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5-1領域學習課程計畫 

臺南市公(私)立南化區瑞峰國民中(小)學 110學年度第 1學期六年級國語文領域學習課程計畫(■普通班/□特教班) 

教材版本 康軒版 6上教材 實施年級 6 教學節數 每週(  5  )節，本學期共( 101 )節 

課程目標 

1.培養學生擁有喜愛學習與勤儉、安分守己的生活態度。 

2.懂得在競賽中團結合作，堅持到底，不驕傲，不氣餒。 

3.欣賞現代詩歌，學習閱讀淺白的文言文，體會文字的奧妙。 

4.藉由旅遊了解各地不同的環境及人文風情，並透過參觀古蹟，體認先民的智慧。 

5.培養以邏輯思考和主動思考的能力，解決問題，探尋真理。 

6.培養欣賞大自然四季之美，並與大自然和諧相處的情操。 

7.能了解自己建立自信，並培養樂觀積極的態度。 

領域能力指標 

1-3-1能運用注音符號，理解字詞音義，提升閱讀效能。 

1-3-3能運用注音符號，擴充自學能力，提升語文學習效能。 

1-3-3-1能運用注音符號使用電子媒體(如：數位化字辭典等)，提升自我學習效能。 

2-3-1-2能仔細聆聽對方的說明，主動參與溝通和協調。 

2-3-2-1能在聆聽過程中，有系統的歸納他人發表之內容。 

2-3-2-2能在聆聽不同媒材時，從中獲取有用的資訊。 

2-3-2-3能在聆聽過程中，以表情或肢體動作適切回應。 

2-3-2-7能正確記取聆聽內容的細節與要點。 

3-3-1-1能和他人交換意見，口述見聞，或當眾作簡要演說。 

3-3-2-1能具體詳細的講述一件事情。 

3-3-2-2能簡要作讀書報告。 

3-3-3-1能正確、流利且帶有感情的與人交談。 

3-3-3-3能有條理有系統的說話。 

3-3-4-1能即席演說，提出自己的見解與經驗。 

4-3-1能認識常用漢字 2,200-2,700字。 

4-3-1-1能利用簡易的六書原則，輔助認字，理解字義。 

4-3-2會查字辭典，並能利用字辭典，分辨字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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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2能應用筆畫、偏旁變化和間架結構原理寫字。 

4-3-5能欣賞楷書名家碑帖，並辨識各種書體(篆、隸、楷、行)的特色。 

5-3-1-1熟習活用生字語詞的形音義，並能分辨語體文及文言文中詞語的差別。 

5-3-2-1能養成主動閱讀課外讀物的習慣。 

5-3-3-1能了解文章的主旨、取材及結構。 

5-3-3-3能理解簡易的文法及修辭。 

5-3-4-1能認識不同的文類(如：詩歌、散文、小說、戲劇等)。 

5-3-4-4能將閱讀材料與實際生活經驗相結合。 

5-3-4能認識不同的文類及題材的作品，擴充閱讀範圍。 

5-3-5-1能運用不同的閱讀策略，增進閱讀的能力。 

5-3-5-2能用心精讀，記取細節，深究內容，開展思路。 

5-3-5能運用不同的閱讀策略，增進閱讀的能力。 

5-3-6能熟練利用工具書，養成自我解決問題的能力。 

5-3-7能配合語言情境閱讀，並了解不同語言情境中字詞的正確使用。 

5-3-7-1能配合語言情境，欣賞不同語言情境中詞句與語態在溝通和表達上的效果。 

5-3-8能共同討論閱讀的內容，並分享心得。 

5-3-8-1能理解作品中對周遭人、事、物的尊重與關懷。 

5-3-8-2能在閱讀過程中，培養參與團體的精神，增進人際互動。 

5-3-8-3能主動記下個人感想及心得，並對作品內容摘要整理。 

5-3-9能結合電腦科技，提高語文與資訊互動學習和應用能力。 

5-3-10-1能思考並體會文章中解決問題的過程。 

6-3-2-2能練習利用不同的途徑和方式，蒐集各類寫作的材料。 

6-3-2-3能練習從審題、立意、選材、安排段落及組織等步驟，習寫作文。 

6-3-3能培養觀察與思考的寫作習慣。 

6-3-4能練習不同表述方式的寫作。 

6-3-4-1能學習敘述、描寫、說明、議論、抒情等表述方式，練習寫作。 

6-3-4-3能應用改寫、續寫、擴寫、縮寫等方式寫作。 

6-3-4-4能配合閱讀教學，練習撰寫心得、摘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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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5能具備自己修改作文的能力，並主動和他人交換寫作心得。 

