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5-1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九貫版) 

臺南市公立安南區安慶國民小學 111學年度第一學期 六 年級   國語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 
(□普通班/□藝才班/□體育班/█資源班) 

教材版本 翰林 
實施年級 

(班級/組別) 
六年級 教學節數 每週(  2  )節 

課程目標 

1.能欣賞並朗讀課文或文學作品，感受課文之美。 

2.能用完整的語句表達情感與想法。 

3.配合識字教學，用正確的硬筆字寫作業。 

4.能掌握詩歌的基本閱讀技巧，流利朗讀課文。 

5.能和同學分享閱讀課文的心得。 

6.能讀懂課文內容，了解課文大意。 

7.能從閱讀的課文中，培養分析歸納文章結構的能力。 

8.能從課文結構圖中，培養歸納課文重點的能力。 

9.能從各種文體的課文中了解文體的特點與異同。 

10.能分辨、欣賞並運用課文中的修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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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能培養良好的聆聽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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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7能正確記取聆聽內容的細節與要點。 

2-3-3-1能主動學習說話者的表達技巧。 

3-3-1能充分表達意見。 

3-3-2能合適的表達語言。 

3-3-2-1能具體詳細的講述一件事情。 

3-3-3-1能正確、流利且帶有感情的與人交談。 

3-3-4-2能在討論或會議中說出重點，充分溝通。 

4-3-1能認識常用國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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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1-2能利用生字造詞。 

4-3-1-3能利用新詞造句。 

4-3-4-2能掌握楷書組合時筆畫的變化。 

5-3-1能掌握文章要點，並熟習字詞句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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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1能熟習活動生字語詞的形音義，並能分辨與體文及文言文中詞語的差別。 

5-3-3能認識文章的各種表述方式。 

5-3-3-1能了解文章的主旨、取材及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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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4-3能主動閱讀不同題材的文學作品。 

5-3-4-4能將閱讀材料與實際生活經驗相結合。 

5-3-5能運用不同的閱讀策略，增進閱讀的能力。 

5-3-5-1能運用組織結構的知識(如：順序、因果、對比關係)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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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10能掌握文章要點，並熟習字詞句型。 

6-3-2能知道寫作的步驟，逐步豐富內容，進行寫作。 

6-3-2-1能知道寫作的步驟，如：從蒐集材料到審題、立意、選材及安排段落、組織成篇。 

6-3-4能練習不同表述方式的寫作。 

6-3-5-1能經由共同討論作品的優缺點，以及刊物編輯等方式，主動交換寫作的經驗。 

6-3-6-1能理解簡單的修辭技巧，並練習應用在實際寫作。 

6-3-8-1能在寫作中，發揮豐富的想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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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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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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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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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別平等教育】  

1-3-5 認識不同性別者的成就與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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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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壹單元旅人之歌 

第一課印象花蓮 

2 

1-3-1-3 能以注音符號做為輔助，理解句 

型文意，提升閱讀效能。 

2 2-3-1-2 聆聽時，能自行表現出適當的

行 為，如：眼睛看著對方、不打斷、適

時點 頭回應等。  

2-3-2-7能正確記取聆聽內容的重點。 

3-3-1-2 能針對生活經驗，當眾作簡要的 

描述。 

3 3-3-3-2能在與他人談話的過程中，同

理他 人的想法與感受。 

4-3-1-2能透過部件識字教學法，瞭解簡

單 造字原理，協助識字。 

4-3-1-4能利用生字造生活常用詞彙。 

4-3-4-1 能寫出合理的國字筆畫。 

5-3-3-1能說出文章的重點與取材。 

5-3-3-4能在提示下認識簡單的文法及修 

辭。 

5-3-5-2 能運用不同的閱讀策略，如：圖 

示、手指輔助唸讀、劃關鍵字、找人事 

時 地物等，增進閱讀的能力。 

6-3-1-1能使用正確文法造句。 

作業評量 

口頭討論 

紙筆測驗 

課堂問答 

【生涯發展教

育】 

1-2-1 

2-2-1 

【人權教育】 

1-3-1 

【資訊教育】 

4-3-3 

4-3-5 

第二週 第壹單元旅人之歌 

第二課到不來梅當個樂師吧 

2 

1-3-1-3 能以注音符號做為輔助，理解句 

型文意，提升閱讀效能。 

2 2-3-1-2 聆聽時，能自行表現出適當的

行 為，如：眼睛看著對方、不打斷、適

時點 頭回應等。  

2-3-2-7能正確記取聆聽內容的重點。 

3-3-1-2 能針對生活經驗，當眾作簡要的 

作業評量 

口頭討論 

紙筆測驗 

課堂問答 

【生涯發展教

育】 

1-2-1 

2-2-1 

【人權教育】 

1-3-1 

【資訊教育】 



C5-1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九貫版) 

描述。 

3 3-3-3-2能在與他人談話的過程中，同

理他 人的想法與感受。 

4-3-1-2能透過部件識字教學法，瞭解簡

單 造字原理，協助識字。 

4-3-1-4能利用生字造生活常用詞彙。 

4-3-4-1 能寫出合理的國字筆畫。 

5-3-3-1能說出文章的重點與取材。 

5-3-3-4能在提示下認識簡單的文法及修 

辭。 

5-3-5-2 能運用不同的閱讀策略，如：圖 

示、手指輔助唸讀、劃關鍵字、找人事 

時 地物等，增進閱讀的能力。 

6-3-1-1能使用正確文法造句。 

4-3-3 

4-3-5 

第三週 第壹單元旅人之歌 

第三課旅客留言簿 

 

2 

1-3-1-3 能以注音符號做為輔助，理解句 

型文意，提升閱讀效能。 

2 2-3-1-2 聆聽時，能自行表現出適當的

行 為，如：眼睛看著對方、不打斷、適

時點 頭回應等。  

2-3-2-7能正確記取聆聽內容的重點。 

3-3-1-2 能針對生活經驗，當眾作簡要的 

描述。 

3 3-3-3-2能在與他人談話的過程中，同

理他 人的想法與感受。 

4-3-1-2能透過部件識字教學法，瞭解簡

單 造字原理，協助識字。 

4-3-1-4能利用生字造生活常用詞彙。 

4-3-4-1 能寫出合理的國字筆畫。 

5-3-3-1能說出文章的重點與取材。 

5-3-3-4能在提示下認識簡單的文法及修 

辭。 

5-3-5-2 能運用不同的閱讀策略，如：圖 

作業評量 

口頭討論 

紙筆測驗 

課堂問答 

【生涯發展教

育】 

1-2-1 

2-2-1 

【人權教育】 

1-3-1 

【資訊教育】 

4-3-3 

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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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手指輔助唸讀、劃關鍵字、找人事 

時 地物等，增進閱讀的能力。 

6-3-1-1能使用正確文法造句。 

第四週 第壹單元旅人之歌 

第四課遊走在世界的市場裡 

 

