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5-1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九貫版) 

臺南市公立學甲區學甲國民小學 111學年度第 一 學期 五 年級 國語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資源班) 

教材版本 南一 
實施年級 

(班級/組別) 
五年級/A組 教學節數 每週( 2 )節，本學期共( 42 )節 

課程目標 

1.能使用脣形、發音部位、調整語速等說話技巧，正確口說出清晰可辨的語音，能用較完整的語句回答問題。 
2.能讀出課文文句。 
3.能認識常見生字語詞的形音義，配合識字教學，並能寫出學習的國字。 
4.能閱讀並理解句子，來增進語詞的使用。 
5.能分辨並運用課文中的簡單修辭。 
6.能知道基本閱讀技巧，讀懂課文內容，了解課文大意，增進閱讀的能力。 
7.能清晰表達自己的意見，並讓他人能聽懂，並分享自我感受或想法。 

領域能力指標 

1-3-3-1能主動使用注音輸入的方法查詢資料，促進自我學習的能力。  

1-3-3-2能運用注音輸入的方法，進行簡單的文書處理，例如留言回應、輸入個人基本資料等。 

2-3-2-1能在聆聽過程中，說出他人發表內容的重點。 

2-3-2-4能回答與所聽到內容有關之問題。  

2-3-2-5能結合科技與資訊，如：錄音機、VCD、MP3等，提升聆聽學習的效果。  

2-3-2-7能正確記取聆聽內容的重點。  

2-3-2-8能從聆聽中，思考如何解決問題。 

3-3-4-2能在確認他人詢問的問題重點後再做回答。  

3-3-4-4能在討論或會議中，針對他人說話的重點做適當的回應。  

3-3-4-5能在討論中先確認自己的看法再做簡要的說明。 

5-3-2-1能養成主動閱讀課外讀物的習慣。 

5-3-4-2能在引導下閱讀不同文類的文學作品。 

5-3-8-3能在團體閱讀過程中，培養人際互動的能力。 

6-3-4-1-A能自己使用簡單敘述、描寫等表述方式，並練習書寫 30字至 50 字以內的短文。  

6-3-4-2-A能在協助下練習寫作簡單的應用文，如：寫信、參觀報告、賀卡、自我介紹等。  

6-3-4-4-A在引導下能配合閱讀教學，依據提示練習撰寫摘要、心得等閱讀記錄等。 

融入之重大議題 

【生涯發展教育】 

1-2-1 認識有關自我的觀念。 

2-2-1培養良好的人際互動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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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激發對工作世界的好奇心。 

2-2-3認識不同類型工作內容。 

2-2-4瞭解工作對個人的意義及社會的重要性。 

2-2-5培養對不同類型工作的態度。 

3-2-2學習如何解決問題及做決定。 

【家政教育】 

1-2-2察覺自己的飲食習慣與喜好。 

3-3-2運用環境保護與資源回收並於生活中實踐。 

3-3-3從事與欣賞美化生活的藝術造型活動。 

3-3-6利用科技蒐集生活相關資訊。 

4-3-2運用溝通技巧與家人分享彼此的想法與感受。 

4-3-3探索家庭生活問題及其對個人的影響。 

【人權教育】 

1-3-1表達個人的基本權利，並瞭解人權與社會責任的關係。 

1-3-3關心弱勢並知道人權是普遍的瞭解平等、正義的原則，並能在生活中實踐。 

【海洋教育】 

3-3-4發現臺灣海洋環境的特色，瞭解其海洋環境與人文歷史。 

3-3-5廣泛閱讀以海洋為素材之文學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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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能藉由觀察與體驗自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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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切人類行為對環境的衝擊，進而建立環境友善的生活與消費觀念。 

【資訊教育】 

4-3-3能利用資訊科技媒體等搜尋需要的資料。 

4-3-5能利用搜尋引擎及搜尋技巧尋找合適的網路資源。 

4-3-6能利用網路工具分享學習資源與心得。 

課程架構脈絡 



C5-1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九貫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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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8〜9/3 

第一單元品格天地 

第一課做人做事做長久 
2 

1-3-3-1 能主動使用注音輸入的方法查詢
資料，促進自我學習的能力。  
1-3-3-2 能運用注音輸入的方法，進行簡
單的文書處理，例如留言回應、輸入個人
基本資料等。 
2-3-2-1 能在聆聽過程中，說出他人發表
內容的重點。 
2-3-2-4 能回答與所聽到內容有關之問
題。  
2-3-2-5能結合科技與資訊，如：錄音機、
VCD、MP3等，提升聆聽學習的效果。  
2-3-2-7能正確記取聆聽內容的重點。  
2-3-2-8能從聆聽中，思考如何解決問題。 
3-3-4-2 能在確認他人詢問的問題重點後
再做回答。  
3-3-4-4 能在討論或會議中，針對他人說
話的重點做適當的回應。  
3-3-4-5 能在討論中先確認自己的看法再
做簡要的說明。 
5-3-2-1 能養成主動閱讀課外讀物的習
慣。 
5-3-4-2 能在引導下閱讀不同文類的文學
作品。 
5-3-8-3 能在團體閱讀過程中，培養人際

口頭討論 
實作評量 
觀察評量 
作業單 
學習態度 

【生涯發展教育】 
2-2-1培養良好的人際互動能力。 
2-2-3認識不同類型工作內容。 
2-2-4瞭解工作對個人的意義及社會
的重要性。 
2-2-5培養對不同類型工作的態度。
【家政教育】 
3-3-6利用科技蒐集生活相關資訊。 

第二週 
9/4〜9/10 

第一單元品格天地 

第二課孔雀錯了 
2 

【家政教育】 
4-3-2運用溝通技巧與家人分享彼
此的想法與感受。 
【人權教育】 
1-3-1表達個人的基本權利，並瞭
解人權與社會責任的關係。 

第三週 
9/11〜9/17 

第一單元品格天地 

第三課折箭 
2 

【家政教育】 
4-3-2運用溝通技巧與家人分享彼
此的想法與感受。 
【人權教育】 
1-3-1表達個人的基本權利，並瞭
解人權與社會責任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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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週 
9/18〜9/24 

