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彈性學習課程—學校本位課程「集集復集集」教學計畫

（一）、101 學年度第一學期

南投縣集集國民小學 101 學年度第一學期

學校總體課程「集集復集集」教學計劃
單元名稱：認識新學校

（一）年級學年學習目標 單元學習目標

1.認識校徽及代表的涵意

2.了解學校的簡史

3.了解學校重建由來

1.能辨識校徽，明白圖案的涵意

2.知道學校的沿革

3.能注意校園安全

4.能主動向師長問好

5.能感恩慈濟建校，做個愛校的孩子

能力指標 融入領域 年級 授課日期 節數 設計者

1-1-1.能運用五官觀察來探究環境

中的事物。

1-1-2.藉由身體感官接觸自然環

境，啟發欣賞校園之美，並能以畫圖和說

故事的方式表達。

1-1-2.了解自我身心狀況。

1-2-1.學習表現自我特質。

1-1-1.發現自己的長處及優點。

環境教育

性別教育

生涯教育

一上 101/08/28
101/09/04

4 呂雅鈴

情境佈置與教

學準備

單槍、電腦、作業單、簡報、

教學網址：http://163.22.80.1/jiji.htm 

教學活動內容 教學資源 評量方式

一、引起動機：由教師拿出大型學校平面圖，指出班級位置，

進而明瞭學校平面圖。

二、教學活動

海報 欣賞

觀察



1 認識校園，帶學生走一趟校園，說明各相關位置，注意偏

僻地區應注意安全，上廁所應結伴同行。

2 教師準備集集國小平面圖，能指出特定教室地點。

3 介紹認識各個班級級任導師，校長、各處室主任。

4 能認識學校教職員工，並能大方稱呼問候，能分辨陌生人。

（可由學校網頁-行政組織-教導處）

5 特殊景觀介紹：枕木步道、活動中心、鐘塔、集集附幼，

說明校園重建由來，進而愛護學校。

6 指導小朋友學習慈濟助人的情懷，本著感恩的心，做個守

規矩的好孩子。

三、綜合活動：填寫學校平面圖學習單及分組進行訪問校內

師長，請學生說出該師長的姓名與稱呼。

團體活動

學習單

實作

觀察

聆聽

觀察



南投縣集集國民小學 101 學年度第一學期

學校總體課程「集集復集集」教學計劃
單元名稱：學校處室位置與功能

（一）年級學年學習目標 單元學習目標

1.認識學校環境

2.認識學校辦公處室及功能

3.了解老師的職責

1.能辨識學校各處室的名稱

2.能分辨教師的職責與稱呼

3.能主動維護學校的環境

4.能說出學校各處室的位置

能力指標 融入領域 年級 授課日期 節數 設計者

1-1-1.能運用及欣賞週遭資源。

3-1-2.具有好奇心，思考環境中萬物的意

義及價值。

3-2-2 能主動親近並關懷學校暨社區所楚

的環境。

環境教育

性別教育
一 101/10/23 2 呂雅鈴

情境佈置與教

學準備

單槍、電腦、作業單、簡報

教學網址：http://163.22.80.1/jiji.htm 

教學活動內容 教學資源 評量方式

一、引起動機：

帶領學生繞校園一圈，引導學生認識辦公處室及名稱。

二、教學活動

1.老師先播放 ppt，介紹集集國小。

2.請小朋友在圖畫紙上畫出剛才印象深刻的處室。

3.請大家輪流上台發表，並說出自己畫出的處室或老師。

4.老師講解各處室的功能、注意事項使用規則，並讓學生自由

說出如何維護學校環境。

三、延伸活動：

介紹資源班—資源班的歷史

說明資源班的意義

觀賞影片--「我想當第五名」。

ppt

圖畫紙

影片

觀察

實作

觀察

聆聽

觀賞





南投縣集集國民小學 101 學年度第一學期

學校總體課程「集集復集集」教學計劃
單元名稱：認識校徽與校歌

（一）年級學年學習目標 單元學習目標

1.認識校徽及代表的涵意

2.了解學校的簡史

3.了解學校重建由來

1.能辨識學校平面圖，認識校園環境

2.能分辨教職員工及陌生人

3.能注意校園安全

4.能正確畫出學校的校徽

5.能說出學校的歷史沿革

能力指標 融入領域 年級 授課日期 節數 設計者

1-1-1.能運用五官觀察來探究環境

中的事物。

1-1-2.藉由身體感官接觸自然環

境，啟發欣賞校園之美，並能以畫圖和說

故事的方式表達。

1-1-1.發現自己的長處及優點。

2-4-2 適當表達自己對他人的情感。

3-4-2 培養正確工作態度及價值觀。

環境教育

生涯教育
一上 101/10/30

101/11/13
4 呂雅鈴

情境佈置與教

學準備

單槍、CD 播放器、作業單、簡報

教學網址：http://163.22.80.1/jiji.htm 

教學活動內容 教學資源 評量方式

一、引起動機：由學校網頁介紹學校的老照片及歷史沿革。

二、教學活動

1 展示校徽給學生欣賞，詢問在哪裡可以看到？

2 校徽內有什麼圖案？有幾種顏色？

單槍

圖片

團體活動

欣賞

觀察

實作

觀察



3 校徽內圖案代表的涵意？顏色代表的涵意？

4 實際到校園觀看校徽的位置。哪些地方也有呢？（校門口、

校旗、活動中心前）

5 認識校徽後帶出校歌，並教唱校歌。

6 介紹學校的簡史；說明為何重建？（可由學校網頁-認識集

集-歷史沿革）

三、綜合活動：

1.分組進行找出校內的校徽，並畫出正確的圖形及顏色。

2.教唱校歌，分組演唱。

學習單

聆聽

觀察

實作



                   我的學校      一年  班 姓名

我的學校是（              ）國小。

校長的姓名是（         ），他是（男生，女生）。

我的老師名字是（        ），我們都稱呼她為（   ）老師。

小朋友，逛完校園後你最喜歡校園的哪個地方呢？用心的把它畫下來喔！



                                                一年  班 姓名：

一、我的學校是                 國小 。

二、集集國小已經     歲了。

三、我知道全校的老師和學生總共有        位。

四、舊學校毀於什麼事件中呢?

                             。

五、新學校是由哪個單位援建的呢?

                             。

六、說說看，我們要如何愛護學校呢？用寫的或畫的都可以喔!