2 

1-3-1-3 能以注音符號做為輔助，理解句 

型文意，提升閱讀效能。 

2 2-3-1-2 聆聽時，能自行表現出適當的

行 為，如：眼睛看著對方、不打斷、適

時點 頭回應等。  

2-3-2-7能正確記取聆聽內容的重點。 

3-3-1-2 能針對生活經驗，當眾作簡要的 

描述。 

3 3-3-3-2能在與他人談話的過程中，同

理他 人的想法與感受。 

4-3-1-2能透過部件識字教學法，瞭解簡

單 造字原理，協助識字。 

4-3-1-4能利用生字造生活常用詞彙。 

4-3-4-1 能寫出合理的國字筆畫。 

5-3-3-1能說出文章的重點與取材。 

5-3-3-4能在提示下認識簡單的文法及修 

辭。 

5-3-5-2 能運用不同的閱讀策略，如：圖 

示、手指輔助唸讀、劃關鍵字、找人事 

時 地物等，增進閱讀的能力。 

6-3-1-1能使用正確文法造句。 

作業評量 

口頭討論 

紙筆測驗 

課堂問答 

【生涯發展教

育】 

1-2-1 

2-2-1 

【人權教育】 

1-3-1 

【資訊教育】 

4-3-3 

4-3-5 

第五週 第壹單元旅人之歌 

統整活動一 

 

2 

1-3-1-3 能以注音符號做為輔助，理解句 

型文意，提升閱讀效能。 

2 2-3-1-2 聆聽時，能自行表現出適當的

行 為，如：眼睛看著對方、不打斷、適

時點 頭回應等。  

2-3-2-7能正確記取聆聽內容的重點。 

3-3-1-2 能針對生活經驗，當眾作簡要的 

描述。 

作業評量 

口頭討論 

紙筆測驗 

課堂問答 

【生涯發展教

育】 

1-2-1 

2-2-1 

【人權教育】 

1-3-1 

【資訊教育】 

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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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3-3-2能在與他人談話的過程中，同

理他 人的想法與感受。 

4-3-1-2能透過部件識字教學法，瞭解簡

單 造字原理，協助識字。 

4-3-1-4能利用生字造生活常用詞彙。 

4-3-4-1 能寫出合理的國字筆畫。 

5-3-3-1能說出文章的重點與取材。 

5-3-3-4能在提示下認識簡單的文法及修 

辭。 

5-3-5-2 能運用不同的閱讀策略，如：圖 

示、手指輔助唸讀、劃關鍵字、找人事 

時 地物等，增進閱讀的能力。 

6-3-1-1能使用正確文法造句。 

4-3-5 

第六週 第貳單元溫情處處 

第五課滿修女採訪記 

 

2 

1-3-1-3 能以注音符號做為輔助，理解句 

型文意，提升閱讀效能。 

2 2-3-1-2 聆聽時，能自行表現出適當的

行 為，如：眼睛看著對方、不打斷、適

時點 頭回應等。  

2-3-2-7能正確記取聆聽內容的重點。 

3-3-1-2 能針對生活經驗，當眾作簡要的 

描述。 

3 3-3-3-2能在與他人談話的過程中，同

理他 人的想法與感受。 

4-3-1-2能透過部件識字教學法，瞭解簡

單 造字原理，協助識字。 

4-3-1-4能利用生字造生活常用詞彙。 

4-3-4-1 能寫出合理的國字筆畫。 

5-3-3-1能說出文章的重點與取材。 

5-3-3-4能在提示下認識簡單的文法及修 

辭。 

5-3-5-2 能運用不同的閱讀策略，如：圖 

示、手指輔助唸讀、劃關鍵字、找人事 

作業評量 

口頭討論 

紙筆測驗 

課堂問答 

【生涯發展教

育】 

1-2-1 

2-2-1 

【人權教育】 

1-3-1 

【資訊教育】 

4-3-3 

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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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地物等，增進閱讀的能力。 

6-3-1-1能使用正確文法造句。 

第七週 第貳單元溫情處處 

第六課動物世界的溫情 

 

2 

1-3-1-3 能以注音符號做為輔助，理解句 

型文意，提升閱讀效能。 

2 2-3-1-2 聆聽時，能自行表現出適當的

行 為，如：眼睛看著對方、不打斷、適

時點 頭回應等。  

2-3-2-7能正確記取聆聽內容的重點。 

3-3-1-2 能針對生活經驗，當眾作簡要的 

描述。 

3 3-3-3-2能在與他人談話的過程中，同

理他 人的想法與感受。 

4-3-1-2能透過部件識字教學法，瞭解簡

單 造字原理，協助識字。 

4-3-1-4能利用生字造生活常用詞彙。 

4-3-4-1 能寫出合理的國字筆畫。 

5-3-3-1能說出文章的重點與取材。 

5-3-3-4能在提示下認識簡單的文法及修 

辭。 

5-3-5-2 能運用不同的閱讀策略，如：圖 

示、手指輔助唸讀、劃關鍵字、找人事 

時 地物等，增進閱讀的能力。 

6-3-1-1能使用正確文法造句。 

作業評量 

口頭討論 

紙筆測驗 

課堂問答 

【生涯發展教

育】 

1-2-1 

2-2-1 

【人權教育】 

1-3-1 

【資訊教育】 

4-3-3 

4-3-5 

第八週 第貳單元溫情處處 

第七課助人就是在助己 

 

2 

1-3-1-3 能以注音符號做為輔助，理解句 

型文意，提升閱讀效能。 

2 2-3-1-2 聆聽時，能自行表現出適當的

行 為，如：眼睛看著對方、不打斷、適

時點 頭回應等。  

2-3-2-7能正確記取聆聽內容的重點。 

3-3-1-2 能針對生活經驗，當眾作簡要的 

描述。 

3 3-3-3-2能在與他人談話的過程中，同

作業評量 

口頭討論 

紙筆測驗 

課堂問答 

【生涯發展教

育】 

1-2-1 

2-2-1 

【人權教育】 

1-3-1 

【資訊教育】 

4-3-3 

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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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他 人的想法與感受。 

4-3-1-2能透過部件識字教學法，瞭解簡

單 造字原理，協助識字。 

4-3-1-4能利用生字造生活常用詞彙。 

4-3-4-1 能寫出合理的國字筆畫。 

5-3-3-1能說出文章的重點與取材。 

5-3-3-4能在提示下認識簡單的文法及修 

辭。 

5-3-5-2 能運用不同的閱讀策略，如：圖 

示、手指輔助唸讀、劃關鍵字、找人事 

時 地物等，增進閱讀的能力。 

6-3-1-1能使用正確文法造句。 

第九週 第貳單元溫情處處 

統整活動二 

 

2 

1-3-1-3 能以注音符號做為輔助，理解句 

型文意，提升閱讀效能。 

2 2-3-1-2 聆聽時，能自行表現出適當的

行 為，如：眼睛看著對方、不打斷、適

時點 頭回應等。  

2-3-2-7能正確記取聆聽內容的重點。 

3-3-1-2 能針對生活經驗，當眾作簡要的 

描述。 

3 3-3-3-2能在與他人談話的過程中，同

理他 人的想法與感受。 

4-3-1-2能透過部件識字教學法，瞭解簡

單 造字原理，協助識字。 

4-3-1-4能利用生字造生活常用詞彙。 

4-3-4-1 能寫出合理的國字筆畫。 

5-3-3-1能說出文章的重點與取材。 

5-3-3-4能在提示下認識簡單的文法及修 

辭。 

5-3-5-2 能運用不同的閱讀策略，如：圖 

示、手指輔助唸讀、劃關鍵字、找人事 

時 地物等，增進閱讀的能力。 

作業評量 

口頭討論 

紙筆測驗 

課堂問答 

【生涯發展教

育】 

1-2-1 

2-2-1 

【人權教育】 

1-3-1 

【資訊教育】 

4-3-3 

4-3-5 



C5-1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九貫版) 

