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東縣僑智國小 105 學年第 2 學期一年級彈性課程-國語補救教學課程計畫表
教學
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4-1-1 能認識常用國字 700-800 字。
5-1-1 能熟習常用生字語詞的形音義。
5-1-2 能讀懂課文內容，了解文章的大
意。
5-1-3 能培養良好的閱讀興趣、態度和
習慣。
5-1-7 能掌握基本的閱讀技巧。
5-1-7-2 能理解在閱讀過程中所觀察到
第一週 的訊息。
5-1-7-1 能流暢朗讀出文章表達的情
感。
6-1-1 能經由觀摩、分享與欣賞，培養
良好的寫作態度與興趣。
6-1-2-1 能運用學過的字詞，造出通順
的短語或句子。
6-1-6 能認識並練習使用常用的標點符
號。
4-1-1 能認識常用國字 700-800 字。
5-1-1 能熟習常用生字語詞的形音義。
5-1-2 能讀懂課文內容，了解文章的大
意。
5-1-3 能培養良好的閱讀興趣、態度和
習慣。
5-1-7 能掌握基本的閱讀技巧。
5-1-7-2 能理解在閱讀過程中所觀察到
的訊息。
第二週
5-1-7-1 能流暢朗讀出文章表達的情
感。
6-1-1 能經由觀摩、分享與欣賞，培養
良好的寫作態度與興趣。
6-1-1-1 能學習觀察簡單的圖畫和事
物，並練習寫成一段文字。
6-1-2-1 能運用學過的字詞，造出通順
的短語或句子。

學習目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1.能說出春天景物的變化和象徵 第一單元春天 第一課春天來了
意義。
【注音符號應用能力】
2.能認識形容感官的語詞。
1.分辨翹舌音：
3.能練習疊字形容詞的應用。
․春：ㄔㄨㄣ→ㄔ․柔：ㄖㄡˊ→ㄖ․樹：ㄕㄨˋ→ㄕ
4.能練習「問句」的應用。
2.「ㄨ」和「ㄩ」的區別：
5.能觀察並欣賞春天景物的變化。․樹：ㄕㄨˋ→ㄨ․綠：ㄌㄩˋ→ㄩ
6.能培養喜愛親近大自然的習慣 3.分辨多音字「哪」的用法。
與情懷。
【識字與寫字能力】
1.加強「春」、「天」、「柔」、「綠」、「樹」的字形說明。
2.分辨「天、大」、「春、香」、「花、草」的字形差異。
【聆聽與說話能力】
1.能聽懂本課重點。
2.能歸納課文重點，並說出春天來了，景物變化的情形。
【閱讀能力】
1.知道透過觸覺、視覺與嗅覺，感受「春天來了」帶來景物
的變化。
2.從課文引申知道「冬去春來」的時序。
1.能知道春天的雨所帶來的美麗 第一單元春天 第二課春天的雨
景象。
【識字與寫字能力】
2.能說出湖面、地上和秧苗在春雨 1.加強「場」、「落」、「面」、「歡」、「迎」的字形說明。
滋潤下的變化。
2.分辨「兩、雨」、「細、田、苗」的字形差異。
3.能用輕柔的語調朗讀文章。
【聆聽與說話能力】
4.能運用本課所學會的語詞敘述 1.能聽懂本課重點。
雨中景象。
2.能歸納課文重點，並說出春天的雨景。
5.能仔細觀察春雨所帶來的美麗 【閱讀能力】
景象及變化。
1.認識並感受雨天的情景。
6.能喜愛親近大自然並欣賞春天 2.知道「水花」和「傘花」在課文中所代表的意境。
的美景。
3.從課文引申知道春天細雨的景色。
【寫作能力】
1.認識單位量詞的類疊用法：一朵一朵水花
2.語詞加長的擴寫練習。
3.照樣造句：雨落在田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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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數

教學資源 評量方式 備註
南一電子書 字形檢核
聲調檢核
寫字檢核
口語評量
仿作評量

1

南一電子書 字形檢核
聲調檢核
寫字檢核
口語評量
仿作評量

1

教學
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4-1-1 能認識常用國字 700-800 字。
5-1-1 能熟習常用生字語詞的形音義。
5-1-2 能讀懂課文內容，了解文章的大
意。
5-1-3 能培養良好的閱讀興趣、態度和
習慣。
5-1-7 能掌握基本的閱讀技巧。
5-1-7-2 能理解在閱讀過程中所觀察到
的訊息。
第三週 5-1-7-1 能流暢朗讀出文章表達的情
感。
6-1-1 能經由觀摩、分享與欣賞，培養
良好的寫作態度與興趣。
6-1-1-1 能學習觀察簡單的圖畫和事
物，並練習寫成一段文字。
6-1-2-1 能運用學過的字詞，造出通順
的短語或句子。

