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東縣大坡國民小學 110 學年度第一學期 六年級 社會領域課程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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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日本治臺時期對臺灣帶來的影響。

2.

了解戰後臺灣政治的發展與政府組織的職能。

3.

明白戰後臺灣經濟的復甦與現今遇到的挑戰。

4.

了解戰後至今社會文化的變遷與傳承發展的重要。

5.

明白臺灣的人口分布受到地理環境影響，並了解人口現象隨著不同時期的政策有所改變。

6.

了解臺灣城鄉的差異以及不同區域的特色與發展。

2.欣賞、表現與創新
4.表達、溝通與分享
5.尊重、關懷與團隊
合作

治

教學者

每週 3 節

1.

主 單
十大基本能力
題 元

日

教學節數

能力指標

2-3-1 認識今昔臺灣的重要
人物與事件。
2-3-2 探討臺灣文化的淵
源，並欣賞其內涵。
3-3-4 分辨某一組事物之間
9.主動探索與研究
的關係是屬於「因果」或「互
動」。
9-3-2 探討不同文化的接觸
和交流可能產生的衝突、合
作和文化創新。

學習目標

教學活動概述
（教學活動重點）

【活動一】改朝換代
1.引起動機：教師說明甲午戰爭。
2.複習與討論：閱讀與觀察課本第 12、13 頁課文及圖片，並回答問題。
3.名詞解釋—「殖民統治」：教師利用課本上的小辭典，解釋殖民統治的意
義。
4.統整課文重點。
【活動二】嚴密的社會控制
1.觀察與發表：閱讀與觀察課本第 14 頁第一段課文及圖 1 圖片，並回答問
題。
5.了解日本對臺灣的皇 2.看圖發表—「無所不包的日本警察」：教師說明日本警察被稱為大人的原
因。請學生觀察課本第 14 頁圖 1，提示圖中提到的六項警察職權。
民化政策。
3.配合動動腦：
「請觀察圖 1，說說看，日治時代的警察負責的工作有哪些？」
4.習作配合：教師指導學生完成【第 1 課習作】第一大題。
5.統整課文重點。
【活動三】風起雲湧的抗日行動
1.引起動機：教師說明臺灣人受到日本殖民統治的壓迫，所引發的抗日事件。
2.觀察與發表：閱讀與觀察課本第 14 頁第二段課文及第 15 頁抗日事件圖
文，並配合第 78 頁學習單「抗日事蹟調查表」
，回答問題。
3.資料發表：請學生將查詢到的抗日事件，小組討論後，各組代表在課堂上
補充發表。
4.課程引導：說明由於這些武裝抗爭的失敗，改採非武裝的方式進行抗爭。
5.統整課文重點。
【活動四】用智慧爭取平等
1.引起動機：播放林獻堂、蔣渭水的影片，認識非武裝抗爭的代表人物。
2.人物說明：教師林獻堂、蔣渭水等人推動的行動做說明，了解當時臺灣人
爭取權利的背景和過程。
1.了解臺灣割讓給日本
的原因與過程。
2.了解臺灣總督府的統
治措施。
3.探討日治時代重要抗
日事件的發生原因和影
響。
4.了解日治時代，非武裝
抗爭的背景與過程。

節
數

教學資源

6 教學媒體

評量
方法

重大議題

1.口頭評量 【人權教育】
2.觀察評量 1-3-3 瞭解平
等、正義的原則，
3.資料調查 並能在生活中實
踐。
1-3-4 瞭解世界
上不同的群體、文
化和國家，能尊重
欣賞其差異。

備註

3.觀察與發表：教師先引導學生閱讀與觀察課本第 16、17 頁課文及圖片。
4.習作配合：教師指導學生完成【第 1 課習作】第二大題。
5.統整課文重點。
【活動五】皇民化的推動
1.皇民化運動的背景：教師說明西元 1937 年後，世界局勢的演變，並強調
有關中日戰爭爆發，影響著日本對臺政策的改變。
2.觀察與發表：教師引導學生閱讀與觀察課本第 18、19 頁課文及圖片，並
參考教師說明中日戰爭的爆發背景因素，回答問題。
3.探討「殖民政府的企圖」：教師將全班分為四組，並探討以下問題：臺灣
總督府所推行的皇民化運動中，鼓勵臺灣人說日語、改成日本姓名、穿著
和服、參拜日本神社等措施，這些措施分別想要改變什麼？你認為總督府
還有哪些措施可以達到目的？

4.統整：雖然總督府積極推動皇民化運動，以消除
臺灣人民的民族意識，但終究效果不彰，無法阻止
臺灣人堅持傳統文化的決心。

日

4.表達、溝通與分享 2-3-1 認識今昔臺灣的重要
5.尊重、關懷與團隊 人物與事件。
合作
7-3-4 瞭解產業與經濟發展
6.文化學習與國際 宜考量區域的自然和人文特
色。
瞭解

治
時

1.了解日治時代，總督府
在臺灣的各項經濟建設
措施。
2.探討日治時代，日本殖
民統治的企圖與貢獻。
3.了解日治時代，總督府
在臺灣的資源開發，以
及戰爭時臺灣各項設施
遭受破壞的情形。