6-3-1-1能使用正確文法造句。 

第十週 期中複習 

2 

1-3-1-3 能以注音符號做為輔助，理解句 

型文意，提升閱讀效能。 

2 2-3-1-2 聆聽時，能自行表現出適當的

行 為，如：眼睛看著對方、不打斷、適

時點 頭回應等。  

2-3-2-7能正確記取聆聽內容的重點。 

3-3-1-2 能針對生活經驗，當眾作簡要的 

描述。 

3 3-3-3-2能在與他人談話的過程中，同

理他 人的想法與感受。 

4-3-1-2能透過部件識字教學法，瞭解簡

單 造字原理，協助識字。 

4-3-1-4能利用生字造生活常用詞彙。 

4-3-4-1 能寫出合理的國字筆畫。 

5-3-3-1能說出文章的重點與取材。 

5-3-3-4能在提示下認識簡單的文法及修 

辭。 

5-3-5-2 能運用不同的閱讀策略，如：圖 

示、手指輔助唸讀、劃關鍵字、找人事 

時 地物等，增進閱讀的能力。 

6-3-1-1能使用正確文法造句。 

作業評量 

口頭討論 

紙筆測驗 

課堂問答 

【生涯發展教

育】 

1-2-1 

2-2-1 

【人權教育】 

1-3-1 

【資訊教育】 

4-3-3 

4-3-5 

第十一週 第參單元作家與作品──四時

有感 

第八課春天的雨 

 

2 

1-3-1-3 能以注音符號做為輔助，理解句 

型文意，提升閱讀效能。 

2 2-3-1-2 聆聽時，能自行表現出適當的

行 為，如：眼睛看著對方、不打斷、適

時點 頭回應等。  

2-3-2-7能正確記取聆聽內容的重點。 

3-3-1-2 能針對生活經驗，當眾作簡要的 

描述。 

3 3-3-3-2能在與他人談話的過程中，同

理他 人的想法與感受。 

作業評量 

口頭討論 

紙筆測驗 

課堂問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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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權教育】 

1-3-1表達個人

的基本權利，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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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2能透過部件識字教學法，瞭解簡

單 造字原理，協助識字。 

4-3-1-4能利用生字造生活常用詞彙。 

4-3-4-1 能寫出合理的國字筆畫。 

5-3-3-1能說出文章的重點與取材。 

5-3-3-4能在提示下認識簡單的文法及修 

辭。 

5-3-5-2 能運用不同的閱讀策略，如：圖 

示、手指輔助唸讀、劃關鍵字、找人事 

時 地物等，增進閱讀的能力。 

6-3-1-1能使用正確文法造句。 

瞭解人權與社會

責任的關係 

【資訊教育】 

4-3-3能利用資

訊科技媒體等搜

尋需要的資料。 

【性別平等教

育】  

1-3-5 認識不同

性別者的成就與

貢獻。 

 

第十二週 第參單元作家與作品──四時

有感 

第九課記得螢火蟲 

 

2 

1-3-1-3 能以注音符號做為輔助，理解句 

型文意，提升閱讀效能。 

2 2-3-1-2 聆聽時，能自行表現出適當的

行 為，如：眼睛看著對方、不打斷、適

時點 頭回應等。  

2-3-2-7能正確記取聆聽內容的重點。 

3-3-1-2 能針對生活經驗，當眾作簡要的 

描述。 

3 3-3-3-2能在與他人談話的過程中，同

理他 人的想法與感受。 

4-3-1-2能透過部件識字教學法，瞭解簡

單 造字原理，協助識字。 

4-3-1-4能利用生字造生活常用詞彙。 

4-3-4-1 能寫出合理的國字筆畫。 

5-3-3-1能說出文章的重點與取材。 

5-3-3-4能在提示下認識簡單的文法及修 

辭。 

5-3-5-2 能運用不同的閱讀策略，如：圖 

示、手指輔助唸讀、劃關鍵字、找人事 

時 地物等，增進閱讀的能力。 

作業評量 

口頭討論 

紙筆測驗 

課堂問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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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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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訊教育】 

4-3-3能利用資

訊科技媒體等搜

尋需要的資料。 

【性別平等教

育】  

1-3-5 認識不同

性別者的成就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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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1能使用正確文法造句。 貢獻。 

 

第十三週 第參單元作家與作品──四時

有感 

第十課秋去秋來 

 

2 

1-3-1-3 能以注音符號做為輔助，理解句 

型文意，提升閱讀效能。 

2 2-3-1-2 聆聽時，能自行表現出適當的

行 為，如：眼睛看著對方、不打斷、適

時點 頭回應等。  

2-3-2-7能正確記取聆聽內容的重點。 

3-3-1-2 能針對生活經驗，當眾作簡要的 

描述。 

3 3-3-3-2能在與他人談話的過程中，同

理他 人的想法與感受。 

4-3-1-2能透過部件識字教學法，瞭解簡

單 造字原理，協助識字。 

4-3-1-4能利用生字造生活常用詞彙。 

4-3-4-1 能寫出合理的國字筆畫。 

5-3-3-1能說出文章的重點與取材。 

5-3-3-4能在提示下認識簡單的文法及修 

辭。 

5-3-5-2 能運用不同的閱讀策略，如：圖 

示、手指輔助唸讀、劃關鍵字、找人事 

時 地物等，增進閱讀的能力。 

6-3-1-1能使用正確文法造句。 

作業評量 

口頭討論 

紙筆測驗 

課堂問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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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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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訊教育】 

4-3-3能利用資

訊科技媒體等搜

尋需要的資料。 

【性別平等教

育】  

1-3-5 認識不同

性別者的成就與

貢獻。 

 

第十四週 第參單元作家與作品──四時

有感 

第十一課雪的銘印 

 
2 

1-3-1-3 能以注音符號做為輔助，理解句 

型文意，提升閱讀效能。 

2 2-3-1-2 聆聽時，能自行表現出適當的

行 為，如：眼睛看著對方、不打斷、適

時點 頭回應等。  

2-3-2-7能正確記取聆聽內容的重點。 

3-3-1-2 能針對生活經驗，當眾作簡要的 

描述。 

作業評量 

口頭討論 

紙筆測驗 

課堂問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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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權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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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3-3-2能在與他人談話的過程中，同

理他 人的想法與感受。 

4-3-1-2能透過部件識字教學法，瞭解簡

單 造字原理，協助識字。 

4-3-1-4能利用生字造生活常用詞彙。 

4-3-4-1 能寫出合理的國字筆畫。 

5-3-3-1能說出文章的重點與取材。 

5-3-3-4能在提示下認識簡單的文法及修 

辭。 

5-3-5-2 能運用不同的閱讀策略，如：圖 

示、手指輔助唸讀、劃關鍵字、找人事 

時 地物等，增進閱讀的能力。 

6-3-1-1能使用正確文法造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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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訊教育】 

