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重大議題（生涯發展教育）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1.基本理念(略) 1.基本理念(略) 未修改 
2.課程目標(略) 2.課程目標(略) 未修改 
3.分段能力指標(略) 3.分段能力指標(略) 未修改 
4.學習內容(略) 4.學習內容(略) 未修改 
5.融入學習領域之建議(略) 5.融入學習領域之建議(略) 未修改 
6.生涯發展教育議題融入七大學習領域之對應表 
 
(1)「語文(國語文)」學習領域 

學習領域指標 可融入生涯發展

教育能力指標 
1-1-4 能 用注音符號輔助識字，擴充閱讀。 【1-1-1】 
1-1-6 能運用注音符號，擴充語文學習的空間，增進

語文學習的興趣。 
【1-1-1】 

1-2-4 能選擇適合自己程度的注音讀物，培養自我學

習興趣。 
【1-2-1】 

1-4-2 能運用注音符號，檢索資料，解決疑難問題，

增進學習效能。 
【3-3-3】 

2-3-2 能確實把握聆聽的方法。 【2-2-1】 
2-4-2 能靈活應用聆聽的方法。 【3-3-3】【3-3-5】
3-1-2 能有禮貌的表達意見。 【1-1-1】 
3-2-2 能合適的表現語言。 【2-2-1】 
3-2-4 能把握說話重點，充分溝通。 【3-2-2】 
3-4-2 能運用多種溝通方式。 【1-3-1】【2-3-2】
4-1-3 能養成良好的書寫習慣。 【1-1-1】 
4-4-2 能運用字辭典、成語辭典等，擴充詞彙，分辨

詞義。 
【3-2-2】 

5-1-3 能培養良好的閱讀興趣、態度和習慣。 【1-1-1】 
5-1-4 能喜愛閱讀課外讀物，擴展閱讀視野。 【1-1-2】 
5-2-  能調整讀書方法，提升閱讀的速度和效能。 【3-2-1】 

6.生涯發展教育議題融入七大學習領域之對應表 
 
(1)「語文(國語文)」學習領域 

學習領域指標 可融入生涯發展

教育能力指標 
1-1-4 能運用注音符號輔助識字，擴充閱讀。 【1-1-1】 
1-1-6 能運用注音符號，擴充語文學習的空間，增進

語文學習的興趣。 
【1-1-1】 

1-2-4 能選擇適合自己程度的注音讀物，培養自我學

習興趣。 
【1-2-1】 

1-4-2 能運用注音符號，檢索資料，解決疑難問題，

增進學習效能。 
【3-3-3】 

2-3-2 能確實把握聆聽的方法。 【2-2-1】 
2-4-2 能靈活應用聆聽的方法。 【3-3-3】【3-3-5】
3-1-2 能有禮貌的表達意見。 【1-1-1】 
3-2-2 能合適的表現語言。 【2-2-1】 
3-2-4 能把握說話重點，充分溝通。 【3-2-2】 
3-4-2 能運用多種溝通方式。 【1-3-1】【2-3-2】
4-1-3 能養成良好的書寫習慣。 【1-1-1】 
4-4-2 能運用字辭典、成語辭典等，擴充詞彙，分辨

詞義。 
【3-2-2】 

5-1-3 能培養良好的閱讀興趣、態度和習慣。 【1-1-1】 
5-1-4 能喜愛閱讀課外讀物，擴展閱讀視野。 【1-1-2】 
5-2-2 能調整讀書方法，提升閱讀的速度和效能。 【3-2-1】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5-2-6 能熟練利用工具書，養成自我解決問題的能力。 【3-2-2】 
5-3-8 能共同討論閱讀的內容，並分享心得。 【1-2-1】【2-2-1】
6-3-3 能培養觀察與思考的寫作習慣。 【1-2-1】 
6-4-3 練習應用各種表述方式寫作。 【1-3-1】【3-3-1】
6-4-7 能練習使用電腦編輯作品，分享寫作的樂趣，

討論寫作的經驗。 
【2-3-2】【3-3-5】

 
(2)「語文(閩南語)」學習領域 

學習領域指標 可融入生涯發展

教育能力指標 
1-2-4 能從閩南語聽辨中，認識社區及在地文化。 【2-2-2】 
2-1-7 能養成樂意說閩南語的態度與習慣 【1-1-1】 
2-2-2 能運用閩南語與師長、同學及社區人士進行對

話。 
【2-2-1】 

2-2-4 能運用閩南語簡單描述生活周遭的人、事、時、

地、物。 
【2-2-3】 

4-2-3 能初步使用閩南語字、辭典及其他工具書，輔

助閱讀。 
【3-2-2】 

4-4-5 能透過資訊及檢索工具，蒐集、整理閩南語資

料，以增進閱讀能力。 
【3-3-2】 

5-3-3 能運用標音符號提升閩南語寫作能力。 【1-2-1】 
5-4-1 能寫出自身、周遭或鄉土有關的簡短故事。 【2-3-2】 
5-4-3 能與同學以閩南語共同編寫角色扮演的簡單對

白，並分享編寫與演出的樂趣。 
【1-3-1】 

 
(3)「語文(客家語)」學習領域 

學習領域指標 可融入生涯發展

教育能力指標 
1-1-7 能在聆聽活動中，培養主 探索客家語文的興

趣。 
【1-1-2】 

1-2 5 能養成良好的聆 態度，並適當應對。 【1-1-1】 
1-3-6 能主動聽取資訊，養成蒐集材料與方法的習慣。 【3-2-2】 
1-3-9 能從聆聽過程，理解並探索客家文化的實踐方

法。 
【3-2-2】 

5-2-6 能熟練利用工具書，養成自我解決問題的能力。 【3-2-2】 
5-3-8 能共同討論閱讀的內容，並分享心得。 【1-2-1】【2-2-1】
6-3-3 能培養觀察與思考的寫作習慣。 【1-2-1】 
6-4-3 練習應用各種表述方式寫作。 【1-3-1】【3-3-1】
6-4-7 能練習使用電腦編輯作品，分享寫作的樂趣，

討論寫作的經驗。 
【2-3-2】【3-3-5】

 
 
 
 
 
 
 
 
 
 
 
 
 
 
 
 
 
 
 
 
 
 
(2)「語文(客家語)」學習領域 

學習領域指標 可融入生涯發展

教育能力指標 
1-1-7 能在聆聽活動中，培養主動探索客家語文的興

趣。 
【1-1-2】 

1-2-5 能養成良好的聆聽態度，並適當應對。 【1-1-1】 
1-3-6 能主動聽取資訊，養成蒐集材料與方法的習慣。 【3-2-2】 
1-3-9 能從聆聽過程，理解並探索客家文化的實踐方

法。 
【3-2-2】 

 
 
 
 
 
 
1.新增閩南語融入對應

表，其餘對應表修改序

號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1 4-6 能從聆聽活動中養成終身學習的習慣。 【3-3-5】 
1-4-9 能把用客家語傳遞的訊息，經獨立思考想出解

決問題的方法。 
【3-3-2】【3-3-3】 

2-1-7 能使用客家語自我介紹。 【1-1-2】 
2-2-5 能用客家語說出得體有禮 的問候詞。 【2-2-1】 
2-2-6 能用尊重與關懷的態度與人交談。 【2-2-1】 
3-4-1 能運用標音符號查閱工具書，主動認識客家文

化。 
【3-3-2】 

4-4-3 能從閱讀中瞭解各族群文化，並能閱讀譯成客

家語之外國作品。 
【2-3-2】 

4 4-4 能運用各種媒體擴展閱讀的範圍，並利用各種

檢 工具幫助閱讀客家文化資料。 
【3-3-2】 

4-4-5 能從閱讀客家語作品中吸收新知，養成獨立思

考及解決問題的能力，並規劃自己的生活。 
【3-3-5】 

5-3-3 能用客家語寫出自我介紹。 【2-2-1】 
 
(4)「語文(原住民族語)」學習領域 

學習領域指標 可融入生涯發展

教育能力指標 
1-3-5 能透過聆聽，尊重他人的生活經驗。 【2-2-1】 
1-3-9 能透過聆聽，探索個人的興趣。 【1-2-1】 
1-4-10 能透過聆聽，思考解決問題的方法。 【3-3-3】 
2-1-5 能簡單表達問候用語。 【2-2-1】 
2-2-3 能簡單說出自己的時間安排。 【3-2-1】 
2-2-5 能進行簡單應對與表達關懷。 【2-2-1】 
2-3-1 能即席進行自我介紹。 【1-2-1】【2-2-1】
2-4 3 能簡單說出個人的生涯規劃。 【3-3-3】【3-3-5】
2-4-10 能表達解決問題的方法。 【3-3-3】【3-3-5】
 