代
的
經
濟
發
展

【活動一】基礎建設的奠定
1.引起動機：教師展示日本在臺建設圖像，並請學生回答問題。
2.觀察與說明：引導學生閱讀課本第 20、21 頁課文與圖片後，教師配合日
本在臺建設圖像，說明日治時代，日本在臺灣有哪些基礎建設，奠定了臺
灣經濟發展的基礎。
3.歸納與發表。
4.統整課文重點。
【活動二】農業建設的發展
1.引起動機：教師播放「八田與一和嘉南大圳」的影片，並請學生回答問題。
2.觀察與發表：教師指導學生閱讀與觀察課本第 22、23 頁課文與圖片，提
示圖 1~4 的說明，並請學生回答下列問題。
3.看圖想一想：教師請學生觀察課本第 23 頁圖 5 的情境圖，說說看，日治
時代的臺灣農民受到哪些不公平的對待？
4.統整課文重點。
【活動三】 資源的開發與戰爭的破壞
1.閱讀與討論：教師引導學生閱讀課本第 24、25 頁課文及圖片，並回答問
題。
2.配合動動腦：
「想想看，日本在臺灣的建設，對臺灣有什麼影響？」
3.問答對對碰：學生分組，輪流到講桌抽取一張「日本在臺建設圖像」，並
將圖卡貼在黑板上對應的「建設目的揭示卡」下。
4.習作配合：教師指導學生完成【第 2 課習作】
。

3 教學媒體

1.口頭評量 【人權教育】
2.習作練習 1-3-4 瞭解世界
上不同的群體、文
3.觀察評量 化和國家，能尊重
欣賞其差異。

3 教學媒體

1.口頭評量 【人權教育】
2.習作練習 1-3-3 瞭解平
等、正義的原則，
3.觀察評量 並能在生活中實
踐。
1-3-4 瞭解世界
上不同的群體、文
化和國家，能尊重

5.統整課文重點。
日
治
時
代
的

2-3-2 探討臺灣文化的淵
源，並欣賞其內涵。
2-3-3 瞭解今昔中國、亞洲
和世界的主要文化特色。
3-3-5 舉例指出在一段變遷
6.文化學習與國際
當中，有某一項特徵或數值
是大體相同的。
瞭解
4-3-3 瞭解人類社會中的各
2.欣賞、表現與創新
4.表達、溝通與分享
5.尊重、關懷與團隊
合作

1.了解日治時代，總督府
在臺灣進行的社會改革
措施及其影響。
2.了解日治時代的教育
對臺灣社會的影響。
3.了解臺灣文化在日治
時代的演變。

【活動一】嶄新的社會風貌
1.體驗活動：教師說明女性纏足的起源與發展，以及女性纏足過程的痛苦。
2.問題討論與說明：閱讀與觀察課本第 28 頁課文與圖片，並進行討論與補
充說明。
3.習作配合：教師指導學生完成【第 3 課習作】第一大題。
4.休閒活動面面觀：教師請學生回想，假日時會從事哪些活動。
5.觀察與發表：閱讀與觀察課本第 29 頁課文與圖片，並請學生回答問題。
6.統整課文重點。

種藝術形式。
4-3-4 反省自己所珍視的各
種德行與道德信念。
9-3-2 探討不同文化的接觸
和交流可能產生的衝突、合
作和文化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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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二】新式教育的引進
1.閱讀發表與說明：閱讀與觀察課本第 30、31 頁課文與圖片，並請學生回
答問題。
2.配合動動腦：
「說說看，和清代相比，日治時代臺灣教育有哪些進步的地
方？」
3.學校大探索：依據分組，教師請各組學生蒐集所處縣市，自日治時代就建
立的學校資料，先進行整理、討論後，每組再派代表上臺發表。
4.統整課文重點。
【活動三】臺灣文化向前衝
1.歷史背景說明：教師說明日本在明治維新後，大量吸收西方文化，統治臺
灣後，也把吸收的西方文化，對臺灣造成重大的影響。
2.觀察與發表：閱讀與觀察課本第 32、33 頁課文與圖片，並回答問題。
3.穿著比一比：教師提供從清代、日治、現今等三種不同時期的穿著圖片。
4.習作配合與音樂欣賞：教師播放鄧雨賢作曲的望春風、雨夜花。指導學生
課後完成【第 3 課習作】第二大題。

欣賞其差異。
【性別平等教育】
3-3-5 體認社會
和歷史演變過程
中所造成的性別
文化差異。

5.統整課文重點。

政
戰後 治
臺灣 發

4.表達、溝通與分享 2-3-1 認識今昔臺灣的重要
5.尊重、關懷與團隊 人物與事件。
2-3-2 探討臺灣文化的淵
合作
源，並欣賞其內涵。
9.主動探索與研究
3-3-5 舉例指出在一段變遷
當中，有某一項特徵或數值
是大體相同的。
5-3-5 舉例說明在民主社會
中，與人相處所需的理性溝
通、相互尊重與適當妥協等
基本民主素養之重要性。
9-3-2 探討不同文化的接觸
和交流可能產生的衝突、合
作和文化創新。