4-1-1 能認識常用國字 700-800 字。
5-1-1 能熟習常用生字語詞的形音義。
5-1-2 能讀懂課文內容，了解文章的大
意。
5-1-3 能培養良好的閱讀興趣、態度和
習慣。
5-1-7 能掌握基本的閱讀技巧。
5-1-7-2 能理解在閱讀過程中所觀察到
的訊息。
第四週
5-1-7-1 能流暢朗讀出文章表達的情
感。
6-1-1 能經由觀摩、分享與欣賞，培養
良好的寫作態度與興趣。
6-1-1-1 能學習觀察簡單的圖畫和事
物，並練習寫成一段文字。
6-1-2-1 能運用學過的字詞，造出通順
的短語或句子。

學習目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1.能認識燕子春天北返的特性。 第一單元春天 第三課燕子回來的時候
2.能具體描述春天的景象。
【識字與寫字能力】
3.能分辨與「顏色」
、
「動作」有關 1.加強「候」、「帶」、「片」、「貼」、「白」的字型說明。
的字。
2.分辨「剪、前」、「他、也」的字形差異。
4.能認識物品的「量詞」。
【聆聽與說話能力】
5.能培養觀察大自然的興趣與情 1.能聽懂本課重點。
懷。
2.能歸納課文重點，說出春天到來與燕子的關係。
6.能透過想像，感受生活的樂趣。 【閱讀能力】
1.認識候鳥因季節遷徙的習性，所以燕子來到的時候就是春
天。
2.知道「剪刀」是對燕子尾部形狀的形容。
3.能理解課文裡「剪貼」動作的意涵。
【寫作能力】
1.短語練習
(1)貼在窗前
(2)帶著一把剪刀
2.照樣造句
(1)燕子的身上帶著一把剪刀。
(2)燕子回來的時候，就是春天。
1.能知道春天是花朵開放的季節。第一單元春天 第四課小花園
2.能認識記敘文的表述方式。
【識字與寫字能力】
3.能學習照顧植物並欣賞。
1.加強「園」、「屋」、「種」、「望」、「還」的字形說明。
4.能學會「感嘆句」。
2.分辨「紅、綠」、「吹、哇」的字形差異。
5.培養觀賞植物的興趣，以增添生 【聆聽與說話能力】
活中的樂趣。
1.能聽懂本課重點。
6.從花朵的開放體會春天的美麗。2.能歸納課文重點，並說出種植物的過程與樂趣。
【閱讀能力】
1.知道「種花」的過程和樂趣。
2.知道以「時間、人物、事情、結果」為順序的敘寫方法。
3.從課文內容「種花」，知道春天是花開的美麗季節。
【寫作能力】
1.認識敘述的表述方式。
2.句型練習
(1)有……有……也有……(2)……還……
(3)練習「感嘆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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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數

教學資源 評量方式 備註
南一電子書 字形檢核
聲調檢核
寫字檢核
口語評量
仿作評量

1

南一電子書 字形檢核
聲調檢核
寫字檢核
口語評量
仿作評量

1

教學
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4-1-1-1 能利用部首或簡單造字原理，
輔助識字。
4-1-1-2 能利用生字造詞。
4-1-1-3 能利用新詞造句。
5-1-1 能熟習常用生字語詞的形音義。
第五週
3-1-1-5 能用完整的語句回答問題。
6-1-2-2 能仿寫簡單句型。
6-1-6 能認識並練習使用常用的標點符
號。
4-1-1 能認識常用國字 700-800 字。
5-1-1 能熟習常用生字語詞的形音義。
5-1-2 能讀懂課文內容，了解文章的大
意。
5-1-3 能培養良好的閱讀興趣、態度和
習慣。
5-1-7 能掌握基本的閱讀技巧。
第六週
5-1-7-2 能理解在閱讀過程中所觀察到
的訊息。
6-1-1-1 能學習觀察簡單的圖畫和事
物，並練習寫成一段文字。
6-1-2-1 能運用學過的字詞，造出通順
的短語或句子。
6-1-3-1 能練習寫作簡短的文章。
5-1-1 能熟習常用生字語詞的形音義。
5-1-2 能讀懂課文內容，了解文章的大
意。
5-1-7 能掌握基本的閱讀技巧。
5-1-7-2 能理解在閱讀過程中所觀察到
的訊息。
5-1-2-1 能分辨基本的文體。
第七週
5-1-7-1 能流暢朗讀出文章表達的情
感。
6-1-1 能經由觀摩、分享與欣賞，培養
良好的寫作態度與興趣。
6-1-2-1 能運用學過的字詞，造出通順
的短語或句子。

