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5-1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新課綱版) 

臺南市公立中西區進學國民小學 110學年度第一學期 三 年級 國語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普通班/■特教班) 

教材版本 翰林版 
實施年級 

(班級/組別) 
三年級 教學節數 每週（ 3 ）節，本學期共（ 63 ）節 

課程目標 

1.能透過細心觀察、創意思考、問答與討論等方式，練習運用時間、解決問題、與自然融合、社會關懷等能力。 

2.能感受時間流逝，省思自己的生活節奏，練習規畫安排自己的時間。 

3.能在閱讀古今中外各樣故事時，發現閱讀的樂趣，思考故事對自我與社會聯結、解決問題等能力的啟發。 

4.能發現生活中的問題，從他人經驗延伸創意，思考問題的解決方法，並能動手解決問題。 

5.能發揮想像力，感受自然之美，並透過觀察，發現人與其他生物、自然環境共存共榮之道。 

6.能發現自己和他人需求不同，互相尊重與接納，關懷並祝福他人。 

7.能閱讀多元文本，提取文章重點，培養思考和解決問題的能力，懂得自處與融入團體的方法。 

該學習階段 

領域核心素養 

國-E-A2 透過國語文學習，掌握文本要旨、發展學習及解決問題策略、初探邏輯思維，並透過體驗與實踐，處理日常生活問題。 

國-E-B3 運用多重感官感受文藝之美，體驗生活中的美感事物，並發展藝文創作與欣賞的基本素養。 

國-E-C3 閱讀各類文本，培養理解與關心本土及國際事務的基本素養，以認同自我文化，並能包容、尊重與欣賞多元文化。 

課程架構脈絡 

 

教學期程 

 

單元與活動名稱 節數 學習目標 

學習重點 
表現任務 

(評量方式) 

融入議題 

實質內涵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第 1-5週 第壹單元：運用時間 

第一課 時間是什麼 

第二課 明天再寫 

第三課 提早五分鐘 

統整活動一  

15 

1. 能專心聽出詩歌、課文內

容、應用文的重點，培養

聆聽的態度。 

2. 學會歸納相同部件的生

字，知道基本筆畫、筆順

與字的空間結構。 

3. 能讀懂課文內容，說出課

文主要的大意。 

4. 能了解並運用表達情緒

的語詞。 

5. 能分辨表達時間頻率的

語詞。 

6. 能增加語詞的描寫，練習

仿寫、擴寫句子。 

7. 能熟悉書信的格式並加

以應用。 

1-Ⅱ-1 聆聽時能讓對方充分表

達意見。 

1-Ⅱ-3 聽懂適合程度的詩歌、戲

劇，並說出聆聽內容的要點。 

2-Ⅱ-1 用清晰語音、適當語速和

音量說話。 

2-Ⅱ-2 運用適當詞語、正確語法

表達想法。 

2-Ⅱ-4 樂於參加討論，提供個人

的觀點和意見。 

3-Ⅱ-1 運用注音符號，理解生字

新詞，提升閱讀效能。 

3-Ⅱ-2 運用注音符號，檢索資

訊，吸收新知。 

4-Ⅱ-1 認 識 常 用 國 字

1,200~1,800 字，以 書寫或運

Aa-Ⅱ-1 標注注音符號

的各類文本。 

Ab-Ⅱ-1 1,200~1,800 個

常用字的字形、字音和

字義。 

Ab-Ⅱ-2 700~1,200 個常

用字的使用。 

Ab-Ⅱ-4-1 常用多音字。 

Ab-Ⅱ-4-2 常用多義字。 

Ab-Ⅱ-5 2,100~3,000 個

常用語詞的認念。 

Ab-Ⅱ-6 1,400~2,000 個

常用語詞的使用。 

Ac-Ⅱ-1 各種標點符號

的用法。 

Ac-Ⅱ-2 各種基本句型。 

紙筆測驗 

口頭評量 

觀察評量 

學習態度 

【生命教育】 

E1 探討生活議

題，培養思考的

適 當 情 意 與 態

度。 

【生涯規劃】 

E11 培養規劃與

運 用 時 間 的 能

力。 

【閱讀素養】 

E2 認識與領域相

關的文本類型與

寫作題材。 

【品德教育】 

E1 良好生活習慣

與德行。 



C5-1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新課綱版) 

8. 能認識因果句和順序句

的句型並正確應用。能

專心聆聽，聽出朗讀文

章時語氣有輕重不同。 

用各種數位化工具的方式使用 

700~1,200 字。 

4-Ⅱ-4 能分辨常見的形近、音近

字詞，並正確使用。 

5-Ⅱ-1 以適切的速率朗讀文本，

表現抑揚頓挫與情感。 

5-Ⅱ-4 掌握句子和段落的意義

與主要概念。 

5-Ⅱ-5 認識記敘、抒情、說明及

應用文本的特徵。 

5-Ⅱ-7 就文本的觀點，找出支持

的理由。 

5-Ⅱ-8 運用預測、推論、提問等

策略，增進對文本的理解。 

6-Ⅱ-2 培養感受力、想像力等寫

作基本能力。 

Ac-Ⅱ-3 基礎複句的意

義。 

Ac-Ⅱ-4 各類文句的語

氣與意義。 

Ad-Ⅱ-1 意義段。 

Ad-Ⅱ-2 篇章的大意、主

旨與簡單結構。 

Ad-Ⅱ-3 故事、童詩、現

代散文等。 

Ba-Ⅱ-1 記敘文本的結

構。 

Ba-Ⅱ-2 順敘與倒敘法。 

Bb-Ⅱ-5-1 藉由敘述事

件間接抒情。 

Bb-Ⅱ-5-2 藉由描寫景

物間接抒情。 

Be-Ⅱ-2 在人際溝通方

面，以書信、卡片、便

條、啟事等慣用語彙及

書寫格式為主。 

【家庭教育】 

E7 表達對家庭成

員 的 關 心 與 情

感。 

第 6-9週 第貳單元：解決問題 

第四課 猴子的數學 

第五課 神奇的盒子 

第六課 小鉛筆大學問 

統整活動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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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能專心聽出故事重點，

