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陽光西嶺學習護照個人檔案

◎我是四年甲班   號的           

◎我的生日：                     

◎我的星座：                     

◎我的興趣：                    

◎我最喜歡的科目:               

南投縣西嶺國民小學110學年度「陽光西嶺學習護照」認證實施計畫

壹、主旨：為了培養學生「帶著走的能力」，達成九年一貫課程之基本能力指標，以學習護照

認證方式檢驗並肯定學生學習成果與教師教學效能，紀錄學習成長之軌跡，並在

親師生合作之下培養孩子終身學習的良好習慣。

貳、實施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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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由全校教師共同編輯一至六年級學習護照，並逐年檢討修訂教材內容。

二、 學生一人一冊「陽光西嶺學習護照」，並依認證標準由級任老師認證蓋學校獎章。

三、 學生累積獎章可以兌換文具用品。

四、 認證類別及標準

 

說明：1.教師得依學生學習程度可以調整獎章點數，但一學期每生以100點為上限。

          2.學生須妥善保護學習護照整潔，假如遺失須負擔印刷費，並且獎章規零。

五、獎勵方式

  （一）學生完成項目即請級任老師或相關教師認證蓋獎章，積滿10點即可兌換文具用品。

  （二）請於定期評量後統一至教導處兌換文具用品，時間由教導處依學校行事廣播宣布。

  （三）可供兌換之文具用品將不定期更換並張貼於文化走廊公佈欄。

參、本活動所需經費由學校獎助學金經費項下核支。  

肆、本計畫呈請 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南投縣西嶺國民小學110學年度「陽光西嶺學習護照」認證獎章紀錄表

                                   四年甲班  姓名：               

認    證    獎    章    紀    錄    表 兌換章

護照項目 認  證  標  準 獎章

英語護照 能針對當週進度內容背誦流暢，發音標準。 1點

讀經護照 能流暢背誦一首或一篇詩詞或經典，停頓不超過二次。 1點

閩南語護照 能流暢朗誦、了解涵義，並清楚寫下內容。 1點

閱讀理解 能達到教師所訂學習目標。 1點/教師認定

引導式作文 能達到教師所訂學習目標。 1點/教師認定

文章入選 文章或繪畫入選校刊。 10點

文章入選 文章或繪畫入選國語日報或縣內相關兒童文選刊物 20點

榮譽獎章 對學校及班級榮譽有貢獻。(每學期每班以 50點為上限) 1點

路隊獎章 確實排路隊走路上學。（每20點可兌換文具） 1點

閱讀護照 確實完成年段要求。 4點

廢電池回收 1.2號電池，每2顆 1點；3.4號電池，每 5顆 1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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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西嶺國民小學110學年度「陽光西嶺學習護照」認證獎章紀錄表

                                   四 年甲班  姓名：               

認    證    獎    章    紀    錄    表 兌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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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西嶺國民小學110學年度榮譽獎章紀錄表

                                     四   年甲班  姓名：               

認    證    獎    章    紀    錄    表 兌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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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西嶺國民小學110學年度「走路隊上學」健康認證獎章紀錄表

                                     四     年甲班  姓名：               

兌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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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西嶺國民小學110學年度「廢電池回收」環保認證獎章紀錄表

                                    四  年甲班  姓名：               

認    證    獎    章    紀    錄    表 兌換章

   Ps:廢電池回收 1.2號電池，每 5顆 1點；3.4號電池，每10顆 1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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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 語 護 照

南投縣西嶺國小110學年度上學期週四晨間英語教材
Page1（第一頁）  班級（Class）：四甲   座號（Number）：    姓名（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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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ek
VOCABULARY

（單字）

SENTENCE PATTERNS

（句型）

PHONICS

（拼音練

習）

Week1
sixteen
seventeen
eighteen

Can you dance ?
Yes, I can.
No, I can’t.

bat  Ben

Week2
nineteen
twenty

Can Toby/he /she swim ?
Yes, ________ can.
No, ________can’t.

big  pat

Week3
dance
draw
read

Can he ride a bike ?
Yes, he can.
No, he can’t.

pen pig

Week4
sing  swim
ride a bike

Hurry up.
Try again.

review

Week5
fifteen
twenty

What time is it ? den  ten

Week6
twenty-five
thirty

It’s three twenty-five.
dip
tip

Week7
forty
fifty

What time is it ?
It’s two o’clock.

dot
tot

Week8 review
Can you help me ?
No problem.

Gap cap

南投縣西嶺國小110學年度上學期週四晨間英語教材
Page2（第二頁）  班級（Class）：四甲   座號（Number）：    姓名（Name）：

Week
VOCABULARY

（單字）

SENTENCE PATTERNS

（句型）

PHONICS

（拼音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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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ek11
in
on
under

Sorry, I’m late.
That’s OK.

goat coat

Week12
by
chair
desk

Where’s my yo-yo ?
It’s under the box.

gold cold

Week13 table
Where’s my eraser ?
It’s on the chair.

van fan

Week14
bathroom
bedroom

Come here.
What a mess !

vat fat

Week15
kitchen
dining room
living room

Where are you ? 
I am at home.

vase
face

Week16 Review
Where is Tina ?
She’s in the bedroom.