第二單元品格天地 

第四課服務人群 
2 

互動的能力。 
6-3-4-1-A能自己使用簡單敘述、描寫等 
表述方式，並練習書寫 30字至 50 字以 
內的短文。  
6-3-4-2-A能在協助下練習寫作簡單的應 
用文，如：寫信、參觀報告、賀卡、自我 
介紹等。  
6-3-4-4-A 在引導下能配合閱讀教學，依
據提示練習撰寫摘要、心得等閱讀記錄等。 

【人權教育】 
1-3-3關心弱勢並知道人權是普遍
的瞭解平等、正義的原則，並能在
生活中實踐。 
【家政教育】 
3-3-2運用環境保護與資源回收並
於生活中實踐。 

第五週 
9/25〜10/1 

第一〜四課 

學習策略引導與練習 
2 

1-3-1-1 在示範提示下，能認識並使用注
音符號做為輔助，記憶課文中的字詞讀
音，輔助閱讀理解。 
4-3-1-1 能自行/示範提示下辨認課文中
的常用國字。 
4-3-1-2 能自行/示範提示下透過部件協
助識字。 
4-3-1-4 能自行/示範提示下利用生字造
生活常用詞彙。 
4-3-1-5 能自行/示範提示下認識生活常
用語詞並運用。 
4-3-3-2 能自行/示範提示下以合理的筆
畫寫字/抄寫。 
4-3-4-1 能部分協助/全示範提示下寫出
課文中的生字國字。 
5-3-1-1 能自行/示範回答出以認識常見
生字語詞的形音義/字詞。 
5-3-2-2 能自行/示範指認下利用閱讀策
略，如畫線策略、自問自答、找關鍵字、
手指輔助唸讀、圖示等，增進閱讀理解。 
5-3-3-4 能示範提示下/引導解說下認識
簡單的文法及修辭。 

實作評量 
觀察評量 
學習態度 

【生涯發展教育】 
2-2-1培養良好的人際互動能力。 
2-2-3認識不同類型工作內容。 
2-2-4瞭解工作對個人的意義及社會
的重要性。 
2-2-5培養對不同類型工作的態度。 
【人權教育】 
1-3-1表達個人的基本權利，並瞭
解人權與社會責任的關係。 
1-3-3關心弱勢並知道人權是普遍
的瞭解平等、正義的原則，並能在
生活中實踐。 
【家政教育】 
3-3-2運用環境保護與資源回收並於
生活中實踐。 
3-3-6利用科技蒐集生活相關資
訊。 
4-3-2運用溝通技巧與家人分享彼
此的想法與感受。 

第六週 
10/2〜10/8 

第貳單元擁抱海洋 

第五課到南方澳去 
2 

1-3-3-1 能主動使用注音輸入的方法查詢
資料，促進自我學習的能力。  
1-3-3-2 能運用注音輸入的方法，進行簡
單的文書處理，例如留言回應、輸入個人

口頭討論 
觀察評量 
作業單 
學習態度 

【海洋教育】 
3-3-4發現臺灣海洋環境的特色，
瞭解其海洋環境與人文歷史。 
3-3-5廣泛閱讀以海洋為素材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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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資料等。 
2-3-2-1 能在聆聽過程中，說出他人發表
內容的重點。 
2-3-2-4 能回答與所聽到內容有關之問
題。  
2-3-2-5能結合科技與資訊，如：錄音機、
VCD、MP3等，提升聆聽學習的效果。  
2-3-2-7能正確記取聆聽內容的重點。  
2-3-2-8能從聆聽中，思考如何解決問題。 
3-3-4-2 能在確認他人詢問的問題重點後
再做回答。  
3-3-4-4 能在討論或會議中，針對他人說
話的重點做適當的回應。  
3-3-4-5 能在討論中先確認自己的看法再
做簡要的說明。 
5-3-2-1 能養成主動閱讀課外讀物的習
慣。 
5-3-4-2 能在引導下閱讀不同文類的文學
作品。 
5-3-8-3 能在團體閱讀過程中，培養人際
互動的能力。 
6-3-4-1-A能自己使用簡單敘述、描寫等 
表述方式，並練習書寫 30字至 50 字以 
內的短文。  
6-3-4-2-A能在協助下練習寫作簡單的應 
用文，如：寫信、參觀報告、賀卡、自我 
介紹等。  
6-3-4-4-A 在引導下能配合閱讀教學，依
據提示練習撰寫摘要、心得等閱讀記錄等。 

學作品。 
【環境教育】 
1-3-1能藉由觀察與體驗自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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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週 
10/9〜10/15 

第貳單元擁抱海洋 

第六課護送螃蟹過馬路 
2 

【海洋教育】 
3-3-4發現臺灣海洋環境的特色，
瞭解其海洋環境與人文歷史。 
3-3-5廣泛閱讀以海洋為素材之文
學作品。 
【環境教育】 
1-3-1能藉由觀察與體驗自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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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切人類行為對環境的衝
擊，進而建立環境友善的生活與消
費觀念。 

第八週 
10/16〜10/22 

第貳單元擁抱海洋 

第七課海洋朝聖者 
2 

【環境教育】 
1-3-1能藉由觀察與體驗自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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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切人類行為對環境的衝
擊，進而建立環境友善的生活與消
費觀念。 
【海洋教育】 
3-3-4發現臺灣海洋環境的特色，
瞭解其海洋環境與人文歷史。 
3-3-5廣泛閱讀以海洋為素材之文學
作品。 
【生涯發展教育】 
2-2-1培養良好的人際互動能力。 
2-2-2激發對工作世界的好奇心。 