培養聆聽的態度。 

2. 能把握重點說明事物製

作過程與特點。 

3. 學會歸納相同部件的生

字，知道基本筆畫、筆順

與字的空間結構。 

4. 能讀懂課文內容，說出

課文主要的大意。 

5. 能從文本對角色的描

寫，思考角色特質。 

6. 能從文本對角色內心的

描寫，進行推論。 

7. 能運用順序和列舉的

寫法，練習說明的表

述。 

8. 能思考如何面對問題。 

9. 能用心觀察事物根據

1-Ⅱ-1 聆聽時能讓對方充分表

達意見。 

1-Ⅱ-2 具備聆聽不同媒材的基

本能力。 

1-Ⅱ-4 根據話語情境，分辨內容

是否切題，理解主要內容和情

感，並與對方互動。 

2-Ⅱ-1 用清晰語音、適當語速和

音量說話。 

2-Ⅱ-2 運用適當詞語、正確語法

表達想法。 

2-Ⅱ-3 把握說話的重點與順序，

對談時能做適當的回應。 

2-Ⅱ-4 樂於參加討論，提供個人

的觀點和意見。 

3-Ⅱ-1 運用注音符號，理解生字

新詞，提升閱讀效能。 

3-Ⅱ-2 運用注音符號，檢索資

Ab-Ⅱ-1 1,200~1,800 個

常用字的字形、字音和

字義。 

Ab-Ⅱ-2 700~1,200 個常

用字的使用。 

Ab-Ⅱ-3 常用字部首及

部件的表音及表義功

能。 

Ab-Ⅱ-4-1 常用多音字。 

Ab-Ⅱ-4-2 常用多義字。 

Ab-Ⅱ-5 2,100~3,000 個

常用語詞的認念。 

Ab-Ⅱ-6 1,400~2,000 個

常用語詞的使用。 

Ac-Ⅱ-3 基礎複句的意

義。 

Ac-Ⅱ-4 各類文句的語

氣與意義。 

紙筆測驗 

口頭評量 

觀察評量 

學習態度 

【生命教育】 

E1 探討生活議

題，培養思考的

適 當 情 意 與 態

度。 

【閱讀素養】 

E2 認識與領域相

關的文本類型與

寫作題材。 

E3 熟悉與學科學

習相關的文本閱

讀策略。 

E6 發展向文本提

問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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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進行分析與歸納。 

10. 能專心聆聽，認識表達

語氣的句子，並聽出語

氣。 

11. 能找出文章的意義段，

並歸納找意義段的方

法。 

12. 能積極參與討論，認識

並找出說明文的特點。 

訊，吸收新知。 

4-Ⅱ-1 認 識 常 用 國 字

1,200~1,800 字，以 書寫或運

用各種數位化工具的方式使用 

700~1,200 字。 

4-Ⅱ-2 利用共同部件，擴充識字

量。 

4-Ⅱ-4 能分辨常見的形近、音近

字詞，並正確使用。 

4-Ⅱ-5 利用字義推論詞義。 

5-Ⅱ-1 以適切的速率朗讀文本，

表現抑揚頓挫與情感。 

5-Ⅱ-4 掌握句子和段落的意義

與主要概念。 

5-Ⅱ-5 認識記敘、抒情、說明及

應用文本的特徵。 

5-Ⅱ-7 就文本的觀點，找出支持

的理由。 

5-Ⅱ-8 運用預測、推論、提問等

策略，增進對文本的理解。 

6-Ⅱ-2 培養感受力、想像力等寫

作基本能力。 

Ad-Ⅱ-1 意義段。 

Ad-Ⅱ-2 篇章的大意、主

旨與簡單結構。 

Ad-Ⅱ-3 故事、童詩、現

代散文等。 

Bb-Ⅱ-5-1 藉由敘述事

件間接抒情。 

Bb-Ⅱ-5-2 藉由描寫景

物間接抒情。 

Bc-Ⅱ-1 具邏輯、客觀、

理性的說明，如科學知

識、產品、環境等文本。 

Bc-Ⅱ-2 描述、列舉、因

果等寫作手法。 

Bc-Ⅱ-3 數據、圖表、圖

片、工具列等輔助說

明。 

第 10週 複習第壹、貳單元 

3 

1. 能熟練本段練習的生字，

並知道筆畫、筆順與字的

空間結構。 

2. 能熟練本段習得的課文

內容並說出文章大意。 

3. 能專心聆聽，聽出不同句

子的語氣和情感。 

4. 能熟練本段習得句型，並

正確應用，造出通順的句

子。 

1-Ⅱ-1 聆聽時能讓對方充分表

達意見。 

1-Ⅱ-4 根據話語情境，分辨內容

是否切題，理解主要內容和情

感，並與對方互動。 

2-Ⅱ-1 用清晰語音、適當語速和

音量說話。 

2-Ⅱ-2 運用適當詞語、正確語法

表達想法。 

3-Ⅱ-1 運用注音符號，理解生字

新詞，提升閱讀效能。 

3-Ⅱ-2 運用注音符號，檢索資

訊，吸收新知。 

4-Ⅱ-1 認 識 常 用 國 字

1,200~1,800 字，以 書寫或運

用各種數位化工具的方式使用 

Ab-Ⅱ-2 700~1,200 個常

用字的使用。 

Ab-Ⅱ-4-1 常用多音字。 

Ab-Ⅱ-4-2 常用多義字。 

Ab-Ⅱ-5 2,100~3,000 個

常用語詞的認念。 

Ab-Ⅱ-6 1,400~2,000 個

常用語詞的使用。 

Ac-Ⅱ-1 各種標點符號

的用法。 

Ac-Ⅱ-3 基礎複句的意

義。 

Ac-Ⅱ-4 各類文句的語

氣與意義。 

Ad-Ⅱ-1 意義段。 

Ad-Ⅱ-2 篇章的大意、主

紙筆測驗 

口頭評量 

觀察評量 

學習態度 

【家庭教育】 

E7 表達對家庭成

員關心與情感。 

【生涯規劃】 

E11 培養規劃與

運 用 時 間 的 能

力。 

【閱讀素養】 

E2 認識與領域相

關的文本類型與

寫作題材。 

E3 熟悉與學科學

習相關的文本閱

讀策略。 

E6 發展向文本提

問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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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0~1,200 字。 

