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2-5（一至四／七至九年級適用） 

 

南投縣西嶺國民小學 111學年度領域學習課程計畫 

【第一學期】 

領域/科目 語文/國語 年級/班級  四年級，共 1班 

教師 施志宜 上課週節數 每週 5節，21週，共 105節 

 
課程目標: 

1.能應用注音符號，分享經驗，欣賞語文的優美，擴充閱讀能力。 

2.能培養良好的聆聽態度，把握聆聽的方法。 

3.能正確發音並說標準國語，且有禮貌的表達意見。 

4.能養成良好的書寫習慣，激發寫字的興趣。 

5.能經由觀摩、分享與欣賞，培養良好的寫作態度與興趣。 

6.能擴充詞彙，正確的遣詞造句，並練習常用的注音符號，說出正確的句子。 

7.呼應孩子愛玩的天性，讓孩子在遊戲中學習。 

8.啟發孩子認識遊戲的類別和性質，從事有益的遊戲活動，並在遊戲中學習語文、數學、遊戲規則，建立人與人之間的和諧關

係。 

9.能培養細心觀察的態度，從每一次的新發現，感受充滿在生活環境中的樂趣。 

10.能讀懂課文內容，了解文章的大意。 

教學進度 
核心素養 教學重點 評量方式 

議題融入/ 

跨領域(選填) 週次 單元名稱 

一 

第一單元歡樂好時

光 

單元主題引導／第一

課水陸小高手 

【一、水陸小高手】 
國-E-A1 認識國語文的
重要性，培養國語文的
興趣，能運用國語文認
識自我、表現自我，奠
定終身學習的基礎。 
國-E-B3 運用多重感官
感受文藝之美，體驗生

【一、水陸小高手】 

1.根據朗讀提示，以抑揚頓挫語調朗讀課文，

體會詩歌情意與節奏感。 

2.根據課文提問，清楚表達自己「下課後」的

活動安排。 

3.認識「耳」和「女」部首的字形變化和含

義，歸納「耳」和「女」偏旁生字的形、

音、義。 

口頭評量 

實作評量 

作業評量 

【一、水陸小高手】 

【生涯規畫教育】 

涯 E12 學習解決問題與做決定的

能力。 

【環境教育】 

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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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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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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第一單元歡樂好時

光 

第一課水陸小高手／

第二課下課以後 

【一、水陸小高手】 
國-E-A1 認識國語文的
重要性，培養國語文的
興趣，能運用國語文認
識自我、表現自我，奠
定終身學習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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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下課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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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 理解與運用國
語文在日常生活中學習
體察他人的感受，並給
予適當的回應，以達成
溝通及互動的目標。 

【一、水陸小高手】 

1.運用推論策略，辨認多義詞「一般」在不同

語句間的含義。 

2.閱讀並欣賞童詩，體會詩中的趣味與意境。 

3.運用生活媒材，透過聯想力與修辭技巧，仿

作童詩。 

【二、下課以後】 

1.專注聆聽同學的想法，尊重同學的發言。 

發表評量 

實作評量 

習作評量 

口頭評量 

【一、水陸小高手】 

【生涯規畫教育】 

涯 E12 學習解決問題與做決定的

能力。 

【環境教育】 

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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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下課以後】 

【人權教育】 

人 E4 表達自己對一個美好世界的

想法，並聆聽他人的想法。 

【海洋教育】 

海 E15 認識家鄉常見的河流與海

洋資源，並珍惜自然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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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E-C2 與他人互動

時，能適切運用語文能

力表達個人想法，理解

與包容不同意見，樂於

參與學校及社區活動，

體會團隊合作的重要

性。 

三 
第一單元歡樂好時

光 

第二課下課以後 

【二、下課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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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 理解與運用國語
文在日常生活中學習體察
他人的感受，並給予適當
的回應，以達成溝通及互
動的目標。 
國-E-C2 與他人互動時，

能適切運用語文能力表達

個人想法，理解與包容不

同意見，樂於參與學校及

社區活動，體會團隊合作

的重要性。 

【二、下課以後】 

1.聯繫生活經驗以構思話語，有條理說出自

己的想法和意見。 

2.熟悉本課的生字詞語，辨識形近字「警、

驚」、「幸、辛」，並會造詞，與正確使用

詞語造句。 

3.掌握文章中句子和段落的意義，理解課文

結構與歸納段落大意。 

4.運用各種感官進行觀察，寫下感受的詞

語，表達自己的生活經驗。 

發表評量 

實作評量 

習作評量 

口頭評量 

【二、下課以後】 

【人權教育】 

人 E4 表達自己對一個美好世界的

想法，並聆聽他人的想法。 

【海洋教育】 

海 E15 認識家鄉常見的河流與海

洋資源，並珍惜自然資源。 

四 
第一單元歡樂好時

光 

第三課我的籃球夢 

【三、我的籃球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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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 理解與運用國語
文在日常生活中學習體察
他人的感受，並給予適當
的回應，以達成溝通及互
動的目標。 

【三、我的籃球夢】 

1.專心聆聽，理解內容，並針對聆聽的內容

記錄重點。 

2.將課文重點依序說清楚。 

3.認識人稱代名詞的用法，並學習正確運

用。 

4.運用字形聯想和字義連結，並會造詞與運

用。 

5.分辨多音字「彈」的字詞，理解不同讀音

的不同詞語意涵，並學會多音字的運用。 

發表評量 

實作評量 

習作評量 

口頭評量 

【三、我的籃球夢】 

【戶外教育】 

戶 E2 豐富自身與環境的互動經

驗，培養對生活環境的覺知與敏

感，體驗與珍惜環境的好。 

【生涯規畫教育】 

涯 E4 認識自己的特質與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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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E-C2 與他人互動時，

能適切運用語文能力表達

個人想法，理解與包容不

同意見，樂於參與學校及

社區活動，體會團隊合作

的重要性。 

五 

第一單元歡樂好時

光 

第三課我的籃球夢／

學習地圖一 

【三、我的籃球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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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 理解與運用國語
文在日常生活中學習體察
他人的感受，並給予適當
的回應，以達成溝通及互
動的目標。 
國-E-C2 與他人互動時，
能適切運用語文能力表達
個人想法，理解與包容不
同意見，樂於參與學校及
社區活動，體會團隊合作
的重要性。 
【學習地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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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 理解與運用國語
文在日常生活中學習體察
他人的感受，並給予適當
的回應，以達成溝通及互
動的目標。 
國-E-C2 與他人互動時，

能適切運用語文能力表達

【三、我的籃球夢】 

˙運用倒敘法的敘事方式完成一篇作文。 

【學習地圖一】 

1.認識「順敘」、「倒敘」的寫作技巧。 

2.比較區辨「順敘」、「倒敘」的寫作技巧

差異。 

3.利用「順敘」、「倒敘」的寫作技巧使文

章更有變化。 

4.學習朗讀的技巧，並實際運用。 

發表評量 

實作評量 

習作評量 

口頭評量 

【三、我的籃球夢】 

【戶外教育】 

戶 E2 豐富自身與環境的互動經

驗，培養對生活環境的覺知與敏

感，體驗與珍惜環境的好。 

【生涯規畫教育】 

涯 E4 認識自己的特質與興趣。 

【學習地圖一】 

【人權教育】 

人 E4 表達自己對一個美好世界的

想法，並聆聽他人的想法。 

【生涯規畫教育】 

涯 E4 認識自己的特質與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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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想法，理解與包容不