                                                  一年  班 姓名：

小朋友，大家來找找看學校的校徽在哪裡?並寫出來。

1.（                 ）。

2.（                 ）。

3.（                 ）。

畫出美麗的集集校徽：



南投縣集集國民小學 101 學年度第一學期

學校總體課程「集集復集集」教學計劃
單元名稱：我的學校我的家--壹：繪製學校平面分布圖

（二）年級學年學習目標 單元學習目標

1.認識學校的地理環境配置

2.了解校園內的自然生態

3.啟發對學校的關懷與愛護

1.知道平面分布圖的功用

2. 認識周遭常見的平面分布圖；

3. 學習繪製學校平面分布圖；

4.啟發觀察週遭環境的興趣

能力指標 融入議題 年級 授課日期 節數 設計者

1-1-1.能運用五官觀察體驗、探究環境中

的事物

2-1-1.認識生活週遭的自然環境與人為環

境，以及常見的動物、植物、微生

物彼此之間的互動關係

4-1-1.能以語言、文字或圖畫等表達自己

對自然體驗或環境保護的想法

環境教育

藝術與人文
二

101/08/28
101/09/4 4 張玉娟

教學活動內容 評量方式



壹：繪製學校平面分布圖

一、引起動機：帶領學生實際來一趟校園探查，口頭討論學校

    建築物分佈的方位，與學習活動空間的分佈。（第一節課）

二、主要活動：

1. 教師揭示學校平面分布圖，對照先前的討論，作進一步的介紹。

2.教師提示繪製學校平面分布圖的要點如：方位，具體

代表物，圖形與文字標示的搭配……。（第二節課）

3.將學生分組，各組討論與繪製學校平面分布圖。

4.透過討論，將各組繪製的平面分布圖，以單張海報的

  方式呈現。（第三節課）

三、延伸活動：

1.對照學校平面分布圖與學生繪製的平面圖海報，作檢討與比

較。如：欠缺或增加的部分，文字與圖形設計的異同……。

2.教師運用網路資源，揭示學生常接觸的場所的平面方位分佈

圖，與同學討論平面分布圖的功用。

2.學生利用課餘時間觀察不同的平面位置分佈圖，與同學分享心

得與發現（第四節課）

是否仔細觀察且遵

守行進秩序

發表與討論

分組討論與實作

海報展示

發表與討論



小小建築設計師
班級:   年   班   座號:   號    姓名:          日期:   月   日

＊請你設計與實際物相符合的代表圖案，把它畫出來並著色：

1.操場          2.教室            3.噴水池

4.升旗台        5.籃球場         6.大門

7.教室           8. 鐘樓        9. 花草樹木



集集國小平面圖

班級:   年   班   座號:   號    姓名:          日期:   月   日

＊請畫出集集國小的平面分布圖:



       認識學區學習單  二年  班 姓名：

一、 請寫出自己家裡的住址。（含里、鄰）

二、 請寫出鎮內的國中及國小名稱：

三、為什麼同一所幼稚園的同學會就讀不      

    同的學校？

四、請填上集集鎮的里別；自己的里別     請塗上顏色。註（教

師先將里別塗掉）                



南投縣集集國民小學 101 學年度第一學期

學校總體課程「集集復集集」教學計劃

單元名稱：我的學校我的家--貳、認識學校的學區

（二）年級學年學習目標 單元學習目標

1.認識學校的地理環境配置

2.了解校園內的自然生態

3.啟發對學校的關懷與愛護

1.知道學區的涵義

2.認識學校所屬的學區；

3.了解跨區就讀的原因

能力指標 融入議題 年級 授課日期 節數 設計者

1-1-1.能運用五官觀察體驗、探究環境中

的事物

2-1-1.認識生活週遭的自然環境與人為環

境，以及常見的動物、植物、微生

物彼此之間的互動關係

4-1-1.能以語言、文字或圖畫等表達自己

對自然體驗或環境保護的想法

環境教育 二 101/10/23 2 張玉娟

教學活動內容 評量方式



貳、認識學校的學區

一、引起動機:

    請學生發表集集鎮上所有的小學名稱。教師提問為何同一

    所幼稚園的小朋友為何會就讀不同的學校，學生就讀不同

    學校的準則為何？討論後，教師統整說明學區的概念。

二、主要活動：

    1.請同學發表住家的地址，將學生以地址中的里別為單位

      分組，如：吳厝里、集集里與玉映里。

    2.學生發現班上大部分的學生都住在鄰近的里別，歸納出

      集集國小的學區所屬的里。

    3.仍有少數同學居住地不同於其他同學，師生互相討論不

      同學區就讀本校的可能原因，統整越區就讀的概念。

     （第一節）

    4.教師揭示集集鎮的里別分佈，再帶領學生走進社區，實

      地走訪，加深對學區的概念。（第二節）

三、延伸活動：

    1.訪問並說明學校中所認識其他年級的朋友，各分住於哪

      些里別?有無越區就讀的學生?

      。
     

發表與討論

是否踴躍參與

發表與討論

踴躍參與程度

遵守秩序

深入觀察



認識集集國小的學區
班級:  年  班  座號:  號  姓名:        日期:  月  日

     小朋友，你知道為什麼你和一些幼稚園的同學會就讀不同的學校

嗎?

為什麼你會選擇就讀集集國小呢? 請回答下列問題，同時認識一下集

集國小的學區吧！

一、我畢業於 □集集附設幼稚園 □ 超群幼稚園 □ 集集鎮立托兒所

             □ 其他                 

二、集集國小的學區有        里、       里、        里和        

里。

三、我家的住址是      鎮      里       路(街)    巷   弄   樓   

號

四、 我就讀      國小，屬於 □ 學區內  □ 學區外

五、學區的劃分，是依照住家所在的 □縣市 □ 村里別。

五、為什麼你會來集集國小讀書？

                                                                 

