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課

你幾歲

課程綱要

探究計畫
4～5歲探究計畫
我們是誰
中心思想
從出生到現階段，身體上有不同變化
重要概念：變化、原因
相關概念：身體的變化
探究線索：① 出生的嬰兒與現在的我的差別
②發現自己身體的變化
學習者目標：探究者、全面發展的人

我們如何表達自己
中心思想
隨著成長身體及年齡也會有變化
重要概念：變化、原因
相關概念：成長、年紀變化
探究線索：①年紀逐年增長
②變得不一樣
③我幾歲
學習者目標：反思者 思考者

第一課

5～6歲探究計畫
我們是誰
中心思想
每個人隨著成長過程會有所變化
重要概念：功能、原因
相關概念：變化性、成長
探究線索：①慶生的意義
②年齡增長的過程變化
學習者目標：探究者、反思著

教學目標
1.
2.
3.
4.
5.

藉由多種方式，讓學生理解詞彙意義。
利用不同活動讓學生正確說出詞彙和短句。
理解年紀會隨著時間增加而增加。
具備尊重他人的態度。
參與課堂與小組活動。

我們如何表達自己
中心思想
分享不同國家的生日祝賀詞、生日快樂歌曲
重要概念：功能、聯繫
相關概念：文化、祝福、差異性
探究線索：①過生日和成長的相關性
②生日快樂歌傳達意義
③在表達或接受祝福之後的感覺
學習者目標：交流者、胸襟開闊的人

學習目標
1. 詢問他人“你幾歲？”
2. 正確回答自己幾歲。
3. 理解“四歲”“五歲”“六歲”年紀的順序。
4. 認識漢字“日”“月”與代表的意義。
5. 學會一首中文版生日快樂歌。

故事概要
某一天在學校操場上，三人正在討論年紀，小明問小香“你幾歲？”小香（伸出單手比出五）說
“我五歲。”日本小女孩（伸出雙手比出六）說“我六歲。”有一個韓國小男孩（單手比出四），邊
朝他們跑來邊大喊“我四歲。”

課程總覽
課 文 A：你幾歲？
閱 讀 B：我五歲。
替換
四歲、五歲、六歲
詞彙
練 習 ‧生日快樂。
更 多 ‧媽媽，我幾歲？／你一歲。
12

我 會
認一認

月、日

一起玩游戲 祝你生日快樂

第二課

你要吃什麼

課程綱要

探究計畫
4～5歲探究計畫
我們身處什麼時空
中心思想
在自己所處的生活空間，選擇自己喜愛的食物
重要概念：形式、觀點
相關概念：食物種類、差異性
探究線索：①哪一種食物好吃
②找出自己最喜歡的食物
學習者目標：全面發展的人、探究者

第二課

我們是誰
中心思想
良好的溝通是以表達自己想法或是詢問他人想
法，來理解彼此需求
重要概念：功能、觀點
相關概念：溝通、想像力
探究線索：①如何表達自己的需要
②如何詢問他人的需要
③適當表達自己的感覺
學習者目標：交流者、反思者

5～6歲探究計畫
我們身處什麼時空
中心思想
不同國家會有不同飲食文化
重要概念：文化、形式
相關概念：飲食文化、食物特色
探究線索：①生活中有那些不一樣的食物
②不同國家食物的特色
學習者目標：全面發展的人、探究者

教學目標
1.
2.
3.
4.
5.

藉由不同學習方式，讓學生理解詞彙的意義。
利用角色扮演活動練習使用課文句型溝通。
認識漢字“米”和“麵”。
具備尊重他人的態度。
參與課堂與小組活動。

我們是誰
中心思想：尊重每個國家不同特色的食物及不同
的喜好
重要概念：觀點、文化、反思
相關概念：品味、尊重
探究線索：①認識不同國家的食物
②發現與表達自己對食物的喜好
學習者目標：反思者、胸襟開闊的人

學習目標
1. 認識米飯、麵條中文名稱。
2. 正確使用 “ 你要吃什麼 ？” 的句型和回答 “ 我要
吃_____。”
3. 知道漢字“米”和“麵〞所代表的意思。
4. 願意品嘗不同食物與表達自己的喜好。
5. 學會一首中文歌謠。

故事概要
午餐時間到了，大年、佳佳、小香和同學一起到學校餐廳排隊點餐，點餐人員問大年“你要吃什
麼？”大年著看板上的漢堡說“我要吃漢堡。”接下來，點餐人員繼續問排在後面的小香和佳佳“你
要吃什麼？”

課程總覽
課 文 A：你要吃什麼？
閱 讀 B：我要吃漢堡。
替換
漢堡、麵條、米飯
詞彙
練 習 ‧米飯，好吃。
‧麵條，好吃。
更 多 ‧咖喱飯，好吃。 ‧魚，好吃。
22

