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2-1學校課程願景 

臺南市公私立麻豆區文正國民中(小)學108學年度學校課程願景 

壹、 學校願景

 

 

貳、 學生圖像(可用文字或圖像) 

  以本校願景為整體架構，發展出學生圖像為「能透過主動學習，

成為知足感恩、善於合作、具前瞻視野與藝術涵養的的終身學習者」，

訂定校訂課程的關鍵能力為以下五項：「人文關懷力、思考表達力、

創新應變力、合作理解力與科技實踐力」。 

 

 

 

 

 

生態

感恩

創新藝文

體健



C2-1學校課程願景 

參、 校本課程目標(須包含彈性學習課程架構及課程主題) 

(一)文正國小新課綱校訂課程規劃架構表（大系統） 

校 

訂 

課 

程 

彈

性

學

習

課

程 

課程類型 
年級節數 

課程名稱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節數 節數 節數 節數 節數 節數 

統整性探究

課程 

主題/專題/

議題 

 

(自行增列) 

曾正柚藝思 1 0 1 1 1 1 

臺灣是水果王國 1 2 1    

特別的日子    1 1 1 

E生 E世   1 1 1 1 

社團活動與

技藝課程 
     2 2 

特殊需求領

域課程 
       

其他類課程 

(自行增列) 

班級輔導、自治活動

(級會)、運動會、兒童

節、戶外教育、性平教

育、成果發表 

1 1 1 1 1 1 

       

學校實際彈性學習總節數 3 3 4 4 6 6 

課綱規範彈性學習節數 2-4 2-4 3-6 3-6 4-7 4-7 

 

 

 

 

 

 

 

 



C2-1學校課程願景 

文正國中（小）新課綱「跨領域」統整性探究課程規劃表(中系統) 

課程

名稱 
實施年級 學習主題 內容概述 

課程目標及內容

實際所屬領域 

曾 

正 

柚 

藝 

思 

｜ 

請 

到 

我 

的 

家 

鄉 

來 

一年級 

【源來是你】-台南ㄟ母親 

由繪本的引導與介紹，讓學生了解曾文溪是孕育南瀛文化的母親，值得我們去親

近、理解與維護。透過對曾文溪源頭及其帶來豐富生態資源的認識，讓學生體會

曾文溪對台南人生活的影響，進一步體會愛護環境的重要性。 

語文 

生活 

 