第九週 第五〜七課 2 1-3-1-1 在示範提示下，能認識並使用注  【海洋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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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3〜10/29 學習策略引導與練習 音符號做為輔助，記憶課文中的字詞讀
音，輔助閱讀理解。 
4-3-1-1 能自行/示範提示下辨認課文中
的常用國字。 
4-3-1-2 能自行/示範提示下透過部件協
助識字。 
4-3-1-4 能自行/示範提示下利用生字造
生活常用詞彙。 
4-3-1-5 能自行/示範提示下認識生活常
用語詞並運用。 
4-3-3-2 能自行/示範提示下以合理的筆
畫寫字/抄寫。 
4-3-4-1 能部分協助/全示範提示下寫出
課文中的生字國字。 
5-3-1-1 能自行/示範回答出以認識常見
生字語詞的形音義/字詞。 
5-3-2-2 能自行/示範指認下利用閱讀策
略，如畫線策略、自問自答、找關鍵字、
手指輔助唸讀、圖示等，增進閱讀理解。 
5-3-3-4 能示範提示下/引導解說下認識
簡單的文法及修辭。 

3-3-4發現臺灣海洋環境的特色，
瞭解其海洋環境與人文歷史。 
3-3-5廣泛閱讀以海洋為素材之文學
作品。 
【生涯發展教育】 
2-2-1培養良好的人際互動能力。 
2-2-2激發對工作世界的好奇心。 
【家政教育】 
3-3-2運用環境保護與資源回收並於
生活中實踐。 
3-3-6利用科技蒐集生活相關資
訊。 
4-3-2運用溝通技巧與家人分享彼此
的想法與感受。 

第十週 
10/30〜11/5 巡輔班調整評量測驗 2 

1-3-3-1 能主動使用注音輸入的方法查詢
資料，促進自我學習的能力。  
1-3-3-2 能運用注音輸入的方法，進行簡
單的文書處理，例如留言回應、輸入個人
基本資料等。 
2-3-2-4 能回答與所聽到內容有關之問
題。  
2-3-2-7能正確記取聆聽內容的重點。  
5-3-4-2 能在引導下閱讀不同文類的文學
作品。 
6-3-4-4-A 在引導下能配合閱讀教學，依
據提示練習撰寫摘要、心得等閱讀記錄等。 

紙筆測驗 
觀察評量 

【海洋教育】 
3-3-4發現臺灣海洋環境的特色，
瞭解其海洋環境與人文歷史。 
3-3-5廣泛閱讀以海洋為素材之文學
作品。 
【生涯發展教育】 
2-2-1培養良好的人際互動能力。 
2-2-2激發對工作世界的好奇心。 
【家政教育】 
3-3-2運用環境保護與資源回收並於
生活中實踐。 
3-3-6利用科技蒐集生活相關資
訊。 
4-3-2運用溝通技巧與家人分享彼此
的想法與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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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週 
11/6〜11/12 

第三單元美的發現 

第八課美，是一種感動 
2 

1-3-3-1 能主動使用注音輸入的方法查詢
資料，促進自我學習的能力。  
1-3-3-2 能運用注音輸入的方法，進行簡
單的文書處理，例如留言回應、輸入個人
基本資料等。 
2-3-2-1 能在聆聽過程中，說出他人發表
內容的重點。 
2-3-2-4 能回答與所聽到內容有關之問
題。  
2-3-2-5能結合科技與資訊，如：錄音機、
VCD、MP3等，提升聆聽學習的效果。  
2-3-2-7能正確記取聆聽內容的重點。  
2-3-2-8能從聆聽中，思考如何解決問題。 
3-3-4-2 能在確認他人詢問的問題重點後
再做回答。  
3-3-4-4 能在討論或會議中，針對他人說
話的重點做適當的回應。  
3-3-4-5 能在討論中先確認自己的看法再
做簡要的說明。 
5-3-2-1 能養成主動閱讀課外讀物的習
慣。 
5-3-4-2 能在引導下閱讀不同文類的文學
作品。 
5-3-8-3 能在團體閱讀過程中，培養人際
互動的能力。 
6-3-4-1-A能自己使用簡單敘述、描寫等 
表述方式，並練習書寫 30字至 50 字以 
內的短文。  
6-3-4-2-A能在協助下練習寫作簡單的應 
用文，如：寫信、參觀報告、賀卡、自我 

口頭討論 
實作評量 
觀察評量 
作業單 
學習態度 

【環境教育】 
1-3-1能藉由觀察與體驗自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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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政教育】 
3-3-3從事與欣賞美化生活的藝術
造型活動。 
【資訊教育】 
4-3-3能利用資訊科技媒體等搜尋
需要的資料。 
4-3-5能利用搜尋引擎及搜尋技巧
尋找合適的網路資源。 
4-3-6能利用網路工具分享學習資源
與心得。 

第十二週
11/13〜11/19 

第三單元美的發現 

第九課尋找藝術精靈 
2 

【環境教育】 
1-3-1能藉由觀察與體驗自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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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政教育】 
3-3-3從事與欣賞美化生活的藝術
造型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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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週
11/20〜11/26 

第三單元美的發現 

第十課在黑暗中乘著音

樂飛翔 

2 

介紹等。  
6-3-4-4-A 在引導下能配合閱讀教學，依
據提示練習撰寫摘要、心得等閱讀記錄等。 

【環境教育】 
1-3-1能藉由觀察與體驗自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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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政教育】 
3-3-3從事與欣賞美化生活的藝術造
型活動。 

第十四週
11/27〜12/3 

第四單元美的發現 

第十一課讀信的藍衣女

子 

2 

【家政教育】 
3-3-3從事與欣賞美化生活的藝術造
型活動。 
【生涯發展教育】 
1-2-1 認識有關自我的觀念。 
3-2-2學習如何解決問題及做決定。 
【環境教育】 
1-3-1能藉由觀察與體驗自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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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五週 
12/4〜12/10 

第八〜十一課 

學習策略引導與練習 
2 

1-3-1-1 在示範提示下，能認識並使用注
音符號做為輔助，記憶課文中的字詞讀
音，輔助閱讀理解。 
4-3-1-1 能自行/示範提示下辨認課文中
的常用國字。 
4-3-1-2 能自行/示範提示下透過部件協
助識字。 
4-3-1-4 能自行/示範提示下利用生字造
生活常用詞彙。 
4-3-1-5 能自行/示範提示下認識生活常
用語詞並運用。 
4-3-3-2 能自行/示範提示下以合理的筆
畫寫字/抄寫。 
4-3-4-1 能部分協助/全示範提示下寫出
課文中的生字國字。 
5-3-1-1 能自行/示範回答出以認識常見