4-Ⅱ-4 能分辨常見的形近、音近

字詞，並正確使用。 

4-Ⅱ-5 利用字義推論詞義。 

5-Ⅱ-1 以適切的速率朗讀文本，

表現抑揚頓挫與情感。 

5-Ⅱ-2 理解各種標點符號的用

法。 

5-Ⅱ-4 掌握句子和段落的意義

與主要概念。 

5-Ⅱ-8 運用預測、推論、提問等

策略，增進對文本的理解。 

6-Ⅱ-2 培養感受力、想像力等寫

作基本能力。 

旨與簡單結構。 

Ba-Ⅱ-1 記敘文本的結

構。 

Ba-Ⅱ-2 順敘與倒敘法。 

Bb-Ⅱ-5-1 藉由敘述事

件間接抒情。 

Bb-Ⅱ-5-2 藉由描寫景

物間接抒情。 

Bc-Ⅱ-1 具邏輯、客觀、

理性的說明，如科學知

識、產品、環境等文本。 

第 11-14

週 

第參單元：走進大自

然 

第七課 風的味道 

第八課 寄居蟹找新家 

第九課 阿塱壹古道 

統整活動三 

12 

1. 能專心聽出詩歌、故事、

課文內容的重點，培養

聆聽的態度。 

2. 學會歸納相同部件的生

字，知道基本筆畫、筆順

與字的空間結構。 

3. 能讀懂課文內容，說出

課文主要的大意。 

4. 能學會詞句重組意思不

變的講法。 

5. 能學習利用五官感受，

以擬人法寫出物的動

作。 

6. 運用感官仔細觀察事

物，並發揮創造力，說出

內心感受。 

7. 能讀懂劇本內容，說出

各幕的主要大意。 

8. 能根據情境、角色和故

事發展，用聲音的抑揚

頓挫表現感受。 

9. 練習換句話說，知道有

些語句互換位置後意思

相同。 

1-Ⅱ-1 聆聽時能讓對方充分表

達意見。 

1-Ⅱ-3 聽懂適合程度的詩歌、戲

劇，並說出聆聽內容的要點。 

1-Ⅱ-4 根據話語情境，分辨內容

是否切題，理解主要內容和情

感，並與對方互動。 

2-Ⅱ-1 用清晰語音、適當語速和

音量說話。 

2-Ⅱ-2 運用適當詞語、正確語法

表達想法。 

2-Ⅱ-4 樂於參加討論，提供個人

的觀點和意見。 

2-Ⅱ-5 與他人溝通時能注重禮

貌，並養成說話負責的態度。 

3-Ⅱ-1 運用注音符號，理解生字

新詞，提升閱讀效能。 

3-Ⅱ-2 運用注音符號，檢索資

訊，吸收新知。 

4-Ⅱ-1 認 識 常 用 國 字

1,200~1,800 字，以 書寫或運

用各種數位化工具的方式使用 

700~1,200 字。 

4-Ⅱ-2 利用共同部件，擴充識字

Aa-Ⅱ-1 標注注音符號

的各類文本。 

Ab-Ⅱ-1 1,200~1,800 個

常用字的字形、字音和

字義。 

Ab-Ⅱ-2 700~1,200 個常

用字的使用。 

Ab-Ⅱ-4-1 常用多音字。 

Ab-Ⅱ-4-2 常用多義字。 

Ab-Ⅱ-5 2,100~3,000 個

常用語詞的認念。 

Ab-Ⅱ-6 1,400~2,000 個

常用語詞的使用。 

Ab-Ⅱ-8 詞類的分辨。 

Ab-Ⅱ-9 量詞的運用。 

Ac-Ⅱ-1 各種標點符號

的用法。 

Ac-Ⅱ-2 各種基本句型。 

Ac-Ⅱ-3 基礎複句的意

義。 

Ac-Ⅱ-4 各類文句的語

氣與意義。 

Ad-Ⅱ-2 篇章的大意、主

旨與簡單結構。 

紙筆測驗 

口頭評量 

觀察評量 

學習態度 

【環境教育】 

E1 參與戶外學習

與自然體驗，覺

知 自 然 環 境 的

美、平衡、與完整

性。 

【生涯規劃】 

E6 覺察個人的優

勢能力。 

【戶外教育】 

E3 善用五官的感

知，培養眼、耳、

鼻、舌、觸覺及心

靈對環境感受的

能力。 

E4 覺知自身的生

活方式會對自然

環境產生影響與

衝擊。 

【海洋教育】 

E11 認識海洋生

物與生態。 

【閱讀素養】 

E2 認識與領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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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能學會分享與思考的

能力。 

11. 能讀出課文中描寫景

物的句子。 

12. 能學會描寫景物的寫

作技巧。 

13. 能培養觀察與欣賞美

景的能力。 

14. 能用外加語詞、句子、

視覺和聽覺語詞擴寫

句子。 

15. 能依圖片順序寫出移

動路線所見景色。 

16. 能讀出劇本中相關的

場景、人物、動作和表

情等明顯與表演相關

的訊息。 

量。 

4-Ⅱ-4 能分辨常見的形近、音近

字詞，並正確使用。 

4-Ⅱ-5 利用字義推論詞義。 

5-Ⅱ-1 以適切的速率朗讀文本，

表現抑揚頓挫與情感。 

5-Ⅱ-2 理解各種標點符號的用

法。 

5-Ⅱ-3 讀懂與學習階段相符的

文本。 

5-Ⅱ-4 掌握句子和段落的意義

與主要概念。 

5-Ⅱ-5 認識記敘、抒情、說明及

應用文本的特徵。 

5-Ⅱ-7 就文本的觀點，找出支持

的理由。 

5-Ⅱ-8 運用預測、推論、提問等

策略，增進對文本的理解。 

6-Ⅱ-1 根據表達需要，使用各種

標點符號。 

6-Ⅱ-2 培養感受力、想像力等寫

作基本能力。 

Ad-Ⅱ-3 故事、童詩、現

代散文等。 

Ba-Ⅱ-1 記敘文本的結

構。 

Bb-Ⅱ-3 對物或自然的

情懷。 

Bb-Ⅱ-5-1 藉由敘述事

件間接抒情。 

Bb-Ⅱ-5-2 藉由描寫景

物間接抒情。 

Be-Ⅱ-4 應用文本的結

構。 

Cb-Ⅱ-2 各類文本中所

反映的個人與家庭、鄉

里、國族及其他社群的

關係。 

關的文本類型與

寫作題材。 

E3 熟悉與學科學

習相關的文本閱

讀策略。 

E6 發展向文本提

問的能力。 

【品德教育】 

E1 良好生活習慣

與德行。 

 

第 15-19

週 

第肆單元：美好的祝

福 

第十課 秋千上的婚禮 

第十一課 一路平安 

第十二課 大團圓 

統整活動四 

15 

1. 能專注聆聽同學發表，

並樂於回饋與討論。 

2. 學會歸納相同部件的生

字，知道基本筆畫、筆順

與字的空間結構。 

3. 能讀懂課文內容，說出

課文主要的大意。 

4. 能運用預測、推論策略，

增進對文本的理解。 

5. 能擴寫句子，讓場面的

描寫更熱鬧。 

6. 能體會與尊重儀式風俗

的文化內涵。 

7. 能專心聽出文章的重

點，培養聆聽的態度。 

8. 能運用推論與預測等策

1-Ⅱ-1 聆聽時能讓對方充分表

達意見。 

1-Ⅱ-2 具備聆聽不同媒材的基

本能力。 

1-Ⅱ-3 聽懂適合程度的詩歌、戲

劇，並說出聆聽內容的要點。 

1-Ⅱ-4 根據話語情境，分辨內容

是否切題，理解主要內容和情

感，並與對方互動。 

2-Ⅱ-1 用清晰語音、適當語速和

音量說話。 

2-Ⅱ-2 運用適當詞語、正確語法

表達想法。 

2-Ⅱ-4 樂於參與討論，提供個人

的觀點和意見。 

2-Ⅱ-5 與他人溝通時能能注重

Ab-Ⅱ-1 1,200~1,800個常

用字的字形、字音和字

義。 

Ab-Ⅱ-2 700~1,200 個常

用字的使用。 

Ab-Ⅱ-3 常用字部首及

部件的表音及表義功

能。 

Ab-Ⅱ-4-1 常用多音字。 

Ab-Ⅱ-4-2 常用多義字。 

Ab-Ⅱ-5 2,100~3,000個常

用語詞的認念。 

Ab-Ⅱ-6 1,400~2,000個常

用語詞的使用。 

Ac-Ⅱ-1 各種標點符號

的用法。 

紙筆測驗 

口頭評量 

觀察評量 

學習態度 

【原住民族】 

E6 了解並尊重不

同族群的歷史文

化經驗。 

【多元文化】 

E5 願意與不同文

化 背 景 的 人 相

處，並發展群際

關係。 

E6 了解各文化間

的多樣性與差異

性 

【生命教育】 

E7 發展設身處

地、感同身受的

同理心及主動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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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理解課文文意。 