六、想一想，學區外的同學為什麼來到集集國小讀書？

   （1）                                                        

  （2）                                                            

參考資料: 南投縣集集鎮的村里數：11 里

隘寮里、田寮里、林尾里、和平里、集集里、玉映里、吳厝里、廣明里、八張里、富山里、

永昌里



南投縣集集國民小學 101 學年度第一學期

學校總體課程「集集復集集」教學計劃

單元名稱：我的學校我的家--參：親近社區圖書館

（二）年級學年學習目標 單元學習目標

1.認識學校的地理環境配置

2.了解校園內的自然生態

3.啟發對學校的關懷與愛護

1.能熟悉圖書館的位置。

2.能了解並遵守圖書館的規則。

3.能了解保護書的方法並養成習慣。

4.能認識圖書的結構：封面、封底、書

  名頁。

能力指標 融入議題 年級 授課日期 節數 設計者

1-1-1.能運用五官觀察體驗、探究環境中

的事物

2-1-1.認識生活週遭的自然環境與人為環

境，以及常見的動物、植物、微生

物彼此之間的互動關係

4-1-1.能以語言、文字或圖畫等表達自己

對自然體驗或環境保護的想法

生涯發展教

育

環境教育
二 101/10/30

101/11/13
4 張玉娟

教學活動內容 評量方式



參：親近社區圖書館

一、引起動機：請學生分享最近閱讀的書籍，並說明書籍的出

    處為何? 提問如果想看的書正好家裡或學校圖書室沒有

    的解決方法? 統整說明社區圖書館是我們親近書本的好

    地方。

二、主要活動：

1. 請學生分享曾去過的圖書館，再說出離住家最近的圖書館

   在何處？說明社區圖書館設立的用意。

2.教師與同學討論圖書館各樓層的設置，圖書館服務人員的介

   紹，與圖書館裡可使用的設備。（第一節課）

3.與同學討論到社區圖書館應注意的禮節。

4.第一次探訪社區圖書館：參觀圖書館的展覽。（第二節課）

5.第二次探訪社區圖書館：到兒童閱覽室廳圖書館的阿姨說故

  事，請學生事先準備好借閱證，鼓勵學生借閱好書回家閱讀。

   （第三節課）

三、延伸活動：

1.教師事先設計請學生到圖書館借閱的書籍約 30 本，請學生利用課餘時

間到社區圖書館借閱其中一本

2.請學生上台分享借閱的書籍

3.詢問學生借閱的書籍中有無破損的情形，討論可能的原因，討論借閱的

圖書應如何愛惜及遇到損毀的情形應如何處理

（第四節課）

發表與討論

發表與討論



探訪社區圖書館     借閱書籍參考書目

項次 年段 書名 作者 出版社

1 低年級 小鱷魚和鯨魚 東尼‧梅鐸 幼獅

2 低年級 大腳ㄚ跳芭蕾 艾美‧楊 東方出版社

3 低年級 阿松爺爺的柿子樹 須藤麻江 道聲

4 低年級 山丘上的石頭

作者：大衛．麥基

原文作者：David McKee 

譯者：張淑瓊

道聲

5 低年級 小兵快樂讀本 小兵出版社

6 低年級 畢老師的蘋果 瑪丹娜/文  .  羅倫/繪 格林文化事業

7 低年級 長頸鹿量身高 張東君 格林文化事業

8 低年級 我不想長大
朱里安諾

譯：洪絹
格林文化事業

9 低年級
大象男孩與機器女

孩
郝廣才 格林文化事業

10 低年級 無敵鐵媽媽 大衛卡里 格林文化事業

11 低年級 不睡覺的小孩
作者：安東尼歐/著，艾方索

/繪
格林文化事業



譯者：湯世鑄

12 低年級 真假小珍珠 方素珍 天下雜誌

13 低年級 不要親我！
佩特拉‧夢特/著，莎賓娜.威

蒙/圖
音樂向上

14 低年級 姊姊好聰明喔! 莎拉．黛爾 遠流

15 低年級 種子笑哈哈 近藤薰美子/文圖 遠流

16 低年級 5 隻小紅怪 莎拉．黛爾 遠流

17 低年級 你永遠是我的寶貝
作者：宮西達也

繪者：周佩穎
小魯文化

18 低年級 鼴鼠寶寶挖地道
文∕圖：白谷由紀子

譯：鄭明進
小魯文化

19 低年級 雞蛋哥哥 秋山匡 小魯文化

20 低年級 因為爹地愛你！ 安德魯．克萊門斯 小魯文化

21 低年級 圖書館老鼠

作者：丹尼爾．柯克

繪者：丹尼爾．柯克

譯者：林美琴

小魯文化

22 低年級 大頭妹 土田伸子/著、繪 小魯文化

23 低年級 快要來不及了 土屋富士夫 小魯文化

24 低年級 牙齒掉了 中川宏貴 小魯文化



25 低年級 壞心情 莫里茲．培茲 小魯文化

26 低年級 阿迪和茱莉 陳致元 和英文化出版社

27 低年級
天空為什麼是藍色

的
莎莉 ‧葛林德列 和英文化出版社

28 低年級 南瓜湯 海倫．庫柏/文圖 和英文化出版社

29 低年級
一個不能沒有禮物

的日子
陳致元/文圖 和英文化出版社

30 低年級 媽媽，外面有陽光 徐素霞 和英文化出版社

31 低年級 永遠愛你
Robert Munsch/文，梅田俊

作/圖
和英文化出版社

32 低年級
米米說不(附中英雙

語 CD)