6-3-6能把握修辭的特性，並加以練習及運用。 

6-3-6-1能理解簡單的修辭技巧，並練習應用在實際寫作。 

6-3-7能練習使用電腦編輯作品，分享寫作經驗和樂趣。 

6-3-7-2能透過網路，與他人分享寫作經驗和樂趣。 

6-3-8-1能在寫作中，發揮豐富的想像力。 

融入之重大議

題 

【人權教育】 

1-3-4 了解世界上不同的群體、文化和國家，能尊重欣賞其差異。 

2-3-1了解人身自由權並具有自我保護的知能。 

【生涯發展教育】 

1-2-1 認識有關自我的觀念。 

3-2-1 培養規畫及運用時間的能力。 

3-2-2 學習如何解決問題及做決定。 

【家政教育】 

1-3-6 選擇符合營養且安全衛生的食物。 

3-3-3 從事與欣賞美化生活的藝術造型活動。 

4-3-4 參與家庭活動、家庭共學，增進家人感情。 

【環境教育】 

1-3-1 藉由觀察與體驗自然，並能以創作文章、美勞、音樂、戲劇表演等形式表現自然環境之美與對環境的關懷。 

3-3-1 了解人與環境互動互依關係，建立積極的環境態度與環境倫理。 

5-3-1 參與學校社團和社區的環境保護相關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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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單元品格修養 

第一課神奇的藍絲帶 3 

1-3-1 能運用注音符號，理解字詞

音義，提升閱讀效能。 

2-3-2-2 能在聆聽不同媒材時，從

(一)紙筆測驗 

(二)實踐 

(三)作業 

【人權教育】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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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獲取有用的資訊。 

3-3-4-1 能即席演說，提出自己的

見解與經驗。 

4-3-1 能認識常用漢字

2,200-2,700 字。 

5-3-3-1 能了解文章的主旨、取材

及結構。 

第二週 
9/6~9/11 

第一單元品格修養 

第二課跑道 

6 

1-3-3 能運用注音符號，擴充自學

能力，提升語文學習效能。 

2-3-2-3 能在聆聽過程中，以表情

或肢體動作適切回應。 

3-3-3-1 能正確、流利且帶有感情

的與人交談。 

4-3-1-1 能利用簡易的六書原則，

輔助認字，理解字義。 

5-3-5-2 能用心精讀，記取細節，

深究內容，開展思路。 

6-3-2-3 能練習從審題、立意、選

材、安排段落及組織等步驟，習寫

作文。 

(一)紙筆測驗 

(二)實踐 

(三)作業習作評量 

【生涯發展教育】 

3-2-2  

第三週 
9/13~9/17 

第一單元品格修養 

第三課說話也要停看聽 

5 

2-3-1-2 能仔細聆聽對方的說明，

主動參與溝通和協調。 

3-3-2-1 能具體詳細的講述一件事

情。 

4-3-2 會查字辭典，並能利用字辭

典，分辨字義。 

5-3-7-1 能配合語言情境，欣賞不

同語言情境中詞句與語態在溝通和

(一)紙筆測驗 

(二)實踐 

(三)作業 

【人權教育】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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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達上的效果。 

6-3-4-1 能學習敘述、描寫、說明、

議論、抒情等表述方式，練習寫作。 

第四週 
9/20~9/24 

第一單元品格修養 

第四課朱子治家格言 

5 

1-3-1 能運用注音符號，理解字詞

音義，提升閱讀效能。 

2-3-1-2 能仔細聆聽對方的說明，

主動參與溝通和協調。 

3-3-3-3 能有條理有系統的說話。 

4-3-2-2 會使用數位化字辭典。 

5-3-1-1 熟習活用生字語詞的形音

義，並能分辨語體文及文言文中詞

語的差別。 

5-3-7 能配合語言情境閱讀，並了

解不同語言情境中字詞的正確使

用。 

6-3-4 能練習不同表述方式的寫

作。 

(一)紙筆測驗 

(二)實踐 

(三)作業 

【生涯發展教育】 

3-2-1  

【家政教育】 

4-3-4。 

第五週 
9/27~10/1 

第一單元品格修養 

統整活動一 

5 

4-3-5 能欣賞楷書名家碑帖，並辨

識各種書體(篆、隸、楷、行)的特

色。 

5-3-5 能運用不同的閱讀策略，增

進閱讀的能力。 

6-3-5 能具備自己修改作文的能

力，並主動和他人交換寫作心得。 

(一)紙筆測驗 

(二)實踐 

(三)作業 

 