9. 能認識標點符號的用

法，並正確使用。 

10. 能利用基本句型完成

句子並應用。 

11. 能具有同理心，並有禮

貌的說話。 

12. 能利用語詞的變化，把

句子的涵意和氛圍表

現得更清楚。 

13. 能了解家人的重要，學

會關懷與分享。 

14. 複習學過的標點符號，

正確使用並修正標點

符號。 

15. 能練習用照片畫面說

出故事。 

16. 能認識春聯，欣賞春聯

祝福語對句，並練習毛

筆字。 

禮貌，並養成說話負責的態度。 

3-Ⅱ-1 運用注音符號，理解生字

新詞，提升閱讀效能。 

3-Ⅱ-2 運用注音符號，檢索資

訊，吸收新知。 

4-Ⅱ-1 認 識 常 用 國 字

1,200~1,800 字，以 書寫或運

用各種數位化工具的方式使用 

700~1,200 字。 

4-Ⅱ-2 利用共同部件，擴充識字

量。 

4-Ⅱ-4 能分辨常見的形近、音近

字詞，並正確使用。 

4-Ⅱ-6 掌握偏旁變化和間架結

構要領書寫正確及工整的硬筆

字。 

5-Ⅱ-1 以適切的速率朗讀文本，

表現抑揚頓挫與情感。 

5-Ⅱ-2 理解各種標點符號的用

法。 

5-Ⅱ-4 掌握句子和段落的意義

與主要概念。 

5-Ⅱ-6 運用適合學習階段的摘

要策略，擷取大意。 

5-Ⅱ-8 運用預測、推論、提問等

策略，增進對文本的理解。 

5-Ⅱ-10 透過大量閱讀體會閱讀

的樂趣。 

6-Ⅱ-1 根據表達需要，使用各種

標點符號。 

6-Ⅱ-2 培養感受力、想像力等寫

作基本能力。 

Ac-Ⅱ-4 各類文句的語

氣與意義。 

Ad-Ⅱ-2 篇章的大意、主

旨與簡單結構。 

Ba-Ⅱ-1 記敘文本的結

構。 

Ba-Ⅱ-2 順敘與倒敘法。 

Cb-Ⅱ-1 各類文本中的

親屬關係、道德倫理、

儀式風俗等文化內涵。 

愛的能力，察覺

自己從他者接受

的各種幫助，培

養感恩之心。 

【家庭教育】 

E5 了解家庭中各

種 關 係 的 互 動

（親子、手足、祖

孫 及 其 他 親 屬

等）。 

E7 表達對家庭成

員 的 關 心 與 情

感。 

【生涯規劃】 

E7 培養良好的人

際互動能力。 

【品德教育】 

E3 溝通合作與和

諧人際關係。 

【閱讀素養】 

E3 熟悉與學科學

習相關的文本閱

讀策略。 

E6 發展向文本提

問的能力。 

第 20週 

 

第參、肆單元 

複習週二  

3 

1. 能熟練本段練習的生字

的知道筆畫、筆順與字

的空間結構。 

2. 能熟練本段習得的課文

內容並說出文章大意。 

3. 能熟練本段習得句型，

1-Ⅱ-2 具備聆聽不同媒材的基

本能力。 

2-Ⅱ-1 用清晰語音、適當語速和

音量說話。 

2-Ⅱ-2 運用適當詞語、正確語法

表達想法。 

Ab-Ⅱ-1 1,200~1,800 個

常用字的字形、字音和

字義。 

Ab-Ⅱ-2 700~1,200 個常

用字的使用。 

Ab-Ⅱ-3 常用字部首及

紙筆測驗 

口頭評量 

觀察評量 

學習態度 

【品德教育】 

E3 溝通合作與和

諧人際關係。 

【家庭教育】 

E5 了解家庭中各

種關係的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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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正確應用，造出通順

