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5-1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九貫版) 

臺南市公立楠西區楠西國民小學 110 學年度第一學期 四 年級  語文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普通班/□藝才班/■特教班) 

教材版本 南一版國語 
實施年級 

(班級/組別) 
四 教學節數 每週( 2 )節，本學期共( 41 )節 

課程目標 

1. 認識與了解植物對自然的重要性。 

2. 學會如何描寫事物。 

3. 欣賞臺灣欒樹四季的美。 

4. 體會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長處，並能欣賞他人與自己不同的特點。 

5. 能具體描述各種水果的特徵。 

6. 能學會如何去讚美他人。 

7. 能用本課句型造句。 

8. 能找出題目的涵義，概括文章的核心主旨。 

9. 認識與了解先人敬惜字紙的傳統。 

10. 了解惜字亭建築特色。 

11. 能用課文句型造句。 

12. 了解奉茶所代表的含意。 

13. 能歸納本課的主旨。 

14. 培養主動關懷人事物的態度。 

15. 能思考生活中各事物所具有的功能及價值。 

16. 學習如何拍攝新聞照片。 

17. 明白分工合作的重要，印證團結力量大的道理。 

18. 認識資訊時代網路世界的無遠弗屆。 

19. 能運用網路傳送或接收各種資訊。 

20. 能具備思考提問的技巧。 

21. 能根據課文，整理文意重點。 

22. 能分享自己的媒體經驗與感受。 

23. 能學習到訪問主題的相關知識。 

24. 能知道報紙標題、副標的位置。 

25. 能使用關鍵字在網站搜尋資料。 

26. 知道西遊記的故事情節。 

27. 能體會說服別人最好的方式就是引起他的興趣。 

28. 能體會快樂來自於自己的心態。 

29. 認識故事體的因果關係。 

30. 能理解文章段意、大意及主旨。 



C5-1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九貫版) 

領域能力指標 

2-2-1-1 能養成仔細聆聽的習慣，並讓對方充分表達意見。 

3-2-1-3 能清楚說出自己的意思。 

3-2-2-5 能說出一段話或一篇短文的要點。 

4-2-1 能認識常用國字 1,500-1,800 字。 

4-2-1-2 能利用生字造詞。 

4-2-1-3 能利用新詞造句。 

4-2-5-1 能正確掌握筆畫、筆順及形體結構。 

融入之重大議題 

【環境教育】 

1-2-2 能藉由感官接觸環境中的動、植物和景觀，欣賞自然之美，並能以多元的方式表達內心感受。 

【人權教育】 

1-2-1 欣賞、包容個別差異並尊重自己與他人的權利。 

課程架構脈絡 

教學期程 單元與活動名稱 節數 領域能力指標 
表現任務 

(評量方式) 

融入議題 

能力指標 

第一週 

9/1~9/3 

一、植物嘉年華 
第一課窗口邊的臺灣欒樹 

2 

2-2-1-1 能養成仔細聆聽的習慣，

並讓對方充分表達意見。 

 

3-2-1-3 能清楚說出自己的意思。 

 

3-2-2-5 能說出一段話或一篇短文

的要點。 

 

4-2-1 能認識常用國字 1,500-

1,800 字。 

 

4-2-1-2 能利用生字造詞。 

 

1.寫字檢核:提供學生生

字詞習寫單，依據書寫的

生字，作為檢核學習的成

效。 

2.口語評量: 老師提問

學生，給予學生一定時間

思考，進行檢核同時給予

正確引導。 

3.態度評量:檢核學生上

課時是否專心注意老師

的講解，以及了解學習任

務為何。同時參考學生回

答問題的積極度作為檢

【環境教育】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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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3 能利用新詞造句。 

 