的政 展
治演
變

政
府
組

4.表達、溝通與分享
5.尊重、關懷與團隊
合作
7.規劃、組織與實踐
9.主動探索與研究

1.了解戰後到現在，政治
局勢的發展與演變。
2.了解臺灣從戒嚴時期
到解嚴，政治走向民主
化的轉變。
3.了解近年來臺灣政治
民主化的歷程。

【活動一】中華民國播遷來臺
1.引起動機—歌曲欣賞：教師播放臺灣光復節歌，引導學生了解戰後初期，
民眾期待之心情。
2.觀察與發表：閱讀與觀察課本第 36、37 頁課文和圖片，並回答問題。
3.悲情二二八：教師參考教師專用課本的補充資料，說明二二八事件發生的
背景、過程與結果。並請學生回答下列問題。
4.習作配合：教師指導學生完成【第 1 課習作】第一大題。
5.統整課文重點。
【活動二】全島戒嚴
1.引起動機：教師播放介紹戒嚴的相關影片，並且參考補充資料說明戒嚴的
背景、過程，以及影響。
2.觀察與討論：閱讀與觀察課本第 38、39 頁課文和圖片，並回答問題。
3.配合動動腦：
「請觀察戒嚴令的內容，說說看，哪一項規定你覺得最不合
理？原因是什麼？」
4.統整課文重點。
【活動三】人民當家作主
1.引起動機：教師展示「中華民國遷臺後，歷任總統一覽表」說明：戰後，
中華民國的總統有哪幾位？其中哪些由人民直接選舉產生？」
2.觀察與說明：閱讀與觀察課本第 40、41 頁課文和圖片，並回答問題。
3.選舉面面觀：請學生依自身經驗回答問題。
4.模擬總統大選：教師展示「模擬總統大選」的教具，教導學生投開票的流
程。
5.習作配合：教師指導學生課後完成【第 1 課習作】第二大題。
6.統整課文重點。
6-3-1 認識我國政府的主要 1.了解政府的組成及目 【活動一】中央政府真重要
組織與功能。
的。
1.引起動機：教師說明「魏徵的故事」。說明古代君主犯錯，有忠臣給予諫
6-3-2 瞭解各種會議、議會 2.認識中央政府的組織 言的重要。而現代，無論是總統或其他政府機關，也有可能會犯錯，所以
或委員會(如學生、教師、家 與職權。
也需要其他人或單位來隨時提醒或監督政府的施政。
長、社區或地方政府的會議) 3.認識地方政府的組織 2.閱讀與討論：教師引導學生閱讀與觀察課本第42、43頁課文及圖片，並討

3 教學媒體

1.口頭評量 【人權教育】
2.習作練習 1-3-2 理解規則
之制定並實踐民
3.觀察評量
主法治的精神。
2-3-3 瞭解人權
與民主法治的密
切關係。

3 教學媒體

1.口頭評量 【人權教育】
2.實作評量 1-3-2 理解規則
之制定並實踐民
3.習作練習
主法治的精神。

織

10.獨立思考與解決 的基本運作原則。
問題

4.表達、溝通與分享 2-3-1 認識今昔臺灣的重要
5.尊重、關懷與團隊 人物與事件。
合作
7-3-4 瞭解產業與經濟發展
9.主動探索與研究 宜考量區域的自然和人文特
色。
經
濟
重
整
與
復
甦

經
濟
發

與職權。

論下列問題。
3.分組報告：教師於課前先將學生分組，指定各組蒐集總統及五院的工作事
項，並於課堂上報告。
4.習作配合：教師指導學生完成【第2課習作】第一大題。
5.統整課文重點。
【活動二】地方政府好厝邊
1.引起動機：參訪活動—教師可帶領學生參觀、訪問地方政府的立法機關或
行政機關，藉由參觀的活動，讓學生了解其功能與職責。
2.閱讀與討論：教師指導學生閱讀課本第44、45頁課文及圖片，並討論下列
問題。
3.配合動動腦：
「地方政府辦理的工作與地方有關，除了課本中所提到的，
你知道還有哪些？」
4.遊戲：教師將學生分成行政機關與立法機關兩組。行政機關先討論出欲推
動的觀光產業議案，然後雙方模擬實際質詢的方式進行討論。教師將學生
分組，看哪一組在限定時間內能寫出最多項地方行政機關的工作，即為獲
勝組別。
5.習作配合：教師指導學生完成【第2課習作】第二大題。
6.統整課文重點。
【活動一】甘薯簽的歲月
1.引起動機：教師詢問學生有無吃過甘薯與米飯一起烹煮而成的甘薯飯，請
學生想像，若碗中的甘薯飯只有一點點白米，其他幾乎全是甘薯，而且也
沒有其他大魚大肉當作菜肴，甚至有許多人三餐都只能吃這樣的一碗甘薯
簽填飽肚子，讓學生想像並感受當時物資缺乏的情形。
2.歷史背景說明―新臺幣的故事。
3.討論與問答：教師引導學生閱讀課本第48、49頁課文及圖片，並回答問題。
4.角色扮演：全班分成地主與佃農兩個角色，請針對自己所扮演的角色立
場，發表政府所推動的土地改革政策，對自己的好處與壞處。
5.配合動動腦：
「想一想，物價上漲對我們的生活會有哪些影響呢？」

