至9-4-3) 
十七、採納動物保護團
體、全國教師會及媒體
素養融入之建議，於
9-3-4及9-4-5增加相
關文字敘述。 

49包括大眾傳播媒體。
50包括大眾傳播媒體所傳播的資訊。
51以環境保護來說，可以引導學生蒐集海洋環境議題之相關新聞事件(如海洋污染、海岸線後退、海洋生態的破壞)，瞭解海洋生物、海洋生態和人類生活之間的密切關

連，以及海洋遭受的危機及其與人類生存的關係。
52例如可以大眾傳播媒體為例，指出不同的媒體(及報導人)在報導同一人物或事件時所呈現的差異性，並引導學生思考造成這種差異的可能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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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9-4-4探討國際間產生衝突和合作的原因，並提出增進合

作和化解衝突的可能方法。

9-4-5探討當前全球共同面對與關心的課題(如環境保

護、生物保育、勞工保護、飢餓、犯罪、疫病、

基本人權、媒體、經貿與科技研究等)之間的關連

性，以及問題可能的解決途徑。

9-4-6探討國際組織在解決全球性問題上所扮演的角

9-4-7 關懷全

色。

球環境和人類共同福祉，並身體力行。

響文化的多樣性和引發人類的適應問題。

9-4-4分析國際間衝突和合作的原因，並提出增進合作和

化解衝突的途徑。

9-4-5舉出全球面臨與關心的課題（如環保、飢餓、犯罪、

疫病、基本人權、經貿與科技研究等），分析其因

果並建構問題解決方案。

9-4-6討論國際組織在解決全球性問題上所扮演的角

9-4-7 關懷全

色。

球環境和人類共同福祉，並身體力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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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生活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生活課程設置的目的在於引導學童經由生活中

的種種活動，開啟其視野、增廣其覺知的領域，

並發展其表達的能力，其結果在於學童適應生

活及改善生活能力的增強。我們以五個能力主

軸來架構能力指標的內容，分別是探索與體

驗、理解與欣賞、表現與運用、溝通與合作以

及態度與情操。

「探索與體驗」在於表述學童能發展出對事物

好奇、敏銳觀察以及增廣視野的能力；「理解與

欣賞」用來表述學生具有建構重要概念、瞭解

簡單因果關係、知道人事物具多元豐富的面

貌，並能加以理解及欣賞的能力；「表現與運用」

則是表述學童能自發的表現其感受、應用其所

學以及養成行動與實踐的能力。透過生活課程

的各種活動，可以培養出學童能承擔任務、勇

於負責、認識自我與群體關係以及能與他人作

良好的互動，此項素養稱之為「溝通與合作」

的能力；而「態度與情操」則在表述學童能發

展出自信、負責、尊重與關懷的人格特質。

1.探索與體驗

1-1 以五官知覺探索生活，察覺事物及環

境的特性與變化。

1-2 透過各種媒材進行探索活動，喚起豐

富的想像力，並體驗學習的樂趣。

1-3 探索生活中的人、事、物，並體會各

種網絡之間的互賴與不可分離性。

2.理解與欣賞

2-1 接觸生活中的人、事、物，理解文化、

＜編號說明＞下列所有的能力指標

皆取自原三大領域的第一學習階段之能

力指標，此處未做任何增刪修改，只是加

以歸類(仍稱之為主題軸)，並賦予編號。

在下列九大主題軸當中，第(一)軸至

第(三)軸原屬社會學習領域，第(四)軸至

第(六)軸原屬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第

(七)軸至第(九)軸原屬自然與生活科技學

習領域。

在下列「a-b-c」的能力指標編號當

中，a代表主題軸序號，b代表學習階段，

c代表流水號。

1.認識周圍環境

1-1-1 辨識地點、位置、方向，並能運用

模型代表實物。

1-1-2 描述住家與學校附近的環境。

1-1-3 了解住家及學校附近環境的歷史

變遷。

1-1-4 描述家庭定居與遷徙的經過。

1-1-5 藉由接近自然，進而關懷自然與生
命

2.體驗個人與群體生活

2-1-1 覺察自己可以決定自我的發展。

2-1-2 描述自己身心的變化與成長。

2-1-3 舉例說明自己的發展與成長會受
到家庭與學校的影響。

2-1-4 了解自己在群體中可以同時扮演

多種的角色。

當課程目標用「能力指標」來表述時，應該不

會再有「學科知識」的分野問題；不過，(1)由於在

不同的學習領域中，「能力」的表述方式、用詞稍微

不同，(2)表述某項「能力」時，常以能完成某一事

情為例來說明，而「事情」本身即為素材，為某領

域的事件，因此，使人聯想某項能力是屬於某一領

域的。例如，若是用「表達的能力」來看，說「某

人能把一朵花繪得很像」，就是一種明確也是一種限

制的敘述，其實用繪圖的、用言語敘述的、用拍照

的…均是表達的能力。(3)由於此次課程首度以「能

力指標」的達成來表述；因此，當初在寫「能力指

標」時就唯恐太抽象令人不知所云，故在表述時附

加很多事例。基於以上的理由，「能力指標」表述起

來，很容易令讀者聯想到「這是自然、那是藝文…」。

    92 年版與微調版不管怎麼敘述，均無法讓讀者

擺脫此一聯想的，因為「能力」的敘述不能太抽象。

然而，微調版作了以下的一些努力，讓三個領域主

宰的影子變淡，生活的主體浮現。(1)儘量一開始即

採用「兒童能由生活活動中學習到什麼能力？」的

想法來寫。(2)儘量減輕「事例」的依賴。我們可以

由以下的例子來看這兩項努力的結果：

其一：「能力」的分項表述--
「能力」表示「可能或能夠去完成一些事」的

意思，由於「待完成的事」各自不同，擅長於完成

某類的事，就被宣稱為「具有某類的能力」，因此，

「能力」被賦予不同的名稱，例如想像力、觀察力、

創造力…。

在 92 年版中，「能力」是以處理及解決社會性

- 89 -



�0

臺北市因應九年一貫課程綱要微調實務手冊

藝術與自然現象的豐富性。

2-2 觀察生活中人、事、物的變化，覺知

變化的可能因素。

2-3 察覺不同人、不同生物、不同文化各

具特色，理解並尊重其歧異性，欣賞

其長處。

與運用3.表現

3-1 嘗試運用各種生活素材，表現自己的

感受與想法。
3-2 練習並運用探究人、事、物的方法，

解決生活的問題、美化生活的環境、
增加生活的趣味。

養成動手探究事物的3-3 習慣，並能正

確、安全且有效地行動。

與合作4.溝通

4-1 使用合適的語彙或方式，表達對人、

事、物的觀察與意見。

4-2 學習體會他人的立場、體諒別人，並

與人和諧相處。

4-3 能聽取團體成員的意見、遵守規則、

一起工作，並完成任務。

與情操5.態度

5-1 相信自己只要能真切的觀察、細心的

體會，常可有新奇的發現。

5-2 察覺自己對許多事務的想法與作法，

有時也很管用。

5-3 喜歡探討事情演變的原因，並養成對

周邊訊息做適切反應的態度。

5-4 養成參與、欣賞展示及演出時的基本
禮儀與態度。

2-1-5 舉例說明個人或群體為實現其目
的而影響他人或其他群體的歷程。

察覺社會與生態關係3.
3-1-1 舉例說明科學和技術的發展，為自

己生活的各個層面帶來新風貌。
3-1-2 舉例說明各種關係網路(如交通

網、資訊網、人際網、經濟網等
如何把

)
全球各地的人聯結起來。

覺並尊重不同文化間的歧異性3-1-3 察

(3-1-4 舉出重要環境問題 如空氣污染、

水污染、廢棄物處理等，並願意
負起維

)
護環境的責任。

與表現4.探索

4-1-1

。

運用視覺、聽覺、動覺的藝術創作4-1-2
形式，表達自己的感受和想法。

4-1-3

正確、安全、4-1-4 有效的使用工具或道
具，從事藝術創作及展演活動。

與理解5.審美

5-1-1 接觸各種自然物、人造物與藝術作
品，建立初步的審美經驗。

5-1-2

參與社區藝5-1-3 術活動，認識自己生活

問題（「認識周圍環境」、「體驗個人與群體生活」、「察

覺社會與生態關係」）、藝文性問題（「探索與創作」、

「審美與理解」、「實踐與應用」）及科學性問題（「發

展科學過程技能」、「提升科學認知」、「涵養科學精

神」）來分類表述。

在微調版中，則捨棄以「解決某學科領域問題」

來作為「能力」的名稱，而以「能多面向地察覺及

覺知，能完整、周延的處理問題」為「能力」的判

準，而以認知的歷程來分項表述（即「探索與體驗」、

「理解與欣賞」、「表現與應用」、「溝通與合作」、「態

度與情操」），而此種分類的方式適用於任何學科領

域。

其二：「能力指標」的表述--
92 年版在表述能力指標時是以「做什麼、怎麼

做、養成什麼能力」的方式來陳述，這種表述方法

有其原因和優點。一是「能力」本來要以「能完成

某一事件」來陳述才能具體而明確，二是藉機會可

以規範教師的教學模式及教材。但是，如此一來，

很容易讓教師聚焦在「教材」而認為生活課程是藝

文、社會及自然的加總。

微調版則以認知歷程來作「能力」的分項，只

是在各分項中加入必要的事例，而「事例」總是以

一般性的詞彙，非專屬某學科的名詞來表述。如此

一來，敘述的方式比較適用於任何學科領域，而條

文也大量地減少。

不過，如此一來，被認為「必須」要講授的教

材要安置在何處呢？我們仍延續「課程總綱」，以「能

力」為本位的表述方式，因此，「教材」部分挪到附

錄一「生活課程的教學規劃」中去列舉，可作為教

師教學之參考。

嘗試各種媒材，喚起豐富的想像力
，以從事視覺、聽覺、動覺的藝術
活動，感受創作的喜悅與滿足。

體驗各種色彩、圖像、聲音、旋律
、姿態、表情動作的美感，並表達
自己的感受。

體驗各種色彩、圖像、聲音、旋律
、姿態、表情動作的美感，並表達
自己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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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境、尊重他人與關懷產生愛護生活環

生命的情懷。

環境的藝術文化，體會藝術與生活
的關係。

5-1-4

與應用6.實踐

6-1-1 透過藝術創作，感覺自己與別人、

自己與自然及環境間的相互關連。

6-1-2 養成觀賞藝術活動或展演活動時
應有的秩序與態度。

6-1-3 運用藝術創作形式或作品，增加生

活趣味，美化自己或與自己有關的
生活空間

7.發展科學過程技能

7-1-1 運用五官觀察物體的特徵(如顏

色、敲擊聲、氣味、輕重…)。
7-1-2 察覺物體有些屬性會因某變因改

變而發生變化 如溫度升高時冰

會熔

(
化 。)

依特徵或 (7-1-3 屬性，將事物歸類 如大
小、明暗 。…)

7-1-4 比較圖樣或實物，辨識相異處，
說出共同處 如兩棵樹雖大小不同

，但

(
同屬一種)。

由系列的觀測資料，7-1-5 說出一個變動
的事件 如豆子成長的過程)。(

7-1-6 將對情境的多樣觀察，組合完成一

個有意義的事件 如風太大了葉子

掉滿

(
地，木板吹倒了…)。

察覺事出有因，且能感覺到它7-1-7 有因

由以上敘述可知，92 年版的能力指標都被含括

在微調版的能力指標中，以下是其對應關係表：

表一  92 年版與微調版能力指標對應關係表

（一）探索與體驗

微調版能力指標 92 年版能力指標

1-1 以五官知覺探

索生活，察覺事物

及環境的特性與變

化

1-2 透過各種媒材

進行探索活動，喚

起豐富的想像力，

並體驗學習的樂趣

1-1-1 辨識地點、位置、方向，

並能運用模型代表實物。

1-1-2 描述住家與學校附近的環

境。

1-1-3 了解住家及學校附近環境

的歷史變遷。

1-1-4 描述家庭定居與遷徙的

經過。

7-1-1 運用五官觀察物體的特徵

(如顏色、敲擊聲、氣味、輕

重…)。
7-1-2 察覺物體有些屬性會因某

變因改變而發生變化(如溫度升

高時冰會熔化)。
7-1-3 依特徵或屬性，將事物歸

類(如大小、明暗…)。
7-1-4 比較圖樣或實物，辨識相

異處，說出共同處(如兩棵樹雖

大小不同，但同屬一種)。
4-1-1 嘗試各種媒材，喚起豐富

的想像力，以從事視覺、聽覺、

動覺的藝術活動，感受創作的

喜悅與滿足。

5-1-3 體 驗 各 種 色 彩 、 圖

像、聲音、旋律、姿態、表情

欣賞生活周遭與不同族群之藝術
創作，感受多元文化的特質，並

尊重藝術創作者的表達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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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探索生活中的

人、事、物，並體

會各種網絡之間的

互賴與不可分離性

動作的美感，並表達自己的感

受。

8-1-5 製作各種不同的玩具，體

會「力」有多種，力可使物體動

起來，或使物體振動發出聲音。

8-1-6 認識與使用日常生活家用

產品。（含傳播設備、交通工

具、安全設備）。

2-1-3 舉例說明自己的發展與

成長會受到家庭與學校的影

響。

2-1-4 了解自己在群體中可以同

時扮演多種的角色。

2-1-5 舉例說明個人或群體為

實現其目的而影響他人或其他

群體的歷程。

6-1-1 透過藝術創作，感覺自己

與別人、自己與自然及環境間的

相互關連。

3-1-1 舉例說明科學和技術的

發展，為自己生活的各個層面

帶來新風貌。

3-1-2 舉例說明各種關係網路

(如交通網、資訊網、人際網、

經濟網等)如何把全球各地的人

聯結起來。

（二）理解與欣賞

微調版能力指標 92 年版能力指標

果關係。 

7-1-8察覺若情境相同、方法相同，得

到的結果就應相似或相同

7-1-9學習運用合適的語彙，來表達所

觀察到的事物(例如水的冷熱用

燙燙的、熱熱的、溫溫的、涼涼

的、冰冰的來形容)。

7-1-10嘗試由別人對事物特徵的描述，

知曉事物

7-1-11養成注意周邊訊息做適切反應的

習慣

8.提昇科學認知

8-1-1運用五官觀察自然現象，察覺各

種自然現象的狀態與狀態變化，

用適當的語彙來描述所見所聞，

運用現成的表格、圖表來表達觀

察的資料。

8-1-2察覺到每種狀態的變化常是由一

些原因所促成的，並練習如何去

操作和進行探討活動。

8-1-3選定某一（或某一類）植物和動

物，做持續性的觀察、並學習登

錄其間發生的大事件。察覺植物

會成長，察覺不同植物各具特徵

，可資辨認。注意到植物生長需

要土地、陽光及水分等良好的環

境。察覺動物如何覓食、吃什麼

、做什麼活動，成長時身體形態

的改變等現象及現象變化的觀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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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接觸生活中

的人、事、物，

理解文化、藝術

與自然現象的豐

富性

2-2 觀察生活中

人、事、物的變

化，覺知變化的

可能因素

2-3 察 覺 不 同

人、不同生物、

不同文化各具特

色，理解並尊重

其歧異性，欣賞

其長處

5-1-3 參與社區藝術活動，

認識自己生活環境的藝術

文化，體會藝術與生活的關

係。

5-1-1 接觸各種自然物、人

造物與藝術作品，建立初步

的審美經驗。

7-1-5 由系列的觀測資料，

說出一個變動的事件(如豆

子成長的過程)。
7-1-6 將對情境的多樣觀

察，組合完成一個有意義的

事件(如風太大了葉子掉滿

地，木板吹倒了…)。
7-1-7 察覺事出有因，且能

感覺到它有因果關係。

7-1-8 察覺若情境相同、方

法相同，得到的結果就應相

似或相同

8-1-3 選定某一（或某一類）

植物和動物，做持續性的觀

察、並學習登錄其間發生的

大事件。察覺植物會成長，

察覺不同植物各具特徵，可

資辨認。注意到植物生長需

要土地、陽光及水分等良好

的環境。察覺動物如何覓

食、吃什麼、做什麼活動，

成長時身體形態的改變等

現象及現象變化的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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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項

基本

能力

能力指標 關係說明

1.
瞭

解

自

我

與

發

展

潛

能

1-1 以五官知覺探索生

活，察覺事物及環境
的特性與變化。

1-2 透過各種媒材進行探

索活動，喚起豐富
想像力，並體驗學習

的樂趣。
1-3 探索生活中的人、事、

物，並體會各種網絡

之間的互賴與不可分
離性。

2-1

性。
觀察生活中人、事2-2
物 變化，覺知變化的

充分瞭解自己

的 身 體 、 能

力、情緒、需

求與個性，愛

護自我，養成

自省、自律的

習慣、樂觀進

取的態度及良

好的品德；並

能表現個人特

質，積極開發

自己的潛能，

形成正確的價

值觀。

94

的

接觸生活中的人、事、

物，理解文化、藝術
與自然現象的豐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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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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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藝術與人文 
(一)基本理念 

(二)課程目標 

(三)分段能力指標 

(四)分段能力指標與十大基本能力之關係 

(以上四項只有部分文字修正並無重大改變) 

(五)實施要點 

1.課程設計 

(1)各校應成立「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課程研究小組」，依據本學習領域課程目標、分段能力指標，考量學校條件、社會資源、家長期望、

學生需求等因素，研訂學年課程實施計畫。其內容包括：「目標、教學進度、教學活動設計、教學評量方式、教學資源」等項目。 

(2)課程可依視覺藝術、音樂與表演藝術之個別特質設計教學，或以統整視覺藝術、音樂與表演藝術的學習為原則。統整之原則可運用

如：相同的美學概念、共同的主題、相同的運作歷程、共同的目的、互補的關係、階段性過程等，連結成有結構組織諸 和美育意義

的學 單元；另外「探索與表現、審美與理解、實踐與應用」習 融入課程的方式也以統整為原則。 

(3)課程統整可採大單元教學設計、方案教學設計、主題軸教學設計、行動研究教學設計、獨立研究教學設計等。 

(4)設計課程應協助學生在美感、情緒、心智和身體等方面的發展與成長，促進自我概念、關懷生命、發展藝術與文化的理解，實踐藝

術於生活中。 

(5)應兼顧微觀與宏觀，強調養成欣賞與鑑賞能力，幫助學生溝通觀念和表達情感，鼓勵發展藝術語彙，建立美感觀念，養成審美與展

現藝術的能力。 

(6)藝術課程與教學應適度融入海洋教育、本土教育、生命教育、環境美育等各種議題，並鼓勵運用媒體教育的資訊科技。 

(7)藝術與人文第一階段能力指標統整在「生活課程」中實施。 

2.教材編選 

(1)教材範圍：本學習領域教材應涵蓋視覺藝術、音樂、表演藝術與其他綜合形式藝術等個別與綜合性的鑑賞與創作，及其與歷史、文

化的關係；評價、反思與價值觀的建立；實踐和應用生活藝術及聯絡其他學科等範疇。 

(2)基本學習內容要項分述如下： 

A.視覺藝術：包含視覺審美知識、媒材、技術與過程的瞭解與應用；造形要素、構成功能的使用知識等範疇。 

B.音樂：包含音樂知識、音感、認譜、歌唱、樂器演奏、創作、欣賞等範疇。 

C.表演藝術：包含表演知識、聲音與肢體的表達、創作、展演與賞析等範疇。 

D.其他綜合形式藝術之鑑賞基本知能等。 

(3)教材編選原則： 

A.須依據國民中小學課程綱要總綱、本學習領域之課程基本理念、課程目標、分段能力指標、教材內容、教學評量、實施要點等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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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宜考量各地區學生的藝術基本能力、需要、興趣、生活經驗、各校人力與物力資源及本土文化特色等條件。 

C.應把握啟發各階段學生藝術美感教育的特質，配合教學策略，讓學生能獲得美學的概念和系統化的藝術學習。 

D.教材組織宜注意各階段藝術形式的個別特質，尤其基本概念、藝術與社會文化、藝術與生活環境連貫性的統整，應由具備本學習領

域藝術專長教師指導學生學習。 

E.教材分量須切實配合教學目標和時數。分量的多寡，可依探究的深入程度、涉及的問題範圍、學習活動的方式調整。 

F.教材內容之分析、策略、流程，要具備可行性和實用性，各校教師可自編或慎選教材及規劃精進教材。 

3.教學設計 

(1)教學目標強調藝術認知、動作技能、情意、社會責任價值等層面，符合本學習領域之基本理念及課程目標。 

(2)教學模式應符合藝術學習與心理原理，引導學生主動學習藝術的意欲，提升美感行為態度，內化於生活的實踐與應用。 

(3)教學活動設計以學生為中心，應符合學生的生活美感經驗，宜生動活潑，具創意與創造性。 

(4)教學活動安排，宜符合藝術學科學習所應建構概念的邏輯順序。 

(5)重視設計補救教學策略，落實素養指標應考慮學生學習的個別差異，並安排可行的補救教學。 

4.教學方法 

(1)在學習情境方面 

教師應營造適合該階段藝術的學習情境，運用硬體設備引發學習動機和安排學習歷程，鼓勵學生主動學習，引導學生提升藝術行

為層次，如：嘗試、知道、察覺、探索、實作、思考價值態度，並負起學習責任。 

(2)在發展技能方面 

強調基礎技能展現的重要，教師應提供良好示範，提示重要技能，供學生嘗試、觀摩、理解，並給予充裕的時間和機會，在各種

情境中演練實作。尊重學生對藝術主題的詮釋或各種問題解決的方式，對於學生合宜的表現，給予積極、正向的回饋。 

(3)在教學概念方面 

本學習領域能力指標強調三個主軸(探索與表現、審美與理解、實踐與運用)藝術能力的建立，教材範圍與內容是教師運用藝術四

個面向(表現試探、基本概念、藝術與歷史文化、藝術與生活)統整教學，透過教學活動的組織與策略培養學生藝術能力，因此能力指

標的三大主軸和教材內容四個面向之間，關連緊密並互為因果。 

藝術教學要顧及各階段學生的感受與興趣、能力與經驗、生理發展與學習心理，第一階段(低年級)做自發、自由的嘗試與發現學

習藝術的趣味；第二階段(中年級)著重基本、具體和實用概念，建構藝術的基本認知；第三階段(高年級)強調具體美感概念之應用；

第四階段(國中)逐漸培養較抽象的概念，並銜接先前的藝術課程與教學。 

(4)在培養美感態度方面 

著重在培養對美的視覺、聽覺、觸覺、動覺感受與知覺，同時注意學生的個別差異需求。培養美感的態度上，教師本身應具有藝

術專業，熱心、感性、積極、人性、開放的學習指導態度最能影響學生。當學生學習遭遇困難時，要適時介入，鼓勵學生持續努力。

尊重每一位學生的原創性或獨特表現，認同學生互相合作的努力，並給予具體而真誠的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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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在教學方式方面 

教學法須多元多樣、靈活而有彈性，包含各種視覺藝術教學法、音樂教學法、表演藝術教學法等，應充分熟悉教材特性與重點，

靈活應用各種教學策略和評量重點，以達成分段能力指標為目的。教學方式以班級經營為原則，可配合年段與其他學習領域，搭配社

團、綜合活動、校際觀摩、文化活動等方式實施。 
5.教學評量 

(1)評量原則 

本學習領域教學評量應依據能力指標及教材內容，採用多元評量方式，並兼顧形成性與總結性評量。可採實作評量、動態評量、

真實評量、檔案評量等方式進行，以呈現學生多元的學習表現。 
(2)評量的範圍包括探索與表現、審美與理解、實踐與應用的學習歷程及成果評量。 

(3)評量方法 

A.運用觀察是藝術領域中最常用的方式，常與探索、操作、示範、口頭描述、解釋、情境判斷、價值體系等方式一起使用。 

B.藝術評量涵蓋認知、動作技能、情意、社會責任等藝術行為，包括知道、察覺、探索、組織、評價、操作、合作與互動等行為層次。 

C.評量歷程中將學生各種藝術學習活動表現加以記錄，並應用量化形式資料(如：藝術認知測驗、美感態度量表、表現作品、素養指標

測驗等)，與質化形式資料(如：觀察紀錄、角色扮演、自學計畫、審美札記、藝術生活規劃等)，協助學生達到藝術學習與藝術素養

的基本能力。 

D.善用其他評量方法，如：問答、問卷調查、軼事紀錄、測驗、自陳法、評定量表、檢核表、基準評量、討論等，確實掌握教學目標。 

 

(六)附錄－教材內容 

能力指標強調三個主軸之藝術能力的建立，教材內容是教師運用藝術四個面向教學，透過教學活動來培養藝術能力。因此能力指標的三

大主軸和內容四個面向之間，關連緊密並互為因果，關鍵在「教師怎麼教、教師注重的教學目標是什麼」，這才是「教材」與「能力」之間

的相關部位。 

此項內容目的在協助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教師，於設計或進行教學活動時能有更具體的教材指引，係針對不同階段(國小一至二年級、

國小三至四年級、國小五至六年級、國中一至三年級)與不同的統整內涵(表現試探、基本概念、藝術與歷史文化、藝術與生活)來提供參考

與建議。而「表現試探」與「基本概念」雖以分科方式說明，但各項內容仍具有統整性質，而非切割分類；「藝術與歷史文化」與「藝術與

生活」則以統整方式為要。藝術與人文第一階段能力指標與教材內容統整在「生活課程」中實施。 

 

 

 

 

 

- 103 -



�0�

臺北市因應九年一貫課程綱要微調實務手冊

第一階段(國小一至二年級) 

表 

現 

試 

探 

(一)平面、立體與綜合表現的初步體驗 

1.表現的媒材特徵與處理的基本技法學習，如：(1)能以遊戲的方式，自由自在地綜合表現。(2)利用生活周遭容易取得的媒材，初

步體驗材料的特性。(3)嘗試體驗各類表現媒材的對應處理技法，如：排列、塗繪、撕、貼、捏、搓、揉等。 

2.製作日常生活中喜愛的、想像的、創意的、裝飾的各種物品。 

(二)音樂表現與試探 

1.運用肢體動作表現音樂，如：點頭、拍手、彈指、踏腳。 

2.透過習唱簡易兒童歌曲與唸謠，增加生活的樂趣。 

3.演唱歌曲時，以節奏樂器或身體樂器進行節奏伴奏。 

4.即興與創作頑固節奏，如：一小節含四分音符與八分音符的節奏，體驗音樂創作的樂趣。 

(三)表演藝術的創作元素 

1.五官的感知及想像能力的開發，如：視、聽、嗅、味、觸等感知能力。 

2.聲音、肢體動作的模仿、探索與表現。 

3.戲劇或舞蹈元素，如：空間、時間、力量、音樂等的運用，進行遊戲性質的即興創作。 

(一)覺知審美要素與美感成長 

1.主動關心與親近生活周遭美好的事物。 

2.敏銳覺知生活中自然與生活環境的造形特徵(形狀、色彩與質感)並能辨識其造形上的差異。 

(二)音樂素材與概念 

1.探索各種音源以製造聲音，如：人聲、樂器、環境中的各種聲音，並自創符號記錄。 

2.認識曲調的組成方式，如：音的高低、長短、進行方式。 

3.認識音樂符號與其他記譜符號，如：音符、譜號、拍號、小節線、簡譜、圖形譜。 

基 

本 

概 

念 

(三)表演藝術的展演 

1.即興的戲劇或舞蹈組合展現。 

2.角色扮演與情境模擬，如：以圖書、童謠、故事等為題材。 

 
3.團體合作的表演活動(二人以上的小組進行創造性的表現)。 

4.表演活動的安全守則，如：人員、動作、空間、道具、設備等的安全。 

藝術

與 

歷史

文化 

從各類作品中瞭解藝術與歷史文化的關係，如：欣賞介紹民歌、創作歌謠等不同族群的樂曲，介紹兒童戲劇、舞蹈的基礎類型與在地

文化的關係、認識與欣賞社區或家鄉的藝術工作者、發現生活環境中各類的藝術展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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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

與 

生活 

連結藝術與自我及生活的關係，如： 

(一)從色彩、款式來看喜愛的玩具及衣物、文具等生活。 

(二)蒐集身邊美的事物，如：以圖片、器物等布置生活的空間。 

(三)人物裝扮與情境布置的應用(運用生活中人、事、地、物等常見的素材)。 

(四)模仿、聆聽風聲、叫賣聲等自然界與生活中的聲響，進而欣賞具描繪性質的音樂。 

(五)透過藝術創作與生活美感經驗的關連性，表達個人想像或感受，培養表達自我的信心。 

(六)樂意將自己的作品介紹給同學、朋友、家人。 

 

第二階段(國小三至四年級) 

方面

 

統整 

視覺藝術方面 音樂方面 表演藝術方面 

表現 

試探 

(一)平面、立體與綜合表現的進階體驗 

1.表現的媒材特徵與處理的進階技法學

習，如：(1)具有思考性、計畫性的造形

表現。(2)懂得運用生活周遭容易取得的

媒材，熟悉材料的特性。(3)思考表現題

材，選擇適切的媒材與處理技法，如：

排列、組合與構成、描繪、塗繪、重疊、

混色、撕、貼、摺、剪裁、接著、壓印、

捺印、擦印、彩墨顏料調和及水分控制、

運筆、捏、搓、揉、塑造等，秉持嚴謹

的態度體會媒材處理的差異與細膩處，

展現自我表現的基礎。 

2.探討表現的動機與內涵，構思表現主題

的呈現方式。 

3.製作日常生活中具有傳達或讓生活更

豐富的物品，美化生活環境之造形與設

計。 

(一)音樂表現與試探 

1.以不同型態演唱音域適合的各種歌

曲，如：齊唱、頑固曲調伴唱、異曲同

唱、輪唱。 

2.表現歌唱的呼吸、頭聲共鳴與發音技

能，以及對歌曲曲調、節奏準確度的掌

握。 

3.從事節奏樂器、曲調樂器的個人與團體

習奏，如：高音直笛齊奏、直笛與節奏

樂器合奏。 

4.學習與他人共同唱奏時，能融合音色、

配合力度，並能回應指揮的提示。 

5.即興或創作曲調，如：四小節曲調、問

句與答句、反覆樂句，以運用所習得的

音樂知識與技能。 

6.運用適當的記譜方式記錄創作之作

品，如：五線譜、簡譜、圖形譜。 

(一)表演藝術的創作元素 

1.聲音與肢體動作在空間、時間、力量等

元素的探索。 

2.聲音與肢體表達的語彙。 

3.即興與創作的方法(呈現具開始、過程

與結束的情境，並表現出生活周遭人物

的動作與對話)。 

4.故事或情境的建構或改編。 

5.各種道具應用的表演形式，如：戲偶、

面具、器物、布料、玩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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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

 

