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早上好第一課

探究計畫

學習目標教學目標

課程總覽

課 文
閱 讀

早上好。
我  會
認一認

一、二、三

替 換
詞 彙

爸爸、媽媽、哥哥 一起玩遊戲 家族樹

練 習
更 多

1.早上好。
2.你好。 

故事概要

早晨，響亮的雞鳴和清脆的鳥叫聲，開啟了小香和家人的一天。小香和家人們正在互相問早。媽

媽帶著小香和哥哥去上學，途中遇到了鄰居，小香和哥哥很有禮貌地向鄰居打招呼。來到學校後，看

到了小朋友們和教師正在互相問好。

1. 藉由不同方式，讓學生理解詞彙的意思。
2. 利用不同活動讓學生說出正確的詞彙和句子。
3. 認識漢字“一”、“二”、“三”。
4. 具備尊重他人的態度。
5. 參與課堂與小組活動。

1. 能與他人問早和問好。
2. 能認識家族成員中文名稱。
3. 能正確說出“早上好”、“你好”。
4. 知道漢字“一”、“二”、“三”所代表的意思。
5. 能專心聆聽教師和同學說的話。

4-5歲探究計畫
我們是誰

中心思想：家庭關係影響我們的生活

重要概念：功能、連繫

相關概念：角色、關係、行為

探究線索：① 家庭裡的角色和行為。
② 家庭怎麼影響我的生活。

學習者目標：交流者、全面發展的人

我們如何表達自己 
中心思想：人際關係影響我們的生活

重要概念：形式、變化

相關概念：角色、行為、友誼

探究線索： ①我們如何發展人際關係。 
②人際關係如何影響我們。 
③人際關係裡的角色和行為。

學習者目標：探究者、交流者

5-6歲探究計畫
我們是誰

中心思想： 打招呼的方式
重要概念：功能、溝通、變化

相關概念：成長、相似性、差異性

探究線索： ①各國打招呼的方式。 
②打招呼的異同。

學習者目標：探究者、胸襟開闊的人

我們如何表達自己

中心思想：不同環境下應該有的禮儀。
重要概念：反思、功能

相關概念：行為、價值觀、溝通

探究線索： ①不同場合打招呼的方式。 
②不同對象打招呼的方式。

學習者目標：思考者、反思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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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在哪裡第二課

探究計畫

教學目標 學習目標

課程總覽

課 文
閱 讀

A：爸爸，你在哪裡？
B：我在中國。

我  會
認一認

四、五

替 換
詞 彙

中國、美國、法國 一起玩遊戲 兒歌 我的朋友在哪裡？

練 習
更 多

‧我在中國。 ‧我在美國。
‧我在日本。 ‧我在泰國。

故事概要

小香正在用手機和爸爸講電話，此時的爸爸正在國外出差；媽媽正在用平板電腦和朋友發簡訊；
哥哥在家裡欣賞著全家出遊的照片。

1. 藉由不同方式，讓學生理解詞彙的意思。
2. 利用不同活動讓學生說出正確的詞彙和句子。
3. 認識漢字“四”、“五”。
4. 具備尊重他人的態度。
5. 參與課堂與小組活動。

1.能詢問他人在哪裡。
2.能回答人、事、物所在的地方。
3.能正確說出“在＋這裡／那裡／哪裡”。
4.知道漢字“四”、“五”所代表的意思。
5.能學會一首中文歌。

4-5歲探究計畫
我們身處什麼時空

中心思想：自己的國家在世界上的位置。
重要概念：連繫、形式

相關概念：關係、相似處、相異處

探究線索： ①我的國家在哪裡？ 
② 如何告訴別人我的國家在世界上的
位置。

學習者目標：探究者、反思者

我們是誰 
中心思想：自身與外在環境的交互作用

重要概念：連繫、功能、變化

相關概念： 成長、適應、關係、
探究線索： ①我在哪裡出生和成長。 

②我的家人在哪裡出生和成長。 
③我的朋友在哪裡出生和成長。

學習者目標：交流者、胸襟開闊的人

5-6歲探究計畫
我們身處什麼時空

中心思想：探索不同國家能幫助我們更了解世界

重要概念：連繫、觀點

相關概念：關係、意見、信仰

探究線索： ①學習探索的技巧。 
②學習探索周遭的人事物。

學習者目標：探究者、知識淵博的人

我們是誰  
中心思想：自身國家的文化認同

重要概念： 觀點、反思
相關概念：身分認同、關係

探究線索： ①探索國家有名的地方和食物。 
②國家的節慶。 
③國家的文化。 
④文化如何影響自身的生活。

學習者目標：交流者、知識淵博的人、反思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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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喜歡什麼顏色第三課