第六週 
10/4~10/8 

第二單元臺灣印象 

第五課山的巡禮 
5 

2-3-2-7能正確記取聆聽內容的細

節與要點。 

3-3-2-1能具體詳細的講述一件事

情。 

(一)紙筆測驗 

(二)實踐 

(三)作業 

【環境教育】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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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會查字辭典，並能利用字辭

典，分辨字義。 

5-3-4-4能將閱讀材料與實際生活

經驗相結合。 

6-3-4-3能應用改寫、續寫、擴寫、

縮寫等方式寫作。 

第七週 
10/12~10/15 

第二單元臺灣印象 

第六課東海岸鐵路 

4 

1-3-1 能運用注音符號，理解字詞

音義，提升閱讀效能。 

2-3-2-3 能在聆聽過程中，以表情

或肢體動作適切回應。 

3-3-2-1 能具體詳細的講述一件事

情。 

4-3-2 會查字辭典，並能利用字辭

典，分辨字義。 

5-3-3-1 能了解文章的主旨、取材

及結構。 

(一)紙筆測驗 

(二)實踐 

(三)作業 

【環境教育】 

3-3-1  

第八週 
10/18~10/22 

第二單元臺灣印象 

第七課蚵鄉風情 

5 

1-3-3 能運用注音符號，擴充自學

能力，提升語文學習效能。 

2-3-2-5 能結合科技與資訊，提升

聆聽學習的效果。 

3-3-2-1 能具體詳細的講述一件事

情。 

5-3-8-1 能理解作品中對周遭人、

事、物的尊重與關懷。 

6-3-4-3 能應用改寫、續寫、擴寫、

縮寫等方式寫作。 

(一)紙筆測驗 

(二)實踐 

(三)作業 

【環境教育】 

3-3-1  

第九週 
10/25~10/29 

第二單元臺灣印象 

統整活動二 
5 

4-3-5 能欣賞楷書名家碑帖，並辨

識各種書體(篆、隸、楷、行)的特

(一)紙筆測驗 

(二)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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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 

5-3-6 能熟練利用工具書，養成自

我解決問題的能力。 

5-3-9 能結合電腦科技，提高語文

與資訊互動學習和應用能力。 

6-3-2-2能練習利用不同的途徑和

方式，蒐集各類寫作的材料。 

6-3-3 能培養觀察與思考的寫作習

慣。 

(三)作業 

第十週 
11/1~11/5 

閱讀階梯一進入雨林 

5 

5-3-5 能運用不同的閱讀策略，增

進閱讀的能力。 

5-3-8-1能理解作品中對周遭人、

事、物的尊重與關懷。 

5-3-10能思考並體會文章中解決問

題的過程。 

(一)紙筆測驗 

(二)實踐 

(三)作業 

【環境教育】 

5-3-1  

第十一週 
11/8~11/12 

第三單元思考的藝術 

第八課大小剛好的 

鞋子 

5 

1-3-1 能運用注音符號，理解字詞

音義，提升閱讀效能。 

2-3-1-2 能仔細聆聽對方的說明，

主動參與溝通和協調。 

3-3-2-2 能簡要作讀書報告。 

4-3-2 會查字辭典，並能利用字辭

典，分辨字義。 

5-3-2-1 能養成主動閱讀課外讀物

的習慣。 

6-3-4-4 能配合閱讀教學，練習撰

寫心得、摘要等。 

(一)紙筆測驗 

(二)實踐 

(三)作業 

【生涯發展教育】 

3-2-2  

第十二週 
11/15~11/19 

第三單元思考的藝術 

第九課沉思三帖 
5 

1-3-1 能運用注音符號，理解字詞

音義，提升閱讀效能。 

(一)紙筆測驗 

(二)實踐 

【生涯發展教育】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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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7 能正確記取聆聽內容的細