口頭討論 
實作評量 
觀察評量 

【家政教育】 
3-3-3從事與欣賞美化生活的藝術造
型活動。 
【環境教育】 
1-3-1能藉由觀察與體驗自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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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訊教育】 
4-3-3能利用資訊科技媒體等搜尋
需要的資料。 
4-3-5能利用搜尋引擎及搜尋技巧
尋找合適的網路資源。 
4-3-6能利用網路工具分享學習資源
與心得。 
【海洋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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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字語詞的形音義/字詞。 
5-3-2-2 能自行/示範指認下利用閱讀策
略，如畫線策略、自問自答、找關鍵字、
手指輔助唸讀、圖示等，增進閱讀理解。 
5-3-3-4 能示範提示下/引導解說下認識
簡單的文法及修辭。 

3-3-4發現臺灣海洋環境的特色，
瞭解其海洋環境與人文歷史。 
3-3-5廣泛閱讀以海洋為素材之文學
作品。 

第十六週
12/11〜12/17 

第四單元作家風華 

第十二課耶誕禮物 
2 

1-3-3-1 能主動使用注音輸入的方法查詢
資料，促進自我學習的能力。  
1-3-3-2 能運用注音輸入的方法，進行簡
單的文書處理，例如留言回應、輸入個人
基本資料等。 
2-3-2-1 能在聆聽過程中，說出他人發表
內容的重點。 
2-3-2-4 能回答與所聽到內容有關之問
題。  
2-3-2-5能結合科技與資訊，如：錄音機、
VCD、MP3等，提升聆聽學習的效果。  
2-3-2-7能正確記取聆聽內容的重點。  
2-3-2-8能從聆聽中，思考如何解決問題。 
3-3-4-2 能在確認他人詢問的問題重點後
再做回答。  
3-3-4-4 能在討論或會議中，針對他人說
話的重點做適當的回應。  
3-3-4-5 能在討論中先確認自己的看法再
做簡要的說明。 
5-3-2-1 能養成主動閱讀課外讀物的習
慣。 
5-3-4-2 能在引導下閱讀不同文類的文學
作品。 
5-3-8-3 能在團體閱讀過程中，培養人際
互動的能力。 
6-3-4-1-A能自己使用簡單敘述、描寫等 
表述方式，並練習書寫 30字至 50 字以 
內的短文。  
6-3-4-2-A能在協助下練習寫作簡單的應 
用文，如：寫信、參觀報告、賀卡、自我 

口頭討論 
實作評量 
觀察評量 
作業單 
學習態度 

【環境教育】 
1-3-1能藉由觀察與體驗自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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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政教育】 
4-3-2運用溝通技巧與家人分享彼
此的想法與感受。 

第十七週
12/18〜12/24 

第四單元作家風華 

第十三課漫遊詩情 
2 

【環境教育】 
1-3-1能藉由觀察與體驗自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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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政教育】 
4-3-2運用溝通技巧與家人分享彼
此的想法與感受。 

第十八週
12/25〜12/31 

第四單元作家風華 

第十四課我的書齋 
2 

【環境教育】 
1-3-1能藉由觀察與體驗自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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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政教育】 
3-3-3從事與欣賞美化生活的藝術造
型活動。 
4-3-3探索家庭生活問題及其對個人
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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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紹等。  
6-3-4-4-A 在引導下能配合閱讀教學，依
據提示練習撰寫摘要、心得等閱讀記錄等。 

第十九週 
1/1〜1/7 

第十二〜十四課 

學習策略引導與練習 
2 

1-3-1-1 在示範提示下，能認識並使用注
音符號做為輔助，記憶課文中的字詞讀
音，輔助閱讀理解。 
4-3-1-1 能自行/示範提示下辨認課文中
的常用國字。 
4-3-1-2 能自行/示範提示下透過部件協
助識字。 
4-3-1-4 能自行/示範提示下利用生字造
生活常用詞彙。 
4-3-1-5 能自行/示範提示下認識生活常
用語詞並運用。 
4-3-3-2 能自行/示範提示下以合理的筆
畫寫字/抄寫。 
4-3-4-1 能部分協助/全示範提示下寫出
課文中的生字國字。 
5-3-1-1 能自行/示範回答出以認識常見
生字語詞的形音義/字詞。 
5-3-2-2 能自行/示範指認下利用閱讀策
略，如畫線策略、自問自答、找關鍵字、
手指輔助唸讀、圖示等，增進閱讀理解。 
5-3-3-4 能示範提示下/引導解說下認識
簡單的文法及修辭。 

口頭討論 
實作評量 
觀察評量 

【環境教育】 
1-3-1能藉由觀察與體驗自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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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政教育】 
3-3-3從事與欣賞美化生活的藝術造
型活動。 
4-3-2運用溝通技巧與家人分享彼此
的想法與感受。 
4-3-3探索家庭生活問題及其對個人
的影響。 

第二十週 
1/8〜1/14 巡輔班調整評量測驗 2 

1-3-3-1 能主動使用注音輸入的方法查詢
資料，促進自我學習的能力。  
1-3-3-2 能運用注音輸入的方法，進行簡
單的文書處理，例如留言回應、輸入個人

紙筆測驗 
觀察評量 

【資訊教育】 
4-3-3能利用資訊科技媒體等搜尋
需要的資料。 
【生涯發展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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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資料等。 
2-3-2-4 能回答與所聽到內容有關之問
題。  
2-3-2-7能正確記取聆聽內容的重點。  
5-3-4-2 能在引導下閱讀不同文類的文學
作品。 
6-3-4-4-A 在引導下能配合閱讀教學，依
據提示練習撰寫摘要、心得等閱讀記錄等。 