 
(5)「語文(英語)」學習領域 

學習領域指標 可融入生涯發展

教育能力指標 
 2-1-6 能以簡易的英語介紹自己。 【1-1-2】 

1-4-6 能從聆聽活動中養成終身學習的習慣。 【3-3-5】 
1-4-9 能把用客家語傳遞的訊息，經獨立思考想出解

決問題的方法。 
【3-3-2】【3-3-3】 

2-1-7 能使用客家語自我介紹。 【1-1-2】 
2-2-5 能用客家語說出得體有禮貌的問候詞。 【2-2-1】 
2-2-6 能用尊重與關懷的態度與人交談。 【2-2-1】 
3-4-1 能運用標音符號查閱工具書，主動認識客家文

化。 
【3-3-2】 

4-4-3 能從閱讀中瞭解各族群文化，並能閱讀譯成客

家語之外國作品。 
【2-3-2】 

4-4-4 能運用各種媒體擴展閱讀的範圍，並利用各種

檢索工具幫助閱讀客家文化資料。 
【3-3-2】 

4-4-5 能從閱讀客家語作品中吸收新知，養成獨立思

考及解決問題的能力，並規劃自己的生活。 
【3-3-5】 

5-3-3 能用客家語寫出自我介紹。 【2-2-1】 
 
(3)「語文(原住民族語)」學習領域 

學習領域指標 可融入生涯發展

教育能力指標 
1-3-5 能透過聆聽，尊重他人的生活經驗。 【2-2-1】 
1-3-9 能透過聆聽，探索個人的興趣。 【1-2-1】 
1-4-10 能透過聆聽，思考解決問題的方法。 【3-3-3】 
2-1-5 能簡單表達問候用語。 【2-2-1】 
2-2-3 能簡單說出自己的時間安排。 【3-2-1】 
2-2-5 能進行簡單應對與表達關懷。 【2-2-1】 
2-3-1 能即席進行自我介紹。 【1-2-1】【2-2-1】
2-4-3 能簡單說出個人的生涯規劃。 【3-3-3】【3-3-5】
2-4-10 能表達解決問題的方法。 【3-3-3】【3-3-5】
 
(4)「語文(英語)」學習領域 

學習領域指標 可融入生涯發展

教育能力指標 
 2-1-6 能以簡易的英語介紹自己。 【1-1-2】 
 2-1-7 能以簡易的英語介紹家人和朋友。 【2-2-5】 

 
 
 
 
 
 
 
 
 
 
 
 
 
 
2. 因生涯發展教育能力

指標【2-2-1】融入原住

民族語學習領域指標

「2-1-5 能簡單表達問候

用語。」為高階段指標融

入低階段指標，易造成教

學困擾，故刪除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2-1-7 能以簡易的英語介紹家人和朋友。 【2-2-5】 
 2-1-8 能使用所習得的日常生活用語。 【1-1-1】【2-2-5】 
* 2-1-12 能進行簡易的角色扮演(role play)。 【1-1-1】【2-1-1】

【2-2-2】 
 2-2-2 能以簡易的英語參與課堂上老師引導的討論。【1-3-1】 
 2-2-  能以簡易的英語表達個人的需求、意願和感

受。 
【1-3-1】【2-3-2】 

 2-2-4 能以簡易的英語描述日常生活中相關的人、

事、時、地、物。 
【2-3-1】 

* 2-2 6 能依情境及場合，適切地表達自我並與他人溝

通。 
【1-3-1】 

* 2-2-7 能參與簡易的短劇表演。 【2-3-2】【3-3-3】 
* 3-1-8 能藉圖畫、圖示等視覺輔助，閱讀並瞭解簡易

故事及兒童短劇中的大致內容。 
【2-2-2】【2-2-3】
【2-2-4】【2-2-5】 

 3-2-6 能瞭解對話、短文、書信、故事及短劇等的重

要內容與情節。 
【2-3-1】 

* 3-2-9 能閱讀不同體裁、不同主題的簡易文章。 【2-3-1】【2-3-3】
【3-3-1】【3-3-5】 

 6-1-1 樂於參與各種課堂練習活動。 【1-1-2】 
 6-1-2 樂於回答老師或同學所提的問題。 【1-1-2】 
 6-1-4 主動預習、溫習功課。 【3-2-1】 
 6-1-5 能妥善運用情境中的非語言訊息，以幫助學

習。 
【3-2-1】【3-2-2】 

 6-1-6 樂於接 課外英語學習素材。 【1-2-1】 
 6-1-7 不畏犯錯，樂於溝通、表達意見。 【1-1-1】 
 6-1-12 樂於參與有助提升英語能力的活動。 【1-2-1】 
 6-1-13 能認真完成教師交待的作業。 【1-1-1】 
* 6-1- 4 具有好奇心，並對教師或同學討論的內容能舉

出示例或反例。 
【3-2-2】 

* 6-1-15 主動查閱圖畫字典。 【3-2-2】 
 6-2-1 樂於接觸英語電影、歌曲、廣播、書籍等。 【1-3-1】 
 6-2-2 樂於嘗試閱讀英文故事、雜誌或其他課外讀

物。 
【1-3-1】【3-3-3】 

 6-2-3 對於世界各地民情文化有興趣，並樂於找機會【2-3-2】 

 2-1-8 能使用所習得的日常生活用語。 【1-1-1】【2-2-5】 
* 2-1-12 能進行簡易的角色扮演(role play)。 【1-1-1】【2-1-1】

【2-2-2】 
 2-2-2 能以簡易的英語參與課堂上老師引導的討論。【1-3-1】 
 2-2-3 能以簡易的英語表達個人的需求、意願和感

受。 
【1-3-1】【2-3-2】 

 2-2-4 能以簡易的英語描述日常生活中相關的人、

事、時、地、物。 
【2-3-1】 

* 2-2-6 能依情境及場合，適切地表達自我並與他人溝

通。 
【1-3-1】 

* 2-2-7 能參與簡易的短劇表演。 【2-3-2】【3-3-3】 
* 3-1-8 能藉圖畫、圖示等視覺輔助，閱讀並瞭解簡易

故事及兒童短劇中的大致內容。 
【2-2-2】【2-2-3】
【2-2-4】【2-2-5】 

 3-2-6 能瞭解對話、短文、書信、故事及短劇等的重

要內容與情節。 
【2-3-1】 

* 3-2-9 能閱讀不同體裁、不同主題的簡易文章。 【2-3-1】【2-3-3】
【3-3-1】【3-3-5】 

 6-1-1 樂於參與各種課堂練習活動。 【1-1-2】 
 6-1-2 樂於回答老師或同學所提的問題。 【1-1-2】 
 6-1-4 主動預習、溫習功課。 【3-2-1】 
 6-1-5 能妥善運用情境中的非語言訊息，以幫助學

習。 
【3-2-1】【3-2-2】 

 6-1-6 樂於接觸課外英語學習素材。 【1-2-1】 
 6-1-7 不畏犯錯，樂於溝通、表達意見。 【1-1-1】 
 6-1-12 樂於參與有助提升英語能力的活動。 【1-2-1】 
 6-1-13 能認真完成教師交待的作業。 【1-1-1】 
* 6-1-14 具有好奇心，並對教師或同學討論的內容能舉

出示例或反例。 
【3-2-2】 

* 6-1-15 主動查閱圖畫字典。 【3-2-2】 
 6-2-1 樂於接觸英語電影、歌曲、廣播、書籍等。 【1-3-1】 
 6-2-2 樂於嘗試閱讀英文故事、雜誌或其他課外讀

物。 
【1-3-1】【3-3-3】 

 6-2-3 對於世界各地民情文化有興趣，並樂於找機會

接觸與學習。 
【2-3-2】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接觸與 習。 

 6-2-5 瞭解基本英文閱讀技巧，進而提升閱讀的興趣

與能力。 
【1-3-1】 

 6-2-6 對於教 內容能主動複習並加以整理歸納。 【3-3-1】【3-3-3】 
* 6-2-7 利用各種查詢工具，主動瞭解所接觸英語的內

容。 
【3-3-2】 

* 6-2-8 主動從網路或其他課外材料搜尋相關的學習

資源，與老師及同學分享。 
【3-3-2】 

 7-1-4 能認識外國風土 情。 【2-2-5】 
* 7-2-1 能以簡易英語介紹國內外風土民情。 【1-3-1】【2-3-2】 
 
(6)「健康與體育」學習領域 

學習領域指標 可融入生涯發展

教育能力指標 
1-2-2 應用肢體發展之能力，從事適當的身體活動。 【1-1-2】 
1-2-4 探討各年齡層的生理變化，並有能力處理個體

成長過程中的重要轉變。 
【1-2-1】 

1-2-5 檢視兩性固有的印象及其對兩性發展的影響。 【1-2-1】 
1-2-6 解釋個人與群體對性方面之行為，表現出不同

的信念與價值觀。 
【1-2-1】 

3-1-4 表現聯合性的基 運動能力。 【1-1-2】 
3-2-1 表現全身性身體活動的控制能力。 【1-2-1】 
3-2-2 在活動中表現身體的協調性。 【1-2-1】 
3-3-3 在個人和團體比賽中運用戰術戰略。 【2-3-1】【2-3-2】

