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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  北葉  國民小學 110 學年度特教課程計畫 

 

特殊教育班級類型 檢附資料 

設有

特殊

教育

班級

編制

之學

校 

集中式特教班 

1. 自評表 

2. 表一：學校基本資料 

3. 表三-2：國小集中式特教班學習節數一覽 

4. 表四 1：國小集中式特教班法律規定議題課程規畫表 

5. 表八：部定課程各年級各領域科目課程計畫 

6. 彈性三：特需領域課程計畫 

7. 特推會會議紀錄含簽到表 

8. 課發會會議紀錄含簽到表 

分散式資源班 

1. 自評表 

2. 表一：學校基本資料 

3. 表三-1：資源班巡輔班學習節數一覽表 

4. 表八：部定課程各年級各領域科目課程計畫 

5. 彈性三：特需領域課程計畫 

6. 特推會會議紀錄含簽到表 

7. 課發會會議紀錄含簽到表 

巡迴輔導班 

1. 自評表 

2. 表一：學校基本資料 

3. 表三-1：資源班巡輔班學習節數一覽表 

4. 表八：部定課程各年級各領域科目課程計畫 

5. 彈性三：特需領域課程計畫 

6. 特推會會議紀錄含簽到表 

7. 課發會會議紀錄含簽到表 

接受巡迴輔導之學校 

1. 自評表 

2. 表一：學校基本資料 

3. 表三-1：資源班巡輔班學習節數一覽表 

4. 表八：部定課程各年級各領域科目課程計畫 

5. 彈性三：特需領域課程計畫 

6. 特推會會議紀錄含簽到表 

7. 課發會會議紀錄含簽到表 

 

備註：若校內有多種班型，共同資料(如檢核表、表一、特推會會議紀錄、課發會會議

紀錄)檢附一份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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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學校課程整體架構 

一、學校現況與背景分析 

(一)學校基本資料（表一） 

學校名稱 北葉國民小學(實驗小學) 

學校類型 □一般   □非山非市  偏遠   □特偏   □極偏    

地址 屏東縣瑪家鄉北葉村風景 1~22號 電話 (08)7991649 

網址 http://www.byps.ptc.edu.tw/nss/p/index 傳真 (08)7991859 

校長 高至誠 

聯絡人 
處室 教導處資源班 電話 分機轉 324 

職稱 特教教師 姓名 李詩源 

教師數 20 

班級數及 

學生數概況 

班級類別 班級數 學生數 

普通班 6 117 

集中式特教班 0  

藝術才能班 0  

體育班 0  

合計 6 117 

非集中式 

特殊類型班

級受輔學校填

寫學生數即可 

分散式資源班 
身心障礙類 1 7(+8外校) 

資賦優異類 0  

巡迴輔導班 
身心障礙類 0  

資賦優異類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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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1）領域學習課程及彈性學習課程節數一覽表—適用資源班/巡輔班 
(以學校為單位填寫) 

領域/科目名稱 年級/組別 節數 學生名單 人數 教師 

領

域

學

習

課

程 

國語 六 1 林諭 1 李詩源 

三 1 陳澤，盧翰 1 李詩源 

二 1 伊平 1 李詩源 

一 2 林哲，高恩 2 李詩源 

     

數學 五/四 4 林茹，林軒，

盧翰 

3 李詩源 

三 1 陳澤 1 李詩源 

二 1 伊平 1 李詩源 

     

彈

性

學

習

課

程 

統整性主題專題

議題探究課程 

     

社團活動與技藝

課程 
     

特殊需求領域課

程            

     

其他類課程      
備註: 

1. 為因應特殊類型教育學生之個別需要，應提供支持性輔助、特殊需求領域課程及實施課程

調整。(總綱 P.31) 

2. 特需課程科目包括生活管理、社會技巧、學習策略、職業教育、溝通訓練、點字、定向行

動、輔助科技應用、功能性動作訓練、創造力、領導才能、情意發展、獨立研究等科目。

請各校依據本學年特需開設科目自行填入上列表格。 

3. 表格若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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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部定課程各年級各領域/科目課程計畫（表八-特殊教育班）   □集中式特教班  分散式資源班  □巡迴輔導班 