2-2-4瞭解工作對個人的意義及社會
的重要性。 
【家政教育】 
3-3-2運用環境保護與資源回收並於
生活中實踐。 

第二十一週
1/15〜1/20 

閱讀引導與分析練習 

短文書寫練習 
2 

5-3-2-1 能養成主動閱讀課外讀物的習
慣。 
5-3-4-2 能在引導下閱讀不同文類的文學
作品。 
5-3-8-3 能在團體閱讀過程中，培養人際
互動的能力。 
6-3-4-1-A能自己使用簡單敘述、描寫等 
表述方式，並練習書寫 30字至 50 字以 
內的短文。  
6-3-4-2-A能在協助下練習寫作簡單的應 
用文，如：寫信、參觀報告、賀卡、自我 
介紹等。  
6-3-4-4-A 在引導下能配合閱讀教學，依
據提示練習撰寫摘要、心得等閱讀記錄等。 

口頭討論 
觀察評量 
作業單 

【資訊教育】 
4-3-3能利用資訊科技媒體等搜尋
需要的資料。 
【生涯發展教育】 
2-2-4瞭解工作對個人的意義及社會
的重要性。 
【家政教育】 
3-3-2運用環境保護與資源回收並於
生活中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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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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公立學甲區學甲國民小學 111學年度第 二 學期 五 年級 國語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資源班) 

教材版本 南一 
實施年級 

(班級/組別) 
五年級/A組 教學節數 每週( 2 )節，本學期共( 40 )節 

課程目標 

1.能使用脣形、發音部位、調整語速等說話技巧，正確口說出清晰可辨的語音，能用較完整的語句回答問題。 
2.能讀出課文文句。 
3.能認識常見生字語詞的形音義，配合識字教學，並能寫出學習的國字。 
4.能閱讀並理解句子，來增進語詞的使用。 
5.能分辨並運用課文中的簡單修辭。 
6.能知道基本閱讀技巧，讀懂課文內容，了解課文大意，增進閱讀的能力。 
7.能清晰表達自己的意見，並讓他人能聽懂，並分享自我感受或想法。 

領域核心素養 

(領域能力指標) 

1-3-3-1能主動使用注音輸入的方法查詢資料，促進自我學習的能力。  

1-3-3-2能運用注音輸入的方法，進行簡單的文書處理，例如留言回應、輸入個人基本資料等。 

2-3-2-1能在聆聽過程中，說出他人發表內容的重點。 

2-3-2-4能回答與所聽到內容有關之問題。  

2-3-2-5能結合科技與資訊，如：錄音機、VCD、MP3等，提升聆聽學習的效果。  

2-3-2-7能正確記取聆聽內容的重點。  

2-3-2-8能從聆聽中，思考如何解決問題。 

3-3-4-2能在確認他人詢問的問題重點後再做回答。  

3-3-4-4能在討論或會議中，針對他人說話的重點做適當的回應。  

3-3-4-5能在討論中先確認自己的看法再做簡要的說明。 

5-3-2-1能養成主動閱讀課外讀物的習慣。 

5-3-4-2能在引導下閱讀不同文類的文學作品。 

5-3-8-3能在團體閱讀過程中，培養人際互動的能力。 

6-3-4-1-A能自己使用簡單敘述、描寫等表述方式，並練習書寫 30字至 50 字以內的短文。  

6-3-4-2-A能在協助下練習寫作簡單的應用文，如：寫信、參觀報告、賀卡、自我介紹等。  

6-3-4-4-A在引導下能配合閱讀教學，依據提示練習撰寫摘要、心得等閱讀記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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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之重大議題 

【資訊教育】 

4-3-2能瞭解電腦網路之基本概念及其功能。 

【環境教育】 

2-3-3認識全球性的環境議題及其對人類社會的影響，並瞭解相關的解決對策。 

3-3-1關切人類行為對環境的衝擊，進而建立環境友善的生活與消費觀念。 

【性別平等教育】 

3-3-2參與團體活動與事務，不受性別的限制。 

【人權教育】 

1-3-4瞭解世界上不同的群體、文化和國家，能尊重欣賞其差異。 

【生涯發展教育】 

1-2-1培養自己的興趣、能力。 

2-2-2激發對工作世界的好奇心。 

2-2-3認識不同類型工作內容。 

2-2-4瞭解工作對個人的意義及社會的重要性。 

2-2-5培養對不同類型工作的態度。 

3-2-1培養規劃及運用時間的能力。 

3-2-2學習如何解決問題及做決定。 

【家政教育】 

1-3-1比較不同的個人飲食習慣。 

1-3-3接納他人所喜歡的食物。 

3-3-3從事與欣賞美化生活的藝術造型活動。 

3-3-6利用科技蒐集生活相關資訊。 

4-3-1瞭解家人角色意義及其責任。 

4-3-2運用溝通技巧與家人分享彼此的想法與感受。 

4-3-3探索家庭生活問題及其對個人的影響。 

4-3-4參與家庭活動、家庭共學，增進家人感情。 

4-3-5瞭解不同的家庭文化。 

課程架構脈絡 



C5-1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九貫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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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2/18 

第壹單元書香處處飄 

第一課為一本書留一
種味道 

2 

1-3-3-1 能主動使用注音輸入的方法查詢資
料，促進自我學習的能力。  
1-3-3-2能運用注音輸入的方法，進行簡單的
文書處理，例如留言回應、輸入個人基本資
料等。 
2-3-2-1能在聆聽過程中，說出他人發表內容
的重點。 
2-3-2-4能回答與所聽到內容有關之問題。  
2-3-2-5 能結合科技與資訊，如：錄音機、
VCD、MP3等，提升聆聽學習的效果。  
2-3-2-7能正確記取聆聽內容的重點。  
2-3-2-8能從聆聽中，思考如何解決問題。 
3-3-4-2 能在確認他人詢問的問題重點後再
做回答。  
3-3-4-4能在討論或會議中，針對他人說話的
重點做適當的回應。  
3-3-4-5 能在討論中先確認自己的看法再做
簡要的說明。 
5-3-2-1能養成主動閱讀課外讀物的習慣。 
5-3-4-2 能在引導下閱讀不同文類的文學作
品。 
5-3-8-3能在團體閱讀過程中，培養人際互動
的能力。 
6-3-4-1-A能自己使用簡單敘述、描寫等 
表述方式，並練習書寫 30字至 50 字以 
內的短文。  
6-3-4-2-A能在協助下練習寫作簡單的應 
用文，如：寫信、參觀報告、賀卡、自我 
介紹等。  
6-3-4-4-A在引導下能配合閱讀教學，依據提
示練習撰寫摘要、心得等閱讀記錄等。 