學習目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1.指導學生了解字形的組合方式。語文天地一
2.建立學生「上下合併」與「左右 【識字與寫字能力】
合併」的字形結構。
․加強認知「方」
、
「田」
、
「至」
、
「雨」
、
「欠」等字形的變化。
3.建立「部首」與「部件」的概念，【聆聽與說話能力】
並能正確區分與應用。
1.教師指導分辨「黃、房」、「園、圓」、「外、快」等字的讀
4.能口齒清晰正確的閱讀。
音。2.利用問答練習，讓學生認識問句，並練習如何回答。
5.學生能應用「…就像個…」
、
「… 【閱讀能力】
還…」等語詞造句。
1.教師指導分辨「就像個」、「剛」、「還」等字詞的意思。
6.指導學生認識「逗號」與「句號」2.說明每個句子的結構。
的用法，並能在文句中應用。
3.說明逗號與句號的意義，由課文中找出例句，加強理解。
1.能了解彩虹出現的美麗景象與 第二單元大自然 第五課彩虹
形成原因。
【識字與寫字能力】
2.能學習運用韻文描寫景物的寫 1.加強「停」、「現」、「色」、「少」、「拜」的字形說明。
作方法。
2.分辨多音字「空」的讀音，及「訪、放」的字形差異。
3.能仔細觀察並具體說出天空中 【聆聽與說話能力】
彩虹出現時的景象。
1.能聽懂本課重點。
4.能運用本課照樣造句敘寫文句。2.能歸納課文重點，並說出彩虹的形狀和顏色。
5.能欣賞大自然景物的變化，培養 【閱讀能力】
愛護大自然的情懷。
1.了解彩虹出現的時機。
6.能激發對大自然的探索與好奇 2.知道以「摹色」、「摹狀」的方式發揮聯想力。
心。
【寫作能力】
1.認識童詩的分行和分段及押韻方式。
2.認識「摹色」、「摹狀」的寫作方法。
3.照樣造句：彩虹像彎彎的橋。
1.能知道大自然中各種景物的聲 第二單元大自然 第六課山中音樂會
音。
【識字與寫字能力】
2.能知道山中的環境與不同景物。1.加強「音」、「會」、「谷」、「過」、「入」的字形說明。
3.能觀察事物，並說出其特色。 2.分辨多音字「間」的讀音，及「木、林」的字形差異。
4.能運用「摹聲詞」敘寫文句。 【聆聽與說話能力】
5.能欣賞山中美景與大自然美妙 能聽懂本課重點；能歸納課文重點。
之音。
【閱讀能力】
6.能用不同的角度欣賞大自然，建 1.知道山中音樂會的成員與景觀。
立保護生態的觀念。
2.體會山中音樂會的趣味與奇妙。
3.從課文中知道用不同的角度欣賞大自然，建立保護生態環
境的觀念。
【寫作能力】
1.認識童詩的分行和分段及寫作方法。
2.句型練習：要……也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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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數

教學資源 評量方式 備註
南一電子書 字形檢核
寫字檢核
口語評量

1

南一電子書 字形檢核
聲調檢核
寫字檢核
口語評量
仿作評量
1

南一電子書 字形檢核
聲調檢核
寫字檢核
口語評量
仿作評量
1

教學
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學習目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4-1-1 能認識常用國字 700-800 字。
5-1-1 能熟習常用生字語詞的形音義。
5-1-2 能讀懂課文內容，了解文章的大
意。
5-1-3 能培養良好的閱讀興趣、態度和
習慣。
5-1-7 能掌握基本的閱讀技巧。
5-1-7-2 能理解在閱讀過程中所觀察到
的訊息。
第八週 5-1-2-1 能分辨基本的文體。
5-1-7-1 能流暢朗讀出文章表達的情
感。
6-1-1 能經由觀摩、分享與欣賞，培養
良好的寫作態度與興趣。
6-1-1-1 能學習觀察簡單的圖畫和事
物，並練習寫成一段文字。
6-1-2-1 能運用學過的字詞，造出通順
的短語或句子。