【柚你真好】-柚意思 
對柚子最基本的認識，透過柚子相關繪本欣賞，了解柚子特性、種類，並進行柚

子繪圖、柚子押花書籤製作。 

【藝猶未盡】-總爺是什麼爺？ 

帶領學生認識總爺，簡單介紹總爺由糖廠變身成藝文中心，「現在」可以看到的

設施及可參與的活動。讓學生了解到總爺藝文中心是麻豆孩子歡樂的遊樂場、文

正學子神秘的後花園，透過藏寶圖的設計與尋寶活動，除了尋找自己所埋藏的寶

物，更進一步探索並發掘先人們留在總爺的寶藏－歷史文物與自然生態。 

三年級 

【源來是你】-曾文溪的回憶 

※透過「青瞑蛇」的介紹，重回早期曾文溪改道頻仍的歲月，感受先民因應洪水

肆虐的生活智慧，並介紹倒風內海與台江內海的昨日與今日，經過不斷淤積所形

成的不同樣貌，帶領學生了解自然的力量。 

※臺灣山高水急，臺南更是夏雨冬乾，因應氣候及地形的影響，水庫的興建及維

護相形重要，透過水庫的介紹，了解水資源的運用及水庫的力量。 
語文 

藝術 

社會 

自然 
【柚你真好】-柚栽趣 

上學期－實際參訪柚園，觀察柚農栽種、收成的過程；下學期－再次踏入柚園，

欣賞柚花開，感受不同季節限定的柚園景致。與自然領域結合，教授種植植栽的

概念及方法，並親自種植柚子盆栽，在照顧及觀察的過程中，體會農人的甘苦。 

【藝猶未盡】-藝磚藝瓦 

了解日治時期臺灣建築的風格特色，深受當時日本發展之時代背景影響，西化與

傳統日式建築並存於總爺裡，透過教師講述及實地走訪，認識其建築特色。進一

步將現代「綠建築」的概念與當時的各種建築樣態做比較，思考文明演進對人類



C2-1學校課程願景 

生活產生的改變。 

四年級 

【源來是你】-守護曾文溪 
了解水資源的重要性，並將保護水資源付諸行動。透過台南水道的參訪，了解日

治時期衛生工程的發展歷史，並欣賞其建築特色之美。 
語文 

藝術 

社會 

自然 

【柚你真好】-柚傳情 

了解麻豆的「送柚子」、「買賣柚子」的文化，體會人與人之間禮尚往來的真摯情

誼，並透過柚卡製作，不僅是單純寄送，加上柚子的推廣及對收禮者的關心。並

結合本校藝術與人文的特色，舉辦柚花飄香音樂會。 

【藝猶未盡】-總爺 try講 
基於對總爺的認識，讓學生將資料內化，轉化成自己特有的文字表達方式。練習

善用不同的表達技巧及多媒體素材，向他人介紹總爺，推廣家鄉文化。 

五年級 

【源來是你】-溪畔好七逃 

人類的生存、文明的起源與河流是分不開的，帶領學生認識早期人們傍水而居所

發展出的文化與傳說，進一步感受先民對「河流」的崇敬與畏懼之心。從自然生

態著眼，帶學生認識曾文溪沿岸的地形與濕地生態。 語文 

藝術 

社會 

自然 

【柚你真好】-柚環保 
柚子各部分的加工再利用，體會珍惜資源、物盡其用的重要，了解環境永續發展

需從日常生活中做起。 

【藝猶未盡】-12婆姐藝起來 

了解地方神祇及廟宇文化；了解「藝陣」文化的緣由，進一步認識在地藝陣的形

成背景，並探索其代表之意義。透過教師介紹及實地參觀、練習，體驗 12婆姐

陣的操作技巧與精神。 

六年級 

【源來是你】-飲水思源 

飲水要思源，珍惜水資源人人有責，透過供水系統的介紹、水費帳單的認識、水

庫的水量，了解水資源得之不易。抱著追本溯源的心，累積六年對曾文溪的認識，

用環保的方式－騎鐵馬、用一種全新的視野去尋訪「台南ㄟ母親」，感謝她帶給

我們的文明與發展。 

語文 

數學 

藝術 

社會 

自然 
【柚你真好】-柚創新 

不再是實體柚子的利用，取「柚子」的象徵意義，代表麻豆子弟的在地精神，設

計柚子圖騰，結合畢業活動，自己動手做畢業紀念冊及勳章。由學生自己設計、

票選、製作及發送，體驗文創商品的發想過程。 

【藝猶未盡】-12婆姐嘉年華 藝陣原本便是具有表演功能，由傳統到現代，融合適合學童的舞蹈與音樂展現



C2-1學校課程願景 

12婆姐的風采。 

 

文正國中（小）新課綱「跨領域」統整性探究課程規劃表(中系統) 

課程

名稱 
實施年級 實施主題 

內容概述 課程目標及內容

實際所屬領域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臺 

灣 

是 

水 

果 

王 

國 

一年級 水果拼圖 

1.水果猜一猜-認識常見水果種類 

2.給點顏色瞧瞧吧-認識水果的顏色。 

3.水果數一數-學會計數。 

1.果園的嬌客-果園小動物介紹。 

2.水果大拚比-各類水果大小、形狀…比較。 

英語 

生活 

二年級 水果大變身 

1.買水果趣-我最愛的水果大公開，認識水

果哪裡買及如何購買，並進行我是水果店老

闆角色扮演模擬。 

2.果汁真好喝-果汁成分認識，並進行果汁

實作及品嘗。 

3.果凍 QQ 真好吃-果凍製作，了解如何製作

出健康的果凍。 

1.巧手做餅乾-動手製作水果餅乾。 

2.果乾好味道-品嘗果乾，練習味道的描述。 

3.午茶時光-下午茶禮儀認識及實作。 

4.我的點餐本-進行點餐本設計及競賽。 

5.派對 ing-禮帽製作，並完成一場派對。 

 

英語 

生活 

三年級 拜訪果園 

1.果樹的秘密-認識果樹的各種特性。 

2.種水果有學問-了解種植果樹的各種必要

條件。 

1.認識職業-從柚農出發，認識各種不同職

業及其工作內容。 

2.認識季節-水果生長與季節息息相關，認

識各個季節。 

3.認識天氣-認識不同季節的不同景致及天

氣感受與變化。 

英語 

自然 

綜合 

 