我 會
認一認

米、麵

一起玩游戲 喜歡的食物統計表

第三課

我們一起畫畫，好嗎

課程綱要

探究計畫
4～5歲探究計畫
我們身處什麼時空
中心思想
生活中有許多顏色，這些顏色產生變化後，有不
同的美感
重要概念：變化 、連繫
相關概念：色彩融合 、色彩變化
探究線索：①找出生活中常見物品、動植物的顏色
②找出生活中會顏色產生變化的物品
③找出不同顏色調和後的變化
學習者目標：探究者、思考者

我們如何表達自己
中心思想
人際關係中禮貌是重要的交流方式
重要概念：連繫、功能
相關概念：禮貌、尊重意願
探究線索：①適當表達自己喜歡的活動
②如何對自己的失誤表達歉意
③正確回應他人的道歉
學習者目標：交流者、反思者

第三課

5～6歲探究計畫
我們如何表達自己
中心思想
以正確溝通方式和態度建立人際關係
重要概念：功能、連繫
相關概念：合作、邀約
探究線索：①適當表達自己的意願
②如何做有禮貌的邀約
③適當的溝通方式對合作的活動有何
影響
學習者目標：交流者、反思者

共享地球
中心思想
不同的顏色與線條構就能構成一幅圖
重要概念：功能、觀點
相關概念：畫的藝術
探究線索：①不同地區的畫有不同的意境
②對不同的畫有不同感覺
③繪畫對生活有什麼影響
學習者目標：探究者、思考者

教學目標
1.
2.
3.
4.
5.

學習目標

藉由不同方式，讓學生理解詞彙的意義。
利用不同活動讓學生練習說出詞彙和短句。
認識漢字“水”“木”。
參與課堂與小組活動。
培養欣賞創作作品的美感。

1.
2.
3.
4.
5.

在適當情境中使用課文中的句子。
正確說出課文中的句子語詞彙。
知道漢字“水”和“木”所代表的意思。
觀察調色時的顏色變化情形。
教室中能適時表達歉意及寬恕。

故事概要
一群小朋友在教室，小明拿著紙和畫筆邀請大年一起畫畫，佳佳則拿著泳圈站在小香旁，她指著
窗外的游泳池想邀請小香一起游泳，但是小香想要畫畫不要游泳，窗外有兩個小孩正在打球。

課程總覽
A：我們一起畫畫，好嗎？

課文
A：我們一起游泳，好嗎？
閱讀
B：不好，我要畫畫。

替換
畫畫、游泳、打球
詞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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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 習 A：對不起！
更 多 B：沒關係！

B：好。

我 會
認一認

水、木

一起玩游戲 我問、你答

第四課

熊貓很可愛

課程綱要

探究計畫
4～5歲探究計畫
世界如何運作
中心思想
動物與人類社會的關係
重要概念：形式、聯繫
相關概念：關係、相似性、差異性
探究線索：①人類對於動物的命名
②我們如何透過體型的異同認識動物
學習者目標：探究者、知識淵博的人

我們如何表達自己
中心思想
人類在認識動物的過程中會產生不同的喜好
重要概念：觀點、聯繫
相關概念：看法、表達、愛好
探究線索：①影響人類對動物喜好的因素
②動物外型與人類喜好的關係
③我們如何表達對動物的喜好
學習者目標：反思者、胸襟開闊的人

第四課

5～6歲探究計畫
世界如何運作
中心思想
不同的動物會影響我們觀看世界的視角
重要概念：功能、反思
相關概念：辨別、表達
探究線索：①人類對於動物的分類方式
②我們如何介紹動物的特徵
學習者目標：思考者、胸襟開闊的人

教學目標
1.
2.
3.
4.
5.

藉由不同方式，理解詞彙的意義。
用正確的語音說出詞彙和短句。
認識漢字“大”和“小”。
學會欣賞同伴的表演。
能與他人合作完成小組活動。

我們如何表達自己
中心思想
人類的喜好如何影響動物的生活
重要概念：原因、責任
相關概念：審美觀、關聯、行為
探究線索：①人類如何審美鑑賞動物。
②人類對動物的喜好如何改變他們的生活。
學習者目標：交流者、反思者

學習目標
1. 看圖說出動物的名稱。
2. 用肢體表達動物的外型和狀態。
3. 透過比較辨別動物的大小。
4. 用“很可愛”表達自己對人或物的看法。
5. 用“大”“小”兩個字創作圖像畫。

故事概要
小香和小明在客廳裡一起看書，書的封面是大貓熊和小貓熊正在吃竹葉。狗窩裡的大狗和小狗睡
得正香甜，而小貓則是開心的追著大球跑。

課程總覽
課 文 ‧熊貓很可愛。
閱 讀 ‧熊貓很大
替換
熊貓、小貓、小狗
詞彙
‧大／小

練習
‧老鼠很小。
更多
‧獅子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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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會
認一認