1.能知道海邊的活動與海的特性。第二單元大自然 第七課看海
2.能知道觀察、探索、發現、體會 1.加強「海」
、
「今」
、
「浪」
、
「退」
、
「堡」
、
「耍」的字形說明。
的重要與趣味。
2.分辨同音字「像、向」、「在、再」的異同。
3.能說出海與其他景物的互動關 【聆聽與說話能力】
係。
1.能聽懂本課重點。
4.能運用類疊語詞進行寫作練習。2.能歸納課文重點，並說出海與其他景物的互動關係。
5.能欣賞海的景象，感受接近大自 【閱讀能力】
然的樂趣。
1.觀察並欣賞海的景象，知道海邊的活動。
6.能欣賞大自然景物的變幻，培養 2.知道記敘文以「時間、經過、感想」為順序的敘寫方法。
喜歡親近大自然的情操。
3.從課文內容知道觀察、探索、發現、體會的重要與趣味。
【寫作能力】
1.認識「記敘文」的寫作方法。
2.運用類疊語詞進行寫作練習。
3.句型練習
(1)……又……(2)有人……有人……

4-1-1 能認識常用國字 700-800 字。
5-1-1 能熟習常用生字語詞的形音義。
5-1-2 能讀懂課文內容，了解文章的大
意。
5-1-3 能培養良好的閱讀興趣、態度和
習慣。
5-1-7 能掌握基本的閱讀技巧。
5-1-7-2 能理解在閱讀過程中所觀察到
的訊息。
第九週 5-1-7-1 能流暢朗讀出文章表達的情
感。
6-1-1 能經由觀摩、分享與欣賞，培養
良好的寫作態度與興趣。
6-1-1-1 能學習觀察簡單的圖畫和事
物，並練習寫成一段文字。
6-1-2-1 能運用學過的字詞，造出通順
的短語或句子。
6-1-3-1 能練習寫作簡短的文章。

1.能知道大自然有各種事物。
2.能知道詩歌的記敘方式。
3.能運用詩歌描寫景物。
4.能運用聯想力描寫景物。
5.能以豐富的想像力感受周遭事
物傳遞的訊息。
6.能喜愛親近大自然、欣賞大自
然。

第二單元大自然 第八課大自然是一本書
【識字與寫字能力】
1.加強「自」、「本」、「書」、「進」、「住」、「動」、「物」的字
形說明。
2.分辨「木、林、森」的字形差異。
【聆聽與說話能力】
1.能聽懂本課重點。
2.能歸納課文重點，了解大自然的美好與奇妙。
【閱讀能力】
1.體會大自然的美麗與奧妙。
2.從課文內容引申知道大自然帶給人類的美好。
3.從課文中知道，走進大自然就像打開一本書，充滿知性與
趣味。
【寫作能力】
1.能用聯想力來描寫大自然像什麼東西。
2.句型練習
(1)還有……(2)……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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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數

教學資源 評量方式 備註
南一電子書 字形檢核
聲調檢核
寫字檢核
口語評量
仿作評量

1

南一電子書 字形檢核
聲調檢核
寫字檢核
口語評量
仿作評量

1

教學
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學習目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4-4-1-1 能運用六書的原則，輔助認字。 1.訓練學生同音字、字形相似字的 語文天地二
4-4-1-2 能概略瞭解文字的結構，理解 辨別與應用。
【識字與寫字能力】
文字的字義。
2.能比較語詞的相對概念，如:「多 1.分辨「本、木」、「白、自」、「人、入」、「小、少」、「耍、
4-4-1-3 能說出六書的基本原則，並分 →少」
、
「裡→外」
、
「進→退」
、
「遠 要」等字的字形差異。
析文字的字形結構，理解文字字義。 →近」。
2.加強指導分辨同音字「布、不」、「虹、紅」、「道、到」的
5-1-1 能熟習常用生字語詞的形音義。 3.能利用部首或簡單造字原理，輔 意思。
第十週
6-1-2-2 能仿寫簡單句型。
助識字。
【閱讀能力】
4.熟習同音字用法，並能在語句中 1.能明白「多、少」、「裡、外」、「進、退」字義的不同。
應用。
2.能讀懂文章中描述的景象與意義，並分享心得。
5.訓練學生利用語詞造句的能力。【寫作能力】
6.能口齒清晰、情感豐富的朗讀。 1.練習用「出現」
、
「又」造句。2.指導學生量詞的使用方式。
4-1-1 能認識常用國字 700-800 字。
5-1-1 能熟習常用生字語詞的形音義。
5-1-2 能讀懂課文內容，了解文章的大
意。
5-1-3 能培養良好的閱讀興趣、態度和
習慣。
5-1-7 能掌握基本的閱讀技巧。
5-1-7-2 能理解在閱讀過程中所觀察到
的訊息。
5-1-7-1 能流暢朗讀出文章表達的情
感。
第十一 6-1-1 能經由觀摩、分享與欣賞，培養
良好的寫作態度與興趣。
週
6-1-2-1 能運用學過的字詞，造出通順
的短語或句子。
◎環境教育
1-1-1 能運用五官觀察體驗、探究環境
中的事物。
2-1-1 認識生活周遭的自然環境與人造
環境，以及常見的動物、植物、微生物
彼此之間的互動關係。
◎人權教育
2-1-1 瞭解兒童對遊戲權利的需求並促
進身心健康與發展。