4-2-5-1 能正確掌握筆畫、筆順及

形體結構。 

核。 

第二週 

9/6-9/11 

一、植物嘉年華 
第二課花兒的心事 

2 

1.寫字檢核:提供學生生

字詞習寫單，依據書寫的

生字，作為檢核學習的成

效。 

2.口語評量: 老師提問

學生，給予學生一定時間

思考，進行檢核同時給予

正確引導。 

3.態度評量:檢核學生上

課時是否專心注意老師

的講解，以及了解學習任

務為何。同時參考學生回

答問題的積極度作為檢

核。 

【環境教育】 

1-2-2 

第三週 

9/13-9/17 

一、植物嘉年華 
第二課花兒的心事 

2 

1.寫字檢核:提供學生生

字詞習寫單，依據書寫的

生字，作為檢核學習的成

效。 

2.口語評量: 老師提問

學生，給予學生一定時間

思考，進行檢核同時給予

正確引導。 

3.態度評量:檢核學生上

課時是否專心注意老師

的講解，以及了解學習任

務為何。同時參考學生回

答問題的積極度作為檢

【環境教育】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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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 

第四週 

9/20-9/24 

一、植物嘉年華 
第三課水果們的晚會 

2 

1.寫字檢核:提供學生生

字詞習寫單，依據書寫的

生字，作為檢核學習的成

效。 

2.口語評量: 老師提問

學生，給予學生一定時間

思考，進行檢核同時給予

正確引導。 

3.態度評量:檢核學生上

課時是否專心注意老師

的講解，以及了解學習任

務為何。同時參考學生回

答問題的積極度作為檢

核。 

【環境教育】 

1-2-2 

第五週 

9/27-10/1 

二、文化交響曲 
第四課冬日吃蘿蔔 

2 

1.寫字檢核:提供學生生

字詞習寫單，依據書寫的

生字，作為檢核學習的成

效。 

2.口語評量: 老師提問

學生，給予學生一定時間

思考，進行檢核同時給予

正確引導。 

3.態度評量:檢核學生上

課時是否專心注意老師

的講解，以及了解學習任

務為何。同時參考學生回

答問題的積極度作為檢

【人權教育】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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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 

第六週 

10/4-10/8 

二、文化交響曲 
第四課冬日吃蘿蔔 

2 

1.寫字檢核:提供學生生

字詞習寫單，依據書寫的

生字，作為檢核學習的成

效。 

2.口語評量: 老師提問

學生，給予學生一定時間

思考，進行檢核同時給予

正確引導。 

3.態度評量:檢核學生上

課時是否專心注意老師

的講解，以及了解學習任

務為何。同時參考學生回

答問題的積極度作為檢

核。 

【人權教育】 

1-2-1 

第七週 

10/11-10/15 

二、文化交響曲 
第五課飛魚成年禮 

2 

1.寫字檢核:提供學生生

字詞習寫單，依據書寫的

生字，作為檢核學習的成

效。 

2.口語評量: 老師提問

學生，給予學生一定時間

思考，進行檢核同時給予

正確引導。 

3.態度評量:檢核學生上

課時是否專心注意老師

的講解，以及了解學習任

務為何。同時參考學生回

答問題的積極度作為檢

【人權教育】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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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 

第八週 

10/18-10/22 

二、文化交響曲 
第六課敬字紙與惜字亭 

2 

1.寫字檢核:提供學生生

字詞習寫單，依據書寫的

生字，作為檢核學習的成

效。 

2.口語評量: 老師提問

學生，給予學生一定時間

思考，進行檢核同時給予

正確引導。 

3.態度評量:檢核學生上

課時是否專心注意老師

的講解，以及了解學習任

務為何。同時參考學生回

答問題的積極度作為檢

核。 

【人權教育】 

1-2-1 

第九週 

10/25-10/29 

二、文化交響曲 
第七課奉茶 

2 

1.寫字檢核:提供學生生

字詞習寫單，依據書寫的

生字，作為檢核學習的成

效。 

2.口語評量: 老師提問

學生，給予學生一定時間

思考，進行檢核同時給予

正確引導。 

3.態度評量:檢核學生上

課時是否專心注意老師

的講解，以及了解學習任

務為何。同時參考學生回

答問題的積極度作為檢

【人權教育】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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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 