【 -3-1】【3-3-3】 
4-3-1 瞭解運動參與在個人、社會及文化層面的意義。 【1-3-1】【2-3-2】

【2-3-3】【3-3-1】
【3-3-2】【3-3-4】 

4-3-2 選擇提升休閒活動參與的方法，並執行個人終

生運動計畫。 
【3-3-1】【3-3-3】
【3-3-5】 

4-3-3 計畫及執行個人增進體適能表現的活動。 【1-3-1】【2-3-2 
【3-3-1】【3-3-2】 

4-3-4 評估各種不同需求者的運動需求與計畫。 【1-3-1】【2-3-2】
【2-3-3】【3-3-1】

 6-2-5 瞭解基本英文閱讀技巧，進而提升閱讀的興趣

與能力。 
【1-3-1】 

 6-2-6 對於教學內容能主動複習並加以整理歸納。 【3-3-1】【3-3-3】 
* 6-2-7 利用各種查詢工具，主動瞭解所接觸英語的內

容。 
【3-3-2】 

* 6-2-8 主動從網路或其他課外材料搜尋相關的學習

資源，與老師及同學分享。 
【3-3-2】 

 7-1-4 能認識外國風土民情。 【2-2-5】 
* 7-2-1 能以簡易英語介紹國內外風土民情。 【1-3-1】【2-3-2】 
 
(5)「健康與體育」學習領域 

學習領域指標 可融入生涯發展

教育能力指標 
1-2-2 應用肢體發展之能力，從事適當的身體活動。 【1-1-2】 
1-2-4 探討各年齡層的生理變化，並有能力處理個體

成長過程中的重要轉變。 
【1-2-1】 

1-2-5 檢視兩性固有的印象及其對兩性發展的影響。 【1-2-1】 
1-2-6 解釋個人與群體對性方面之行為，表現出不同

的信念與價值觀。 
【1-2-1】 

3-1-4 表現聯合性的基本運動能力。 【1-1-2】 
3-2-1 表現全身性身體活動的控制能力。 【1-2-1】 
3-2-2 在活動中表現身體的協調性。 【1-2-1】 
3-3-3 在個人和團體比賽中運用戰術戰略。 【2-3-1】【2-3-2】

【3-3-1】【3-3-3】 
4-3-1 瞭解運動參與在個人、社會及文化層面的意義。 【1-3-1】【2-3-2】

【2-3-3】【3-3-1】
【3-3-2】【3-3-4】 

4-3-2 選擇提升休閒活動參與的方法，並執行個人終

生運動計畫。 
【3-3-1】【3-3-3】
【3-3-5】 

4-3-3 計畫及執行個人增進體適能表現的活動。 【1-3-1】【2-3-2】
【3-3-1】【3-3-2】 

4-3-4 評估各種不同需求者的運動需求與計畫。 【1-3-1】【2-3-2】
【2-3-3】【3-3-1】
【3-3-2】【3-3-4】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3-3-2】【3-3-4】 

6-1-1 描述自己的特色，並接受自己與他人之不同。 【1-1-2】 
6-1-2 學習如何與家人和睦相處。 【1-1-1】【2-1-1】 
6-1-3 展示能增進人際關係、團隊表現及社區意識的

行為。 
【2-1-1】 

6-2-2 瞭解家庭在增進個人發展與人際關係上的重要

性。 
【2-2-1】 

6-2-3 參與團體活動，體察人我互動的因素及增進 
法。 

【2-2-1】 
6-2-4 學習有效的溝通技巧與理性的情緒表達，並認

識壓力。 
【2-2-1】【3-2-2】 

6-3-  肯定家庭教育及社會支持的價值，願意建立正

向而良好的人際 係。 
【3-3-1】 

6-3-3 應用溝通技巧與理性情緒管理方式以增進人際

關係。 
【3-3-1】 

6-3-4 尋求資源並發展策略以調適人生各階段生活變

動所造成的衝擊、壓力與疾病。 
【3-3-3】【3-3-5】 

6-3-5 理解道德、 會、文化、政策等因素如何影響價

值或規範，並能加以認同、遵守或尊重。 
【3-3-1】 

7-1-5 體認人類是自然環境中的一部分，並主動關心

環境，以維護、促進人類的健康。 
【1-1-1】【2-1-1】 

7-2-5 調查、分析生活周遭環境問題與人體健康的關

係。 
【3-2-1】【3-2-2】 

7-2-6 參與社區中環保活動或環保計畫，並分享其獲

致的成果。 
【3-2-1】【3-2-2】 

7-3-2 選擇適切的健康資訊、服務及產品，以促成健

康計畫的執行。 
【3-3-3】【3-3-5】 

7-3-3 選擇適切的 動資訊、服務及產品，以促成運動

計畫的執行。 
【3-3-3】【3-3-5】 

7-3-5 提出個人、社區及組織機構為建造更健康的社

區與環境所擬定的行動方案與法規。 
【3-3-2】【3-3-3】
【3-3-5】 

 
 (7)「數學」學習領域 

6-1-1 描述自己的特色，並接受自己與他人之不同。 【1-1-2】 
6-1-2 學習如何與家人和睦相處。 【1-1-1】【2-1-1】 
6-1-3 展示能增進人際關係、團隊表現及社區意識的

行為。 
【2-1-1】 

6-2-2 瞭解家庭在增進個人發展與人際關係上的重要

性。 
【2-2-1】 

6-2-3 參與團體活動，體察人我互動的因素及增進方

法。 
【2-2-1】 

6-2-4 學習有效的溝通技巧與理性的情緒表達，並認

識壓力。 
【2-2-1】【3-2-2】 

6-3-2 肯定家庭教育及社會支持的價值，願意建立正

向而良好的人際關係。 
【3-3-1】 

6-3-3 應用溝通技巧與理性情緒管理方式以增進人際

關係。 
【3-3-1】 

6-3-4 尋求資源並發展策略以調適人生各階段生活變

動所造成的衝擊、壓力與疾病。 
【3-3-3】【3-3-5】 

6-3-5 理解道德、社會、文化、政策等因素如何影響

價值或規範，並能加以認同、遵守或尊重。 
【3-3-1】 

7-1-5 體認人類是自然環境中的一部分，並主動關心

環境，以維護、促進人類的健康。 
【1-1-1】【2-1-1】 

7-2-5 調查、分析生活周遭環境問題與人體健康的關

係。 
【3-2-1】【3-2-2】 

7-2-6 參與社區中環保活動或環保計畫，並分享其獲

致的成果。 
【3-2-1】【3-2-2】 

7-3-2 選擇適切的健康資訊、服務及產品，以促成健

康計畫的執行。 
【3-3-3】【3-3-5】 

7-3-3 選擇適切的運動資訊、服務及產品，以促成運

動計畫的執行。 
【3-3-3】【3-3-5】 

7-3-5 提出個人、社區及組織機構為建造更健康的社

區與環境所擬定的行動方案與法規。 
【3-3-2】【3-3-3】
【3-3-5】 

 
 (6)「數學」學習領域 

學習領域指標 可融入生涯發展

教育能力指標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學習領域指標 可融入生涯發展

教育能力指標 
N-2-07 能做整數四則混合運算，理解併式，並解決生

活中的問題。 
【3-2-1】【3-2-2】 

N-3-14 能認識比率及其在生活中的應用。 【3-2-1】 
N-3-15 能認識比、比值與正比的意義，並解決生活中

的問題。 
【3-2-1】 

N-3-17 能理解速度的概念與應用，認識速度的常用單

位及換算，並處理相關的計算問題。 
【3-2-2】 

N-3-18 能由生活中常用的數量關係，運用於理解問

題，並解決問題。(A-3-02) 
【3-2-1】 3-2-2】 

A- -04 能理解生活中常用的數量關係(例如比例關

係、函數關係)，恰當運用於理解題意，並將

問題列成算式。 
【3-2-2】 

C-R-01 能察覺生活中與數學相關的情境。 【3-2-2】【3-3-2】 
C-R-02 能察覺數學與其他學習領域之間有所連結。 【3-3-2】 
C-R-04 能知道數學在促進人類文化發展上的具體例

子。 
【2-3- 】 

 
(8)「社會」學習領域 

學習領域指標 可融入生涯發展

教育能力指標 
1-2-1 描述居住地方的自然與人文特性。 【2-2-2】 
1 2-2 描述不同地方居民的生活方式。 【2-2-2】【2-2-3】 
1-2-6 覺察聚落的形成在於符合人類聚居生活的需