1.能說出公園裡的景象及到公園 第三單元生活 第九課公園裡
玩的情形。
【注音符號應用能力】
2.能說出在公園遊玩時應該注意 1.加強翹舌音：
的事項。
․常：ㄔㄤˊ→ㄔ․這：ㄓㄜˋ→ㄓ
3.能練習疊字詞的應用。
2.分辨「ㄐ」和「ㄑ」的讀音：
4.能練習文章的分段方式。
․九：ㄐㄧㄡˇ→ㄐ․假：ㄐㄧㄚˋ→ㄐ
5.能喜歡戶外活動，體驗到公園玩 ․棋：ㄑㄧˊ→ㄑ․拳：ㄑㄩㄢˊ→ㄑ
的樂趣。
․球：ㄑ一ㄡˊ→ㄑ
6.能珍惜與家人相處的時光，快樂 3.分辨多音字「假」的讀音和用法。
的生活與成長。
【識字與寫字能力】
1.加強「附」、「常」、「跳」、「假」、「步」的字形說明。
2.分辨多音字「假」、同音字「進、近」的用法。
【聆聽與說話能力】
1.能聽懂本課重點。
2.能歸納課文重點，並說出公園的景色和活動。
【閱讀能力】
1.知道和朋友互動的樂趣。
2.知道記敘文描寫景物的敘寫方式。
3.從課文內容引申知道生活周遭有許多遊玩的去處。
【寫作能力】
1.認識「記敘文」的寫作方法。
2.照樣造句：有人在樹下談天、下棋。
3.句型練習
(1)有些人……有些人……(2)會……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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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數

教學資源 評量方式 備註
南一電子書 字形檢核
寫字檢核
口語評量
仿作評量

1

南一電子書 字形檢核
聲調檢核
寫字檢核
口語評量
仿作評量

1

教學
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4-1-1 能認識常用國字 700-800 字。
5-1-1 能熟習常用生字語詞的形音義。
5-1-2 能讀懂課文內容，了解文章的大
意。
5-1-3 能培養良好的閱讀興趣、態度和
習慣。
5-1-7 能掌握基本的閱讀技巧。
5-1-7-2 能理解在閱讀過程中所觀察到
的訊息。
第十二 5-1-2-1 能分辨基本的文體。
5-1-7-1 能流暢朗讀出文章表達的情
週
感。
6-1-1 能經由觀摩、分享與欣賞，培養
良好的寫作態度與興趣。
6-1-1-1 能學習觀察簡單的圖畫和事
物，並練習寫成一段文字。
6-1-2-1 能運用學過的字詞，造出通順
的短語或句子。
◎人權教育
2-1-1 瞭解兒童對遊戲權利的需求並促
進身心健康與發展。
5-1-1 能熟習常用生字語詞的形音義。
5-1-2 能讀懂課文內容，了解文章的大
意。
5-1-3 能培養良好的閱讀興趣、態度和
習慣。
5-1-7 能掌握基本的閱讀技巧。
5-1-7-2 能理解在閱讀過程中所觀察到
第十三 的訊息。
6-1-3-2 能配合日常生活，練習寫簡單
週
的應用文（如：賀卡、便條、書信及日
記等）。
6-1-1 能經由觀摩、分享與欣賞，培養
良好的寫作態度與興趣。
6-1-1-1 能學習觀察簡單的圖畫和事
物，並練習寫成一段文字。
6-1-2-1 能運用學過的字詞，造出通順
的短語或句子。

學習目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1.認識基礎時間觀，進而妥善分配 第三單元生活 第十課一天的時間
時間。
【識字與寫字能力】
2.養成自律習慣。
1.加強「麻」、「餅」、「東」、「澡」、「收」的字形說明。
3.辨別量詞「一口」與形容詞「一 2.分辨「口、只」、「東、柔」的字形差異。
小小口」的差別。
【聆聽與說話能力】
4.能運用想像力描寫生活中的事 1.能聽懂本課重點。
物。
2.能歸納課文重點，並能說出一天中自己做了哪些事情。
5.懂得珍惜、把握時間。
【閱讀能力】
1.能知道每天有多少時間，做了哪些事。
2.能夠知道珍惜時間的重要。
【寫作能力】
1.認識「韻文」的寫法。2.短語練習
(1)收房間(2)咬一口芝麻餅
3.句型練習
(1)……只剩……(2)……也……