同意見，樂於參與學校及

社區活動，體會團隊合作

的重要性。 

六 
第二單元人物寫真 

單元主題引導／第四

課永遠的馬偕 

【四、永遠的馬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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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 理解與運用國語
文在日常生活中學習體察
他人的感受，並給予適當
的回應，以達成溝通及互
動的目標。 
國-E-C2 與他人互動時，

能適切運用語文能力表達

個人想法，理解與包容不

同意見，樂於參與學校及

社區活動，體會團隊合作

的重要性。 

【四、永遠的馬偕】 

1.仔細聆聽，聽出人物傳記的重點。 

2.善用四字詞語，簡潔有力的表達。 

3.熟悉本課的生字詞語，歸納「皆」偏旁生

字的形、音、義。 

4.理解「當……就……」用法，並能造句表

達自己的生活或活動經驗。 

實作評量 

發表評量 

習作評量 

口頭評量 

【四、永遠的馬偕】 

【生命教育】 

生 E3 理解人是會思考、有情緒、

能進行自主決定的個體。 

【人權教育】 

人 E4 表達自己對一個美好世界的

想法，並聆聽他人的想法。 

七 

第二單元人物寫真 

第四課永遠的馬偕／

第五課假如給我三天

光明 

【四、永遠的馬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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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 理解與運用國語
文在日常生活中學習體察
他人的感受，並給予適當
的回應，以達成溝通及互
動的目標。 

【四、永遠的馬偕】 

˙讀出傳記人物的特色及其影響，並根據提

問，回答課文大意。 

【五、假如給我三天光明】 

1.根據朗讀提示，以抑揚頓挫語調朗讀課

文，體會詩歌明快的節奏感。 

2.熟悉本課的生字詞語，歸納「毛」部首生

字的形、音、義。 

3.學習方位詞的用法並能造句。 

實作評量 

發表評量 

習作評量 

口頭評量 

【四、永遠的馬偕】 

【生命教育】 

生 E3 理解人是會思考、有情緒、

能進行自主決定的個體。 

【人權教育】 

人 E4 表達自己對一個美好世界的

想法，並聆聽他人的想法。 

【五、假如給我三天光明】 

【生命教育】 

生 E3 理解人是會思考、有情緒、

能進行自主決定的個體。 

【人權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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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E-C2 與他人互動時，
能適切運用語文能力表達
個人想法，理解與包容不
同意見，樂於參與學校及
社區活動，體會團隊合作
的重要性。 
【五、假如給我三天光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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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 理解與運用國語
文在日常生活中學習體察
他人的感受，並給予適當
的回應，以達成溝通及互
動的目標。 
國-E-C2 與他人互動時，

能適切運用語文能力表達

個人想法，理解與包容不

同意見，樂於參與學校及

社區活動，體會團隊合作

的重要性。 

人 E4 表達自己對一個美好世界的

想法，並聆聽他人的想法。 

八 

第二單元人物寫真 

第五課假如給我三天

光明／第六課攀登生

命的高峰 

【五、假如給我三天光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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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 理解與運用國語
文在日常生活中學習體
察他人的感受，並給予
適當的回應，以達成溝
通及互動的目標。 

【五、假如給我三天光明】 

1.運用偵錯策略，辨認詞語的正確用法，學

習修改句子。 

2.根據課文內容，理解身心障礙人士為生命

努力奮鬥所表現的特質，學習閱讀相關文

章。 

【六、攀登生命的高峰】 

˙根據朗讀提示，以抑揚頓挫語調朗讀課文，

體會文章內容的意涵。 

實作評量 

發表評量 

習作評量 

口頭評量 

【五、假如給我三天光明】 

【生命教育】 

生 E3 理解人是會思考、有情緒、

能進行自主決定的個體。 

【人權教育】 

人 E4 表達自己對一個美好世界的

想法，並聆聽他人的想法。 

【六、攀登生命的高峰】 

【生命教育】 

生 E3 理解人是會思考、有情緒、

能進行自主決定的個體。 

【環境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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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E-C2 與他人互動時，
能適切運用語文能力表
達個人想法，理解與包
容不同意見，樂於參與
學校及社區活動，體會
團隊合作的重要性。 
【六、攀登生命的高
峰】 
國-E-A1 認識國語文的重
要性，培養國語文的興
趣，能運用國語文認識
自我、表現自我，奠定
終身學習的基礎。 
國-E-B1 理解與運用國語
文在日常生活中學習體
察他人的感受，並給予
適當的回應，以達成溝
通及互動的目標。 
國-E-C2 與他人互動時，

能適切運用語文能力表

達個人想法，理解與包

容不同意見，樂於參與

學校及社區活動，體會

團隊合作的重要性。 

環 E5 覺知人類的生活型態對其他

生物與生態系的衝擊。 

九 
第二單元人物寫真 

第六課攀登生命的高

峰／學習地圖二 

【六、攀登生命的高
峰】 
國-E-A1 認識國語文的重
要性，培養國語文的興
趣，能運用國語文認識
自我、表現自我，奠定
終身學習的基礎。 
國-E-B1 理解與運用國語
文在日常生活中學習體
察他人的感受，並給予
適當的回應，以達成溝
通及互動的目標。 
國-E-C2 與他人互動時，
能適切運用語文能力表

【六、攀登生命的高峰】 

1.分辨形近字「朗」和「郎」，認識多義字

「擁」、「廣」，並理解詞語運用的時機。 

2.運用「詞尾法」，理解「頂」的相關詞

語。 

3.理解並運用「千變萬化」、「不知所措」

的近義詞。 

4.以適切的速率朗讀文本，表現抑揚頓挫與

情感。 

5.能審題立意、篩選材料完成作文並自我檢

核。 

【學習地圖二】 

1.理解人物傳記的閱讀方法。 

實作評量 

發表評量 

習作評量 

口頭評量 

【六、攀登生命的高峰】 

【生命教育】 

生 E3 理解人是會思考、有情緒、

能進行自主決定的個體。 

【環境教育】 

環 E5 覺知人類的生活型態對其他

生物與生態系的衝擊。 

【學習地圖二】 

【生命教育】 

生 E7 發展設身處地、感同身受的

同理心及主動去愛的能力，察覺

自己從他者接受的各種幫助，培

養感恩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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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個人想法，理解與包
容不同意見，樂於參與
學校及社區活動，體會
團隊合作的重要性。 
【學習地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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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 理解與運用國語
文在日常生活中學習體
察他人的感受，並給予
適當的回應，以達成溝
通及互動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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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從文本推論出人物的特質。 

十 
第二單元人物寫真 

學習地圖二／閱讀階

梯一種樹的人 

【學習地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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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 理解與運用國語
文在日常生活中學習體
察他人的感受，並給予
適當的回應，以達成溝
通及互動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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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地圖二】 