Zack
sack

Week17 review
What’s wrong ?
I can’t find my mom.

zip
sip

Week18 review Let me show you.
zoo
S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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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 單字
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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閩 南 語 護 照

西嶺國小四年級上學期台語學習單

周別 進度：入聲 評  量 備 註

1 鴨 ah  百 pah  拍 phah

2 肉 bah  貼 tah  塔 thah

3 甲 kah  卡 khah  紮錢 tsah

4 插 tshah  煠 sa̍h  厄 eh

5 伯 peh  脈 me̍h  麥 be̍h

6 宅 the̍h  凹肚 neh  咧睏 leh

7 隔 keh  客 kheh  嚇 heh

8 月 ge̍h  豆莢 ngeh  節 tseh

9 冊 tsheh  雪 seh  鱉 pih

10 物 mih̍  覕雨 bih  滴 tih

11 鐵 thih  � nih  裂--開 lih̍

12 砌 kih  缺 khih  摺衫 tsih

13 蠘仔 tshih̍  閃爍 sih

14 揤電鈴 jih̍  學 o̍h  粕 phoh

15 桌 toh  落 lo̍h  插胳 k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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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鶴 ho̍h  種作 tsoh  � tshoh

17 索 soh  拍噎仔 uh  

18 發穎 puh  譀浡 phu̍h

19 盹龜 tuh  禿額 thuh

20 泏屎 tsuh  眵目 tshuh

閱 讀 理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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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閱讀測驗

（一）、（    ）文中作者提到他有幾個朋友？ 1. 三個  2.四個  3.五個。

（二）、（    ）作者提到膽石，你覺得膽石是？ 1. 根本就不存在  2. 膽石愈大，

膽量就愈大 3. 一種「美麗的迷信」。

（三）、（    ）文中作者提到幾位長輩？  1.六位  2.四位  3.五位。

（四）、（    ）下面敘述正確的是  1.阿坤的膽石最小，膽子卻最大，所以膽子

愈大膽石愈小  2.膽石代表的是母親的愛心，膽石大小跟膽量沒

有關係  3.每個人的膽石都一樣大。

二、討論問題

（一）、作者說膽石是一種「美麗的迷信」，你覺得這句話的意思是什麼？

（二）、想一想，我們日常生活中還有沒有類似這樣的「美麗的迷信」？為什麼

你會這樣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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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閱讀測驗

（一）、（    ）文中提到新發現恐龍是滅絕的原因是？ 1. 糧食不夠而大量死亡  2.

傳染病流行，造成恐龍滅絕  3.外星撞擊地球導致氣候變化，使

恐龍滅絕。

（二）、（    ）外星撞擊地球導致恐龍滅絕的原因，下列哪一項不是正確的？ 1. 

海底岩石中化石的變化，告物我們地球發生巨變，把原有的生物

都消滅  2. 海底岩石很厚，說明巨變時間很短  3. 海底岩石有銥，

如果不是外星球帶來的，就是從地心震盪出來的。

（三）、（    ）下面敘述錯誤的是  1.恐龍存活了六千多萬年  2.恐龍不只有腕龍、

異特龍、三角龍、劍龍   3. 外星撞擊地球可能使大型恐龍滅絕。

二、討論問題

（一）、恐龍滅亡的原因，你覺得除了文中提到的以外，是不是還有什麼可能的

原因？（不管你想的原因是不是真的，只要你覺得還有其他原因，都可以寫出

來）

（二）、想一想，外星撞擊地球導致氣候變化，使恐龍集體消失是真的嗎？如果

是，為什麼還有其他的動物、植物存活下來？

21



22



23



24



25



26



一、閱讀測驗

（一）、（    ）文中作者提到姓名的共幾個人？ 1. 三個  2.二個  3.四個。

（二）、（    ）下面的敘述，正確的是？ 1. 「醉菊」根本就不存在，只是傳奇故

事  2. 「醉菊」存在，是黃華種的 3. 黃華是菊花仙子，而且愛喝酒。

（三）、（    ）哪個成語並沒有出現在文中？1. 文質彬彬 2.一見如故 3.悲痛欲絕。

（四）、（    ）關於馬才子，哪個敘述是錯誤的？  1.馬才子愛菊花，也擅長種菊

花  2.因為馬才子的好奇心而害死菊花仙子黃英  3.馬才子、曾成、

黃英、黃華都是好朋友。

二、討論問題

（一）、想一想，換作是你，你會怎麼解開菊花仙子變成人的祕密？為什麼你會

這樣這麼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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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閱讀測驗

（一）、（    ）毆智爺爺是一位怎樣的人？ 1. 他可能發瘋了 2.有愛心卻很愚蠢  

3.偉大的人。

（二）、（    ）如何才能形容毆智爺爺的行為？ 1. 呆若木雞  2. 愣頭愣腦  3. 捨己

為人。

（三）、（    ）文中提到毆智爺爺記得小時候他爺爺說過的故事，請問那個故事

是什麼？1. 文中沒有說，所以不知道  2.燒掉要收割的稻子，明

年才能有更大的豐收，也才能消災祈福  3.地震後海岸的海潮退

下，波浪轉頭進衝向大海，是將發生大海嘯的預兆。

二、討論問題

（一）、想一想，換作是你，你會像歐智爺爺一樣？或是你有什麼更好的方法警

告村民？（小朋友，歐智爺爺的時代不是現代，所以他才會以燒掉要收割

的稻子這種方法警告村民，你也要假設你和歐智爺爺同是古代的人來回答，

不要回答用大聲公、廣播器……等現代的器具幫忙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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