1.能說出卡片的功用。
第三單元生活 第十一課生日卡片
2.能認識卡片的寫法。
【識字與寫字能力】
3.能利用文字或繪畫表達心意。 1.加強「卡」、「封」、「給」、「祝」、「哥」的字形說明。
4.能完成卡片的製作。
2.分辨同音字「祝、住」、「封、風」。
5.能藉由送卡片學習表情達意的 【聆聽與說話能力】
方法。
1.能聽懂本課重點。
6.能適時表達祝福、感謝之意，培 2.能歸納課文重點，並了解卡片的用途。
養樂於分享的情操。
3.和大家分享「收到卡片」的心情。
【閱讀能力】
1.能利用文字或繪畫表達心意。
2.能適時表達祝福、感謝之意。
【寫作能力】
1.能認識卡片的寫法。
2.照樣造句
(1)書桌上有一個布娃娃。(2)哥哥祝我生日快樂。
(3)今天是你的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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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數

教學資源 評量方式 備註
南一電子書 字形檢核
聲調檢核
寫字檢核
口語評量
仿作評量

1

南一電子書 字形檢核
聲調檢核
寫字檢核
口語評量
仿作評量

1

教學
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4-1-1 能認識常用國字 700-800 字。
5-1-1 能熟習常用生字語詞的形音義。
5-1-7 能掌握基本的閱讀技巧。
5-1-7-2 能理解在閱讀過程中所觀察到
的訊息。
第十四 5-1-7-1 能流暢朗讀出文章表達的情
感。
週
6-1-1 能經由觀摩、分享與欣賞，培養
良好的寫作態度與興趣。
6-1-1-1 能學習觀察簡單的圖畫和事
物，並練習寫成一段文字。
6-1-2-1 能運用學過的字詞，造出通順
的短語或句子。
4-1-1-1 能利用部首或簡單造字原理，
輔助識字。
4-1-1-2 能利用生字造詞。
5-1-1 能熟習常用生字語詞的形音義。
6-1-2-2 能仿寫簡單句型。
第十五 2-1-2-4 能有條理的掌握聆聽到的內
容。
週
3-1-3-2 能生動的看圖說故事。
6-1-3-2 能配合日常生活，練習寫簡單
的應用文(如：賀卡、便條、書信及日記
等)。
6-1-4-1 能利用卡片寫作，傳達對他人
的關心。
5-1-1 能熟習常用生字語詞的形音義。
5-1-7 能掌握基本的閱讀技巧。
5-1-7-2 能理解在閱讀過程中所觀察到
的訊息。
第十六 6-1-1 能經由觀摩、分享與欣賞，培養
良好的寫作態度與興趣。
週
6-1-1-1 能學習觀察簡單的圖畫和事
物，並練習寫成一段文字。
6-1-2-1 能運用學過的字詞，造出通順
的短語或句子。

學習目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1.能知道生活中排隊的重要與注 第三單元生活 第十二課排隊
意事項。
【聆聽與說話能力】
2.能練習疊字詞的應用。
1.能聽懂本課重點。
3.能練習「疑問句」的應用。
2.能歸納課文重點，並和大家分享「排隊」在生活中有哪些
4.能養成隨時排隊的好習慣。
重要性。
5.能培養有秩序、守規矩的生活習 【閱讀能力】
1
慣。
1.知道「排隊」的重要性。2.知道疊字詞的寫作技巧。
3.從課文內容引申知道生活的樂趣也需要建立在遵守規則
上。
【寫作能力】
1.認識一問一答的寫作技巧。2.短語練習：平平安安
3.照樣造句
(1)螞蟻排著隊伍，走過草地。(2)小朋友平平安安的回家。
1.能認識標點符號的意義及用法。語文天地三
2.能熟練「問號」與「驚嘆號」的 【識字與寫字能力】
用法，並能在文句中應用。
1.認識言部與口部的字，並練習造詞。
3.能仔細觀察字形的變化。
2.能夠辨識出那些字擁有相同部首。
4.能知道句型的變化與應用。
3.比較形近字之間的差異。
5.能專心聆聽故事。
【聆聽與說話能力】
1
6.能區分「收卡片的人」跟「寫卡 1.能夠依據標點符號的不同而轉換句子的語氣。
片的人」。
2.能聽出句子中的情緒。
7.能口齒清晰的以完整的語句回 3.能夠專心聆聽故事的內容。
答問題。
【寫作能力】
8.能依據課本格式寫一張卡片。 1.學會使用並列句「又……又……」與「有些……有些……」
造句。
2.能區分「收卡片的人」跟「寫卡片的人」。
1.能說出圖文並茂的畫作的功用。第四單元我喜歡 第十三課畫畫
2.能認識童詩的分段和押韻的寫 【聆聽與說話能力】
作技巧。
1.能聽懂本課重點。
3.能練習疊字詞的應用。
2.能歸納課文重點，並和大家分享自己曾送物品給誰的經驗。
4.能利用文字或繪畫表達心意。 【閱讀能力】
1
5.能藉由送畫作學習表達情意的 1.認識疊字形容詞的用法。
方法。
2.從課文內容引申知道自己的樂趣也可以和別人分享。
6.能適時表達感謝、祝福之意，培 【寫作能力】
養樂於分享的情操。
1.認識「韻文」的寫作方法。2.能練習語詞加長的擴寫練習。
3.短語練習：一張可愛的笑臉 4.照樣造句：我愛畫畫。
5.句型練習：練習「感嘆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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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資源 評量方式 備註
南一電子書 字形檢核
聲調檢核
寫字檢核
口語評量
仿作評量