周逸芬 和英文化出版社

33 低年級 沒毛雞 陳致元/圖文 和英文化出版社

34 低年級 土撥鼠的禮物
海文．歐瑞/文，蘇珊．巴蕾

/圖
和英文化出版社

35 低年級 小石獅
作者：熊亮/文圖

譯者：Scudder Smith

和英文化出版社

36 低年級 誰最有勇氣？
作者：羅倫斯．波利

繪者：卡特琳．莎樂爾
和英文化出版社



譯者：陳淮茵

37 低年級 黑白村莊 劉伯樂 和英文化出版社

38 低年級
京劇貓．長（土反）

坡

作者：熊亮

繪者：熊亮，吳翟
和英文化出版社

39 低年級 星月 珍妮兒‧肯儂/文圖 和英文化出版社

40 低年級 我有兩條腿 林良 國語日報

41 低年級 小圓圓跟小方方 林良 國語日報

42 低年級 影子和我 林良 國語日報

43 低年級 恐龍怎麼說晚安？
文／珍．尤倫 圖／馬克．

提格 譯／李坤珊
維京

44 低年級 白雲麵包

作者：白希娜/文，金向壽/

攝影

譯者：曹玉絢

維京

45 低年級 逛了一圈
作者：安‧瓊納斯/著

譯者：潘人木
維京

46 低年級 平底鍋爺爺
作者：神澤利子

譯者：小路
台灣東方出版社

47 低年級
聰明的波麗和大野

狼
凱薩琳˙史都 台灣東方出版社



48 低年級 你在開玩笑嗎？
作者：克里斯．渥茲

譯者：吳愉萱
米奇巴克

49 低年級 阿志的餅 劉清彥 青林國際出版

50 低年級 奶奶慢慢忘記我了

作者：維若妮可．凡登阿必

萊

繪者：克勞德．K．都伯伊

譯者：孔繁璐

奧林文化

51 低年級 全部都是我的寶貝

作者：齊藤榮美

繪者：狩野富貴子

譯者：林禮寧

大穎文化

52 低年級 癩蝦蟆與變色龍 林秀穗 信誼基金出版社

53 低年級 兒童閱讀列車系列 信誼基金出版社

54 低年級
媽媽買綠豆(20 週

年紀念版)

曾陽晴 信誼基金出版社

55 低年級 明天就出發 林小杯 信誼基金出版社

56 低年級 古利和古拉 中川李枝子 信誼基金出版社

57 低年級 子兒,吐吐 李瑾倫 信誼基金出版社

58 低年級 啊！腳變長了！ 柯宛妮/著 信誼基金出版社

59 低年級 受傷的天使 馬雅/著 信誼基金出版社



60 低年級 貪吃的狐狸 希碧兒˙威辛赫/圖文 信誼基金出版社

61 低年級 一日遊 孫心瑜 信誼基金出版社

62 低年級 葉子鳥 孫晴峰 信誼基金出版社

63 低年級
請問一下，踩得到

底嗎？
劉旭恭 信誼基金出版社

64 低年級 我是霸王龍  宮西達也 三之三文化事業

65 低年級 怕浪費的奶奶 真珠真理子 三之三文化事業

66 低年級 是狼還是羊 琳達．沃夫斯古柏 三之三文化事業

67 低年級 小羊睡不著 北村悟/著 三之三文化事業

68 低年級 奧力佛是個娘娘腔 湯米．狄咆勒/文．圖 三之三文化事業

69 低年級
鱷魚和長頸鹿~搬

過來搬過去

作者：達妮拉．庫洛特

譯者：方素珍
三之三文化事業

70 低年級 三隻餓狼想吃雞 宮西達也著/米雅譯 三之三文化事業

71 低年級 愛思考的青蛙
作者：岩村和朗/文圖

譯者：游珮芸
上誼文化實業股份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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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總體課程「集集復集集」教學計劃
單元名稱： 有山有水的山城

（三）年級學年學習目標 單元學習目標

1. 了解集集鎮的地理位置與自然環境。
2. 培養愛護自然環境的態度。

1.能說出本鎮的地貌景觀。

2.能說出本鎮的地理位置。

3.能關懷家鄉的環境。

能力指標 融入議題 年級 授課日期 節數 設計者
1-2-6 覺察聚落的形成在於符應人類聚

居生活的需求。

2-1-1 認識生活周遭的自然環境與基本

的生態原則。

4-1-3 知道環境保護與自己的關係。

環境教育 三 101/08/28 2 胡朝欽

情境佈置

與教學準備

◎ 單槍、電腦、學習單、簡報

◎ 教學網址：學校備援機//101 學年度本位--彈性課程教學計畫

教學活動內容 評量方式

一、引起動機：由小朋友討論──在其生活周遭比較明顯的

地理景觀。

二、主要活動：

1.教師展示本鎮地形圖，由小朋友報告環繞本鎮主要的自然景

觀。(濁水溪/清水溪/集集大山/獅頭山) 

2.教師展示本縣地圖，由小朋友報告本鎮的地理位置與相關位

置。（外圍：竹山/鹿谷/水里/中寮/名間）

3.由本鎮和本縣的兩張地圖比較，讓小朋友討論地理環境對集集

鎮發展的影響。

4.教師展示本鎮行政劃分地圖，並找出家庭與集集國小各位於哪

一個里。

三、延伸活動：

1.山水巡禮---爬飛鳳山。

      2.由山頂寺廟俯瞰整個集集鎮自然與人文景觀。

口頭報告

檔案評量





討論一

集集國小在哪一里？

A︰

討論二

你家在哪一里？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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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總體課程「集集復集集」教學計劃
單元名稱： 走入小鎮的歷史

（三）年級學年學習目標 單元學習目標

1. 了解集集鎮的地理位置。
2. 了解集集鎮的開發歷史。

1. 能說出本鎮的開發過程

2. 能了解交通開發與本鎮發展的關係

能力指標 融入議題 年級 授課日期 節數 設計者

1-2-6 覺察聚落的形成在於符應人類聚居
生活的需求。

2-1-4 認識並欣賞週遭環境。
3-3-4 認識不同的文化，並分享自
      己對多元文化的體驗。

資訊教育

環境教育
三

101/09/4

101/10/23
4 胡朝欽

情境佈置

與教學準備

◎ 單槍、電腦、學習單、簡報

◎ 教學網址：學校備援機//101 學年度本位--彈性課程教學計畫

教學活動內容 評量方式

一、引起動機：展示明新書院、開闢鴻荒、火車站、大眾爺祠……等早

期開發遺跡照片，由小朋友說出這些地名。

二、主要活動：

1.教師藉由地理位置與地形地圖，與學生探討「集集」地名的由

來。

2.教師講述本鎮在史前、清領、日治、民國時期的開發大事紀。

3.教師展示地圖，由小朋友討論報告本鎮開發與交通建設的關係。

4.教師利用電腦與投影機展示學校老照片。

5.請小朋友自行挑選一個印象深刻的事件或一個開發遺跡，繪圖

並製作一份紙本報告。

三、延伸活動：古蹟巡禮---開闢鴻荒與舊吊橋頭參觀。

口頭報告

檔案評量

◎史前時期：原住民狩獵區、平埔族居住地
◎清領時期：漢人從社寮進入林尾開墾、樟腦及香蕉產業、吳光亮開山撫番、明新書院教化民

眾、化及蠻末、戴萬生反清戰亂與大眾爺祠的祭典
◎日治時期：集集公學校設立、集集支線鐵道設立與車站的設立、新高郡役所設立、樟腦出張

所、香蕉市集(青果集貨場)