水、木

一起玩游戲 圖像畫創作

第五課

你有筆嗎

課程綱要

探究計畫
4～5歲探究計畫
我們如何表達自己
中心思想
感謝情緒的產生會使自身愉悅，也會促進與他人
的關係
重要概念：功能、聯繫
相關概念：作用、正向情感、行為
探究線索：①用口語向他人表示感謝
②表達感謝時的表情和肢體特徵
③如何回應他人的感謝
學習者目標：交流者、富有同情心的人

我們如何組織自己
中心思想
物品的借用能使人們產生聯繫
重要概念：形式、聯繫
相關概念：文具用品、合作、行為
探究線索：①文具用品的名稱
②如何向他人借用物品
③回應他人請求的方式
學習者目標：探究者、有原則的人

第五課

5～6歲探究計畫
我們如何組織自己
中心思想：與他人的互動會協助我們成長
重要概念
功能、責任
相關概念：同理心、熱忱、服務
探究線索：①合宜的請求方法
②互相幫助的過程帶給我們的感受
學習者目標：敢於冒險的人、富有同情心的人

教學目標
1.
2.
3.
4.
5.

我們是誰
中心思想
人類會藉由不同的形式傳遞感謝之意，並維繫關係
重要概念：功能、變化、聯繫
相關概念：品德、互動、關係
探究線索：①各種表示感謝的方法
②感謝的行為如何影響人類的關係
學習者目標：反思者、全面發展的人

學習目標

藉由不同方式，理解詞彙的意義。
用正確的語音說出詞彙和短句。
認識漢字“筆”和“刀”。
藉由指導語完成學習任務。
與他人合作完成小組活動。

1. 看圖說出文具名稱。
2. 用正確的語音向他人提問。
3. 模仿情境圖中的人物行為和對話。
4. 用 “ 謝謝你 ”“ 不客氣 ” 表達自己對他人的感
謝。
5. 專心聆聽教師和同學說話。

故事概要
幼兒園的在教室裡，學生和教師正進行大型作品的創作。學生之間以口語相互詢問是否有筆、紙
等物品；在教室的另一邊，教師拿著剪刀詢問學生是否需要、學生排隊領取。

課程總覽
課 文 A：你有鉛筆嗎？
閱 讀 A：你有紙嗎？
替換
鉛筆、紙、剪刀
詞彙
練 習 A：謝謝你／您！
更 多 B：不客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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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沒有。
B：有。

我 會
認一認

筆、刀

一起玩游戲 感謝卡

第六課

我們一起種樹

課程綱要

探究計畫
4～5歲探究計畫
共享地球
中心思想
共同的娛樂活動，能增進人類彼此的關係
重要概念：形式、聯繫
相關概念：娛樂活動、交流、行為
探究線索：①人類常見的娛樂活動
②娛樂活動的目的
③活動如何影響人類彼此間的關係
學習者目標：知識淵博的人、有原則的人

我們是誰
中心思想
為了維護生態環境，人類發展出種樹活動
重要概念：形式、功能、原因
相關概念：活動、角色、行為
探究線索：①種樹活動的目的
②如何進行種樹活動
③參與種樹活動的對象
學習者目標：思考者、敢於冒險的人

第六課

5～6歲探究計畫
共享地球
中心思想
人類的活動不只會影響自身，也會影響生態環境
的改變
重要概念：功能、原因、責任
相關概念：共同活動、生態環境、永續發展
探究線索：①共同活動對人類生活的意義
②人類的共同活動對生態環境產生的
影響
學習者目標：探究者、全面發展的人

教學目標
1.
2.
3.
4.
5.

藉由不同方式，理解詞彙的意義。
用正確的語音說出詞彙和短句。
認識漢字“唱”和“跳”。
欣賞他人的演出並給予回饋。
與他人合作完成小組活動。

我們是誰
中心思想
認識並維護生態環境是人類共同的理念。
重要概念：責任、反思
相關概念：習得知識、合作、行動
探究線索：①人類如何認識生態環境
②維護生態環境的人
③人類解決環境問題的方法
學習者目標：富有同情心的人、全面發展的人

學習目標
1. 看圖說出動作名稱。
2. 用正確的語音向他人提問。
3. 模仿情境圖中的人物行為和對話。
4. 用“真快樂”表達自己的心情。
5. 專心聆聽教師和同學說話。

故事概要
有一個社區剛完成重建工作，一群大人帶著小明、小香、大年和佳佳一起在空地上種植樹木。小
明開心的對著大家說“我們一起種樹。”而一旁的佳佳則與大人們開心地唱歌，大年也正擺動著身體
跳舞，氣氛十分和樂。

課程總覽
課文
我們一起種樹。
閱讀
替換
種樹、唱歌、跳舞
詞彙
練 習 ‧種樹真快樂。
更 多 ‧唱歌、跳舞真快樂。
66

我 會
認一認

唱、跳

一起玩游戲 我愛跳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