第十週 

11/1-11/5 

二、文化交響曲 
第七課奉茶 

2 

1.寫字檢核:提供學生生

字詞習寫單，依據書寫的

生字，作為檢核學習的成

效。 

2.口語評量: 老師提問

學生，給予學生一定時間

思考，進行檢核同時給予

正確引導。 

3.態度評量:檢核學生上

課時是否專心注意老師

的講解，以及了解學習任

務為何。同時參考學生回

答問題的積極度作為檢

核。 

【人權教育】 

1-2-1 

第十一週 

11/8-11/12 

三、媒體二三事 
第八課小小記者研習營 

2 

1.寫字檢核:提供學生生

字詞習寫單，依據書寫的

生字，作為檢核學習的成

效。 

2.口語評量: 老師提問

學生，給予學生一定時間

思考，進行檢核同時給予

正確引導。 

3.態度評量:檢核學生上

課時是否專心注意老師

的講解，以及了解學習任

務為何。同時參考學生回

答問題的積極度作為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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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 

第十二週 

11/15-11/20 

三、媒體二三事 
第八課小小記者研習營 

2 

1.寫字檢核:提供學生生

字詞習寫單，依據書寫的

生字，作為檢核學習的成

效。 

2.口語評量: 老師提問

學生，給予學生一定時間

思考，進行檢核同時給予

正確引導。 

3.態度評量:檢核學生上

課時是否專心注意老師

的講解，以及了解學習任

務為何。同時參考學生回

答問題的積極度作為檢

核。 

 

第十三週 

11/22-11/26 

三、媒體二三事 
第九課網繫人間情 

2 

1.寫字檢核:提供學生生

字詞習寫單，依據書寫的

生字，作為檢核學習的成

效。 

2.口語評量: 老師提問

學生，給予學生一定時間

思考，進行檢核同時給予

正確引導。 

3.態度評量:檢核學生上

課時是否專心注意老師

的講解，以及了解學習任

務為何。同時參考學生回

答問題的積極度作為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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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 

第十四週 

11/29-12/3 

三、媒體二三事 
第九課網繫人間情 

2 

1.寫字檢核:提供學生生

字詞習寫單，依據書寫的

生字，作為檢核學習的成

效。 

2.口語評量: 老師提問

學生，給予學生一定時間

思考，進行檢核同時給予

正確引導。 

3.態度評量:檢核學生上

課時是否專心注意老師

的講解，以及了解學習任

務為何。同時參考學生回

答問題的積極度作為檢

核。 

 

第十五週 

12/6-12/10 

三、媒體二三事 
第十課從媒體學思考 

2 

1.寫字檢核:提供學生生

字詞習寫單，依據書寫的

生字，作為檢核學習的成

效。 

2.口語評量: 老師提問

學生，給予學生一定時間

思考，進行檢核同時給予

正確引導。 

3.態度評量:檢核學生上

課時是否專心注意老師

的講解，以及了解學習任

務為何。同時參考學生回

答問題的積極度作為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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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 

第十六週 

12/13-12/17 

四、故事典藏館 
第十一課有錢人可能很窮 

2 

1.寫字檢核:提供學生生

字詞習寫單，依據書寫的

生字，作為檢核學習的成

效。 

2.口語評量: 老師提問

學生，給予學生一定時間

思考，進行檢核同時給予

正確引導。 

3.態度評量:檢核學生上

課時是否專心注意老師

的講解，以及了解學習任

務為何。同時參考學生回

答問題的積極度作為檢

核。 

【人權教育】 

1-2-1 

第十七週 

12/20-12/24 

四、故事典藏館 
第十二課孫悟空三借芭蕉扇 

2 

1.寫字檢核:提供學生生

字詞習寫單，依據書寫的

生字，作為檢核學習的成

效。 

2.口語評量: 老師提問

學生，給予學生一定時間

思考，進行檢核同時給予

正確引導。 

3.態度評量:檢核學生上

課時是否專心注意老師

的講解，以及了解學習任

務為何。同時參考學生回

答問題的積極度作為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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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 

第十八週 

12/27-12/31 

四、故事典藏館 
第十二課孫悟空三借芭蕉扇 

2 

1.寫字檢核:提供學生生

字詞習寫單，依據書寫的

生字，作為檢核學習的成

效。 

2.口語評量: 老師提問

學生，給予學生一定時間

思考，進行檢核同時給予

正確引導。 

3.態度評量:檢核學生上

課時是否專心注意老師

的講解，以及了解學習任

務為何。同時參考學生回

答問題的積極度作為檢

核。 

 