口頭討論 
實作評量 
觀察評量 
作業單 
學習態度 

【家政教育】 
3-3-3 從事與欣賞美化生活的藝
術造型活動。 
4-3-3 探索家庭生活問題及其對
個人的影響。 

第二週 
2/19〜2/25 

第壹單元書香處處飄 
第二課 讀書報告-佐

賀的超級阿嬤 

2 

【家政教育】 
4-3-1 瞭解家人角色意義及其責
任。 
4-3-2 運用溝通技巧與家人分享
彼此的想法與感受。 
【生涯發展教育】 
1-2-1培養自己的興趣、能力。 
3-2-1 培養規劃及運用時間的能
力。 

第三週 

2/26〜3/4 

第壹單元書香處處飄 
第三課怎樣成為小作

家 

2 

【家政教育】 
3-3-3 從事與欣賞美化生活的藝
術造型活動。 
【生涯發展教育】 

1-2-1培養自己的興趣、能力。 

2-2-2激發對工作世界的好奇心。 

第四週 

3/5〜3/11 

第一〜三課 
綜合統整復習 

2 
1-3-1-1 在示範提示下，能認識並使用注音
符號做為輔助，記憶課文中的字詞讀音，輔

紙筆測驗 
觀察評量 

【家政教育】 
3-3-3 從事與欣賞美化生活的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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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閱讀理解。 
4-3-1-1 能自行/示範提示下辨認課文中的
常用國字。 
4-3-1-2 能自行/示範提示下透過部件協助
識字。 
4-3-1-4 能自行/示範提示下利用生字造生
活常用詞彙。 
4-3-1-5 能自行/示範提示下認識生活常用
語詞並運用。 
4-3-3-2 能自行/示範提示下以合理的筆畫
寫字/抄寫。 
4-3-4-1 能部分協助/全示範提示下寫出課
文中的生字國字。 
5-3-1-1 能自行/示範回答出以認識常見生
字語詞的形音義/字詞。 
5-3-2-2 能自行/示範指認下利用閱讀策
略，如畫線策略、自問自答、找關鍵字、手
指輔助唸讀、圖示等，增進閱讀理解。 

作業單 
學習態度 

術造型活動。 
4-3-1 瞭解家人角色意義及其責
任。 
4-3-3 探索家庭生活問題及其對
個人的影響。 
4-3-2 運用溝通技巧與家人分享
彼此的想法與感受。 
【生涯發展教育】 
1-2-1培養自己的興趣、能力。 
2-2-2激發對工作世界的好奇心。
3-2-1 培養規劃及運用時間的能
力。 

第五週 

3/12〜3/18 

第貳單元書香處處飄 
第四課小兔彼得和波

特小姐 

2 

1-3-3-1 能主動使用注音輸入的方法查詢資
料，促進自我學習的能力。  
1-3-3-2能運用注音輸入的方法，進行簡單的
文書處理，例如留言回應、輸入個人基本資
料等。 
2-3-2-1能在聆聽過程中，說出他人發表內容
的重點。 
2-3-2-4能回答與所聽到內容有關之問題。  
2-3-2-5 能結合科技與資訊，如：錄音機、
VCD、MP3等，提升聆聽學習的效果。  
2-3-2-7能正確記取聆聽內容的重點。  
2-3-2-8能從聆聽中，思考如何解決問題。 
3-3-4-2 能在確認他人詢問的問題重點後再
做回答。  
3-3-4-4能在討論或會議中，針對他人說話的
重點做適當的回應。  
3-3-4-5 能在討論中先確認自己的看法再做

口頭討論 
實作評量 
觀察評量 
作業單 
學習態度 

【環境教育】 

3-3-1 關切人類行為對環境的衝
擊，進而建立環境友善的生活與
消費觀念。 
【生涯發展教育】 

2-2-2激發對工作世界的好奇心。 

2-2-3認識不同類型工作內容。 

2-2-4 瞭解工作對個人的意義及

社會的重要性。 

【性別平等教育】 

3-3-2參與團體活動與事務，不受

性別的限制。 

第六週 

3/19〜3/25 

第貳單元愛的協奏曲 
第五課八歲，一個人

去旅行 

2 

【家政教育】 

4-3-1 瞭解家人角色意義及其責

任。 

4-3-2 運用溝通技巧與家人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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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要的說明。 
5-3-2-1能養成主動閱讀課外讀物的習慣。 
5-3-4-2 能在引導下閱讀不同文類的文學作
品。 
5-3-8-3能在團體閱讀過程中，培養人際互動
的能力。 
6-3-4-1-A能自己使用簡單敘述、描寫等 
表述方式，並練習書寫 30字至 50 字以 
內的短文。  
6-3-4-2-A能在協助下練習寫作簡單的應用 
文，如：寫信、參觀報告、賀卡、自我 
介紹等。  
6-3-4-4-A在引導下能配合閱讀教學，依據 
提示練習撰寫摘要、心得等閱讀記錄等。 

彼此的想法與感受。 

第七週 

3/21~3/25 

第貳單元愛的協奏曲 
第六課凝聚愛的每一

哩路 

2 

【家政教育】 
3-3-3 從事與欣賞美化生活的藝
術造型活動。 
【生涯發展教育】 

1-2-1培養自己的興趣、能力。 
2-2-2激發對工作世界的好奇心。 

第八週 

4/2〜4/8 

第參單元愛的協奏曲 
第七課一針一線縫進

母愛 

2 

【家政教育】 

4-3-2 運用溝通技巧與家人分享

彼此的想法與感受。 

4-3-4參與家庭活動、家庭共學，

增進家人感情。 

【生涯發展教育】 

1-2-1培養自己的興趣、能力。 
3-2-1 培養規劃及運用時間的能
力。 

第九週 

4/9〜4/15 

第四〜七課 
綜合統整復習 

2 

1-3-1-1 在示範提示下，能認識並使用注音
符號做為輔助，記憶課文中的字詞讀音，輔
助閱讀理解。 
4-3-1-1 能自行/示範提示下辨認課文中的
常用國字。 
4-3-1-2 能自行/示範提示下透過部件協助
識字。 
4-3-1-4 能自行/示範提示下利用生字造生
活常用詞彙。 
4-3-1-5 能自行/示範提示下認識生活常用
語詞並運用。 
4-3-3-2 能自行/示範提示下以合理的筆畫
寫字/抄寫。 
4-3-4-1 能部分協助/全示範提示下寫出課
文中的生字國字。 
5-3-1-1 能自行/示範回答出以認識常見生
字語詞的形音義/字詞。 
5-3-2-2 能自行/示範指認下利用閱讀策
略，如畫線策略、自問自答、找關鍵字、手