 110 學年度  國語  領域/科目  一  年級/組別之教學重點、教學進度及評量方式總表       填表教師:  李詩源   

第一學期 

週次 日期 單元名稱 教學重點 評量方式 議題融入 

1 0829-0904 

09/01 開學日 

康軒版首冊 

第一課： 

貓咪 

1. 以正確發音流利的說出語意完整的話。 

2. 能說出所聽聞的內容。 

3. 與他人交談時，能適當的提問、合宜的回答，並分享想法。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生命教育】 

【家庭教育】 

2 0905-0911 第二課： 

鵝寶寶 

1. 分辨注音符號的聲符。 

2. 正確認念注音符號的聲符。 

態度觀查､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生命教育】 

【家庭教育】 

3 0912-0918 第三課： 

河馬和河狸 

1. 分辨注音符號的聲符。 

2. 正確認念注音符號的聲符。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環境教育】 

【戶外教育】 

4 0919-0925 第四課： 

笑嘻嘻 

1. 分辨注音符號的韻符。 

2. 正確認念注音符號的韻符。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環境教育】 

【生涯規劃】 

5 0926-1002 第五課： 

翹翹板 

1. 分辨37個注音符號的聲符和韻符。 

2. 正確認念注音符號的聲符和韻符。 

3. 正確辨認四聲聲調的符號與用法。 

4. 正確聽寫注音符號。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戶外教育】 

【安全教育】 

6 1003-1009 第五課： 

翹翹板 

複習1~5課，補強不足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戶外教育】 

【安全教育】 

7 1010-1016 第六課： 

謝謝老師 

1. 分辨37個注音符號的聲符和韻符。 

2. 正確認念注音符號的聲符和韻符。 

3. 正確辨認四聲聲調的符號與用法。 

4. 正確書寫注音符號。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生命教育】 

【性別平等】 

8 1017-1023 第七課： 

龜兔賽跑 

1. 正確辨認四聲聲調的符號與用法。 

2. 分辨二拼與三拼法，並正確拼讀注音符號。 

3. 正確朗讀注音符號讀本或標注注音符號的簡單語文讀物。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生命教育】 

【生涯規劃】 

9 1024-1030 第八課： 

拔蘿蔔 

1. 分辨二拼與三拼法，並正確拼讀注音符號。 

2. 能自己閱讀標有注音的文字。 

3. 能主動閱讀自己喜歡的注音讀物。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戶外教育】 

【安全教育】 

10 1031-1106 第九課： 1. 分辨二拼與三拼法，並正確拼讀注音符號。 態度觀察､參與討 【人權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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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物狂歡會 2. 在協助下運用注音符號做簡單的記錄或抄寫。 

3. 運用注音符號，表達自己的想法。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民族教育】 

11 1107-1113 第九課： 

動物狂歡會 
複習 6~9 課，補強不足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人權教育】 

【民族教育】 

12 1114-1120 康軒版第一冊 

第一課： 

拍拍手 

1. 能運用注音符號，寫出日常生活語詞。 

2. 能運用注音符號，寫出一個包含主詞、動詞、名詞的簡單句。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人權教育】 

13 1121-1127 第一課： 

拍拍手 

1. 能運用注音符號，寫出兩個以上句子來描述一件簡單的事件。 

2. 能運用注音符號，表達自己的想法。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人權教育】 

14 1128-1204 第二課： 

這是誰的 

1. 能尌所讀的注音讀物，正確回答所提示的問題。 

2. 能尌所讀的注音讀物，說出主要的概念或重點。 

3. 能尌所讀的注音讀物，提出自己的感覺與看法。 

紙筆檢核 【人權教育】 

15 1205-1211 第二課： 

這是誰的 

1. 能專心念讀注音符號讀本或標注注音符號的簡單語文讀物。 

2. 能正確朗讀注音符號讀本或標注注音符號的簡單語文讀物。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人權教育】 

16 1212-1218 第三課： 

秓千 

1. 能清楚口述生活事件之關鍵訊息，如：事發時間、地點、經過、

相關人物等。 

2. 能說出自己的基本資料，如：姓名、年齡、地址等。  

3. 能說出自己的喜好與興趣。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戶外教育】 

【安全教育】 

17 1219-1225 第四課： 

大個子·小個字 

1. 能在引導下使用國語表達自己對於文章的意見。 

2. 能跟隨帶領者，概略重述所聽到的文章內容。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人權教育】 