求。 
【2-2-3】 

1-3-6 描述鄉村與都市在景觀和功能方面的差異。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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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 2-2-5】 

1-3-10 舉例說明地方或區域環境變遷所引發的環境破

壞，並提出可能的解決方法。 
【3-2-2】 

1-4-1 分析形成地方或區域特性的因素，並思考維護

或改善的方法。 
【3-3-2】 

1-4-  分析自然環境、人文環境及其互動如何影響人 【2-3-3】【3-3-4】 

N-2-07 能做整數四則混合運算，理解併式，並解決生

活中的問題。 
【3-2-1】【3-2-2】 

N-3-14 能認識比率及其在生活中的應用。 【3-2-1】 
N-3-15 能認識比、比值與正比的意義，並解決生活中

的問題。 
【3-2-1】 

N-3-17 能理解速度的概念與應用，認識速度的常用單

位及換算，並處理相關的計算問題。 
【3-2-2】 

N-3-18 能由生活中常用的數量關係，運用於理解問

題，並解決問題。(A-3-02) 
【3-2-1】【3-2-2】 

A-4-04 能理解生活中常用的數量關係(例如比例關

係、函數關係)，恰當運用於理解題意，並將

問題列成算式。 
【3-2-2】 

C-R-01 能察覺生活中與數學相關的情境。 【3-2-2】【3-3-2】 
C-R-02 能察覺數學與其他學習領域之間有所連結。 【3-3-2】 
C-R-04 能知道數學在促進人類文化發展上的具體例

子。 
【2-3-3】 

 
(7)「社會」學習領域 

學習領域指標 可融入生涯發展

教育能力指標 
1-2-1 描述居住地方的自然與人文特性。 【2-2-2】 
1-2-2 描述不同地方居民的生活方式。 【2-2-2】【2-2-3】 
1-2-6 覺察聚落的形成在於符合人類聚居生活的需

求。 
【2-2-3】 

1-3-6 描述鄉村與都市在景觀和功能方面的差異。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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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2-2-5】 

1-3-10 舉例說明地方或區域環境變遷所引發的環境破

壞，並提出可能的解決方法。 
【3-2-2】 

1-4-1 分析形成地方或區域特性的因素，並思考維護

或改善的方法。 
【3-3-2】 

1-4-2 分析自然環境、人文環境及其互動如何影響人

類的生活型態。 
【2-3-3】【3-3-4】 

1-4-4 探討區域的人口問題和人口政策。 【2-3-3】【3-3-4】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類的生活型態。 

1-4-4 探討區域的人口問題和人口政策。 【2-3-3】【3-3-4】
【3-3-3】 

1-4-5 討論城鄉的發展演化，引出城鄉問題及其解決

或改善的方法。 
【3-3-3】 

 -4-6 分析交通網與水陸運輸系統的 立如何影響經

濟發展、人口分布、資源交流與當地居民的生

活品質。 
【2-3-3】【3-3-4】 

2-2-1 瞭解居住地方的人文環境與經濟活動的歷史變

遷。 
【2-2-3】 

2-4-3 認識世界歷史(如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層

面) 發展過程。 
【2-3-3】【3-3-4】 

3-2-1 理解並關懷家庭內外環境的變化與調適。 【2-2-1】【3-2-2】 
3-4-2 舉例說明個人追求自身幸福時，如何影響社會

的發展；而社會的發展如何影響個人追求幸福

的機會。 
【1-3-1】【2-3-2】
【2-3-3】【3-3-4】 

4-2-1 說出自己的意見與其他個體、群體或媒體意見

的異同。 
【1-2-1】 

4-3-1 說出自己對當前生活型態的看法與選擇未來理

想生活型態的理由。 
【1-2-1】【2-2-4】 

4-4-1 想像自 的價值觀與生活方式在不同的時間、空

間下會有什麼變化。 
【3-3-1】 

4-4-2 在面對爭議性問題時，能從多元的觀點與他人

進行理性辯論，並為自己的選擇與判斷提出理

由。 
【3-3-3】 

4-4-3 瞭解文化(包含道德、藝術與宗教等)如何影響

人類的價值與行為。 
【 -3-1】 

5-1 1 覺察自己有權決定自我的發展。 【1-1-2】 
5-1 3 舉例說明自己的 展與成長會受到家庭與學校

的影響。 
【1-1-1】【2-1-1】 

5-1-4 瞭解自己在群體中可以同時扮演多種角色。 【1-1-1】【2-1-1】 
5-2-1 舉例說明自己可 決定自我的發展並具有參與

群體發展的權利。 
【1-2-1】 

5-2-2 舉例說明在學習與工作中，可能和他人產生合 【2-2-1】【2-2-2】

【3-3-3】 
1-4-5 討論城鄉的發展演化，引出城鄉問題及其解決

或改善的方法。 
【3-3-3】 

1-4-6 分析交通網與水陸運輸系統的建立如何影響經

濟發展、人口分布、資源交流與當地居民的生

活品質。 
【2-3-3】【3-3-4】 

2-2-1 瞭解居住地方的人文環境與經濟活動的歷史變

遷。 
【2-2-3】 

2-4-3 認識世界歷史(如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層

面)的發展過程。 
【2-3-3】【3-3-4】 

3-2-1 理解並關懷家庭內外環境的變化與調適。 【2-2-1】【3-2-2】 
3-4-2 舉例說明個人追求自身幸福時，如何影響社會

的發展；而社會的發展如何影響個人追求幸福

的機會。 
【1-3-1】【2-3-2】
【2-3-3】【3-3-4】 

4-2-1 說出自己的意見與其他個體、群體或媒體意見

的異同。 
【1-2-1】 

4-3-1 說出自己對當前生活型態的看法與選擇未來理

想生活型態的理由。 
【1-2-1】【2-2-4】 

4-4-1 想像自己的價值觀與生活方式在不同的時間、

空間下會有什麼變化。 
【3-3-1】 

4-4-2 在面對爭議性問題時，能從多元的觀點與他人

進行理性辯論，並為自己的選擇與判斷提出理

由。 
【3-3-3】 

4-4-3 瞭解文化(包含道德、藝術與宗教等)如何影響

人類的價值與行為。 
【3-3-1】 

5-1-1 覺察自己有權決定自我的發展。 【1-1-2】 
5-1-3 舉例說明自己的發展與成長會受到家庭與學校

的影響。 
【1-1-1】【2-1-1】 

5-1-4 瞭解自己在群體中可以同時扮演多種角色。 【1-1-1】【2-1-1】 
5-2-1 舉例說明自己可以決定自我的發展並具有參與

群體發展的權利。 
【1-2-1】 

5-2-2 舉例說明在學習與工作中，可能和他人產生合

作或競爭的關係。 
【2-2-1】【2-2-2】
【2-2-3】【2-2-4】 

5-3-2 瞭解自己有權決定自我的發展，並且可能突破 【1-2-1】【2-2-4】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作或競爭的關係。 【2-2-3】【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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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2-2-4】 

5- -4 舉例說明影 自己角色扮演的因素。 【1-2-1】【2-2-3】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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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1】 

5-4-1 瞭解自己的身心變化，並分享自己追求身心健

康與成長的體驗。 
【1-3-1】【2-3-2】 

5-4-2 瞭解認識自我及認識周圍環境的歷程，會受主

客觀因素的影響，但是經由討論和溝通，可以

分享觀點與形成共識。 
【3-3- 】 

5-4-3 從生活中推動學習型組織(如家庭、班級、社區

等)，建立終身學習理念。 
【1- -1】【2-3-2】
【3-3-4】 

5-4-4 分析個體所扮演的角色，會受到人格特質、社

會制度、風俗習慣與價值觀等影響。 
【1-3-1】【2-3-1】
【2-3- 】【2-3-3】
【3-3-4】 

5-4-5 在面對個體與個體、個體與群體之間產生合作

或競爭的情境時，能進行負責任的評估與取捨。 
【3-3-1】【3-3-3】
【3-3-5】 

5-4-6 分析人際、群己、群體相處可能產生的衝突及

解決策略，並能運用理性溝通、相互尊重與適

當妥協等基本原則。 
【3-3-1】【3-3-3】 

6-2-2 舉例說明兒童權(包含學 權、隱私權及身體自

主權等)與自己的關係，並知道維護自己的權

利。 
【2-2-5】 

6-2-3 實踐個人對其所屬之群體(如家庭和學校班級)
所擁有之權利和所負之義務。 

【 -2-1】【2-2-5】 
6-2-4 說明不同的個人、群體(如性別、族群、階層等)