探究計畫

課程總覽

課 文
閱 讀

A：你喜歡什麼顏色?
B：紅色。

我  會
認一認

六、七

替 換
詞 彙

紅色、黃色、藍色 一起玩遊戲 顏色聯想

練 習
更 多

‧我喜歡紅色，你呢？
‧我喜歡黃色，你呢？

故事概要

學校一年一度的園遊會，小香和朋友們興高采烈地結伴參加。一進到園遊會裡，發現小丑正在發

放氣球，園遊會裡不僅有賣糖果的小販，他們還發現了一個攤位擺放著不同國家的傳統玩具。

教學目標 學習目標

1. 藉由不同方式，讓學生理解詞彙的意思。
2. 利用不同活動讓學生說出正確的詞彙和句子。
3. 認識漢字「六」、「七」。
4. 具備尊重他人的態度。
5. 參與課堂與小組活動。

1.能詢問他人喜歡什麼顏色。
2.能回答自己喜歡的顏色、人、事和物。
3.能正確使用「你呢？」反問對方。
4.能正確說出「紅、黃、藍」三種顏色。
5.能知道漢字「六」和「七」所代表的意思。

4-5歲探究計畫
我們如何表達自己

中心思想：五顏六色的生活環境帶給我們感受。
重要概念：觀點、功能

相關概念：意見、交流

探究線索： ① 每個人喜歡的顏色都不盡相同，如
何表達自己的感受。

 　  ②如何詢問別人的感受。
學習者目標：交流者、反思者

我們身處什麼時空

中心思想： 顏色不只與我們生活息息相關，每個
國家也有其代表的顏色。

重要概念：觀點、功能、責任

相關概念：身分認同、角色、價值觀

探究線索： ①國旗的顏色 
②國旗顏色代表的意義

學習者目標：探究者、思考者

5-6歲探究計畫
我們如何表達自己

中心思想： 顏色代表的意義，以及顏色如何影響
我們的生活

重要概念：觀點、連繫、反思

相關概念：表達、行為

探究線索： ①顏色代表的意義。 
 ②顏色帶給人們的感覺。 
③顏色和情緒如何交互影響。

學習者目標：反思者、思考者、交流者

共享地球  
中心思想： 顏色不只與我們有關係，也影響動物

的世界。
重要概念：責任、形式、原因

相關概念：行為、影響

探究線索： ①生活周遭動物的顏色 
②顏色如何影響動物 
③人們的生活如何影響動物的生活

學習者目標：探究者、反思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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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雨天第四課

探究計畫

故事概要

同學們在教室裡上課，教師拿出世界地圖，地圖上標示不同國家的天氣狀況，教師請同學看看各

國的天氣，並討論各國天氣狀況，再請小香上台發言，教師問小香中國的天氣如何。

教學目標 學習目標

1. 學生能發出正確的語音說出詞彙和句子。
2. 具備知道世界各地天氣狀況都不同的概念。
3. 具備觀察及探索世界天氣的能力。
4. 參與課堂與小組活動。
5. 獨力完成課堂活動任務。

1. 能分辨不同天氣的名稱。
2. 能表達今天與明天的天氣狀況。
3. 具備“今天”與“明天”的概念。
4.  認識漢字“八”、“九”、“十”並知道其意思。
5. 具備晴天與雨天所要帶的用具知識。

4-5歲探究計畫
世界如何運作

中心思想：了解各地的天氣變化

重要概念：變化、關聯性

相關概念：循環往復

探究線索：  ①發現世界的氣候。 
②天氣的變化與差異。

學習者目標：探究者、思考者

我們如何表達自己

中心思想：天氣影響自我情緒

重要概念：關聯性、因果關係、思考

相關概念：自我表達，看法

探究線索： ①天氣的變化影響人類的情緒。 
②思考天氣造成的情緒反應。

學習者目標：思考者、反思者、交流者

5-6歲探究計畫
世界如何運作

中心思想：觀察各地每天的天氣狀況

重要概念：原因，變化，聯繫

相關概念：循環往復，時間概念

探究線索： ①全球氣候的循環與變化。 
②天氣隨著時間改變。 
③不同時間點的天氣狀況。

學習者目標：探究者、思考者、知識淵博的人。

我們如何表達自己  
中心思想：各地氣候異同帶給人類的影響

重要概念：變化，因果關係，思考

相關概念：氣候差異，循環往復

探究線索： ①觀察並表達各地氣候的異同。 
②了解自己所在地區的氣候。 
③人類面對氣候異同所產生的影響。

學習者目標：探究者、思考者、交流者。

課程總覽

課 文
閱 讀

今天是雨天。
我  會
認一認

八、九、十

替 換
詞 彙

晴天、雨天、陰天 一起玩遊戲 大風吹

練 習
更 多

‧今天是雨天！ 
‧明天是晴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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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課 我是醫生
探究計畫