4-3-3能利用資

訊科技媒體等搜

尋需要的資料。 

【性別平等教

育】  

1-3-5 認識不同

性別者的成就與

貢獻。 

 

第十五週 第參單元作家與作品──四時

有感 

統整活動三 

 

2 

1-3-1-3 能以注音符號做為輔助，理解句 

型文意，提升閱讀效能。 

2 2-3-1-2 聆聽時，能自行表現出適當的

行 為，如：眼睛看著對方、不打斷、適

時點 頭回應等。  

2-3-2-7能正確記取聆聽內容的重點。 

3-3-1-2 能針對生活經驗，當眾作簡要的 

描述。 

3 3-3-3-2能在與他人談話的過程中，同

理他 人的想法與感受。 

4-3-1-2能透過部件識字教學法，瞭解簡

單 造字原理，協助識字。 

4-3-1-4能利用生字造生活常用詞彙。 

4-3-4-1 能寫出合理的國字筆畫。 

5-3-3-1能說出文章的重點與取材。 

5-3-3-4能在提示下認識簡單的文法及修 

辭。 

5-3-5-2 能運用不同的閱讀策略，如：圖 

作業評量 

口頭討論 

紙筆測驗 

課堂問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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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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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訊教育】 

4-3-3能利用資

訊科技媒體等搜

尋需要的資料。 

【性別平等教

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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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手指輔助唸讀、劃關鍵字、找人事 

時 地物等，增進閱讀的能力。 

6-3-1-1能使用正確文法造句。 

1-3-5 認識不同

性別者的成就與

貢獻。 

 

第十六週 第肆單元藝術天地 

第十二課跳躍的音符 

 

2 

1-3-1-3 能以注音符號做為輔助，理解句 

型文意，提升閱讀效能。 

2 2-3-1-2 聆聽時，能自行表現出適當的

行 為，如：眼睛看著對方、不打斷、適

時點 頭回應等。  

2-3-2-7能正確記取聆聽內容的重點。 

3-3-1-2 能針對生活經驗，當眾作簡要的 

描述。 

3 3-3-3-2能在與他人談話的過程中，同

理他 人的想法與感受。 

4-3-1-2能透過部件識字教學法，瞭解簡

單 造字原理，協助識字。 

4-3-1-4能利用生字造生活常用詞彙。 

4-3-4-1 能寫出合理的國字筆畫。 

5-3-3-1能說出文章的重點與取材。 

5-3-3-4能在提示下認識簡單的文法及修 

辭。 

5-3-5-2 能運用不同的閱讀策略，如：圖 

示、手指輔助唸讀、劃關鍵字、找人事 

時 地物等，增進閱讀的能力。 

6-3-1-1能使用正確文法造句。 

作業評量 

口頭討論 

紙筆測驗 

課堂問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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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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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訊教育】 

4-3-3能利用資

訊科技媒體等搜

尋需要的資料。 

【性別平等教

育】  

1-3-5 認識不同

性別者的成就與

貢獻。 

 

第十七週 第肆單元藝術天地 

第十三課孫翠鳳和歌仔戲 

 
2 

1-3-1-3 能以注音符號做為輔助，理解句 

型文意，提升閱讀效能。 

2 2-3-1-2 聆聽時，能自行表現出適當的

行 為，如：眼睛看著對方、不打斷、適

時點 頭回應等。  

2-3-2-7能正確記取聆聽內容的重點。 

作業評量 

口頭討論 

紙筆測驗 

課堂問答 

【生涯發展教

育】 

1-2-1培養自己

的興趣、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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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2 能針對生活經驗，當眾作簡要的 

描述。 

3 3-3-3-2能在與他人談話的過程中，同

理他 人的想法與感受。 

4-3-1-2能透過部件識字教學法，瞭解簡

單 造字原理，協助識字。 

4-3-1-4能利用生字造生活常用詞彙。 

4-3-4-1 能寫出合理的國字筆畫。 

5-3-3-1能說出文章的重點與取材。 

5-3-3-4能在提示下認識簡單的文法及修 

辭。 

5-3-5-2 能運用不同的閱讀策略，如：圖 

示、手指輔助唸讀、劃關鍵字、找人事 

時 地物等，增進閱讀的能力。 

6-3-1-1能使用正確文法造句。 

2-2-1培養良好

的人際互動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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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訊教育】 

4-3-3能利用資

訊科技媒體等搜

尋需要的資料。 

【性別平等教

育】  

1-3-5 認識不同

性別者的成就與

貢獻。 

 

第十八週 第肆單元藝術天地 

第十四課蒙娜麗莎的微笑 

 

2 

1-3-1-3 能以注音符號做為輔助，理解句 

型文意，提升閱讀效能。 

2 2-3-1-2 聆聽時，能自行表現出適當的

行 為，如：眼睛看著對方、不打斷、適

時點 頭回應等。  

2-3-2-7能正確記取聆聽內容的重點。 

3-3-1-2 能針對生活經驗，當眾作簡要的 

描述。 

3 3-3-3-2能在與他人談話的過程中，同

理他 人的想法與感受。 

4-3-1-2能透過部件識字教學法，瞭解簡

單 造字原理，協助識字。 

4-3-1-4能利用生字造生活常用詞彙。 

4-3-4-1 能寫出合理的國字筆畫。 

作業評量 

口頭討論 

紙筆測驗 

課堂問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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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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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訊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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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1能說出文章的重點與取材。 

5-3-3-4能在提示下認識簡單的文法及修 

辭。 

5-3-5-2 能運用不同的閱讀策略，如：圖 

示、手指輔助唸讀、劃關鍵字、找人事 

時 地物等，增進閱讀的能力。 

6-3-1-1能使用正確文法造句。 

4-3-3能利用資

訊科技媒體等搜

尋需要的資料。 

【性別平等教

育】  

1-3-5 認識不同

性別者的成就與

貢獻。 

 

第十九週 第肆單元藝術天地 

統整活動四 

 

2 

1-3-1-3 能以注音符號做為輔助，理解句 

型文意，提升閱讀效能。 

2 2-3-1-2 聆聽時，能自行表現出適當的

行 為，如：眼睛看著對方、不打斷、適

時點 頭回應等。  

2-3-2-7能正確記取聆聽內容的重點。 

3-3-1-2 能針對生活經驗，當眾作簡要的 

描述。 

3 3-3-3-2能在與他人談話的過程中，同

理他 人的想法與感受。 

4-3-1-2能透過部件識字教學法，瞭解簡

單 造字原理，協助識字。 

4-3-1-4能利用生字造生活常用詞彙。 

4-3-4-1 能寫出合理的國字筆畫。 

5-3-3-1能說出文章的重點與取材。 

5-3-3-4能在提示下認識簡單的文法及修 

辭。 

5-3-5-2 能運用不同的閱讀策略，如：圖 

示、手指輔助唸讀、劃關鍵字、找人事 

時 地物等，增進閱讀的能力。 

6-3-1-1能使用正確文法造句。 

作業評量 

口頭討論 

紙筆測驗 

課堂問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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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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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訊教育】 