1.學習名人努力堅持活出生命光輝的精神。 

2.運用「人物傳記」的寫作方法寫出心中的

偶像。 

3.學習掌握文章主題與內容，並適切表達。 

4.學習精準的審題，並選擇適切的素材寫

作。 

【閱讀階梯一種樹的人】 

1.自然段整併為意義段。 

2.為意義段命名。 

實作評量 

發表評量 

習作評量 

口頭評量 

【學習地圖二】 

【生命教育】 

生 E7 發展設身處地、感同身受的

同理心及主動去愛的能力，察覺

自己從他者接受的各種幫助，培

養感恩之心。 

【閱讀階梯一種樹的人】 

【閱讀素養教育】 

閱 E14 喜歡與他人討論、分享自

己閱讀的文本。 

【環境教育】 

環 E3 了解人與自然和諧共生，進

而保護重要棲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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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與責任感，關懷自然
生態與增進公民意識。 
【閱讀階梯一種樹的
人】 
國-E-A1 認識國語文的重
要性，培養國語文的興
趣，能運用國語文認識
自我、表現自我，奠定
終身學習的基礎。 
國-E-B1 理解與運用國語
文在日常生活中學習體
察他人的感受，並給予
適當的回應，以達成溝
通及互動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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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 

閱讀階梯一種樹的

人／ 

第三單元放眼看世

界 

單元主題引導／第七

課美味的一堂課 

【閱讀階梯一種樹的
人】 
國-E-A1 認識國語文的重
要性，培養國語文的興
趣，能運用國語文認識
自我、表現自我，奠定
終身學習的基礎。 
國-E-B1 理解與運用國語
文在日常生活中學習體
察他人的感受，並給予
適當的回應，以達成溝
通及互動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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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閱讀階梯一種樹的人】 

1.摘取各個意義段的大意。 

2.全文大意。 

3.評定大意品質。 

4.閱讀與思考。 

【七、美味的一堂課】 

˙根據課文的提問表述自我的經驗與想法。 

實作評量 

發表評量 

習作評量 

口頭評量 

【閱讀階梯一種樹的人】 

【閱讀素養教育】 

閱 E14 喜歡與他人討論、分享自

己閱讀的文本。 

【環境教育】 

環 E3 了解人與自然和諧共生，進

而保護重要棲地。 

【七、美味的一堂課】 

【多元文化教育】 

多 E6 了解各文化間的多樣性與差

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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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美味的一堂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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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 理解與運用國語
文在日常生活中學習體
察他人的感受，並給予
適當的回應，以達成溝
通及互動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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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 
第三單元放眼看世

界 

第七課美味的一堂課 

【七、美味的一堂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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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 理解與運用國語
文在日常生活中學習體
察他人的感受，並給予
適當的回應，以達成溝
通及互動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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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美味的一堂課】 

1.熟悉本課的生字詞語，歸納「昔」偏旁生

字的形、音、義。 

2.了解嘆詞的意義與應用的方式。 

3.了解「沒想到……竟然……」的轉折句型

的結構與用法。 

4.運用感官摹寫及動作分解進行文章的描

寫。 

實作評量 

發表評量 

習作評量 

口頭評量 

【七、美味的一堂課】 

【多元文化教育】 

多 E6 了解各文化間的多樣性與差

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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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第三單元放眼看世

界 

第八課建築界的長頸

鹿 

【八、建築界的長頸
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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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 理解網際網路和
資訊科技對學習的重要
性，藉以擴展語文學習
的範疇，並培養審慎使
用各類資訊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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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建築界的長頸鹿】 

1.辨識形近字、多音字，在讀寫時正確使

用。 

2.運用推論策略，辨認多義詞在不同語句間

的含義。 

3.運用預測策略，預測文章標題與內容。 

實作評量 

發表評量 

習作評量 

口頭評量 

【八、建築界的長頸鹿】 

【戶外教育】 

戶 E2 豐富自身與環境的互動經

驗，培養對生活環境的覺知與敏

感，體驗與珍惜環境的好。 

【國際教育】 

國 E5 體認國際文化的多樣性。 

十四 

第三單元放眼看世

界 

第八課建築界的長頸

鹿／第九課請到我的

家鄉來 

【八、建築界的長頸
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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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 理解網際網路
和資訊科技對學習的重
要性，藉以擴展語文學
習的範疇，並培養審慎
使用各類資訊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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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建築界的長頸鹿】 

1.運用推論策略，學習說明文的總分關係。 

2.運用假設句，表達自己的想法。 

【九、請到我的家鄉來】 

1.聆聽不同媒材播放的內容，提取內容重點並

回答問題。 

2.表達看法時，應用文中詞語，達到學以致用

的成效。 

3.熟悉本課的生字詞語，認識「是」部件生字

的形、音、義。 

4.認識課文結構，提取各段落的重點，理解不

同國家的文化特色。 

實作評量 

發表評量 

習作評量 

口頭評量 

【八、建築界的長頸鹿】 

【戶外教育】 

戶 E2 豐富自身與環境的互動經

驗，培養對生活環境的覺知與敏

感，體驗與珍惜環境的好。 

【國際教育】 

國 E5 體認國際文化的多樣性。 

【九、請到我的家鄉來】 

【國際教育】 

國 E5 體認國際文化的多樣性。 

【多元文化教育】 

多 E3 認識不同的文化概念，如族

群、階級、性別、宗教等。 

多 E6 了解各文化間的多樣性與差

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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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請到我的家鄉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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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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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 

第三單元放眼看世

界 

第九課請到我的家鄉

來／學習地圖三 

【九、請到我的家鄉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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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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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請到我的家鄉來】 

1.以散列式結構書寫不同地區的在地特色，客

觀介紹當地的人文景色。 

2.理解句意後，能找出錯誤並修改。 

【學習地圖三】 

1.能讀懂與學習階段相符合的非連續文本訊

息。 

2.能認識非連續文本的特徵。 

3.閱讀時能運用不同的閱讀策略及組織思考圖

表，提升提取與分類訊息的能力。 

4.能分析資料間的關聯性，並進行歸納與取

捨。 

5.書寫說明文，能利用數據、圖表、圖片等方

式輔助說明。 

實作評量 

發表評量 

習作評量 

口頭評量 

【九、請到我的家鄉來】 

【國際教育】 

國 E5 體認國際文化的多樣性。 

【多元文化教育】 

多 E3 認識不同的文化概念，如族

群、階級、性別、宗教等。 

多 E6 了解各文化間的多樣性與差

異性。 

【學習地圖三】 

【環境教育】 

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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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元文化教育】 

多 E3 認識不同的文化概念，如族

群、階級、性別、宗教等。 

【戶外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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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地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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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戶 E2 豐富自身與環境的互動經

驗，培養對生活環境的覺知與敏

感，體驗與珍惜環境的好。 

十六 

第四單元魔法變變

變 

單元主題引導／第十

課奇幻旋律 

【十、奇幻旋律】 
國-E-A1 認識國語文的
重要性，培養國語文的
興趣，能運用國語文認
識自我、表現自我，奠
定終身學習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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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奇幻旋律】 