南一電子書 字形檢核
聲調檢核
寫字檢核
口語評量
仿作評量

南一電子書 字形檢核
聲調檢核
寫字檢核
口語評量
仿作評量

教學
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4-1-1 能認識常用國字 700-800 字。
5-1-1 能熟習常用生字語詞的形音義。
5-1-2 能讀懂課文內容，了解文章的大
意。
5-1-7-2 能理解在閱讀過程中所觀察到
的訊息。
5-1-2-1 能分辨基本的文體。
第十七 5-1-7-1 能流暢朗讀出文章表達的情
感。
週
6-1-1 能經由觀摩、分享與欣賞，培養
良好的寫作態度與興趣。
6-1-1-1 能學習觀察簡單的圖畫和事
物，並練習寫成一段文字。
6-1-2-1 能運用學過的字詞，造出通順
的短語或句子。

4-1-1 能認識常用國字 700-800 字。
5-1-1 能熟習常用生字語詞的形音義。
5-1-2 能讀懂課文內容，了解文章的大
意。
5-1-3 能培養良好的閱讀興趣、態度和
習慣。
5-1-7 能掌握基本的閱讀技巧。
5-1-7-2 能理解在閱讀過程中所觀察到
的訊息。
第十八 5-1-2-1 能分辨基本的文體。
週 6-1-1 能經由觀摩、分享與欣賞，培養
良好的寫作態度與興趣。
6-1-1-1 能學習觀察簡單的圖畫和事
物，並練習寫成一段文字。
6-1-2-1 能運用學過的字詞，造出通順
的短語或句子。
◎人權教育
2-1-1 瞭解兒童對遊戲權利的需求並促
進身心健康與發展。

學習目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1.能知道捏陶的方法。
第四單元我喜歡 第十四課捏陶樂
2.能知道以「直述句」敘寫的寫作 【識字與寫字能力】
方法。
1.加強「捏」、「以」、「己」、「得」、「意」的字形說明。
3.能用順敘方式練習寫作。
2.分辨「品、森」、「音、意」的字形差異。
4.能說出捏陶的經過，並分享捏陶 【聆聽與說話能力】
的經驗。
1.能聽懂本課重點。
5.能體會捏陶的樂趣，並喜愛捏 2.能歸納課文重點，並和大家分享自己喜歡哪些社團活動。
陶。
【閱讀能力】
6.能樂於學習新事物以充實自己。1.認識「記敘文」的寫作方法。
2.從課文內容引申知道可以從作品中獲得成就感，並學習懂
得適時讚美他人。
【寫作能力】
1.認識「記敘文」的寫作方法。
2.短語練習
(1)捏出一隻大白鵝(2)心裡好得意
3.句型練習
(1)可以……(2)一面……一面……
1.能知道以事情發生先後順序敘 第四單元我喜歡 第十五課追風小飛俠
述的寫作方法。
【注音符號應用能力】
2.能學習用詩歌的寫作形式來描 1.分辨翹舌音：
寫活動的情形。
․追：ㄓㄨㄟ→ㄓ․直：ㄓˊ→ㄓ
3.能說出直排輪的情形。
․串：ㄔㄨㄢˋ→ㄔ․成：ㄔㄥˊ→ㄔ
4.能練習詩歌的分段方式。
2.加強結合韻「ㄨㄣ」的讀音：․輪：ㄌㄨㄣˊ→ㄨㄣ
5.能體會溜直排輪的樂趣，進而培 3.分辨多音字「度」的用法。
養運動的習慣與興趣。
【識字與寫字能力】
6.能和朋友一起玩，培養合群的能 1.加強「追」、「直」、「耳」、「景」、「成」的字形說明。
力，並增添生活樂趣。
2.分辨音近字「速、樹」、「搭、拉」的異同。
【聆聽與說話能力】
1.能聽懂本課重點。
2.能歸納課文重點，懂得安排休閒活動，並表達自己的感受。
【閱讀能力】
1.能說出溜直排輪的情形。
2.能體會溜直排輪的樂趣，培養運動的習慣。
【寫作能力】
1.能練習詩歌的分段方式。2.短語練習：比比誰的速度快
3.照樣造句
(1)風在耳邊叫。(2)我們都是追風的小飛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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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資源 評量方式 備註
南一電子書 字形檢核
聲調檢核
寫字檢核
口語評量
仿作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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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調檢核
寫字檢核
口語評量
仿作評量