C2-1學校課程願景 

文正國中（小）新課綱「跨領域」統整性探究課程規劃表(中系統) 

課程

名稱 
實施年級 實施主題 

內容概述 課程目標及內容

實際所屬領域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特 

別 

的 

日 

子 

四年級 節日傳情意 

1.中秋傳情有意思-認識中秋節送禮、團圓的文

化。 

2.認識其他節日-常見節日的介紹，並認識各個

節日的文化。 

3.水果軟糖趴踢-萬聖節及聖誕節的活動規劃。 

1.尋蛋有樂趣-尋找復活節彩蛋。 

2.柚花飄香音樂會-英文版邀請

卡製作。 

3.我與 feeling的距離-各種情

緒的感受與表達。 

英語 

生活 

五年級 友善地球 

1.世界地球日-認識世界地球日的由來及愛地球

的方式。 

2.我的氣候宣言-了解氣候變遷，並試擬氣候宣

言。 

珍愛大自然-認識 5Ｒ及小學生可落實

的環保行動。 英語 

生活 

六年級 畢業快樂 

謝師宴-錄製【做菜 ABC in文正】，練習腳本撰

寫與影片拍攝。 

 

1. Yearbook「保柚」紀念冊。 

2.終曲 Finale 畢業展演-畢業展演活

動。 

英語 

綜合 

藝術 

 

 

 

 

 

 

 

 



C2-1學校課程願景 

文正國中（小）新課綱「跨領域」統整性探究課程規劃表(中系統) 

課程

名稱 
實施年級 實施主題 內容概述 

課程目標及內容

實際所屬領域 

E 

生 

E 

世 

三年級 走讀網鄉 E世情 

 E生好友相見歡 

 E相天開看世界  

 畫說溪遊 E起來 

 E網情深 

 影音遊樂 E起來 

 雲端 E化應用 

語文 

科技 

綜合 

四年級 文書影像 E起來 

 感恩卡片 DIY 

 戶外踏查趣 

 環保與古蹟保護 

 柚寶與我的公仔秀  

 總爺創意影像海報 

 柚福同響寫真書 

語文 

社會 

藝術 

五年級 簡報美拍 E把罩 

 環保宣導小高手 

 戶外教育小天使 

 健促教育小幫手 

 環境教育小尖兵 

 總爺之美我來拍 

 運算思維入門 

語文 

自然 

社會 

六年級 腦力激盪 E點通 

 SCRATCH初階 

 SCRATCH進階 

 六年小學生活全紀錄 

 藝陣12婆姐文化探究 

語文 

藝術 

綜合 

 



臺南市 109學年度文正國民小學健康促進特色活動成果表 

活動名稱 109學年上學期二年級校本英語-健康果汁店 (健康體位) 

活動日期 參加對象 學生 家長 教職員工 

 109年 12月 1日 參加人數 21 0 0 

簡述活動內容 
認識天然果汁與市售果汁之成分差異，進而了解怎樣的食品選

擇才是對身體有益的，並且畫出心目中的健康美味果汁。 

佐證資料(宣導照片、計畫、紀錄、簽到表等) 

  

說明：認識生活中常見的健康美味水果。 說明：與學生討論常見的果汁-木瓜牛奶

中會加入哪些食材來製作。 

 

 

說明：認識市售含糖飲料的成分，並了解

過多的糖分及化學添加物對身體的危害。 

說明：學生親自設計自製的美味且對身體

健康有益的果汁。  

 



109學年度文正國小校本生態課程 

源來有你-保護水源大作戰--烏山頭水庫參訪 

  

聆聽導覽人員介紹針閥之用途。 於八田水力發電廠觀看針閥之實際應用。 

  

經由講解後了解水庫中平壓塔之用途。 學生觀看因久旱不雨乾涸許久之溢洪道。 

 
 

觀看嘉南大圳百年特展--我家門前有條圳 學生在大壩觀看因缺水而逐漸乾涸之水庫 

 



109學年度文正國小校本生態課程 

源來有你-認識曾文溪 

  

實際於曾文溪河堤了解溪畔生態景觀 介紹常見河畔植物其名稱及功用。 

  
鄉民於曾文溪畔小廟祈求河水不再氾濫 讓學生了解自己家鄉麻豆港的前世今生 

  

至倒風內海故事館了解隨著時間的過去曾經的蒼海已成桑田。 

 