1.掌握押韻詩歌的特點，運用讀字詞時，聲音

的大小、長短變化，讀出詩歌的節奏感。 

2.閱讀介紹奇幻物品的文句，為奇幻物品命

名，分別辨識不同的神奇功能。 

3.熟悉本課的生字詞語，歸納「扁」部件生字

的形、音、義。 

實作評量 

發表評量 

習作評量 

口頭評量 

【十、奇幻旋律】 

【生命教育】 

生 E3 理解人是會思考、有情緒、

能進行自主決定的個體。 

【閱讀素養教育】 

閱 E3 熟悉與學科學習相關的文本

閱讀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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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 

第四單元魔法變變

變 

第十課奇幻旋律／第

十一課兔子先生等等

我 

【十、奇幻旋律】 
國-E-A1 認識國語文的
重要性，培養國語文的
興趣，能運用國語文認
識自我、表現自我，奠
定終身學習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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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兔子先生等等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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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 理解與運用國
語文在日常生活中學習
體察他人的感受，並給
予適當的回應，以達成
溝通及互動的目標。 
國-E-C2 與他人互動

時，能適切運用語文能

力表達個人想法，理解

與包容不同意見，樂於

參與學校及社區活動，

體會團隊合作的重要

性。 

【十、奇幻旋律】 

1.認識有關「山、水」的四字詞語，運用拆字

法理解詞意，並能在文句中運用。 

2.聆聽與閱讀故事時，能理解故事描述，找出

故事中事物的特點。 

【十一、兔子先生等等我】 

1.根據教師提問，以完整句回答問題，並串成

整課大意。 

2.根據朗讀提示，表現出刪節號語句斷斷續續

的口語表現。 

3.熟悉本課的生字詞語，並能理解補充說明短

語的用法。 

實作評量 

發表評量 

習作評量 

口頭評量 

【十、奇幻旋律】 

【生命教育】 

生 E3 理解人是會思考、有情緒、

能進行自主決定的個體。 

【閱讀素養教育】 

閱 E3 熟悉與學科學習相關的文本

閱讀策略。 

【十一、兔子先生等等我】 

【生命教育】 

生 E3 理解人是會思考、有情緒、

能進行自主決定的個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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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 

第四單元魔法變變

變 

第十一課兔子先生等

等我／第十二課許願

椅 

【十一、兔子先生等等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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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 理解與運用國
語文在日常生活中學習
體察他人的感受，並給
予適當的回應，以達成
溝通及互動的目標。 
國-E-C2 與他人互動
時，能適切運用語文能
力表達個人想法，理解
與包容不同意見，樂於
參與學校及社區活動，
體會團隊合作的重要
性。 
【十二、許願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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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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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兔子先生等等我】 

1.根據提問，理解課文內容。 

2.認識目的複句並換句話說。 

3.藉由初讀、討論，形成自己的觀點與想法。 

【十二、許願椅】 

1.根據朗讀提示，以抑揚頓挫語調朗讀課文。 

2.根據課文提問，了解「奇幻故事」的特色和

故事主旨。 

實作評量 

發表評量 

習作評量 

口頭評量 

【十一、兔子先生等等我】 

【生命教育】 

生 E3 理解人是會思考、有情緒、

能進行自主決定的個體。 

【十二、許願椅】 

【閱讀素養教育】 

閱 E4 中高年級後需發展長篇文本

的閱讀理解能力。 

【人權教育】 

人 E5 欣賞、包容個別差異並尊重

自己與他人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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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生態與增進公民意

識。 

十九 

第四單元魔法變變

變 

第十二課許願椅／學

習地圖四 

【十二、許願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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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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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地圖四】 
國-E-A1 認識國語文的
重要性，培養國語文的
興趣，能運用國語文認
識自我、表現自我，奠
定終身學習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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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許願椅】 

1.熟悉本課的生字詞語，辨識「迅、訊」形近

字，「降」多音字的形、音、義。 

2.運用上下文推論策略，認識「嘎嘎」等摹聲

詞的用法。 

3.運用「不是……就是……」選擇複句，表達

兩種選擇的生活經驗。 

4.發揮想像力，運用心智圖規畫寫作內容，完

成一篇以物寫事的故事。 

【學習地圖四】 

1.發揮感受力與想像力，用「擴寫」技巧，使

一個句子擴充成一個段落。 

實作評量 

發表評量 

習作評量 

口頭評量 

【十二、許願椅】 

【閱讀素養教育】 

閱 E4 中高年級後需發展長篇文本

的閱讀理解能力。 

【人權教育】 

人 E5 欣賞、包容個別差異並尊重

自己與他人的權利。 

【學習地圖四】 

【生涯規畫教育】 

涯 E4 認識自己的特質與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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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E-B1 理解與運用國
語文在日常生活中學習
體察他人的感受，並給
予適當的回應，以達成
溝通及互動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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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E-C2 與他人互動

時，能適切運用語文能

力表達個人想法，理解

與包容不同意見，樂於

參與學校及社區活動，

體會團隊合作的重要

性。 

二十 
第四單元魔法變變變

／學習地圖四／閱讀

階梯二國王的噴泉 

【學習地圖四】 
國-E-A1 認識國語文的
重要性，培養國語文的
興趣，能運用國語文認
識自我、表現自我，奠
定終身學習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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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 理解與運用國
語文在日常生活中學習

【學習地圖四】 

1.透過閱讀了解王羲之的生平事蹟。 

【閱讀階梯二國王的噴泉】 

˙運用預測策略。 

實作評量 

發表評量 

習作評量 

口頭評量 

【學習地圖四】 

【生涯規畫教育】 

涯 E4 認識自己的特質與興趣。 

【閱讀階梯二國王的噴泉】 

【閱讀素養教育】 

閱 E12 培養喜愛閱讀的態度。 

【人權教育】 

人 E1 認識人權是與生俱有的、普

遍的、不容剝奪的。 

人 E2 關心周遭不公平的事件，並

提出改善的想法。 



附件 2-5（一至四／七至九年級適用） 

 

體察他人的感受，並給
予適當的回應，以達成
溝通及互動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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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E-C2 與他人互動
時，能適切運用語文能
力表達個人想法，理解
與包容不同意見，樂於
參與學校及社區活動，
體會團隊合作的重要
性。 
【閱讀階梯二國王的噴
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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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 理解與運用國
語文在日常生活中學習
體察他人的感受，並給
予適當的回應，以達成
溝通及互動的目標。 
國-E-C2 與他人互動

時，能適切運用語文能

力表達個人想法，理解



附件 2-5（一至四／七至九年級適用） 

 

與包容不同意見，樂於

參與學校及社區活動，

體會團隊合作的重要

性。 

二十一 
閱讀階梯二國王的噴

泉 

【閱讀階梯二國王的噴
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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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 理解與運用國
語文在日常生活中學習
體察他人的感受，並給
予適當的回應，以達成
溝通及互動的目標。 
國-E-C2 與他人互動

時，能適切運用語文能

力表達個人想法，理解

與包容不同意見，樂於

參與學校及社區活動，

體會團隊合作的重要

性。 

【閱讀階梯二國王的噴泉】 

1.推論——找出重要事件及因果關係。 

2.透過劇場演出表達對話。 

3.人物分析。 

4.深度閱讀思考。 

實作評量 

發表評量 

習作評量 

口頭評量 

【閱讀階梯二國王的噴泉】 

【閱讀素養教育】 

閱 E12 培養喜愛閱讀的態度。 

【人權教育】 

人 E1 認識人權是與生俱有的、普

遍的、不容剝奪的。 

人 E2 關心周遭不公平的事件，並

提出改善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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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西嶺國民小學 111學年度領域學習課程計畫 