文化與其他生命為何應受到尊重與保護，以及

如何避免偏見與歧視。 
【2-2-5】 

6-3-1 認識我國政府的主要組織與功能。 【2-2-3】 
6-3-  瞭解各種會議、議會或委員會(如學生、教師、

 長、社區或地方政府的會議)的基本運作原則。 
【2-2- 】 

傳統風俗或社會制度的期待與限制。 
5-3-4 舉例說明影響自己角色扮演的因素。 【1-2-1】【2-2-3】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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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 

5-4-1 瞭解自己的身心變化，並分享自己追求身心健

康與成長的體驗。 
【1-3-1】【2-3-2】 

5-4-2 瞭解認識自我及認識周圍環境的歷程，會受主

客觀因素的影響，但是經由討論和溝通，可以

分享觀點與形成共識。 
【3-3-3】 

5-4-3 從生活中推動學習型組織(如家庭、班級、社區

等)，建立終身學習理念。 
【1-3-1】【2-3-2】
【3-3-4】 

5-4-4 分析個體所扮演的角色，會受到人格特質、社

會制度、風俗習慣與價值觀等影響。 
【1-3-1】【2-3-1】
【2-3-2】【2-3-3】
【3-3-4】 

5-4-5 在面對個體與個體、個體與群體之間產生合作

或競爭的情境時，能進行負責任的評估與取捨。 
【3-3-1】【3-3-3】
【3-3-5】 

5-4-6 分析人際、群己、群體相處可能產生的衝突及

解決策略，並能運用理性溝通、相互尊重與適

當妥協等基本原則。 
【3-3-1】【3-3-3】 

6-2-2 舉例說明兒童權(包含學習權、隱私權及身體自

主權等)與自己的關係，並知道維護自己的權

利。 
【2-2-5】 

6-2-3 實踐個人對其所屬之群體(如家庭和學校班級)
所擁有之權利和所負之義務。 

【2-2-1】【2-2-5】 
6-2-4 說明不同的個人、群體(如性別、族群、階層等)

文化與其他生命為何應受到尊重與保護，以及

如何避免偏見與歧視。 
【2-2-5】 

6-3-1 認識我國政府的主要組織與功能。 【2-2-3】 
6-3-2 瞭解各種會議、議會或委員會(如學生、教師、

家長、社區或地方政府的會議)的基本運作原

則。 
【2-2-3】 

6-4-1 以我國為例，瞭解權力和政治、經濟、文化、 【2-3-3】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6-4-1 以我國為例，瞭解權力和政治、經濟、文化、

社會型態等如何相互影響。 
【2-3-3】 

6-4-6 探討民主政府的正當性與合法性。 【2-3-3】 
7-2 1 指出自己與同儕所參與的經濟活動。 【2-2-4】 
7-4-1 分析個人如何透過參與各行各業與他人分工、

合作，進而產生整體的經濟功能。 
【2-3-1】【3-3-1】
【3-3-3】 

7-4-2 瞭解在人類成長的歷程中，社會如何賦予各種

人不同的角色與機會。 
【 -3-1】【2-3-3】
【3-3-4】 

8-1-1 舉例說明科學和技術的發展，為自 生活的各個

層面帶來新風貌。 
【2-1-1】 

8-2-1 舉例說明為了生活需要和解決問題，人類才從

事科學和技術的發展。 
【2-2-3】【3-2 2】 

8-4-  舉例說明人類為何須要透過立法管理科學和技

術的應用，以及在立法和執法過程可能遭遇的

困難。 
【3-3-3】 

8-4-2 舉例說明環境問題或社會問題的解決，為何須

靠跨領域的專業人才彼此交流、合作和整合。 
【2-3-3】【3-3-3】
【3-3-4】 

9-1-2 覺 並尊重不同文化間的歧異性。 【1-1-1】 
9-1-3 舉出自己周遭重要的全球性環境問題(如空氣

汙染、水汙染、廢棄物處理等)，並願意負起維

護環境的責任。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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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9-3-4 列舉當前全球共同面對與關心的課題(如環境

保護、生物保育、勞工保護、飢餓、犯罪、疫

病、基本人權、經貿與科技研究等)。 
【3-2-2】 

9-4-3 探討不同文化背景者在闡釋經驗、對待事物和

表達方式等方面的差異，並能欣賞文化的多樣

性。 
【1- -1】【3-3-1】 

9-4-5 探討當前全球共同面對與關心的課題(如環境

保護、生物保育、勞工保 、飢餓、犯罪、疫病、

基本人權、媒體、經貿與科技研究等)之間的關

連性，以及問題可能的解決途徑。 

【2-2-3】【2-3-3】 

 

社會型態等如何相互影響。 
6-4-6 探討民主政府的正當性與合法性。 【2-3-3】 
7-2-1 指出自己與同儕所參與的經濟活動。 【2-2-4】 
7-4-1 分析個人如何透過參與各行各業與他人分工、

合作，進而產生整體的經濟功能。 
【2-3-1】【3-3-1】
【3-3-3】 

7-4-2 瞭解在人類成長的歷程中，社會如何賦予各種

人不同的角色與機會。 
【2-3-1】【2-3-3】
【3-3-4】 

8-1-1 舉例說明科學和技術的發展，為自己生活的各

個層面帶來新風貌。 
【2-1-1】 

8-2-1 舉例說明為了生活需要和解決問題，人類才從

事科學和技術的發展。 
【2-2-3】【3-2-2】 

8-4-1 舉例說明人類為何須要透過立法管理科學和技

術的應用，以及在立法和執法過程可能遭遇的

困難。 
【3-3-3】 

8-4-2 舉例說明環境問題或社會問題的解決，為何須

靠跨領域的專業人才彼此交流、合作和整合。 
【2-3-3】【3-3-3】
【3-3-4】 

9-1-2 覺察並尊重不同文化間的歧異性。 【1-1-1】 
9-1-3 舉出自己周遭重要的全球性環境問題(如空氣

汙染、水汙染、廢棄物處理等)，並願意負起維

護環境的責任。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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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 

9-3-4 列舉當前全球共同面對與關心的課題(如環境

保護、生物保育、勞工保護、飢餓、犯罪、疫

病、基本人權、經貿與科技研究等)。 
【3-2-2】 

9-4-3 探討不同文化背景者在闡釋經驗、對待事物和

表達方式等方面的差異，並能欣賞文化的多樣

性。 
【1-3-1】【3-3-1】 

9-4-5 探討當前全球共同面對與關心的課題(如環境

保護、生物保育、勞工保護、飢餓、犯罪、疫

病、基本人權、媒體、經貿與科技研究等)之間

的關連性，以及問題可能的解決途徑。 

【2-2-3】【2-3-3】 

 
(8)「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9)「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 