紙筆測驗 
觀察評量 

【環境教育】 

3-3-1 關切人類行為對環境的衝
擊，進而建立環境友善的生活與
消費觀念。 
【性別平等教育】 

3-3-2參與團體活動與事務，不受

性別的限制。 

【家政教育】 

3-3-3 從事與欣賞美化生活的藝
術造型活動。 
4-3-2 運用溝通技巧與家人分享

彼此的想法與感受。 

4-3-4參與家庭活動、家庭共學，

增進家人感情。 

【生涯發展教育】 

1-2-1培養自己的興趣、能力。 
2-2-2激發對工作世界的好奇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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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輔助唸讀、圖示等，增進閱讀理解。 
5-3-3-4 能示範提示下/引導解說下認識簡
單的文法及修辭。 

2-2-3認識不同類型工作內容。 

2-2-4 瞭解工作對個人的意義及

社會的重要性。 

3-2-1 培養規劃及運用時間的能
力。 

第十週 

4/16〜4/22 
巡輔班調整評量測驗 2 

1-3-3-1 能主動使用注音輸入的方法查詢資
料，促進自我學習的能力。  
1-3-3-2能運用注音輸入的方法，進行簡單的
文書處理，例如留言回應、輸入個人基本資
料等。 
2-3-2-4能回答與所聽到內容有關之問題。  
2-3-2-7能正確記取聆聽內容的重點。  
5-3-4-2 能在引導下閱讀不同文類的文學作
品。 
6-3-4-4-A在引導下能配合閱讀教學，依據提
示練習撰寫摘要、心得等閱讀記錄等。 

口頭討論 
實作評量 
觀察評量 
學習態度 

【環境教育】 

3-3-1 關切人類行為對環境的衝
擊，進而建立環境友善的生活與
消費觀念。 
【性別平等教育】 

3-3-2參與團體活動與事務，不受

性別的限制。 

【家政教育】 

4-3-2 運用溝通技巧與家人分享

彼此的想法與感受。 

【生涯發展教育】 

3-2-1 培養規劃及運用時間的能
力。 

第十一週 

4/23〜4/29 

第參單元用心看世界 
第八課天涯若比鄰 

2 

1-3-3-1 能主動使用注音輸入的方法查詢資
料，促進自我學習的能力。  
1-3-3-2能運用注音輸入的方法，進行簡單的
文書處理，例如留言回應、輸入個人基本資
料等。 
2-3-2-1能在聆聽過程中，說出他人發表內容
的重點。 
2-3-2-4能回答與所聽到內容有關之問題。  
2-3-2-5 能結合科技與資訊，如：錄音機、
VCD、MP3等，提升聆聽學習的效果。  
2-3-2-7能正確記取聆聽內容的重點。  
2-3-2-8能從聆聽中，思考如何解決問題。 
3-3-4-2 能在確認他人詢問的問題重點後再
做回答。  
3-3-4-4能在討論或會議中，針對他人說話的
重點做適當的回應。  

口頭討論 
實作評量 
觀察評量 
作業單 
學習態度 

【環境教育】 

2-3-3 認識全球性的環境議題及

其對人類社會的影響，並瞭解相

關的解決對策。 

【家政教育】 

1-3-3接納他人所喜歡的食物。 

【資訊教育】 
4-3-2 能瞭解電腦網路之基本概
念及其功能。 

第十二週 

4/30〜5/6 

第參單元用心看世界 
第九課尼泊爾少年 

2 

【生涯發展教育】 
3-2-1 培養規劃及運用時間的能
力。 
3-2-2 學習如何解決問題及做決
定。 
【家政教育】 
4-3-3 探索家庭生活問題及其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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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5 能在討論中先確認自己的看法再做
簡要的說明。 
5-3-2-1能養成主動閱讀課外讀物的習慣。 
5-3-4-2 能在引導下閱讀不同文類的文學作
品。 
5-3-8-3能在團體閱讀過程中，培養人際互動
的能力。  
6-3-4-2-A能在協助下練習寫作簡單的應 
用文，如：寫信、參觀報告、賀卡、自我 
介紹等。  
6-3-4-4-A在引導下能配合閱讀教學，依據提
示練習撰寫摘要、心得等閱讀記錄等。 

個人的影響。 

第十三週 

5/7〜5/13 

第肆單元用心看世界 
第十課橘色打掃龍 

2 

【生涯發展教育】 
2-2-3認識不同類型工作內容。 
2-2-4瞭解工作對個人的意義及
社會的重要性。 
2-2-5培養對不同類型工作的態
度。 
【家政教育】 
3-3-3從事與欣賞美化生活的藝
術造型活動。 

第十四週 

5/14〜5/20 

第八〜十課 
綜合統整復習 

2 

1-3-1-1 在示範提示下，能認識並使用注音
符號做為輔助，記憶課文中的字詞讀音，輔
助閱讀理解。 
4-3-1-1 能自行/示範提示下辨認課文中的
常用國字。 
4-3-1-2 能自行/示範提示下透過部件協助
識字。 
4-3-1-4 能自行/示範提示下利用生字造生
活常用詞彙。 
4-3-4-1 能部分協助/全示範提示下寫出課
文中的生字國字。 
5-3-1-1 能自行/示範回答出以認識常見生
字語詞的形音義/字詞。 
5-3-2-2 能自行/示範指認下利用閱讀策
略，如畫線策略、自問自答、找關鍵字、手
指輔助唸讀、圖示等，增進閱讀理解。 