【第一學期】 

領域/科目 語文/國語 年級/班級  四年級，共 1班 

教師 施志宜 上課週節數 每週 5節，20週，共 100節 

 
課程目標: 

1.能應用注音符號，分享經驗，欣賞語文的優美，擴充閱讀能力。 

2.能培養良好的聆聽態度，把握聆聽的方法。 

3.能正確發音並說標準國語，且有禮貌的表達意見。 

4.能養成良好的書寫習慣，激發寫字的興趣。 

5.能經由觀摩、分享與欣賞，培養良好的寫作態度與興趣。 

6.能擴充詞彙，正確的遣詞造句，並練習常用的注音符號，說出正確的句子。 

7.呼應孩子愛玩的天性，讓孩子在遊戲中學習。 

8.啟發孩子認識遊戲的類別和性質，從事有益的遊戲活動，並在遊戲中學習語文、數學、遊戲規則，建立人與人之間的和諧關

係。 

9.能培養細心觀察的態度，從每一次的新發現，感受充滿在生活環境中的樂趣。 

10.能讀懂課文內容，了解文章的大意。 

教學進度 
核心素養 教學重點 評量方式 

議題融入/ 

跨領域(選填) 週次 單元名稱 

一 

第一單元擁抱正能

量 

單元主題引導／一、

選拔動物之星 

【一、選拔動物之星】 
國-E-A1 認識國語文的重
要性，培養國語文的興
趣，能運用國語文認識自
我、表現自我，奠定終身
學習的基礎。 
國-E-B1 理解與運用國語
文在日常生活中學習體察

【一、選拔動物之星】 

1.根據朗讀提示，以抑揚頓挫語調朗讀課

文，體會詩歌明快的節奏感。 

2.根據課文提問，了解動物之星選拔的過

程，說出哪些表現能呈現正能量。 

3.熟悉本課的生字詞語，歸納「各」部件生

字的形、音、義。 

實作評量 

習作評量 

紙筆評量 

口頭評量 

【一、選拔動物之星】 

【人權教育】 

人 E4 表達自己對一個美好世界的

想法，並聆聽他人的想法。 

【環境教育】 

環 E2 覺知生物生命的美與價值，

關懷動、植物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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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人的感受，並給予適當
的回應，以達成溝通及互
動的目標。 
國-E-C2 與他人互動時，

能適切運用語文能力表達

個人想法，理解與包容不

同意見，樂於參與學校及

社區活動，體會團隊合作

的重要性。 

4.運用推論策略，辨認多義詞在不同語句間

的含義。 

二 

第一單元擁抱正能

量 

一、選拔動物之星／

二、心動不如行動 

【一、選拔動物之星】 
國-E-A1 認識國語文的重
要性，培養國語文的興
趣，能運用國語文認識自
我、表現自我，奠定終身
學習的基礎。 
國-E-B1 理解與運用國語
文在日常生活中學習體察
他人的感受，並給予適當
的回應，以達成溝通及互
動的目標。 
國-E-C2 與他人互動時，
能適切運用語文能力表達
個人想法，理解與包容不
同意見，樂於參與學校及
社區活動，體會團隊合作
的重要性。 
【二、心動不如行動】 
國-E-A1 認識國語文的重
要性，培養國語文的興
趣，能運用國語文認識自
我、表現自我，奠定終身
學習的基礎。 
國-E-B1 理解與運用國語
文在日常生活中學習體察
他人的感受，並給予適當
的回應，以達成溝通及互
動的目標。 

【一、選拔動物之星】 

1.說出對課文組成的發現，知道課文包含多

種不同形式的文字，能連結各段之間的意

思，進而理解課文故事。 

2.透過資料蒐集理解、討論、仿寫以自述語

氣表達的童詩。 

【二、心動不如行動】 

1.根據朗讀提示，以抑揚頓挫語調朗讀課

文，體會文章中主角對話時的心情感受。 

2.根據課文提問，了解故事的「起因、經

過、結果」。 

實作評量 

習作評量 

紙筆評量 

口頭評量 

【一、選拔動物之星】 

【人權教育】 

人 E4 表達自己對一個美好世界的

想法，並聆聽他人的想法。 

【環境教育】 

環 E2 覺知生物生命的美與價值，

關懷動、植物的生命。 

【二、心動不如行動】 

【生命教育】 

生 E3 理解人是會思考、有情緒、

能進行自主決定的個體。 

【人權教育】 

人 E5 欣賞、包容個別差異並尊重

自己與他人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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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E-C2 與他人互動時，

能適切運用語文能力表達

個人想法，理解與包容不

同意見，樂於參與學校及

社區活動，體會團隊合作

的重要性。 

三 
第一單元擁抱正能

量 

二、心動不如行動 

【二、心動不如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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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 理解與運用國語文
在日常生活中學習體察他人
的感受，並給予適當的回
應，以達成溝通及互動的目
標。 
國-E-C2 與他人互動時，能

適切運用語文能力表達個人

想法，理解與包容不同意

見，樂於參與學校及社區活

動，體會團隊合作的重要

性。 

【二、心動不如行動】 

1.熟悉本課的生字詞語，及「半」字聲音

家族字的形、音、義。 

2.運用推論策略，找到證據支持作（讀）

者的看法。 

3.運用並列複句，表達自己的生活或活動

經驗。 

實作評量 

習作評量 

紙筆評量 

口頭評量 

【二、心動不如行動】 

【生命教育】 

生 E3 理解人是會思考、有情緒、

能進行自主決定的個體。 

【人權教育】 

人 E5 欣賞、包容個別差異並尊重

自己與他人的權利。 

四 
第一單元擁抱正能

量 

三、一束鮮花 

【三、一束鮮花】 
國-E-A1 認識國語文的重要
性，培養國語文的興趣，能
運用國語文認識自我、表現
自我，奠定終身學習的基
礎。 
國-E-B2 理解網際網路和資
訊科技對學習的重要性，藉
以擴展語文學習的範疇，並
培養審慎使用各類資訊的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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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一束鮮花】 

1.運用提問、推論策略，理解課文事件間

的因果關係，體會環境的改變對人物的影

響。 

2.區分段落間的關係，歸納意義段學習記

敘文的倒敘法。 

3.分析連詞的差異，並運用適當連詞串連

詞句間的關係。 

4.了解形近、多音字的差異，並能在詞句

中正確使用。 

實作評量 

習作評量 

紙筆評量 

口頭評量 

【三、一束鮮花】 

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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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教育】 

生 E6 從日常生活中培養道德感以

及美感，練習做出道德判斷以及

審美判斷，分辨事實和價值的不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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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並能包容、尊重與欣