第十九週 

1/3-1/7 

四、故事典藏館 
第十三課快樂的油漆工 

2 

1.寫字檢核:提供學生生

字詞習寫單，依據書寫的

生字，作為檢核學習的成

效。 

2.口語評量: 老師提問

學生，給予學生一定時間

思考，進行檢核同時給予

正確引導。 

3.態度評量:檢核學生上

課時是否專心注意老師

的講解，以及了解學習任

務為何。同時參考學生回

答問題的積極度作為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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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 

第二十週 

1/10-1/14 

四、故事典藏館 
第十四課巨人和春天 

2 

1.寫字檢核:提供學生生

字詞習寫單，依據書寫的

生字，作為檢核學習的成

效。 

2.口語評量: 老師提問

學生，給予學生一定時間

思考，進行檢核同時給予

正確引導。 

3.態度評量:檢核學生上

課時是否專心注意老師

的講解，以及了解學習任

務為何。同時參考學生回

答問題的積極度作為檢

核。 

 

第二十一週 

1/17-1/20 

四、故事典藏館 
第十四課巨人和春天 

1 

1.寫字檢核:提供學生生

字詞習寫單，依據書寫的

生字，作為檢核學習的成

效。 

2.口語評量: 老師提問

學生，給予學生一定時間

思考，進行檢核同時給予

正確引導。 

3.態度評量:檢核學生上

課時是否專心注意老師

的講解，以及了解學習任

務為何。同時參考學生回

答問題的積極度作為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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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 

◎教學期程請敘明週次起訖，如行列太多或不足，請自行增刪。 

◎「表現任務-評量方式」請具體說明。 

◎敘寫融入議題能力指標，填入代號即可。 

◎集中式特教班採全班以同一課綱實施敘寫。 

 

 

 

 

 

 

 

 

 

 

 

 

 

 

 

 

 

 

 

 

 

 

 



C5-1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九貫版) 

臺南市公立楠西區楠西國民小學 110 學年度第二學期 四 年級  語文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普通班/□藝才班/■特教班) 

教材版本 南一版國語 
實施年級 

(班級/組別) 
四 教學節數 每週( 2 )節，本學期共( 40 )節 

課程目標 

1. 能用本課的情境與句型造句。 

2. 能根據課文內容說出課文大意及段落大意。 

3. 從製作包子的辛苦過程，學會以認真負責的態度來面對工作。 

4. 感受祖孫互動，體會長者關切與付出的親情。 

5. 學習由各種感官描寫對水果的感受。 

6. 能分辨同音詞的詞義。 

7. 能使用正確的語詞造句、寫作。 

8. 能認識高麗菜的生長與環境特色。 

9. 能了解植物在自然環境中的重要性，不破壞自然生態，並進而愛護大自然。 

10. 認識愛河與文中的各種植物。 

11. 能認識地球上最大的熱帶雨林――亞馬孫河叢林。 

12. 能知道自然與人類密切的關係。 

13. 認識蝴蝶從幼蟲到成蟲的一生。 

14. 能用本課的句型造句。 

15. 能培養良好的聆聽態度。 

16. 認識胃的功能。 

17. 知道日記的性質和格式。 

18. 透過小鎮裡五味屋的故事，了解資源再生及老屋保存的意義。 

19. 知道油紙傘的構造。 

20. 了解手工油紙傘知名的原因。 

21. 認識橋所具備的功能。 

22. 認識與了解橋對交通的重要性。 

23. 能了解橋梁對於交通的重要性，進而愛護橋梁。 

24. 能體會他人的奮鬥精神，並在生活中實踐。 

25. 能認識自己，探索未來的夢想。 

26. 能培養為追求夢想而努力進取的積極態度。 

27. 認識補網婦人的工作特性。 

28. 體會補網婦人工作的辛勞與內心世界。 

 



C5-1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九貫版) 