◎民國時期：公路興起與鐵道沒落、新台 16線與集鹿大橋、攔河堰、921與重建



 Q1︰集集鎮，相傳是那個朝代，由福
建漳州府移民過來的饒邑人黃寬等３人

在湳底（林尾里）等地開墾？

 A︰1民國 2漢朝 3清朝 4唐朝

 Q2︰(西元 1875年)是誰率兵從竹山地
區開闢了八通關，讓集集地區更為蓬勃

發展並成立集集堡？

 A︰1吳光亮 2吳碩綸 3吳佩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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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總體課程「集集復集集」教學計劃
單元名稱：拜訪社區機構

（ 三 ）年級學年學習目標 單元學習目標

1.了解集集鎮的地理位置

2.認識集集鎮內的公家機關

3.了解集集鎮的歷史

1.能說出本鎮的主要機關

2.能說出本鎮的主要機關性質與地理位置

能力指標 融入議題 年級 授課日期 節數 設計者

3-4-2 認識鄰近機構，並瞭解社會資源對

日常生活的重要性

2-1-2 認識不同類型的工作角色

3-1-2 發展尊敬他人工作的意識

1-3-1 瞭解工作對個人的重要性

資訊教育

生涯發展教

育

三 101/10/30
101/11/13

4

張弘坤 設

計

張玉如編修

情境佈置

與教學準備

◎ 單槍、電腦、學習單、簡報

◎ 教學網址：學校備援機//101 學年度本位--彈性課程教學計畫

教學活動內容 評量方式

（一）引起動機：由小朋友討論舉例學校周圍的一些公家機關

（二）主要活動：

1.師生共同討論，由小朋友報告本鎮有哪些公家機關及社教機構。

      2.師生共同討論，由小朋友歸納分類本鎮公家機關及社教機構。

3. 能說出本鎮的主要機關性質與地理位置

（三）延伸活動：

1.我們的好鄰居---參觀學校附近的公家機關及社教機構。

2.參觀公所/分局/農會…等

口頭報告

實做評量

檔案評量

檔案評量



南投縣集集國民小學 101 學年度第一學期

學校總體課程「集集復集集」學習單
單元名稱：拜訪社區機構         三年（  ）班（  ）號  姓名：                   

   每個地方都需要設立一些機構，幫助大家處理或解決生活上的許多問題。我們特

地拜訪了重要的社區機構：

……………………………………………………………………….

希望小朋友能認識它們，並能了解、利用他們所提供的服務項目。

一、認識鎮公所：

※鎮公所的位置：

  在                       路上，前面有                     ，

旁邊有                        、                        。

※鎮公所的服務項目：

請將區公所的服務項目和承辦單位連起來：

民政課 ．                  ．鄰里公園管理、維護、、認養和借用

農經課 ．                  ．辦理各項藝文活動、交通宣導等

社會課 ．                  ．辦理全民健保的工作

兵役課 ．                  ．辦理服兵役的各項工作

健保課 ．                  ．急難救助、敬老證申請



二、認識警察局：

   參觀集集分局後，印象最深刻的是                ，   

因為：                                                

                                                   

三、認識農會：

     參觀完「農會」，我知道農會所提供的服務有：                  

                                                     

                                                     

四、假如我是鎮長，我想為家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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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總體課程「集集復集集」學習單
單元名稱：拜訪社區機構         三年（  ）班（  ）號  姓名：                   

   每個地方都需要設立一些機構，幫助大家處理或解決生活上的許多問題。我們特地拜訪

了重要的社區機構：希望小朋友能認識它們，並能了解、利用他們所提供的服務項目。

一、認識鎮公所：

※鎮公所的位置：

  在                       路上，前面有                     ，

旁邊有                        、                        。

※鎮公所的服務項目：

請將區公所的服務項目和承辦單位連起來：

民政課 ．                  ．鄰里公園管理、維護、、認養和借用

農經課 ．                  ．辦理各項藝文活動、交通宣導等

社會課 ．                  ．辦理全民健保的工作

兵役課 ．                  ．辦理服兵役的各項工作

健保課 ．                  ．急難救助、敬老證申請

二、認識警察局：

參觀警察局後，印象最深刻的是                                ，   

請你畫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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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總體課程「集集復集集」教學計劃