4-3-3能利用資

訊科技媒體等搜

尋需要的資料。 

【性別平等教

育】  

1-3-5 認識不同

性別者的成就與

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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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週 期末複習 

2 

1-3-1-3 能以注音符號做為輔助，理解句 

型文意，提升閱讀效能。 

2 2-3-1-2 聆聽時，能自行表現出適當的

行 為，如：眼睛看著對方、不打斷、適

時點 頭回應等。  

2-3-2-7能正確記取聆聽內容的重點。 

3-3-1-2 能針對生活經驗，當眾作簡要的 

描述。 

3 3-3-3-2能在與他人談話的過程中，同

理他 人的想法與感受。 

4-3-1-2能透過部件識字教學法，瞭解簡

單 造字原理，協助識字。 

4-3-1-4能利用生字造生活常用詞彙。 

4-3-4-1 能寫出合理的國字筆畫。 

5-3-3-1能說出文章的重點與取材。 

5-3-3-4能在提示下認識簡單的文法及修 

辭。 

5-3-5-2 能運用不同的閱讀策略，如：圖 

示、手指輔助唸讀、劃關鍵字、找人事 

時 地物等，增進閱讀的能力。 

6-3-1-1能使用正確文法造句。 

作業評量 

口頭討論 

紙筆測驗 

課堂問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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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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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訊教育】 

4-3-3能利用資

訊科技媒體等搜

尋需要的資料。 

【性別平等教

育】  

1-3-5 認識不同

性別者的成就與

貢獻。 

 

第二十一週 休業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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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南市公立安南區安慶國民小學 111學年度第一學期 六 年級   國語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 
(□普通班/□藝才班/□體育班/█資源班) 

教材版本 翰林 
實施年級 

(班級/組別) 
六年級 教學節數 每週(  2  )節 

課程目標 

1.能欣賞並朗讀課文或文學作品，感受課文之美。 

2.能用完整的語句表達情感與想法。 

3.配合識字教學，用正確的硬筆字寫作業。 

4.能掌握詩歌的基本閱讀技巧，流利朗讀課文。 

5.能和同學分享閱讀課文的心得。 

6.能讀懂課文內容，了解課文大意。 

7.能從閱讀的課文中，培養分析歸納文章結構的能力。 

8.能從課文結構圖中，培養歸納課文重點的能力。 

9.能從各種文體的課文中了解文體的特點與異同。 

10.能分辨、欣賞並運用課文中的修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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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能培養良好的聆聽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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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7能正確記取聆聽內容的細節與要點。 

2-3-3-1能主動學習說話者的表達技巧。 

3-3-1能充分表達意見。 

3-3-2能合適的表達語言。 

3-3-2-1能具體詳細的講述一件事情。 

3-3-3-1能正確、流利且帶有感情的與人交談。 

3-3-4-2能在討論或會議中說出重點，充分溝通。 

4-3-1能認識常用國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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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1-2能利用生字造詞。 

4-3-1-3能利用新詞造句。 

4-3-4-2能掌握楷書組合時筆畫的變化。 

5-3-1能掌握文章要點，並熟習字詞句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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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1能熟習活動生字語詞的形音義，並能分辨與體文及文言文中詞語的差別。 

5-3-3能認識文章的各種表述方式。 

5-3-3-1能了解文章的主旨、取材及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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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4-3能主動閱讀不同題材的文學作品。 

5-3-4-4能將閱讀材料與實際生活經驗相結合。 

5-3-5能運用不同的閱讀策略，增進閱讀的能力。 

5-3-5-1能運用組織結構的知識(如：順序、因果、對比關係)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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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10能掌握文章要點，並熟習字詞句型。 

6-3-2能知道寫作的步驟，逐步豐富內容，進行寫作。 

6-3-2-1能知道寫作的步驟，如：從蒐集材料到審題、立意、選材及安排段落、組織成篇。 

6-3-4能練習不同表述方式的寫作。 

6-3-5-1能經由共同討論作品的優缺點，以及刊物編輯等方式，主動交換寫作的經驗。 

6-3-6-1能理解簡單的修辭技巧，並練習應用在實際寫作。 

6-3-8-1能在寫作中，發揮豐富的想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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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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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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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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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別平等教育】  

1-3-5 認識不同性別者的成就與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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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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壹單元巧妙的語言 

第一課不可以翻魚 

 

2 

1-3-1-3 能以注音符號做為輔助，理解句 

型文意，提升閱讀效能。 

2 2-3-1-2 聆聽時，能自行表現出適當的

行 為，如：眼睛看著對方、不打斷、適

時點 頭回應等。  

2-3-2-7能正確記取聆聽內容的重點。 

3-3-1-2 能針對生活經驗，當眾作簡要的 

描述。 

3 3-3-3-2能在與他人談話的過程中，同

理他 人的想法與感受。 

4-3-1-2能透過部件識字教學法，瞭解簡

單 造字原理，協助識字。 

4-3-1-4能利用生字造生活常用詞彙。 

4-3-4-1 能寫出合理的國字筆畫。 

5-3-3-1能說出文章的重點與取材。 

5-3-3-4能在提示下認識簡單的文法及修 

辭。 

5-3-5-2 能運用不同的閱讀策略，如：圖 

示、手指輔助唸讀、劃關鍵字、找人事 

時 地物等，增進閱讀的能力。 

6-3-1-1能使用正確文法造句。 

作業評量 

口頭討論 

紙筆測驗 

課堂問答 

【生涯發展教

育】 

1-2-1 

2-2-1 

【人權教育】 

1-3-1 

【資訊教育】 

4-3-3 

4-3-5 

第二週 

2 

1-3-1-3 能以注音符號做為輔助，理解句 

型文意，提升閱讀效能。 

2 2-3-1-2 聆聽時，能自行表現出適當的

行 為，如：眼睛看著對方、不打斷、適

時點 頭回應等。  

2-3-2-7能正確記取聆聽內容的重點。 

3-3-1-2 能針對生活經驗，當眾作簡要的 

作業評量 

口頭討論 

紙筆測驗 

課堂問答 

【生涯發展教

育】 

1-2-1 

2-2-1 

【人權教育】 

1-3-1 

【資訊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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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 

3 3-3-3-2能在與他人談話的過程中，同

理他 人的想法與感受。 

4-3-1-2能透過部件識字教學法，瞭解簡

單 造字原理，協助識字。 

4-3-1-4能利用生字造生活常用詞彙。 

4-3-4-1 能寫出合理的國字筆畫。 

5-3-3-1能說出文章的重點與取材。 

5-3-3-4能在提示下認識簡單的文法及修 

辭。 

5-3-5-2 能運用不同的閱讀策略，如：圖 

示、手指輔助唸讀、劃關鍵字、找人事 

時 地物等，增進閱讀的能力。 

6-3-1-1能使用正確文法造句。 

4-3-3 

4-3-5 

第三週 第壹單元巧妙的語言 

第二課橘化為枳 

 