節與要點。 

3-3-2-1 能具體詳細的講述一件事

情。 

4-3-3-2 能應用筆畫、偏旁變化和

間架結構原理寫字。 

5-3-4-4 能將閱讀材料與實際生活

經驗相結合。 

6-3-2-2 能練習利用不同的途徑和

方式，蒐集各類寫作的材料。 

(三)作業 

第十三週 
11/22~11/26 

第三單元思考的藝術 

第十課狐假虎威 

5 

1-3-3-1 能運用注音符號使用電子

媒體（如：數位化字辭典等），提升

自我學習效能。 

2-3-2-7 能正確記取聆聽內容的細

節與要點。 

3-3-2-2 能簡要作讀書報告。 

4-3-2 會查字辭典，並能利用字辭

典，分辨字義。 

5-3-8-3 能主動記下個人感想及心

得，並對作品內容摘要整理。 

6-3-4-4 能配合閱讀教學，練習撰

寫心得、摘要等。 

(一)紙筆測驗 

(二)實踐 

(三)作業 

【人權教育】 

2-3-1 

第十四週 
11/29~12/3 

第三單元思考的藝術 

統整活動三 

5 

5-3-3-3能理解簡易的文法及修辭。 

6-3-6 能把握修辭的特性，並加以

練習及運用。 

5-3-4 能認識不同的文類及題材的

作品，擴充閱讀範圍。 

5-3-10能思考並體會文章中解決問

(一)紙筆測驗 

(二)實踐 

(三)作業 

 



C5-1領域學習課程計畫 

題的過程。 

5-3-1-1熟習活用生字語詞的形音

義，並能分辨語體文及文言文中詞

語的差別。 

第十五週 
12/6~12/10 

第四單元文學長廊 

第十一課我願 

5 

2-3-2-7 能正確記取聆聽內容的細

節與要點。 

3-3-3-3 能有條理有系統的說話。 

5-3-8-2 能在閱讀過程中，培養參

與團體的精神，增進人際互動。 

6-3-7-2 能透過網路，與他人分享

寫作經驗和樂趣。 

(一)紙筆測驗 

(二)實踐 

(三)作業 

【生涯發展教育】 

1-2-1  

第十六週 
12/13~12/17 

第四單元文學長廊 

第十二課最好的味覺禮物 

5 

1-3-1 能運用注音符號，理解字詞

音義，提升閱讀效能。 

2-3-1-2 能仔細聆聽對方的說明，

主動參與溝通和協調。 

3-3-3-3 能有條理有系統的說話。 

4-3-2 會查字辭典，並能利用字辭

典，分辨字義。 

5-3-4-4 能將閱讀材料與實際生活

經驗相結合。 

6-3-6-1 能理解簡單的修辭技巧，

並練習應用在實際寫作。 

(一)紙筆測驗 

(二)實踐 

(三)作業 

【家政教育】 

1-3-6  

第十七週 
12/20~12/24 

第四單元文學長廊 

第十三課空城計 

5 

1-3-3-1 能運用注音符號使用電子

媒體（如：數位化字辭典等），提升

自我學習效能。 

2-3-2-1 能在聆聽過程中，有系統

的歸納他人發表之內容。 

3-3-3-1 能正確、流利且帶有感情

(一)紙筆測驗 

(二)實踐 

(三)作業 

【生涯發展教育】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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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與人交談。 

4-3-3-2 能應用筆畫、偏旁變化和

間架結構原理寫字。 

5-3-10 能思考並體會文章中解決

問題的過程。 

6-3-2-3 練習從審題、立意、選材、

安排段落及組織等步驟，習寫成文。 

第十八週 
12/27~12/30 

第四單元文學長廊 

第十四課桂花雨 

4 

2-3-2-3 能在聆聽過程中，以表情

或肢體動作適切回應。 

3-3-3-1 能正確、流利且帶有感情

的與人交談。 

5-3-8-2 能理解作品中對周遭人、

事、物的尊重與關懷。 

6-3-2-2 能練習利用不同的途徑和

方式，蒐集各類寫作的材料。 

(一)紙筆測驗 

(二)實踐 

(三)作業 

【家政教育】 

3-3-3  

第十九週 
1/3~1/7 

第四單元文學長廊 

第十四課桂花雨 

5 

2-3-2-3 能在聆聽過程中，以表情

或肢體動作適切回應。 

3-3-3-1 能正確、流利且帶有感情

的與人交談。 

。 

5-3-8-2 能理解作品中對周遭人、

事、物的尊重與關懷。 

6-3-2-2 能練習利用不同的途徑和

方式，蒐集各類寫作的材料。 

(一)紙筆測驗 

(二)實踐 

(三)作業 

【家政教育】 

3-3-3  

第二十週 
1/10~1/14 

第四單元文學長廊 

統整活動四 
 

5-3-3-3能理解簡易的文法及修辭。 

6-3-6 能把握修辭的特性，並加以

練習及運用。 

5-3-4-1能認識不同的文類(如：詩

(一)紙筆測驗 

(二)實踐 

(三)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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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散文、小說、戲劇等)。 