單元名稱：認識明新書院、大眾爺祠

（ 四 ）年級學年學習目標 單元學習目標

1.了解集集鎮的地理位置

2.認識集集鎮內的公家機關

3.了解集集鎮的歷史

1.能說出本鎮的一些老地名的由來

2.能說出本鎮的開發過程

3.能了解交通開發與本鎮開發的關係

能力指標 融入議題 年級 授課日期 節數 設計者

2-1-4 能從周遭體認慶典由來及對本鎮的

重要性。

3-3-4 認識不同的文化，並分享自己對多

元文化的體驗。

1-2-6 瞭解廟宇歷史故事。

環境教育

兩性教育
四 101/08/28

101/09/04
4

張玉娟設計

施瑞南編修

教學活動內容 評量方式



一、引起動機：由小朋友討論一年一度熱鬧的經過, 

說有趣的神仙故事。            

二、主要活動：

1.教師展室示本鎮地圖，標示明新書院、大眾爺祠，並說明這些

地方與本鎮開發過程的關係。

2.展示圖片：教師展示本鎮各廟宇、教堂、佛寺等照片，並展示

各宗教活動的照片。

3.由小朋友上網搜尋明新書院、大眾爺祠相關資訊，由

小朋友討論報告本鎮發的關係。

4.教師介紹集集八月二十三日熱鬧的由來。

      5.說一段大眾王爺歷史故事。

6 介紹明新書院並說明其特點。

7 透過宗教活動內容探討兩性在宗教上的地位。

8 透過宗教活動討論人類信仰的價值。

9 討論各種宗教建築的特色。

10 綜合上述活動，教師導引學生認識本鎮的各宗教的要

義，差異性以及彼此尊重他人的信仰。

三、延伸活動：

1.廟宇巡禮---大眾爺祠及明新書院。

口頭報告

實做評量

檔案評量

檔案評量



南投縣集集國民小學 101 學年度第一學期學校總

體課程「集集復集集」學習單
單元名稱：認識明新書院、大眾爺祠
四年（  ）班（  ）號  姓名：                   

（1） 試著寫出明新書院、大眾爺祠它的神奇典故或感人故事。

（2）請說出明新書院、大眾爺祠主祀的神是哪一位呢？

（3）觀察寺廟中一個神明（或門神）的臉譜，並將他畫下來。

（4）請畫出「明新書院」印象最深刻的裝飾。

（5）你曾經參觀這些寺廟所舉辦的慶典活動？

★ 明新書院書院屬於第 （      ）級古蹟，現位於何處國小校園旁？  

★ 書院中有哪些重要的文物：

明新書院於何時興建？距今約多少年？

每年那一日訂為教師節？



南投縣集集國民小學101學年度第一學期

學校總體課程「集集復集集」教學計劃

單元名稱：知識的殿堂

（四）年級學年學習目標 單元學習目標

1.了解集集鎮的地理位置

2.認識集集鎮內的公家機關

3.了解集集鎮的歷史

1.能說出本鎮的主要機關

2.能說出本鎮的主要機關性質與地理  

  位置

3.能說出保育中心、軍史公園的位置

  及功能

能力指標 融入議題 年級 授課日期
節

數
設計者

1-4-2 認識資源共享及利用網

      路資源。

3-3-2 瞭解鎮內探討環境的改

     變與破壞可能帶來的危

     險，討論如何保護與改善

     環境。

環境教育

生涯發展

教育

四
101/10/23
101/10/30
101/11/13

6

陳永輝

設計

施瑞南

編修

教學活動內容 評量方式

（一） 引起動機：由小朋友討論舉例學校周圍的一些公家、

社教機關。

（二）主要活動：

1.由小朋友上網搜尋本鎮的機關設施：軍史公園及保育中心。

2.介紹國軍的建軍歷史及武器設備的演進。

3.共同討論成立軍史公園的目的。

4.師生共同討論保育中心的主要服務及設備內容。

2.上網尋找台灣特有生物的種類及分佈

3.討論台灣對特有生物的保護措施及政策。

（三）延伸活動：

1.國家的守護神—參觀軍史公園。

2.知識的殿堂---參觀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

問答

檔案評量

參觀





「知識的殿堂」學習單          年級：

1. 小朋友，透過上課的介紹，你可以知道每個國家都會有自己的軍隊，而且維

持軍隊會花很多的錢，比如說付給軍人的薪水，購買及研發武器等等，你知

道為什麼國家需要建置自己的國防力量嗎？請你說說看？

2. 小朋友，請你上網查查看，台灣目前有哪幾種動物已經瀕臨絕種或已經絕種

的？（請至少寫出三項）

3. 請你簡述成立台灣特有生物保育中心的目的？



4. 台灣環境目前受到外來種生物的威脅日益嚴重，請你至少寫出三項威脅到本

土生物生存的外來種生物？（植物或動物皆可）



南投縣集集國民小學 101 學年度第一學期

學校總體課程「集集復集集」教學計劃

單元名稱：集集的鐵道文化

（ 五 ）年級學年學習目標 單元學習目標

1、瞭解集集支線鐵道之歷史與文化

1、能說出集集支線各站的由來

2、能說出集集支線各站的功能

3、能比較出集集支線各站功能的轉變

能力指標 融入議題 年級 授課日期
節

數
設計者

1-1-1 能運用五官觀察探究環境中事物

2-2-1 能了解生活週遭的環境問題及

     其對個人學校與社區的影響

2-1-4 認識並欣賞週遭環境

6-3-3 能規劃彙整資料

環境教育

資訊教育
五

101/08/28
101/09/04
101/10/23
101/10/30
101/11/13

10
游顯宗設計

何佩芳編修

教學活動內容 評量方式

一、引起動機：歌唱「車站」，導引學生說出對車站的感受

二、教學活動：

1.展示車站照片，請學生思考並發表：集集支線各車站之美。

2.教師展示舊車站的建築圖片並說明其建築之特色。

3.教師解說集集支線各站的歷史。

三、綜合活動：

(一)分組討論並報告

1.集集支線的由來

2. 集集支線各站昔日的型態，和目前的功能。

3.地震後，集集車站為何不拆掉重建新車站？其歷史意義何在？

發表

筆記

紀錄

聆聽

報告



南投縣集集鎮集集國小本位課程學習單

活動

名稱

參觀火車站-二

水
日期    年  月   日

設計

老師
游顯宗

座號

姓名
(    )

活動一：小朋友，集集線的起典在哪裡？

請問 1.二水火車站附近有何國家風景區？2.他是隸屬哪個縣市？

（１）

（２）

活動二：請寫出源泉車站的歷史

  

活動三：請寫出二水車站的歷史。

活動四：請畫出二水車站的樣貌。



南投縣集集鎮集集國小本位課程學習單

活動

名稱
參觀火車站-濁水 日期    年  月   日

設計

老師
游顯宗

座號

姓名
(    )

活動一：小朋友，集集往二水會經過龍泉及濁水車站。

請問 1.龍泉火車站附近有何風景點？2.它附近還有哪個重要公共設施？

（１）

（２）

活動二：請寫出龍泉車站的歷史

  

活動三：請寫出濁水車站的歷史。

活動四：請畫出濁水車站的樣貌。



南投縣集集鎮集集國小本位課程學習單

活動

名稱
參觀火車站-集集 日期    年  月   日

設計

老師
游顯宗

座號

姓名
(    )

活動一：小朋友，集集鎮最有名的，莫過於火車站了，每當假日，車站邊總是擠滿了遊客。

請問 1.火車站是從什麼地方拆過來的？2.它所使用的木頭是什麼種類的？

（１）

（２）

活動二：請依序寫出火車行經之站別：  起點二水  

（1）                                （2）                         

（3）                                 （4）                        

（5）                                  （6）                        

活動三：請寫出火車站的歷史。

活動四：請畫出火車站的樣貌。



南投縣集集鎮集集國小本位課程學習單

活動

名稱
參觀火車站-車埕 日期    年  月   日

設計

老師
游顯宗

座號

姓名
(    )