賞多元文化。 

五 

第一單元擁抱正能

量／第二單元文化廣

角鏡 

三、一束鮮花／學

習地圖一 

／單元主題引導 

【三、一束鮮花】 
國-E-A1 認識國語文的重要
性，培養國語文的興趣，能
運用國語文認識自我、表現
自我，奠定終身學習的基
礎。 
國-E-B2 理解網際網路和資
訊科技對學習的重要性，藉
以擴展語文學習的範疇，並
培養審慎使用各類資訊的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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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地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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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 理解與運用國語文
在日常生活中學習體察他人
的感受，並給予適當的回
應，以達成溝通及互動的目
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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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一束鮮花】 

1.辨識近義詞的意思，分析句子誤用的詞

語並修改適當。 

【學習地圖一】 

1.能理解啟事的特徵和作用。 

2.能運用啟事，解決生活中遇到的困難。 

3.能理解段落間的關係，找出意義段。 

4.認識「因果、總分總、主題並列」等文

章組織的方式及作用。 

實作評量 

習作評量 

紙筆評量 

口頭評量 

同儕互評 

 

【三、一束鮮花】 

【戶外教育】 

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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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教育】 

生 E6 從日常生活中培養道德感以

及美感，練習做出道德判斷以及

審美判斷，分辨事實和價值的不

同。 

【學習地圖一】 

【生命教育】 

生 E7 發展設身處地、感同身受的

同理心及主動去愛的能力，察覺

自己從他者接受的各種幫助，培

養感恩之心。 

【生涯規畫教育】 

涯 E12 學習解決問題與做決定的

能力。 

【閱讀素養教育】 

閱 E2 認識與領域相關的文本類型

與寫作題材。 

閱 E3 熟悉與學科學習相關的文本

閱讀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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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懷自然生態與增進公民意

識。 

六 
第二單元文化廣角

鏡 

四、米食飄香 

【四、米食飄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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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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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米食飄香】 

1.根據朗讀，理解課文內容，認識米食文

化。 

2.根據課文提問，理解課文重點，歸納大

意。 

3.運用「將」部件擴展識字，歸納讀音、

部首辨識字義。 

4.藉由比較，歸納，辨認近義詞在句子間

的意思。 

5.運用因果句，表達自己的生活或活動經

驗。 

實作評量 

習作評量 

紙筆評量 

口頭評量 

同儕互評 

【四、米食飄香】 

【多元文化教育】 

多 E1 了解自己的文化特質。 

【國際教育】 

國 E3 具備表達我國文化特色的能

力。 

七 

第二單元文化廣角

鏡 

五、讀書報告——藍

色小洋裝 

【五、讀書報告——藍色小
洋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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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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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讀書報告——藍色小洋裝】 

1.根據朗讀提示，以抑揚頓挫語調朗讀課

文，體會文章中祖孫製作染劑前、中後對

話時的心情感受。 

2.透過圖文觀察，能回答與課文相關問

題，理解課文內容。 

3.能運用「疒」偏旁大量識字，並會造詞

及運用。 

4.知道修改病句的方法。 

5.能掌握聆聽內容重點的策略與技巧，理

解內容排列順序。 

實作評量 

習作評量 

紙筆評量 

口頭評量 

【五、讀書報告——藍色小洋

裝】 

【家庭教育】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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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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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懷自然生態與增進公民意

識。 

八 

第二單元文化廣角

鏡 

五、讀書報告——藍

色小洋裝／六、我愛

鹿港 

【五、讀書報告——藍色小
洋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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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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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我愛鹿港】 
國-E-A1 認識國語文的重要
性，培養國語文的興趣，能
運用國語文認識自我、表現
自我，奠定終身學習的基
礎。 
國-E-B1 理解與運用國語文
在日常生活中學習體察他人
的感受，並給予適當的回
應，以達成溝通及互動的目
標。 
國-E-C3 閱讀各類文本，培

養理解與關心本土及國際事

【五、讀書報告——藍色小洋裝】 

1.知道讀書報告的寫作順序，並完成讀書

報告的寫作大綱。 

【六、我愛鹿港】 

1.能運用課文結構說出課文大意。 

2.能理解課文內容、分析課文結構並回答

問題。 

3.能運用拆詞法理解詞義，並運用難詞在

文句中。 

實作評量 

習作評量 

紙筆評量 

口頭評量 

【五、讀書報告——藍色小洋

裝】 

【家庭教育】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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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我愛鹿港】 

【多元文化教育】 

多 E2 建立自己的文化認同與意

識。 

【閱讀素養教育】 

閱 E3 熟悉與學科學習相關的文本

閱讀策略。 



附件 2-5（一至四／七至九年級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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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 

第二單元文化廣角

鏡 

六、我愛鹿港／學習

地圖二 

【六、我愛鹿港】 
國-E-A1 認識國語文的重要
性，培養國語文的興趣，能
運用國語文認識自我、表現
自我，奠定終身學習的基
礎。 
國-E-B1 理解與運用國語文
在日常生活中學習體察他人
的感受，並給予適當的回
應，以達成溝通及互動的目
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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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地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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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 理解與運用國語文
在日常生活中學習體察他人
的感受，並給予適當的回
應，以達成溝通及互動的目
標。 
國-E-C2 與他人互動時，能

適切運用語文能力表達個人

想法，理解與包容不同意

見，樂於參與學校及社區活

【六、我愛鹿港】 

1.能運用關聯詞語「不但……也……」和

「不只……還……」寫複句，表達事物的

兩種特性。 

2.能運用課文結構，以口語表達介紹自己

的家鄉和喜愛的事物。 

3.能閱讀文章，理解地名的由來。 

【學習地圖二】 

1.能認識找文章主旨的策略。 

2.能運用找主旨的策略。 

3.能準備一本已經讀三遍的故事類書籍。 

實作評量 

習作評量 

紙筆評量 

口頭評量 

【六、我愛鹿港】 

【多元文化教育】 

多 E2 建立自己的文化認同與意

識。 

【閱讀素養教育】 

閱 E3 熟悉與學科學習相關的文本

閱讀策略。 

【學習地圖二】 

【閱讀素養教育】 

閱 E2 認識與領域相關的文本類型

與寫作題材。 

閱 E3 熟悉與學科學習相關的文本

閱讀策略。 

閱 E7 發展詮釋、反思、評鑑文本

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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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體會團隊合作的重要

性。 

十 

第二單元文化廣角

鏡／閱讀階梯一 

學習地圖二／她是我

姐姐 

【學習地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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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 理解與運用國語文
在日常生活中學習體察他人
的感受，並給予適當的回
應，以達成溝通及互動的目
標。 
國-E-C2 與他人互動時，能
適切運用語文能力表達個人
想法，理解與包容不同意
見，樂於參與學校及社區活
動，體會團隊合作的重要
性。 
【閱讀階梯一她是我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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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 理解與運用國語文
在日常生活中學習體察他人
的感受，並給予適當的回
應，以達成溝通及互動的目
標。 
國-E-C2 與他人互動時，能