6-3-7 能練習使用電腦編輯作品，

分享寫作經驗和樂趣。 

第二十一週 
1/17~1/20 

閱讀階梯二故事的真相 

4 

5-3-5 能運用不同的閱讀策略，增

進閱讀的能力。 

5-3-8 能共同討論閱讀的內容，並

分享心得。 

5-3-10能思考並體會文章中解決問

題的過程。  

5-3-10-1能夠思考和批判文章的內

容。 

(一)紙筆測驗 

(二)實踐 

(三)作業 

 

◎教學期程請敘明週次起訖，如行列太多或不足，請自行增刪。 

◎一年級領域核心素養、學習表現、學習內容皆要敘寫，二至六年級敘寫領域能力指標，「學習表現」及「學習內容」欄位空白即可。 

◎「表現任務-評量方式」請具體說明。 

◎一年級敘寫融入議題實質內涵，二到六年級敘寫融入議題能力指標，填入代號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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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公(私)立南化區瑞峰國民中(小)學 110學年度第 2學期六年級國語文領域學習課程計畫(■普通班/□特教班) 

教材版本 康軒版 6下教材 實施年級 6 教學節數 每週( 5 )節，本學期共( 85 )節 

課程目標 

1.認識機智的智慧，培養創意的思考，並認識古今名人的機智，和其開闊偉大的胸懷。 

2.欣賞不同情境下，語文傳達的趣味，培養語文的興趣。 

3.懂得自我期許，以塑造更完美的人格。 

4.學習用心觀察事物，發現生活中處處都有樂趣。 

5.學習用樂觀開朗的心境，開拓視野。 

6.透過詩歌欣賞，學習用不同角度看事情。 

7.培養「觀察能力」的訓練，認識動物的特色。 

8.了解環境改變對生物的影響，認識生態與生活的關係。 

9.培養追根究柢的實證態度，解決生活中的問題。 

10.透過閱讀，學習用藝術豐富人生。 

11.培養美化環境的能力，為生活增添美感。 

12.培養欣賞音樂、戲劇的興趣和能力。 

13.鑑往知來，從歷史事件中得到教訓與智慧，並發揮潛能。 

14.學習面臨危機時，解決問題的正確態度。 

領域能力指標 

1-3-1 能運用注音符號，理解字詞音義，提升閱讀效能。 

1-3-3 能運用注音符號，擴充自學能力，提升語文學習效能。 

1-3-3-1能運用注音符號使用電子媒體（如：數位化字辭典等），提升自我學習效能。 

2-3-1-1能養成耐心聆聽的態度。 

2-3-2 能確實把握聆聽的方法。 

2-3-2-1能在聆聽過程中，有系統的歸納他人發表之內容。 

2-3-2-2能在聆聽不同媒材時，從中獲取有用的資訊。 

2-3-2-3能在聆聽過程中，以表情或肢體動作適切回應。 

2-3-2-4能簡要歸納所聆聽的內容。 

2-3-2-7能正確記取聆聽內容的細節與要點。 

2-3-3 能學習說話者的表達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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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 能充分表達意見。 