統整 

視覺藝術方面 音樂方面 表演藝術方面 

106

基本 

概念 

(二)覺知造形元素、形式與表現的關係 

1.感受造形要素(線條粗細、長短、形狀、

肌理等)的變化所產生的視覺效果與心

理感覺。 

2.從各種角度觀察、感受審美對象的特

徵、構成與美感。 

3.從表現體驗中，探索自我的獨特美感趣

向，並能確認所喜愛的美感形式。 

(二)音樂素材與概念 

1.探索並運用各種音源以製造聲音，如：

不同的人聲、各式樂器、環境中的各種

聲響，並自創符號加以記錄。 

2.從事基礎的讀譜練習，如：固定唱名、

邊聽音樂邊指認樂譜中的音樂符號。 

3.從事基礎的音感練習，如：節奏、曲調、

調性，分辨樂曲的節奏，如：區別二拍

子與三拍子、大調與小調、重複、級進

或跳進的音型、上行或下行的音型聽

辨。 

(二)表演藝術的展演 

1.一段完整情境的表演(運用何人、何

事、何地的元素及開始、過程與結束的

結構)。 

2.一段具變化性的連貫動作組合(空間、

時間、力量等的變化)。 

3.故事表演(以人物扮演或投射性扮演，

如：光影、戲偶、面具、器物、玩具、

布料等)。 

藝術與 

歷史文 

化 

(三)藝術家與作品的理解 

1.瞭解學校、地方藝術活動的展演內容，

如：學校藝術性社團展演。 

2.參與學校規劃、地方慶典的本土文化藝

術課程與活動，並能描述個人的經驗感

受。 

3.閱讀相關藝術與文化、藝術家傳記的書

籍。 

(三)音樂與文化 

1.蒐集及欣賞生活周遭與不同族群的音

樂。 

2.認識音樂與其他藝術作品整合的作

品，並發表心得與他人分享，如：動畫、

故事繪本。 

(三)表演藝術的歷史與文化 
1.表演藝術演出特質與美感的分辨與欣

賞，如：兒童劇場、默劇、偶戲、影戲、

土風舞、民族舞等。 

 

2.國內表演藝術的重要人物與團體介

紹，如：劇團、舞團、影視、薪傳獎等

得獎者。 

藝術與 

生活 

(四)藝術生活與自我的關係 

1.環境布置：利用各種形式藝術創作作品

布置節慶氣氛、生活環境(包括教室、

學校)。 

2.生活美學：觀察、欣賞生活的各項媒

體、廣告、資訊(包括電視、電腦、網

路科技等)，發現生活中的各種美的感

受活動與內容。 

(四)音樂與生活 

1.觀察及認識生活中各種物件發聲特性

和習慣，選擇個人擅長的方式表現與分

享，如：肢體聲響、動物的叫聲、樂器

的演奏姿態。 

2.培養正確及尊重的態度觀賞各種音樂

展演，如：守時、穿著整齊、自制、專

注。 

(四)表演藝術與生活 

1.表演藝術活動的規劃，分享自己與他人

的想法與創意。 

2.社區表演活動的實際參與，瞭解社區相

關藝文活動的特質。 

3.生活周遭的表演藝術活動相關資料蒐

集與應用。 

4.表演藝術學習的成果與經驗，在實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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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

 

統整 

視覺藝術方面 音樂方面 表演藝術方面 

3.文化與生活：參與並探訪博物館、文教

機構，感受城鄉、族群、文化差異的各

種節慶活動，記錄並分享。 

活中的實踐。 

 

第三階段(國小五至六年級) 

方面

統整 

視覺藝術方面 音樂方面 表演藝術方面 

表 

現 

試 

探 

(一)平面、立體與綜合表現的深入體驗 
1.深入構思所欲表達的主題與內涵，並

觀察對象的遠近、比例、空間、明暗、

色彩的變化等要素，構成畫面的表現方

法。 

 

2.思考造形材料來源、用途、美觀與機

能性。 

3.使用各種媒材在平面與立體中豐富藝

術品的造形變化，製作可增加生活情趣

與豐富生活內涵的各種物品。 

4.注重作品的機能、美觀與趣味性，並

重視作品完整性。 

(一)音樂表現 

1.熟練與他人共同唱奏時，能融合音

色、配合力度，並能回應指揮的提示。

2.以固定唱名或首調唱名，唱出大調、

小調或五聲音階等歌曲。 

3.運用歌唱技巧，如：呼吸、共鳴、表

情演唱歌曲。 

4.運用所習得的音樂要素進行曲調創

作，如：問句與答句、動機發展、曲調

變奏。 

5.運用適當的記譜或錄音方式記錄個人

作品，如：五線譜、簡譜、圖形譜、數

位錄音。 

(一)表演藝術的創作元素 

1.肢體動作的靜態意象傳達，如：畫面、情

境、現象、事件等。 

2.肢體動作的動態表達，如：以默劇、聲音、

語言等，模仿一段有情節的事件、歷程或

故事。 

3.各種道具應用的表演形式，如：戲偶、面

具、器物、布料、玩具等。 

4.即興與創作表演(主題觀念、圖像、動畫、

漫畫、聲音、劇場遊戲、肢體律動等素材，

發展出一段完整情節的表演)。 

5.說故事劇場，如：讀者、故事、室內等劇

場形式。 

基 

本 

概 

念 

(二)理解造形元素、形式與表現的關係 

1.從生活環境中的自然物與人造物中，

體認與分辨各種視覺要素、形式、材

質，運用於作品呈現及藝術風格展現的

關連性。 

(二)音樂素材與概念 

1.延續音感練習，如：辨認樂曲節奏、

曲調音型或和弦的改變、區別樂曲中和

弦或終止式、樂器獨奏與合奏的不同音

色、樂曲的調式。 

(二)表演藝術的展演 

1.媒體製作與表演的基本概念，如：電視、

電影、廣播、多媒體等。 

2.表演藝術作品描述與分析的術語應用。 

3.劇場藝術與其他藝術間的關係，如：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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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

統整 

視覺藝術方面 音樂方面 表演藝術方面 

2.比較、分析色彩、型態結構、材質特

性、時間、空間、環境的相互關係，並

敘述其美感的效果與特質。 

3.討論藝術品中藝術元素運用和風格的

關係，以豐富審美判斷的思考向度。

2.瞭解樂曲的結構，如：指出樂曲的反

覆樂段、變奏或簡易曲式。 

樂、美術、建築、文學等統整創作。 

藝術與 

歷史文 

化 

(三)藝術與歷史的關係 

1.描述生活環境中的藝術品、自然物的

美感感受、文化特質，提升個人與社會

環境的自覺意識。 

 

2.瞭解、體認本國文化、藝術的風格，

認識世界上不同文化的藝術；並比較本

地與其他地方不同的特色，及美感表現

的特徵。 

(三)音樂與歷史文化 

1.以齊唱、輪唱、二部合唱等方式，習

唱不同文化風格的歌曲。 

2.以模仿或視譜等方式，演奏不同文化

風格的樂曲。 

3.欣賞不同時期、地區與文化的經典作

品，如：各國民歌、世界音樂、西洋古

典音樂。 

4.認識國內外不同音樂展演團體的演

出，透過討論、文字表述等方式與他人

分享。 

(三)表演藝術的歷史與文化 

1.歷史上重要的表演藝術類型簡介。 

2.國內、外表演藝術的重要人物、團體與獎

項介紹。 

 

3.表演藝術與多元文化的關係，如：祭典、

儀式、宗教、傳說、故事、神話等。 

藝術與 

生活 

(四)藝術與生活環境的關係 
1.以設計知能來進行創作，運用於學校
及個人生活。 

2.參與居家環境與學習環境的布置，美
化生活。 

3.鑑賞他人或自己的作品之美，分享創
作構思時，能表現出對他人意見的專注
與尊重。 

4.重視並愛護自然景觀與資源，鑑賞社
區環境中建築物、造型物、設計品與自
然、人文環境的關係。 

(四)音樂與生活 
1.瞭解音樂作品與社會環境的關連，
如：宗教音樂、環境音樂、流行音樂。

2.選擇個人感興趣的音樂主題，蒐集相
關資訊，以口述或文字與他人分享。

3.籌劃、演練及呈現音樂展演，以表現
合作學習成果。 

(四)表演藝術與生活 
1.表演形式與生活相關議題的連結，如：環
境、性別、人權等。 

2.表演藝術的創作與生活美感經驗的關連
性，如：服飾、裝扮、飲食、生活空間布
置等。 

3.劇場規範，如：守時、自制、專注、尊重、
評論等。 

4.表演藝術資源蒐集，如：網路、資料中心、
圖書館、報章、雜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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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數學

分年

細目

修正規定

九年一貫課程綱要數學領域分年細目

97年

現行規定

九年一貫課程綱要數學領域分年細目

92年

說明

一年級

1-n-01 同 92課綱
能認識 100以內的數及「個位」、「十位」
的位名，並進行位值單位的換算。

1-n-02
能認識 1元、5元、10元等錢幣幣值，並做
1元與 10元錢幣的換算

能認識 1元、5元、10元、50元等錢幣幣
值，並做 1元與 10元錢幣的換算。

97課綱刪 50元，可避免位值概念學習的干擾

1-n-03 同 92課綱 能運用數表達多少、大小、順序。

1-n-04 同 92課綱
能從合成、分解的活動中，理解加減法的

意義，使用＋、－、＝作橫式紀錄與直式

紀錄，並解決生活中的問題。

1-n-05 同 92課綱 能熟練基本加減法。

1-n-06 同 92課綱 能作一位數之連加、連減與加減混合計算。

1-n-07 同 92課綱
能進行 2個一數、5個一數、10個一數等
活動。

1-n-08 同 92課綱
能認識常用時間用語，並報讀日期與鐘面

上整點、半點的時刻。

1-n-09 同 92課綱 能認識長度，並作直接比較。

1-n-10 同 92課綱 能利用間接比較或以個別單位實測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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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物體的長短。

1-s-01 同 92課綱 能認識直線與曲線。

1-s-02 同 92課綱 能辨認、描述與分類簡單平面圖形與立體

形體。

1-s-03 同 92課綱 能描繪或仿製簡單平面圖形。

1-s-04 同 92課綱 能依給定圖示，將簡單形體作平面舖設與

立體堆疊。

1-s-05
能描述某物在觀察者的前後、左右、上下

及兩個物體的遠近位置。

97課綱刪除。
由於基準點的約定不一，在評量上造成很大

的爭議。因此刪除此分年細目，但是

老師可於生活運用中引導學生認識前後、左

右、上下等，建議不要予以評量。

1-a-01
能在具體情境中，認識等號兩邊數量一樣

多的意義。 

97課綱刪除。
擔心老師過度教學及評量，故刪除。

1-a-02
97 課綱 1-a-01 能在具體情境中，認識加法
的交換律。

能在具體情境中，認識加法的交換律、結

合律，並運用於簡化計算。 
修 92課綱 1-a-02

1-a-03 97課綱移至 1-a-02 能在具體情境中，認識加減互逆。 

1-d-01 同 92課綱 能對生活中的事件或活動做初步的分類與

紀錄。 

1-d-02 同 92課綱 能將紀錄以統計表呈現並說明。 

二年級

2-n-01 同 92課綱
能認識 1000以內的數及「百位」的位名，
並作位值單位換算。

110

- 110 -



���

臺北市因應九年一貫課程綱要微調實務手冊

2-n-02
能認識 100 元的幣值，並做 10 元與 100
元錢幣的換算。

能認識錢幣的幣值有 100 元、500 元等，
並作 10元與 100元錢幣的換算。

97課綱刪 500元，可避免位值概念學習的干
擾

2-n-03 同 92課綱
能用＜、＝與＞表示數量大小關係，並在

具體情境中認識遞移律。（同 2-a-01）

2-n-04 同 92課綱 能熟練二位數加減直式計算。

2-n-05 刪除 能作連加、連減與加減混合計算。

97課綱新增 2-n-05能理解三位數加減直式
計算(不含兩次退位)。

97課綱新增

2-n-06 同 92課綱
能理解乘法的意義，使用×、＝作橫式紀
錄，並解決生活中的問題。

2-n-07 同 92課綱 能在具體情境中，進行分裝與平分的活動。

2-n-08 同 92課綱 能理解九九乘法。

97課綱 2-n-09能在具體情境中，解決兩步
驟問題(加與減，不含併式)。

修 92課綱 2-n-09 

2-n-09 97課綱移至 2-n-10
能在具體情境中，解決兩步驟問題（加、

減與乘，不含併式）。
同 92課綱 2-n-09

2-n-10 刪除
能在平分的情境中，認識分母在 12以內的
單位分數，並比較不同單位分數的大小。

分數併入三年級教學。

97 課綱新增 2-n-11能做簡單的二位數加減
估算

97課綱新增

2-n-11 97課綱移至 2-n-12。 能認識鐘面上的時刻是幾點幾分。

2-n-12 97課綱移至 2-n-13。
能認識「年」、「月」、「星期」、「日」，並知

道「某月有幾日」、「一星期有七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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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n-13 97課綱移至 2-n-14。
能理解用不同個別單位測量同一長度時，

其數值不同，並能說明原因。

2-n-14 97課綱移至 2-n-15。
能認識長度單位「公分」、「公尺」及其關

係，並能作相關的實測、估測與同單位的

計算。

2-n-15 97課綱改成 2-n-16能認識容量。 能認識容量，並作直接比較。

2-n-16 97課綱改成 2-n-17能認識重量。 能認識重量，並作直接比較。

2-n-17 97課綱改成 2-n-18能認識面積。 能認識面積，並作直接比較。（同 2-s-05）

97 課綱強調應包含直接比較、間接比較，以
及個別單位的教學內容。

2-s-01 同 92課綱
能認識周遭物體上的角、直線與平面（含

簡單立體形體）。

2-s-02 能認識生活周遭中平行與垂直的現象。
能認識生活周遭中水平、鉛直、平行與垂

直的現象。
修 92課綱 2-s-02

2-s-03 能使用直尺處理與線段有關的問題。 能使用直尺畫出指定長度的線段。

修 92課綱 2-s-03與 2-s-04
使用直尺畫線段，可以讓學童體會兩點決定

一直線，並可度量其距離的事實，但在教學

上不必提及這些性質。

2-s-04 併入 97課綱 2-s-03 能畫出兩點間的線段，並測量其長度。

2-s-05 97課綱改成 2-s-04能認識面積。 能認識面積，並作直接比較。（同 2-n-17）修 92課綱 2-s-05

2-s-06
97課綱改成 2-s-05認識簡單平面圖形的邊
長關係。

能由邊長關係，認識簡單平面圖形與立體

形體。

修 92課綱 2-s-06
此細目不是要定義平面圖形，只是簡單的藉

由實測知道一些常見幾何圖形的邊長性質，

這些圖形都有明顯的對稱性質，學童較容易

掌握其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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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a-01 同 92課綱
能用＜、＝與＞表示數量大小關係，並在

具體情境中認識遞移律。（同 2-n-03）

2-a-02
能在具體情境中，認識加法順序改變並不影

響其和的性質。

能將具體情境中單步驟的加、減問題列成

算式填充題，並解釋式子與原問題情境的

關係。

修 92課綱 2-a-02

2-a-03 同 92課綱 能在具體情境中，認識乘法交換律。

2-a-04 同 92課綱 能理解加減互逆，並運用於驗算與解題。

三年級

3-n-01 同 92課綱
能認識 10000以內的數及「千位」的位名，
並進行位值單位換算。

3-n-02
能熟練加減直式計算(四位數以內，和＜
10000，含多重退位)。

能熟練加減直式計算（四位數以內，和＜

10000，含多重借位）。
97課綱把借位改為退位

3-n-03
97課綱改成 3-n-04能熟練三位數乘以一位
數的直式計算。

能熟練三位數乘以一位數的直式計算，並

解決二位數乘以二位數的乘法問題。
修 92課綱 3-n-03

97課綱新增 3-n-03能用併式記錄加減兩步
驟的問題。

97 課綱新增，第一次出現併式之學習，在三
年級只處理最簡單的加減兩步驟問題，讓學

童學習將兩步驟的算式記為一個加減混合的

算式，並據以計算。

3-n-04  97課綱移至 3-n-05
能理解除法的意義，運用÷、＝作橫式紀
錄（包括有餘數的情況），並解決生活中的

問題。

3-n-05 97課綱移至 3-n-06 能熟練三位數除以一位數的直式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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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n-06 97課綱移至 3-n-07
能在具體情境中，解決兩步驟問題（加、

減與除，不含併式）。

97課綱 3-n-08能在具體情境中，解決兩步
驟問題(連乘，不含併式)。

修 92課綱 3-n-06

3-n-07
97 課綱改成 3-n-09 能由長度測量的經驗
來認識數線，標記整數值與一位小數，並

在數線上做大小比較、加、減的操作。

能由長度測量的經驗，透過刻度尺的方式

來認識數線，標記整數值，並在數線上作

比較、加、減的操作。

修 92課綱 3-n-07

3-n-08
97 課綱改成 3-n-10能做簡單的三位數加減
估算。

能在具體情境中，做三位數以內的加減估

算，並用來檢驗答案的合理性。
修 92課綱 3-n-08

3-n-09 97課綱移至 3-n-11  
能在具體情境中，初步認識分數，並解決

同分母分數的比較與加減問題。

3-n-10
97課綱改成 3-n-12能認識一位小數，並做
比較與加減計算。

能認識一位小數，並作比較與加減計算。 修 92課綱 3-n-10

3-n-11 

97課綱改成 3-n-13能認識時間單位「日」、
「時」、「分」、「秒」及其間的關係，並做同

單位時間量及時、分複名數的加減計算（不

進、退位）。能在具體情境中，初步認識分

數，並解決同分母分數的比較與加減問題。

能認識時間單位「日」、「時」、「分」、「秒」

及其間的關係，並作時或分同單位時間量

的加減計算。

修 92課綱 3-n-11 

3-n-12 97課綱移至 3-n-14
能認識長度單位「毫米」，及「公尺」、「公

分」、「毫米」間的關係，並作實測與相關

計算。

3-n-13 刪除
能利用間接比較或以個別單位實測的方法

比較不同容器的容量。

3-n-14 97課綱移至 3-n-15 能認識容量單位「公升」、「毫公升」（簡稱 修 92課綱 3-n-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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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升」）及其關係，並作相關的實測、估

測與計算。

3-n-15
能利用間接比較或以個別單位實測的方法

比較不同物體的重量。
97課綱刪除

3-n-16 同 92課綱
能認識重量單位「公斤」、「公克」及其關

係，並作相關的實測、估測與計算。

3-n-17 同 92課綱 能認識角，並比較角的大小。（同 3-s-04）

3-n-18
能認識面積單位「平方公分」，並做相關的

實測與計算。（同 3-s-05）

能利用間接比較或以個別單位實測的方法

比較不同面積的大小，並認識面積單位「平

方公分」。（同 3-s-05）
修 92課綱 3-n-18

3-s-01 同 92課綱 能認識平面圖形的內部、外部與其周界。

3-s-02 同 92課綱 能認識周長，並實測周長。

3-s-03 同 92課綱
能使用圓規畫圓，認識圓的「圓心」、「圓

周」、「半徑」與「直徑」。

3-s-04 同 92課綱 能認識角，並比較角的大小。（同 3-n-17）

3-s-05
能認識面積單位「平方公分」，並做相關的

實測與計算。（同 3-n-18）

能利用間接比較或以個別單位實測的方法

比較不同面積的大小，並認識面積單位「平

方公分」。（同 3-n-18）

修 92課綱 3-s-05
間接比較、個別單位實測提前到二年級教學

3-s-06 同 92課綱
能透過操作，將簡單圖形切割重組成另一

已知簡單圖形。

97 課綱新增 3-s-07 能由邊長和角的特性來
認識正方形和長方形。

97課綱新增。

知道四邊相等、且四角為直角的四邊形為正

方形，例如：知道斜置之正方形(看起來向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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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也是正方形。知道兩對邊相等、且四角為
直角的四邊形為長方形。此為 4-s-01 之前置
經驗。

3-a-01
能將具體情境中單步驟的乘、除問題列成

算式填充題，並能解釋式子與原問題情境

的關係。

97課綱刪除。
許多現場教師將原本做為溝通工具之算式填

充題，提升為形式之代數工具，並做過份嚴

格之評量，造成許多困擾，故予以刪除。

教師使用 97課綱時，若是配合恰當問題情境，
以算式填充題做為溝通手段，不在此限。

3-a-02
97 課綱改成 3-a-01 能理解乘除互逆，並運
用於驗算及解題。

能在具體情境中，認識乘除互逆。 修 92課綱 3-a-02

3-d-01 能報讀生活中常見的表格。
能報讀生活中常見的直接對應（一維）表

格。
修 92課綱 3-d-01與 3-d-02

3-d-02
能報讀生活中常見的交叉對應（二維）表

格。

97課綱刪除
97課綱併入 3-d-01

四年級

4-n-01 同 92課綱
能透過位值概念，延伸整數的認識到大數

（含「億」、「兆」之位名），並作位值單位

的換算。

4-n-02 能熟練整數加、減的直式計算。 能熟練整數加、減、乘、除的直式計算。 修 92課綱 4-n-02

97 課綱新增 4-n-03 能熟練較大位數的乘
除直式計算。

97課綱新增

4-n-03 97課綱改成 4-n-04能在具體情境中，解決 能在具體情境中，解決兩步驟問題，並學 修 92課綱 4-n-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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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步驟問題，並學習併式的記法與計算。 習併式的記法（包括連乘、連除、乘除混

合）。

4-n-04 97課綱移至 4-n-05 能作整數四則混合計算（兩步驟）。

4-n-05
97 課綱改成 4-n-06能在具體情境中，對大
數在指定位數取概數(含四捨五入法)，並做
加、減之估算。

能用四捨五入的方法，對大數在指定位數

取概數，並做加、減之估算。
修 92課綱 4-n-05

4-n-06
97課綱改成 4-n-07能理解分數之「整數相
除」的意涵。

能在平分情境中，理解分數之「整數相除」

的意涵。
修併 92課綱 4-n-06、5-n-06

4-n-07

97課綱改成 4-n-08能認識真分數、假分數
與帶分數，熟練假分數與帶分數的互換，

並進行同分母分數的比較、加、減與整數

倍的計算。

能認識真分數、假分數與帶分數，熟練假

分數與帶分數的互換，並進行同分母分數

的比較、加、減與非帶分數的整數倍的計

算。

修 92課綱 4-n-07

4-n-08
97課綱改成 4-n-09能認識等值分數，進行
簡單異分母分數的比較，並用來做簡單分

數與小數的互換。

能理解等值分數，進行簡單異分母分數的

比較，並用來做簡單分數與小數的互換。
修 92課綱 4-n-08

97 課綱新增 4-n-10 能將簡單分數標記在
數線上。

97課綱新增

4-n-09
97課綱改成4-n-11能認識二位小數與百分
位的位名，並做比較。

能認識二、三位小數與百分位、千分位的

位名，並作比較。
修 92課綱 4-n-09

4-n-10 97課綱移至 5-n-12
能用直式處理整數除以整數，商為三位小

數的計算。

4-n-11 97 課綱改成 4-n-12 能用直式處理二位小 能用直式處理二、三位小數加、減與整數 修 92課綱 4-n-11 

117

- 117 -



���

臺北市因應九年一貫課程綱要微調實務手冊

數加、減與整數倍的計算，並解決生活中

的問題。

倍的計算，並解決生活中的問題。

4-n-12
97 課綱改成 4-n-13 能解決複名數的時間
量的計算問題。

能解決複名數的時間量計算，以及時刻與

時間量的加減問題。
修 92課綱 4-n-12

97 課綱新增 4-n-14 能以複名數解決量(長
度、容量、重量)的計算問題。

97課綱新增

4-n-13 97課綱移至 4-n-15
能認識長度單位「公里」，及「公里」與其

他長度單位的關係，並作相關計算。

4-n-14 97課綱移至 4-n-16
能認識角度單位「度」，並使用量角器實測

角度或畫出指定的角。（同 4-s-04）

4-n-15 97課綱移至 4-n-17
能認識面積單位「平方公尺」，及「平方公

分」、「平方公尺」間的關係，並作相關計

算。

4-n-16 97課綱移至 4-n-18
能理解長方形和正方形的面積公式與周長

公式。（同 4-s-09）

4-n-17
97課綱改成 4-n-19能認識體積及體積單位
「立方公分」。

能利用間接比較或以個別單位實測的方法

比較不同體積的大小，並認識體積單位「立

方公分」。

修 92課綱 4-n-17

4-s-01 同 92課綱
能運用「角」與「邊」等構成要素，辨認

簡單平面圖形。

4-s-02 同 92課綱
能透過操作，認識基本三角形與四邊形的

簡單性質。

4-s-03 同 92課綱 能認識平面圖形全等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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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s-04 同 92課綱
能認識角度單位「度」，使用量角器實測角

度或畫出指定的角。（同 4-n-14）

4-s-05 能理解旋轉角(包括平角和周角)的意義。 能理解旋轉角的意義。 修 92課綱 4-s-05

4-s-06 同 92課綱 能理解平面上直角、垂直與平行的意義。

4-s-07 能認識平行四邊形和梯形。
能由直角、垂直與平行的概念，認識簡單

平面圖形。
修 92課綱 4-s-07

4-s-08 同 92課綱
能利用三角板畫出直角與兩平行線段，並

用來描繪平面圖形。

4-s-09 同 92課綱
能理解長方形和正方形的面積公式與周長

公式。

4-a-01 能在具體情境中，理解乘法結合律。

能在具體情境中，理解乘法結合律、先乘

再除與先除再乘的結果相同，也理解連除

兩數相當於除以此兩數之積。

修 92課綱 4-a-01

4-a-02
能將具體情境中所列出的單步驟算式填充

題類化至使用未知數符號的算式，並能解

釋式子與原問題情境的關係。

97課綱刪除。
此處數的性質包括加法交換律、結合律，加

減混合之計算順序可調換，乘法交換律、結

合律。分配律與除法有關之性質則在五年級

才學習。

97課綱新增 4-a-02能在四則混合計算中，
運用數的運算性質。

97課綱新增

4-a-03 能理解乘除互逆，並運用於驗算與解題。 97課綱刪除。

4-a-04
能用中文簡記式表示長方形和正方形的面

積公式與周長公式。
97課綱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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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d-01 能報讀生活中常用的長條圖。
能報讀生活中資料的統計圖，如長條圖、

折線圖與圓形圖等。
修 92課綱 4-d-01

4-d-02 能報讀生活中常用的折線圖。 能報讀較複雜的長條圖。 修 92課綱 4-d-01

五年級

97課綱 5-n-01能熟練整數乘、除的直式計
算。

修 92課綱 4-n-02

5-n-01
97課綱改成 5-n-02能在具體情境中，解決
三步驟問題，並能併式計算。

能在具體情境中，解決三步驟問題。 修 92課綱 5-n-01

5-n-02 97課綱移至 5-n-03 能熟練整數四則混合計算。

97課綱改成 5-n-04能理解因數和倍數。 修 92課綱 5-n-03

5-n-03 97課綱 5-n-05能認識兩數的公因數、公倍
數、最大公因數與最小公倍數。

能理解因數、倍數、公因數與公倍數。
修 92課綱 5-n-03、6-n-02

5-n-04 97課綱移至 5-n-06 能用約分、擴分處理等值分數的換算。

5-n-05 97課綱移至 5-n-07
能用通分作簡單異分母分數的比較與加

減。

5-n-06
能在測量情境中，理解分數之「整數相除」

的意涵。
97課綱併入 4-n-07

5-n-07
97 課綱改成 5-n-08 能理解分數乘法的意
義，並熟練其計算，解決生活中的問題。

能理解乘數為分數的意義及計算方法，並

解決生活中的問題。
修 92課綱 5-n-07

97課綱 -n-095 能理解除數為整數的分數除 修 92課綱 6-n-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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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意義，並解決生活中的問題。

5-n-08
97課綱 5-n-10能認識多位小數，並做比較
與加、減與整數倍的計算，以及解決生活

中的問題。

能認識多位小數，並作比較與加、減的計

算，以及解決生活中的問題。
修 92課綱 5-n-08

5-n-09 97課綱移至 5-n-11 
能用直式處理乘數是小數的計算，並解決

生活中的問題。

5-n-10
97 課綱改成 6-n-07能在具體情境中，對整
數及小數在指定位數取概數(含四捨五入
法)，並做加、減、乘、除之估算。

能用四捨五入的方法，對小數在指定位數

取概數，並做加、減、乘、除之估算。
修 92課綱 5-n-10

97課綱 5-n-12能用直式處理整數
除以整數，商為三位小數的計算。

同 92課綱 4-n-10

5-n-11 97課綱移至 5-n-13 能將分數、小數標記在數線上。

5-n-12
97課綱改成 5-n-14能認識比率及其在生活
中的應用(含「百分率」、「折」)。

能認識比率及其應用（含「百分率」、「折」）。修 92課綱 5-n-12

5-n-13 97課綱移至 5-n-15 能解決時間的乘除計算問題。

5-n-14 97課綱移至 5-n-16
能認識重量單位「公噸」及「公噸」、「公

斤」間的關係，並作相關計算。

5-n-15 97課綱移至 5-n-17
能認識面積單位「公畝」、「公頃」、「平方

公里」及其關係，並作相關計算。

5-n-16 97課綱移至 5-n-18
能運用切割重組，理解三角形、平行四邊

形與梯形的面積公式。（同 5-s-05）

5-n-17 97課綱移至 5-n-19
能認識體積單位「立方公尺」，及「立方公

分」、「立方公尺」間的關係，並作相關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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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

5-n-18
97課綱改成 5-n-20能理解長方體和正方體
體積的計算公式，並能求出長方體和正方體

的表面積。（同 5-s-07）

能理解長方體和正方體的體積公式。（同

5-s-07）
修 92課綱 5-n-18

5-n-19 97課綱移至 5-n-21 能理解容量、容積和體積間的關係。

5-s-01 同 92課綱
能透過操作，理解三角形三內角和為 180
度。

5-s-02 同 92課綱
能透過操作，理解三角形任意兩邊和大於

第三邊。

5-s-03 能認識圓心角，並認識扇形。
能認識圓心角，理解 180 度、360 度的意
義，並認識扇形。

修 92課綱 5-s-03

5-s-04 同 92課綱
能認識線對稱，並理解簡單平面圖形的線

對稱性質。

5-s-05 同 92課綱
能運用切割重組，理解三角形、平行四邊

形與梯形的面積公式。（同 5-n-16）

97課綱 5-s-06能認識球、直圓柱、直圓錐、
直角柱與正角錐。

修 92課綱 6-s-05

5-s-06
能運用「頂點」、「邊」與「面」等構成要

素，辨認簡單立體形體。
97課綱刪除

5-s-07
能理解長方體和正方體體積的計算公式，並

能求出長方體和正方體的表面積。

（同 5-n-20）

能理解長方體和正方體的體積公式。（同

5-n-18）
修 92課綱 5-s-07

5-s-08 97課綱移至 6-s-06
能認識面的平行與垂直，並描述正方體與

長方體中面與面的平行與垂直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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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a-01
能在具體情境中，理解乘法對加法的分配

律，並運用於簡化計算。

能在具體情境中，理解乘法對加法的分配

律，並運用於簡化心算。
修 92課綱 5-a-01

97課綱 5-a-02能在具體情境中，理解先乘
再除與先除再乘的結果相同，也理解連除

兩數相當於除以此兩數之積。

修 92課綱 4-a-01

5-a-02 97課綱移至 5-a-03
能熟練運用四則運算的性質，做整數四則

混合計算。

5-a-03
97 課綱改成 5-a-04 能將整數單步驟的具體
情境問題列成含有未知數符號的算式，並能

解釋算式、求解及驗算。

能解決使用未知數符號所列出的單步驟算

式題，並嘗試解題及驗算其解。
修 92課綱 5-a-03

5-a-04
能用中文簡記式表示簡單平面圖形的面

積，並說明圖形中邊長或高變化時對面積

的影響。

5-a-05
能用中文簡記式表示長方體和正方體的體

積公式。

97課綱刪除。
中文簡記式一般教科書皆會使用，也都能達

到代數學習前置經驗之目的，因此正式綱要

的條目似乎沒有這個必要，故予以刪除。

5-d-01 97課綱移至 6-d-01 能整理生活中的資料，並製成長條圖。

5-d-02 97課綱移至 6-d-02 能報讀生活中有序資料的統計圖。

5-d-03 97課綱移至 6-d-03 能整理有序資料，並繪製成折線圖。

六年級

6-n-01
能認識質數、合數，並用短除法做質因數

的分解(質數＜20，質因數＜20，被分解數
＜100)。

能認識質數、合數，並作質因數的分解（質

數＜20，質因數＜10，被分解數＜100）。
修 92課綱 6-n-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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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n-02
能用短除法求兩數的最大公因數、最小公