2 

1-3-1-3 能以注音符號做為輔助，理解句 

型文意，提升閱讀效能。 

2 2-3-1-2 聆聽時，能自行表現出適當的

行 為，如：眼睛看著對方、不打斷、適

時點 頭回應等。  

2-3-2-7能正確記取聆聽內容的重點。 

3-3-1-2 能針對生活經驗，當眾作簡要的 

描述。 

3 3-3-3-2能在與他人談話的過程中，同

理他 人的想法與感受。 

4-3-1-2能透過部件識字教學法，瞭解簡

單 造字原理，協助識字。 

4-3-1-4能利用生字造生活常用詞彙。 

4-3-4-1 能寫出合理的國字筆畫。 

5-3-3-1能說出文章的重點與取材。 

5-3-3-4能在提示下認識簡單的文法及修 

辭。 

5-3-5-2 能運用不同的閱讀策略，如：圖 

作業評量 

口頭討論 

紙筆測驗 

課堂問答 

【生涯發展教

育】 

1-2-1 

2-2-1 

【人權教育】 

1-3-1 

【資訊教育】 

4-3-3 

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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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手指輔助唸讀、劃關鍵字、找人事 

時 地物等，增進閱讀的能力。 

6-3-1-1能使用正確文法造句。 

第四週 第壹單元巧妙的語言 

第三課自嘲是最高明的幽默 

 

2 

1-3-1-3 能以注音符號做為輔助，理解句 

型文意，提升閱讀效能。 

2 2-3-1-2 聆聽時，能自行表現出適當的

行 為，如：眼睛看著對方、不打斷、適

時點 頭回應等。  

2-3-2-7能正確記取聆聽內容的重點。 

3-3-1-2 能針對生活經驗，當眾作簡要的 

描述。 

3 3-3-3-2能在與他人談話的過程中，同

理他 人的想法與感受。 

4-3-1-2能透過部件識字教學法，瞭解簡

單 造字原理，協助識字。 

4-3-1-4能利用生字造生活常用詞彙。 

4-3-4-1 能寫出合理的國字筆畫。 

5-3-3-1能說出文章的重點與取材。 

5-3-3-4能在提示下認識簡單的文法及修 

辭。 

5-3-5-2 能運用不同的閱讀策略，如：圖 

示、手指輔助唸讀、劃關鍵字、找人事 

時 地物等，增進閱讀的能力。 

6-3-1-1能使用正確文法造句。 

作業評量 

口頭討論 

紙筆測驗 

課堂問答 

【生涯發展教

育】 

1-2-1 

2-2-1 

【人權教育】 

1-3-1 

【資訊教育】 

4-3-3 

4-3-5 

第五週 第壹單元 巧妙的語言 

統整活動一 

 

2 

1-3-1-3 能以注音符號做為輔助，理解句 

型文意，提升閱讀效能。 

2 2-3-1-2 聆聽時，能自行表現出適當的

行 為，如：眼睛看著對方、不打斷、適

時點 頭回應等。  

2-3-2-7能正確記取聆聽內容的重點。 

3-3-1-2 能針對生活經驗，當眾作簡要的 

描述。 

作業評量 

口頭討論 

紙筆測驗 

課堂問答 

【生涯發展教

育】 

1-2-1 

2-2-1 

【人權教育】 

1-3-1 

【資訊教育】 

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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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3-3-2能在與他人談話的過程中，同

理他 人的想法與感受。 

4-3-1-2能透過部件識字教學法，瞭解簡

單 造字原理，協助識字。 

4-3-1-4能利用生字造生活常用詞彙。 

4-3-4-1 能寫出合理的國字筆畫。 

5-3-3-1能說出文章的重點與取材。 

5-3-3-4能在提示下認識簡單的文法及修 

辭。 

5-3-5-2 能運用不同的閱讀策略，如：圖 

示、手指輔助唸讀、劃關鍵字、找人事 

時 地物等，增進閱讀的能力。 

6-3-1-1能使用正確文法造句。 

4-3-5 

第六週 第貳單元 萬物有情 

第四課我不和你談論 

 

2 

1-3-1-3 能以注音符號做為輔助，理解句 

型文意，提升閱讀效能。 

2 2-3-1-2 聆聽時，能自行表現出適當的

行 為，如：眼睛看著對方、不打斷、適

時點 頭回應等。  

2-3-2-7能正確記取聆聽內容的重點。 

3-3-1-2 能針對生活經驗，當眾作簡要的 

描述。 

3 3-3-3-2能在與他人談話的過程中，同

理他 人的想法與感受。 

4-3-1-2能透過部件識字教學法，瞭解簡

單 造字原理，協助識字。 

4-3-1-4能利用生字造生活常用詞彙。 

4-3-4-1 能寫出合理的國字筆畫。 

5-3-3-1能說出文章的重點與取材。 

5-3-3-4能在提示下認識簡單的文法及修 

辭。 

5-3-5-2 能運用不同的閱讀策略，如：圖 

示、手指輔助唸讀、劃關鍵字、找人事 

作業評量 

口頭討論 

紙筆測驗 

課堂問答 

【生涯發展教

育】 

1-2-1 

2-2-1 

【人權教育】 

1-3-1 

【資訊教育】 

4-3-3 

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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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地物等，增進閱讀的能力。 

6-3-1-1能使用正確文法造句。 

第七週 第貳單元萬物有情 

第五課留得枇杷聽鳥鳴 

 

2 

1-3-1-3 能以注音符號做為輔助，理解句 

型文意，提升閱讀效能。 

2 2-3-1-2 聆聽時，能自行表現出適當的

行 為，如：眼睛看著對方、不打斷、適

時點 頭回應等。  

2-3-2-7能正確記取聆聽內容的重點。 

3-3-1-2 能針對生活經驗，當眾作簡要的 

描述。 

3 3-3-3-2能在與他人談話的過程中，同

理他 人的想法與感受。 

4-3-1-2能透過部件識字教學法，瞭解簡

單 造字原理，協助識字。 

4-3-1-4能利用生字造生活常用詞彙。 

4-3-4-1 能寫出合理的國字筆畫。 

5-3-3-1能說出文章的重點與取材。 

5-3-3-4能在提示下認識簡單的文法及修 

辭。 

5-3-5-2 能運用不同的閱讀策略，如：圖 

示、手指輔助唸讀、劃關鍵字、找人事 

時 地物等，增進閱讀的能力。 

6-3-1-1能使用正確文法造句。 

作業評量 

口頭討論 

紙筆測驗 

課堂問答 

【生涯發展教

育】 

1-2-1 

2-2-1 

【人權教育】 

1-3-1 

【資訊教育】 

4-3-3 

4-3-5 

第八週 第貳單元萬物有情 

第六課樹的語言 

 

2 

1-3-1-3 能以注音符號做為輔助，理解句 

型文意，提升閱讀效能。 

2 2-3-1-2 聆聽時，能自行表現出適當的

行 為，如：眼睛看著對方、不打斷、適

時點 頭回應等。  

2-3-2-7能正確記取聆聽內容的重點。 

3-3-1-2 能針對生活經驗，當眾作簡要的 

描述。 

3 3-3-3-2能在與他人談話的過程中，同

作業評量 

口頭討論 

紙筆測驗 

課堂問答 

【生涯發展教

育】 

1-2-1 

2-2-1 

【人權教育】 

1-3-1 

【資訊教育】 

4-3-3 

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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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他 人的想法與感受。 