3-3-2-1能具體詳細的講述一件事情。 

3-3-2 能合適的表現語言。 

3-3-3-1能正確、流利且帶有感情的與人交談。 

3-3-3-3能有條理有系統的說話。 

3-3-3-4能利用電子科技，統整訊息的內容，作詳細報告。 

3-3-4-2能在討論或會議中說出重點，充分溝通。 

4-3-1-1能利用簡易的六書原則，輔助認字，理解字義。 

4-3-1-3能利用新詞造句。 

4-3-2 會查字辭典，並能利用字辭典，分辨字義。 

4-3-3 能概略瞭解筆畫、偏旁變化及結構原理。 

4-3-3-2能應用筆畫、偏旁變化和間架結構原理寫字。 

4-3-3-3能用正確、美觀的硬筆字書寫各科作業。 

4-3-4 能掌握楷書的筆畫、形體結構和書寫方法，並練習用硬筆、毛筆寫字。 

4-3-4-1能掌握楷書偏旁組合時變化的搭配要領。 

5-3-1-1熟習活用生字詞語的形音義，並能分辨語體文及文言文中詞語的差別。 

5-3-1 能掌握文章要點，並熟習字詞句型。 

5-3-3-1能了解文章的主旨、取材及結構。 

5-3-3-2能認識文章的各種表述方式（如：敘述、描寫、抒情、說明、議論等）。 

5-3-4-1能認識不同的文類(如：詩歌、散文、小說、戲劇等)。 

5-3-4-2能主動閱讀不同文類的文學作品。 

5-3-5 能運用不同的閱讀策略，增進閱讀的能力。 

5-3-5-2能用心精讀，記取細節，深究內容，開展思路。 

5-3-7-1能配合語言情境，欣賞不同語言情境中詞句與語態在溝通和表達上的效果。 

5-3-8-1能討論閱讀的內容，分享閱讀的心得。 

5-3-8-2能理解作品中對周遭人、事、物的尊重與關懷。 

5-3-8-3能主動記下個人感想及心得，並對作品內容摘要整理。 

5-3-9 能結合電腦科技，提高語文與資訊互動學習和應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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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0能思考並體會文章中解決問題的過程。 

6-3-2-2能練習利用不同的途徑和方式，蒐集各類寫作的材料。 

6-3-2-3練習從審題、立意、選材、安排段落及組織等步驟，習寫作文。 

6-3-4-1能學習敘述、描寫、說明、議論、抒情等表述方式，練習寫作。 

6-3-4-3能應用改寫、續寫、擴寫、縮寫等方式寫作。 

6-3-6-1能理解簡單的修辭技巧，並練習應用在實際寫作。 

6-3-6 能把握修辭的特性，並加以練習及運用。 

6-3-8 能發揮想像力，嘗試創作，並欣賞自己的作品。 

6-3-8-1能在寫作中，發揮豐富的想像力。 

融入之重大議題 

【人權教育】 

1-3-3 了解平等、正義的原則，並能在生活中實踐。 

【生涯發展教育】 

1-2-1 認識有關自我的觀念。 

【生涯發展教育】 

3-2-2 覺察如何解決問題及作決定。 

【家政教育】 

4-3-3 運用溝通技巧，與家人分享彼此的想法與感受。 

【家庭教育】 

3-3-1 欣賞多元文化中食衣住行育樂等不同的傳統與文化。 

【海洋教育】 

3-3-4 發現臺灣海洋環境的特色，了解其海洋環境與人文歷史。 

【資訊教育】 

1-3-3 能利用資訊科技媒體等搜尋需要的資料。 

【環境教育】 

3-2-2 培養對自然環境的熱愛與對戶外活動的興趣，建立個人對自然環境的責任感。 

3-3-1 了解人與環境互動互依關係，建立積極的環境態度與環境倫理。 

4-3-3 能利用資訊科技媒體等搜尋需要的資料。 

課程架構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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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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單元 人間有情 

一、過故人莊 

1 

2-3-2-6 能具備聆聽不同媒材的能
力。 
3-3-3-1 能正確、流利且帶有感情的
與人交談。 
4-3-3-3 能用正確、美觀的硬筆字書
寫各科作業。 
5-3-1-1 熟習活用生字語詞的形音
義，並能分辨語體文及文言文中詞語
的差別。 
6-3-8-1 能在寫作中，發揮豐富的想
像力。 

(一)紙筆測驗 

(二)實踐 

(三)作業 

【家政教育】 

4-3-3  

【生涯發展教育】 

3-2-2 

第二週 

2/14~2/18 
第一單元 人間有情 

一、過故人莊 

5 

2-3-2-6 能具備聆聽不同媒材的能
力。 
3-3-3-1 能正確、流利且帶有感情的
與人交談。 
4-3-3-3 能用正確、美觀的硬筆字書
寫各科作業。 
5-3-1-1 熟習活用生字語詞的形音
義，並能分辨語體文及文言文中詞語
的差別。 
6-3-8-1 能在寫作中，發揮豐富的想
像力。 

(一)紙筆測驗 

(二)實踐 

(三)作業 

【家政教育】 

4-3-3  

【生涯發展教育】 

3-2-2 

第三週 

2/21~2/25 
第一單元 人間有情 

二、把愛傳下去 

5 

1-3-1 能運用注音符號，理解字詞音
義，提升閱讀效能。 
2-3-2-7 能正確記取聆聽內容的細節
與要點。 
3-3-4-2 能在討論或會議中說出重
點，充分溝通。 
4-3-1-1 能利用簡易的六書原則，輔
助認字，理解字義。 
5-3-3-1 能了解文章的主旨、取材及
結構。 
6-3-4-1 能學習敘述、描寫、說明、
議論、抒情等表述方式，練習寫作。 