倍數。

能認識兩數的最大公因數、最小公倍數與

兩數互質的意義，理解最大公因數、最小

公倍數的計算方式，並能將分數約成最簡

分數。

修 92課綱 6-n-02

97課綱 6-n-03能認識兩數互質的意義，並
將分數約成最簡分數。

修 92課綱 6-n-02

6-n-03
97 課綱改成 6-n-04 能理解分數除法的意
義及熟練其計算，並解決生活中的問題。

能理解除數為分數的意義及計算方法，並

解決生活中的問題。
修 92課綱 6-n-03

6-n-04
97 課綱改成 6-n-06 能用直式處理小數除
法的計算，並解決生活中的問題。

能用直式處理除數為小數的計算，並解決

生活中的問題。
修 92課綱 6-n-04

6-n-05
能在具體情境中，解決分數的兩步驟問

題，並能併式計算。
能作分數的兩步驟四則混合計算。 修 92課綱 6-n-05

97 課綱 6-n-07能在具體情境中，對整數及
小數在指定位數取概數(含四捨五入法)，並
做加、減、乘、除之估算。

修 92課綱 5-n-10

97課綱新增 6-n-08能在具體情境中，解決
小數的兩步驟問題，並能併式計算。

97課綱新增

6-n-06 能理解等量公理。（同 6-a-01） 97課綱刪除

6-n-07 97課綱移至 6-n-09 能認識比和比值，並解決生活中的問題。

6-n-08
97課綱改成 6-n-12能認識速度的意義及其
常用單位。

能理解速度的概念與應用，認識速度的普

遍單位及換算，並處理相關的計算問題。
修 92課綱 6-n-08

6-n-09
97課綱改成 6-n-10能理解正比的意義，並
解決生活中的問題。

能理解正比的現象，並發展正比的概念，

解決生活中的問題。
修 92課綱 6-n-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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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課綱新增 6-n-11能理解常用導出量單位
的記法，並解決生活中的問題。

97課綱新增。
單位的分析是日後學童學習科學的重要基

礎。由以前學習的數量單位(元、個、長度、
重量、時間、面積、體積等)，再擴張到導出
單位(如：元/個、公斤/個、公尺/分)。

6-n-10 97課綱移至 6-n-13
能利用常用的數量關係，列出恰當的算

式，進行解題，並檢驗解的合理性。

6-n-11 
能以適當的正方形單位，對曲線圍成的平

面區域估算其面積。
97課綱刪除

6-n-12 97課綱移至 6-n-14
能理解圓面積與圓周長的公式，並計算簡

單扇形面積。

6-n-13 97課綱移至 6-n-15、6-s-05
能理解簡單直立柱體的體積為底面積與高

的乘積。

6-s-01 同 92課綱
能利用幾何形體的性質解決簡單的幾何問

題。

6-s-02
能認識平面圖形放大、縮小對長度、角度的

影響，並認識比例尺。

能認識平面圖形放大、縮小對長度、角度

與面積的影響，並認識比例尺。
修 92課綱 6-s-02

6-s-03
能以適當的正方形單位，對曲線圍成的平

面區域估算其面積。
97課綱刪除

6-s-04 97課綱移至 6-s-03
能理解圓面積與圓周長的公式，並計算簡

單扇形面積。

97 課綱 6-s-04 能認識面與面的平行與垂
直，線與面的垂直，並描述正方體與長方體

中面與面、線與面的關係。

修 92課綱 5-s-08

125

- 125 -



���

臺北市因應九年一貫課程綱要微調實務手冊

6-s-05
97 課綱改成 5-s-06 能認識球、直圓柱、直

圓錐、直角柱與正角椎。
能認識直圓錐、直圓柱與直角柱。 修 92 課綱 6-s-05

6-s-06 97 課綱移至 6-s-05(同 6-n-15)
能理解簡單直立柱體的體積為底面積與高

的乘積。
同 92 課綱 6-n-13

6-a-01 同 92 課綱 能理解等量公理。

6-a-02
能將分數單步驟的具體情境問題列成含有

未知數符號的算式，並求解及驗算。

能使用未知數符號，將具體情境中的問題

列成兩步驟的算式題，並嘗試解題及驗算

其解。

修 92 課綱 6-a-02

97課綱新增6-a-03能用符號表示常用的公

式。
97 課綱新增

6-a-03 97 課綱移至 6-a-04
能利用常用的數量關係，列出恰當的算

式，進行解題，並檢驗解的合理性。（同

6-n-10）

6-a-04
能在比例的情境或幾何公式中，透過列表

的方式認識變數。
97 課綱刪除

6-a-05
能用中文簡記式表示圓面積、圓周長與柱

體的體積公式。
97 課綱刪除

97 課綱 6-d-01 能整理生活中的資料，並製

成長條圖。
同 92 課綱 5-d-01

97 課綱 6-d-02 能整理生活中的有序資料，

並繪製成折線圖。
修 92 課綱 5-d-02、5-d-03

6-d-01
97 課綱改成 6-d-03能報讀生活中常用的圓
形圖，並能整理生活中的資料，製成圓形 能整理生活中的資料，並製成圓形圖。 修 92 課綱 6-d-01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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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自然與生活科技 

97 年課程綱要微調內容（修正規定） 92 年暫行綱要內容（現行規定） 說明
(一)基本理念 (一)基本理念 1.全文未修改

2. 部 分 標 點 符 號 有

誤，酌修改。

(二)課程目標
1.培養探索科學的興趣與熱忱，並養成主動學習的習慣。

2.學習科學與技術的探究方法和基本知能，並能應用所學

於當前和未來的生活。

3.培養愛護環境、珍惜資源、尊重生命的知能與態度，以

及熱愛本土生態環境與科技的情操。

4.培養與人溝通表達、團隊合作及和諧相處的能力。

5.培養獨立思考、解決問題的能力，並激發開展潛能。

6.察覺和試探人與科技的互動關係。

(二)課程目標
1.培養探索科學的興趣與熱忱，並養成主動學習的習慣。

2.學習科學與技術的探究方法和基本知能，並能應用所學

於當前和未來的生活。

3.培養愛護環境、珍惜資源及尊重生命的態度。

4.培養與人溝通表達、團隊合作及和諧相處的能力。

5.培養獨立思考、解決問題的能力，並激發開展潛能。

6.察覺和試探人與科技的互動關係。

修正第 3 項部分文字。

(三)學習領域要點說明
1.本課程綱要為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領域的學生學習之

主要內涵與實施原則，學校應以此內涵與原則安排適當

的教學情境和教材，進行有效的教學活動，激勵學生學

習，以達成課程目標，增進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領域的

分段能力。

2.依課程總綱說明，學習領域為學習之主要內容，而非學

科名稱，無論教材選編或教師進行教學皆應掌握統整之

精神，並視學習內容之性質，實施分科協同教學。

3.除必修課程之外，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領域，得依學生

性向、學校發展特色及社區需求，運用彈性學習等節

數，提供選修課程，或協助學生組織相關科學性社團。

4.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領域課程綱要之內容，依知識結構

及學習心理之發展原則而劃分為四階段，第一階段為國

為闡述學生學習的內

涵與實施原則要項，增

例「（三）學習領域要

點說明」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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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年課程綱要微調內容（修正規定） 92 年暫行綱要內容（現行規定） 說明
小一至二年級、第二階段為國小三至四年級、第三階段

為國小五至六年級、第四階段為國中一至三年級，每一

階段均有其能力指標，此分段能力指標為達成課程目標

之根本，為教材選編、教師教學與學習評鑑之依據。

5.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領域之第一階段(國小一至二年

級)，依課程總綱之學習領域結構表規定，應與社會、

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統合為生活課程，應統整規劃實施

教學。

6.第四階段課程係為中等教育前期，學生面臨身心與學習

發展之關鍵期，課程除應銜接國小各階段自然與生活科

技學習領域之核心、基本能力之外，亦應考量後期中等

教育之科學概念延伸。課程設計宜以生活化之應用科學

發展，逐步、漸進納入專業學科知能，並於此階段後期

完成概念統整。

7.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領域主要內涵：包含物質與能、生

命世界、地球環境、生態保育、資訊科技等科學與技術

認知學習，並著重科學與科學研究知能及態度，尊重生

命與愛護環境的情操，以及善用科技與運用資訊等核

心、基本能力之習得，同時應能將此能力轉化、實踐於

日常生活中，終身學習。

(四)分段能力指標

1.過程技能：增進科學探究過程之心智運作能力；

2.科學與技術認知：科學概念與技術的培養與訓練；

3.科學與技術本質：科學是可驗證的、技術是可操作的；

(三)分段能力指標 1. 分段能力指標改為

第四要項。

2. 本要項之前言說明

較過冗長，不易閱

讀，因此重新撰寫

內容，改以條列方

式呈現，更清楚明

確。

3. 原能力要項只有編

　　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領域所培養之國民科學與技術
的基本能力，依其屬性和層次分成八個要項，並依階段
訂定分段能力指標，以作為選編教材、實施教學與學習
評鑑之依據，編序與說明如下：

　　本課程綱要之訂定，係用於提示如何經由學校教育

，安排適當的教學情境和教材，進行有效的教學活動，

促進學生學習，以增進知識及培養解決問題的能力。

　　經由科學性的探究活動，自然科學的學習使學生獲

得相關的知識與技能。同時，也由於經常依照科學方法

從事探討與論證，養成了科學的思考習慣和運用科學知識

與技能以解決問題的能力。經常從事科學性的探討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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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年課程綱要微調內容（修正規定） 92 年暫行綱要內容（現行規定） 說明
4.科技的發展：瞭解科學如何發現與技術如何發展的過
程；

5.科學態度：處事求真求實、喜愛探究之科學精神與態

度、感受科學之美與影響力；

6.思考智能：對事物能夠做推論與批判、解決問題等整
合性的科學思維能力，以及資訊統整能力；

7.科學應用：應用科學知識以及探究方法以處理問題的
能力；

8.設計與製作：能夠運用個人與團體合作的創意來製作

科技的產品。

對於經由這種以探究方式建立的知識之本質將有所認

識，養成重視證據和講道理的處事習慣。在面對問題、

處理問題時，持以好奇與積極的探討、了解及設法解決

的態度，我們統稱以上的各種知識、見解、能力、態度

與應用為「科學與科技素養」。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領域

的主要目標，可說在於提昇國民的科學與科技素養。

「素養」蘊涵於內，即為知識、見解與觀念；表現於外，

即為能力、技術與態度。實際上內外之分，也僅係提供

陳述之方便而已。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領域所培養之國

民科學與科技素養，依其屬性和層次來分項，分成科學

探究過程之心智運作能力的增進(以下簡稱「過程技

能」)，科學概念與技術的培養訓練(以下簡稱「科學與技

術認知」)，對科學本質之認識(以下簡稱「科學本質」)，
了解科技如何創生與發展的過程(以下簡稱「科技的發

展」)，處事求真求實、感受科學之美與威力及喜愛探究

等之科學精神與態度(以下簡稱「科學態度」)，資訊統整、

對事物能夠做推論與批判、解決問題等整合性的科學思

維能力(以下簡稱「思考智能」)，應用科學探究方法、科

學知識以處理問題的能力(以下簡稱「科學應用」)，以及

如何運用個人與團體合作的創意來製作科技的產品(以
下簡稱「設計與製作」)等八項來陳述。其中「科學與技

術認知」涉及教材內容，其內容詳列於參考資料中(包括

附錄一：「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領域之教材內容要項和

附錄二：「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領域之教材內容細目)，
可作為教學活動設計之參考。另附有數則教學活動設計

(附錄三：「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領域之教材內容研討

之核心主題示例)，可供教材設計及教學時參考。茲將自

然與生活科技課程，學生在學習各階段所應習得之能力

指標列之於後。在設計教學活動時，宜依指標所提示的

序分類，97 年微調

課綱於編序後增加

說明文字以利教師

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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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年課程綱要微調內容（修正規定） 92 年暫行綱要內容（現行規定） 說明
基準，於教學中達成之。

表 1 茲將「科學與科技素養」的能力要項編序分類於下：

1.過程技能

2.科學與技術認知

3.科學本質

4.科技的發展

5.科學態度

6.思考智能

7.科學應用

8.設計與製作

〈編碼說明〉在下列「a-b-c-d」的編號中，「a」代表主項

目序號，「b」代表階段序號：1 代表第一階段國小一至二

年級、2 代表第二階段國小三至四年級、3 代表第三階段

國小五至六年級、4 代表第四階段國中一至三年級，「c」
代表次項目序號，依觀察、比較與分類、組織與關連、

歸納與推斷和傳達等，以 1、2、3、4 逐一編序；若未分

項，則以 0 代表之，「d」代表流水號。

【編碼說明】在下列「a-b-c-d」的編號中，「a」代表主項

目序號，「b」代表學習階段序號：1 代表第 1 階段一、二

年級、2 代表第 2 階段三、四年級、3 代表第 3 階段五、

六年級、4 代表第 4 階段國中一、二、三年級，「c」代表

次項目序號、依觀察、比較與分類、組織與關連、歸納

與推斷和傳達等，以 1、2、3、4 逐一編序；若未分項，

則以 0 代表之，「d」代表流水號。

1. 所有學習領域統一

學習階段與年級的

撰寫方式 

2. 所有能力指標內容

未更動，但每條能

力指標統一加上句

號。 

(五)分段能力指標與十大基本能力之關係
自然與生活科技的學習，在於經由適當的教材內容

與探究活動中，獲得科學與科技素養的增進。而科學與

科技素養之增進，即等同於促進課程目標所揭示之「基

本能力」的培養。

茲將如何藉由科學與科技素養的提升，以培養各項

基本能力之教學策略，及應達成的能力指標說明於下：

瞭解自我在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領域的發展潛能。

(1)「瞭解自我與發展潛能」能力的培養：…另外，藉由

對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領域的學習，認知自我的生

理、陶冶自我的性情、瞭解自我的特性，不斷在生活

中做自我調適，而能健康的成長。

(2)「瞭解自我與發展潛能」在各階段之能力指標

(四)分段能力指標與十大基本能力之關係
自然與生活科技的學習，在於經由適當的教材內容

與探究活動中，獲得科學與科技素養的增進。而科學與

科技素養之增進，即等同於促進課程目標所揭示之「基

本能力」的培養。

茲將如何藉由科學與科技素養的提昇，以培養各項

基本能力之教學策略，及應達成的能力指標說明於下：

了解自我在自然與生活科技領域的發展潛能。

(1)「了解自我與發展潛能」能力的培養：…另外，藉由

對自然與生活科技領域的學習，認知自我的生理、陶

冶自我的性情、了解自我的特性，不斷在生活中做自

我調適，而能健康的成長。

(2)「了解自我與發展潛能」在各學習階段之能力指標

1.「分段能力指標與十

大基本能力」之內容

未更動。

2.「提升」乃依據校正

手冊統一字彙，全文

一併修改。 

3.全文統一「『學習』

領域」的呈現方式，

故在領域前加上「學

習」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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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年課程綱要微調內容（修正規定） 92 年暫行綱要內容（現行規定） 說明
2a.努力做自己分內的事。

2b.相信自己能做一些有趣且有意義

的事。

(5-2-1-2) (6-2-2-1)
(6-2-3-1) 

以下修正均相同。

2a 努力做自己份內的事。

2b 相信自己能作一些有趣且有

意義的事。

(5-2-1-2), 
(6-2-2-1), 
(6-2-3-1) 

4.「分內」乃依據校正

手冊修改之。

(六)實施要點
1.教材選編

(1)教材的選編應掌握國民中小學九年一貫課程綱要精神

與內涵，以達成課程目標與分段能力指標為重要考量。

(2)教材之編選應依據分段能力指標，以學生經驗為中

心，選取生活化之教材，融合「科學與技術認知」能

力指標內容，組織成適合學生起點行為，且能激發學

習興趣之教材。同時為適應各地區、各校的特殊性，

各地教材可具歧異性，但培養之基本能力，其目標則

為一致。

(3)「科學與技術認知」能力指標之詳細內容列於本課程

綱要之「附錄一」與「附錄二」，教材選擇時應參考此

等附錄，不可超出其範圍，增加課程難度，教材內容

並應兼顧認知、技能與情意的學習。

(4)選編教材時，應掌握統整與「九年一貫」的精神，以

自然與生活科技為完整之學習領域來規劃。各階段應

注意概念的系統與邏輯性的發展，以及相關議題於不

同學科或學習領域間之相互關係與連繫。

(5)教材組織時應審慎解析分段能力指標之內涵，建立次

要概念，以配合學生起點行為、發展階段與成熟度，

培養核心、重要、基本能力，並應重視其發展之連續

性，適時提供必要之練習，使能力精熟、完整養成。

(6)教材的組織可依生活上及社會上關心之議題、本土的

題材來選編，也可依學科概念展延的方式來發展，也

(五)實施要點
1.教材選編

(1)教材的選編應依國民中小學九年一貫課程綱要所提示

之課程目標、分段能力指標之達成為考量原則。

(2)各校教師在依循課程綱要的原則下，可自主的做教材

選編及教學活動規劃。選編教材，應依各地區學生的

需要和能力、興趣和經驗，來作適當的調節，以調適

各地區、各校的特殊性，各地教材可具歧異性，但培

養之基本能力，其目標則一致。

(3)選編教材時，應掌握統整的精神，以自然與生活科技

為一個學習領域來規劃。在各學習階段，應注意到概

念做有系統、有層次的縱向發展，以及同一問題可由

不同學科、以不同角度去了解的橫向連繫。

(4)教材的組織可依生活上及社會上關心之議題、鄉土的

題材來選編，也可依學科概念展延的方式來發展，也

可用幾種基本大概念，如演化、能的轉換等來統合，

或以自然現象的表徵分類，如時空變化、平衡驅動、

溫度與熱等分項來探究。其組織形式可有多樣選擇，

但編輯所依循的原則，須在教材的組織結構中明白的

呈現。

(5)選編教材時，應充分提供相關的圖表資料，供探究時

參考。而這些資料若超出課程範圍，則不應列入學習

評量，或在評量時應提供該項資料，以免加重學習上

的負擔。

1.（1）、（2）修改文字

內容，使其理念更為

明確、周延。

2.（3）為新增之項目，

具體說明「附錄一」

與「附錄二」之角

色、功能，做為教科

書審查的規範。

3.（4）原為（3），並

修改文字內容，使其

理念更明確周延。

4.（5）為新增之內容。

5.（6）為原來的（4），
為回應本土議題融

入 各 學 習 領 的 政

策，「鄉土」更改為

「本土」。

6.（7）為原來的（5），
內容未更動。

7.（8）為原來的（6），
修改文字內容，使其

更生活化

8.（9）為原來的（7），
內容未更動，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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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年課程綱要微調內容（修正規定） 92 年暫行綱要內容（現行規定） 說明
可用幾種基本大概念，如演化、能的轉換等來統合，

或以自然現象的表徵分類，如時空變化、平衡驅動、

溫度與熱等分項來探究。其組織形式可有多樣選擇，

但編輯所依循的原則，須在教材的組織結構中明白的

呈現。

(7)選編教材時，應充分提供相關的圖表資料，供探究時

參考。而這些資料若超出課程範圍，則不應列入學習

評量，或在評量時應提供該項資料，以免加重學習上

的負擔。

(8)教材選編時，宜融入科學發現過程的史實資料、科學

家簡介，並以本土科學家或史實資料優先選編，使學

生得以藉助科學發現過程之瞭解，體會科學本質及科

學探究的方法和精神，同時產生典範學習之效果。

(9)選編的教材，其分量要適當，分量的多寡可由探究的

深入程度、涉及的問題範圍、學習活動的方式等來調

節。

(10)各校教師在依循課程綱要的原則下，可自主的做教材

選編及教學活動規劃，並應依規定程序完成報備，進

行課程評鑑與檢討改進。

(6)教材選編時，可融入科學發現過程的史實資料，使學

生得以藉助科學發現過程之了解，體會科學本質及科

學探究的方法和精神。

(7)選編的教材，其份量要適當，份量的多寡可由探究的

深入程度、涉及的問題範圍、學習活動的方式等來調

節。

(8)教材內容應兼顧認知、技能與情意的學習。

量」依校正手冊統一

字彙作修改。

9.（10）為原（2）部

分內容，移至此乃使

「實施要點」的闡述

更為完整。

2.教學實施

教材園、運用社區內的環境資源、參觀博物館、農場或

做野外考察、利用圖書館、教育資料館，以及提供諮詢

的專家等，以幫助學生做有效率的學習。

廣泛運用各種教學策略及適當的教學方法，以提升學

生對本學習領域的學習興趣。同時，教師本身亦應能時

時表現出對求知的熱忱，以激發學生對學習的熱情。

2.教學實施

教材園、運用社區內的環境資源、參觀博物館、農場或

作野外考察、利用圖書館、教育資料館，以及提供諮詢

的專家等，以幫助學生作有效率的學習。

廣泛運用各種教學策略及適當的教學方法，以提升學生

對本領域的學習興趣。同時，教師本身亦應能時時表現

出對求知的熱忱，以激發學生對學習的熱情。

10.內容未更動。

11. 錯誤字修正，將

「作」更改為「做」。

教學方法 教學方法 12.內容未更動。

學習評量 教學評量 13.內容未更動。

附錄一：「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領域之教材內容要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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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說明
課題 主題* 次主題*

110 組成地球的物質11 地球的環境

111 地球和太空

120 物質的組成與功用12 物質的組成與特性

121 物質的形態與性質

130 生命的共同性13 地球上的生物

131 生命的多樣性

140 生物體的構造基礎

141 植物的構造與功能

1 自然界的組成與特

性

14 生物的構造與功能

142 動物的構造與功能

210 地表與地殼的變動

211 天氣與氣候變化

212 晝夜與四季

213 動物體內的恆定性與調節

214 溫度與熱量

215 運動與力

216 聲音、光與波動

217 能的形態與轉換

21 改變與平衡

218 化學反應

220 全球變遷

221 生物對環境刺激的反應與動物行為

222 電磁作用

223 重力作用

224 水與水溶液

225 燃燒及物質的氧化與還原

226 酸、鹼、鹽

2 自然界的作

用

22 交互作用

227 有機化合物

3 演化與延續 31 生命的延續 310 生殖、遺傳與演化

1.全面檢視修訂「附錄一：教材內

容要項」內容之適切性與序列項

目順序，使教材概念具體、明確、

週延。

2.為使「課題」、「主題」與「次主

題」之間的排序、層級更便於閱

讀，因此在「課題」與「主題」前

也加上編碼數字，以便閱讀者能清

楚看到其教材之層級的發展關係。

3.為更符應教材與學習的發展順

序，主題「12 物質的組成與特性」

與「13 地球上的生物」對調位置，

其下之「次主題」也一併調換。

4.主題「14 生物體的構造」原為「構

造與功能」，將其位置順序往前

調，使其更符合學習與教材編輯的

順序，其「次主題」跟著調動，並

新增「140 生物體的構造基礎」

5.刪除原次主題「219 化學平衡」，

其內容併入「218 化學反應」。

6.主題「41 創造與文明」位置順序

往前調，其「次主題」跟著調動。

7.將原次主題「410 食品」之內涵移

至「425 食品及生物科技」，並為

符應時代趨勢與環境發展而新增

「生物科技」內容。

8.「522 自然之美」原為「521 科學

之美」，為解決科學「美」的爭議，

更改為「自然」之美，並將其與「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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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說明
32 地球的歷史 320 地層與化石

410 科技的發展與文明41 創造與文明

411 創意、設計與製作

420 材料

421 電機與機械應用

422 訊息與傳播

423 居住

424 運輸

42 生活中的科技

425 食品及生物科技

430 天然災害與防治

4 生活與環境

43 環境保護

431 環境污染與防治

510 生物和環境

511 人類與自然界的關係

512 資源的保育與利用

51 保育

513 能源的開發與利用

520 科學的發展

521 科學倫理

5 永續發展

52 科學與人文**

522 自然之美

*本教材內容要項之各主題、次主題並不代表教材各章節的名稱，選編教材時，教師可自行重新安排組

合。

**屬於情意或哲學觀的部分，宜由教學活動中去培養，不宜運用教條式的訓示，宜採融入方式，納入其

他各主題的教學中。

學倫理」互換位置。

附錄二：「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領域之教材內容細目（本細目只呈現小學階段已修正的部分）

【編碼說明】各次主題下之細目編碼：1 代表國小一至二年級、2 代表國小三至四年級、3 代表國小五至

六年級、4 代表國中一至三年級。a、b……為流水號。例如：110-1a 為次主題 110 下之第

一階段(國小一至二年級)a 項教材「察覺環境中有水、空氣與土地」。

1.所有學習領域統一學習階段與年

級的撰寫方式，全文一併修改

之。

次主題 110 組成地球的物質 2.全面檢視修訂「附錄二：教材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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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空氣、土地

1a.察覺環境中有水、空氣與土地。

2b.察覺很多物質能溶於水，空氣可助燃。

生物圈

3g.生物的分布及其習性，會受水、陽光、空氣、養分的影響。

容細目」之內容與文字；並考量教

學實際需求，期使教材概念具體、

明確、週延。

3.「3g.生物的分布及其習性，會受

水、陽光、空氣、養分的影響。」

原為次主題「510 生物和環境」 

下之內容細目。 

次主題 111 地球和太空

太陽

1a.察覺太陽東昇西落，使一天分為白天和黑夜。

4.為考量細目內容擺放主題的適切

性，次主題「111 地球和太空」之

細目「1a. 察覺太陽東昇西落，使

一天分為白天和黑夜。」由原來的

次主題「212 晝夜與四季」移至此

次主題 121 物質的行態與性質

物質各具性質

2c.觀察發現物質的形態會因溫度的不同而改變。

5.為使教材編排更符合發展與學習

原則，次主題「121 物質的形態與

性質」由原來的「131」移至此。

次主題 130 生命的共同性 6.為使教材編排更符合發展與學習

原則，次主題「130 生命的共同性」

由原來的「120」移至此。

次主題 131 生命的多樣性

常見動物和植物

1a.認識當地常見的動物及植物(例如常見的蔬果)。
3a.自訂基準將常見的生物加以分類。

3b.察覺周遭環境有許多微小生物(例如觀察食物發霉)。

7.為使教材編排更符合發展與學習

原則，次主題「131 生命的多樣性」

由原來的「121」移至此。

次主題 141 植物的構造與功能

3a.瞭解植物根、莖、葉、花、果實、種子的功能，並知道植物有不同的繁殖方式。

8.為使教材編排更符合發展與學習

原則，次主題「141 植物的構造與

功能」由原來的「230」移至此。

次主題 142 動物的構造與功能

動物的生長歷程

1a.知道動物的成長，需要水、食物和空氣。

2a.經由觀察小動物，知道動物的一生是由出生、成長到死亡。

9.為使教材編排更符合發展與學習

原則，次主題「142 動物的構造

與功能」由原來的「231」移至此；

並整併主題，依主題條列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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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物的外部構造與運動

動物的運動

3b.能描述動物的運動構造，並能發現運動構造與運動方式的相關。

3c.知道人體的運動是需要骨骼和肌肉共同作用才能完成。

次主題 210 地表與地殼的變動

土壤、砂石的變化

2a.藉由觀察及經驗，察覺土壤、砂石會發生變化(例如堆積或流失)。
地表作用

3a.知道土壤是由岩石風化混合生物殘留物所形成。

3b.知道風化、侵蝕、沉積等作用和生物活動造成地表變化。

次主題 211 天氣與氣候變化

天氣變化

10.原次主題「211」之教材細目內

容乃依學習階段排序，但顯得凌

亂且主題重複出現，因此整併主

題，依主題條列細目。

次主題 218 化學反應

2a.察覺生活周遭某些物質的性質會改變。

3a.認識生活中一些物質本質變化事例。

11.刪除原「次主題 219 化學平衡」，

並將其內涵併入「次主題 218 化

學反應」。

次主題 224 水與水溶液

3b.察覺物質在水中溶解的程度會受到水溫的影響(定性)。
次主題 225 燃燒及物質的氧化與還原

空氣與氧化

2a.認識燃燒需要空氣。

3a.認識燃燒是物質與氧劇烈反應，能舉例說明生活中利用隔絕空氣來防止物質燃燒或氧化變質。

3b.經由實驗推究生鏽可能的原因及防鏽的方法。

燃燒與滅火

3c.知道燃燒的要件(燃點、可燃物、助燃物－通常為氧氣)。
3d.知道火災發生時的處理方法與應變措施及常見的滅火原理。

物質與氧的反應

12.因考量細目內容的完整性、周延

性與學習階段的難易度，次主題

「225 更動為燃燒及物質氧化與

還原」，其下之細目內容全面檢

視、撰述與補充。

次主題 226 酸、鹼、鹽

物質的酸鹼性及酸鹼指示劑

13.因考量細目內容的完整性、周延

性與學習階段的難易度，次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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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a.能知道及區辨常用酸鹼物質的特性，及其在生活上的應用。

3b.由實驗瞭解鹽類溶於水的酸鹼性與酸鹼鹽的操作型定義。

3c.由實驗知道生活中有些花卉菜葉會因接觸酸鹼的環境而改變顏色。

3d.能運用指示劑觀察酸、鹼溶液混合的酸鹼性變化。

質。

「226 酸、鹼、鹽」其下之細目

內容重新整理、撰述與補充；並

整併主題，依主題條列細目。

次主題 410 科技的發展與文明

3b.瞭解各個時代的科技發展與其生活方式。

14.考量教材內容擺放位置的適切

性，「次主題 410 科技的發展與文

明」由原來的「531」移至此。

次主題 411 創意、設計與製作

2a.發現日常生活中常見的問題，並能依實際需求進行分辨。

2b.發揮創意並運用簡單的圖文表達。

2c.認識各式各樣的材料種類，並能選用適當的材料。

3a.運用生活周遭的資源進行創意設計、製作或變化。

3b.能安全的熟悉機具使用技巧及程序。

3c.依照需求進行加工處理程序。

15.考量教材內容擺放位置的適切

性，「次主題 411 創意、設計與

製作」由原來的「530」移至此；

並重新撰寫內容細目，使其與其

他細目的撰寫呈現方式一致。

次主題 420 材料

2a.能舉例說明木材、塑膠、金屬、玻璃、陶瓷與衣料纖維等日常材料。

3a.透過資料蒐集認識木材、塑膠、金屬、玻璃與陶瓷對生活的影響，並認識不同的衣料纖維。

次主題 421 電機與機械應用

通路

2d.利用電線、電池接成通路驅動玩具馬達。

16.為簡化教材內容要項，將原「412
機械應用」與「413 電及其應用」

合併為「421」。

次主題 422 訊息與傳播

3c.認識常用的傳播設備(如電話、收音機、電視、電腦……)。
3d.由報紙、雜誌、圖書、網站、電話等各種管道，蒐集某一特定主題的資料(可參考選做)。
3e.將蒐集的資料，彙整並傳播表達。

17.新增次主題「422 訊息與傳播」，

並整併主題，依主題條列細目。

次主題 425 食品及生物科技

食品

18.將原已刪除之「次主題410食品」

之細目內涵併入次主題「425 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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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a.認識生活中的食品添加劑，例如香料、色素。 品及生物科技」，並新增生物科技