適切運用語文能力表達個人

想法，理解與包容不同意

見，樂於參與學校及社區活

【學習地圖二】 

1.能正確使用故事類的讀書報告技巧進行

寫作，完成「讀書報告——○○○○」。 

【閱讀階梯一她是我姐姐】 

1.心情小偵探 

2.心情密碼 

3.運用理解監控概覽課文 

4.推論：心情密碼找一找 

5.心情波線圖 

實作評量 

習作評量 

紙筆評量 

口頭評量 

【學習地圖二】 

【閱讀素養教育】 

閱 E2 認識與領域相關的文本類型

與寫作題材。 

閱 E3 熟悉與學科學習相關的文本

閱讀策略。 

閱 E7 發展詮釋、反思、評鑑文本

的能力。 

【閱讀階梯一她是我姐姐】 

【閱讀素養教育】 

閱 E12 培養喜愛閱讀的態度。 

【人權教育】 

人 A1 能從自我探索與精進中，

不僅建立對自我之尊重，更能推

己及人，建立對他人、對人性尊

嚴之普遍性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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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體會團隊合作的重要

性。 

十一 

閱讀階梯一／第三

單元科技無極限 

她是我姐姐／單元主

題引導／七、未來的

模樣 

【閱讀階梯一她是我姐姐】 
國-E-A1 認識國語文的重要
性，培養國語文的興趣，能
運用國語文認識自我、表現
自我，奠定終身學習的基
礎。 
國-E-B1 理解與運用國語文
在日常生活中學習體察他人
的感受，並給予適當的回
應，以達成溝通及互動的目
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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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未來的模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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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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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閱讀階梯一她是我姐姐】 

1.文本找支持理由 

【七、未來的模樣】 

1.根據朗讀提示，以抑揚頓挫語調朗讀課

文，體會詩歌規律的節奏感。 

2.根據課文提問，了解作者對未來世界的

期待，以及詩句的主旨。 

3.熟悉本課的生字詞語，辨識「荒」、

「慌」、「謊」和「鍵」、「健」、

「毽」兩組形近字的形、音、義與詞語應

用。 

實作評量 

習作評量 

紙筆評量 

口頭評量 

同儕互評 

【閱讀階梯一她是我姐姐】 

【閱讀素養教育】 

閱 E12 培養喜愛閱讀的態度。 

【人權教育】 

人 A1 能從自我探索與精進中，不

僅建立對自我之尊重，更能推己

及人，建立對他人、對人性尊嚴

之普遍性尊重。 

【七、未來的模樣】 

【國際教育】 

國 E10 了解並體會國際弱勢者的

現象與處境。 

【科技教育】 

科 E1 了解平日常見科技產品的用

途與運作方式。 



附件 2-5（一至四／七至九年級適用） 

 

十二 

第三單元科技無極

限 

七、未來的模樣／

八、小黑的新發現 

【七、未來的模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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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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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小黑的新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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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 理解網際網路和資
訊科技對學習的重要性，藉
以擴展語文學習的範疇，並
培養審慎使用各類資訊的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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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未來的模樣】 

1.運用詞卡配對方式，辨認近義詞在語句

中的運用。 

2.認識並學習並列句的寫作技巧，寫出生

活事物的韻律之美。 

【八、小黑的新發現】 

1.能聆聽、分享交流的重點與查找的資

料。 

2.根據課文提問，分享討論的答案。 

實作評量 

習作評量 

紙筆評量 

口頭評量 

同儕互評 

【七、未來的模樣】 

【國際教育】 

國 E10 了解並體會國際弱勢者的

現象與處境。 

【科技教育】 

科 E1 了解平日常見科技產品的用

途與運作方式。 

【八、小黑的新發現】 

【科技教育】 

科 E1 了解平日常見科技產品的用

途與運作方式。 

科 E8 利用創意思考的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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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第三單元科技無極

限 

八、小黑的新發現／

九、向太空出發 

【八、小黑的新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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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 理解網際網路和資
訊科技對學習的重要性，藉
以擴展語文習的範疇，並培
養審慎使用各類資訊的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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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向太空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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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 理解網際網路和資
訊科技對學習的重要性，藉
以擴展語文學習的範疇，並
培養審慎使用各類資訊的能
力。 
國-E-C2 與他人互動時，能
適切運用語文能力表達個人
想法，理解與包容不同意
見，樂於參與學校及社區活
動，體會團隊合作的重要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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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小黑的新發現】 

1.熟悉本課的生字詞語，認識反義詞與形

近字。 

2.能在記敘文中擷取客觀訊息，並理解說

明表述的內容。 

3.認識條件句，並了解使用時機與運用。 

4.藉由閱讀文本，仿寫文章。 

【九、向太空出發】 

1.聆聽與課文延伸內容有關的科幻文學作

品，能清楚的說出自己對聆聽內容的發

現。 

2.根據朗讀提示，以抑揚頓挫語調朗讀課

文，體會朗讀說明文該有的清晰語氣與感

受。 

實作評量 

習作評量 

紙筆評量 

口頭評量 

【八、小黑的新發現】 

【科技教育】 

科 E1 了解平日常見科技產品的用

途與運作方式。 

科 E8 利用創意思考的技巧。 

【九、向太空出發】 

【科技教育】 

科 E1 了解平日常見科技產品的用

途與運作方式。 

【資訊教育】 

資 E10 了解資訊科技於日常生活

之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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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並能包容、尊重與欣

賞多元文化。 

十四 
第三單元科技無極

限 

九、向太空出發 

【九、向太空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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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 理解網際網路和資
訊科技對學習的重要性，
藉以擴展語文學習的範
疇，並培養審慎使用各類
資訊的能力。 
國-E-C2 與他人互動時，能
適切運用語文能力表達個
人想法，理解與包容不同
意見，樂於參與學校及社
區活動，體會團隊合作的
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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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向太空出發】 

1.根據課文提問，了解人們對太空的嚮往

與好奇，以及為了探索太空所付出的種種

努力。 

2.熟悉本課的生字詞語，歸納包含「聿」

部件生字的形音義。 

3.理解多音字不同的讀音，辨認多音字在

不同語句間的正確讀法。 

4.配合提問，理解課文內容，知道課文要

表達人類探索未知的可貴，發現各段課文

首尾之間相似的詞語。 

5.理解課文中個段落不同的問句，對前文

有不同的效果，能活用問句讓文章更精

采。 

實作評量 

習作評量 

口頭評量 

【九、向太空出發】 

【科技教育】 

科 E1 了解平日常見科技產品的用

途與運作方式。 

【資訊教育】 

資 E10 了解資訊科技於日常生活

之重要性。 

十五 

第三單元科技無極

限／第四單元閱讀變

裝秀 

學習地圖三／單元主

題引導／十、小青蛙

想看海 

【學習地圖三】 
國-E-A1 認識國語文的重要
性，培養國語文的興趣，
能運用國語文認識自我、
表現自我，奠定終身學習
的基礎。 
國-E-B1 理解與運用國語文
在日常生活中學習體察他
人的感受，並給予適當的