臺南市 109學年度文正國民小學健康促進生態活動成果表 

活動名稱 校外教學-烏山頭水庫之旅與烏樹林台糖五分車體驗 (生態教育) 

活動日期 參加對象 學生 家長 教職員工 

 110年 4月 27 日 參加人數 69 0 13 

簡述活動內容 
配合本校生態校本課程辦理校外教學讓學生參訪烏山頭水庫，瞭

解八田與一工程師對台灣水利發展的貢獻及對嘉南平原灌溉的重

要性。參觀台糖烏樹林了解早期各地利用五分車載甘蔗製糖，撐

起台灣一片天的歷史，並體驗搭乘五分車。 

 
佐證資料(宣導照片、計畫、紀錄、簽到表等) 

  

說明：烏山頭水庫解說員向學童介紹水庫各

項建設與美景 

說明：仔細聆聽解說並了解「針閥 」的用

途。 

  

說明：導師帶領學生實際測量五分車的軌道

寬度。 

說明：至烏樹林火車站搭乘五分車 

 



臺南市 109學年度文正國民小學健康促進特色活動成果表 

活動名稱 校外教學-亞歷山大蝴蝶館與奇美博物館 (生態教育) 

活動日期 參加對象 學生 家長 教職員工 

 109年 11月 14 日 參加人數 
69 0 13 

簡述活動內容 
辦理校外教學讓學生接觸大自然，讓眼睛放鬆且能望遠凝視，除

外還能認識蝴蝶從產染卵到長大的一生；參觀奇美博物館透過專

業解說員導覽了解藝術價值與豐富館藏。 

 

參觀奇美博物館透過導覽 

佐證資料(宣導照片、計畫、紀錄、簽到表等) 

  

說明：亞歷山大蝴蝶館解說員向學童介紹蝴

蝶的一生。 

說明：師生在奇美博物館外，開心跑跳且

望遠凝視。  

  

說明：參觀奇美博物館 說明：於亞歷山大蝴蝶館中認識各式貝殼 

 









臺南市 109學年度文正國民小學健康促進特色活動成果表 

活動名稱 109學年上學期期末各班跳繩比賽-健康體位 

活動日期 參加對象 學生 家長 教職員工 

 110年 1月 14日 參加人數 67 0 10 

簡述活動內容 
每個學生限時三分鐘跳最多下的班級平均排列 1-6名各頒給獎狀

及獎金以資鼓勵 

佐證資料(宣導照片、計畫、紀錄、簽到表等) 

  

說明：學務組長辦理本校 109學年上學期期

末班際跳繩比賽  

說明：由各班導師擔任比賽裁判數數  

  

說明：各班在旁觀察比賽情形 說明：全校學生皆須全程參與，並以各班

平均值當作成績以培養團體榮譽 

 



臺南市 109學年度文正國民小學健康促進特色活動成果表 

活動名稱 食農教育-開心農場種菜樂 (生態永續) 

活動日期 參加對象 學生 家長 教職員工 

 109年 11月 20日 參加人數 69 0 9 

簡述活動內容 
由麻豆區農會協助本校開心農場成立由全校師生種下番薯葉、

蔥、白菜、空心菜等蔬菜讓學生體驗食農教育，認識每天吃的蔬

菜且能惜福，並讓眼睛有足夠放鬆及望遠凝視的機會。 

佐證資料(宣導照片、計畫、紀錄、簽到表等) 

  

說明：校長帶領全校師生在本校開心農場種

蔬菜及如何種植灌溉才會長得好。  

說明：學生認真犁土灑子  

  

說明：經過一個月開始採收。  說明：老師帶領學生採收空心菜 

 



109學年度食農教育推廣成果-小番茄 

  
校方建置落葉堆肥區 學生掃除校園落葉 

  

送至落葉堆肥區進行利用 將堆肥用於小番茄汁種植 

  
學生於小番茄成長期間至果園拔除雜草 學生開心採收小番茄。 

 



109學年度食農教育推廣成果-蝶豆花 

  

學生使用各式回收容器種植蝶豆花 學生使用各式回收容器種植蝶豆花 

  

學生為親手種植的蝶豆花繪製成長日記 學生為親手種植的蝶豆花繪製成長日記 

  

蝶豆花移植至教室走廊旁之攀架後，形成濃密遮蔽，有效阻隔夏日之酷熱， 

達成節能減碳之效，另其花朵有食用及染色之功用。 



  

學生採摘蝶豆花後，進行放置於不同水溫中的染色實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