之內容。

次主題 430 天然災害與防治

3a.認識颱風與地震造成的影響。

3b.認識如何防颱、防震及應變。

次主題 510 生物和環境

族群、群集和生態系

3b.認識生物族群和群集，並瞭解群集內族群彼此間的相互關係。

19.次主題「510 生物和環境」之細

目「4a.瞭解生態系，並知道不同

的棲地形成不同的生態環境」。

次主題 512 資源的保育與利用

資源有限

2a.知道地球資源有限。

3b.體認自然景觀、水土等自然資源一旦破壞，極難恢復。

20.在次主題「512」中加入兩個全

球關注的概念「節能減碳」與「清

潔生產」。

次主題 513 能源的開發與利用

3b.知道我國各種發電能源依賴進口的情況(例如火力發電、核能發電)，並蒐集有關我國各式發電廠、近

年發電量及各種發電方式佔我國發電量的排序(火力、核能、水力)的資料。

能源的應用

3d.察覺陽光是最大的能源，並蒐集有關利用太陽能的例子，同時能蒐集各種在家庭中節約能源的方法，

並進行創造性思考，提出嘗試解決能源問題的方案(例如假設現在地球所有燃料都用光了)。

21.原次主題「513 能源開發與利用」

之教材細目內容乃依學習階段排

序，但顯得凌亂且主題重複出

現，因此整併主題，依主題條列

細目。

次主題 520 科學的發展

2b.指出華人世界中著名科學發明家的故事(例如吳健雄)。
22.在次主題「520 科學的發展」

「2b.」加入華人科學家的例子。

次主題 521 科學倫理

科學活動的倫理

2a.個人觀察的活動應該親自進行，共同操作的活動應分工合作、相互信任。

3a.觀察要仔細，資料要詳實。

3b.科學活動應尊重生命與環境。

23.次主題「521 科學倫理」與次主

題「522 自然之美」調換順序；

並重新撰寫次主題「521」細目內

容，使其內容更為明確與適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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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綜合活動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一)基本理念 

    綜合活動學習領域旨在善用知識統整與協同教學，引導學習者透過

體驗、省思與實踐的心智及行為運作活動，建構內化意義與涵養利他情

懷，提升其自我發展、生活經營、社會參與、保護自我與環境的生活實

踐能力。為落實上述理念，本學習領域之內涵架構如下： 

 

綜合活動學習領域之內涵架構 

課程總目標：培養學生具備生活實踐的能力 

四大 

主題

軸 

自我發展 生活經營 社會參與 
保護自我與環

境 

自我探索 生活管理 人際互動 危機辨識與處

理 

自我管理 生活適應與創

新 

社會關懷與服

務 

戶外生活 

十 二

項 核

心 素

養 

尊重生命 資源運用與開

發 

尊重多元文化 環境保護 

 

    綜合活動學習領域的範圍包含各項能夠引導學習者進行體驗、省思

與實踐，並能驗證與應用所知的活動，包括符合綜合活動理念之輔導活

動、童軍活動、家政活動、團體活動、服務學習活動，以及需要跨越學

(一)基本理念 

「綜合活動」學習領域之「綜合」是指萬

事萬物中自然涵融的各類知識，「活動」是指兼

具心智與行為運作的活動，一個人對所知的萬

事萬物要產生更深入的認識，需透過實踐、體

驗與省思，建構內化的意義。本領域是為落實

此一教育理念而設置的學習領域。 

綜合活動學習領域的範圍包含各項能夠引

導學習者進行實踐、體驗與省思，並能驗證與

應用所知的活動。原國中小的輔導活動、童軍

活動、家政活動、團體活動等，因頗能符合本

領域的課程目標，故包含在本學習領域的範圍

內。本學習領域尚可包括符合綜合活動理念之

跨越學習領域、需要聯絡合作之教學活動，或

單一學習領域之人力及資源難以支援、需要透

過學校運用校內外資源者。 

 

一、參酌「中小學一

貫課程體系參考

指引」修訂綱要

內容。 

二、為使綜合活動學

習領域定位更加

明確，故增列「內

涵架構」表。 

三、為提出教師要如

何做來強化學生

主體，協同教學

雖非必然卻是最

為重要的教學理

念，導引不重視

協同教學之失，

故修正內容。 

四、「體驗、省思與

實踐」強調行而

知後行之循環理

念。 

(二)課程目標 

    基於上述理念，本學習領域總目標為「培養學生具備生活實踐的能

力」，總目標之下發展四大主題軸與十二項核心素養，再從十二項核心

素養內涵之下發展出能力指標，四大主題軸之目標如下： 

1.促進自我發展 

(二)課程目標 

基於上述理念，本學習領域之目標如下：

一、為使課程目標更

為清晰，並呼應

總目標與四大

主題軸，故修改

課程目標，並將

(1)實踐體驗所知
綜合活動學習領域引領學習者透過活動中

的實踐、獲得直接體驗與即時反饋訊息，從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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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探索自我潛能與發展自我價值，增進自我管理知能與強化自律負

責，尊重自己與他人生命進而體會生命的價值。 

2.落實生活經營 

實踐個人生活所需的技能並做有效管理，覺察生活中的變化以創新

適應，探究、運用與開發各項資源。 

3.實踐社會參與 

善用人際溝通技巧參與各項團體活動，服務社會並關懷人群，尊重

不同族群並積極參與多元文化。 

4.保護自我與環境 

辨識生活中的危險情境以解決問題，增進野外生活技能並與大自然

和諧相處，保護或改善環境以促進環境永續發展。 

 

為落實上述課程目標，宜掌握的教學要領如下： 

1.實踐體驗所知 

引領學習者透過活動中的實踐，獲得直接體驗與即時回饋訊

息，並應用所知來增進對自己的瞭解與悅納，以及經營生活與實踐

的能力。 

2.省思個人意義 

提供學習者充足的時間與機會，鼓勵其以多元的方式，從容地表達

自己的體驗與省思，建構個人意義。 

3.擴展學習經驗 

激勵學習者以多種感官來體驗世界，提供開放多樣的學習環境，擴

大訊息選擇的範圍、來源與方式，來強化關懷自己、他人與自然環

境的態度，並促進個體適性發展與環境永續發展。 

4.鼓勵多元與尊重 

藉由學習者參與多元的活動方式，讓其開展、發掘並分享屬於

個人的意義，尊重他人的體驗，並鼓勵學習者參與社會、擔負起自

己的責任，以促進個性與群性的調和發展。 

 

條列式說明改

成段落式文字

說明。 

二、為配合各領域用

詞統一，依據校

正 手 冊 之 規

定，修改部份文

字用語。 

三、為與其他領域之

體 例 格 式 一

致，故修改標

號。 

中應用所知，增進對自己的了解。

(2)省思個人意義

綜合活動學習領域鼓勵學習者在所參與活

動中，有從容地表達並省思自己的體驗之

時間與機會，也可以自己的方式表達對活

動的意義。

(3)擴展學習經驗

綜合活動學習領域希望學習者以多種感官

來體驗世界，提供開放、多樣性的學習環

境，以擴大訊息選擇的範圍、來源與方式

。

(4)鼓勵多元與尊重

綜合活動學習領域藉由多元的活動，讓每

一位學習者開展、發掘並分享屬於個人的

意義，尊重他人的體驗，並同時鼓勵學習

者參與社會、擔負起自己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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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說明 

(三)分段能力指標 

以下說明能力指標「a-b-c」的編號含意： 

    ＜編號說明＞ 

    「a」代表主題軸的編號。本學習領域分為四大主題軸：自我發展、

生活經營、社會參與、保護自我與環境，所以a的編號是由 1~4

號。 

    「b」代表階段的編號。本學習領域分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為國

小一至二年級、第二階段為國小三至四年級、第三階段為國

小五至六年級、第四階段為國中一至三年級，

是由 1~4 號。 

所以b的編號也

    「c」代表能力指標的流水編號。 

例如「1-2-3辨識與他人相處時自己的情緒」在此能力指標中，「1」

表示此指標屬於第一主題軸「自我發展」的範圍，「2」表示此指標屬於

第二階段(國小三至四年級)的範圍。第一主題軸，第二階段共有四項能

力指標，標號分別為「1-2-1」、「1-2-2」、「1-2-3」、「1-2-4」。所以「1-2-3」

代表本學習領域中四項能力指標的其中一項。 

以下各項「能力指標」中的動詞(如：探索、欣賞、參與、展現、

體會、辨識、覺察、發現等)只呈現該項能力的某一「主要」面向，不

是唯一面向，每一項能力的培養仍應透過學習者「從容地實踐所知、建

構個人的意義，表達自己的體驗」而落實。有關各項能力指標的參考細

目與補充說明，詳見附錄一。 

 

(三)分段能力指標 

  以下說明能力指標「a-b-c」的編號含意：

＜編號說明＞「a」代表主題軸的編號。本學習

領域分為四大主題軸：認識自我、生活經營、社會

參與、保護自我與環境，所以a的編號是由 1~4 號。

(四大主題軸的內涵請參閱附錄) 

「b」代表學習階段的編號。本學習領域分為四

個學習階段：第一學習階段為小學一二年級，第二學

習階段為小學三四年級，第三學習階段為小學五六

年級，第四學習階段為國中一二三年級，所以b的編

號也是由 1~4 號。 

「c」代表能力指標的流水編號。 

例如「1-2-3 舉例說明兩性的異同，並欣賞其

差異」在這個能力指標中，「1」表示此指標是屬於

第一主題軸「認識自我」的範圍，「2」表示此指標是

屬於第二學習階段(國小三四年級)的範圍。第一主

題軸第二學習階段，共有三項能力指標，標號分別

為「1-2-1」「1-2-2」「1-2-3」，所以「1-2-3」代表

的就是在本學習領域中三項能力指標的其中之一

項。 

以下各項「能力指標」中的動詞（如描述、舉例、

欣賞、認識、蒐集、辨識、整理、知道等等）只呈

現該項能力的某一面向，然每一項能力的培養均應

透過學習者「從容地實踐所知，建構個人的意義，

表達自己的體驗」而落實。2.生活經營 

一、配合所有學習領

域，統一各年級

的撰寫方式。 

二、為配合能力指標

之修改，故修正

部份內容。 

三、因「分段能力指

標與十二項核

心 素 養 之 關

係」、「分段能力

指標與十大基

本能力之關係」

及「附錄一」皆

已列出分段能

力指標，故此處

不再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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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四)分段能力指標與十二項核心素養之關係 

主

題

軸 

核心

素養 

第一階段 

（1-2 年級） 

第二階段 

（3-4 年級）

第三階段 

（5-6 年級）

第四階段 

（7-9 年級）

自我

探索 

 

1-1-1 

探索並分享

對自己以及

與自己相關

人事物的感

受。 

1-1-2  

區辨自己在

班級與家庭

中的行為表

現。 

1-2-1 

欣賞並展現自

己的長處，省

思並接納自

己。 

1-2-2 

參與各式各

類的活動，探

索自己的興

趣與專長。 

1-3-1 

欣賞並接納

他人。 

1-3-2 

參與各項活

動，探索並表

現自己在團

體 中 的 角

色。 

1-4-1 

探索自我發展的

過程，並分享個

人的經驗與感

受。 

1-4-2 

展現自己的興趣

與專長，並探索

自己可能的發展

方向。 

自

我

發

展 

自我

管理 

 

1-1-3 

體會自己分

內該做的事，

並身體力行。 

1-2-3 

辨識與他人

相處時自己

的情緒。 

1-3-3 

探究自我學

習的方法，並

發展自己的

興 趣 與 專

長。 

1-3-4 

覺察自己的

壓力來源與

狀態，並能正

向思考。 

1-4-3 

掌握資訊，自己界

定學習目標、製定

學習計畫並執

行。 

1-4-4 

適當運用調適策

略來面對壓力處

理情緒。 

 一、為讓領域內涵架

構更清晰，故增

列四大主題軸與

十二項核心素養

之關係。 

二、依據內涵架構之

總目標、4項主題

軸與12項核心素

養之意涵，修改

能力指標。 

三、能力指標部分強

化技能、情意的

動詞敘述。 

四、能力指標文字與

文句之修改，乃

考量教學現場實

際之需要或為使

能力指標之解讀

更為明確，因此

做必要之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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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尊重

生命 

 

1-1-4 

體會、分享生

命降臨與成

長的感受。 

1-2-4 

觀察自然界

的生命現象

與人的關係。

1-3-5 

覺察生命的

變化與發展

歷程。 

1-4-5 

體會生命的價

值，珍惜自己與

他人生命，並協

助他人。 

生

活

經

營 

生活

管理 

2-1-1 

經常保持個

人的整潔，並

維護班級與

學校共同的

秩序與整潔。 

2-2-1 

實踐個人生

活所需的技

能，提升生活

樂趣。 

2-2-2 

覺察不同性

別者在生活

事 務 的 異

同，並欣賞其

差異。 

2-3-1 

規劃個人運

用時間、金

錢，所需的策

略與行動。

 

2-4-1 

妥善計劃與執行

個人生活中重要

事務。 

2-4-2 

探討人際交往與

未來家庭、婚姻

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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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生活

適應

與創

新 

2-1-2 

分享學前與

入學後生活

上的異同與

想法。 

2-2-3 

參與家庭事

務，分享與家

人休閒互動

的經驗和感

受。 

 

2-3-2 

分享自己適

應新環境的

策略。 

2-3-3 

覺察家人的

生活方式，分

享改善與家

人相處的經

驗。 

2-4-3 

規劃合宜的休閒

活動，並運用創

意豐富生活。 

2-4-4 

面臨逆境能樂觀

積極的解決問

題。 

2-4-5 

覺察自己與家人

溝通的方式，增

進經營家庭生活

能力。 

資源

運用

與開

發 

2-1-3 

覺察社區機

構與資源及

其與日常生

活的關係。 

2-2-4 

樂於嘗試使

用社區機構

與資源。 

2-3-4 

熟悉各種社

會資源與支

援系統，並分

享如何運用

資源幫助自

己與他人。

 

2-4-6 

有效蒐集、分析各

項資源，加以整

合並充分運用。

2-4-7 

充分蒐集運用或

開發各項資源，

做出判斷與決

定。 

144

- 144 -



���

臺北市因應九年一貫課程綱要微調實務手冊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人際

互動 

 

3-1-1 

分享自己在

團體中與他

人相處的經

驗。 

3-1-2 

體會團隊合

作的意義，並

能關懷團隊

的成員。 

3-2-1 

參加團體活

動，並能適切

表達自我、與

人溝通。 

3-2-2 

參與各類自

治活動，並養

成自律、遵守

紀律與負責

的態度。 

3-3-1 

以合宜的態

度 與 人 相

處，並能有效

的處理人際

互 動 的 問

題。 

3-3-2 

覺察不同性

別者的互動

方式，展現合

宜的行為。

3-4-1 

參與各項團體活

動，與他人有效

溝通與合作，並

負責完成分內工

作。 

3-4-2 

體會參與團體活

動的歷程，並嘗

試改善團體活

動。 

社

會

參

與 

社會

關懷

與服

務 

3-1-3 

分享參與班

級服務的經

驗，主動幫助

他人。 

3-2-3  

參與學校或

社區服務活

動，並分享服

務心得。 

 

3-3-3 

尊重與關懷

不同的族群。

3-3-4 

體會參與社

會服務的意

義。 

3-4-3 

關懷世人與照顧

弱勢團體，以強

化服務情懷。 

社

會

參

與 

尊重

多元

文化 

 

3-1-4 

欣賞身邊不

同文化背景

的人。 

3-2-4 

參與社區各種

文化活動，體

會文化與生

活的關係。 

3-3-5 

尊重與關懷

不 同 的 文

化，並分享在

多元文化中

彼此相處的

方式。 

3-4-4 

探索世界各地的

生活方式，展現

自己對國際文化

的理解與學習。

3-4-5 

分享在多元社會

中生活所應具備

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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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危機

辨識

與處

理 

4-1-1 

辨識遊戲或

活動中隱藏

的危機，並能

適切預防。 

4-1-2 

發現各種危

險情境，並探

索保護自己

的方法。 

4-2-1 

探討生活中潛

藏的危機，並

提出減低或

避免危險的

方法。 

 

 

4-3-1 

探討周遭環

境或人為的

潛藏危機，運

用各項資源

或策略化解

危險。 

 

4-4-1 

察覺人為或自然

環境的危險情

境，評估並運用

最佳處理策略，

以保護自己或他

人。 

 

保

護

自

我

與 

環

境 
戶外

生活 

4-1-3 

樂於參加班

級、家庭的戶

外活動。 

4-2-2 

運用簡易的

知能參與戶

外活動，體驗

自然。 

 

4-3-2 

參與計畫並

從事戶外活

動，從體驗中

尊重自然及

人文環境。

 

4-4-2 

透過領導或溝

通，規劃並執行

合宜的戶外活

動。 

4-4-3 

具備野外生活技

能，提升野外生

存能力，並與環

境作合宜的互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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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環境

保護 

4-1-4 

體會環境保

護與自己的

關係，並主動

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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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3 

覺察環境的

改變與破壞

可能帶來的

危險，並珍惜

生態環境與

資源。 

 

4-4-4 

分析各種社會現

象與個人行為之

關係，擬定並執

行保護與改善環

境之策略及行動。

4-4-5 

參與保護或改善

環境的行動，分

享推動環境永續

發展的感受。 

 
合計

(69) 
15 15 17 22 

 
(五)分段能力指標與十大基本能力之關係 

 

階段 

基本 

能力 

第一階段 

（1-2 年級） 

第二階段 

（3-4 年級）

第三階段 

（5-6 年級）

第四階段 

（7-9 年級）

1. 

瞭 解自

我 與 發

展潛能 

1-1-1 

探索並分享對

自己以及與自

己相關人事物

的感受。 

1-1-2 

區辨自己在班

級與家庭中的

行為表現。 

1-2-2 

參與各式各類

的活動，探索

自己的興趣與

專長。 

1-2-3 

辨識與他人相

處時自己的情

緒。 

1-3-3 

探究自我學習

的方法，並發

展自己的興趣

與專長。 

1-3-4 

覺察自己的壓

力 來 源 與 狀

態，並能正向

思考。 

1-4-1 

探索自我發展

的過程，並分

享個人的經驗

與感受。 

1-4-4 

適當運用調適

策略來面對壓

力處理情緒。

1-4-5 

(四)分段能力指標與十大基本能力之關係 
學
習
階
段
 

基
本 
能
力 

第一階段

（1-2 年

級） 

第二階段

（3-4 年

級） 

第三階段

（5-6 年

級） 

第四階段

（7-9 年

級） 

一
、
了
解
自
我
與
發
展

1-1-1 

 描述自

己及與自

己相關的

人事物。 

1-1-2 

1-2-2 

 參與各

式各類的

活動，探索

自己的興

趣與專長。

1-3-6 

 了解自

己與家

庭、社區環

境的關

係，並能說

1-4-1 

 體會生

命的起源

與發展過

程，並分享

個人的經

一、因應能力指標之

修改，而修正及

調整與十大基本

能力之關係。 

二、2-1-4 因與生活

課程重合，故刪

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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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行規定 說明 

體會生命的價

值，珍惜自己

與他人生命，

並協助他人。

2.         

欣賞、表

現 與 創

新 

 

2-1-2 

分享學前與入

學後生活上的

異同與想法。 

1-2-1 

欣賞並展現自

己的長處，省

思 並 接 納 自

己。 

2-2-2 

覺察不同性別

者在生活事務

的異同，並欣

賞其差異。 

1-3-1 

欣賞並接納他

人。 

2-3-2 

分享自己適應

新環境的策略

。 

 

2-4-3 

規劃合宜的休

閒活動，並運

用創意豐富生

活。 

3-4-5 

分享在多元社

會中生活所應

具備的能力。

3. 

生 涯 規

劃 與 終

身學習 

1-1-3 

體會自己分內

該做的事，並

身體力行。 

2-1-1 

經常保持個人

的整潔，並維

護班級與學校

共同的秩序與

整潔。 

2-2-1 

實踐個人生活

所需的技能，

提升生活樂趣

。 

2-2-3 

參 與 家 庭 事

務，分享與家

人休閒互動的

經驗和感受。

2-3-1 

規劃個人運用

時間、金錢，

所需的策略與

行動。 

 

1-4-2 

展現自己的興

趣與專長，並

探索自己可能

的發展方向。

2-4-1 

妥善計劃與執

行個人生活中

重要事務。 

2-4-2 

探討人際交往

與未來家庭、

婚姻的關係。

4. 3-1-3 3-2-1 2-3-3 2-4-4 

潛
能

 認識自

己在家庭

與班級中

的角色。 

4-2-3 

 了解自

己在各種

情境中可

能的反

應，並學習

抗拒誘惑。

出自己的

角色。 

驗與感受。

二

、

欣

賞

、

表

現

與

創

新

2-1-4 

 認識並

欣賞周遭

環境。 

1-2-1 

 欣賞與

表現自己

的長處，並

接納自己。

1-2-3 

 舉例說

明兩性的

異同，並欣

賞其差異。

1-3-1 

 欣賞並

接納他人。

3-4-3 

 認識世

界各地的

生活方

式，了解在

多元社會

中生活所

應具備的

能力。 

三

、

生

涯

規

劃

與

2-1-1 

 經常保

持個人的

整潔，並維

護班級與

學校共同

的秩序與

2-2-1 

 做好日

常保健，實

踐個人生

活所需的

技能及一

般禮儀。 

1-3-3 

 在日常

生活中，持

續發展自

己的興趣

與專長。 

2-3-3 

2-4-3 

 規劃並

準備自己

升學或職

業生涯，同

時了解自

己選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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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達、溝

通 與 分

享 

分享參與班級

服務的經驗，

主動幫助他人

。 

 

參 加 團 體 活

動，並能適切

表達自我、與

人溝通。 

 

覺察家人的生

活方式，分享

改善與家人相

處的經驗。 

面臨逆境能樂

觀積極的解決問

題。 

2-4-5 

覺察自己與家

人溝通的方式

4. 

表達、溝

通 與 分

享 

  3-3-1 

以合宜的態度

與人相處，並

能有效的處理

人際互動的問

題。 

3-3-2 

覺察不同性別

者 的 互 動 方

式，展現合宜

的行為。 

，增進經營家

庭生活能力。

終

身

學

習

整潔。  2-2-2 

 操作一

般的家庭

工具及家

電用品，參

與家庭生

活並增進

與家人互

動品質。 

 規劃改

善自己的

生活所需

要的策略

與行動。 

理由。 

四

、

表

達

、

溝

通

與

分

享

3-1-1 

 舉例說

明自己參

與的團體

，並分享在

團體中與

他人相處

的經驗。 

3-2-2 

 參加團

體活動，了

解自己所

屬團體的

特色，並能

表達自我

以及與人

溝通。 

2-3-1 

 參與家

事，分享個

人維持家

庭生活的

經驗。 

2-4-1 

 察覺自

己與家人

溝通的方

式，並體驗

經營家庭

生活的重

要。 

五

、

尊

重

、

3-1-2 

 體會團

隊合作的

意義，並能

關懷團隊

3-2-3 

 參與社

會服務活

動，並分享

服務心得。

1-3-2 

 尊重與

關懷不同

的族群。 

3-3-2 

3-4-2 

 關懷世

人與照顧

弱勢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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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尊重、關

懷 與 團

隊合作 

1-1-4 

體會、分享生

命降臨與成長

的感受。 

3-1-1 

分享自己在團

體中與他人相

處的經驗。 

3-1-2 

體會團隊合作

的意義，並能

關懷團隊的成

員。 

1-2-4 

觀察自然界的

生命現象與人

的關係。 

3-2-2 

參與各類自治

活動，並養成

自律、遵守紀

律與負責的態

度。 

3-2-3 

參與學校或社

區服務活動，

並分享服務心

得。 

1-3-5 

覺察生命的變

化與發展歷程

。 

3-3-3 

尊重與關懷不

同的族群。 

3-3-4 

體會參與社會

服務的意義。

3-4-1 

參與各項團體

活動，與他人

有效溝通與合

作，並負責完

成分內工作。

3-4-3 

關懷世人與照

顧弱勢團體，

以強化服務情

懷。 

6. 

文 化 學

習 與 國

際瞭解 

3-1-4 

欣賞身邊不同

文化背景的人。 

4-1-4 

體會環境保護

與自己的關係，

並主動實踐。 

3-2-4 

參與社區各種

文化活動，體

會文化與生活

的關係。 

3-3-5 

尊重與關懷不

同的文化，並

分享在多元文

化中彼此相處

的方式。 

3-4-4 

探索世界各地

的生活方式，

展現自己對國

際文化的理解

與學習。 

關

懷

與

團

隊

合

作

的成員。  體會參

與社會服

務的意義。

六

、

文

化

學

習

與

國

際

了

解

4-1-3 

 知道環

境保護與

自己的關

係。 

4-2-4 

 舉例說

明保護及

改善環境

的活動內

容。 

1-3-4 

 舉例說

明社會中

的各種文

化活動，並

分享自己

參與這類

活動的體

驗。 

3-3-4 

 認識不

同的文

化，並分享

自己對多

元文化的

體驗。 

1-4-3 

 描述自

己的文化

特色，並分

享自己對

文化所建

立的意義

與價值。 

1-4-4 

 應用多

元的能力

，展現自己

對國際文

化的理解

與學習。 

七 2-1-2 3-2-1 3-3-1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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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規劃、組

織 與 實

踐 

4-1-3 

樂 於 參 加 班

級、家庭的戶

外活動。 

4-2-2 

運用簡易的知

能參與戶外活

動，體驗自然

。 

 

1-3-2 

參 與 各 項 活

動，探索並表

現自己在團體

中的角色。 

4-3-2 

參與計畫並從

事戶外活動，

從體驗中尊重

自然及人文環

境。 

3-4-2 

體會參與團體

活動的歷程，

並嘗試改善團

體活動。 

4-4-2 

透過領導或溝

通，規劃並執

行合宜的戶外

活動。 

4-4-3 

具備野外生活

技能，提升野

外生存能力，

並與環境作合

宜的互動。 

8. 

運 用 科

技 與 資

訊 

2-1-3 

覺察社區機構

與資源及其與

日常生活的關

係。 

2-2-4 

樂於嘗試使用

社區機構與資

源。 

2-3-4 

熟悉各種社會

資源與支援系

統，並分享如

何運用資源幫

助 自 己 與 他

人。 

2-4-6 

有效蒐集、分

析各項資源，

加以整合並充

分運用。 

2-4-7 

充分蒐集運用

或開發各項資

源，做出判斷

與決定。 

、

規

劃

、

組

織

與

實

踐

 分享自

己如何安

排時間、金

錢及個人

生活的經

驗。 

 參與各

類團體自

治活動，並

養成負責

與尊重紀

律的態度。

 認識參

與團體自

治活動應

具備的知

能，並評估

自己的能

力。 

 透過不

同的活動

或方式，展

現自己的

興趣與專

長。 

3-4-1 

 體會參

與團體活

動的意義

，並嘗試改

善或組織

團體活動。

八

2-1-3 

相

、

運

用

科

技

與

資

訊

 蒐集

關資料並

分享各類

休閒生活。

3-2-4 

鄰

3-3-3 

各

幫

 熟悉

種社會資

源及支援

系統，並

助自己及

他人。 

4-4-2 

人 分析

為和自然

環境可能

發生的危

險與危

機，擬

 認識

近機構，並

了解社會

資源對日

常生活的

重要。 定並

執行保護

與改善環

境之策略

與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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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主 動 探

索 與 研

究 

4-1-2 

發現各種危險

情境，並探索

保護自己的方

法。 

4-2-1 

探討生活中潛

藏的危機，並

提出減低或避

免危險的方法

。 

 

4-3-1 

探討周遭環境

或人為的潛藏

危機，運用各

項資源或策略

化解危險。 

 

1-4-3 

掌握資訊，自

己界定學習目

標、製定學習

計畫並執行。

4-4-1 

察覺人為或自

然環境的危險

情境，評估並

運用最佳處理

策略，以保護

自己或他人。

10. 