1.了解臺灣早期經濟貧
困的背景因素。
2.了解政府在戰後初期
推動的貨幣及土地經濟
重整政策。
3.了解臺灣經濟產業的
發展，是配合本土自然
和人文特色發展而成。
4.了解戰後初期，臺灣經
濟如何從貧困中漸漸復
甦的過程，並體會先民 6.統整課文重點。
奮鬥進取的精神。
【活動二】經濟的開創
1.引起動機：教師可將早期用麵粉袋做成的內褲或上衣圖貼於黑板，讓學生
更能感受到早期臺灣人民的勤儉與美援對當時社會的重要性。教師提問學
生「是否吃過鳳梨罐頭？」以此說明民國四十年代臺灣的經濟，就是靠著
這些農產加工品輸出，以賺取大量的外匯。
2.名詞解釋：教師解釋民生工業就是輕工業，一般是指生產生活必需品的工
業，以滿足人民在食、衣、住、行、育、樂的工業，例如：紡織、五金、
食品加工等。
3.討論與問答：教師引導學生閱讀課本第50、51頁課文及圖片，並回答問題。
4.習作配合：教師指導學生完成【第1課習作】
。
5.統整課文重點。
4.表達、溝通與分享 2-3-1 認識今昔臺灣的重要 1.了解臺灣從戰後到現 【活動一】國貨棒棒棒
5.尊重、關懷與團隊 人物與事件。
代經濟發展的變遷過
1.引起動機：教師講述大同寶寶的由來，並播放大同電器廣告歌，從歌詞中
合作
7-3-4 瞭解產業與經濟發展 程。
讓學生了解當時政府致力推動愛用國貨的情景。教師調查家中有大同電鍋
9.主動探索與研究 宜考量區域的自然和人文特 2.了解臺灣經濟產業的 的比率，說明大同電鍋與臺灣家庭的生活有密不可分的關係。
色。
發展，是配合本土自然 2.討論與問答：教師引導學生閱讀課本第 54、55 頁課文及圖片，並回答下

【人權教育】
1-3-2 理解規則
之制定並實踐民
主法治的精神。

3 教學媒體

1.資料調查
2.口頭評量
3.實作評量
4.習作練習
5.觀察評量

6 教學媒體

1.口頭評量 【人權教育】
2.觀察評量 1-3-4 瞭解世界
3.實作評量 上不同的群體、文
化和國家，能尊重
欣賞其差異。

展

10.獨立思考與解決

與

問題

轉
型

戰後 社
臺灣 會
的社 的
會與 變
文化 遷

4.表達、溝通與分享 4-3-1 說出自己對當前生活
5.尊重、關懷與團隊 型態的看法與選擇未來理想
合作
生活型態的理由。
9.主動探索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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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3 瞭解各種角色的特
徵、變遷及角色間的互動關
係。

和人文特色發展而成。
3.了解創造臺灣經濟奇
蹟的原因，並體會先民
奮鬥進取的精神。
4.透過歷史，反省思考未
來臺灣經濟的發展方
向。

列問題：
(1)請比較民國40與50年代，主要輸出到國外的產品有何轉變？
(2)現代工作種類五花八門，說說看，有哪些類型工作跟家庭代工的概念相
同，都是在家中工作賺取薪資？
3.認識十大建設：教師參閱教師專用課本的補充資料，向學生介紹十大建
設，並說明這些建設對當時臺灣經濟的重要性。
4.配合動動腦：
「當時的臺灣經濟發展多以加工出口為主，為什麼國際爆發
能源危機後，臺灣也受到影響？」
5.習作配合：教師指導學生完成【第 2 課習作】第三大題。
6.統整課文重點。
【活動二】大家愛用 MIT
1.引起動機：詢問學生有無騎自行車的經驗，並請學生想想在路上看到的自
行車品牌為何？引導學生了解兩大自行車品牌是臺灣的驕傲。除了自行車
外，臺灣製造的哪些產品，也在全球市場占有一席之地？
2.配合學習單：教師指導學生查詢商品製造地的方法。請學生回家觀察並配
合第 79 頁的學習單「製造地大搜查」
，調查家中有哪些商品是臺灣製造的？
若不是臺灣製造的，也請學生查出製造地是哪裡？於下次上課發表。
3.討論與問答：閱讀課本第 58、59 頁課文及圖片，並回答問題。
4.產業奮鬥的故事：請教師參閱教師專用課本的補充資料「捷安特的腳踏車
世界」
，跟學生分享巨大公司的奮鬥過程。
5.配合動動腦：
「除了新竹科學工業園區外，臺灣還有哪些科學工業園區？」
6.習作配合：教師指導學生完成【第 2 課習作】第一、二大題。
7.統整課文重點。
1.探討臺灣家庭型態的 【活動一】家家有本難唸的經
轉變。
1.引起動機：教師調查班上學生的家庭狀況，繪製成班級學生家庭型態長條
2.探討臺灣對人權的重 圖後，讓學生和課文所提到的各種家庭型態做比較。教師宜指導學生尊重
視。
不同類型的家庭。
3.探討休閒生活的發展。 2.閱讀與討論：教師指導學生閱讀課本第62、63頁課文及圖片，並討論下列
問題。
(1)家庭具備什麼功能？
(2)臺灣現今主要的家庭型態為何？
(3)何謂隔代教養家庭？出現的原因可能為何？
(4)何謂單親家庭？出現的原因可能為何？
(5)何謂異國婚姻家庭？出現的原因可能為何？
3.分組討論：教師將學生分組，指導學生討論隔代教養家庭、單親家庭、異
國婚姻家庭可能面臨的難題，以及我們可以給予的協助方式。
4.習作配合：教師指導學生完成【第1課習作】第一大題。
5.統整：由於社會的變遷，臺灣的家庭型態日趨多元。每一種家庭型態都可
能有其遭遇的難題，我們應予以尊重，政府亦應制定相關福利政策，給予
適當協助。
【活動二】人人有保障
1.引起動機：身心障礙體驗之心得分享─教師於課前指定幾位學生模擬身心
障礙人士於校園行動，感受身心障礙人士可能遭遇的不便，並上臺分享心
得。
2.閱讀與討論：教師指導學生閱讀課本第 64、65 頁課文及圖片，並討論下
列問題。