的句子。 

4. 能熟練 5W1H，並用以

重述故事內容。 

5. 能熟練使用辭典或線上

查詢，找出語詞的意義

和例句。 

6. 能熟練標點符號。 

2-Ⅱ-5 與他人溝通時能能注重

禮貌，並養成說話負責的態度。 

3-Ⅱ-1 運用注音符號，理解生字

新詞，提升閱讀效能。 

4-Ⅱ-4 能分辨常見的形近、音近

字詞，並正確使用。 

4-Ⅱ-5 利用字義推論詞義。 

5-Ⅱ-1 以適切的速率朗讀文本，

表現抑揚頓挫與情感。 

5-Ⅱ-8 運用預測、推論、提問等

策略，增進對文本的理解。 

部件的表音及表義功

能。 

Ab-Ⅱ-4-1 常用多音字。 

Ab-Ⅱ-4-2 常用多義字。 

Ab-Ⅱ-5 2,100~3,000個常

用語詞的認念。 

Ab-Ⅱ-6 1,400~2,000個常

用語詞的使用。 

Ac-Ⅱ-1 各種標點符號

的用法。 

Ac-Ⅱ-4 各類文句的語

氣與意義。 

Ad-Ⅱ-2 篇章的大意、主

旨與簡單結構。 

Ba-Ⅱ-1 記敘文本的結

構。 

（親子、手足、

祖孫及其他親屬

等）。 

【閱讀素養】 

E3 熟悉與學科學

習相關的文本閱

讀策略。 

E6 發展向文本提

問的能力。 

【多元文化】 

多 E6 了解各文

化間的多樣性與

差異性。 

第 21週 第壹到肆單元 

總複習 

3 

1. 能熟練本學期練習的生

字，並知道筆畫、筆順與

字的空間結構。 

2. 能熟練本學期習得的課

文內容並說出文章大

意。 

3. 能熟練本學期習得句

型，並正確應用，造出通

順的句子。 

4. 能培養愛惜時間、多方

思考以解決問題的能

力。 

5. 能欣賞自然之美，愛護

大自然，懂得祝福他人。 

1-Ⅱ-3 聽懂適合程度的詩歌、戲

劇，並說出聆聽內容的要點。 

2-Ⅱ-1 用清晰語音、適當語速和

音量說話。 

2-Ⅱ-2 運用適當詞語、正確語法

表達想法。 

3-Ⅱ-2 運用注音符號，檢索資

訊，吸收新知。 

4-Ⅱ-1 認 識 常 用 國 字

1,200~1,800 字，以 書寫或運用

各種數位化工具的方式使用

700~1,200 字。 

4-Ⅱ-4 能分辨常見的形近、音近

字詞，並正確使用。 

4-Ⅱ-5 利用字義推論詞義。 

5-Ⅱ-1 以適切的速率朗讀文本，

表現抑揚頓挫與情感。 

5-Ⅱ-3 讀懂與學習階段相符的

文本。 

5-Ⅱ-4 掌握句子和段落的意義

與主要概念。 

5-Ⅱ-8 運用預測、推論、提問等

Ab-Ⅱ-1 1,200~1,800 個

常用字的字形、字音和

字義。 

Ab-Ⅱ-4-1 常用多音字。 

Ab-Ⅱ-4-2 常用多義字。 

Ab-Ⅱ-6 1,400~2,000個常

用語詞的使用。 

Ac-Ⅱ-1 各種標點符號

的用法。 

Ac-Ⅱ-2 各種基本句型。 

Ad-Ⅱ-2 篇章的大意、主

旨與簡單結構。 

Ba-Ⅱ-1 記敘文本的結

構。 

Bb-Ⅱ-3 對物或自然的

情懷。 

Bb-Ⅱ-5-1 藉由敘述事件

間接抒情。 

Bb-Ⅱ-5-2 藉由描寫景物

間接抒情。 

Bc-Ⅱ-2 描述、列舉、因

果等寫作手法。 

紙筆測驗 

口頭評量 

觀察評量 

學習態度 

【品德教育】 

E3 溝通合作與和

諧人際關係。 

【家庭教育】 

E5 了解家庭中各

種關係的互動

（親子、手足、

祖孫及其他親屬

等）。 

【生命教育】 

E4 觀察日常生活

中生老病死的現

象，思考生命的

價值。 

【閱讀素養】 

E3 熟悉與學科學

習相關的文本閱

讀策略。 

E6 發展向文本提

問的能力。 

【多元文化】 

E6 了解各文化間



C5-1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新課綱版) 

策略，增進對文本的理解。 

6-Ⅱ-2 培養感受力、想像力等寫

作基本能力。 

Be-Ⅱ-4 應用文本的結

構。 

Cb-Ⅱ-1 各類文本中的

親屬關係、道德倫理、儀

式風俗等文化內涵。 

的多樣性與差異

性。 

◎教學期程以每週教學為原則，如行列太多或不足，請自行增刪。 
◎「學習目標」應為結合「學習表現」(動詞)與「學習內容」(名詞)，整合為學生本單元應習得的學科本質知能。 
◎「學習表現」與「學習內容」應為學校(可結合學年會議)應以學習階段為單位，清楚安排兩年內「學習表現」與「學習內容」如何規劃在各
個單元讓學生習得。 

◎「學習表現」與「學習內容」需呈現領綱完整文字，非只有代號，「融入議題實質內涵」亦是。 

◎依據 109.12.10函頒修訂之「臺南市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國中小彈性學習課程規劃建議措施」中之配套措施，如有每位學生上台報
告之「表現任務-評量方式」請用不同顏色的文字特別註記並具體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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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公立中西區進學國民小學 110學年度第二學期 三年級 國語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普通班/■特教班) 

教材版本 翰林版 
實施年級 

(班級/組別) 
三年級 教學節數 每週（ 3 ）節，本學期共（ 63 ）節 

課程目標 

1.能透過細心觀察、創意思考、問答與討論等方式，認識成功人物故事、臺灣在地風情、生活小智慧及經典中西文學故事。 

2.能透過成功人物的故事，認識人物背後付出的努力，培養克服困難，勇往直前的毅力與勇氣。 

3.能透過臺灣北、中、南部三地知名景點的風景、人文、地景描寫，認識家鄉迷人的風情，培養愛鄉情懷。 

4.能發現生活中的小智慧，從生活中的點滴延伸創意，思考解決問題的方法，培養動手解決問題的應用能力。 

5.能在閱讀古今中外各樣故事時，發現閱讀的樂趣，思考故事對自我與大自然聯結、解決問題等能力的啟發。 

6.能發揮想像力，感受自然之美，並透過觀察，發現人與其他生物、自然環境共存共榮。 

7.能閱讀多元文本，提取文章重點，培養思考和解決問題的能力，懂得自處與融入團體的方法。 

該學習階段 

領域核心素養 

國-E-A3 運用國語文充實生活經驗，學習有步驟的規劃活動和解決問題，並探索多元知能，培養創新精神，以增進生活適應力。 

國-E-B3 運用多重感官感受文藝之美，體驗生活中的美感事物，並發展藝文創作與欣賞的基本素養。 

國-E-C1 閱讀各類文本，從中培養是非判斷的能力，以了解自己與所處社會的關係，培養同理心與責任感，關懷自然生態與增

進公民意識。 

課程架構脈絡 

 

教學期程 

 

單元與活動名稱 節數 學習目標 

學習重點 
表現任務 

(評量方式) 

融入議題 

實質內涵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第 1-4週 第壹單元：人物組曲 

第一課 拔不起來的筆 

第二課 還差一點 

第三課 用膝蓋跳舞的女孩 

統整活動一 
12 

1. 能專心聆聽他人想法、同

學發表，培養聆聽的態

度，並樂於回饋與討論。 

2. 學會歸納相同部件的生

字，知道基本筆畫、筆順

與字的空間結構。 

3. 能讀懂課文內容，說出課

文主要的大意。 

4. 能從文本對事件的描寫，

思考課文內涵，並對角色

內心的描寫，進行推論。 

5. 能運用預測、推論策略，

增進對文本的理解。 

1-II-1 聆聽時能讓對方充

分表達意見。 

1-II-4 根據話語情境，分

辨內容是否切題，理解主

要內容和情感，並與對方

互動。 

2-II-1 用清晰語音、適當

語速和音量說話。 

2-II-2 運用適當詞語、正

確語法表達想法。 

2-II-4 樂於參加討論，提

供個人的觀點和意見。 

2-II-5 與他人溝通時能注

Ab-Ⅱ-1 1,200~1,800 個

常用字的字形、字音和

字義。 

Ab-Ⅱ-2 700~1,200 個常用

字的使用。 

Ab-Ⅱ-4-1 常用多音字。 

Ab-Ⅱ-4-2 常用多義字。 

Ab-Ⅱ-5 2,100~3,000 個常

用語詞的認念。 

Ab-Ⅱ-6 1,400~2,000 個常

用語詞的使用。 

Ac-II-1 各種標點符號的

用法。 

紙筆測驗 

口頭評量 

觀察評量 

學習態度 

【生命教育】 

E1 探討生活議

題，培養思考的適

當情意與態度。 

【閱讀素養】 

E2 認識與領域相

關的文本類型與

寫作題材。 

【生涯規劃】 

E4 認識自己的特

質與興趣。 

E5 探索自己的價

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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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能用擴寫方法，讓描寫更