獨 立 思

考 與 解

決問題 

4-1-1 

辨識遊戲或活

動中隱藏的危

機，並能適切

預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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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3-3 

覺察環境的改

變與破壞可能

帶來的危險，

並珍惜生態環

境與資源。 

 

4-4-4 

分析各種社會

現象與個人行

為之關係，擬

定並執行保護

與改善環境之

策略及行動。

4-4-5 

參與保護或改

善 環 境 的 行

動，分享推動

環境永續發展

的感受。 

合計(69) 15 15 17 22 
 

九

4-1-1 

住

、

主

動

探

索

與

研

究

 觀察

家和學校

周遭環

境，並知道

保護自己

的方法。 

4-2-1 

各 辨識

種人為的

危險情

境，並演練

自我保護

的方法。 

1-3-5 

學 了解

習與研究

的方法，並

實際應用

於生活中。

4-3-2 

 探討環

論

境的改變

與破壞可

能帶來的

危險，討

如何保護

或改善環

境。 

4-4-1 

 覺察人

與自然的

關係，並能

對日常生

活中的事

物做有系

統的觀察

與探究，發

現及解決

問題。 

十 4-1-2 

自

4-2-2 

運 妥善

用空間，減

低危險的

發生。 

2-3-2 

野 觀察

外生活中

自然現象

的變化。

4-3-1 

2-4-2 

適、

獨

立

思

考

與

解

決

 整理

己的生活

空間，成為

安全的環

境。 

 規劃

合自己的

休閒活

動，並學習

野外生活

的能力。

 

各 認識

種災害及

危險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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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題

境，並實際

演練如何

應對。 

合
計 11 13 12 15 
 

(六)實施要點 

茲從核心素養、教材編選原則、教學原則、評量原則與方式及師資安排

的原則等五方面，闡述落實本學習領域理念與目標的要領。 

1.核心素養 

「核心素養」乃綜合活動學習領域的主要內涵。本學習領域的課程

計畫內容應涵融下列十二項核心素養： 

(1)自我探索：藉由各項活動的參與，逐步瞭解自己的能力、興趣、

想法和感受，進而欣賞自己的專長，省思並接納自己，促進個

人的生涯發展。 

(2)自我管理：覺察、辨識及調適個人的情緒與壓力，探究自我的

學習方法，並規劃、執行學習計畫，以培養自律與負責的情操。

(3)尊重生命：從觀察與分享對生、老、病、死之感受的過程中，培

養尊重和珍惜自己與他人生命的情懷，進而體會生命的意義及

存在的價值。 

(4)生活管理：從生活事務中展現個人生活技能，妥善管理時間與

金錢，欣賞不同性別間的差異，並瞭解人際交往與未來家庭與

婚姻的關係。 

(5)生活適應與創新：參與家庭事務，運用創意豐富生活，促進家

人的互動與溝通，能積極面對逆境解決問題。 

(6)資源運用與開發：蒐集、分析各項資源，做出正確判斷並予以

善用或開發，以幫助自己與他人解決問題。 

(7)人際互動：參與團體活動，瞭解群己關係，善用人際溝通技巧，

(五)實施要點 

1.指定內涵 

「指定內涵」是綜合活動學習領域的最低要求。本

學習領域的課程計畫內容應涵融下列十項內涵： 

(1)自治活動：從年幼到年長，逐步增加管理自己事

務的權限，提高自律與負責的情操，並學習相關的

程序與技能。 

(2)生命教育活動：從觀察與分享對生、老、病、死

之感受的過程中，體會生命的意義及存在的價值，

進而培養尊重和珍惜自己與他人生命的情懷。 

(3)社會服務活動：藉由參觀、訪問及實際參與，了

解社會現象，體驗自己與社會的關係，培養關懷人

群之情懷與行動力，進而樂意以實際行動參與社會

服務。 

(4)危機辨識與處理活動：從各項活動的參與與體驗

中，增加自己對生活周遭可能威脅個人、人群與自

然環境的各種安全問題的觀察力，練習因應危機的

方法，並能適時給予他人協助。 

(5)野外休閒與探索活動：野外休閒活動乃指以野外

為背景的各種親近自然的活動，這些活動旨在促進

學習者學習野外生存的知能，培養欣賞、享受、敬

畏自然的情懷與能力，並藉此體驗休閒在生活上的

一、為使十二項核心

素養與能力指標

的關係，以及十

二項核心素養與

生活、學校行事

結合，故針對課

程、教材、教學、

評量、師資等向

度進行原則性敘

述內容修改。 

二、為配合各領域用

詞統一，依據校

正手冊之規定，

修改部份文字用

語。 

三、為與其他領域之

體例格式一致，

故修改基本能力

之標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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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成團體目標，強化自律、遵守紀律與負責的情操。 

(8)社會關懷與服務：參與服務活動並體驗其意義，以培養關懷人

群之情操與行動力，進而樂意參與社會服務。 

(9)尊重多元文化：參與文化活動，展現對多元文化的理解，並尊

重關懷不同族群，增進個人適應多元社會的能力。 

(10)危機辨識與處理：辨識生活周遭的危險情境，運用資源與發展

最佳處理策略，以保護自己與他人。 

(11)戶外生活：參與及規劃戶外活動，欣賞、尊重自然與人文環境，

並增進野外生活技能，學習與大自然和諧相處。 

(12)環境保護：探索、體驗、欣賞人與環境間的關係，並能關懷自

然與社會環境，採取保護與改善的策略及行動，以促進環境永

續發展。 

2.教材編選原則 

綜合活動學習領域之教材編選，宜掌握下列原則： 

(1)教材編選應掌握本學習領域基本理念與課程目標，並充分達成

各階段的能力指標。 

(2)教材應以展現情意與技能為主要內涵。 

(3)教材可視活動內容與其他學習領域適切統整。 

(4)教材在呼應本學習領域能力指標，並符合基本理念的前提下，

可部分結合學校特色與各項行事活動。 

3.教學原則 

綜合活動學習領域為強化全體學習者從容地體驗、省思與實踐，建

構內化意義與涵養利他情懷，應掌握下列教學原則： 

(1)以學習者為中心：由學習者的生活情境出發，並能統整其經驗。

(2)強化體驗學習：提供多元感官的探索活動，重視情意與技能的

涵養及體驗。 

(3)著重省思分享：引導學習者省思，並運用多元的方式分享，且

即時回饋。 

積極意義。戶外探索教育活動乃是強調戶外體驗學

習，並以運用身體學習與情境塑造為特色的系列性

團體活動，這些活動旨在透過團體歷程，以發現個

別差異，促進相互學習，並加深人我互信，促進團

體成長。 

(6)自我探索與了解活動：藉由各項活動的參與，逐

步了解自己的能力、興趣、想法、情緒和價值觀，

進而欣賞自己的特長，悅納自己的缺點，促進個人

的生涯發展，並培養自我指導的能力。 

(7)人際關係與溝通活動：從各項活動參與中，了解

群己關係及自己在團體中的角色與定位，並學習情

緒管理及有效的人際溝通技巧，以增進正確生活管

理的能力和良性的人際互動。 

(8)環境教育活動：經由對環境的體驗、欣賞、學習、

探索、與行動等環境學習活動，使學習者能夠了解

人與環境間相互依存的關係，關懷周遭的自然與社

會環境，採行負責任的環境行為，而成為一個良好

的公民。 

(9)兩性的關係與互動：從了解兩性在家庭、學校和

社會的關係中，去學習良性互動的模式，並能設計

促進兩性合作的組織與活動。 

(10)家庭生活活動：在家庭與學校活動中，培養與

實踐基本生活能力，透過個人、家庭、學校與社區

的互動，增進家人關係，體察愛、被愛與關懷。 

設置指定內涵目的是：對於十分重要的教學活動，

學校必須進行相關課程的規劃與教學，不能省略、

刻意淡化或稀釋。指定內涵所佔之時間應不少於本

學習領域總節數的 10%。當內涵跨越不同領域時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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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4)強調生活實踐：學習內涵應與生活充分連結，鼓勵學生於生活

中實踐所學。 

(5)建構內化意義：著重價值澄清與內化歷程，避免價值觀的灌輸，

充分讓學習者開展、發掘並分享屬於個人的意義。 

(6)善用多元教學策略：視學生發展、班級特性與主題屬性，採用

多元、適切的教學策略。 

(7)落實領域教學：教師應透過學習領域課程小組的專業對話與專

業成長，掌握統整之精神，視學習領域或單元內涵實施協同教學，

以落實領域教學。 

(8)結合學校行事活動：部分教學可結合符合本學習領域理念之學

校相關特色或行事活動。 

4.評量原則與方式 

綜合活動學習領域目的在於引導學習者透過體驗、省思與實踐的活

動，來建構內化意義與涵養利他情懷，並增進四大主題軸的能力。

評量應依據教學目標研擬適切的評量方式、評量內涵、評量人員及

評量過程，並呈現多元的學習結果，以提供更適性化的教學來增進

學生成長。 

(1)評量原則 

教學活動宜直接達成教學目標、間接呼應能力指標，並選取適

切的多元評量方式，宜掌握原則如下： 

A.評量應與教學相互結合，呼應學習領域理念與目標評量，並納

入教學計畫之中或另行研議呼應教學的評量計畫。 

B.評量內涵宜兼顧情意、技能與認知，顧及學生的學習歷程、生

活世界與社會行為。 

C.評量過程應兼顧形成性評量與總結性評量。 

D.評量人員除教師外，可邀請家長、小組長、同儕或學生本人參

與。 

E.評量結果評定應兼顧能力、努力向度；顧及個別差異，並讓不

依「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陸、實施要點

二之（六）項，將學習節數分開計入相關學習領域。

2.評量原則與方式 

綜合活動學習領域本身具有實踐、體驗、省思與多

元的教育目標，因此評量的過程重於結果，本學習

領域的評量最重要原則是讓學習者用自己有興趣

的、自己選擇的方式來表達所知道的、所感受的、

所做到的。 

(1)評量原則： 

整體及多元的觀點： 

(A)展現課程多樣而豐富的面貌。 

(B)反應課程規劃的意義。 

(C)提供對日後課程與教學修訂有用的訊息。 

(D)評量與教學相互結合。 

(E)評量者使用家長、學習者及一般人能了解的語

言，描述學習者的表現，而非將評量簡約為分數。

(F)提供策劃、準備與執行等各方面充裕的時間。 

避免壓力、樂於學習： 

(A)不製造影響學習者表現的壓力。 

(B)建立每個學習者都有機會成功的情境。 

(C)對不同文化背景的學習者都能提供成功的機會。

(D)以不引起壓力的方式仔細觀察學習者。 

(E)引導學習者樂在學習。 

鼓勵性質、過程導向： 

(A)評量者試圖了解學習者參與活動時有那些獨特

經驗。 

(B)呈現活動中有趣、生動和令人振奮的經歷。 

(C)強調學習者能力中的強項：他們能做什麼和盡力

 

 

 

 

 

 

 

 

 

 

 

 

 

 

 

 

 

 

四、「不製造影響學

習 者 表 現 的 壓

力」，要如何做如

何評量才能不造

成壓力？此句較

有爭議，故刪除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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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文化、背景的學習者均能獲得成功的機會。 

F.評量結果宜描述學習者進步情形、成功經驗或優良特殊事蹟，

給予其鼓勵增強。 

G. 評量結果應以多元方式呈現，兼顧文字描述與等級的方式。

H.評量結果敘述應使用家長、學習者及一般人能瞭解者，來描述

學習者的表現。 

(2)評量方式 

綜合活動學習領域宜採多元評量方式，依據評量目的選取適切

的評量方式，本學習領域可採的評量方式如下： 

A.實作評量：如成品製作、表演、實作、作業、鑑賞、實踐或其

他行為檢核表、態度評量表。 

B.口語評量：如口試、口頭報告、晤談。 

C.檔案評量：如研究報告、遊記、教學日誌、會議紀錄、軼事紀

錄或其他系列資料之評量。 

D.高層次紙筆測驗：如活動心得、活動單紀錄或其他文字敘述之

評量。 

5.師資安排的原則 

綜合活動學習領域之實施，各校應遴聘具有本學習領域理念與

知能之專長師資擔任之。 

綜合活動學習領域課程專長教師應具備本學習領域關鍵能力

(如附錄二)，概分為國中、國小二大類： 

(1)國中： 

A.由具備「國民中學綜合活動學習領域輔導活動專長」、「國民

中學綜合活動學習領域童軍教育專長」、「國民中學綜合活動

學習領域家政專長」等證書之師資擔任教學工作。 

B.由具備「輔導活動」、「童軍教育」或「家政」證書之師資擔任

教學工作。唯該教師應修習本學習領域核心課程至少二學分或

參與本學習領域相關研習至少三十六小時。 

做了什麼。 

(D)反應學習者進步的狀況。 

(E)產生對學習者及其他人有價值的結果。 

(F)視過程與結果為同等重要。 

(G)評量者適當地鼓勵學習者。 

(2)評量之方式 

教師對學習者之評量以記錄為之，然而記錄最重要

的先決條件為觀察。在活動過程中對學習者做細微

的觀察：觀察學習者如何觀察，如何反應，如何解

決問題，如何策劃與執行，獲得何種成果等等；教

師有各種方式可以記錄學習者活動的表現，舉例如

下： 

教學日誌：記錄每個學習者在各活動中相關的訊

息。 

會議記錄 

研究報告 

活動心得 

成品製作：可以保留原件，亦可用錄音帶、錄影

帶、照片等多種形式存檔。 

遊記 

3.師資安排的原則 

綜合活動學習領域之實施彈性很大，各校可依本學

習領域之要求遴聘校內現有專長的師資擔任之。尚

有不足之處，則由各校研議外聘或新聘教師。 

建議綜合活動學習領域課程概分為兩大類教師專

長： 

(1)一般專長：凡具備綜合活動設計能力並能帶領學

習者進行實踐、體驗與省思之現職國中小教師。 

 

 

 

 

 

 

 

 

 

 

 

 

 

 

 

 

 

五、調整「師資安排

的原則」，因應國

小包班教學、國

中領域教學的事

實，呼應「國民

中學九年一貫課

程七大學習領域

任教專門科目認

定參考原則及內

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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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2)國小：由合格教師擔任，唯該教師應修習本學習領域核心課程

至少二學分或參與本學習領域基礎研習至少三十六小時。 

(2)特殊專長： 本學習領域中輔導相關活動、野外

休閒相關活動、家庭生活相關活

動，可以目前輔導、童軍、家政等

師資擔任教學工作。 

現有學校教師難以具備教授本課

程之專長時，可外聘兼任教師教授

本課程。外聘時，以具備教師資格

者為優先，而其特殊專長是否能勝

任本課程，由學校教評會根據其相

關經歷、證件來評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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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九年一貫課程綱要各領域微調重點說明

一、國語文

（一）分段能力指標說明

＜編寫說明＞

     1.分段能力指標係提供教材編輯及教師教學之依據。

     2.各階段能力指標之說明文字依各階段目標而有所不同。

     3.各階段能力指標之說明文字若有相同或相似者，應依各階段之能力適度調整其難度。

＜編號說明＞

 1.分段能力指標先標舉主要學習重點，其下之文字敘述，為能力指標之學習內涵，供教材編選及教學參考，請靈活應用。第一個數

字(1-6)代表能力指標項目序號；第二個數字(1-4)代表階段序號；第三個數字代表能力指標內涵序號；第四個數字則為分項說明序

號，部分無分項說明者，則無此序號。如：(1-1-1-1)即表示注音符號運用能力，第一階段，指標內涵第一項，及該項下之第一分

項說明序號；(1-1-3)即表示注音符號運用能力，第一階段，指標內涵第三項。

     2.因已有能力指標與十大基本能力對應表，故刪除原能力指標序號中，代表十大基本能力序號的第 3個數字。

（二）國語文課綱微調原則

此次課綱微調的原則如下：

  1.環境變遷的因應性－

國語文的用詞與用法經常會隨著環境文化的變遷，而有些許調整，以當代的語言文字，反映時空背景的情境因素，顯現其學科價

值。唯有植基於本土性的課程及學習活動，才能保障世界性的基礎與發展的轉化。

     2.檢討推動的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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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是發展出來的，不是創造出來的。課程的改革，應是穩定狀況下作些微修正，力求實施之後，因地、時、人制宜的完整性。

     3.與時俱進的實用性－

因應時代潮流，國語文在傳統有「文以載道」的要義內涵，現今更強化其結合當代議題，可見其統整領域結合生活的實用性。

  4.課綱架構的適切性－

課綱制定歷經專家、學者、教師等全方面的參與，並舉行公聽會，推動之後定期檢討微調，可將理論與實務密切結合，達到課程

改革的真實目的。

（三）國語文課綱微調重點說明

此次課綱微調重點如下：

     1.學習階段的調整－

為符合國小實際教學實況，落實能力指標操作及本國語文各學習領域學習階段的劃分一致，學習階段由三階段調整為四階段。

（一、二年級為第一階段，三、四年級為第二階段，五、六年級為第三階段，七〜九年級為第四階段）

     2.將「文體」一詞，改為「文章表述方式」－

由於一篇文章不一定能單純界定為某種文體，可能同時有許多文體夾雜，避免文體與文類混用，故將文體更改成文章表述方式，

另特別將文類（詩歌、散文、小說、戲劇）相關能力指標區分出來。

     3.用語名稱的改變－

基於學術專業的考量，「古今中外及鄉土（台灣）文學」改為「國內外具代表的文學」。

     4.強調當代議題與語文重點－

語文知識的習得與時代背景、生活環境，有密不可分的關聯。透過當代議題學習語文課程，可豐富其內涵，並增加其實用性。所

謂「蛛絲馬跡皆學問、落花水面皆文章」，「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教材」；多用一點心，教室就在天地之間，多留一點意，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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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就在生活當中。為使教材編選更貼近學生的生活經驗且更多元，增加「應結合學生的生活經驗及當代議題」（如海洋、生態、性別、

族群等）及「不同文類」（如詩歌、散文、小說、戲劇等），並兼顧各種文章表述方式（如：敘述、描寫、抒情、說明、議論等）。

     5.評量範圍增加課外閱讀－

（1）語文能力是帶得走的重要關鍵能力，而閱讀是其中大量吸收資訊的環節，是人文提升的基礎，是寫作增進的要素。閱讀行為會造

成思考習慣的改變，人生可因思維改變而變得更美好。

（2）為提升學生的閱讀能力，於學習評量增加「課外讀物得自第二階段開始，列入學習評量範圍」。透過精緻的閱讀教學以建立學生良

好閱讀習慣與帶得走的主動自學能力。語文為學習各領域知識的「基礎學科」，亦為銜接各項知識的「工具學科」，更是展現豐厚

學力的「實用學科」。在高倍速的知識經濟時代，教師的教導固然重要，但培養學生的自學能力更重要。透過「閱讀教學」的指導，

學會「閱讀」的能力，將是學生不被時代淘汰的致勝秘笈。

（3）除了「閱讀能力」的培養，「良好閱讀態度」與「正確閱讀習慣」的建立，更是國民中小學關鍵時刻所應重視的課題。藉由全方位

且系統化的「閱讀教學」指導，可縝密兼顧學生的「閱讀學習」，在童真的心田，埋下「閱讀種子」，滿園欣欣向榮的「閱讀花園」

榮景，指日可待。

（4）語文課本常受限於文章篇幅，無法提供完整情境，亦無法提供充足的字彙，在「語境」不足，「語料」缺乏情況下，常使學習大打

折扣。適度延伸課文長度，讓作者能儘情發揮或保留原文整體面貌，可感受整體欲營造的語文氛圍，豐富語境，增加語料，提升

閱讀能力，亦可達成多元完整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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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英語 

（一）本領域課程綱要（96課綱）之四項微調重點

 1.「基本理念、課程目標以不動為原則」

本領域依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96年 10月 16日正式公布之「臺北市國民小學語文學習領域英語課程綱要」做為課程綱要的微調基

礎，基本理念及課程目標以不動為原則。

 2. 修訂課綱部份「文字」及「內容」

（1）依據教育部校正手冊統一「文字」修正

（2）修正本市課綱部份「文字」及「內容」

修訂前 修訂後 修訂前 修訂後

了解 瞭解 提昇 提升

佈置 布置 份量 分量

兒童 學生 運用、利用 運用

部份 部分 收集 蒐集

教學評量 學習評量 「作」簡單的提問、「作」回應 「做」簡單的提問、「做」回應

修訂前 修訂後 修訂前 修訂後

英語文 英語 聽出 聽辨

辨認 辨識 低年段常用「教室用語」 低年段「生活用語」

低年段「常用教室用語 20」句 低年段「生活用語 22」句 中年段生活用語「40」句 中年段生活用語「45」句

中年段簡易句型「20」句 中年段簡易句型「18」句 高年段生活用語「65」句 高年段生活用語「69」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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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修訂「聽、說、讀、寫、綜合應用能力」能力指標

此次修訂乃考量教學現場實際之需要，並以符合教學意涵為原則。能力指標修訂的範圍包含：

(1) 新增能力指標

(2) 刪除/合併能力指標

(3) 能力指標之文字修訂

(4) 重點意涵內容修訂

(5) 能力指標符號及序號等之修訂。

      4. 修訂「生活用語」暨「簡易句型」

(1) 修訂、刪除及增列部分生活用語內容，使其更符合教學實用性及生活化。

(2) 生活用語（含低、中、高年段）由原 65句增列為 69句。

○1 低年段：原低年段生活用語，修訂後由「20」句增為「22」句。

○2 中年段：原中年段生活用語，修訂後由「40」句增為「45」句。

○3 高年段：原高年段生活用語，修訂後由「65」句增為「69」句。

(3) 簡易句型僅就低年段（第 3句）、中年段（第 12句）及高年段（第 22句）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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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土語言 

（一）綜合說明

    1.階段調整：

為符合國小實際教學現況，落實能力指標的操作，以利現場老師教學，順應國小分為低、中、高三個年段，而改為三個學習階段，

七到九年級(國中 1~3年級)改為第四階段，因此，各其他學習領域一樣，將原本九年三個階段調整為四個階段。

能力指標大幅度調整，指標數量由原有的三階段 233條調整為四階段 97條，除了進行大幅度的刪、併之外，也重新檢視各分段

能力指標內容的妥適性及能力指標敘寫的清晰性與易解度，同時考量各階段指標架構之完整性，也酌增若干能力指標，或修改原有

條文，調整用語和文字，務使敘述精確。有關新舊條文數量對照及新修訂分段能力指標條文之比較如下表一及表二：

表一新舊草案條文統計表 表二新修訂分段能力指標條文統計表

語言能

力

草案

條文數

聆聽

能力

說話

能力

標音

能力

閱讀

能力

寫作

能力
合 計

舊草案

條文數

（3階段）

５６ ８５ １６ ４８ ２８ ２３３

新草案

條文數

（4階段）

２６ ３１ １１ １７ １２ ９７

語言
能力

學習

階段

聆聽

能力

說話

能力

標音

能力

閱讀

能力

寫作

能力

合

計

第一階段 ５ ７ １ ２ ０ １５

第二階段 ８ ８ ２ ５ ３ ２６

第三階段 ８ １０ ４ ５ ４ ３１

第四階段 ５ ６ ４ ５ ５ ２５

小計 ２６ ３１ １１ １７ １２ 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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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能力指標微調之模式：

由於能力指標經過兩階段的「精簡」整體方向是趨簡，其中包括

1.指標修文之合併。例如：

92年課綱 合併原因 98年研修草案

1-3-2 進一步培養聽辨閩

南語語言中字詞、文句的

語義、情意和語氣的能

力。

1-3-10能聽辨閩南語口

語形式中，生活與內心感

受、感情與語言的搭配。

因相似度高，著重

核心概念合併為一

條

1-3-1 能聽辨閩南語

語句的知識內涵與內

在情感。

本項合併兼及條文之改寫，同時達到文字的刪繁就簡，易知易行。

2.指標條文之刪除，這類條文最多，或因陳義過高，不易施行，經公聽會人士建議刪除，如：

2-4-4 能運用閩南語進行演說與辯論。

3.指標條文之新增，如：

1-4-4能主動聆賞閩南語相關的藝文及展演活動。

2-4-6能主動參與或演出閩南語相關的藝文活動。

3-2-1能認唸標音符號的聲母、韻母、聲調。

4.化繁為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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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能運用簡易的閩南語和家人、朋友交談。

修改為「能運用閩南語進行簡單對話。」

5.語文修飾

2-4-5能熟練的進行口頭對譯閩南語和國語。

修改為「能熟練用口頭方式進行閩南語和國語之間的翻譯。」

6.統一敘寫格式

統一使用「能養成…」敘寫能力指標，如 1-1-5：「能養成注意聆聽閩南語的態度與習慣。」

由此可見微調模式是多元而細緻的統整，使課綱架構臻於完善。一方面是量的精簡，一方面也在質的堅持上，兼顧認知、情意

和技能，並講究階段性、一貫性和統整性。

（三）分項說明

  1.基本理念與課程目標

基於微調精神，「基本理念」和「課程目標」也進行了小幅的文字修訂，以使文字更為順暢、簡潔。如：舊綱課程目標之 9「使

用閩南語探索並拓展文化視野。」流於空泛，草案已改為「培養主動探索、研究閩南語以及其他語言文化的興趣和習慣。」

      2.分段能力指標

（1）能力指標重新檢視，依其難易度調整於不同階段，每一階段指標並依認知、技能、情意重新排列。

（2）為避免學生在第一階段學習多種語言標音系統，造成學習混淆，所以在標音能力 3-1-1後面加註：「得視實際需要安排於適當

年級【二年級或中年級】實施」。

  3.分段能力指標與十大能力之關係

（1）配合十大基本能力所欲呈現與達成的目標，依照改寫後的能力指標意涵，依序將指標重新置入適當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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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由指標分布在不同項目與階段的密度，可以看出分段能力指標的年段重點所在。例如：基本能力二、欣賞、表現與創新，集

中表現在第二、三、四階段。而基本能力四、表達、溝通與分享，則集中表現在第三階段(5-6年級)。

（3）依分段能力指標的增刪修改，重新檢視其配合十大基本能力的情況。

  4.實施要點

（1）已作全面檢視，並修改部分文字內容，使其更具體、明確。

（2）教材編選原則(6)，由「國小一年級到國中三年級」改為「由第一階段到第四階段」。

（3）教材編選原則(7)，「修辭、篇章分析等練習項目」改為「遣詞造句等項目，注意循序漸進及一貫統整的原則。」

（4）教材編選原則(8)，增「第四階段在完成五項能力均衡發展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升口語表達能力，並培養文學鑑賞及創作能力。」

（5）教材編選原則增(11)，「本綱要中所謂之閩南語，應以台灣閩南語為範圍。」

（6）教學方法建議(7)閩南語教學應重視下列各項基本原則：下增列 C.

C.標音教學應配合教學需要，從認念開始，盡量提早實施，並力求選用功能完備而前後一致的標音系統，避免學生學習困難。

（7）教學評量刪除舊綱中「評量重點」的三階段羅列。改用四項更原則性之說明：

○1 評量以本課程綱要內容所指之教學目標為依據。

○2 評量方法宜靈活運用評量方式，兼以實作評量、觀察為主，紙筆評量為輔。

○3 評量應考量區域差異，因地制宜，適性評量。

○4 評量結果作為教學與學習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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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健康與體育 

（一）修訂重點

 1.微調之精神

（1）檢核能力指標之循序性，落實能力本位的學習。

（2）檢核能力指標與補充說明之適切性，呼應時代潮流及教育現場之需求。

（3）強化能力指標的教育內涵及補充說明，提供教材編輯者或教師課程發展思考之依據，以提升專業自主性。

 2.修訂原則

（1）掌握微調精神與理念。

（2）回應教育現場的需求。

（3）加入健康新興議題的學習內涵。

（4）力求能力指標與補充說明具體簡明。

（5）符合學生身心發展與學習需求。

 3.基本理念與課程目標：無作任何修改。

 4.分段能力指標：作小幅度指標內容的修訂。

 5.實施要點：於教學評量新增一條 授課教師在每學期上課前，應作好評量計畫，明確訂定評量項目，每次評分均作成評量記錄，並力

求成績評量客觀化。

 6.附錄一主題軸及其內涵：作小幅度內容的修正。

 7.附錄二能力指標補充說明：作全面的檢視與修訂，檢視媒體素養議題，融入相關的補充說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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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刪除舊版附錄三「體育重點意涵與教材示例」。刪除原因：無任何一個學習領域只作其中某一個科目的教材示例，這是有所偏頗的。建

議可放在網站上，供體育教師參考、應用。

 9.新增附錄三「分段能力指標之解析」。

10.新增附錄四「分段能力指標連貫性與補充說明解析」。

（二）修訂重點說明

 1.將本領域的相關用字做統一用字之修改，並針對部分內容敘述及順暢性做文字上的修改，中文數字修改為阿拉伯數字。

 2.將各分段能力指標做文字上的修改，使其內容更為簡潔、明瞭。

（1）2-3-1原指標內容為「設計、執行並評估個人的飲食內容及飲食習慣，以符合成長和身體活動的營養需求」修正為「設計、執行…，

以符合身體成長和活動的營養需求」，使能力指標內容能更明瞭。

（2）2-3-5原指標內容為「明瞭食物的烹調、製造會影響食物的品質、價格及熱量，並能作明智的選擇」修正為「明瞭食物的生產、

烹調及製造會…，並能做明智的選擇」，增加食物的生產，能更完整呈現食物從餐桌到農場的歷程。

（3）5-1-1原有能力指標「分辨日常生活情境的安全與不安全」，因日常生活情境的安全，有時無法完全以二分法的方式進行教導，故

修改能力指標為「分辨日常生活情境的安全性」。

（4）5-2-4 「認識菸、酒、檳榔、藥物與成癮藥物對個人及他人的影響，並能拒絕其危害」，5-3-4「評估菸、酒、檳榔、藥物、成癮

藥物的危害，並於日常生活中演練有效的拒絕策略」，修改考量為第二階段及第三階段對於日常生活中用藥的正確使用法，並未再

延續；另外，青少年對為何使用成癮物質及使用後對於個人、社會等的影響應從認識、理解進而有能力進行評估及探討，故分別

修改能力指標詞句，更能符合學習者的身心發展與學習需求。

（5）7-1-2原能力指標「描述人們在選擇健康與運動的服務及產品之過程與責任」，修改為「描述人們獲得健康資訊、選擇健康服務及

產品之過程，並能辨認其正確性與有效性」，除了將運動部分刪除（原 7-1-3能力指標已含括），並調整其能力的展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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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就能力指標中應有之教學內容或新興議題、健康潮流趨勢之學習內涵缺漏部份進行增補。

4.為能更呈現能力指標的發展順序，將原能力指標 3-2-3與 3-2-4對調、4-1-3與 4-1-4對調、4-2-1與 4-2-3對調、4-2-2與 4-2-4對

調。

5.根據不同階段能力指標主要教學內涵的重點，變動部份能力指標之排列順序，例如：配合第一、二學習階段能力指標「6-1-4」、「6-2-4

的教學重點，故第三階段將原指標「6-3-3」、「6-3-4」的序號對調，先呈現「情緒管理」、「有效溝通」的能力指標，再提出有關「壓力

調適」的能力指標，讓能力指標更有條理。

6.配合十大基本能力所欲呈現與達成的目標，依照改寫後的能力指標意涵，依序將指標重新放入。

7.為使『實施要點』的敘述更明瞭，針對內容做全面的檢視與文字修改，並於「教學評量」項目新增第 5點，使教師更能明確訂定教學評

量的原則。

8.針對各主題軸的文句敘述，做文字、內容上的調整，使其更能呈現其意涵。

9.對於『附錄二 各能力指標的補充說明』中，部分內容重複、過於抽象、困難，不易解讀與轉化，或整體說明概念混亂、不夠周全，與

不符合學生需求，進行整併、刪除、移動或修改。

10.新增『附錄三 分段能力指標之解析』，針對能力指標逐條進行教育內涵之解析，以使能力指標的意涵能更加清楚，方便教師進行解讀。

11.新增『附錄四 分段能力指標連貫性與補充說明解析』，呈現各主題軸下，所對應的能力指標與補充說明之關係，方便教師進行教材之

編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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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社會 

（一）為什麼課程綱要修正？1.符應時代的脈絡。2.回應基層教學需求。3.配合中小學一貫課程體系之建置。

  1.在「符應時代脈絡」的理由，又可分為：

（1）因應社會變遷， 時空轉換；（2）檢視新興議題融入領域教學；（3）增補不足之處，如媒體素養、海洋教育、多元文化、人口販運、

金融知識及正確投資、理財觀念與素養、勞動人權、勞工運動史、社會主義思潮智慧財產權、性交易防制及永續環保的增加。

  2.在「回應基層教學需求」的理由，如：能力指標解讀之困擾，如文字用語混淆不一、過於抽象不具體、重複等。

  3.在「配合中小學一貫課程體系之建置」的理由，如：（1）強化中小學課程之橫向統整與縱向聯繫；（2）與高中課程綱要相關委員會召開

聯席會議進行討論，落實中小學課程之連貫。

（二）課綱修正後有那些改變？

文字用語不清，過於抽象不具體的指標，則採取：1.逐條修改能力指標之文字敘述，使能力指標更具體明確及語意通順。2.簡化能力指

標的敘述，以避免敘述過於冗長。3.以註腳方式，增加「能力指標」之補充說明。重覆或艱澀的指標，則採取：4.與小中學整併或調整順序。

5.與其他領域整併。6.刪除過於艱澀之「能力指標」。

1.調整文字敘述，使能力指標更具體明確及語意通順。

1-2-1描述地方或區域的自然與人文特性。

1-2-1描述居住地方的自然與人文特性。

1-2-5 調查家鄉人口的分布、組成和變化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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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調查居住地方人口的分布、組成和變遷情況。

1-2-7 說出鄉土的交通狀況，並說明這些交通狀況與生活的關係。

1-2-7 說出居住地方的交通狀況，並說明這些交通狀況與生活的關係。

1-3-8 比較不同生活環境的交通運輸類型。

1-3-8 瞭解交通運輸類的型及其與生活環境的關係。

6-2-1 從周遭生活中舉例指出不同權力關係所產生的不同效果（如形成秩序、促進效率、或傷害權益等）。

6-2-1 從周遭生活中舉例指出權力如何影響個體或群體的利益（如形成秩序、促進效率、或傷害權益等）。

6-2-2舉例說明兒童權、學習權、隱私權及環境權與自己的關係，並知道維護自己的權利。

6-2-2舉例說明兒童權(包含學習權、隱私權及身體自主權等)與自己的關係，並知道維護自己的權利。

   2.簡化能力指標的敘述，以避免敘述過於冗長。

2-2-1 瞭解居住城鎮（縣市鄉鎮）的人文環境與經濟活動的歷史變遷。

2-2-1 瞭解居住地方的人文環境與經濟活動的歷史變遷。

4-3-3 蒐集人類社會中的各種藝術形式，並能進行美感的欣賞、溝通與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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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瞭解人類社會中的各種藝術形式。