活動一：小朋友，集集線最後一站是車埕車站。

請問 1.車埕車站又有什麼稱號？2.它隸屬哪個國家風景區？

（１）

  （２）

活動二：請寫出車埕車站附近之特色

（１）                               （2）                        

（3）                                （4）                        

（5）                                （6）                        

活動三：請寫出車埕車站的歷史。

活動四：請畫出車埕車站的樣貌。



南投縣集集國民小學 101 學年度第一學期

學校總體課程「集集復集集」教學計劃

單元名稱：河川生態與保育

（ 六 ）年級學年學習目標 單元學習目標

1. 瞭解濁水溪、清水溪的生態變遷

2. 探討保育河川的方法

1. 對濁水溪、清水溪更進一步的認識

2. 探討造成河川生物減少原因

3. 能提出保育河川與復育生物的方法

能力指標 融入領域 年級 日期
節

數
設計者

2-2-1 認識週遭的自然環境與基本生態原則

3-2-2 能主動親近並關懷學校暨社區所處的

環境

2-2-1 能了解生活週遭的環境問題及其對個

人學校與社區的影響

6-3-3 能規劃彙整資料

環境教育

生命教育

資訊教育

海洋教育

六

101/08/28
101/09/04
101/10/23
101/10/30

101/11/13

10 游顯宗

教學活動內容 評量方式



◎ 課前準備活動

學生：蒐集濁水溪生態相關之文字、圖片資料

教師：準備濁水溪生態相關教學簡報及圖片資料

一、引起動機：

1. 請學生分享收集來的資料或講述自己對於河川生態的瞭解。

二、發展活動

    (一)教師透過簡報介紹濁水溪地理位置及其生態資源。

濁水溪流域面積廣闊，流域內的地理環境複雜多元，使境內生態體也呈現

豐 富 多 樣 的 面 貌 。 （ 資 料 來 源 ：

http://www.wra04.gov.tw/RIVER_STORY4.HTM）

資料蒐集

資料整理

簡報發表



◎動物資源之一

1、 鳥類

分別在濁水溪下、中、上游之新西螺大橋、龍神橋及春陽三個樣點共記

錄到 21 科 4 亞科 58 種鳥類，其中特有種鳥類有紫嘯鶇、冠羽畫眉、白

耳畫眉及藪鳥等 4 種類有大冠鷲、隼、紅尾伯勞、鉛色水鶇、白尾鴝、

紫繡鶇、畫眉、冠羽畫眉、白耳，台灣特有亞種鳥類共 22 種，以及外來

種鳥類白尾八哥 1 種。列入保育類的鳥畫眉、藪鳥及喜鵲等 11 種。

其中在龍神橋站發現的隼屬於瀕臨?種保育類野生動物；在龍神橋站發現

的大冠鷲以及在春陽橋發現的畫眉屬於珍貴稀有之保育類野生動物。而

在上游樣點春陽調查到 40 種鳥類為濁水溪各樣點之冠。

2、 魚類

於濁水溪共捕獲 11 科 23 種魚，包括白縵、台灣石賓、鯽魚、台灣馬口

魚、陳氏鰍鮀、高身小鰾鮈、?魚、台灣纓口鰍、灣間爬岩鰍、埔里中華

爬岩鰍、中華花鰍、泥鰍、脂鮠、短臀鮠、鯔、棕塘鱧、明潭吻?虎、短

吻紅斑吻魚虎、香魚、大肚魚、孔雀魚及吳郭魚。以脂鮠最多，其次為

明潭吻鯫虎。數量上以台灣爬岩鰍 124 隻最多，生物量則以吳郭魚 1959

公克（88 隻）最重。

3、 蝦蟹類

濁水溪共捕獲蝦類 2 科 6 種、蟹類 2 科 3 種，包括粗糙沼蝦、大和沼蝦、



一、引起動機

  請學生分享上一節查詢到的動物生態資料。

二、發展活動

  (一)教師透過簡報介紹濁水溪的生態資源。

濁水溪流域面積廣闊，流域內的地理環境複雜多元，使境內生態體也呈現豐

富多樣的面貌。（資料來源：http://www.wra04.gov.tw/RIVER_STORY4.HTM）

  ◎動物資源之二

4、 哺乳類

哺乳類動物有台灣小葉鼻蝠、台灣蹄鼻蝠、阿里山天鵝絨尖鼠、台灣黑雄、

台灣森鼠、梅花鹿、赤腹松鼠、山羌、常鬃山羊、野豬、食蟹猴、台灣獼

猴等行蹤。

5、兩棲類

萬大水庫區內為拉杜希氏赤蛙、斯文豪氏赤蛙及虎皮蛙的生長棲息地，另

外其他地區還發現梭德氏蛙、澤蛙、斯文豪樹蛙、莫氏樹蛙、白頷樹蛙、

褐樹蛙、日本樹蛙、艾氏樹蛙、盤谷蟾蜍等兩棲動物。

6、 爬蟲類

包括紅斑蛇、水蛇、錦蛇等蛇類。

    (二)在所有動物中，最讓你印象深刻的是哪幾種，並畫在圖畫紙上。



一、引起動機

  請學生分享查詢到的植物生態資料。

二、發展活動

  (一)教師透過簡報介紹濁水溪的生態資源。

濁水溪流域面積廣闊，流域內的地理環境複雜多元，使境內生態體也呈現豐

富多樣的面貌。（資料來源：

http://www.wra04.gov.tw/RIVER_STORY4.HTM）

◎植物資源

植物方面則有天然的台灣櫸木、黃連木、台灣欒樹、台灣二葉松、紅檜、鐵

杉、楠樹、櫟樹、樟樹、牛樟、台灣肖楠、台灣杉等樹種，還有人工栽植的

竹林、油桐、杉木、果樹，還有檳榔及茶樹，樟樹所熬製的樟腦曾是台灣出

口的大宗，也造就集集鎮樟腦業的勝況。濱溪植物方面下游河段多為草本，

中、上游河道深狹處則多喬大木本植物蔭蔽；而水芙蓉在本水系中游之草嶺

段很常見，形成壯麗的景觀，兼具保土護坡之功能。

(二)請學生利用網路資源查詢上述動物之特性等資料。

1.自上述介紹之動物中擇一詳查其相關資料，

2.填寫於學習單上。

三、綜合活動



一、引起動機

1.請學生分享第三節課查詢到的植物生態資料。

2.由豐富的生態體系導入河川的污染與危機。

二、主要活動

（一）透過簡報介紹清水溪所面臨的危機。資料來源：

http://ms1.jjps.ntct.edu.tw/localized/env/frame.htm

1.溪流的重要性

自古以來，人類文明的發展總與河流脫離不了關係，雖然河水僅佔地球總水

量的萬分之一，卻是人類及其他生物維持生命的重要資源。對人類而言，溪

流提供了飲用水、交通航運、水產養殖、水力發電和休憩等用途；對生態而

言，溪流提供魚蝦、貝類、兩生類及水生昆蟲及藻類、水生植物等生長、棲

息及繁殖的場所。台灣的土地狹小，人口眾多，溪流短而急促，更需要乾淨

的水源，但是近年來不斷傳出的污染事件，卻為台灣的溪流生態敲下了喪鐘。

2.河川生態資源保育的問題表(資料來源：汪靜明，2007) 