生動與深刻。 

7. 能思考如何面對問題。 

8. 能體會與學習積極面對的

生命態度。 

9. 能認識並正確使用轉折

語句。 

10. 能認識描寫人物的方法，

練習描寫人物。 

11. 能練習並使用正向鼓勵人

的話語。 

重禮貌，並養成說話負責

的態度。 

3-II-1 運用注音符號，理

解生字新詞，提升閱讀效

能。 

3-II-2 運用注音符號，檢

索資訊，吸收新知。 

4-Ⅱ-1 認 識 常 用 國 字

1,200~1,800 字，以 書寫

或運用各種數位化工具

的方式使用  700~1,200

字。 

4-II-2 利用共同部件，擴

充識字量。 

4-Ⅱ-4 能分辨常見的形

近、音近字詞，並正確使

用。 

4-II-5 利用字義推論詞

義。 

5-II-1 以適切的速率朗讀

文本，表現抑揚頓挫與情

感。 

5-II-4 掌握句子和段落的

意義與主要概念。 

5-II-6 運用適合學習階段

的摘要策略，擷取大意。 

5-II-7 就文本的觀點，找

出支持的理由。 

5-II-8 運用預測、推論、提

問等策略，增進對文本的

理解。 

6-II-2 培養感受力、想像

力等寫作基本能力。 

Ac-II-3 基礎複句的意

義。 

Ac-II-4 各類文句的語氣

與意義。 

Ad-II-2 篇章的大意、主

旨與簡單結構。 

Ad-II-3 故事、童詩、現代

散文等。 

Ba-II-1 記敘文本的結

構。 

Ba-II-2 順敘與倒敘法。 

Bb-II-1 自我情感的表

達。 

Bb-II-4 直接抒情。 

Bb-Ⅱ-5-1 藉由敘述事件

間接抒情。 

Bb-Ⅱ-5-2 藉由描寫景物

間接抒情。 

E6 覺察個人的優

勢能力 

第 5-9週 第貳單元：臺灣風景畫 

第四課 靜靜的淡水河 

第五課 茶鄉鹿谷 

第六課 月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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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能專心聽出詩歌、文章的

重點，培養聆聽的態度。 

2. 學會歸納相同部件的生

字，知道基本筆畫、筆順

與字的空間結構。 

1-II-1 聆聽時能讓對方充

分表達意見。 

1-II-3 聽懂適合程度的詩

歌、戲劇，並說出聆聽內

容的要點。 

Ab-Ⅱ-1 1,200~1,800 個

常用字的字形、字音和

字義。 

Ab-Ⅱ-2 700~1,200 個常用

字的使用。 

紙筆測驗 

口頭評量 

觀察評量 

學習態度 

【生命教育】 

E1 探討生活議

題，培養思考的適

當情意與態度。 

【生涯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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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整活動二   

 

3. 能分析段落語句，找出段

落關鍵句。 

4. 能讀懂課文內容，說出課

文主要的大意。 

5. 能認識詩句是精要的語

言，發現並能找出詩歌押

韻特色。 

6. 能讀出地點、物品處理的

先後順序。 

7. 能根據情境和文章發展，

用聲音的抑揚頓挫表現

感受。 

8. 能使用數位辭典查語詞

及其意義。 

9. 練習從事物的相似處聯

想，能透過描述相關事物

讓形容更具體。 

10. 能學會分享與思考的能

力。 

11. 能有愛惜家鄉的情懷。 

12. 能從不同角度思考，分享

對家鄉之美的感受與想

法。 

1-II-4 根據話語情境，分

辨內容是否切題，理解主

要內容和情感，並與對方

互動。 

2-II-1 用清晰語音、適當

語速和音量說話。 

2-II-2 運用適當詞語、正

確語法表達想法。 

2-II-4 樂於參加討論，提

供個人的觀點和意見。 

2-II-5 與他人溝通時能注

重禮貌，並養成說話負責

的態度。 

3-II-1 運用注音符號，理

解生字新詞，提升閱讀效

能。 

3-II-2 運用注音符號，檢

索資訊，吸收新知。 

4-Ⅱ-1 認 識 常 用 國 字

1,200~1,800 字，以 書寫

或運用各種數位化工具

的方式使用  700~1,200

字。 

4-II-2 利用共同部件，擴

充識字量。 

4-II-3 會利用書面或數位

方式查字辭典，並能利用

字辭典，分辨字詞義。 

4-Ⅱ-4 能分辨常見的形

近、音近字詞，並正確使

用。 

4-II-5 利用字義推論詞

義。 

4-II-6 掌握偏旁變化和間

架結構要領書寫正確及

工整的硬筆字。 

5-II-1 以適切的速率朗讀

文本，表現抑揚頓挫與情

Ab-Ⅱ-4-1 常用多音字。 

Ab-Ⅱ-4-2 常用多義字。 

Ab-Ⅱ-5 2,100~3,000 個常

用語詞的認念。 

Ab-Ⅱ-6 1,400~2,000 個常

用語詞的使用。Ac-II-3 

基礎複句的意義。 

Ac-II-4 各類文句的語氣

與意義。 

Ad-II-2 篇章的大意、主

旨與簡單結構。 

Ad-II-3 故事、童詩、現代

散文等。 

Ba-II-1 記敘文本的結

構。 

Ba-II-2 順敘與倒敘法。 

◎Bb-II-1 自我情感的表

達。 

Bb-Ⅱ-5-1 藉由敘述事件

間接抒情。 

Bb-Ⅱ-5-2 藉由描寫景物

間接抒情。 

Ca-II-1 各類文本中的飲

食、服飾、交通工具、名

勝古蹟及休閒娛樂等文

化內涵。 

E9 認識不同類型

工作/教育環境。 

【閱讀素養】 

E2 認識與域相關

的文本類型與寫

作題材。 

E3 熟悉與學科學

習相關的文本閱

讀策略。 

E6 發展向文本

提問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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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 

5-II-4 掌握句子和段落的

意義與主要概念。 

5-II-5 認識記敘、抒情、說

明及應用文本的特徵。 

5-II-7 就文本的觀點，找

出支持的理由。 

5-II-8 運用預測、推論、提

問等策略，增進對文本的

理解。 

6-II-2 培養感受力、想像

力等寫作基本能力。 

第 10週 第壹、貳單元 

複習週一 

3 

1. 能熟練本段練習的生字

的知道筆畫、筆順與字的

空間結構。 

2. 能熟練本段課文內容並

說出文章大意。 

3. 能專心聆聽，聽出不同句

子的語氣和情感。 

4. 能熟練本段課文句型，並

正確應用，造出通順的句

子。 

5. 能知道接寫、仿寫課文的

方法。 

6. 能熟練使用辭典或線上查

詢，找出語詞的意義和例

句。 

1-II-1 聆聽時能讓對方充

分表達意見。 

1-II-4 根據話語情境，分

辨內容是否切題，理解主

要內容和情感，並與對方

互動。 

2-II-1 用清晰語音、適當

語速和音量說話。 

2-II-2 運用適當詞語、正

確語法表達想法。 

3-II-1 運用注音符號，理

解生字新詞，提升閱讀效

能。 

3-II-2 運用注音符號，檢

索資訊，吸收新知。 

4-Ⅱ-1 認 識 常 用 國 字

1,200~1,800字，以 書寫

或運用各種數位化工具

的方式使用  700~1,200

字。 

4-Ⅱ-4 能分辨常見的形

近、音近字詞，並正確使

用。 

4-II-5 利用字義推論詞

義。 

5-II-1 以適切的速率朗讀

Ab-Ⅱ-2 700~1,200 個常用

字的使用。 

Ab-Ⅱ-4-1 常用多音字。 

Ab-Ⅱ-4-2 常用多義字。 

Ab-Ⅱ-5 2,100~3,000 個常

用語詞的認念。 

Ab-Ⅱ-6 1,400~2,000 個常

用語詞的使用。 

Ac-II-1 各種標點符號的

用法。 

Ac-II-3 基礎複句的意

義。 

Ac-II-4 各類文句的語氣

與意義。 

Ad-II-1 意義段。 

Ad-II-2 篇章的大意、主

旨與簡單結構。 

Ba-II-1 記敘文本的結

構。 

Ba-II-2 順敘與倒敘法。 

Bb-Ⅱ-5-1 藉由敘述事件

間接抒情。 

Bb-Ⅱ-5-2 藉由描寫景物

間接抒情。 

Bc-II-1 具邏輯、客觀、理

性的說明，如科學知識、

紙筆測驗 

口頭評量 

觀察評量 

學習態度 

【生命教育】 

E1 探討生活議

題，培養思考的適

當情意與態度。 

【生涯規劃】 

E11 培養規劃與

運用時間的能力。 

【閱讀素養】 

E2 認識與領域相

關的文本類型與

寫作題材。 

E3 熟悉與學科學

習相關的文本閱

讀策略。 

E6 發展向文本

提問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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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表現抑揚頓挫與情