(一)紙筆測驗 

(二)實踐 

(三)作業 

【環境教育】 

4-3-3  

第四週 

3/1~3/4 
第一單元 人間有情 

三、山村車輄寮 4 

1-3-1 能運用注音符號，理解字詞音
義，提升閱讀效能。 
2-3-2-7 能正確記取聆聽內容的細節
與要點。 

(一)紙筆測驗 

(二)實踐 

(三)作業 

【生涯發展教育】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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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2 能在討論或會議中說出重
點，充分溝通。 
4-3-1-1 能利用簡易的六書原則，輔
助認字，理解字義。 
5-3-3-1 能了解文章的主旨、取材及
結構。 
6-3-4-1 能學習敘述、描寫、說明、
議論、抒情等表述方式，練習寫作。 

第五週 

3/7~3/11 
第一單元 人間有情 

統整活動一 

5 

1-3-1 能運用注音符號，理解字詞音
義，提升閱讀效能。 
4-3-2 會查字辭典，並能利用字辭
典，分辨字義。 
5-3-4 能認識不同的文類及題材的作
品，擴充閱讀範圍。 
4-3-5 能欣賞楷書名家碑帖，並辨識
各種書體(篆、隸、楷、行)的特色。 
4-3-5-4 能知道古今書法名家相關的
故事。 

(一)紙筆測驗 

(二)實踐 

(三)作業 

 

第六週 

3/14~3/18 
第二單元  海天遊蹤 

四、巨人的階梯 

5 

1-3-1 能運用注音符號，理解字詞音
義，提升閱讀效能。 
2-3-2 能確實把握聆聽的方法。 
3-3-2 能合適的表現語言。 
4-3-4 能掌握楷書的筆畫、形體結構
和書寫方法，並練習用硬筆、毛筆寫
字。 
5-3-5 能運用不同的閱讀策略，增進
閱讀的能力。 
6-3-8 能發揮想像力，嘗試創作，並
欣賞自己的作品。 

(一)紙筆測驗 

(二)實踐 

(三)作業 

【環境教育】 

4-3-3 

【家政教育】 

3-3-1 

第七週 

3/21~3/25 
第二單元  海天遊蹤 

五、馬達加斯加，出發！ 

5 

2-3-2-1 能在聆聽過程中，有系統的
歸納他人發表之內容。 
3-3-2-1 能具體詳細的講述一件事
情。 
4-3-2 會查字辭典，並能利用字辭
典，分辨字義。 
5-3-6-1 能利用圖書館檢索資料，增
進自學的能力。 
5-3-8-1 能理解作品中對周遭人、
事、物的尊重與關懷。 
6-3-2-2 能練習利用不同的途徑和方
式，蒐集各類寫作的材料。 

(一)紙筆測驗 

(二)實踐 

(三)作業 

【環境教育】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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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週 

3/28~4/1 
第二單元  海天遊蹤 

六、沉睡的天空之城 

5 

2-3-2-1 能在聆聽過程中，有系統的
歸納他人發表之內容。 
3-3-1-1 能和他人交換意見，口述見
聞，或當眾作簡要演說。 
4-3-2 會查字辭典，並能利用字辭
典，分辨字義。 
5-3-3-3 能理解簡易的文法及修辭。 
5-3-8-3 能主動記下個人感想及心
得，並對作品內容摘要整理。 
6-3-2-2 能練習利用不同的途徑和方
式，蒐集各類寫作的材料。 

(一)紙筆測驗 

(二)實踐 

(三)作業 

【環境教育】 

3-2-2  

第九週 

4/6~4/8 
第二單元  海天遊蹤 

統整活動二 

3 

2-3-2 能確實把握聆聽的方法。 
5-3-5 能運用不同的閱讀策略，增進
閱讀的能力。 
5-3-4 能認識不同的文類及題材的作
品，擴充閱讀範圍。 
6-3-2 能知道寫作的步驟，逐步豐富
內容，進行寫作。 
6-3-7 能練習使用電腦編輯作品，分
享寫作經驗和樂趣。 

(一)紙筆測驗 

(二)實踐 

(三)作業 

 

第十週 

4/11~4/15 
閱讀階梯一 驚蟄驅蟻記 

5 

5-3-5 能運用不同的閱讀策略，增進
閱讀的能力。 
5-3-8-1 能理解作品中對周遭人、
事、物的尊重與關懷。 
5-3-10 能思考並體會文章中解決問
題的過程。 

(一)紙筆測驗 

(二)實踐 

(三)作業 

  

第十一週 

4/18~4/22 
第三單元  童年故事 

八、油條報紙‧文字夢 

5 

1-3-1 能運用注音符號，理解字詞音
義，提升閱讀效能。 
2-3-2-7 能正確記取聆聽內容的細節
與要點。 
3-3-1 能充分表達意見。 
4-3-2 會查字辭典，並能利用字辭
典，分辨字義。 
5-3-3-1 能瞭解文章的主旨、取材及
結構。 