6 教學媒體

1.口頭評量
2.態度評量
3.觀察評量
4.習作練習

【人權教育】
1-3-1 表達個人
的基本權利，並瞭
解人權與社會責
任的關係。
1-3-2 理解規則
之制定並實踐民
主法治的精神。
1-3-3 瞭解平
等、正義的原則，
並能在生活中實
踐。
1-3-5 搜尋保障
權利及救援系統
之資訊，維護並爭
取基本人權。
【性別平等教育】
2-3-10 瞭解性別
權益受侵犯時，可
求助的管道與程
序。

(1)政府透過什麼方式來保障人權？
(2)為什麼政府要制定法律保護婦女及兒童？
(3)政府制定什麼法律來保障婦女及兒童？
(4)為什麼政府要制定法律保護勞工？
(5)為什麼政府要制定法律保護身心障礙人士？
3.配合動動腦：
「你的學校對身心障礙人士提供哪些協助？還有哪些沒做
到？在沒做到的項目中，你會建議學校優先做哪一項？」
4.習作配合：教師指導學生完成【第 1 課習作】第二大題。
5.統整課文重點。
【活動三】休閒生活輕鬆來
1.引起動機：教師將學生分組比賽，看哪一組能在時間內想出最多項的正當
休閒活動即為獲勝組別。
2.閱讀與討論：教師指導學生閱讀課本第 66、67 頁課文及圖片，並討論下
列問題。
(1)為什麼臺灣的休閒風氣愈來愈興盛？
(2)從事休閒活動有什麼好處？
(3)我們要如何選擇休閒活動？
3.假日何處去：教師指導學生討論本週末可從事的正當休閒活動，並提醒學
生利用假日多多進行有益身心的活動。

4.統整課文重點。
2.欣賞、表現與創新
4.表達、溝通與分享
5.尊重、關懷與團隊
合作
9.主動探索與研究

文
化
的
傳
承
與
發
展

2-3-2 探討臺灣文化的淵
源，並欣賞其內涵。
4-3-2 認識人類社會中的主
要宗教與信仰。
4-3-3 瞭解人類社會中的各
10.獨立思考與解決 種藝術形式。
9-3-2 探討不同文化的接觸
問題
和交流可能產生的衝突、合
作和文化創新。

1.了解文化的定義與範
圍。
2.探討現代社會中，宗教
信仰的種類與功能。
3.培養尊重宗教信仰的
態度。
4.了解臺灣藝文活動的
發展。
5.認識臺灣飲食文化的
內涵。
6.了解臺灣文化的創新
與傳承。

【活動一】自由和諧的宗教信仰
1.引起動機：教師於課堂上先介紹目前臺灣社會中多元的宗教種類，並說明
在中華民國憲法裡，對基本人權所保障的自由權中，有提到「人民有信仰
宗教的自由」
，任何人不得強迫或干涉別人的信仰。教師可參考課本第 76、
77 頁專欄，介紹世界各大宗教的起源與概況，讓學生對於世界性宗教有概
略認識。
2.閱讀與討論：教師指導學生閱讀課本第 70、71 頁課文及圖片，並討論問
題。
3.統計與發表：教師在黑板上先列出世界主要宗教的名稱，請學生舉手發表
自己或家中信奉的宗教，將全班學生的信仰做成一個統計表。
4.配合動動腦：
「你知道有哪些宗教團體行善助人的事蹟？請與同學分享。」
5.習作配合：教師指導學生完成【第 2 課習作】任務一。
6.統整課文重點。
【活動二】臺灣藝文真精采
1.引起動機：教師播放課前準備好的臺灣傳統音樂讓學生聆聽。
2.閱讀與討論：教師指導學生閱讀課本第 72、73 頁課文及圖片，並討論下
列問題。
(1)戰後初期，為什麼臺灣的藝文活動以反共復國或懷鄉為主要題材？
(2)你知道有哪些西方的流行文化影響臺灣？
(3)我們對於臺灣本土的藝文活動應有什麼態度？
3.分組報告：教師將學生分組，並指定各組於課前蒐集有關臺灣文學、音樂、
美術、戲劇的相關資料，於課堂中上臺報告。
4.統整課文重點。
【活動三】臺灣美食真好吃
1.引起動機：教師準備臺灣著名的小吃圖片，以快問的方式，看哪位學生能
最快答出小吃的地名。教師請學生上臺發表最喜歡的美食享用經驗。