感。 

5-II-2 理解各種標點符號

的用法。 

5-II-4 掌握句子和段落的

意義與主要概念。 

5-II-8 運用預測、推論、提

問等策略，增進對文本的

理解。 

5-II-9 覺察自己的閱讀理

解情況，適時調整策略。 

6-II-2 培養感受力、想像

力等寫作基本能力。 

產品、環境等文本。 

第 11-14週 第參單元：生活小智慧 

第七課 做泡菜 

第八課 便利貼的妙用 

第九課 就愛兩兩在一起 

統整活動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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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能專心聽出故事對話中

的重點、事件與內容，培

養聆聽的態度。 

2. 能聽出語境中主要的內

容，把握說話的重點進行

合宜的表達。 

3. 能在句中加入動作及想

像力，讓句子的描寫更生

動有趣。 

4. 學會歸納相同部件的生

字，知道基本筆畫、筆順

與字的空間結構。 

5. 能認識並練習說明文客

觀描述事物的特質。 

6. 能讀懂課文內容，說出課

文主要的大意。 

7. 能由對話中發現親子互

動，並找出一些媽媽告知

孩子的常識與智慧。 

8. 由事件中找出主角對時

間觀念的改變，進行差異

比較。 

9. 能認識並理解說明文本

取材組織與遣詞造句的

特徵。 

1-II-1 聆聽時能讓對方充

分表達意見。 

1-II-2 具備聆聽不同媒材

的基本能力。 

1-II-4 根據話語情境，分

辨內容是否切題，理解主

要的內容和情感，並與對

方互動。 

2-II-1 用清晰語音、適當

語速和音量說話。 

2-II-2 運用適當詞語、正

確語法表達想法。 

2-II-3 把握說話的重點與

順序，對談時能做適當的

回應。 

2-II-5 與他人溝通時能注

重禮貌，並養成說話負責

的態度。 

3-II-1 運用注音符號，理

解生字新詞，提升閱讀效

能。 

3-II-2 運用注音符號，檢

索資訊，吸收新知。 

4-Ⅱ-1 認 識 常 用 國 字

1,200~1,800 字，以 書寫

Ab-Ⅱ-1 1,200~1,800 個

常用字的字形、字音和

字義。 

Ab-Ⅱ-2 700~1,200 個常用

字的使用。 

Ab-II-3 常用字部首及部

件的表音及表義功能。 

Ab-Ⅱ-4-1 常用多音字。 

Ab-Ⅱ-4-2 常用多義字。 

Ab-Ⅱ-5 2,100~3,000 個常

用語詞的認念。 

Ab-Ⅱ-6 1,400~2,000 個常

用語詞的使用。Ac-II-1 

各種標點符號的用法。 

Ac-II-2 各種基本句型。 

Ac-II-3 基礎複句的意

義。 

Ac-II-4 各類文句的語氣

與意義。 

Ad-II-1 意義段。 

Ad-II-2 篇章的大意、主

旨與簡單結構。 

Ba-II-1 記敘文本的結

構。 

Ba-II-2 順敘與倒敘法。 

紙筆測驗 

口頭評量 

觀察評量 

學習態度 

【家庭教育】 

E5 了解家庭中各

種關係的互動。 

家 E12 規劃個人

與家庭的生活作

息。 

【多元文化】 

E1 了解自己的文

化特質。 

【品德教育】 

E7 知行合一。 

【人權教育】 

E3 了解每個人需

求的不同，並討論

與遵守團體的規

則。 

【生涯規劃】 

E11 培養規劃與

運用時間的能力。 

【環境教育】 

E5 覺知人類的生

活型態對其他生

物與生態系的衝

擊。 

【閱讀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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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練習說話的內容與表情

相關的仿寫。 

11. 能運用說話的智慧，詼諧

面對問題、解決問題。 

12. 能思考如何安排時間，學

習時間管理。 

13. 能養成仔細觀察、比較生

活事物異同的習慣。 

14. 能認識便條的功用、寫法

及與書信的不同。 

或運用各種數位化工具

的方式使用  700~1,200

字。 

4-II-2 利用共同部件，擴

充識字量。 

4-II-3 會利用書面或數位

方式查字辭典，並能利用

字辭典，分辨字詞義。 

4-Ⅱ-4 能分辨常見的形

近、音近字詞，並正確使

用。 

4-II-5 利用字義推論詞

義。 

4-II-6 掌握偏旁變化和間

架結構要領書寫正確及

工整的硬筆字。 

5-II-1 以適切的速率朗讀

文本，表現抑揚頓挫與情

感。 

5-II-2 理解各種標點符號

的用法。 

5-II-3 讀懂與學習階段相

符的文本。 

5-II-4 掌握句子和段落的

意義與主要概念。 

5-II-6 運用適合學習階段

的摘要策略，擷取大意。 

5-II-7 就文本的觀點，找

出支持的理由。 

5-II-8 運用預測、推論、提

問等策略，增進對文本的

理解。 

5-II-10 透過大量閱讀體

會閱讀的樂趣。 

6-II-1 根據表達需要，使

用各種標點符號。 

6-II-2 培養感受力、想像

力等寫作基本能力。 

Bc-II-1 具邏輯、客觀、理

性的說明，如科學知識、

產品、環境等文本。 

Bc-II-2 描述、列舉、因果

等寫作手法。 

Bc-II-3 數據、圖表、圖

片、工具列等輔助說明。 

Ca-II-1 各類文本中的飲

食、服飾、交通工具、名

勝古蹟及休閒娛樂等文

本內涵。 

E2 認識與領域相

關的文本類型與

寫作題材。 

E3 熟悉與學科學

習相關的文本閱

讀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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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II-3 學習審題、立意、選

材、組織等寫作步驟。 

第 15-19週 第肆單元：奇幻故事屋 

第十課 飛行員和小王子 

第十一課 畫龍點睛 

第十二課 掉進一個兔子洞 

統整活動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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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能專心聽出文章的重點，