7-2-4了解從事適當的儲蓄可調節自身的消費力。

7-2-4瞭解從事適當的理財可調節自身的消費力。

   3.以註腳方式，增加「能力指標」之補充說明。

1-2-1描述居住地方[1]的自然與人文特性。[2]

[1]居住地方可以是居住的社區或村(里)、鄉(鎮市區)、縣(市)等行政區。

[2]例如可以分成山上、海邊、農村、都會區加以介紹。基於現實上的考量，教科書編者不必依縣市之不同而有不同版本，但應協調主管教

育行政機關協助授課老師取得以當地的自然與人文為主要內容的補充教材。

1-2-2描述不同地方[3]居民的生活方式。[4]

[3]不同地方指不同的社區或不同的村(里)、鄉(鎮市區)、縣(市)。

[4]例如可以分成山上、海邊、農村、都會區加以介紹。基於現實上的考量，教科書編者不必依縣市之不同而有不同版本，但應協調主管教

育行政機關協助授課老師取得以當地居民的生活方式為主要內容的補充教材。

1-2-3覺察人們對地方與環境的認識與感受具有差異性，並能表達對家鄉的關懷。[5] 

[5]本學習領域與「環境教育」有關的議題並不僅限於「人與空間」這個主題軸，教學者可以適度加以整合運用。不過，本學習領域對於「環

境教育」議題較著重於環境與人類活動之間的關係，其他學習領域，包括「自然與生活科技」、「健康與體育」和「綜合活動」，亦各有偏重，

本學習領域不必面面俱到，但要提醒學生注意彼此的關連性。

1-2-7說出居住地方的交通狀況，並說明這些交通狀況與生活的關係。[6]

[6]基於現實上的考量，教科書編者不必依縣市之不同而有不同版本，但應協調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協助授課老師取得以當地交通狀況為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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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的補充教材。

1-3-1瞭解生活環境[7]的地方差異，並能尊重及欣賞各地的不同特色。

[7]「生活環境」包括自然的生活環境和人文的生活環境。

1-3-6描述鄉村[8]與都市在景觀和功能方面的差異。

[8]鄉村包括農村和漁村。

1-3-8瞭解交通運輸的類型及其與生活環境的關係。[9] 

[9]「生活環境」包括自然的生活環境和人文的生活環境。交通運輸除了陸上與空中交通運輸之外，不能忽略與海洋、水上有關的運輸方式

和工具，例如可教導學生如何「辨別各種船舶的種類與外形」，並探討「漁船、貨船、休憩與觀光用船舶、軍用船舶及港口的功能」。

1-3-10舉例說明地方或區域環境變遷所引發的環境破壞，並提出可能的解決方法。[10]

[10]可以教導學生蒐集環境(要包括海洋)議題之相關新聞事件(如海洋污染、海岸線後退、海洋生態的破壞等)，瞭解環境(要包括海洋)遭受的

危機與人類生存的關係，並著重探討「河流或海洋生態保育與生活的關係」。

1-3-11瞭解臺灣地理位置的特色及其對臺灣歷史發展的影響。[11] 

[11]應特別注意臺灣的海島特性。

2-2-1瞭解居住地方的人文環境與經濟活動的歷史變遷。[14]

[14]盡可能同時論述水域環境和居民生活、經濟活動之間的關係，不過，基於現實上的考量，教科書編者不必依縣市之不同而有不同版本，

但應協調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協助授課老師取得以當地人文環境與經濟活動為主要內容的補充教材。

2-2-2認識居住地方的古蹟或考古發掘，並欣賞地方民俗之美。[15]

[15]基於現實上的考量，教科書編者不必依縣市之不同而有不同版本，但應協調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協助授課老師取得以當地的古蹟、考古發

掘及民俗為主要內容的補充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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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認識今昔臺灣的重要人物與事件。[16]

[16]每個歷史分期(荷西、鄭氏、清朝、日本、戰後)各舉一個具有重大而久遠影響的事件，並各舉一或二名與該事件有密切關係的人物做較

深入的介紹。凡在此一階段編入教科書之事件及人物，盡可能不要在其他階段重複，即使重複也應有詳略及深淺的差異。

2-3-2探討臺灣文化的淵源，並欣賞其內涵。[17]

[17]應該包括「海洋文化」，例如不同時期的臺灣先民(如原住民或其他族群)海洋拓展的歷程，及其和臺灣文化之間的關係。

3-2-1理解並關懷家庭內外環境的變化與調適。[20]

[20]此處所謂的「家庭內外環境的變化」，意指家庭人口的增減(生育、死亡、嫁娶)、住居的改變(舉家搬遷、家庭成員既有空間的重新分配)、

家庭經濟狀況的改變、整體社會環境的變遷對於家庭的衝擊等。

4-3-2認識人類社會中的主要宗教與信仰。[23]

[23]尤其是流行於臺灣的宗教以及和海洋活動有關的信仰，盡可能納入教材和授課內容。

4-3-3瞭解人類社會中的各種藝術形式。[24]

[24]關於藝術賞析及美學思維的部分，本學習領域不必著墨，但要提醒學生要在「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中配合學習。

5.自我、人際與群己[26]

[26]此一主題軸，本學習領域所強調的是政治、經濟、法律及社會層面的知能，至於涉及人際互動、人際溝通者，「綜合活動」學習領域會

有較多的著墨和活動設計，教科書編寫者和教學者可以省略，但要提醒學生注意彼此的關連性。

5-3-1說明個體的發展與成長，會受到社區與社會等[27]重大的影響。

[27]可以「大眾傳播媒體」為例。

5-3-2瞭解自己有權決定自我的發展，並且可能突破傳統風俗或社會制度的期待與限制。[28]

[28]例如因教育或媒體所塑造的刻板印象或灌輸的價值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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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從周遭生活中舉例指出權力如何影響個體或群體的權益(如形成秩序、促進效率或傷害權益等)。[31]

[31]可以大眾傳播媒體的報導或是勞資衝突為例做說明。

6-2-4說明不同的個人、群體(如性別、族群、階層等)文化與其他生命為何應受到尊重與保護，以及如何避免偏見[32]與歧視。

[32]例如因教育或媒體所塑造的刻板印象。

6-3-1認識我國政府的主要組織與功能。[33]

[33]教科書只要介紹中央層級的組織即可，教師則可以視需要補充說明當地的地方政府組織。

6-3-3瞭解並遵守生活中的基本規範。[34]

[34]儘量以學生生活為出發點，說明遵守校規、交通規則與犯罪(如吸毒、性侵害、竊盜、搶奪、傷害、殺人等)相關之重要法律及生活禮儀

等社會規範的必要性及理由。

7-2-1指出自己與同儕所參與的經濟活動。[37] 

[37]例如可以引導學生瞭解水產買賣或媒體銷售的活動並分享購買經驗。

7-2-2認識各種資源，並說明其受損、消失、再生或創造的情形，並能愛護資源。[38]

[38]例如可以引導學生關懷河流或海洋生物與環境，養成愛護生物、尊重生命、珍惜自然的態度，並參與河流或海洋環境的維護，如淨灘、

淨溪等。

7-3-4瞭解產業與經濟發展宜考量區域的自然和人文特色。[39] 

[39]例如可以藉由工業發展對漁村生態和生活型態的影響，反思「產業與經濟發展宜考量區域的自然和人文特色」這個議題。

8-2-2舉例說明科學和技術的發展，改變了人類生活和自然環境。[46] 

[46]例如可以引導學生瞭解科技發展與海洋資源永續發展的關係，或是通訊與傳播科技對於人類生活的影響。

8-3-1探討科學技術的發明對人類價值、信仰和態度的影響。[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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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可以生物科技或通訊與傳播科技為例做說明。

8-3-2探討人類的價值、信仰和態度如何影響科學技術的發展。[48] 

[48]可以生物科技或通訊與傳播科技為例做說明。

8-3-3舉例說明科技的研究和運用，不受專業倫理、道德或法律規範的可能結果。[49]  

[49]在此著重於探討濫用或誤用科技的危害，可以生物科技或通訊與傳播科技為例做說明。

8-3-4舉例說明因新科技出現而訂定的相關政策或法令。[50] 

[50]在此著重於探討如何以政策或法令防止濫用或誤用科技所帶來的危害，並讓新科技帶給人類最大的利益。

9-2-1舉例說明外來的文化、商品和資訊[53]如何影響本地的文化和生活。

[53]包括大眾傳播媒體所傳播的資訊。

9-3-4列舉當前全球共同面對與關心的課題(如環境保護、生物保育、勞工保護、飢餓、犯罪、疫病、基本人權、經貿與科技研究等)。[54]

[54]以環境保護來說，可以引導學生蒐集海洋環境議題之相關新聞事件(如海洋污染、海岸線後退、海洋生態的破壞)，瞭解海洋生物、海洋

生態和人類生活之間的密切關連，以及海洋遭受的危機及其與人類生存的關係。

   4.與小中學整併或調整順序。

如第五主題軸：

5-2-2了解認識自我及認識周圍環境的歷程，是出於主動的，也是主觀的，但是經由討論和溝通，可以分享觀點與形成共識。

5-4-2了解認識自我及認識周圍環境的歷程，是出於主動的，也是主觀的，但是經由討論和溝通，可以分享觀點與形成共識。

如第六主題軸：

6-4-3說明司法系統的基本運作程序與原則。

6-4-5說明個人如何爭取保障及權利、紛爭解決的機制及司法系統的基本運作程序與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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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4舉例說明各種權利(如兒童權、學習權、隱私權、財產權、生存權、自由權、機會均等權、環境權及公民權等)之間可能發生的衝突。

6-4-3舉例說明各種權利(如學習權、隱私權、財產權、生存權、自由權、機會均等權及環境權等)之間可能發生的衝突。

6-4-4舉例說明各種權利(如兒童權、學習權、隱私權、財產權、生存權、自由權、機會均等權、環境權及公民權等)之間可能發生的衝突。

6-4-3舉例說明各種權利(如學習權、隱私權、財產權、生存權、自由權、機會均等權及環境權等)之間可能發生的衝突。

如第七主題軸：

7-3-4 說明政府有時會基於非經濟原因，去干預社會的經濟活動。

如第八主題軸：

8-3-3舉例說明人類為何需要透過立法來管理科學和技術的應用。

8-4-1舉例說明人類為何需要透過立法管理科學和技術的應用，以及在立法和執法過程可能遭遇的困難

8-4-3評估科技的研究和運用，不受專業倫理、道德或法律規範的可能結果。

8-3-3舉例說明科技的研究和運用，不受專業倫理、道德或法律規範的可能結果。

8-4-5評估因新科技出現而訂定的有關處理社會變遷的政策或法令。

8-3-4舉例說明因新科技出現而訂定的相關政策或法令 。

如第九主題軸：

9-2-1說明各種關係網路(如交通網、資訊網、人際網、經濟網等)的全球化對全球關連性所造成的影響。

9-4-1探討各種關係網路(如交通網、資訊網、人際網、經濟網等)的發展如何讓全球各地的人類、生物與環境產生更緊密的關係，對於人類社

會又造成什麼影響。

9-2-2比較不同文化背景者闡釋經驗、事物和表達的方式，並能欣賞文化的多樣性

9-4-2說明不同文化之接觸和交流如何造成衝突、合作與文化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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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3探討不同文化背景者在闡釋經驗、對待事物和表達方式等方面的差異，[53]並能欣賞文化的多樣性。

5.與其他領域整併

如第九主題軸：

8-3-3 舉例說明人類為何需要透過立法來管理科學和技術的應用。

6.刪除過於艱澀之「能力指標」。

如第九主題軸：

9-2-1 說明各種關係網路(如交通網、資訊網、人際網、經濟網等)的全球化對全球關連性所造成的影響。

（三）課綱修正後增加什麼？

  1.增加海洋教育基本知能。2.增加媒體素養基本知能。3.增加動物福利基本知能。4.增加勞動人權基本知能。增加的部分採取兩種方式：直

接--增加能力指標，及間接—增加補充說明或是融入文字敘述。

在直接--增加能力指標方面，如下所述：

在第一主題軸增加

1-3-11 了解臺灣地理位置的特色及其對臺灣歷史發展的影響 。

1-3-12 了解臺灣具備海洋國家發展的條件及優勢。

間接--增加補充說明方面，如下所述：

[10] 教導學生蒐集…相關新聞事件(如海洋污染、海岸線後退、海洋生態的破壞等)，…並著重探討「河流或海洋生態保育與生活的關係」。

[11] 應特別注意臺灣的海洋特性

在第二主題軸 2-3-2

[17]應該包括「海洋文化」，例如不同時期的臺灣先民(如原住民或其他族群)海洋拓展的歷程，及其和臺灣文化之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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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四主題軸 4-3-2

[23]尤其是流行於臺灣的宗教以及和海洋活動有關的信仰，盡可能納入教材和授課內容。

在第五主題軸 5-3-1、5-3-2

[27]可以「大眾傳播媒體」為例。

[28]例如，因教育或媒體所塑造的刻板印象或灌輸的價值觀念。

在第六主題軸 6-2-1、6-2-4

[31] (權力如何影響個體或群體的權益)可以以大眾傳播媒體的報導為例做說明。

[32] (不同…性別、族群、階層…如何避免偏見) ，例如，因教育或媒體所塑造的刻板印象。

在第八主題軸 8-1-1、8-2-2、8-3-1 

[45] 例如，可以引導學生了解通訊與傳播科技（及媒體）的發展如何影響自己的生活 。

[46] 例如，可以引導學生了解科技發展與海洋資源永續發展的關係，或是通訊與傳播科技對於人類生活的影響 。

[47]可以以生物科技或通訊與傳播科技為例做說明

在第九主題軸 9-1-1、9-2-1

[52] 大眾傳播媒體。

[53] 包括大眾傳播媒體所傳播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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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生活 

(一)基本理念

兒童從生活中開展學習。他們在生活中遊戲、在生活中探索、在生活中觀察，而認識了世界的樣貌；他們在生活中與人互動，學習社會

規約，在大人的照顧引領下，身心順利發展。對孩子們而言，生活不是學科知識的加總，而是發展各方面知能的源頭。生活課程以生活為主

軸，視生活為整體。

兒童天生好奇，喜愛探索。他們從探索過程中獲得樂趣、遭逢問題並解決問題。對孩子們而言，生活從自發的活動開始，生活是孩子與

社會文化、自然環境及他人互動後不斷調整與成長的過程。生活課程以兒童為主體，在真實的情境中，開啟他們對周遭人、事、物的好奇，

引發學習的興趣與動機；生活課程時時感動孩子的心，讓他們發現周遭人、事、物的美好，進而喜愛探求未知；生活課程帶領孩子發現與探

究問題，讓孩子嘗試以建設性的方法解決問題、感受成功的經驗，並進而提升想法。

生活課程讓兒童繼續透過生活中的遊戲、探索和觀察來認識人、事、物的特性與關係；生活課程讓孩子經由體驗、操作與行動來探究問

題、組織知識、學習做事的方法並提升美感經驗；生活課程讓孩子進行創造、感受美的形式，以擴展他們的想像；生活課程讓孩子在人群互

動中，體察人與人、人與生態環境之間相互依存的重要性，發展關懷、尊重、互助合作的態度；生活課程讓孩子在生活中學習經營自己的生

活。

(二)課程目標

1.培養探索生活的興趣與熱忱，並具備主動學習的態度。

2.學習探究生活的方法，並養成良好的做事習慣。

3.覺知生活中人、我、物的特性，並瞭解彼此間的關係與其變化現象。

4.察覺生活中存在多元文化與各種美的形式，並養成欣賞的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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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察覺自己生活在各種相互依存的網絡中，能尊重並關懷他人與環境。

(三)能力指標

生活課程設置的目的在於引導學童經由生活中的種種活動，開啟其視野、增廣其覺知的領域，並發展其表達的能力，其結果在於學童適

應生活及改善生活能力的增強。我們以五個能力主軸來架構能力指標的內容，分別是探索與體驗、理解與欣賞、表現與運用、溝通與合作以

及態度與情操。

「探索與體驗」在於表述學童能發展出對事物好奇、敏銳觀察以及增廣視野的能力；「理解與欣賞」用來表述學生具有建構重要概念、

瞭解簡單因果關係、知道人事物具多元豐富的面貌，並能加以理解及欣賞的能力；「表現與運用」則是表述學童能自發的表現其感受、應用

其所學以及養成行動與實踐的能力。透過生活課程的各種活動，可以培養出學童能承擔任務、勇於負責、認識自我與群體關係以及能與他人

作良好的互動，此項素養稱之為「溝通與合作」的能力；而「態度與情操」則在表述學童能發展出自信、負責、尊重與關懷的人格特質。

(四)能力指標與十大基本能力之關係

生活課程在於經由學童生活中的種種活動，開啟其視野，增廣其覺知的領域，並發展其表達的能力。這些學習等同於增進其生活的基本

能力。唯在課程總綱中，基本能力係分十項來表述，在生活課程綱要中，則以五個能力主軸來說明，能力指標與十大基本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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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藝術與人文 

（一）本領域課程綱要(97課綱)之四項微調重點

   1.「課程目標、分段能力指標以不動為原則」

為維護九年一貫之精神，本領域依據教育部 92年 1月 15日正式公佈「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課程綱要」作為課

程綱要的微調基礎，決議「課程目標、分段能力指標以不動為原則」。

   2.修訂「實施要點，尤其課程設計、教學方法與教學評量」

為確實「實踐每一位學生」九年一貫藝術課程與教學，落實「藝術陶冶，涵育人文素養」的學習目的，檢討並改善自 87年至 97年

臺灣藝術課程之實施困境，及落實藝術素養指標的迫切性，決議「修訂實施要點，尤其課程設計、教學方法與教學評量」。

   3.增加「教材內容」

配合中小學一貫課程體系、藝術素養指標、落實美育的理念，並參考高中 99課程綱要教材內容呈現方式，讓分段能力指標更具體

化，並重視領域內橫向與縱向整合的機制，此項增列教材內容目的在協助全國擔任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教師、實務者、教材編輯者與

審查者，於課程設計或進行教學活動時，能有更具體的能力導向與教材指引，決議「增列依學習階段訂定四階段(國小一至二年級、國

小三至四年級、國小五至六年級、國中一至三年級)之教材內容」。

   4.教材內容分「表現試探、基本概念、藝術與歷史文化、藝術與生活」四個面向

首先依據 92年公布「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課程綱要」基本理念、課程目標、分段能力指標所涵蓋能力要項，以

及實施要點中教材範圍與基本學習內容要項，促使目標能力導向與教材內容指引密切配合；其次為統整視覺藝術、音樂、表演藝術三方

面藝術教學；其三協助國中小教師係針對不同階段、不同的分段能力指標與不同的藝術屬性間之課程與教學成效，其四著重培養對美的

視覺、聽覺、觸覺、動覺之感受與知能，同時注意學生的個別差異需求，課程設計可依視覺藝術、音樂與表演藝術之個別藝術特質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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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或以統整視覺藝術、音樂與表演藝術的學習為原則，決議教材內容分「表現試探、基本概念、藝術與歷史文化、藝術與生活」四個

面向，作為統整方向與檢驗課程目標的落實效標，長期培育可銜接高中藝術領域的學習，提供參考與建議。

（二）重點說明及宣導內容

    1.「基本理念」之內涵

第一段：釐清「藝術學習」和「人文素養」並立之關係；以「藝術陶冶」作為本質性核心價值。

第二段：明示本綱要旨在實踐藝術教育法中「國民中小學一般藝術教育的目的」。

第三段：強調藝術課程的人文特質，在「藝術與歷史文化、藝術與環境、藝術與生活」的學習層面。

第四段：當今藝術教育與教學趨勢，重視指導學生「親自參與各類型藝術活動」，並深化學生表現、審美與生活實踐的基本能力。

第五段：指引如何落實每一位學生「藝術生活」的學習方法與大方向。應提供學生長期自我學習藝術素養與豐富心靈的學習策略。

第六段：宏觀二十一世紀臺灣藝術課程的時代性意義，期待培養臺灣文化公民。

    2.「課程目標」強調藝術學習的功能與價值

九年藝術學習的課程目標主軸有三：「探索與表現」、「審美與理解」、「實踐與應用」。「審美與理解」之課程目標，主要透過審美與

鑑賞活動，體認各種藝術價值、風格及其文化脈絡，並熱忱參與多元文化的藝術活動等，強調藝術學習結果的重要性，主要採用具本

質理論基礎價值課程目標取向。「探索與表現」與「實踐與應用」之課程目標，主要運用媒材與形式，從事藝術表現，以豐富生活與心

靈；及透過藝術活動增強對環境的知覺，認識多元藝術行業、珍視藝術文物與作品、尊重與瞭解藝術創作，並能身體力行實踐於生活

中。主張學校一般藝術教育的宗旨，是為了提供更廣泛的基礎教育經驗，順應自然，強化人性成長和發展，鼓舞個性潛能開發與創性

思考、想像表達及娛樂價值等，以促進藝術生活化及全人之發展。

   3.「分段能力指標」可分短、中、長程轉化教學目標與統整功能

（1）以四個階段呈現，條目精簡，從三年級至九年級共 38條。本領域課綱之分段能力指標，第一階段為國小一至二年級，共 11條(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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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生活課程)；第二階段為國小三至四年級共 13條；第三階段為國小五至六年級共 14條；第四階段為七至九年級共 11條。本領域

課程實施是從三年級至九年級，分段能力指標共 38條，每條目可轉化兩年的藝術教學目標。

（2）回歸學生主體性，分段能力指標之每一條之主詞均為學生自身，提供及檢驗每一位學生的藝術增能，帶得走的藝術能力，本是十

年來教育改革的核心。

（3）做為分學期、年段、階段作轉化教學目標與價值統整功能，轉化教學目標、教學設計、教學策略之依據方向：如

○1 做為統整領域內視覺藝術、音樂與表演藝術的習三方面藝術陶冶、涵育人文素養的教學依據。

○2 或做為學科屬性間，依視覺藝術、音樂與表演藝術之個別特質設計，如各屬性之探索與表現教學、審美與理解的教學、實踐與應

用的教學依據。

○3 或作為本質與非本質藝術價值的統整依據：如相同的美學概念、共同的主題、相同的運作歷程、共同的目的、互補的關係、階段

性過程等不同教學形式的依據。

（4）（各階段條目間具有美育意義的組織結構：從階段內每一條細目(或層次)，涵蓋認知、動作技能、情意、社會責任等藝術行為。整

體四個階段共 38條能力指標，具有美育意義的目標組織結構，包括嘗試、知道、認識、瞭解、察覺、探索、選擇、運用、辨識、

組織、評價、操作、合作與互動等不同行為的能力層次，階段間三主軸「探索與表現」、「審美與理解」、「實踐與應用」條目有連

續與程序的組織結構。

（5）分段能力指標學習成效之可達成性，展現在學生藝術素養中，如：審美情操、高尚氣質、思考力、想像力、創造力等方面自我與

開發藝術潛能，成為美育的本質共識。第二、善用藝術陶冶經驗，充實生活內容之欣賞、表現與創新能力。第三、兼顧個性與群

性調合的心性發展方面，使學生勇於表達、溝通與分享能力。第四、樂於參與各類型藝術活動，親自體驗的多元化美感經驗，助

於多元文化學習與藝術的傳承，開展微觀與宏觀之視野等。

4.「十大基本能力與分段能力指標之關係表」適用跨領域間、領域內統整設計課程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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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綱中「十大基本能力與分段能力指標之關係表」，提供教師設計課程與教學活動時之轉化與統整，適用於跨領域間、領域內之

間，能作橫向及縱向統整，學生達成基本能力與基本素養之對應與檢驗功能。

5.「實施要點」之修訂重點強調各類藝術學習特色之獨特與關聯性

本次本領域 97課程綱要微調中，修正最多的項目是「實施要點」，實施要點分課程設計、教材編選、教學設計、教學方法、教學

評量等五項，修訂重點是本次最關鍵性改變說明如下：

（1）「課程設計」之修訂重點，用保持彈性的文字說明，以符合統整的原則；強調養成欣賞與鑑賞能力。修訂重點如：

○1 課程可依視覺藝術、音樂與表演藝術之個別藝術特質設計教學。

○2 或以統整視覺藝術、音樂與表演藝術的學習設計教學。

○3 課程統整之原則可運用諸如：相同的美學概念、共同的主題等，連結成有結構組織和美育意義的學習等價值統整。

○4 強調養成審美與鑑賞能力，幫助學生溝通觀念和表達情感，鼓勵發展藝術語彙，建立美感觀念，養成審美與展現藝術的能力。

○5 藝術課程與教學應適度融入海洋教育、本土教育、生命教育、環境美育等各種議題，並鼓勵運用媒體教育的資訊科技等。

（2）「教材編選」之修訂重點，分○1 教材範圍、○2 基本學習內容要項、○3 教材編選原則等三項。修訂重點如下：

○1 教材範圍：本學習領域教材應涵蓋視覺藝術、音樂、表演藝術與其他綜合形式藝術等個別與綜合性的鑑賞與創作，及其與歷史、

文化的關係；評價、反思與價值觀的建立；實踐和應用生活藝術及聯絡其他學科等範疇。

○2 基本學習內容要項分述如下：

  A.視覺藝術：包含視覺審美知識、媒材、技術與過程的瞭解與應用；造形要素、構成功能的使用知識等範疇。

  B.音樂：包含音樂知識、音感、認譜、歌唱、樂器演奏、創作、欣賞等範疇。

  C.表演藝術：包含表演知識、聲音與肢體的表達、創作、展演與賞析等範疇。

  D.其他綜合形式藝術之鑑賞基本知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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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範圍與基本學習內容要項加以統整成「教材內容四個面向，即表現試探、基本概念、藝術與歷史文化、藝術與生活」，增列

附錄「教材內容」中。

（3）「教學設計」之修訂重點如：

○1 教學目標強調「藝術認知、動作技能、情意、社會責任價值」等層面。

○2 教學活動安排，宜符合藝術學科學習所應建構概念的邏輯順序。

○3 重視設計補救教學策略，落實素養指標應考慮學生學習的個別差異，並安排可行的補救教學等。

（4）「教學方法」之修訂重點，分在學習情境方面、在發展技能方面、在教學概念方面、在培養美感態度方面、在教學方式方面，

修訂重點如：

○1 在發展技能方面：強調基礎技能展現的重要，教師應提供良好示範，提示重要技能，供學生嘗試、觀摩、理解，並給予充裕

的時間和機會，在各種情境中演練實作等。

○2 在教學概念方面：如本學習領域能力指標強調三個主軸(探索與表現、審美與理解、實踐與運用)藝術能力的建立，教材範圍

與內容是教師運用藝術四個面向(表現試探、基本概念、藝術與歷史文化、藝術與生活)統整教學，透過教學活動的組織與策

略培養學生藝術能力等。

藝術教學要顧及各階段學生的感受與興趣、能力與經驗、生理發展與學習心理，第一階段(低年級)做自發、自由的嘗試與

發現學習藝術的趣味；第二階段(中年級)著重基本、具體和實用概念，建構藝術的基本認知；第三階段(高年級)強調具體美感

概念之應用；第四階段(國中)逐漸培養較抽象的概念，並銜接先前的藝術課程與教學。

○3 在培養美感態度方面：著重在培養對美的視覺、聽覺、觸覺、動覺感受與知覺，同時注意學生的個別差異需求。培養美感的

態度上，教師本身應具有藝術專業，熱心、感性、積極、人性、開放的學習指導態度最能影響學生。當學生學習遭遇困難時，

要適時介入，鼓勵學生持續努力。尊重每一位學生的原創性或獨特表現，認同學生互相合作的努力，並給予具體而真誠的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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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等。

（5）「教學評量」之修訂重點是本次微調中最具特色，完全更新。

強調突顯藝術與人文領域特質，並精簡可行之「教學評量」內容。分評量原則、評量的範圍、評量方法，修訂文本如下：

○1 評量原則

本學習領域教學評量應依據能力指標及教材內容，採用多元評量方式，並兼顧形成性與總結性評量。可採實作評量、動態評

量、真實評量、檔案評量等方式進行，以呈現學生多元的學習表現。

○2 評量的範圍包括探索與表現、審美與理解、實踐與應用的學習歷程及成果評量。

○3 評量方法

       A.運用觀察是藝術領域中最常用的方式，常與探索、操作、示範、口頭描述、解釋、情境判斷、價值體系等方式一起使用。

       B.藝術評量涵蓋認知、動作技能、情意、社會責任等藝術行為，包括知道、察覺、探索、組織、評價、操作、合作與互動等行

為層次。

       C.評量歷程中將學生各種藝術學習活動表現加以記錄，並應用量化形式資料(如：藝術認知測驗、美感態度量表、表現作品、

素養指標測驗等)；質化形式資料(如：觀察紀錄、角色扮演、自學計畫、審美札記、藝術生活規劃等)，協助學生達到藝術

學習與藝術素養的基本能力。

       D.善用其他評量方法，如：問答、問卷調查、軼事紀錄、測驗、自陳法、評定量表、檢核表、基準評量、討論等，確實掌握教

學目標。

     6.增列「教材內容」藝術教學之重要性

（1）強調九年一貫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課程內容設計之教材要「繼續性」、「程序性」與「統合性」三者所組織學習經驗原則。程序性

與繼續性有密切相關，每一繼起的經驗，固當建立在前一經驗之上，應對同一素材作更廣泛、更深一層的處理；統合性則指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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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之橫的聯繫。就教材內容設計而言，也提示了由簡入繁，由易入難的原則。

（2）為統整視覺藝術、音樂、表演藝術三方面藝術教學，協助國中小教師，針對不同階段、不同的分段能力指標與不同的藝術屬性間

之設計課程與教學成效。

（3）將課綱中「教材範圍與基本學習內容要項」加以統整成「教材內容四個面向，即表現試探、基本概念、藝術與歷史文化、藝術與

生活」，作為課程內容統整方向與檢驗課程目標的落實效標，長期培育可銜接高中藝術領域的學習。

（4）「表現試探」與「基本概念」雖以分科方式說明，但各項內容仍具有統整性質，而非切割分類；「藝術與歷史文化」與「藝術與生

活」則以統整方式為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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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數學 

97課綱在基本理念、課程目標、學習評量、實施要點(包括教學、評量、教科書、電腦與電算器)並無大幅度調整，僅就學習階段區分、

四大主題內容進行些微調整。以下略述之：

(一)學習階段區分調整

1.學習階段調整

學習階段 92課綱 97課綱

第一階段 ㄧ至三年級 ㄧ、二年級

第二階段 四至五年級 三、四年級

第三階段 六至九年級 五、六年級

第四階段 七至九年級

2.教學目標調整

因應 97課綱學習階段之調整，其各階段教學目標如下：

(1)第一階段(國小一至二年級)：能初步掌握數、量、形的概念，其重點在自然數及其運算、長度與簡單圖形之認識。

(2)第二階段(國小三至四年級)：在數方面要能熟練自然數的四則與混合計算，培養流暢的數字感；另外，應初步學習分數與小數的概念。

在量上則以長度的學習為基礎，學習各種量的常用單位及其計算。幾何上則慢慢發展以角、邊要素認識幾何圖形的能力，並能以操作

認識幾何圖形的性質。

(3)第三階段(國小五至六年級)：在小學畢業前，應能熟練小數與分數的四則計算；能利用常用數量關係，解決日常生活的問題；能認識

簡單平面與立體形體的幾何性質，並理解其面積或體積之計算；能製作簡單的統計圖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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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四大主題內容調整重點說明