1

教學
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學習目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4-1-1 能認識常用國字 700-800 字。
5-1-1 能熟習常用生字語詞的形音義。
5-1-2 能讀懂課文內容，了解文章的大
意。
5-1-3 能培養良好的閱讀興趣、態度和
習慣。
5-1-7 能掌握基本的閱讀技巧。
5-1-7-2 能理解在閱讀過程中所觀察到
的訊息。
第十九 5-1-7-1 能流暢朗讀出文章表達的情
週 感。
6-1-1 能經由觀摩、分享與欣賞，培養
良好的寫作態度與興趣。
6-1-1-1 能學習觀察簡單的圖畫和事
物，並練習寫成一段文字。
6-1-2-1 能運用學過的字詞，造出通順
的短語或句子。
6-1-3-1 能練習寫作簡短的文章。

1.能知道跳舞與音樂的快慢能表 第四單元我喜歡 第十六課跳舞
現出不同的情感。
【注音符號應用能力】
2.能知道文章的對比寫作方法。 1.加強結合韻「ㄧㄥ」的讀音：
3.能說出跳舞的感受並分享跳舞 ․輕：ㄑㄧㄥ→ㄧㄥ․星：ㄒㄧㄥ→ㄧㄥ
的經驗。
2.分辨翹舌音：
4.能應用敘事和抒情的寫作方
․事：ㄕˋ→ㄕ․伸：ㄕㄣ→ㄕ․摘：ㄓㄞ→ㄓ
法，使文章更生動活潑。
3.分辨多音字「當」的用法。
5.能體會跳舞的樂趣與成就感。 【識字與寫字能力】
6.能以自己的喜好培養興趣，豐富 1.加強「舞」、「跟」、「貓」、「扭」、「腰」的字形說明。
自己的生活。
2.分辨「很、跟、退」、「當、常」的字形差異。
【聆聽與說話能力】
1.能聽懂本課重點。
2.能歸納課文重點，並能運用想像力，引發不同的聯想。
【閱讀能力】
1.能知道跳舞與音樂快慢能表現出不同情感。
2.能體會跳舞的樂趣與成就感。
【寫作能力】
1.能知道文章的對比寫作方法。
2.照樣造句：我把星星摘下來。
3.句型練習(1)當……的時候……(2)喜歡……也喜歡……
4-1-1-1 能利用部首或簡單造字原理， 1.能利用部首或簡單造字原理，輔 語文天地四
輔助識字。
助識字。
【識字與寫字能力】
4-1-1-2 能利用生字造詞。
2.訓練學生同音字、字形相似字的 1.加強認知部首的變形，如「扌、手」
、
「亻、人」
、
「忄、心」、
4-1-1-3 能利用新詞造句。
辨別與應用。
「辶、辵」。
5-1-1 能熟習常用生字語詞的形音義。 3.熟習同音字用法，並能在語句中 2.加強分辨同音字「事、是」、「座、作」、「畫、話」。
6-1-2-2 能仿寫簡單句型。
應用。
3.認識象形字。
2-1-1 能培養良好的聆聽態度。
4.學習如何運用語詞造句。
【聆聽與說話能力】
第二十 2-1-2 能確實把握聆聽的方法。
5.能口齒清晰的讀出完整的句子。1.能仔細聆聽故事內容。
週 2-1-2-4 能有條理的掌握聆聽到的內
6.訓練學生聆聽的專注力。
2.依據聽到的故事內容，統整故事大意並回答問題。
容。
【寫作能力】
3-1-1 能正確發音並說流利國語。
1.認識疊字動詞的用法。
3-1-3-2 能生動的看圖說故事。
2.學會「喜歡……也喜歡……」的句型運用。
4-1-4-1 能掌握基本筆畫的名稱、字形
和筆順。
4-1-4-2 能正確認識楷書基本筆畫的書
寫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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