領域能力指標 

2-2-1-1 能養成仔細聆聽的習慣，並讓對方充分表達意見。 

3-2-1-3 能清楚說出自己的意思。 

3-2-2-5 能說出一段話或一篇短文的要點。 

4-2-1 能認識常用國字 1,500-1,800 字。 

4-2-1-2 能利用生字造詞。 

4-2-1-3 能利用新詞造句。 

4-2-5-1 能正確掌握筆畫、筆順及形體結構。 

融入之重大議題 

【生涯發展教育】 

1-2-1 培養自己的興趣、能力。 

2-2-1 培養良好的人際互動能力。 

【環境教育】 

1-2-2 能藉由感官接觸環境中的動、植物和景觀，欣賞自然之美，並能以多元的方式表達內心感受。 

課程架構脈絡 

教學期程 單元與活動名稱 節數 領域能力指標 
表現任務 

(評量方式) 

融入議題 

能力指標 

第一週 

2/11~2/11 

一、美味時光 

第一課狗不理包子 
1 

2-2-1-1 能養成仔細聆聽的習慣，

並讓對方充分表達意見。 

 

3-2-1-3 能清楚說出自己的意思。 

 

3-2-2-5 能說出一段話或一篇短

文的要點。 

 

4-2-1 能認識常用國字 1,500-

1,800 字。 

 

4-2-1-2 能利用生字造詞。 

 

1.寫字檢核:提供學生生字

詞習寫單，依據書寫的生

字，作為檢核學習的成效。 

2.口語評量: 老師提問學

生，給予學生一定時間思

考，進行檢核同時給予正確

引導。 

3.態度評量:檢核學生上課

時是否專心注意老師的講

解，以及了解學習任務為

何。同時參考學生回答問題

的積極度作為檢核。 

【生涯發展教育】 

1-2-1 

2-2-1 

第二週 一、美味時光 2 1.寫字檢核:提供學生生字  



C5-1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九貫版) 

2/14-2/18 第二課奶奶的排骨粥 4-2-1-3 能利用新詞造句。 

 

4-2-5-1 能正確掌握筆畫、筆順及

形體結構。 

詞習寫單，依據書寫的生

字，作為檢核學習的成效。 

2.口語評量: 老師提問學

生，給予學生一定時間思

考，進行檢核同時給予正確

引導。 

3.態度評量:檢核學生上課

時是否專心注意老師的講

解，以及了解學習任務為

何。同時參考學生回答問題

的積極度作為檢核。 

第三週 

2/21-2/25 

一、美味時光 

第二課奶奶的排骨粥 
2 

1.寫字檢核:提供學生生字

詞習寫單，依據書寫的生

字，作為檢核學習的成效。 

2.口語評量: 老師提問學

生，給予學生一定時間思

考，進行檢核同時給予正確

引導。 

3.態度評量:檢核學生上課

時是否專心注意老師的講

解，以及了解學習任務為

何。同時參考學生回答問題

的積極度作為檢核。 

 

第四週 

2/28-3/4 
一、美味時光 

第三課熱荔枝 
2 

1.寫字檢核:提供學生生字

詞習寫單，依據書寫的生

字，作為檢核學習的成效。 

2.口語評量: 老師提問學

生，給予學生一定時間思

 



C5-1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九貫版) 

考，進行檢核同時給予正確

引導。 

3.態度評量:檢核學生上課

時是否專心注意老師的講

解，以及了解學習任務為

何。同時參考學生回答問題

的積極度作為檢核。 

第五週 

3/7-3/11 

二、漫步自然 

第四課陪綠精靈長大 
2 

1.寫字檢核:提供學生生字

詞習寫單，依據書寫的生

字，作為檢核學習的成效。 

2.口語評量: 老師提問學

生，給予學生一定時間思

考，進行檢核同時給予正確

引導。 

3.態度評量:檢核學生上課

時是否專心注意老師的講

解，以及了解學習任務為

何。同時參考學生回答問題

的積極度作為檢核。 

 

第六週 

3/14-3/18 

二、漫步自然 

第四課陪綠精靈長大 
2 

1.寫字檢核:提供學生生字

詞習寫單，依據書寫的生

字，作為檢核學習的成效。 

2.口語評量: 老師提問學

生，給予學生一定時間思

考，進行檢核同時給予正確

引導。 

3.態度評量:檢核學生上課

時是否專心注意老師的講

 