6 教學媒體

1.口頭評量
2.資料查詢
3.資料展示
4.態度評量
5.實作評量

【人權教育】
1-3-4 瞭解世界
上不同的群體、文
化和國家，能尊重
欣賞其差異。
【家政教育】
1-3-2 瞭解飲食
與人際互動的關
係。
1-3-7 認識傳統
節慶食物與臺灣
本土飲食文化。
3-3-1 認識臺灣
多元族群的傳統
與文化。

2.閱讀與討論：教師指導學生閱讀課本第 74 頁課文及圖片，並討論問題。
3.分組討論：你的外國朋友來臺灣拜訪你，你會招待他享用哪些特別的臺灣
美食呢？請說說你的理由。
4.習作配合：教師指導學生完成【第 2 課習作】任務三。
5.統整課文重點。
【活動四】傳承與創新
1.引起動機：教師準備傳統布袋戲與現代布袋戲的影片，提供學生觀賞，並
討論下列問題。
(1)你曾在什麼場合看到布袋戲表演？
(2)你對布袋戲的喜好程度如何？
(3)現代布袋戲相較於過去，有什麼不同？
(4)為什麼布袋戲會有這樣的轉變？
(5)你覺得我們可以怎樣讓更多人來看布袋戲？
2.閱讀與討論：教師指導學生閱讀課本第 75 頁課文及圖片，並討論下列問
題。
(1)傳統文化有哪些創新的例子？
(2)我們應如何保存傳統文化？
(3)為什麼我們要保存傳統文化？
3.習作配合：教師指導學生完成【第 2 課習作】任務二。

4.統整課文重點。
2.欣賞、表現與創新
4.表達、溝通與分享
5.尊重、關懷與團隊
合作
8.運用科技與資訊
9.主動探索與研究
人

10.獨立思考與解決
問題

口
臺灣 分
的人 布
口

與
遷
移

1-3-4 利用地圖、數據和其
他資訊，來描述和解釋地表
事象及其空間組織。
1-3-5 說明人口空間分布的
差異及人口遷移的原因和結
果。

1.了解人口分布圖的意
義。
2.探討臺灣地區人口分
布、都市分布的情形。
3.透過閱讀地圖，認識臺
灣各地環境的差異。
4.探討臺灣人口遷移的
原因和結果。

【活動一】人口觀察站
1.引起動機：教師請學生站在事先裁剪好的報紙上面，有的報紙面積大，上
面站立的學生數少；有的報紙面積小，上面站立的學生數多，讓學生體驗
人口稀疏與密集的感覺。
2.閱讀與觀察：教師引導學生閱讀與觀察課本第 80、81 頁課文及圖片，講
解人口分布圖與都市分布圖的意義，並請學生回答問題。
3.調查與討論：教師請學生查詢家鄉縣市的人口數，並記錄下來。根據家鄉
的人口數，討論家鄉人口統計資料，在臺灣人口分布圖中分布情形，是屬
於圓點稀疏還是密集的地區？
4.習作配合：教師指導學生完成【第 1 課習作】第一大題。
5.統整課文重點。
【活動二】地形與人口
1.引起動機：教師列出臺灣數個地方，請學生發表對這幾個地方的感覺是什
麼？透過此活動，讓學生複習以前學過的課程，加深對臺灣地形分布的印
象。
2.觀察與討論：教師引導學生閱讀與觀察課本第 82、83 頁課文及圖片，並
回答問題。
3.完成分層設色圖：學生分組，在書面紙上依課本第 83 頁地圖，完成臺灣
分層設色圖。教師指導學生，先繪製臺灣地形圖，再依各地形塗上不同顏
色，最後再以紅色圓點標示出北、中、南三大都市，和周圍中、小型都市。
4.配合動動腦：
「為什麼臺灣的人口多分布在地勢平坦的平原、盆地和台
地？」
5.習作配合：教師指導學生完成【第 1 課習作】第二大題。
6.統整課文重點。
【活動三】人口大搬風
1.引起動機：教師請學生發表有沒有搬家的經驗？為什麼搬家？教師將學生

6 教學媒體

1.口頭評量
2.實作評量
3.討論評量
4.遊戲評量
5.習作練習

【資訊教育】
4-3-1 能應用網
路的資訊解決問
題。
4-3-5 能利用搜
尋引擎及搜尋技
巧尋找合適的網
路資源。

搬家原因做簡單分類，看看大多是為了什麼原因搬家。
2.觀察與討論：教師引導學生閱讀與觀察課本第 84、85 頁課文及圖片，並
回答問題。
3.分組討論：教師將學生分組，各組選定一個人口遷移原因作為主題。討論
如果自己面臨這些情況，會不會想要遷移原居住地？考慮遷移的因素有哪
些？
4.調查與發表：教師請學生查詢臺灣人口資料，了解各區域人口遷移資料，
討論臺灣人口遷移趨勢。
5.習作配合：教師指導學生完成【第 1 課習作】第三、四大題。
6.統整課文重點。
【活動四】人口蹺蹺板
1.引起動機：教師請學生發表蒐集到的返鄉人潮、高速公路壅塞、上下班時
都市路段塞車的報導，再由教師提問，全班共同討論。
2.觀察與討論：教師引導學生閱讀與觀察課本第 86、87 頁課文及圖片，同
時展示都會區相關圖片，並回答問題。
3.配對遊戲：教師製作跟課文相關的語詞，黑板上分成鄉村、都市地區，教
師請學生將相關語詞貼在適當位置上。區分完成後，教師請學生發表居住
在鄉村或都市的優缺點有哪些？如果自己可以選擇居住地，想住在哪裡？
並說明理由。
4.習作配合：教師指導學生完成【第 1 課習作】第五大題。