學習領域指標 可融入生涯發展

教育能力指標 
1-2-3 參與藝術創作活動，能用自己的符號記錄所獲

得的知識、技法的特性及心中的感受。 
【3-2-2】 

1-2-5 嘗試與同學分工、規劃、合作，從事藝術創作

活動。 
【2-1-1】 

1-3-2 構思藝術創作的主題 內容，選擇適當的媒體、

技法，完成有規劃、有感情及思想的創作。 
【3-2-2】 

1-3-4 透過集體創作方式，完成與他人合作的藝術作

品。 
【2-1-1】 

1-4-2 體察人群間各種情感的特質，設計關懷社會及

自然環境的主題，運用適當的媒體與技法，傳

達 人或團體情感與價 觀，發展獨特的表現。 
【3-3-1】 

2-2-7 相互欣賞同儕間視覺、聽覺、動覺的藝術作品，

並能描述個人感受及對他人創作的見解。 
【2-2-1】 

2-2-9 蒐集有關生活周遭本土文物或傳統藝術、生活

藝術等藝文資料，並嘗試解釋其特色及背景。 
【2-2-2】 

2-3-6 透過分析、描述、討論等方式，辨認自然物、

人造物與藝術品 特徵及要素。 
【3-2-2】 

2-3-9 透過討論、分析、判斷等方式，表達自己對藝

術創作的審美經驗與見解。 
【1-2-1】 

2-4-8 運用資訊科技，蒐集中外 術資料，瞭解當代藝

術生活趨勢，增廣對藝術文化的認知範圍。 
【3-3-2】 

3-1-9 透過藝術創作，感覺自己與別人、自己與自然

及環境間的相互關連。 
【1-1-2】 

3-1-10 養成觀賞藝術活動或展演時應有的秩序與態

度。 
【1-1-1】 

3-2-13 觀賞藝術展演活動時，能表現應有的禮貌與態

度，並透過欣賞轉化個人情感。 
【1-1-1】 

3-3-12 運用科技及各種方式蒐集、分類不同之藝文資

訊，並養成習慣。 
【3-2-2】 

3-4-10 透過有計畫的集體創作與展演活動，表現自 、
合作、尊重、秩序、溝通、協調的團隊精 與態

【2-2-1】【3-2-1】
【3-2-2】 

學習領域指標 可融入生涯發展

教育能力指標 
1-2-3 參與藝術創作活動，能用自己的符號記錄所獲

得的知識、技法的特性及心中的感受。 
【3-2-2】 

1-2-5 嘗試與同學分工、規劃、合作，從事藝術創作

活動。 
【2-1-1】 

1-3-2 構思藝術創作的主題與內容，選擇適當的媒

體、技法，完成有規劃、有感情及思想的創作。 
【3-2-2】 

1-3-4 透過集體創作方式，完成與他人合作的藝術作

品。 
【2-1-1】 

1-4-2 體察人群間各種情感的特質，設計關懷社會及

自然環境的主題，運用適當的媒體與技法，傳

達個人或團體情感與價值觀，發展獨特的表現。 
【3-3-1】 

2-2-7 相互欣賞同儕間視覺、聽覺、動覺的藝術作品，

並能描述個人感受及對他人創作的見解。 
【2-2-1】 

2-2-9 蒐集有關生活周遭本土文物或傳統藝術、生活

藝術等藝文資料，並嘗試解釋其特色及背景。 
【2-2-2】 

2-3-6 透過分析、描述、討論等方式，辨認自然物、

人造物與藝術品的特徵及要素。 
【3-2-2】 

2-3-9 透過討論、分析、判斷等方式，表達自己對藝

術創作的審美經驗與見解。 
【1-2-1】 

2-4-8 運用資訊科技，蒐集中外藝術資料，瞭解當代

藝術生活趨勢，增廣對藝術文化的認知範圍。 
【3-3-2】 

3-1-9 透過藝術創作，感覺自己與別人、自己與自然

及環境間的相互關連。 
【1-1-2】 

3-1-10 養成觀賞藝術活動或展演時應有的秩序與態

度。 
【1-1-1】 

3-2-13 觀賞藝術展演活動時，能表現應有的禮貌與態

度，並透過欣賞轉化個人情感。 
【1-1-1】 

3-3-12 運用科技及各種方式蒐集、分類不同之藝文資

訊，並養成習慣。 
【3-2-2】 

3-4-10 透過有計畫的集體創作與展演活動，表現自

動、合作、尊重、秩序、溝通、協調的團隊精

神與態度。 
【2-2-1】【3-2-1】
【3-2-2】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度。 

3-4-11 選擇適合自己的性向、興趣與能力的藝術活

動，繼續學習。 
【3-3-3】【3-3-5】 

 
(10)「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領域 

學習領域指標 可融入生涯發展

教育能力指標 
1-1-5-2 嘗試由別人對事物特徵的描述，知曉事物。 【2-1-1】 
1-2-3-3 能在試驗時控制變因，做定性的觀察。 【3-2-2】 
1-2-4-2 運用實驗結果去解釋發生的現象或推測可能

發生的事。 
【3- -2】 

1-2-5-2 能傾聽別人的報告，並能清楚的表達自己的意

思。 
【2-2-1】 

1-2-5-3 能由電話、報紙、圖書、網路與媒體獲得資訊。 【2-2-2】 
1-3-3-1 實驗時，確認相關的變因，做操控運作。 【3-2-2】 
1-3-4-1 能由一些不同來源的資料，整理出一個整體性

的看法。 
【3-2-2】 

1-3-4-3 由資料顯示的相關，推測其背後可能的 果關

係。 
【3-2-2】 

1-3-5-4 願意與同儕相互溝通，共享活動的樂趣。 【2-2-1】 
1-3-5-5 傾聽別人的報告，並做適當的回應  【2-1-1】【2-2 1】 
1-4-5-6 善用網路資源與人分享資訊。 【3-3-2】 
2-1-1-1 運用五官觀察自然現象，察覺各種自然現象的

狀態與狀態變化。用適當的語彙來描述所見所

聞。運用現成的表格、圖表來表達觀察的資料。 
【1-1-1】 

2-2-6-2 認識運輸能 (如汽油)和運輸工具(如火車頭、

車廂、軌道)。 
【2-2-2】【2-2-3】 

2-3-1-1 提出問題、研商處理問題的策略、學習操控變

因、觀察事象的變化並推測可能的因果關係。

學習資料整理、設計表格、圖表來表示資料。

學習由變量與應變量之間相應的情形，提出假

設或做出合理的解 。 

【3-2-2】 

2-3-6-1 認識日常用品的製造材料(如木材、金屬、塑

膠)。 
【2-2-2】 

3-4-11 選擇適合自己的性向、興趣與能力的藝術活

動，繼續學習。 
【3-3-3】【3-3-5】 

 
(9)「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領域 

學習領域指標 可融入生涯發展

教育能力指標 
1-1-5-2 嘗試由別人對事物特徵的描述，知曉事物。 【2-1-1】 
1-2-3-3 能在試驗時控制變因，做定性的觀察。 【3-2-2】 
1-2-4-2 運用實驗結果去解釋發生的現象或推測可能

發生的事。 
【3-2-2】 

1-2-5-2 能傾聽別人的報告，並能清楚的表達自己的意

思。 
【2-2-1】 

1-2-5-3 能由電話、報紙、圖書、網路與媒體獲得資訊。 【2-2-2】 
1-3-3-1 實驗時，確認相關的變因，做操控運作。 【3-2-2】 
1-3-4-1 能由一些不同來源的資料，整理出一個整體性

的看法。 
【3-2-2】 

1-3-4-3 由資料顯示的相關，推測其背後可能的因果關

係。 
【3-2-2】 

1-3-5-4 願意與同儕相互溝通，共享活動的樂趣。 【2-2-1】 
1-3-5-5 傾聽別人的報告，並做適當的回應。 【2-1-1】【2-2-1】 
1-4-5-6 善用網路資源與人分享資訊。 【3-3-2】 
2-1-1-1 運用五官觀察自然現象，察覺各種自然現象的

狀態與狀態變化。用適當的語彙來描述所見所

聞。運用現成的表格、圖表來表達觀察的資料。 
【1-1-1】 

2-2-6-2 認識運輸能源(如汽油)和運輸工具(如火車

頭、車廂、軌道)。 
【2-2-2】【2-2-3】 

2-3-1-1 提出問題、研商處理問題的策略、學習操控變

因、觀察事象的變化並推測可能的因果關係。

學習資料整理、設計表格、圖表來表示資料。

學習由變量與應變量之間相應的情形，提出假

設或做出合理的解釋。 

【3-2-2】 

2-3-6-1 認識日常用品的製造材料(如木材、金屬、塑

膠)。 
【2-2-2】 

2-3-6-2 認識房屋的結構與材料。 【2-2-2】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2-3-6-2 認識房屋的結構與材料。 【2-2-2】 
2-3-6-3 認識資訊科技設備。 【2-2-2】 
2-4-1-2 由情境中，引導學生發現問題、提出解決問題

的策略、規劃及設計解決問題的流程，經由觀

察、實驗，或種植、搜尋等科學探討的過程獲

得資料，做變量與應 量之間相應關係的研

判，並對自己的研究成果，做科學性的描述。 

【3-3-2】【3-3-3】 

2-4-8-2 認 食品、食品添加劑及醃製、脫水、真空包

裝等食品加工。 
【2-3-1】 

2-4-8-3 認識各種天然與人造材料及其在生活中的應

用，並嘗試對各種材料進行加工與運用。 
【2-3-1】【2-3-3】 

2-4-8-4 知道簡單機械與熱機的工作原理，並能列舉它

們在生活中的應用。 
【2-3-1】 

2-4-8-5 認識電力的供應與運輸，並知道如何安全使用

家用電器。 
【2-3-1】 

2-4-8-6 瞭解訊息的本質是意義，並認識各種訊息的傳

遞媒介與傳播方式。 
【2-3-2】【2-3-3】 

2-4-8-7 認識房屋的基本結構、維 系統及安全設計。 【2-3-1】 
2-4-8-8 認識水、陸及空中的各種交通工具。 【2-3-1】【2-3-3】 
3-1-0-2 相信每個人只要能仔細觀察，常可有新奇的發

現。 
【1-1-1】 

3-4-0-7 察覺科學探究的活動並不一定要遵循固定的

程序，但其中通常包括蒐集相關證據 邏輯推

論及運用想像來構思假說和解釋數據。 
【3-3-2】 

4-2-1-1 瞭解科技在生活中的重要性。 【2-2-2】 
4-2-2-1 體會個人生活與科技的互動關係。 【2-2-2】【2-2-3 

【2-2-4】 
4-2-2-3 體會科技與家庭生活的互動關係。 【2-2-2】【2-2-4】 
4-3-1-1 認識科技的分類。 【2-2-3】 
4-3-2-1 認識農業時代的科技。 【2-2-3】【2-2-4】 
4-3-2-2 認識工業時代的科技。 【2-2-3】【2-2-4】 
4-3-2-3 認識資訊時代的科技。 【2-2-3】【2-2-4】 
4-3-2-4 認識國內、外的科技發明與創新。 【2-2-4】【2-2-5】 
4-3-3-1 瞭解社區常見的交通設施、休閒設施等科技。 【2-2-2】【2-2-3】