教學目標 學習目標

故事概要

大家開心參與職業週走秀活動，小香穿著醫生服，脖子上掛著聽診器、小明穿著警察服、大年穿

著工程師的服裝，三人有自信地走出伸展台，向大家分享未來想從事的職業。

1. 具有勇氣上台，有自信心的展現自我。
2. 具備觀察及探索社會的能力。
3. 積極與負責的態度參與課堂與小組活動。
4. 表達自我對未來的期許（從事的行業）。
5. 獨力思考并完成課堂活動任務。

1. 認識各種職業的名稱。
2. 理解與正確說出？“我是 警察/醫生/工程師”。
3. 能表達父母親的職業。
4. 理解漢字“爸”、“媽”所代表的意思。
5. 用肢體動作表達職業的名稱。

4-5歲探究計畫
我們如何組織自己

中心思想：社會中的各種職業。
重要概念：功能，型態

相關概念：職業類型

探究線索： ①認識生活中的各個職業。 
②各個行業的服飾搭配。

學習者目標：探究者、思考者

我們如何表達自己 
中心思想：選擇社會中的職業成為未來的夢想職業

重要概念：觀點，功能

相關概念：未來方向，將來目標

探究線索： ①思考未來的方向。 
②表達將來的夢想職業。

學習者目標： 探究者、思考者、交流者、敢於冒
險的人

5-6歲探究計畫
我們如何組織自己  
中心思想：我們生活中的角色及責任。
重要概念：功能，責任，關聯性

相關概念：職業搭配

探究線索： ①各個職業的職責。 
②社會各個角色的配件搭配。

學習者目標：探究者、思考者

我們是誰  
中心思想：家人的角色與職業

重要概念：功能、責任、型態

相關概念：職業特徵

探究線索： ①探索及了解家人的職業。 
②如何表達家人而非個人的事。 
③了解父母工作的辛苦。

學習者目標：探究者、富有同情心、交流者

課程總覽

課 文
閱 讀

我是醫生。
我  會
認一認

爸、媽

替 換
詞 彙

醫生、警察／公安、工程師 一起玩遊戲 比手畫腳

練 習
更 多

‧我的媽媽是警察。
‧我的爸爸是醫生。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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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會說中文第六課

探究計畫

課程總覽

課 文
閱 讀

‧我會說中文。
‧我不會說中文。

我  會
認一認

好、文

替 換
詞 彙

中文、英文（英語）、日文（日語） 一起玩遊戲 大家說〝你好〞

練 習
更 多

‧我會說中文。／我也會。
‧我會說日語。／我也會。

故事概要

佈告欄上有很多各國語言的“你好”，有中文、英文、韓文、日文、法文等。幼兒園的孩子會說

幾種國家的語言呢？小香、佳佳、大年、小明站在佈告欄前討論著。

教學目標 學習目標

1. 認識世界及培養國際觀。
2. 具備觀察及探索世界的能力。
3. 尊重與關懷世界不同的文化。
4. 積極與負責的態度參與課堂與小組活動。
5. 獨力思考并完成課堂活動任務。

1. 能正確表達“我 會/不會 說 中文/英文/日文”。
2. 了解並說出句子“我也會”。
3. 了解詞彙“中文、英文、日文”。
4. 認識並知道如何使用不同的語言打招呼。
5. 認識漢字“好、文”和知道其代表的意思。

4-5歲探究計畫
共享地球

中心思想：用語言與行動表達對萬物的愛

重要概念：反思、觀點、關聯性

相關概念：語言表達、關愛世界

探究線索： ①認識及學習各國的我愛你。 
②用語言表達心中的愛。 
③用行動來表示環保愛地球。

學習者目標： 富有同情心的人、反思者、交流者

我們是誰

中心思想：熟悉自己國家及語言

重要概念：觀點、關聯性

相關概念：自我認識，語言能力

探究線索： ①認識自己國家的語言。 
 ②認識各國的語言，表達會與不會。 
③ 不同國家的語言打招呼。

學習者目標： 探究者、思考者
5-6歲探究計畫

共享地球

中心思想：世界各國的文化差異

重要概念：型態、關聯性

相關概念：文化認識，國際觀

探究線索： ①認識各國的服飾。 
②了解各國的飲食差異。 
③學習各國簡易的語言、歌曲。

學習者目標： 知識淵博的人、全面發展的人、交
流者

我們是誰  
中心思想：認識自己國家的飲食，文化習慣

重要概念：型態、關聯性

相關概念：自我文化認同

探究線索： ①了解自己的國家地區。 
②熟悉自己國家的飲食習慣。 
③認同自我的文化習慣。

學習者目標：探究者、思考者、交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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