C5-1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九貫版) 

解，以及了解學習任務為

何。同時參考學生回答問題

的積極度作為檢核。 

第七週 

3/21-3/25 

二、漫步自然 

第五課氣味之旅 
2 

1.寫字檢核:提供學生生字

詞習寫單，依據書寫的生

字，作為檢核學習的成效。 

2.口語評量: 老師提問學

生，給予學生一定時間思

考，進行檢核同時給予正確

引導。 

3.態度評量:檢核學生上課

時是否專心注意老師的講

解，以及了解學習任務為

何。同時參考學生回答問題

的積極度作為檢核。 

【環境教育】 

1-2-2 

第八週 

3/28-4/1 

二、漫步自然 

第六課壯闊的亞馬孫河 
2 

1.寫字檢核:提供學生生字

詞習寫單，依據書寫的生

字，作為檢核學習的成效。 

2.口語評量: 老師提問學

生，給予學生一定時間思

考，進行檢核同時給予正確

引導。 

3.態度評量:檢核學生上課

時是否專心注意老師的講

解，以及了解學習任務為

何。同時參考學生回答問題

的積極度作為檢核。 

【環境教育】 

1-2-2 

第九週 二、漫步自然 2 1.寫字檢核:提供學生生字 【環境教育】 



C5-1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九貫版) 

4/4-4/8 第七課蝶之生 詞習寫單，依據書寫的生

字，作為檢核學習的成效。 

2.口語評量: 老師提問學

生，給予學生一定時間思

考，進行檢核同時給予正確

引導。 

3.態度評量:檢核學生上課

時是否專心注意老師的講

解，以及了解學習任務為

何。同時參考學生回答問題

的積極度作為檢核。 

1-2-2 

第十週 

4/11-4/15 

二、漫步自然 

第七課蝶之生 
2 

1.寫字檢核:提供學生生字

詞習寫單，依據書寫的生

字，作為檢核學習的成效。 

2.口語評量: 老師提問學

生，給予學生一定時間思

考，進行檢核同時給予正確

引導。 

3.態度評量:檢核學生上課

時是否專心注意老師的講

解，以及了解學習任務為

何。同時參考學生回答問題

的積極度作為檢核。 

【環境教育】 

1-2-2 

第十一週 

4/18-4/22 
三、生活札記 

第八課小車站旁的五味屋 
2 

1.寫字檢核:提供學生生字

詞習寫單，依據書寫的生

字，作為檢核學習的成效。 

2.口語評量: 老師提問學

生，給予學生一定時間思

【生涯發展教育】 

1-2-1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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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進行檢核同時給予正確

引導。 

3.態度評量:檢核學生上課

時是否專心注意老師的講

解，以及了解學習任務為

何。同時參考學生回答問題

的積極度作為檢核。 

第十二週 

4/25-4/29 

三、生活札記 

第九課清香油紙傘 
2 

1.寫字檢核:提供學生生字

詞習寫單，依據書寫的生

字，作為檢核學習的成效。 

2.口語評量: 老師提問學

生，給予學生一定時間思

考，進行檢核同時給予正確

引導。 

3.態度評量:檢核學生上課

時是否專心注意老師的講

解，以及了解學習任務為

何。同時參考學生回答問題

的積極度作為檢核。 

 

第十三週 

5/2-5/6 

三、生活札記 

第九課清香油紙傘 
2 

1.寫字檢核:提供學生生字

詞習寫單，依據書寫的生

字，作為檢核學習的成效。 

2.口語評量: 老師提問學

生，給予學生一定時間思

考，進行檢核同時給予正確

引導。 

3.態度評量:檢核學生上課

時是否專心注意老師的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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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以及了解學習任務為