2-3-6-3 認識資訊科技設備。 【2-2-2】 
2-4-1-2 由情境中，引導學生發現問題、提出解決問題

的策略、規劃及設計解決問題的流程，經由觀

察、實驗，或種植、搜尋等科學探討的過程獲

得資料，做變量與應變量之間相應關係的研

判，並對自己的研究成果，做科學性的描述。 

【3-3-2】【3-3-3】 

2-4-8-2 認識食品、食品添加劑及醃製、脫水、真空包

裝等食品加工。 
【2-3-1】 

2-4-8-3 認識各種天然與人造材料及其在生活中的應

用，並嘗試對各種材料進行加工與運用。 
【2-3-1】【2-3-3】 

2-4-8-4 知道簡單機械與熱機的工作原理，並能列舉它

們在生活中的應用。 
【2-3-1】 

2-4-8-5 認識電力的供應與運輸，並知道如何安全使用

家用電器。 
【2-3-1】 

2-4-8-6 瞭解訊息的本質是意義，並認識各種訊息的傳

遞媒介與傳播方式。 
【2-3-2】【2-3-3】 

2-4-8-7 認識房屋的基本結構、維生系統及安全設計。 【2-3-1】 
2-4-8-8 認識水、陸及空中的各種交通工具。 【2-3-1】【2-3-3】 
3-1-0-2 相信每個人只要能仔細觀察，常可有新奇的發

現。 
【1-1-1】 

3-4-0-7 察覺科學探究的活動並不一定要遵循固定的

程序，但其中通常包括蒐集相關證據、邏輯推

論及運用想像來構思假說和解釋數據。 
【3-3-2】 

4-2-1-1 瞭解科技在生活中的重要性。 【2-2-2】 
4-2-2-1 體會個人生活與科技的互動關係。 【2-2-2】【2-2-3】

【2-2-4】 
4-2-2-3 體會科技與家庭生活的互動關係。 【2-2-2】【2-2-4】 
4-3-1-1 認識科技的分類。 【2-2-3】 
4-3-2-1 認識農業時代的科技。 【2-2-3】【2-2-4】 
4-3-2-2 認識工業時代的科技。 【2-2-3】【2-2-4】 
4-3-2-3 認識資訊時代的科技。 【2-2-3】【2-2-4】 
4-3-2-4 認識國內、外的科技發明與創新。 【2-2-4】【2-2-5】 
4-3-3-1 瞭解社區常見的交通設施、休閒設施等科技。 【2-2-2】【2-2-3】

【2-2-4】【2-2-5】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2-2-4】【2-2-5】 

4-4-1-1 瞭解科學、技術與數學的關係。 【2-3-2】【2-3-3】
【3-3-4】 

4-4-1-2 瞭解技術與科學的關係。 【2-3-2】【2-3-3】
【3-3-4】 

4-4-1-3 瞭解科學、技術與工程的 係。 【2-3-2】【2-3-3】
【3-3-4】 

4-4-2-1 從日常產品中，瞭解臺灣的科技發 。 【2-3-3】 
4-4-2-2 認識科技發展的趨勢。 【2-3-3】【3-3-4】 
4-4-2-3 對科技發展的趨勢提出自己的看法。 【2-3-2】【2-3-3】

【3-3-4】 
4-4-3-1 認識和科技有關的職業。 【2-3-1】 
4-4-3-2 認識和科技有關的教育訓練管道。 【2-3-2】【3-3-4】 
4-4-3-3 認識個人生涯發展和科技的關係。 【2-3-2】【2-3-3】

【3-3-4】 
4- -3-4 認識各種科技產業。 【2-3-1】 
4-4- -5 認識產業發 與科技的互動關係。 【2-3-3】 
5-2-1-2 能由探討活動獲得發現和新的認知，培養出信

心及樂趣。 
【1-1-1】【1-1-2】 

5- -1-1 能依據自己所理解的知識，做最佳抉擇。 【3-2-2】 
5-3-1-2 知道經由細心、切實的探討，獲得的資料才可

信。 
【3-2-2】 

5-4-1-2 養成求真求實的處事態度，不偏頗採證，持平

審視爭議。 
【3-3-2】 

5-4-1-3 瞭解科學探索，就是一種心智開發的活 。 【3- -3】 
6-1-1-2 培養將自己的構想動手實作出來，以成品表現

的習慣。 
【1-1-1】 

6-1-2-3 學習如何分配工作，如何與人合作完成一件

事。 
【2-1-1】 

6-2-2-1 能常自問「怎麼做？」，遇事先自行思考解決

的辦法。 
【3-2-2】 

6-2-3-1 養成主動參與工作的習慣。 【1-1-1】【2-1-1】
【2-2-1】 

6-2-3-2 養成遇到問題時，先試著確定問題性質，再加 【3-2-2】 

4-4-1-1 瞭解科學、技術與數學的關係。 【2-3-2】【2-3-3】
【3-3-4】 

4-4-1-2 瞭解技術與科學的關係。 【2-3-2】【2-3-3】
【3-3-4】 

4-4-1-3 瞭解科學、技術與工程的關係。 【2-3-2】【2-3-3】
【3-3-4】 

4-4-2-1 從日常產品中，瞭解臺灣的科技發展。 【2-3-3】 
4-4-2-2 認識科技發展的趨勢。 【2-3-3】【3-3-4】 
4-4-2-3 對科技發展的趨勢提出自己的看法。 【2-3-2】【2-3-3】

【3-3-4】 
4-4-3-1 認識和科技有關的職業。 【2-3-1】 
4-4-3-2 認識和科技有關的教育訓練管道。 【2-3-2】【3-3-4】 
4-4-3-3 認識個人生涯發展和科技的關係。 【2-3-2】【2-3-3】

【3-3-4】 
4-4-3-4 認識各種科技產業。 【2-3-1】 
4-4-3-5 認識產業發展與科技的互動關係。 【2-3-3】 
5-2-1-2 能由探討活動獲得發現和新的認知，培養出信

心及樂趣。 
【1-1-1】【1-1-2】 

5-3-1-1 能依據自己所理解的知識，做最佳抉擇。 【3-2-2】 
5-3-1-2 知道經由細心、切實的探討，獲得的資料才可

信。 
【3-2-2】 

5-4-1-2 養成求真求實的處事態度，不偏頗採證，持平

審視爭議。 
【3-3-2】 

5-4-1-3 瞭解科學探索，就是一種心智開發的活動。 【3-3-3】 
6-1-1-2 培養將自己的構想動手實作出來，以成品表現

的習慣。 
【1-1-1】 

6-1-2-3 學習如何分配工作，如何與人合作完成一件

事。 
【2-1-1】 

6-2-2-1 能常自問「怎麼做？」，遇事先自行思考解決

的辦法。 
【3-2-2】 

6-2-3-1 養成主動參與工作的習慣。 【1-1-1】【2-1-1】
【2-2-1】 

6-2-3-2 養成遇到問題時，先試著確定問題性質，再加

以實地處理的習慣。 
【3-2-2】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以實地處理的習慣。 

6-3-2-2 相信自己常能想出好主意來完成一件事。 【1-2-1】 
6-3-2-3 面對問題時，能做多方思考，提出解決方法。 【3-2-2】 
6-3-3-1 能規劃、組織探討活動。 【3-2-1】 
6-3-3-2 體會在執行的環節中，有許多關鍵性的因素需

要考量。 
【3-2-2】 

6-4-1-1 在同類事件，但由不同來源的 料中，彙整出

一通則性(例如認定若溫度很高，物質都會氣

化)。 
【3-3-2】 

6-4-2-1 依現有的理論，運用類比、轉換等推廣方式，

推測可能發生的事。 
【3-3-3】 

6-4-4-1 養成遇到問題，先行主動且自主的思考，謀求

解決策略的習慣。 
【3-3-3】 

6-4-4-2 在不違背科學原理的最低限制下，考量任何可

能達成目的的途徑。 
【3-3-1】 

7-1-0-1 學習安排工作，有條理的做事。 【1-1-1】 
7-2-0-2 做事時，能運用科學探究的精神和方法。 【1-1-1】 
7 3-0-3 能規劃、組織探討活動。 【3-2-1】【3-2-2】 
7-4-0-2 在處理個人生活問題(如健康、食、衣、住、