5.統整課文重點。
6.文化學習與國際
瞭解
7.規劃、組織與實踐
8.運用科技與資訊
9.主動探索與研究
10.獨立思考與解決
人
口

問題

3-3-3 瞭解不能用過大的尺
度去觀察和理解小範圍的問
題，反之亦然。
3-3-5 舉例指出在一段變遷
當中，有某一項特徵或數值
是大體相同的。
4-3-4 反省自己所珍視的各
種德行與道德信念。

1.探討臺灣人口政策的
變遷。
2.明白臺灣社會少子化
的現象。
3.了解臺灣已步入高齡
社會。
4.了解新住民移入臺灣
的原因及生活情形，並
培養關懷新住民的態
度。

【活動一】人口宣導口號
1.引起動機：調查班上同學的祖父母、父母和自己，平均有幾個兄弟姊妹？
三代之間有什麼差別？這樣的差別可能造成什麼影響？
2.觀察與發表：教師引導學生閱讀與觀察課本第88頁課文及圖片，並回答下
列問題。
(1)說說看，臺灣在四十年代到五十年代的人口成長情形為何？

現

(2)當時人口政策是什麼？

象

(3)近年來臺灣的家庭型態有什麼改變？

與

(4)這種改變帶來什麼樣的人口現象？造成原因是什麼？

政

3.口號大觀園：教師列舉出五、六十年代到現代臺灣人口政策口號，請學生

策

唸完口號後，說一說對這些口號的想法，教師補充說明政府制定人口政策
口號，需要考量當時社會情況。
4.統整課文重點。
【活動二】少子化現象
1.引起動機：教師請學校提供近十年來新生入學人數，請學生透過數據，了

6 教學媒體

1.口頭評量 【家政教育】
2.實作評量 4-3-5 瞭解不同
3.討論評量 的家庭文化。
4.遊戲評量

解學校新生入學人數變化情形。
2.觀察與發表：教師引導學生閱讀與觀察課本第89頁課文及圖片，並回答下
列問題。
(1)臺灣社會出現少子化的現象，會產生什麼影響？
(2)說說看，臺灣目前有什麼鼓勵生育、保障兒童健康發展的措施？
3.分組報告：教師將學生分成數組，各組就「以現今臺灣社會的情況來看，
你們贊不贊成鼓勵夫婦多生小孩？理由是什麼？」進行討論，並上臺報告。
4.統整課文重點。
【活動三】從心關懷他們
1.引起動機：請學生於課前蒐集有關家中或社區鄰里間，老人們生活的情形。
2.觀察與發表：教師引導學生閱讀與觀察課本第 90 頁課文及圖片，並回答
下列問題。
(1)你覺得老年人口持續增加的原因有哪些？
(2)臺灣社會老年人口愈來愈多的現象，會產生什麼影響？
(3)目前政府對於老人可以提供哪些服務及照顧？
(4)俗話說：「家有一老，如有一寶」
，我們可以從老人身上學到哪些事情？
3.角色扮演：學生先訪問家中或社區長者，他們在生活中常會遇到哪些需要
別人幫忙的事情。學生將訪問到的內容在課堂上討論，並且以角色扮演模
擬出情境，感受老人們的需求。
4.蒐集與討論：教師請學生事先蒐集新住民相關剪報、文章等資料，於課堂
上展示並討論問題。討論後，學生以小卡片寫下對他們的關懷小語，可贈
送給學校或社區內新住民家長，或是張貼在教室。
5.習作配合：教師指導學生完成【第 2 課習作】
。
6.配合動動腦：
「臺灣人口面臨少子化和高齡化現象，除了對社會和國家發
展造成影響外，說說看，對我們的生活，也會有哪些影響？」

7.統整課文重點。

鄉
臺灣
村
的城
與
鄉與

4.表達、溝通與分享
5.尊重、關懷與團隊
合作
6.文化學習與國際
瞭解
8.運用科技與資訊
9.主動探索與研究
10.獨立思考與解決

都
區域

問題
市

1-3-6 描述鄉村與都市在景
觀和功能方面的差異。
1-3-7 說明城鄉之間或區域
與區域之間有交互影響和交
互倚賴的關係。
1-3-8 暸解交通運輸的類型
及其與生活環境的關係。