(一)紙筆測驗 

(二)實踐 

(三)作業 

【生涯發展教育】 

1-2-1  

第十二週 
4/25~4/29 

第三單元  童年故事 

八、雕刻一座小島 
5 

1-3-3 能運用注音符號，擴充自學能
力，提升語文學習效能。 
2-3-2-4能簡要歸納所聆聽的內容 
3-3-3 能表現良好的言談。 
4-3-2 會查字辭典，並能利用字辭
典，分辨字義。 
5-3-3 能認識文章的各種表述方式。 

(一)紙筆測驗 

(二)實踐 

(三)作業 

【海洋教育】 

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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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週 

5/2~5/6 
第三單元  童年故事 

九、童年‧夏日‧棉花糖 

5 

1-3-3 能運用注音符號，擴充自學能
力，提升語文學習效能。 
2-3-2-4能簡要歸納所聆聽的內容。 
3-3-2-1 能具體詳細的講述一件事
情。 
4-3-2 會查字辭典，並能利用字辭
典，分辨字義。 
5-3-3 能認識文章的各種表述方式。 
6-3-4-1 能學習敘述、描寫、說明、
議論、抒情等表述方式，練習寫作。 

(一)紙筆測驗 

(二)實踐 

(三)作業 

【環境教育】 

3-3-1  

第十四週 

5/9~5/13 
第三單元  童年故事 

統整活動三 
5 

5-3-5 能運用不同的閱讀策略，增進
閱讀的能力。 
4-3-5 能欣賞楷書名家碑帖，並辨識
各種書體(篆、隸、楷、行)的特色。 
4-3-5-4 能知道古今書法名家相關的
故事。 

(一)紙筆測驗 

(二)實踐 

(三)作業 

 

第十五週 

5/16~5/20 
第四單元  成長與祝福 

十、追夢的翅膀 

5 

2-3-2 能確實把握聆聽的方法。 
3-3-3-1 能正確、流利且帶有感情的
與人交談。 
4-3-3-3 能用正確、美觀的硬筆字書
寫各科作業。 
5-3-3-1 能了解文章的主旨、取材及
結構。 
6-3-8-1 能在寫作中，發揮豐富的想
像力。 

(一)紙筆測驗 

(二)實踐 

(三)作業 

【生涯發展教育】 

3-2-2  

第十六週 

5/23~5/27 
第四單元  成長與祝福 

十一、祝賀你，孩子 

5 

1-3-1 能運用注音符號，理解字詞音
義，提升閱讀效能。 
2-3-2-3 能在聆聽過程中，以表情或
肢體動作適切回應。 
3-3-3-1 能正確、流利且帶有感情的
與人交談。 
4-3-3-2 能應用筆畫、偏旁變化和間
架結構原理寫字。 
5-3-4-4 能將閱讀材料與實際生活經
驗相結合。 
6-3-4-1 能學習敘述、描寫、說明、
議論、抒情等表述方式，練習寫作。 

(一)紙筆測驗 

(二)實踐 

(三)作業 

【生涯發展教育】 

1-2-1  

第十七週 

5/30~6/2 
第四單元  成長與祝福 

統整活動四 4 

5-3-3-2 能認識文章的各種表述方式
(如：敘述、描寫、抒情、說明、議論
等)。 
6-3-4-1 能學習敘述、描寫、說明、
議論、抒情等表述方式，練習寫作。 

(一)紙筆測驗 

(二)實踐 

(三)作業 

【環境教育】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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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週 

6/6~6/10 
閱讀階梯二  桃花源 

5 

5-3-8 能共同討論閱讀的內容，並分
享心得。 
5-3-10 能思考並體會文章中解決問
題的過程。  
5-3-10-1 能夠思考和批判文章的內
容。 

(一)紙筆測驗 

(二)實踐 

(三)作業 

 

第十九週 

6/13~6/15 
畢業週 

3 
   

◎教學期程請敘明週次起訖，如行列太多或不足，請自行增刪。 

◎一年級領域核心素養、學習表現、學習內容皆要敘寫，二至六年級敘寫領域能力指標，「學習表現」及「學習內容」欄位空白即可。 

◎「表現任務-評量方式」請具體說明。 

◎一年級敘寫融入議題實質內涵，二到六年級敘寫融入議題能力指標，填入代號即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