4-3-1-2能透過部件識字教學法，瞭解簡

單 造字原理，協助識字。 

4-3-1-4能利用生字造生活常用詞彙。 

4-3-4-1 能寫出合理的國字筆畫。 

5-3-3-1能說出文章的重點與取材。 

5-3-3-4能在提示下認識簡單的文法及修 

辭。 

5-3-5-2 能運用不同的閱讀策略，如：圖 

示、手指輔助唸讀、劃關鍵字、找人事 

時 地物等，增進閱讀的能力。 

6-3-1-1能使用正確文法造句。 

第九週 第貳單元萬物有情 

統整活動二 

 

2 

1-3-1-3 能以注音符號做為輔助，理解句 

型文意，提升閱讀效能。 

2 2-3-1-2 聆聽時，能自行表現出適當的

行 為，如：眼睛看著對方、不打斷、適

時點 頭回應等。  

2-3-2-7能正確記取聆聽內容的重點。 

3-3-1-2 能針對生活經驗，當眾作簡要的 

描述。 

3 3-3-3-2能在與他人談話的過程中，同

理他 人的想法與感受。 

4-3-1-2能透過部件識字教學法，瞭解簡

單 造字原理，協助識字。 

4-3-1-4能利用生字造生活常用詞彙。 

4-3-4-1 能寫出合理的國字筆畫。 

5-3-3-1能說出文章的重點與取材。 

5-3-3-4能在提示下認識簡單的文法及修 

辭。 

5-3-5-2 能運用不同的閱讀策略，如：圖 

示、手指輔助唸讀、劃關鍵字、找人事 

時 地物等，增進閱讀的能力。 

作業評量 

口頭討論 

紙筆測驗 

課堂問答 

【生涯發展教

育】 

1-2-1 

2-2-1 

【人權教育】 

1-3-1 

【資訊教育】 

4-3-3 

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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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1能使用正確文法造句。 

第十週 期中複習 

2 

1-3-1-3 能以注音符號做為輔助，理解句 

型文意，提升閱讀效能。 

2 2-3-1-2 聆聽時，能自行表現出適當的

行 為，如：眼睛看著對方、不打斷、適

時點 頭回應等。  

2-3-2-7能正確記取聆聽內容的重點。 

3-3-1-2 能針對生活經驗，當眾作簡要的 

描述。 

3 3-3-3-2能在與他人談話的過程中，同

理他 人的想法與感受。 

4-3-1-2能透過部件識字教學法，瞭解簡

單 造字原理，協助識字。 

4-3-1-4能利用生字造生活常用詞彙。 

4-3-4-1 能寫出合理的國字筆畫。 

5-3-3-1能說出文章的重點與取材。 

5-3-3-4能在提示下認識簡單的文法及修 

辭。 

5-3-5-2 能運用不同的閱讀策略，如：圖 

示、手指輔助唸讀、劃關鍵字、找人事 

時 地物等，增進閱讀的能力。 

6-3-1-1能使用正確文法造句。 

作業評量 

口頭討論 

紙筆測驗 

課堂問答 

【生涯發展教

育】 

1-2-1 

2-2-1 

【人權教育】 

1-3-1 

【資訊教育】 

4-3-3 

4-3-5 

第十一週 第參單元生活與學習 

第七課享受過程 

 

2 

1-3-1-3 能以注音符號做為輔助，理解句 

型文意，提升閱讀效能。 

2 2-3-1-2 聆聽時，能自行表現出適當的

行 為，如：眼睛看著對方、不打斷、適

時點 頭回應等。  

2-3-2-7能正確記取聆聽內容的重點。 

3-3-1-2 能針對生活經驗，當眾作簡要的 

描述。 

3 3-3-3-2能在與他人談話的過程中，同

理他 人的想法與感受。 

作業評量 

口頭討論 

紙筆測驗 

課堂問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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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權教育】 

1-3-1表達個人

的基本權利，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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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2能透過部件識字教學法，瞭解簡

單 造字原理，協助識字。 

4-3-1-4能利用生字造生活常用詞彙。 

4-3-4-1 能寫出合理的國字筆畫。 

5-3-3-1能說出文章的重點與取材。 

5-3-3-4能在提示下認識簡單的文法及修 

辭。 

5-3-5-2 能運用不同的閱讀策略，如：圖 

示、手指輔助唸讀、劃關鍵字、找人事 

時 地物等，增進閱讀的能力。 

6-3-1-1能使用正確文法造句。 

瞭解人權與社會

責任的關係 

【資訊教育】 

4-3-3能利用資

訊科技媒體等搜

尋需要的資料。 

【性別平等教

育】  

1-3-5 認識不同

性別者的成就與

貢獻。 

 

第十二週 第參單元生活與學習 

第八課為什麼大家不理我？ 

 

2 

1-3-1-3 能以注音符號做為輔助，理解句 

型文意，提升閱讀效能。 

2 2-3-1-2 聆聽時，能自行表現出適當的

行 為，如：眼睛看著對方、不打斷、適

時點 頭回應等。  

2-3-2-7能正確記取聆聽內容的重點。 

3-3-1-2 能針對生活經驗，當眾作簡要的 

描述。 

3 3-3-3-2能在與他人談話的過程中，同

理他 人的想法與感受。 

4-3-1-2能透過部件識字教學法，瞭解簡

單 造字原理，協助識字。 

4-3-1-4能利用生字造生活常用詞彙。 

4-3-4-1 能寫出合理的國字筆畫。 

5-3-3-1能說出文章的重點與取材。 

5-3-3-4能在提示下認識簡單的文法及修 

辭。 

5-3-5-2 能運用不同的閱讀策略，如：圖 

示、手指輔助唸讀、劃關鍵字、找人事 

時 地物等，增進閱讀的能力。 

作業評量 

口頭討論 

紙筆測驗 

課堂問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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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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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訊教育】 

4-3-3能利用資

訊科技媒體等搜

尋需要的資料。 

【性別平等教

育】  

1-3-5 認識不同

性別者的成就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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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1能使用正確文法造句。 貢獻。 

 

第十三週 第參單元 生活與學習 

第九課用愛心說實話 

 

2 

1-3-1-3 能以注音符號做為輔助，理解句 

型文意，提升閱讀效能。 

2 2-3-1-2 聆聽時，能自行表現出適當的

行 為，如：眼睛看著對方、不打斷、適

時點 頭回應等。  

2-3-2-7能正確記取聆聽內容的重點。 

3-3-1-2 能針對生活經驗，當眾作簡要的 

描述。 

3 3-3-3-2能在與他人談話的過程中，同

理他 人的想法與感受。 

4-3-1-2能透過部件識字教學法，瞭解簡

單 造字原理，協助識字。 

4-3-1-4能利用生字造生活常用詞彙。 

4-3-4-1 能寫出合理的國字筆畫。 

5-3-3-1能說出文章的重點與取材。 

5-3-3-4能在提示下認識簡單的文法及修 

辭。 

5-3-5-2 能運用不同的閱讀策略，如：圖 

示、手指輔助唸讀、劃關鍵字、找人事 

時 地物等，增進閱讀的能力。 

6-3-1-1能使用正確文法造句。 

作業評量 

口頭討論 

紙筆測驗 

課堂問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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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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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訊教育】 