行)時，依科學知識來做決定。 
【3-3-3】 

7-4-0-6 在處理問題時，能分工執掌、操控變因，做流

程規劃，有計畫的進行操作。 
【3-3-3】 

8-3-0-1 能運用聯想、腦力激盪、概念圖等程序發展創

意及表現自己對產品改變的想法。 
【1-2-1】 

8-4-0-3 瞭解設計的可用資源與分析工作。 【3-3-2】 
 
(11)「綜合活動」學習領域 

學習領 指標 可融入生涯發展

教育能力指標 
1-1-2 區辨自己在班級與家庭中的行為表現。 【1-1-1】 
1-1-3 體會自己分內該做的事，並身體力行。 【1-1-1】 
1-2-1 欣賞並展現自己的長處，省思並接納自己。 【1-1-2】 
1-2-2 參與各式各類的活動，探索自己的興趣與專

長。 
【1-2-1】 

6-3-2-2 相信自己常能想出好主意來完成一件事。 【1-2-1】 
6-3-2-3 面對問題時，能做多方思考，提出解決方法。 【3-2-2】 
6-3-3-1 能規劃、組織探討活動。 【3-2-1】 
6-3-3-2 體會在執行的環節中，有許多關鍵性的因素需

要考量。 
【3-2-2】 

6-4-1-1 在同類事件，但由不同來源的資料中，彙整出

一通則性(例如認定若溫度很高，物質都會氣

化)。 
【3-3-2】 

6-4-2-1 依現有的理論，運用類比、轉換等推廣方式，

推測可能發生的事。 
【3-3-3】 

6-4-4-1 養成遇到問題，先行主動且自主的思考，謀求

解決策略的習慣。 
【3-3-3】 

6-4-4-2 在不違背科學原理的最低限制下，考量任何可

能達成目的的途徑。 
【3-3-1】 

7-1-0-1 學習安排工作，有條理的做事。 【1-1-1】 
7-2-0-2 做事時，能運用科學探究的精神和方法。 【1-1-1】 
7-3-0-3 能規劃、組織探討活動。 【3-2-1】【3-2-2】 
7-4-0-2 在處理個人生活問題(如健康、食、衣、住、

行)時，依科學知識來做決定。 
【3-3-3】 

7-4-0-6 在處理問題時，能分工執掌、操控變因，做流

程規劃，有計畫的進行操作。 
【3-3-3】 

8-3-0-1 能運用聯想、腦力激盪、概念圖等程序發展創

意及表現自己對產品改變的想法。 
【1-2-1】 

8-4-0-3 瞭解設計的可用資源與分析工作。 【3-3-2】 
 
(10)「綜合活動」學習領域 

學習領域指標 可融入生涯發展

教育能力指標 
1-1-2 區辨自己在班級與家庭中的行為表現。 【1-1-1】 
1-1-3 體會自己分內該做的事，並身體力行。 【1-1-1】 
1-2-1 欣賞並展現自己的長處，省思並接納自己。 【1-1-2】 
1-2-2 參與各式各類的活動，探索自己的興趣與專

長。 
【1-2-1】 

1-3-3 探究自我學習的方法，並發展自己的興趣與專 【1-2-1】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1-3-3 探究自我學習的方法，並發展自己的興趣與專

長。 
【1-2-1】 

1-4-1 探索自我發展的過程，並分享個人的經驗與感

受。 
【1-3-1】 

1-4-2 展現自己的興趣與專長，並探索自己可能的發

展方向。 
【1-3-1】 

1-4-3 掌握資訊，自己界定學習目標、製定學習計畫

並執行。 
【1-3-1】 

1-4-5 體會生命的價值，珍惜自己與他人生命，並協

助他人。 
【1-3-1】 

2-1-1 經常保持個人的整潔，並維護班級與學校共同

的秩序與整潔。 
【1-1-1】 

2-2-1 實踐個人生活所需的技能，提升生活樂趣。 【3-2-2】 
2-3-  規劃個人運用時間、金錢，所需的策略與行動。 【3-2-1】 
2-4-1 妥善計劃與執行個人生活中重要事務。 【3-3-3】 
2-4-4 面臨逆境能樂觀 極的解決問題。 【3-3-3】 
2-4-6 有效蒐集、分析各項資源，加以整合並充分運

用。 
【3-3-2】 

2-4-7 充分蒐集運用或開發各項資源，做出判斷與決

定。 
【3-3-3】 

3-1-2 體會團隊合作的意義，並能關懷團隊的成員。 【2-1-1】 
3-1-3 分享參與班級服務的經驗，主動幫助他人。 【2-1-1】 
3-2-2 參與各類自治活動，並養成自 、遵守紀律與

負責的態度。 
【1-1-1】 

3-3-5 尊重與關懷不同的文化，並分享在多元文化中

彼此相處的方式。 
【2-2-1】 

3 4-1 參與各項團體活動，與他人有效溝通與合作，

並 責完成分內工作。 
【3-3-1】 

3-4-5 分享在多元社會中生活所應具備的能力。 【3-3-5】 
 
(12)「生活」課程 

學習領域指標 可融入生涯發

展教育能力指

標 

長。 
1-4-1 探索自我發展的過程，並分享個人的經驗與感

受。 
【1-3-1】 

1-4-2 展現自己的興趣與專長，並探索自己可能的發

展方向。 
【1-3-1】 

1-4-3 掌握資訊，自己界定學習目標、製定學習計畫

並執行。 
【1-3-1】 

1-4-5 體會生命的價值，珍惜自己與他人生命，並協

助他人。 
【1-3-1】 

2-1-1 經常保持個人的整潔，並維護班級與學校共同

的秩序與整潔。 
【1-1-1】 

2-2-1 實踐個人生活所需的技能，提升生活樂趣。 【3-2-2】 
2-3-1 規劃個人運用時間、金錢，所需的策略與行動。 【3-2-1】 
2-4-1 妥善計劃與執行個人生活中重要事務。 【3-3-3】 
2-4-4 面臨逆境能樂觀積極的解決問題。 【3-3-3】 
2-4-6 有效蒐集、分析各項資源，加以整合並充分運

用。 
【3-3-2】 

2-4-7 充分蒐集運用或開發各項資源，做出判斷與決

定。 
【3-3-3】 

3-1-2 體會團隊合作的意義，並能關懷團隊的成員。 【2-1-1】 
3-1-3 分享參與班級服務的經驗，主動幫助他人。 【2-1-1】 
3-2-2 參與各類自治活動，並養成自律、遵守紀律與

負責的態度。 
【1-1-1】 

3-3-5 尊重與關懷不同的文化，並分享在多元文化中

彼此相處的方式。 
【2-2-1】 

3-4-1 參與各項團體活動，與他人有效溝通與合作，

並負責完成分內工作。 
【3-3-1】 

3-4-5 分享在多元社會中生活所應具備的能力。 【3-3-5】 
 
(11)「生活」課程 

學習領域指標 可融入生涯發

展教育能力指

標 
3-3 養成動手探究事物的習慣，並能正確、安全且有 【1-1-1】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3-3 養成動手探究事物的習慣，並能正確、安全且有

效地行動。 
【1-1-1】 

4-2 學習體會他人的立場、體諒別人，並與人和諧相

處。 
【 -1-1】 

4-3 能聽取團體成員的意見、遵守規則、一起工作，

並完成任務。 
【2-1-1】 

5-1 相信自己只要能真切的觀察、細心的體會，常可

有新奇的發現。 
【1-1-2】 

5-2 察覺自己對許多事務的想法與作法，有時也很管

用。 
【1-1-2】 

5-3 喜歡探討事情演變的原因，並養成對周邊訊息做

適切反應的態度。 
【1-1-1】 

5-4 養成參與、欣賞展示及演出時的基本禮儀與態度。 【1-1-1】 
5-5 產生愛護生活環境、尊重他人與關懷生命的情懷。 【1-1-1】 

 

效地行動。 
4-2 學習體會他人的立場、體諒別人，並與人和諧相

處。 
【2-1-1】 

4-3 能聽取團體成員的意見、遵守規則、一起工作，

並完成任務。 
【2-1-1】 

5-1 相信自己只要能真切的觀察、細心的體會，常可

有新奇的發現。 
【1-1-2】 

5-2 察覺自己對許多事務的想法與作法，有時也很管

用。 
【1-1-2】 

5-3 喜歡探討事情演變的原因，並養成對周邊訊息做

適切反應的態度。 
【1-1-1】 

5-4 養成參與、欣賞展示及演出時的基本禮儀與態度。 【1-1-1】 
5-5 產生愛護生活環境、尊重他人與關懷生命的情懷。 【1-1-1】 

 

 
 現行規定 說明 

7.附錄(略) 
附錄一  生涯發展教育議題分段能力指標補充說明(略) 

未修改 

 
附錄二  生涯發展教育議題融入學習領域之教學示例(略) 
 

未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