河川生態資源保育的問題表

（1）全球環境的氣候變遷。

（2）河川集水區伐木與水土流失。

（3）河川水體化學與有機物及熱污染等水質污染。

（4）河川水資源枯竭。



3.清水溪面臨的威脅

◎攔沙壩：攔沙壩會阻隔魚類的移動，縮小族群分布範圍，並會在攔砂壩上堆

積沙石。颱風豪雨過後，許多魚被沖到下游，無法再上溯回到棲息地，因而

減少魚種的多樣性。 (註：下游的攔砂壩部分已被打掉。)

◎濫墾濫伐：上游森林墾伐，造成植被減少，溪岸環境也被破壞，使得土石裸

露增加，造成水土流失、含沙量與淤積增加。

◎農藥污染：人們大量使用肥料與農藥，隨著雨水沖刷流入溪流中，造成有機

污染、營養鹽增加、藻類優養化和毒物污染。

◎水泥護岸：河道興建水泥護岸，又清除大型底石，造成河道溝渠化與棲地環

境單一化，減少了魚類棲息空間與存活機會，僅能供給少部分的魚類棲息。

◎污水污染：亂倒垃圾、工廠廢水、養殖業的污水、家庭廢污水......等，沒經

過污水處理就直接排入溪流中，這些污染源，造成清水溪下游嚴重污染，河

水 PH 值降低、溶氧量減少，更讓許多忍耐性較低的魚類無法存活。

（二）教師透過簡報介紹日常可行之護溪行動。



1.一起來保護溪流

我們的飲用水大多來自河川，全省的河川大部分已經污染相當的嚴重了，像

農藥及殺蟲劑等化學藥劑不當使用，造成河川污染及毒害、不肖業者盜採砂

石，甚至是毒魚、電魚，破壞整個河川生態環境，家庭、工廠、畜牧業......

等，沒有把污水先行處理就排入溪流中，這些都讓溪流的生態每況愈下。那

麼，要如何保護溪流呢？

◎學校內：

一、 少浪費紙張，就能少砍幾棵樹，對於上游的水源涵養非常有幫助。

二、 要好好維護我們的河川，就要先了解居住在其中的生物及環境，因此最

好多閱讀河川溪流相關圖書及資料。

三、 老師帶領小朋友實地觀察清水溪及溪裡的生物及其居住環境，並請小朋

友紀錄下來，但要注意安全。

四、節約用水，飲水思源，使河川負擔減少。

◎家庭裡：

一、 家中廢水大部份會排放到溪流中，小朋友可以學習如何做到減少家中污

水的排放量。

例如，清洗碗盤，可改用黃豆粉；清洗衣服，可改用肥皂絲或洗衣皂來



替代洗衣粉；在廚房水槽的濾水口裝上濾網，以免殘渣排到河川。

二、 不捕捉河川中的魚蝦或其他居住附近的生物，儘可能安靜地觀察生物，

不去破壞牠們的家。

三、 珍惜河川上游集水區及水源地的環境，使它不受污染及干擾，我們才會

有乾淨的水可以喝。

四、 不做危害河川生態之活動，例毒魚、電魚、亂丟垃圾......等。

五、不隨意丟棄垃圾及廢棄物到河川溪流中，避免造成水域污染及水道堵塞。

六、 減少使用化學藥劑，如殺蟲劑、化學肥料......等，減輕溪流負擔。

  在學校或在家及日常生活中，我們方便可以做到的行為，就儘量去落實，

或許只是一個微不足道的小動作，卻對河川的生態環境有大大的幫助，可以

減少對河川的污染。別讓清水溪成了下一條高屏溪喔！

三、綜合活動

1.學童完成學習單。

2.透過作業單的書寫及共同討論訂正，讓學童進一步統整本單元重點。

      ------------------第九、十節完--------------------------





濁水溪、清水溪的生態變遷學習單(一)

六年甲班  座號：    姓名：      

一、小朋友，以下是集集鎮的地圖，請你拿出藍色筆，畫下流經集集鎮的兩條

主要河流。

二、小朋友，經過老師的講解，請問你知道濁水溪上有哪些動物嗎？

三、小朋友，針對以上的動物，選出你最喜歡的一種，並找出相關訊息？

1. 外型特色

2.生長環境

3.喜歡的食物



濁水溪、清水溪的生態變遷學習單(二)

六年甲班  座號：    姓名：      

一、小朋友，濁水溪是台灣最長的溪流，請依序寫出濁水溪流經的南投縣的鄉

鎮。

源頭：合歡山                                                  二水鄉

二、小朋友，經過老師的講解，請問你知道濁水溪上有哪些植物嗎？

三、小朋友，針對以上的動物，選出你最喜歡的一種，並找出相關訊息？

1.喜歡的原因

2.外型特色

3.生長環境



濁水溪、清水溪的生態變遷學習單(三)

六年甲班  座號：    姓名：      

一、小朋友，自古以來，人類文明的發展總與河流脫離不了關係，雖然河水僅佔地

球總水量的萬分之一，卻是人類及其他生物維持生命的重要資源。

對人類而言，溪流提供了飲用水、交通航運、水產養殖、水力發電和休憩等用

途；對生態而言，溪流提供魚蝦、貝類、兩生類及水生昆蟲及藻類、水生植物

等生長、棲息及繁殖的場所。

台灣的土地狹小，人口眾多，溪流短而急促，更需要乾淨的水源，但是近年來

不斷傳出的污染事件，卻為台灣的溪流生態敲下了喪鐘。

二、根據以上所言，寫出河川生態資源保育的問題有哪些？

1.

2.

3.

4.

三、小朋友，根據你的觀察，寫出清水溪面臨的汙染問題有哪些？

1.

2.

3.

4.



四、了解了以上問題，我們該如何保護河川呢？

1.

2.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