1.數與量

(1)整數

A.乘除法在三年級只處理乘數、除數為一位數的情況，四年級處理較大數，五年級才熟練。

B.二年級做加減兩步驟問題與兩位數估算。三年級做加減兩步驟併式。

C.認識最大公因數與最小公倍數移五年級，六年級引入短除法處理因倍數問題。

D.五年級解三步驟問題時，應能併式。

E.六年級加入導出單位之初步認識。

(2)分數、小數

A.單位分數移至三年級。整數相除在四年級處理完成。確定五年級處理分數除以整數的問題。

B.四年級僅處理二位小數，三位小數併入五年級多位小數。商為小數之除法直式也移至五年級。小數之四捨五入移至六年級。

C.新增數線前置經驗，三年級標記一位小數，四年級標記簡單分數。

D.確定六年級應做分數與小數之兩步驟問題。

(3)量

量與實測是國小數學的核心課程之一，其中量包含長度、重量、容量、時間、角度、面積、體積等生活中常用的七種量。其中長

度、容量、角度、面積、體積屬於幾何(視覺)量。

97課綱將 92課綱四個學習歷程(初步概念與直接比較、間接比較與個別單位、常用單位的約定、常用單位的換算)調整，97課綱將

其中初步概念與直接比較、間接比較與個別單位整合為初步認識，並增加量的計算，特別強調複名數的計算。

97課綱對於量與實測的學習歷程修正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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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初步認識：在初步階段，學生應從日常情境中認識該類量的意義，並能做簡單自然的度量，並進而體認該類量比較大小的意義。

B.常用單位：認識某類量之常用單位，並能運用此單位，做量的比較、加、減、乘、除。

C.單位換算：在測量時，首先能用複名數來描述測量結果。然後再利用單位換算的約定，來進行換算。

D.量的計算：結合直式計算、複名數、單位換算的經驗，解決日常生活中量的計算問題。

2.幾何

(1)二年級由邊長關係僅認識平面圖形即可。

(2)在三年級先認識正方形與長方形。

(3)平角與周角的認識，由五年級圓心角細目移至四年級旋轉角。

(4)確定應學習正方體與長方體的表面積。

(5)面的垂直與平行移至六年級。

(6)基本椎體與柱體移至五年級。

(7)刪除圖形縮放時對面積的影響。

3.代數

(1) 97課綱微調強調併式演算的能力，並活用運算律於簡化計算。橫式演算與運算律都是國中代數符號演算的重要基礎。

(2)二到四年級，造成教學困擾的算式填充題細目全部刪除。四到六年級的「中文簡記式」部份不需由綱要規定，也全數刪除。

(3)國小教學時也等量公理解方程式問題已做明確規範，指認是如何解單步驟問題。並刪除兩步驟方程式型的問題。

(4)加法結合律由一年級移至二年級，「先乘後除等於先除後乘」與「連除等於除以兩數之積」由四年級移至五年級。

(5)「乘除互逆」在三年級完成。

(6)四年級新增「應用運算律」之檢查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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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統計與機率

(1)圓形圖的教學一律從四年級移至六年級。
(2)製作統計圖由五年級移至六年級。

九、自然與生活科技

（一）本領域課程綱要（97 年課綱）研修之基本認識 

  1.內容應為國民教育必要的基本課程。 

  2.教學應以探究和實作的方式來進行，強調手腦並用、活動導向、設計與製作兼顧，以及知能與態度並重。 

  3.目標重視培養國民的科學與技術的精神及素養。 

  4.尊重九年一貫課程之開放架構和專題本位之原始構想。 

    科學、技術、數學共同構成廣義的科學素養(在九年一貫課程中，數學另外獨立成一個學習領域)。 

•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課程綱要的基本理念是培育科學素養需包括三個面向的內涵：  

  (1)自然學科知識。 

  (2)科學思維模式與科學探索方法。 

  (3)在生活中應用科學技術，並能與社會脈絡相結合。 

•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課程的學習內容所包含的即為一般所稱的自然科學課程(physical science)與生活科技課程，本綱要統稱為科學課程

(science curriculum)。 

•學生應該能夠認知：  

  (1)科學雖然未必代表真理，但是必須符合自然的規律而且經得起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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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科學鼓勵想像與創意，但是仍然服膺證據與邏輯推理。 

  (3)科學不會屈服於威權，但仍應尊重社會的共識價值，並遵守人類基本倫理道德的同理心。 

•學習者在追求學科知識的過程中若不能發展出理性思辨與科學態度的核心能力，那麼科學學習就不能算是成功。 

•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課程綱要實施至今已滿六年。時代變遷快速，原來的內涵在執行上已經有了落差，無法契合原來規劃的教學和學習需

求。因此，此次在課程綱要各面向上作細微的調整，期能達成更成功的科學學習。 

 （二）本領域課程綱要（97 年課綱）修訂摘要 

   1.「基本理念、課程目標內容未更動、也未更動分段能力指標與十大基本能力之關係」 

    為維護九年一貫之精神，本領域依據教育部 92 年 1 月 15 日正式公佈「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領域課程綱要」作為課

程綱要的微調基礎，決議研修之基本方向「尊重原課程綱要之基本架構分項」，「能力指標內容未更動、內容也未更動分段能力指標與十大基

本能力之關係」。 

   2.修訂「學習領域要點說明、更正第四階段年級的名稱」 

    重新撰寫能力指標的前言說明部分，以及第四階段「七、八、九年級」更正為「國中一、二、三年級」）  

 （三）課綱微調的原則 

   1.課綱微調工作中，遵守原課程綱要之基本理念、課程目標，以及科學素養。 

   2.基本理念在未經周詳討論前暫不調整，也不訂分年細目，按目前區分的第Ⅱ、Ⅲ、Ⅳ階段。 

   3.在微調工作中，委員會尊重九年一貫課程「彈性、多元」，以及「基本能力」培養的精神，同時正視目前教材品質、學生學習負擔與升

學現實問題。 

   4.在共識決議下，為了改善科目、教材選擇，以及教科書編輯等疑議，乃就原課程綱要部分內容進行微調、研修或增加說明，以使課程

綱要更為周詳，兼顧清楚及具體、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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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領域微調要點說明 

   1.增列「（三）學習領域要點說明」以闡述學生學習的內涵與實施的原則要項，置於(二)課程目標之後 

    其內容如下：  

    本課程綱要為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領域學習之主要內涵與實施原則。學校應據以安排適當的教學情境和教材，進行有效的教學活動，激

勵學生學習，達成課程目標及設定的分段能力。 

   2.依據課程總綱說明，學習領域為學習之主要內容，而非學科名稱 

    無論教材選編或教師教學皆應掌握統整之精神，視學習內容之性質，實施分科協同教學。除必修課程外，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領域得依

學生性向、學校發展特色及社區需求，運用彈性學習等節數，提供選修課程或協助學生組織相關社團。 

   3.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領域課程綱要之內容，依知識結構及學習心理之發展原則而劃分為四階段： 

    第一階段為國小一至二年級、第二階段為國小三至四年級、第三階段為國小五至六年級、第四階段為國中一至三年級，每一階段均設定

的能力指標，此分段能力指標為達成課程目標之依據，為教材選編、教師教學與學習評鑑之依據。 

   4.依課程總綱之學習領域結構表規定，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領域第一階段(國小一至二年級)應與社會、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統合為生活

課程，實施統整規劃教學。 

   5.第四階段課程即為中等教育前期，正值學生身心與學習發展之關鍵期，課程內容除應銜接國小各階段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領域之核心、

基本能力之外，亦應考量後期中等教育之需求，加強科學概念內容。 

    課程設計宜先以發展生活化之應用科學為主，漸進納入專業學科知能，並於此階段後期致力完成概念統整。 

  6.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領域的主要內涵 

   包括物質與能、生命世界、地球環境、生態保育、資訊科技等認知面向的學習學習，並著重培養科學知能及態度、提升尊重生命與愛護

環境的情操，以及善用科技與資訊等。習得基本能力外，同時能將此能力轉化、實踐於日常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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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調整與修訂「分段能力指標」的前言，說明各項能力指標的內涵，以及修訂「（六）實施要點」「1.教材選編」等之文字內容，使其理念

更為明確、周詳。 

  說明「科學(與科技)素養」內涵：  

  (1)過程技能：增進科學探究過程之心智運作能力；  

  (2)科學與技術認知：科學概念與技術的培養與訓練；  

  (3)科學與技術本質：科學是可驗證的、技術是可操作的；  

  (4)科技的發展：了解科學如何發現與技術如何發展的過程；  

  (5)科學態度：處事求真求實、喜愛探究之科學精神與態度、感受科學之美與影響力；  

  (6)思考智能：對事物能夠做推論與批判、解決問題等整合性的科學思維能力，以及資訊統整能力；  

  (7)科學應用：應用科學知識以及探究方法以處理問題的能力。 

  (8)設計與製作：能夠運用個人與團體合作的創意來製作科技的產品。 

  8.「課程綱要」正文中的「教材選編」段落，增加一段文字，以具體說明「附錄一」與「附錄二」之角色。 

   調整與修訂「1.教材選編」之文字內容，使其理念更為明確。說明應據以做為教科書審查時規範編訂教材的依據。 

  •(3)「科學與技術認知」能力指標之詳細內容列於本課程綱要之「附錄一」與「附錄二」，教材選擇時應參考此等附錄，不可超出其範圍，

增加課程難度，教材內容並應兼顧認知、技能與情意的學習。 

  •(5)教材組織時應審慎解析分段能力指標之內涵，建立次要概念，以配合學生起點行為、發展階段與成熟度，以培養核心、重要、基本

能力，並應重視其發展之連續性，適時提供必要之練習，使能力精熟、完整養成。 

  •物質是由粒子所組成(6 項修為 4項)  

  •「地、日、月系統」中之「4b.認識潮汐的現象，並了解潮汐發生的原因」增列「，以及潮汐對生活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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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子結構」中「4i 化合物的鍵結」修為•「4i.經由實驗或模型了解化學反應(例如分解、結合、置換等)是原子重新排列的概念。」 

  9.刪除「附錄三：學校本位課程設計」之「三、國民中學（第四學習階段）之課程設計」 

   （1）表列各年級內容無法適應學校之個別差異或需求。 

   （2）放在「學校本位課程」下，顯得突兀。 

   （3）僅為「第四階段教學進程規劃」考量，缺少各年級指標規劃的一致性。 

   （4）解決部編本是否要遵守附錄三「教學進程規劃表」問題。 

 10.修訂「附錄一：教材內容要項」與「附錄二：教材內容細目」 

   重要微調部分包括(1)刪除或新增(2)重整認知結構層次(3)因應趨勢與環境變遷，使教材內容概念更具體、明確及周詳。 

• 附錄一的微調部分舉例說明如下： 

主題生活中的科技，順序的異動、修改遣詞用字或內容整併。 

130 物質的構造與功用→120 物質的組成與功用 

531 科技文明→410 科技的發展與文明 

530 創意與製作→411 創意、設計與製作 

521 科學之美→522 自然之美 

410→425 食品及生物科技 

刪除 219 化學平衡及 413 電及其應用。 

•附錄二中，次主題的變更舉例說明： 

因應趨勢與環境變遷  新增(p.65) 513 4e.新興能源的科技 

(例如汽電共生、生質能、油電混合動力車、燃料電池、風能、太陽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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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趨勢與環境變遷新增(p.55) 220 4g.知道聖嬰現象。 

字句的精簡 

110 範例的刪減 1b, 3d (p. 44)  

1b.察覺地表各處有石頭、砂與土壤等，他們各具特徵，可以分辨。→1b.察覺地表有石頭、砂與土壤等，各具特徵，可以分辨。 

3d.觀察並知道岩石主要是由各種不同礦物組合而成。→3d.觀察並知道岩石主要是由各種礦物組合而成。 

※以上→(箭號)表示(修正為)之意。 

另外，仍有多處未舉例，請看 97 年本領域課綱微調完整之修正對照表。 

 

十、綜合活動

（一）綜合活動微調課綱背景及重點說明

隨著教育改革的日趨穩步向前，綜合活動的暫綱經過學者專家不斷研討和來自老師教學現場所面臨的困境，亟需進一步加以檢視，遂有

了修訂成新綱的呼聲。這些修訂的背景及其重點茲說明如下：

   1.同主題軸能力指標的再區隔

原來暫綱中綜合活動領域僅在理念之下，列舉了四大主題軸：分別是認識自我、生活經營、社會參與和保護自我與環境。其中各主題軸

下的能力指標區隔不甚清楚，有再區隔的必要。如：92暫綱之 1-1-1能力指標為「描述對自己以即與自己相關人事物的感受」，經過再區隔

後，新綱的 1-1-1能力指標內容為「探索並分享對自己以及與自己相關人事物的感受。」

   2.學校自編教材的再引導

經過輔導團近年來的普查發現，目前有越來越多甚至超過半數臺北市國小的綜合活動領域教材是完全自編或部分自編，比例頗高。因此

在學校進行教材自編時，92暫綱的 69條能力指標仍顯不足不敷使用，因此有實際修訂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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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專業師資條件的新規範

有鑑於教師專業成長的需求及符應教育部精進教師教學能力計畫，綜合活動領域中央輔導團及臺北市國民教育輔導團莫不戮力規劃綜合

活動領域的專業能力規準和提昇領域專業能力的核心課程，以有別於九年一貫的普遍化成長課程，並就領域的能力指標做一重新的檢視。

  4.回應現場教師的需求

現場教師對於能力指標的意涵和與其他領域重疊性頗高的存在現狀，雜聲不斷，甚至有捨綜合活動領域課程時間挪作他用之情形，因此

如何提昇教師對綜合活動課程的能力指標有進一步說明己補述的必要。

（二）新舊課綱之間的差異分析

 1.基本理念

首先，在 100年的新綱中清楚地揭示出綜合活動領域課程的總目標：「培養學生具備生活實踐的能力。」讓學校和教師在規劃領域教學

和學習有一個清晰的方向與依歸。

其次，相較於 92年綜合活動領域課綱的理念：「一個人對所知的萬事萬物要產生更深入的認識於是透過實踐、體驗、省思，建構內化的

意義。本領域是為落實此一教育理念而設置的學習領域」即將實施的 100年綜合活動領域修訂綱要中明確揭示：「綜合活動學習領域旨在善

用知識統整與協同教學，引導學習者透過體驗、省思與實踐的心智及行為運作活動，建構內化意義與涵養利他情懷，提升其自我發展、生活

經營、社會參與、保護自我與環境的生活實踐能力。」。其最大不同處在於：

（1）新綱中將知識統整和統整教學的教學模式清楚定調，取代原本「萬事萬物中自然涵融的各類知識」之漫無邊際而為人所詬病。

（2）明確闡明綜合領域定義：建構生活實踐能力『四大主題軸』的簡潔目標。

（3）透過體驗拓展學習經驗、省思個人意義、實踐體驗所知、鼓勵從容、多元的教學策略安排與活動，達成領域教學目標。

（4）除了建構內化的意義外，更加入了「利他情懷」的元素。

 2.新課綱課程目標發展結構與脈絡的再增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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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年新綱蓋從微調的四大主題軸中發展出課程目標，且不落痕跡地由每個主題軸的敘述中呼應初期所欲達成的核心素養。如：

（1）「促進自我發展」為探索自我潛能與發展自我價值，增進自我管理知能與強化自律負責，尊重自己與他人生命進而體會生命的

價值。

（2）「落實生活經營」為實踐個人生活所需技能並做有效管理，覺察生活中的變化以創新、適應、探究、運用與開發各項資源。

（3）「實踐社會參與」為善用人際關係技巧參與各項團體活動，服務社會並關懷人群，尊重不同族群並積極參與多元文化。

（4）「保護自我與環境」為辨識生活中的危險情境以解決問題，增進對野外生活技能丙大自然和諧相處，保護或改善環境以促進環

境永續發展。

 3.新課綱之內涵架構透過系統化的編排加以貫串

 100新綱之綜合活動領域課程內涵架構是由一項總目標發展出四大主題軸引導十二項核心素養之養成（取代十大指定內涵），並透過六

十九條能力指標讓教師和學校在進行課程編排時能更有更清晰的系統。

 4.100課綱中之各項能力指標中的動詞（如：探索、欣賞、參與、展現、體會、辨識、覺察、發現等）只呈現該項能力的某一「主要」

面向，不是唯一面向。

舉例來說，在指標 1-2-3「辨識與他人相處時自己的情緒」中的動詞「辨識」一語所包含的不只是「辨識」的意涵，尚有「覺察」、「發

現」、「處理」等面向的意涵。因此，教師根據對應指標發展教學活動，或從教學活動中對應能力指標有更大的彈性和自主空間。

 5.參考細目、補充說明之功能

新修訂之參考細目與補充說明旨在提供教師進行教學時所應掌握之要領和建議，能幫助老師將能力指標轉化為主題活動目標，再轉化為

單元目標，最後落實在單元行為目標，以收脈絡清晰，前後有序之效。參考細目的新增相當於「參考的主題活動目標」，教師可依此修改轉

化為數個單元的活動目標，然後再轉化到各單元的行為目標。不同於 92暫綱的是 100年新綱中對於補充說明的新增，能提供更清晰的教學

建議，包含實施年級、各項行事活動。如：搬會、家庭活動、安親班、幹部選舉、家事分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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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課程綱要微調配合事項

一、國語文

（一）學校行政

1.辦理相關研習，務使任課教師都能掌握課綱微調的精神與內涵

雖然課綱只是做微調，但是在學習階段做調整，在用語名稱做改變，強調當代議題與語文重點，將課外閱讀納入評量範圍，這

些都需要教師調整教學計畫，提早準備因應措施。各校亟需讓任課教師儘快了解，掌握方向，才能落實課綱微調的目的。

2.製發新舊課綱對照表與相關訊息，提供教師隨時查閱

微調後的課綱調整學習階段，與過去教師經驗有些不同，若能為每位任課教師準備一份對照表，方便查閱、比對，對教學重點

的掌握會更明晰更聚焦。

3.學校圖書館應充實含括當代議題圖書，並擴及不同文類書籍與參考資料，以備教學所需

當代議題是符應社會進步所需的新知識，教師須吸收新知再轉化成教材以指導學生，所以大量的參考資料必不可少。學校圖書

館若能先為師生準備相關資料，當有助於教師的備課和學生課外學習。

4.預擬課外讀物納入評量範圍的相關配套措施

課外讀物納入評量範圍是本次課綱微調新提出的重點，對教師教學或學生學習都是新的嘗試。如何實施才能達到「建立學生良

好閱讀習慣與帶得走的主動自學能力」的目的，必須有事前周詳的計畫，相關的配套措施，避免再加重師生負擔或只是為評量而評

量。

5.鼓勵教師就課綱微調相關議題進行專業對話，廣納教師反應意見，以為學校課程發展參考

教師在了解課綱微調的精神與內涵之後，應鼓勵教師就課綱微調相關議題進行專業對話，從中可討論問題，反思教學歷程，分

享教學經驗，做為學校課程發展的參考。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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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師教學

1.透過領域會議共同討論新舊課綱的異同

教師可利用領域會議將微調前後的課綱作縱向與橫向的比較，從比較中熟悉課綱精神，了解學習階段的銜接情形，對指標內涵做

更深入的分析，據此，可以臚列出國語文能力的學習序列。對於學生應學會的國語文能力架構，有清楚的整體概念，才能適時適性的

指導學生。

2.能力指標各階段已配合年段劃分，教師教學時應確實掌握該年段應具備的能力水準，進行有效教學

任課教師應熟悉該年段學生應學會的能力，在九年一貫課程中的所在位置。掌握學生過去所學與現在該學和未來將學之間的關

係，可以使學習循序漸進，不致缺漏或無謂重複。

3.廣泛涉獵當代議題（如海洋、生態、性別、族群等），將適合的素材融入教材的編選

來不及編入正式教材中的當代議題，多採融入方式讓學生接觸學習。教師在平常就要廣泛收集相關資料，編選成適合學生身心

發展程度的教材，適時融入教學，讓學生能從中吸收新知，隨時跟上時代脈動。

4.延伸課內閱讀習得的方法、策略，運用到課外相關閱讀，增加學生練習機會以培養自學能力

教師要能掌握課文的教學重點，從中引導孩子發現國語文的規律，歸納出方法、原則、概念，再輔以課外閱讀，使變換不同的問

題狀態和情境，增加練習的機會，有助於學習遷移及基模的建立。

5.進行系統化的閱讀教學，除了培養「閱讀能力」以外，兼顧「良好閱讀態度」與「正確閱讀習慣」的建立

先教學生「如何閱讀」，學生才能從閱讀中吸收知識，自主學習。系統化的教學生如何閱讀是現階段最被重視的課題，不論是閱

讀策略的指導、良好閱讀態度的養成和建立正確閱讀習慣等方面，都需要教師持續的關注。

6.編選適合兒童閱讀的課外讀物，搭配課本的學習，使兒童閱讀的內涵更豐富，學習更多元更完整

教師選用的課外閱讀教材，應能與課內教學相搭配者為佳。兒童一般的課外閱讀材料選擇的彈性很大，通常只要是優良圖書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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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教師選作補充閱讀材料的課外書籍，就應與課程規劃內容相搭配。在範圍上，應列入當代議題的相關內涵，在質量方面，可以延

伸文章長度，讓學生感受整體欲營造的語文氛圍，豐富語境，增加語料，提升閱讀能力。

二、英語

（一）在教育法規面之配套措施

     1.上網公告臺北市國民小學語文學習領域英語程綱要微調草案

          9月底前將臺北市國民小學語文學習領域英語程綱要微調草案，公布於臺北益教網（國民教育輔導團國小英語輔導小組）及天母

國小等相關網站，讓英語教師可先行上網瀏覽。

     2.辦理英語課程綱要微調公聽會暨說明會

（1）10月 7日（四）假東門國小辦理課綱微調（南、北區）公聽會暨說明會，分成上午與下共兩場。9月中旬將委請教育局行文至

各校，請各校務必薦派英語領域召集人或英語教師參與，且填寫「臺北市 99年度國民小學英語課程綱要微調(草案)公聽會暨說

明會意見回饋表」。

（2）會後將彙集英語教師們所提供之意見，邀請教授及專家學者、校長及英語教師討論並予以答覆，做最後之修訂，於 11月中旬將

課程綱要微調內容公告於教育局、臺北益教網（國民教育輔導團國小英語輔導小組）及天母國小網站，12月初印製修訂完成之

臺北市國民小學語文學習領域英語課程綱要，發送給各校英語教師。

      3.於各項研習中加強宣導：

（1）國民教育輔導團國小英語輔導小組於到校服務或辦理之研習中加強宣導英語課程綱要微調內容。

（2）請各群組中心學校辦理研習時，於會中宣導臺北市國民小學語文學習領域英語程綱要微調內容。

（3）請各校於辦理之英語研習時加強宣導臺北市國民小學語文學習領域英語程綱要微調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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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請於英語種子教師研習時加強說明及宣導臺北市國民小學語文學習領域英語程綱要微調內容。

（二）在學校行政面之配套措施

   1.學校在聘任英語教師時，以具備英語教師資格為優先考量，簡述如下：

（1）通過教育部 88年所辦國小英語教師英語能力檢核測驗檢核者。

（2）畢業於英文(語)相關系所者、畢業於外文系英文(語)組者(含未分組之外語文系，經畢業之大學開具主修英文之證明者)、畢業於英

文(語)輔系者、國民小學英語教師學士後教育學分班結業者、修畢各大學為國小英語教學所開設之英語 20學分班者。

（3）達到 CEF架構 B2(高階級)。

（4）經縣市政府自行培訓檢核通過者。

   2.請英語教師在教學時以臺北市國民小學語文學習領域英語課程綱要修訂完成之版本為準則，做為評量之依據。

   3.逐年編列預算，建置及充實英語專科教室，營造雙語校園及豐富情境佈置。

   4.鼓勵英語教師參加各項研習，並予以公假派代，主動提供行政之協助、支持、資源及支援，以協助教師提升其專業知能。

   5.英語補救教學：

（1）各校評估學生的學習需求，宜開設英語攜手班及激勵班來進行相關補救教學。

（2）師資不足時，可向各大專院校英語科系徵詢，與其建立長期合作關係，或向具備英語專長之家長志工、退休教師覓得資源。

（3）配合學校課程的內容，可參考使用國民教育輔導團國小英語輔導小組所編寫的 English Easy Go I ~ IV冊及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

印製之英語補救教學教材做為補救教學教材。

（4）落實「ㄧ個孩子都不能少」的教育政策，激發孩子學習英語的興趣。

（三）在教師專業面之配套措施

     1.鼓勵英語教師主動關心英語領域課程發展，積極參與並瞭解臺北市國民小學語文學習領域英語課程綱要修訂之相關事宜，並於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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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以臺北市國民小學語文學習領域英語課程綱要修訂完成之版本為準則，做為評量之依據。

     2.鼓勵教師建立及發展專業社群，增進教師專業對話及分享之機制，以提升教師之專業知能。

     3.鼓勵教師組成讀書會並建立同儕視導機制，彼此分享教學經驗。

三、本土語言

（一）學校行政應落實正常選課與編班的機制

1.落實教育部之規定，依學生及家長之共同意願選修本土語言課程，作為開課依據，但為了達到家長協助母語傳承之目的，應引導學生

儘量依父母之母語作為選修之參考。

2.學校年級間的開課應儘量實施班群同一時段開設本土語言課程之設計，俾能提供學生確實依志願跨班選修之需要。

3.選修本土語言應在正課實施，除非特殊個案報請教育局備查才能利用其他時間上課。

（二）在教師專業方面的配套措施

1.擔任本土語言課程之師資依規定必須接受完整之初、進階研習取得合格證書者擔任之，若以支援工作人員擔任，必須有現職正式教師

擔任助教，除了必要時協助班級經營外，一方面也可以和支援工作人員相互觀摩學習。

2.學校甄選本土語言之支援工作人員應依相關規定辦理，並在平時注意其教學品質及相關考核工作，作為次年是否續聘依據。

3.學校除了落實本土語言正常教學外，應配合課程及教師專業發展需要，定期實施專業對話，分享教學方法、教學評量及資源有效運用…

等方面，尤其是學期初、學期末更要針對支援工作人員給予必要之要求與對話，以提升教師專業知能 。

4.配合本局或輔導團之規劃，安排各校之種子教師參加課程綱要微調與能力指標修訂之研習與進修，並安排進修後回校作分享，讓教師

對學習能力指標的解讀與教學的對應有正確認知與運用。

（三）針對本土語言學習情境之配套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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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學校文化走廊、川堂或教室內…等適當位置，依課程需要作本土語言教學之布置，以延伸學生學習成效。

2.鼓勵教師將本土語言融入其他領域或活動中，讓本土語言融入日常生活中，以增進本土語言之學習機會，擴大其學習成效。

3.結合臺灣母語日之精神舉辦相關之推廣活動或母語廣播…等，提升學生學習母語之興趣。

4.學校應利用各種公開儀式或學校出版品鼓勵家長發揮推展母語之責任，以達成相輔相成之效果。

四、健康與體育

（一）建構多元的教學資源中心

1.網路資源：

台灣健康促進學校 http://www.hps.pro.edu.tw/

國民小學教師之健康教育教學專業能力充能網 http://140.122.145.81/

台灣健康促進學校輔導網絡 http://hps.giee.ntnu.edu.tw/index.aspx

六大學習網—健康醫學網 http://health.edu.tw/health/

2.視聽媒材：圖片/照片/錄影帶/錄音帶/CD等

3.模型/實物

4.參考用書、期刊、雜誌、其他

（二）成立研究小組，研討健體學習領域微調內容，訂定學校課程發展與實施要項

1.透過領域會議，進行課程規劃與設計，研訂課程發展計畫。

2.落實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功能，增進領域間橫向聯繫與整合。

（三）辦理健體學習領域教師研習進修、教學研究會議，提升專業知能，落實教學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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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了解教材內容，進行主題研討與教學設計

健康教材 10類別 體育教材 10要項

生長發育與老化、死亡 開發身體功能與運動技能

個人衛生 飲食與運動

性教育 運動概念

人與食物 運動規則

安全與急救 運動參與及規畫

藥物教育 休閒與體適能

健康心理 運動欣賞

健康促進與疾病預防 運動安全與傷害

消費者健康 運動與人際關係

環境教育 運動精神與道德

2.配合教育部政策，落實教師健康教育專業與教學能力

聘任專業師資，落實「健康與體育」課程所規範的能力本位教學。

依據教育部 98年 5月 14日台國（二）字第 0980065935C號令訂定教育部補助辦理國民小學教師健康教育專業能力提升計畫作業要

點三年計畫：議題為: 98學年度：性教育、個人衛生 99學年度：人與食物、健康心理、消費者健康、藥物教育

100學年度：安全與急救、生長發育與老化、死亡、健康促進與疾病預防、群體健康

3.辦理校內健康與體育學習領域教學觀摩活動，落實同儕合作和專業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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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自辦或薦派教師參加健康教育教學研習，全面提升國小教師健康教育知能。

（四）實施課程發展與評鑑

1.學校本位課程發展：依健康與體育教材內涵、學校條件，因校制宜，發展具學校特色的健康與體育課程。

2.實施課程評鑑：

籌劃階段：宣導研習、專業訓練、任務分工、建構組織。

設計階段：組織運作、目標與架構、教學方法、資源、評量等設計、回饋機制。

實施階段：教學前研討、教學實施與檢核、教學後研討、回饋與修正。

成果評鑑：學生學習效果、教師專業成長、滿意情形、結果分享。

3.教科書編選：

能詳細閱讀能力指標之條文並深入理解指標意涵，以利教科用書之編選。

對於將指標轉化成教材部分，宜有較系統之分析以利教材之選編。

提供具有區域特色之補充教材。

（五）對教師的建議

1.詳細閱讀能力指標之條文並深入理解指標意涵，以利教科用書之選用。

2.轉化能力指標，設計教學活動，確保學生能力之培養。

3.依學校特色、地區特色及學生需求，選編補充教材。

（六）結合家庭、社區、校際間的合作以延伸學生學習的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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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社會

（一）在教育法規面之配套措施

製成微調後新課綱宣傳說帖，闡述新課綱的精神與內涵

新課綱中的基本精神與實施要點有關鍵性的調整與補充，尤其增加每一學習階段的教材內容，與修訂教學評量要點，使社會學習領

域課程實施有了更具體可依循的系統發展性教材規劃，為能力指標之廣泛敘述提供具體可行的轉化教材內容，增加能力指標的達成程度。

建議製作微調後新課綱的宣傳說帖，說帖內容以微調前後之課綱比較為主軸，並強調(1)領域的目標價值(2)本次教育改革的核心(3)