1.了解鄉村的功能與景 【活動一】鄉村新風貌
觀。
1.引起動機：教師請學生發表到鄉村生活或遊玩的經歷。
2.觀察現代鄉村功能和 2.觀察與發表：閱讀課本第 96、97 頁課文及圖片，並回答問題。
景觀的改變。
3.創意大集合—「民宿設計師」
：配合第 80 頁學習單，學生將自己的構想寫
3.了解都市的功能與景 出來或畫下來，並與同學分享。
觀。
4.配合動動腦：
「想想看，在鄉村設立工廠，可能會有哪些優點和缺點？」
4.體認交通革新對城鄉 5.統整：鄉村所提供的農漁產品是我們生活的重要來源，然而隨著工商業的
互動的影響。
進步，鄉村的面貌也產生了變化。工廠的設立、休閒農場和民宿的誕生、
5.知道現代的交通發展。 精緻農業的發展，讓鄉村找到了發展的新方向，但也可能帶來一些汙染。
6.體會現代城鄉互賴的 【活動二】都市萬花筒
關係。
1.引起動機：教師請學生發表對大都市最深刻的地方是什麼？
2.觀察與發表：閱讀課本第 98、99 頁課文及圖片，並回答問題。
3.創意文宣：以簡單的宣傳詞句加上配圖，進行都市創意文宣活動。
4.遊戲—眼明手快：教師將黑板上分為鄉村組和都市組，並將課文中鄉村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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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口頭評量
2.實作評量
3.欣賞評量
4.習作練習

【資訊教育】
4-3-5 能利用搜
尋引擎及搜尋技
巧尋找合適的網
路資源。
【家政教育】
3-3-1 認識臺灣
多元族群的傳統
與文化。

都市的功能和景觀，以簡單的詞語寫出來(例：地下商場、博物館、擁擠的
車流、休閒民宿、觀光果園等)，隨意分給學生，學生拿到語詞卡後，將它
們貼在適當的位置。
5.統整：都市提供居民大量的就業機會，也滿足大家日常生活的各種需求。
現在很多流行文化和新資訊，也都是由都市發展，再傳播到鄉村，都市可
說和居民生活有密切的關係。
【活動三】城鄉新發展
1.引起動機：教師展示早期運輸工具圖片。
2.閱讀與觀察：教師引導學生閱讀課本第 100、101 頁課文及圖片，並回答
下列問題。
(1)現代鄉村居民要到都市地區，是不是比以前方便多了？
(2)交通快速的發展，對於城鄉交流有什麼幫助？
(3)在你居住的地區，你曾經看過哪些鄉村或都市地區生產的商品？
(4)為什麼這些鄉村地區的產品能輸送到臺灣各地？
(5)現代都市的服務範圍，跟早期社會相比，有什麼不同的地方？
3.規畫路程─教師先蒐集全省各地著名特產，請學生思考，如果要訂購這些
特產，商家要利用哪些運輸工具，經由什麼路線運送，才能迅速的運送到
我們居住的地方。討論完後，將規畫的路程簡單列出來，全班共同檢視。
4.習作配合：教師指導學生完成【第 1 課習作】
。

5.統整：早期臺灣社會，受到交通運輸條件的限
制，城鄉互動範圍不大。隨著交通技術革新、運輸
方式的改善，拉近了城鄉之間互動的範圍，使城鄉
居民往來更頻繁、貨物運輸更便捷。

區
域
特
色
與
發
展

7.規劃、組織與實踐 1-3-7 說明城鄉之間或區域
8.運用科技與資訊 與區域之間有交互影響和交
9.主動探索與研究 互倚賴的關係。
10.獨立思考與解決 7-3-4 瞭解產業與經濟發展
宜考量區域的自然和人文特
問題
色。

1.知道臺灣的區域畫分。 【活動一】認識北部區域
2.了解臺灣各區域的發 1.引起動機：教師說明諺語：
「頂港有名聲，下港有出名」中的「頂港」指
展特色。
的是北臺灣地區，「下港」指的是南臺灣地區。
3.知道臺灣各區域間的 2.回顧歷史：教師揭示俗諺「一府、二鹿、三艋舺」字句，請學生複習五年
差異。
級學習過的內容，說明這三個城鎮是當時臺灣最繁華的地方，從這三個地
4.了解政府平衡區域差 方發展先後順序，可以看出早期臺灣由南至北的發展順序，北部區域從清
異的發展計畫。
代後期成為臺灣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重要地區。
3.觀察與發表：教師引導學生閱讀與觀察課本第 102、103 頁課文及圖片，
並回答問題。
4.統整課文重點。
【活動二】認識中部區域
1.引起動機：教師調查學生家中吃哪一種品牌的米，並列出金墩米、濁水米、
西螺米、山水米等稻米品牌名稱，告訴學生這些常見的品牌都是產自中部，
並介紹中部地區目前仍是臺灣主要稻米產地。
2.觀察與發表：教師引導學生閱讀與觀察課本第 104、105 頁課文及圖片，
並回答問題。
3.拼圖遊戲：學生分五組，各組選一個縣市為主題，事先查詢這個縣市產業
發展、觀光景點、發展特色等資料，討論完後，以簡單文字或圖案寫在小
卡片上，再黏貼在各組縣市圖中，各組完成後，上臺將五縣市拼湊在一起，
全班共同完成中部區域特色拼圖。
4.統整課文重點。

3 教學媒體

1.口頭評量 【資訊教育】
2.實作評量 4-3-5 能利用搜
尋引擎及搜尋技
巧尋找合適的網
路資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