紙筆測驗 
觀察評量 
作業單 

【環境教育】 

2-3-3 認識全球性的環境議題及

其對人類社會的影響，並瞭解相

關的解決對策。 

【生涯發展教育】 
2-2-3認識不同類型工作內容。 
2-2-4瞭解工作對個人的意義及
社會的重要性。 
2-2-5培養對不同類型工作的態
度。 
3-2-1 培養規劃及運用時間的能
力。 
3-2-2 學習如何解決問題及做決
定。 
【家政教育】 
1-3-3接納他人所喜歡的食物。 

3-3-3 從事與欣賞美化生活的藝
術造型活動。 
4-3-3 探索家庭生活問題及其對
個人的影響。 
【資訊教育】 
4-3-2 能瞭解電腦網路之基本概
念及其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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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週 

5/21〜5/27 

第肆單元用心看世界 
第十一課根本沒想到 

2 

1-3-3-1 能主動使用注音輸入的方法查詢資
料，促進自我學習的能力。1-3-3-2能運用注
音輸入的方法，進行簡單的文書處理，例如
留言回應、輸入個人基本資料等。 
2-3-2-1能在聆聽過程中，說出他人發表內容
的重點。 
2-3-2-4能回答與所聽到內容有關之問題。  
2-3-2-5 能結合科技與資訊，如：錄音機、
VCD、MP3等，提升聆聽學習的效果。  
2-3-2-7能正確記取聆聽內容的重點。  
2-3-2-8能從聆聽中，思考如何解決問題。 
3-3-4-2 能在確認他人詢問的問題重點後再
做回答。  
3-3-4-4能在討論或會議中，針對他人說話的
重點做適當的回應。  
3-3-4-5 能在討論中先確認自己的看法再做
簡要的說明。 
5-3-2-1能養成主動閱讀課外讀物的習慣。 
5-3-4-2 能在引導下閱讀不同文類的文學作
品。 
5-3-8-3能在團體閱讀過程中，培養人際互動
的能力。 
6-3-4-1-A能自己使用簡單敘述、描寫等 
表述方式，並練習書寫 30字至 50 字以 
內的短文。  
6-3-4-2-A能在協助下練習寫作簡單的應 
用文，如：寫信、參觀報告、賀卡、自我 
介紹等。  
6-3-4-4-A在引導下能配合閱讀教學，依據提
示練習撰寫摘要、心得等閱讀記錄等。 

口頭討論 
實作評量 
觀察評量 
作業單 
學習態度 

【家政教育】 
1-3-1比較不同的個人飲食習
慣。 
1-3-3接納他人所喜歡的食物。 

第十六週 

5/28〜6/3 

第肆單元文明時光機 
第十二課沉默的動物

園 

2 
【家政教育】 
3-3-3 從事與欣賞美化生活的藝
術造型活動。 

第十七週 

6/4〜6/10 

第肆單元文明時光機 
第十三課被埋葬了的

城市 

2 
【家政教育】 
3-3-3 從事與欣賞美化生活的藝
術造型活動。 

第十八週 

6/11〜6/17 

第肆單元文明時光機 
第十四課地下護衛軍 

2 

【家政教育】 
3-3-3 從事與欣賞美化生活的藝
術造型活動。 
【人權教育】 
1-3-4瞭解世界上不同的群體、文
化和國家，能尊重欣賞其差異。 

第十九週 

6/18〜6/24 

第十一〜十四課 

學習策略引導與練習 
2 

1-3-1-1 在示範提示下，能認識並使用注音
符號做為輔助，記憶課文中的字詞讀音，輔
助閱讀理解。 
4-3-1-1 能自行/示範提示下辨認課文中的
常用國字。 
4-3-1-2 能自行/示範提示下透過部件協助

紙筆測驗 
觀察評量 
作業單 
學習態度 

【家政教育】 
1-3-1比較不同的個人飲食習
慣。 
1-3-3接納他人所喜歡的食物。 
3-3-3 從事與欣賞美化生活的藝
術造型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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識字。 
4-3-1-4 能自行/示範提示下利用生字造生
活常用詞彙。 
4-3-1-5 能自行/示範提示下認識生活常用
語詞並運用。 
4-3-3-2 能自行/示範提示下以合理的筆畫
寫字/抄寫。 
4-3-4-1 能部分協助/全示範提示下寫出課
文中的生字國字。 
5-3-1-1 能自行/示範回答出以認識常見生
字語詞的形音義/字詞。 
5-3-2-2 能自行/示範指認下利用閱讀策
略，如畫線策略、自問自答、找關鍵字、手
指輔助唸讀、圖示等，增進閱讀理解。 
5-3-3-4 能示範提示下/引導解說下認識簡
單的文法及修辭。 

【人權教育】 
1-3-4瞭解世界上不同的群體、文
化和國家，能尊重欣賞其差異。 

第二十週 

6/25〜6/30 
巡輔班調整評量測驗 2 

4-3-1-1 能自行/示範提示下辨認課文中的
常用國字。 
4-3-1-2 能自行/示範提示下透過部件協助
識字。 
4-3-1-4 能自行/示範提示下利用生字造生
活常用詞彙。 
4-3-1-5 能自行/示範提示下認識生活常用
語詞並運用。 
4-3-3-2 能自行/示範提示下以合理的筆畫
寫字/抄寫。 
4-3-4-1 能部分協助/全示範提示下寫出課
文中的生字國字。 
5-3-1-1 能自行/示範回答出以認識常見生
字語詞的形音義/字詞。 
5-3-2-2 能自行/示範指認下利用閱讀策
略，如畫線策略、自問自答、找關鍵字、手
指輔助唸讀、圖示等，增進閱讀理解。 
5-3-3-4 能示範提示下/引導解說下認識簡
單的文法及修辭。 

紙筆測驗 
觀察評量 
作業單 

【家政教育】 
1-3-1比較不同的個人飲食習
慣。 
1-3-3接納他人所喜歡的食物。 
3-3-3 從事與欣賞美化生活的藝
術造型活動。 
【人權教育】 
1-3-4瞭解世界上不同的群體、文
化和國家，能尊重欣賞其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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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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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