【學習地圖三】 

1.能認識不同的開頭與結尾的方法。 

2.能認識說明文常用的說明方法。 

【十、小青蛙想看海】 

1.能專注的聆聽，並在神情和態度上給予

禮貌的回應。 

實作評量 

習作評量 

紙筆評量 

口頭評量 

同儕互評 

【十、小青蛙想看海】 

【人權教育】 

人 E4 表達自己對一個美好世界的

想法，並聆聽他人的想法。 

【生命教育】 

生 E7 發展設身處地、感同身受的

同理心及主動去愛的能力，察覺

自己從他者接受的各種幫助，培

養感恩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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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以達成溝通及互動
的目標。 
國-E-C2 與他人互動時，能
適切運用語文能力表達個
人想法，理解與包容不同
意見，樂於參與學校及社
區活動，體會團隊合作的
重要性。 
【十、小青蛙想看海】 
國-E-A1 認識國語文的重要
性，培養國語文的興趣，
能運用國語文認識自我、
表現自我，奠定終身學習
的基礎。 
國-E-B1 理解與運用國語文
在日常生活中學習體察他
人的感受，並給予適當的
回應，以達成溝通及互動
的目標。 
國-E-C2 與他人互動時，能

適切運用語文能力表達個

人想法，理解與包容不同

意見，樂於參與學校及社

區活動，體會團隊合作的

重要性。 

十六 
第四單元閱讀變裝

秀 

十、小青蛙想看海 

【十、小青蛙想看海】 
國-E-A1 認識國語文的重要
性，培養國語文的興趣，
能運用國語文認識自我、
表現自我，奠定終身學習
的基礎。 
國-E-B1 理解與運用國語文
在日常生活中學習體察他
人的感受，並給予適當的
回應，以達成溝通及互動
的目標。 
國-E-C2 與他人互動時，能

適切運用語文能力表達個

【十、小青蛙想看海】 

1.表達看法時，能有條理的說出自己的想

法。 

2.熟悉本課的生字詞語，認識「干」部件

生字的形、音、義。 

3.認識故事結構，感受一波三折、詳略得

宜的情節。 

4.發揮想像力，改寫成語故事。 

實作評量 

習作評量 

紙筆評量 

口頭評量 

同儕互評 

【十、小青蛙想看海】 

【人權教育】 

人 E4 表達自己對一個美好世界的

想法，並聆聽他人的想法。 

【生命教育】 

生 E7 發展設身處地、感同身受的

同理心及主動去愛的能力，察覺

自己從他者接受的各種幫助，培

養感恩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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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想法，理解與包容不同

意見，樂於參與學校及社

區活動，體會團隊合作的

重要性。 

十七 
第四單元閱讀變裝

秀 

十一、窗前的月光 

【十一、窗前的月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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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 與他人互動時，能

適切運用語文能力表達個

人想法，理解與包容不同

意見，樂於參與學校及社

區活動，體會團隊合作的

重要性。 

【十一、窗前的月光】 

1.聆聽故事，探究故事內容的真正含義。 

2.理解「……就像……」的句型運用方

式，觀察圖片並回答問題。 

3.利用注音符號，廣泛閱讀故事，培養自

我學習的能力。 

4.分析本課的生字詞語，運用部件的輔

助，歸納「雨」偏旁生字的形、音、義。 

5.探究句子的意思，體會故事內容的真正

含義。 

實作評量 

習作評量 

紙筆評量 

口頭評量 

同儕互評 

【十一、窗前的月光】 

【生涯規畫教育】 

涯 E12 學習解決問題與做決定的

能力。 

十八 

第四單元閱讀變裝

秀 

十一、窗前的月光／

十二、如來佛的手掌

心 

【十一、窗前的月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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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 與他人互動時，能
適切運用語文能力表達個
人想法，理解與包容不同
意見，樂於參與學校及社

【十一、窗前的月光】 

1.蒐集各類改寫的文章（詩詞、成語、寓

言、民間故事、神話、小說改寫……），

分享自己的感受。 

【十二、如來佛的手掌心】 

1.聆聽同學表達意見，尊重同學發言，交

流彼此想法。 

2.根據提問，回答課文大意。 

3.熟悉本課的生字詞語，並運用「在、

從、向」表達方位或處所。 

4.能找出重要訊息，推論人物性格，提出

個人的觀點並說明支持的理由。 

實作評量 

習作評量 

紙筆評量 

口頭評量 

同儕互評 

【十一、窗前的月光】 

【生涯規畫教育】 

涯 E12 學習解決問題與做決定的

能力。 

【十二、如來佛的手掌心】 

【人權教育】 

人 E5 欣賞、包容個別差異並尊重

自己與他人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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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活動，體會團隊合作的
重要性。 
【十二、如來佛的手掌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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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 理解與運用國語文
在日常生活中學習體察他
人的感受，並給予適當的
回應，以達成溝通及互動
的目標。 
國-E-C2 與他人互動時，能

適切運用語文能力表達個

人想法，理解與包容不同

意見，樂於參與學校及社

區活動，體會團隊合作的

重要性。 

十九 

第四單元閱讀變裝

秀 

十二、如來佛的手掌

心／學習地圖四 

【十二、如來佛的手掌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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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 理解與運用國語文
在日常生活中學習體察他
人的感受，並給予適當的
回應，以達成溝通及互動
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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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如來佛的手掌心】 

1.理解加入說話者的情緒、語氣或動作，營

造生動的對話，並能正確運用。 

2.運用改寫的技巧，發揮想像力，完成一篇

情節合理的改編文章。 

【學習地圖四】 

1.能認識抒情文的特徵。 

2.能理解並運用「直接抒情」與「間接抒

情」的方式進行寫作。 

3.能運用改寫技巧進行寫作，完成故事改

寫。 

實作評量 

習作評量 

口頭評量 

活動評量 

【十二、如來佛的手掌心】 

【人權教育】 

人 E5 欣賞、包容個別差異並尊重

自己與他人的權利。 

【學習地圖四】 

【生命教育】 

生 E3 理解人是會思考、有情緒、

能進行自主決定的個體。 

【閱讀素養教育】 

閱 E13 願意廣泛接觸不同類型及

不同學科主題的文本。 

閱 E14 喜歡與他人討論、分享自

己閱讀的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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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關懷自然生態與增進
公民意識。 
【學習地圖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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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 與他人互動時，能

適切運用語文能力表達個

人想法，理解與包容不同

意見，樂於參與學校及社

區活動，體會團隊合作的

重要性。 

二十 
閱讀階梯二 

南安小熊回家 

【閱讀階梯二南安小熊回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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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 理解與運用國語文
在日常生活中學習體察他
人的感受，並給予適當的
回應，以達成溝通及互動
的目標。 
國-E-C2 與他人互動時，能

適切運用語文能力表達個

人想法，理解與包容不同

意見，樂於參與學校及社

【閱讀階梯二南安小熊回家】 

1.能運用六何法等進行自我提問。 

2.能覺察提出的問題是否有助於理解文本。 

3.能自我檢視問題的意義性。 

4.能了解問題三層次及內涵。 

5.能覺察問題的層次並分類。 

6.能運用科技網路以關鍵字搜尋資料。 

實作評量 

習作評量 
【閱讀階梯二南安小熊回家】 

閱 E12 培養喜愛閱讀的態度。 

【環境教育】 

環 E2 覺知生物生命的美與價值，

關懷動、植物的生命。 

【科技教育】 

科 E3 體會科技與個人及家庭生活

的互動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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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活動，體會團隊合作的

重要性。 

註: 

1. 本表格係依〈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課程計畫備查作業參考原則〉設計而成。 

2. 計畫可依實際教學進度填列，週次得合併填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