培養聆聽的態度。 

2. 學會歸納相同部件的生

字，知道基本筆畫、筆順

與字的空間結構。 

3. 能讀懂課文內容，說出課

文主要的大意。 

4. 能運用描寫動作的詞語

來表達內心想法。 

5. 能學會用四字語詞來描寫

語境，讓句子更簡明。 

6. 能運用預測、推論、提問

等策略，增進對文本的理

解。 

7. 能利用基本句型完成句

子並應用。 

8. 能學會從各種觀點思考，

以及尊重不同意見的能

力。 

9. 能欣賞文學之美，認識成

語典故與實用價值。 

10. 能辨別並運用想像力描

寫想法。 

1-II-1 聆聽時能讓對方充

分表達意見。 

1-II-3 聽懂適合程度的詩

歌、戲劇，並說出聆聽內

容的要點。 

1-II-4 根據話語情境，分

辨內容是否切題，理解主

要內容和情感，並與對方

互動。 

2-II-1 用清晰語音、適當

語速和音量說話。 

2-II-2 運用適當詞語、正

確語法表達想法。 

2-II-4 樂於參加討論，提

供個人的觀點和意見。 

2-II-5 與他人溝通時能注

重禮貌，並養成說話負責

的態度。 

3-II-1 運用注音符號，理

解生字新詞，提升閱讀效

能。 

3-II-2 運用注音符號，檢

索資訊，吸收新知。 

4-Ⅱ-1 認 識 常 用 國 字

1,200~1,800字，以 書寫

或運用各種數位化工具

的方式使用  700~1,200

字。 

4-II-2 利用共同部件，擴

充識字量。 

4-Ⅱ-4 能分辨常見的形

近、音近字詞，並正確使

用。 

5-II-1 以適切的速率朗讀

文本，表現抑揚頓挫與情

感。 

Ab-Ⅱ-1 1,200~1,800 個

常用字的字形、字音和

字義。 

Ab-Ⅱ-2 700~1,200 個常用

字的使用。 

Ab-II-3 常用字部首及部

件的表音及表義功能。 

Ab-Ⅱ-4-1 常用多音字。 

Ab-Ⅱ-4-2 常用多義字。 

Ab-Ⅱ-5 2,100~3,000 個常

用語詞的認念。 

Ab-Ⅱ-6 1,400~2,000個常

用語詞的使用。 

Ab-II-9 量詞的運用。 

Ac-II-2 各種基本句型。 

Ac-II-3 基礎複句的意

義。 

Ac-II-4 各類文句的語氣

與意義。 

Ad-II-2 篇章的大意、主

旨與簡單結構。 

Ad-II-3 故事、童詩、現代

散文等。 

Ba-II-1 記敘文本的結

構。 

Be-II-4 應用文本的結

構。 

紙筆測驗 

口頭評量 

觀察評量 

學習態度 

【人權教育】 

E5 欣賞、包容個

別差異並尊重自

己與他人的權利。 

【品德教育】 

E3 溝通合作與和

諧人際關係。 

E6 同理分享。 

【生命教育】 

E1 探討生活議

題，培養思考的適

當情意與態度。 

【閱讀素養】 

E2 認識與領域相

關的文本類型與

寫作題材。 

E6 發展向文本提

問的能力。 

E7 發展詮釋、反

思、評鑑文本的能

力。 

E12 培養喜愛閱

讀的態度。 

E14 喜歡與他人

討論、分享自己閱

讀的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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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II-3 讀懂與學習階段相

符的文本。 

5-II-4 掌握句子和段落的

意義與主要概念。 

5-II-6 運用適合學習階段

的摘要策略，擷取大意。 

5-II-7 就文本的觀點，找

出支持的理由。 

5-II-8 運用預測、推論、提

問等策略，增進對文本的

理解。 

6-II-1 根據表達需要，使

用各種標點符號。 

6-II-2 培養感受力、想像

力等寫作基本能力。 

第 20-21週 第參、肆單元 

複習週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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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能熟練本段練習的生字

的知道筆畫、筆順與字的

空間結構。 

2. 能熟練本段課文內容並

說出文章大意。 

3. 能專心聆聽，聽出不同句

子的語氣和情感。 

4. 能熟練本段課文句型，並

正確應用，造出通順的句

子。 

5. 複習說明文客觀描述事

物事實的寫法。 

6. 複習便條寫作特色。 

1-II-1 聆聽時能讓對方充

分表達意見。 

2-II-3 把握說話的重點與

順序，對談時能做適當

的回應。 

3-II-1 運用注音符號，理

解生字新詞，提升閱讀

效能。 

4-II-1 認識常用國字至少

1,800 字，使用 1,200

字。 

4-II-2 利用共同部件，擴

充識字量。 

4-II-4 能分辨形近、音近

字詞，並正確使用。 

5-II-1 以適切的速率朗讀

文本，表現抑揚頓挫與

情感。 

5-II-2 理解各種標點符號

的用法。 

5-II-3 讀懂與學習階段相

符的文本。 

5-II-4 掌握句子和段落的

Ab-Ⅱ-1 1,200~1,800 個

常用字的字形、字音和

字義。 

Ab-Ⅱ-2 700~1,200 個常用

字的使用。 

Ac-II-2 各種基本句型。 

Ac-II-3 基礎複句的意

義。 

Ac-II-4 各類文句的語氣

與意義。 

Ad-II-1 意義段。 

Ad-II-2 篇章的大意、主

旨與簡單結構。 

Ba-II-1 記敘文本的結

構。 

Be-II-4 應用文本的結

構。 

紙筆測驗 

口頭評量 

觀察評量 

學習態度 

【家庭教育】 

E5 了解家庭中各

種關係的互動。 

【多元文化】 

E1 了解自己的文

化特質。 

【品德教育】 

E7 知行合一。 

【環境教育】 

E5 覺知人類的生

活型態對其他生

物與生態系的衝

擊。 

【生命教育】 

E1 探討生活議

題，培養思考的適

當情意與態度。 

【生涯規劃】 

E11 培養規劃與

運用時間的能力。 

【閱讀素養】 

E2 認識與領域相

關的文本類型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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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義與主要概念。 

5-II-5 認識記敘、抒情、

說明及應用文本的特

徵。 

5-II-6 運用適合學習階段

的摘要策略，擷取大

意。 

5-II-7 就文本的觀點，找

出支持的理由。 

5-II-8 運用預測、推論、

提問等策略，增進對文

本的理解。 

5-II-9 覺察自己的閱讀理

解情況，適時調整策

略。 

6-II-1 根據表達需要，使

用各種標點符號。 

6-II-2 培養感受力、想像

力等寫作基本能力。 

寫作題材。 

E6 發展向文本提

問的能力。 

◎教學期程以每週教學為原則，如行列太多或不足，請自行增刪。 

◎「學習目標」應為結合「學習表現」(動詞)與「學習內容」(名詞)，整合為學生本單元應習得的學科本質知能。 
◎「學習表現」與「學習內容」應為學校(可結合學年會議)應以學習階段為單位，清楚安排兩年內「學習表現」與「學習內容」如何規劃在各
個單元讓學生習得。 

◎「學習表現」與「學習內容」需呈現領綱完整文字，非只有代號，「融入議題實質內涵」亦是。 
◎依據 109.12.10函頒修訂之「臺南市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國中小彈性學習課程規劃建議措施」中之配套措施，如有每位學生上台報
告之「表現任務-評量方式」請用不同顏色的文字特別註記並具體說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