課綱微調的新理念與特色。

（二）在學校行政面上的配套措施

    1.提升教師專業素養

（1）教師主動增能：請教師連結教育部網站，定期主動閱讀課綱等相關議題及內容，作為自主學習、增能升級的專業表現。

（2）教師研習增能：辦理課綱修正後增加的「海洋教育基本知能」、「媒體素養基本知能」、「動物福利基本知能」、「勞動人權基本知能」

等議題進行其內涵與教材教法之相關研習。

（3）教師專業社群：鼓勵形成社會領域專業社群，架構平台、溝通專業與進行知識管理。

   2.提升教科書編審品質

（1）配合新課程之推動，加強教科書相關配套(如辦理教材研討、編審座談、使用意見回饋等)，以提升教科書編審品質。

（2）教科書選擇審定，由現行「逐冊」選擇審定，改為以「學年」或「學習階段」選擇審定，便於檢視教材銜接情形，確保教材符應

能力指標。

（3）加強落實重大議題融入教科書，要求出版業者加強重大議題融入各領域編輯計畫，並請審定委員會納入審查要項，必要時邀請相

關議題專家學者，列席提供諮詢意見。

208

- 208 -



�0�

臺北市因應九年一貫課程綱要微調實務手冊

   3.學校教師在選課本時，應注意教科書版本是否將新的綱要內容放入。

（三）強化課程發展研究

   1.辦理區域型的研習，讓老師知道課綱微調到底是調整哪些內容。

   2.進行課綱結構性問題研究。為利於課程改革，需實證研究做為革新基礎，有

必要及早進行課程發展基礎性研究。

（四）改善學習評量方式

   1.彙整檢視命題雙向細目表，加強學生成就表現水準分析與試題研發等。

   2.評量結果運用上，加強協助了解學生學習情形，進行課後補救教學計畫。

六、生活

（一）了解生活課程的性質

  1.以兒童為主體、以生活為整體的統整課程

  2.以生活能力為目標培養全人發展的兒童

  3.連貫三個領域所要達成的能力指標

  4.更強調歷程評量與多元評量

  5.教學活動設計中整合三個領域的重要知識內容

（二）以兒童為主體

  1.提供真實豐富的環境

教師教學中要順應兒童喜歡真實事物的心性，教學內容不能脫離真實的教學環境，要提供一個豐富的環境讓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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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學習。於是舉凡校園、社區、同學的住家、學校附近的環境和產業等，都成為教學的場域。

  2.兒童充滿好奇心，重視兒童興趣

兒童的世界是一個與他個人的興趣有關的世界，而不是一個事實與法則的世界（John Dewey,1915/1990）。生活課程是針對國小一、二

年級設計的課程，基於兒童的心性，具有高度的渴望、好奇心、想像力、動機和熱情，重視體驗、探索，引發兒童對於萬事萬物的興趣。

在學習中，由教師觀察學生平日感興趣的物品，或是在教學中以學生興趣來進行教學，讓孩子成為課堂的主人，跟以往由老師來決定課

程的內容有所不同。

  3.感官的體驗，拓展經驗

生活課程強調探索與體驗，藉由體驗教學法、活動教學法等來讓兒童透過五官的感受，打開兒童對世界的視野，豐富兒童的世界。

  4.學生將經驗意義化

歐用生(2006)指出學習是學生意義創塑的歷程。學生是學習的主體，不是只有將知識輸入腦中或是侷限於從外部得到經驗，要經過自

己的思考，將得到的經驗和感受加以組織、發表、創作，讓學生將學習的過程或所得到的經驗意義化。「學生中心取向」認為學生是主動

的學習者，學習不是將環境中的事物傳授給學生，而是他在與環境交互作用過程中，創造意義，產生知識。(黃政傑，1991)。

 5.兒童經驗不斷的重組與改造

在學生的學習過程如果只是為了得到經驗，將會有弱化學生能力的可能。杜威在《經驗與教育》一書的最後一章明白的指出：經驗是

教育的工具與目的（引自歐用生，2006）。不是只把經驗當成目的，也要把經驗當成工具。杜威認為兒童經驗的改造與重組，就是兒童不

斷再建構的歷程（引自歐用生，2006）。隨著兒童獲得經驗，拓展兒童眼界，兒童內心情境將不斷的改變，藉由每一次學習所發展的能力，

成為下次學習的起點。我们可以發現有許多表演能力的培養、語文能力的表達、團隊合作的能力、問題解決能力等，期待經過孩子多次

經驗的重組與轉化，這些能力將成為自己帶得走的能力。

（三）以生活為整體的統整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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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教師們的教學設計設計，較常出現的是「科際整合」的統整方式，即列出生活課程正式綱要中三個領域的能力指標，在一個主題

中依序設計教學活動，以達到統整的目的。但是這些教學活動在領域與領域之間的聯繫，有時較為薄弱。生活課程的課程綱要經過研修

後，較容易從主題軸著手，透過超連結的活動設計，統整三個領域的內容。

（四）以主題的方式整合三個領域的重要知識內容，呈現兒童的生活脈絡

以兒童生活中的事物為主題，整合三個領域的重要內容與活動，從校園擴大至社區，除了社區踏查外，社區的環境和產業也成為教

學的重點。

（五）以生活能力為目標培養全人發展的兒童

生活課程綱要研修後，將正式綱要中社會、藝術與人文、自然與生活科技三個領域分列的九條主題軸，調整為以兒童生活能力為主的

五個主軸：探索與體驗、理解與欣賞、表現與運用、溝通與合作、態度與情操，在這 22個教學設計中，大部分老師都從「探索與體驗」

著手，引導兒童從自己的發現中整理出相關的概念，得到對知識的「理解」，並運用五官「欣賞」生活中的人、事、物，再運用各種不

同的媒材，將自己看到的、感受到的或想像的，以不同的形式「表現」出來，也將課堂所學的知識與能力，「運用」在日常生活中；在

學習的過程中，教師們設計不同的情境，讓兒童與他人進行「溝通」與「合作」，以達成學習目標；所有的學習歷程，都期待引發兒童

正面的生活「態度與情操」，體會學習與生活的樂趣，培養對人、事、物的基本禮儀，養成對環境與生命的關懷，成為全人發展的兒童。

（六）生活課程在地化教學設計呈現的教師自主性

1.生活課程以生活為中心，以兒童為主體，但是為了達成生活課程的目標，在課程的轉化過程中，教師居於樞紐的地位~ 設計自編的「在

地化教學設計」。

2.課程轉化理論中教師的角色

（1）任課教師覺知「針對其所使用的教科書（正式課程），進行在地化素材的補充與轉化」的重要性。

（2）任課教師具備「設計在地化教學」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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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任課教師具備「實施在地化教學設計」的能力。

（4）任課教師具備「反省檢討在地化教學設計」的能力。

（5）教學設計中所呈現的教師自主性 ,認同在地化的素材需由任課教師設計,以所設計的活動進行教學,教學後進行省思。

七、藝術與人文

（一）在教育法規面之配套措施

   1.製成微調後新課綱宣傳說帖，闡述新課綱的精神與內涵

新課綱中的基本精神與實施要點有關鍵性的調整與補充，尤其增加每一學習階段的教材內容，與修訂教學評量要點，使藝術與人文

的課程實施有了更具體可依循的系統發展性教材規劃，為能力指標之廣泛敘述提供具體可行的轉化教材內容，增加能力指標的達成程

度。

建議製作微調後新課綱的宣傳說帖，說帖內容以微調前後之課綱比較為主軸，並強調(1)領域的目標價值(2)本次教育改革的核心(3)

課綱微調的新理念與特色。

   2.廣開藝術與人文師資專長認證培育機制

由於國小大多為包班制，自九年一貫藝術與人文課程實施至目前，音樂大多被拆開授課，排科任授藝術與人文中的音樂部份，視覺

則大多為行政人員擔任，或由級任老師授課，至於表演之師資在學校任教的比例極低，因此表演課大多未落實，此種非專長教師授課之

比例偏高，為解決非專長教師擔任藝術與人文的教學問題。

建議廣設藝術第二專長學分班之開設或擴大舉辦相關研習來加強師資之專長授課(採教師認證或專長學分證明)。並因應藝術與人文

教科書輪用機制，提升教師具備編選教材的能力。

   3.檢視現有設備與場地設施之不足，謀求立法規定國中小藝術與人文課程基本設備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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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九年國教實施至今，各校對於藝術與人文課程實施之相關設施從未檢視與增補，透過目前的訪視與調查發現：

     (1)專科教室內之基本操作工具與設備不足。(2)沒有適合之場地進行較安全的表演藝術教學。

建議：請藝術與人文領域教學專家為視覺、音樂與表演藝術教學之基本配備、教學空間做具體的實務規劃提供學校參考，並請地方

教育機關逐年編列經費購置與改善。

   4.在教科書編審制度法規面謀求配套與解決九年與各分段間課程教學內容架構問題：

藝術與人文課程實施以來，各分段間課程與教學內容架構，直接影響學生藝術素養與增能成效。十年來未能架構各階段縱向與橫向

學科內容連貫性，忽略藝術美學學習架構，與學生生活文化環境脈絡脫節…等。

建議進行新課綱之課程編訂與教材編輯之研究，同時對於出版藝術與人文課本有興趣之出版商，由教研院、國立編譯館與之先行會

商及討論，共同訂出編輯大方向，以利未來不同版本課本能互相連結與使用。並且能夠檢視審定教科書之教材內容是否達到課程目標與

落實能力指標之教學要求。

  5.建立藝術與人文實施檢核機制，並定期對全國中小學進行藝術與人文課程教學成效檢測

藝術與人文長期被視為副科，大多數的學校對藝術與人文課程並不重視，授課淪為酬庸，或安排不適任教師授課，以致藝術與人文

課程衍生出諸多問題。

建議由教育部統一定期對全國中小學進行藝術與人文教學成效做檢測，施測對象為六年級及九年級學生，以了解國中小藝術與人文

教學是否有達「能力指標」以及「素養指標」。

(二) 在學校行政面上的配套措施

 1.學校行政層面上建立課程授課安排之配套措施：

藝術與人文課程在學校層面上的實施，面臨「學校班級數」、「教師授課時數」、「行政人員配課」…等諸多問題限制。

建議各校建立一套安排藝術與人文授課標準模式，其模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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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六班以下

藝術與人文課程由導師自行授課，因此導師必須加強藝術與人文教學能力。

        (2)六班~二十四班

藝術與人文課程由導師自行授課，或安排科任老師授課，若由科任 授課，則可有下面兩種模式：

1. 具美術專長教師每週授課 2 節，授課內容涵蓋視覺藝術及表演，音樂老師每週授課 1 節 。

2. 具音樂專長教師每週授課 2 節，授課內容包含音樂及表演，視覺藝術老師則每週授課 1 節 。

        (3)二十四班以上班級

藝術與人文課程由科任老師授課，分別安排具視覺藝術、音樂、表演專程之教師授課，教師則採「協同教學」或「班群教學」、

「循環教學」等方式授課，該年級之藝術與人文科目應安排於同一天、同一時段進行。授課參考如下(以三年級為例)

三年一班 三年二班 三年三班

1 節
2 節
3 節
4 節
5 節 藝術與人文(1) 藝術與人文(1) 藝術與人文(1)
6 節 藝術與人文(2) 藝術與人文(2) 藝術與人文(2)

週
一

7 節 藝術與人文(3) 藝術與人文(3) 藝術與人文(3)
週二

註 編號(1)為具美術專長教師

編號(2)為具音樂專長教師

編號(3)為具表演藝術專長教師

※ 如此就可以進行「協同教學」、「班群教學」、「循環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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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在教師專業面上的配套措施

 1.加強教師建立「學校一般藝術教育目標之價值觀念」：

各級行政與學校教師重視升學科目，輕視藝術課程正常教學之價值觀念，尤其諸多國中階段學校將八、九年級藝術與人文課程，配

課給升學科目的導師，提供主科加強的時數，未正常教學，對學校一般藝術教育目標之價值觀念嚴重偏差等。

建議加強教師建立教師藝術與人文素養，並推動「一般藝術教育目標之價值觀念」，學校宜在教師進修上(週三或假日)安排藝術與人

文素養教育正確觀念與信念。

 2.從教師專業面、現實面謀求配套與解決教學實施成效問題：

教師之間對話管道和習慣仍不足，最嚴重的是缺乏時間規劃，且團隊協同的配套與制度不易建立，教學研究會流於形式，無法根據

學生的異質性作規劃有效的團隊整合教學，許多教學活動逐漸脫離藝術教育的核心價值，為統整而統整取代的是有如綜藝化的夏令營式

活動，有活動無課程，有教材無目標等教學實施成效問題。

建議中小學所成立藝術與人文課程研究會，務必落實其研究工作，定期互動，並於每年做出研究報告，同時藉由研究會之教學研究，

提升藝術與人文教學成效。

 3.輔導學校規劃、設計使用不同版本之行政配套解決之方法

國中與小學、不同版本教科書、不同學年間、城鄉不同地區之間的教材銜接有極大落差，欠缺整合與補救機制等。

建議應對全國各國中小師資結構現況做調查研究並分析，找出解決之道，以改進教學成效不彰、學生自我學習準備度低落等對教科

書的期許與批評。

 4.落實專長教師授課正常化，建立確實有效之督導機制

本國藝術教育長年來的問題在於專長教師的任用與排課未臻理想導致影響藝術教育的品質，要培育學生具備藝術與人文的素養，唯

有改善藝術與人文教師專才專用的問題才能讓藝術與人文的目標落實，目前藝術與人文的授課節數備當作配課的比例偏高，影響藝術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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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的推展，無法達成藝術素養的培育。透過有效監督及課程推動機制運作已達成藝術與人文授課正常化的目標。

建議教育部責成各縣市教育主管機關，對於學校藝術與人文專長教師的任用與排課進行關心、調查與了解其問題，並研擬獎懲措逐

步改善師資的結構，並監督教育局處監督學校的實行。

 5.鼓勵各級教師規劃、設計藝術與人文補充教材，建立教師自編教材之能力

每所學校的特色、環境、資源均不相同，可以設計、規劃各類比賽或研習，培養基層教師設計本位藝術與人文課程之能力，如此除

可建構學校之藝術特色外，亦可將藝術與人文課程真正融入學校本位課程之中，同時亦提升基層教師之課程規劃、設計與編輯之能力。

建議各級學校建立鼓勵機制獎勵能夠規劃設計補充教材或自編教材之教師，並提報縣政府敘獎。

(四) 在教學生態面上的配套措施

 1.運用各種管道、資源，建立支援教師系統，支援學校藝術與人文教學

實施九年一貫課程以來，藝術教學受到相當大的影響，實際上的執行情況在各校之間差異相當大，在教學上的確有困難之處。基層

教師的輔導機制需要行政管道大力的支持。軟硬體設備問題各校差異性極大，教導學生視覺藝術、音樂、表演藝術三方面學習信心不足，

導致教學品質的差距。目前學校藝術教育中最明顯缺乏師資的表演藝術教育，十年來依舊薄弱。社會上表演活動團體發展相當蓬勃，有

些學校能夠與社會團體合作，引進社會資源，這種作法可以暫時彌補師資缺乏的問題。

因此建議活用 2688專案師資、活化課程、教學深耕和專長共聘等師資，或利用外聘教師方式來解決表演師資缺乏之窘境。

八、數學

(一)學校行政方面

1.辦理數學領域課綱微調說明會

2.規劃教師數學課綱微調專業對話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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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師教學方面

1.教師應依據能力指標及其詮釋，規劃課程、教案或依照教科書進行教學。教材選取應配合地方生活環境和學生實際生活，選擇適當而

有趣的題材，並布置適當的學習環境，以利於教學。

2.教師教學應以學生為主體，以學生的數學能力發展為考量。數學學習節奏之疏熟快慢，經常因人而異。教師應避免將全班學生，當做

均質的整體，並應透過教學的評量，分析學生的學習問題，做適當的診斷、導引與解決。

3.教師教學應依學生的年齡、不同階段的學習型態、前置經驗、授課內容與教學現場的狀況，因時制宜，並與教學目標配合。

4.數學教學應注重數、量、形的聯繫，讓學生在實作、實測與直覺中，獲得數、量、形及其相互關係的概念，並逐步抽象化與程序化成

為精鍊有效的數學語言，再經由反思、論證、練習與解題，讓學生逐步穩定掌握其概念，作為進一步學習的基礎。

5.教學過程可透過引導、啟發或教導，使學生能在具體的問題情境中，順利以所學的數學知識為基礎，形成解決問題所需的新數學概念，

並有策略地選擇正確又有效率的解題程序。教師可提供有啟發性的問題、關鍵性的問題、現實生活的應用問題，激發學生不同的想法。

但應避免空洞的或無意義的開放式問題，也避免預設或過早提出解題方式和結果。

6.教師應協助學生體驗生活情境與數學的連結過程，培養學生能以數學的觀點考察周遭事物的習慣，並培養學生觀察問題中的數學意涵、

特性與關係，養成以數學的方式，將問題表徵為數學問題再加以解決的習慣，以提高應用數學知識的能力。同時在發展解題策略的過

程中，加深對數學概念之理解。

7.當學生學習數學時，在生活應用解題與抽象形式能力兩課題間，必須來回往復地相互加強，才能真正順利地發展數學能力，不必過度

執著於生活情境，干擾甚至忽略學生抽象形式能力的發展；也不應一味強調抽象程序的學習，妨礙學生將數學應用於日常生活解題的

能力。

8.教師教學時，應提供充足的時間，鼓勵學生說明其理由與想法，肯定其正確的巧思，或用關鍵的例子，釐清其錯誤。

9.教師進行教學評量時，應配合評量的目的，讓問題能恰當反映學生的學習狀態，並讓所有的評量題型，發揮該題型的特長。除了單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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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題與填充題以外的其他題型，均宜訂定分段給分標準，依其作答過程的適切性，給予部分分數，並讓學生理解其錯誤的原因。

(三)課程研究方面

1.探究課綱微調重點與內涵

透過學習領域會議與年級會議，探討九年一貫數學領域各年級 97課綱微調內涵。

(1)自 100學年度起，自一年級、七年級逐年向上實施。

(2)調整能力指標之階段區分為：

第一階段：1-2年級

第二階段：3-4年級

第三階段：5-6年級

第四階段：7-9年級

(3)研讀 97課綱分年細目微調內容與修正原因，掌握教學適切原則。

2.蒐集學生數學學習的疑難問題，並研擬補救教學策略。

3.在教學過程中，了解教科書教材安排的妥適性，並提供相關建議於未來進行課程綱要修訂之參考。

(四)親職教育方面

於學校日及其他親職教育場合，向家長宣導與說明自 100學年度起，小一、國一開始逐年向上實施 97課綱數學領域課程。

九、自然與生活科技

（一）加強法規面與落實課綱微調的宣導措施： 

    1.學校可運用教育主管機關課綱微調的宣傳說帖，對老師闡述課綱微調的精神與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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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校可以透過各種研習機會或安排本領域校內課綱微調的研讀，讓學校所有教師、家長與行政人員等能切實掌握「九年一貫課程」的基

本精神與內涵，了解教師「學會如何教，比教什麼重要」，而學生則「學會如何學，比學到什麼重要」。例如： 

    （1）了解九年一貫課程自然與生活科技課程綱為何需要調整？  

    九年一貫課程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實施至今已滿六年，時代變遷快速，原來的目標與導向、課程的實質與內涵，在執行上有些落差無法

契合現在的教學及學習的環境與需求，因此必須在課程綱要各項度上作細微的調整，期能達更成成功的科學學習。 

    （2）九年一貫課程自然與生活科技課程微調的基本原則為何？  

    修訂時遵守原課程綱要之基本理念、課程目標， 以及科學與科技素養。基本理念尚未經周延討論前暫不調整，也不訂分年細目。另外，

尊重九年一貫課程「彈性、多元」，以及「基本能力」培養的精神，同時正視目前教材品質、學生學習負擔與升學現實問題。 

    最後，解決科目、教材選擇，以及教科書編輯等疑慮，就原課程綱要部分內容微調、研修或增例說明，以使課程綱要更為周延，清楚及

具體可行。 

    （3）微調後領域的基本課程目標為何？  

○1 培養探索科學的興趣與熱忱，並養成主動學習的習慣。 

○2 學習科學與技術的探究方法和基本知能，並能應用所學於當前和未來的生活。 

○3 培養愛護環境、珍惜資源、尊重生命的知能與態度，以及熱愛本土生態環境與科技的情操。 

○4 培養與人溝通表達、團隊合作及和諧相處的能力。 

○5 培養獨立思考、解決問題的能力，並積極激發潛能。 

○6 察覺和試探人與科技的互動關係。 

尊重九年一貫課程「彈性、多元」，以及「基本能力」培養的精神，同時正視目前教材品質、學生學習負擔與升學現實問題。 

    2.掌握基本能力指標的本質與內涵，審慎分析與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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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師能就能力指標之次目標結合附錄之「教材內容細目」以及重要知識之核心概念，據以建構課程教材系統架構及設計培育基本能力的

教學活動歷程，了解教學評量指標等九年一貫相關內容。 

    3.教學設計或實施教學都是一項科技整合的工作，需有各種軟硬體的配合 

    本次課綱微調修訂審慎規劃課程目標、科目與時數、教材大綱、實施原則等與學生學習有關的活動；並尊重相關人員「共同參與」的原

則。各校教師應多加了解，未來在研選教科書或進行專科教室各項軟硬體設備的添購時，也會注意到如何配合。 

    4.配合課綱微調，教師應了解課程的系統規劃與學生的能力發展，考慮本領域的知識概念層次與指標階段；安排課程或延選教科書會自

學生的起點行為開始，妥慎安排，並檢視分段能力指標之連續性。 

 （二）各校應配合本領域輔導團針對課綱微調的精神、內涵與重點措施，推薦教師參加研習與宣導講座 

    1.鼓勵本領域召集人參加本領域輔導團與教師中心結合辦理之研習調訓，認識新課綱微調的精神、內涵與重點措施。 

    2.各校可向本領域輔導團申請到校輔導與服務的時間，對各校領域教師說明課綱微調的精神、內涵與重點措施。 

    3.為提昇教育人員之專業(含教師與主管教育行政人員)組織校內課程發展團隊 

    （1）各校課程發展委員會應由各領域召集人召集大家重新研讀「九年一貫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課程綱要」，正確掌握課程核心內涵與修

訂重點。 

    （2）經由正式的批判論證過程，確立「九年一貫課程」理念、目標以及能力指標，附錄「教材內容要項」與「教材內容細目」等也應

建立核心內容，精簡條目應有共識。     

 （三）了解本領域課程綱要分段能力指標 

        本次課綱微調，在分段能力指標中增加編序與說明，分段能力指標國小部分仍維持 137 條，國中 94 條。 

編序與說明如下：

1.過程技能：增進科學探究過程之心智運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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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科學與技術認知：科學概念與技術的培養與訓練；

  3.科學與技術本質：科學是可驗證的、技術是可操作的；

  4.科技的發展：瞭解科學如何發現與技術如何發展的過程；

  5.科學態度：處事求真求實、喜愛探究之科學精神與態度、感受科學之美與影響力；

  6.思考智能：對事物能夠做推論與批判、解決問題等整合性的科學思維能力，以及資訊統整能力；

  7.科學應用：應用科學知識以及探究方法以處理問題的能力；

設計與製作：能夠運用個人與團體合作的創意來製作科技的產品。 

 （四）針對教科書的審查，了解各出版商是否已配合課綱微調做課程與教材的修正 

    1.針對教科書之編寫應依九年一貫課綱微調修正之規劃，應詳細說明學生應有的先備知識與能力，並檢附九年一貫課程概念、能力指標

等之系統架構圖。 

 (1)九年一貫課程概念系統分析圖，應清楚標示主要概念發展階段之架構。 

 (2)依「科學與科技素養」八項能力內容，選取核心指標，並檢附課程發展概況圖表，以及分段能力指標在教科書內容與教師手冊中安

排之相關說明。 

 (3)詳列各冊教科書擬編寫篇或章之主要內容。 

 （五）配合學校課程施行時，需要彈性行政措施，修改或訂定相關法規  

    1.各校教師職務分配時，應安排專長教師或相關科系畢業之教師擔任本領域教學 

    本領域課程中包含生物、物理、化學、科技、地球科學（環境教育）等學科知識，主要內涵包含：物質與能、生命世界、地球環境、生

態保育、資訊科技等科學與技術認知學習，並著重科學與科學研究知能及態度，尊重生命與愛護環境的情操，以及善用科技與運用資訊等核

心、基本能力之習得，同時應能將此能力轉化為教學內涵，教學生能實踐於日常生活中。另外，本領域有相當多的課程需要透過觀察、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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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與機械器材之操作，或帶學生進行實地的戶外教學，因此，如由非本領域專長之教師擔任教學，常常出現學科知識不足、或未能進行各

種觀察、實驗課程，評量僅以紙筆測驗即完成學生能力的檢測，甚至不願意帶學生到自然專科教室上課等，因此，各校在教師職務安排上務

必審慎評估教師的專長與教學能力。 

    建議各校建立一套安排本領域教師授課之標準模式，原則上： 

    （1）六班規模的學校：本領域由組長兼任或科任老師擔任授課，如非教師專長，應鼓勵教師參加本領域之專業進修或研習，精進個人

的教學能力。 

    （2）六班~-二十四班規模的學校：本領域由組長兼任或科任老師擔任授課，如非教師專長，也應鼓勵教師參加本領域之專業進修或研

習，精進個人教學能力。 

    （3）二十四班以上規模學校：本領域由科任擔任授課為多，希望任課者是本領域專長，如非教師專長，也應鼓勵教師參加本領域之專

業進修或研習，精進個人教學能力。 

    2.教師排課鐘點時數 

    擔任本領域召集人，其上課節數可在不增加學校人力的原則下由各校調整或減授，不受應有節數限制等。 

    3.安排本領域課程的節數與成立教師專業社群進行本領域教學研究會 

    國小三、四年級節數以排三節為原則，五六年級因領域教材內容廣度及深度都已具備，如能徵得各校課程發展委員會對學生科學能力培

養與提升，以及本領域課程發展的考量與認同，如能安排四節課更洽當。 

    4.建議各校成立自然與生技領域課程長期發展的機制與團隊 

    各校都有領域課程與教學研究會，必要時召開各領域課程與教學聯席會議、全校性課程與教學、發展研究委員會一起討論學校發展的課

程，並做有效的專業對話，尤其是紙筆評量出題的探討或多元評量進行的方式都可以透過專業對話將意見做彙整與交流。 

    5.校內本領域各年級如有使用不同版教科書的行政配套措施與解決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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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課教師應落實本領域教學研究會中討論課程銜接的問題，並共同檢視能力指標是否有遺漏或缺失，將自己校內本領域的部份做到很

好的銜接，行政也應建議本領域教科書的研選，如選用不同版本應注意課程銜接的問題。 

    6.落實課程評鑑，營造課程發展環境，使課程修訂成為常態，且讓學力測驗與聯考脫鉤。 

    課程的評鑑應了解教師的上課與評量方式是否有落實探究和實作的方式來進行，強調手腦並用、活動導向、設計與製作兼顧及知能與態

度並重。另外，自然與生活科技之學習應該重視培養國民的科學與技術的精神及素養，本領域之學習應以學習者的活動為主體，重視開放架

構和專題本位的方法。這些都應在課程評鑑中一一列舉出來。 

十、綜合活動

（一）教育主管單位建議施行措施

  1.規劃全面師資專長認證培育機制

由於綜合活動領域課在師資培育階段，並無相對應之選修科系可做為教師授課之理論及課程規劃理念之背景；因此，如何建立一套

完整的教師授課專業認證制度是教育主管機關刻不容緩的工作。雖然在九年一貫工作推展初期及後期結合教師週三進修規劃有 30小時

的領域專長認證，且續有 15小時的第二領域專長認證。但從實際面來看，研習時數的取得和方式，並未能直接反映在提升教師授課品

質上。

建議規劃領域師資的客觀認證機制有其必要性。

2.建立綜合活動領域教學成效檢核機制

綜合活動領域使用教科書的狀況各校莫衷一是，選擇自編教材之學校對於綜合活動領域實施的落差更是因校而異。因此不只是校

與校之間的實施成果及流程不一，就算是校內同學年之間，各班級的教學成效也是參差不齊。臺北市多年前即開始進行語文、英語和

數學領域課程的全面性檢核機制，有助提昇領域課程教學內容及品質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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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綜合活動領域課程能仿效透過指標規準的建立，進行全面的檢核，相信有助提升教學成效。

（二）學校行政單位執行面之建議作為

1.妥為保障領域教學時數，深化學生領域學習內涵

綜合活動領域從實施以來，遭其他學科領域借用或未依領域能力指標進行課程規劃教學之情形屢見不鮮，每每因其課程內容的

彈性多元而有若化之情形，更有甚者，以舊課程中團體活動的模式進行課程時間的填補亦不在話下。

建議學校有必要在課發會等學校課程決定組織中，落實領域教學時間比例之規劃與安排，以保障學生的受教權利。

 2.鼓勵教師參加各項教學實驗方案

根據實際問卷調查的數據中顯示，教師對於編撰不同等級的評量標竿缺乏信心，且教師鮮少能自我檢核綜合領域教學心得或與

他人分享教學經驗。

建議學校鼓勵教師透過參與行動研究等教學實驗方案的方式，提高教學方案的能見度，並藉由外部評鑑的概念優化自己的教學

策略和實施成效。

   3.檢視現有教學設備與設施

根據臺北市國小綜合活動領域輔導團在 98年所做的問卷調查中顯示，教師普遍認為學校尚無法充分提供符合綜合領域各種議

題的教學教材與設施，同時，教師不知道也不會主動去發掘綜合領域的教學資源管道。

建議學校建立硬體及軟體的教學資源庫，並組織委員會定期檢視各項設備設施資源的適用性及擴充性。

（三）在精進教師專業教學能力層面

   1.探究新舊課綱的異同及修正內涵

「新舊課綱如何轉化？」將是教師面臨的一個重要課題。因此，如何引導教師把所設計的課程依課程目標、分段能力指標、教

學策略及教學評量等層面逐一比對與檢核，看看是否能契合綜合活動領域教學之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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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學校協助教師透過教師會等教師自主團體利用課餘成立自主學習團隊，發展學習型組織，建立專業學習社群。

       2.建立教師對領域學科的正確認知

教師普遍覺得，綜合領域的活動策略，可為其他領域教學搭配所用，也就是在真正的教學歷程中，她往往僅是配角，但當展現

教學成果時，卻又被當成主角使用。因此本領域的定位，在教師心目中如何被「心悅誠服」的重視，是未來課程規畫的重心。

建議規劃「定位研習」，提升教師對綜合活動領域的認知。無論從專門學科課程的角度去授課，或從他領域的配合實踐模式，

都能符應本領域的能力指標，而不是再次的微調，甚至於邊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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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附錄

二、臺北市國民教育輔導團名單

學習領域 主任

輔導員

任職學校 電話

本國語文 鄒 彩 完 文 化 國 小 28933828-10

英 語 王 慧 珠 天 母 國 小 28727048

本土語言 紀 清 珍 百 齡 國 小 28823731

健康與

體育
張 永 鄖 舊 莊 國 小 27823475

社 會 謝 明 燕 雙 蓮 國 小 25528115 

生活課程 簡 邑 容 老 松 國 小 23086260

藝術與

人文
吳 慧 琳 敦 化 國 小 27414065

數 學 楊 美 伶 福 德 國 小 23463193

自然與

生活科技
洪 瑾 瑜 興 德 國 小 29329435

綜合活動 許 瑛 珍 西 松 國 小 27609221-216

一、相關網路資料

   1. 97 年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

    (100 學年度實施 )含全文及修正對照表

ht tp : / /www.edu. tw/e je/content .aspx?s i te_con

tent_sn=15326

   2.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微調暨配套措施(教育部)

http://www.edunet.taipei.gov.tw/public/DownFile/  

69/9811031.pdf 

3.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研修網站

  http://opinion.naer.edu.tw/ 

4.國民教育社群網-97年課綱修訂

http://teach.eje.edu.tw/9CC/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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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相關網路資料

   1.97年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

    (100學年度實施)含全文及修正對照表 

http://www.edu.tw/eje/content.aspx?site_con

tent_sn=15326

2.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微調暨配套措施(教育部)

http://www.edunet.taipei.gov.tw/public/

DownFile/69/9811031.pdf

3.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研修網站

  http://opinion.naer.edu.tw/

4.國民教育社群網-97年課綱修訂  

  http://teach.eje.edu.tw/9CC/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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