4-3-3能利用資

訊科技媒體等搜

尋需要的資料。 

【性別平等教

育】  

1-3-5 認識不同

性別者的成就與

貢獻。 

 

第十四週 第參單元生活與學習 

統整活動三 

 

2 

1-3-1-3 能以注音符號做為輔助，理解句 

型文意，提升閱讀效能。 

2 2-3-1-2 聆聽時，能自行表現出適當的

行 為，如：眼睛看著對方、不打斷、適

時點 頭回應等。  

2-3-2-7能正確記取聆聽內容的重點。 

3-3-1-2 能針對生活經驗，當眾作簡要的 

描述。 

作業評量 

口頭討論 

紙筆測驗 

課堂問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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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權教育】 



C5-1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九貫版) 

3 3-3-3-2能在與他人談話的過程中，同

理他 人的想法與感受。 

4-3-1-2能透過部件識字教學法，瞭解簡

單 造字原理，協助識字。 

4-3-1-4能利用生字造生活常用詞彙。 

4-3-4-1 能寫出合理的國字筆畫。 

5-3-3-1能說出文章的重點與取材。 

5-3-3-4能在提示下認識簡單的文法及修 

辭。 

5-3-5-2 能運用不同的閱讀策略，如：圖 

示、手指輔助唸讀、劃關鍵字、找人事 

時 地物等，增進閱讀的能力。 

6-3-1-1能使用正確文法造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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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訊教育】 

4-3-3能利用資

訊科技媒體等搜

尋需要的資料。 

【性別平等教

育】  

1-3-5 認識不同

性別者的成就與

貢獻。 

 

第十五週 第肆單元擁抱未來 

第十課撐開你的傘 

 

2 

1-3-1-3 能以注音符號做為輔助，理解句 

型文意，提升閱讀效能。 

2 2-3-1-2 聆聽時，能自行表現出適當的

行 為，如：眼睛看著對方、不打斷、適

時點 頭回應等。  

2-3-2-7能正確記取聆聽內容的重點。 

3-3-1-2 能針對生活經驗，當眾作簡要的 

描述。 

3 3-3-3-2能在與他人談話的過程中，同

理他 人的想法與感受。 

4-3-1-2能透過部件識字教學法，瞭解簡

單 造字原理，協助識字。 

4-3-1-4能利用生字造生活常用詞彙。 

4-3-4-1 能寫出合理的國字筆畫。 

5-3-3-1能說出文章的重點與取材。 

5-3-3-4能在提示下認識簡單的文法及修 

辭。 

5-3-5-2 能運用不同的閱讀策略，如：圖 

作業評量 

口頭討論 

紙筆測驗 

課堂問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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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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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訊教育】 

4-3-3能利用資

訊科技媒體等搜

尋需要的資料。 

【性別平等教

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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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手指輔助唸讀、劃關鍵字、找人事 

時 地物等，增進閱讀的能力。 

6-3-1-1能使用正確文法造句。 

1-3-5 認識不同

性別者的成就與

貢獻。 

 

第十六週 第肆單元擁抱未來 

第十一課迎風 

 

2 

1-3-1-3 能以注音符號做為輔助，理解句 

型文意，提升閱讀效能。 

2 2-3-1-2 聆聽時，能自行表現出適當的

行 為，如：眼睛看著對方、不打斷、適

時點 頭回應等。  

2-3-2-7能正確記取聆聽內容的重點。 

3-3-1-2 能針對生活經驗，當眾作簡要的 

描述。 

3 3-3-3-2能在與他人談話的過程中，同

理他 人的想法與感受。 

4-3-1-2能透過部件識字教學法，瞭解簡

單 造字原理，協助識字。 

4-3-1-4能利用生字造生活常用詞彙。 

4-3-4-1 能寫出合理的國字筆畫。 

5-3-3-1能說出文章的重點與取材。 

5-3-3-4能在提示下認識簡單的文法及修 

辭。 

5-3-5-2 能運用不同的閱讀策略，如：圖 

示、手指輔助唸讀、劃關鍵字、找人事 

時 地物等，增進閱讀的能力。 

6-3-1-1能使用正確文法造句。 

作業評量 

口頭討論 

紙筆測驗 

課堂問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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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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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訊教育】 

4-3-3能利用資

訊科技媒體等搜

尋需要的資料。 

【性別平等教

育】  

1-3-5 認識不同

性別者的成就與

貢獻。 

 

第十七週 第肆單元擁抱未來 

統整活動四 

 
2 

1-3-1-3 能以注音符號做為輔助，理解句 

型文意，提升閱讀效能。 

2 2-3-1-2 聆聽時，能自行表現出適當的

行 為，如：眼睛看著對方、不打斷、適

時點 頭回應等。  

2-3-2-7能正確記取聆聽內容的重點。 

作業評量 

口頭討論 

紙筆測驗 

課堂問答 

【生涯發展教

育】 

1-2-1培養自己

的興趣、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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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2 能針對生活經驗，當眾作簡要的 

描述。 

3 3-3-3-2能在與他人談話的過程中，同

理他 人的想法與感受。 

4-3-1-2能透過部件識字教學法，瞭解簡

單 造字原理，協助識字。 

4-3-1-4能利用生字造生活常用詞彙。 

4-3-4-1 能寫出合理的國字筆畫。 

5-3-3-1能說出文章的重點與取材。 

5-3-3-4能在提示下認識簡單的文法及修 

辭。 

5-3-5-2 能運用不同的閱讀策略，如：圖 

示、手指輔助唸讀、劃關鍵字、找人事 

時 地物等，增進閱讀的能力。 

6-3-1-1能使用正確文法造句。 

2-2-1培養良好

的人際互動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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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訊教育】 

4-3-3能利用資

訊科技媒體等搜

尋需要的資料。 

【性別平等教

育】  

1-3-5 認識不同

性別者的成就與

貢獻。 

 

第十八週 期末複習 

 

2 

1-3-1-3 能以注音符號做為輔助，理解句 

型文意，提升閱讀效能。 

2 2-3-1-2 聆聽時，能自行表現出適當的

行 為，如：眼睛看著對方、不打斷、適

時點 頭回應等。  

2-3-2-7能正確記取聆聽內容的重點。 

3-3-1-2 能針對生活經驗，當眾作簡要的 

描述。 

3 3-3-3-2能在與他人談話的過程中，同

理他 人的想法與感受。 

4-3-1-2能透過部件識字教學法，瞭解簡

單 造字原理，協助識字。 

4-3-1-4能利用生字造生活常用詞彙。 

4-3-4-1 能寫出合理的國字筆畫。 

作業評量 

口頭討論 

紙筆測驗 

課堂問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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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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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訊教育】 



C5-1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九貫版) 

5-3-3-1能說出文章的重點與取材。 

5-3-3-4能在提示下認識簡單的文法及修 

辭。 

5-3-5-2 能運用不同的閱讀策略，如：圖 

示、手指輔助唸讀、劃關鍵字、找人事 

時 地物等，增進閱讀的能力。 

6-3-1-1能使用正確文法造句。 

4-3-3能利用資

訊科技媒體等搜

尋需要的資料。 

【性別平等教

育】  

1-3-5 認識不同

性別者的成就與

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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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