何。同時參考學生回答問題

的積極度作為檢核。 

第十四週 

5/9-5/13 

三、生活札記 

第十課橋 
2 

1.寫字檢核:提供學生生字

詞習寫單，依據書寫的生

字，作為檢核學習的成效。 

2.口語評量: 老師提問學

生，給予學生一定時間思

考，進行檢核同時給予正確

引導。 

3.態度評量:檢核學生上課

時是否專心注意老師的講

解，以及了解學習任務為

何。同時參考學生回答問題

的積極度作為檢核。 

【環境教育】 

1-2-2 

第十五週 

5/16-5/20 

三、生活札記 

第十課橋 
2 

1.寫字檢核:提供學生生字

詞習寫單，依據書寫的生

字，作為檢核學習的成效。 

2.口語評量: 老師提問學

生，給予學生一定時間思

考，進行檢核同時給予正確

引導。 

3.態度評量:檢核學生上課

時是否專心注意老師的講

解，以及了解學習任務為

何。同時參考學生回答問題

的積極度作為檢核。 

【環境教育】 

1-2-2 

第十六週 四、夢想起飛 2 1.寫字檢核:提供學生生字 【生涯發展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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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5/27 第十一課夢想起飛 詞習寫單，依據書寫的生

字，作為檢核學習的成效。 

2.口語評量: 老師提問學

生，給予學生一定時間思

考，進行檢核同時給予正確

引導。 

3.態度評量:檢核學生上課

時是否專心注意老師的講

解，以及了解學習任務為

何。同時參考學生回答問題

的積極度作為檢核。 

1-2-1 

2-2-1 

第十七週 

5/30-6/3 

四、夢想起飛 

第十二課小廚師阿諾 
2 

1.寫字檢核:提供學生生字

詞習寫單，依據書寫的生

字，作為檢核學習的成效。 

2.口語評量: 老師提問學

生，給予學生一定時間思

考，進行檢核同時給予正確

引導。 

3.態度評量:檢核學生上課

時是否專心注意老師的講

解，以及了解學習任務為

何。同時參考學生回答問題

的積極度作為檢核。 

【生涯發展教育】 

1-2-1 

2-2-1 

第十八週 

6/6-6/10 

 
四、夢想起飛 

第十二課小廚師阿諾 
2 

1.寫字檢核:提供學生生字

詞習寫單，依據書寫的生

字，作為檢核學習的成效。 

2.口語評量: 老師提問學

生，給予學生一定時間思

【生涯發展教育】 

1-2-1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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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進行檢核同時給予正確

引導。 

3.態度評量:檢核學生上課

時是否專心注意老師的講

解，以及了解學習任務為

何。同時參考學生回答問題

的積極度作為檢核。 

第十九週 

6/13-6/17 

四、夢想起飛 
第十三課玩娃娃的男孩 

2 

1.寫字檢核:提供學生生字

詞習寫單，依據書寫的生

字，作為檢核學習的成效。 

2.口語評量: 老師提問學

生，給予學生一定時間思

考，進行檢核同時給予正確

引導。 

3.態度評量:檢核學生上課

時是否專心注意老師的講

解，以及了解學習任務為

何。同時參考學生回答問題

的積極度作為檢核。 

【生涯發展教育】 

1-2-1 

2-2-1 

第二十週 

6/20-6/24 

 

四、夢想起飛 

第十四課臺灣的孩子 
2 

1.寫字檢核:提供學生生字

詞習寫單，依據書寫的生

字，作為檢核學習的成效。 

2.口語評量: 老師提問學

生，給予學生一定時間思

考，進行檢核同時給予正確

引導。 

3.態度評量:檢核學生上課

時是否專心注意老師的講

【生涯發展教育】 

1-2-1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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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以及了解學習任務為

何。同時參考學生回答問題

的積極度作為檢核。 

第二十一週 

6/27-6/30 

 

第八課到第十四課總複習 1 

1.寫字檢核:提供學生生字

詞習寫單，依據書寫的生

字，作為檢核學習的成效。 

2.口語評量: 老師提問學

生，給予學生一定時間思

考，進行檢核同時給予正確

引導。 

3.態度評量:檢核學生上課

時是否專心注意老師的講

解，以及了解學習任務為

何。同時參考學生回答問題

的積極度作為檢核。 

【生涯發展教育】 

1-2-1 

2-2-1 

◎教學期程請敘明週次起訖，如行列太多或不足，請自行增刪。 

◎「表現任務-評量方式」請具體說明。 

◎敘寫融入議題能力指標，填入代號即可。 

◎集中式特教班全班以同一課綱實施敘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