【性別平等】 

18 1226-0101 第五課： 

比一比 

1. 能透過圖解教學識字法，瞭解簡單造字原理，協助識字。 

2. 能在圖片引導下利用生字造出生活常用詞彙。 

3. 能認識生活常用名詞辭彙並運用於日常生活中，例如：食品名

稱、居家用品名稱、交通工具名稱等。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人權教育】 

19 0102-0108 第五課： 

比一比 

1. 能說出基本筆畫的名稱。 

2. 能指認出基本筆畫的字形。 

3. 能認識楷書基本筆畫的書寫方法，如：橫劃由左到右、豎劃由上

到下等。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人權教育】 

20 0109-0115 第六課： 

小路 
1. 能在引導下寫出合理的國字筆畫。 

2. 能在引導下寫出正確的國字筆順。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環境教育】 

21 0116-0122 期末評量 總複習 紙筆檢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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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學期 

週次 日期 單元名稱 教學重點 評量方式 議題融入 

1 0206-0212 

02/11 開學日 

康軒版第二冊 

第一課： 

看 

1. 正確認念、拼讀及書寫注音符號。 

2. 運用注音符號輔助識字，也能利用國字鞏固注音符號的學習。 

3. 運用注音符號表達想法，記錄訊息。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環境教育】 

【戶外教育】 

2 0213-0219  第一課： 

看 

1. 與他人說話時，能概略聽出對方表達的重點。 

2. 能在聆聽的同時思考對方表達的內容。 

3. 能在提示下簡單說出聆聽到的訊息。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環境教育】 

【戶外教育】 

3 0220-0226 第二課： 

花園裡有什麼 

1. 能在提示下，邊聆聽邊將所聽到的訊息做簡單的統整。 

2. 能聽出別人所表達的意思，達成溝通的目的。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環境教育】 

【戶外教育】 

4 0227-0305 第二課： 

花園裡有什麼 
1. 能察覺連環圖中的線索，並簡要說出故事之背景、經過、結果。 

2. 能察覺故事中圖片的線索，並預測故事可能之發展。 

3. 能在圖片輔助下，描述故事之背景、經過、結果。 

4. 能流暢地說出故事的重要訊息，如：人、事、時、地、物。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環境教育】 

【戶外教育】 

5 0306-0312 第三課： 

媽媽的音樂會 

1. 能養成寫字的興趣。 

2. 能從寫字中發覺文字的重要性。 

3. 能在要求下寫出工整的字體。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家庭教育】 

【性別平等】 

6 0313-0319 第三課： 

媽媽的音樂會 
1. 能透過討論、分享、提問等方式培養閱讀的興趣。 

2. 能養成定期借閱圖書的習慣。 

3. 願意主動閱讀課內外相關讀物。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家庭教育】 

【性別平等】 

7 0320-0326 第四課： 

鞋 
1. 能培養樂於閱讀課外(注音)讀物的習慣，擴展閱讀視野。 

2. 能在引導或提示下，分享簡單的閱讀心得。 

3. 能在引導或提示下，簡單敘述課外(注音)讀物的內容。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家庭教育】 

【性別平等】 

8 0327-0402 第一次評量 複習1~4課 紙筆檢核  

9 0403-0409 第五課： 

小種子快長大 
1. 能瞭解圖書室的基本設施、使用方式和常用功能。  

2. 能利用圖書館之設施，激發閱讀興趣。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環境教育】 

【生命教育】 

10 0410-0416 第五課： 

小種子快長大 
1. 能在提示下朗讀課文或簡單課外(注音)讀物。 

2. 能在提示下概略朗讀出文章表達的情感。 

3. 能在引導或提示下理解閱讀過程中所觀察到的訊息。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環境教育】 

【生命教育】 

11 0417-0423 第六課： 

奶奶的小跟班 
1. 能在聆聽時禮貌的看著說話者。 

2. 聆聽過程中，能遵守提示、不隨意插嘴。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家庭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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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能在口語提示下禮讓長者或對方先發言。 

12 0424-0430 第七課： 

作夢的雲 

1. 養成良好的書寫姿勢，如：坐姿端正、握筆方式正確等。 

2. 養成保持整潔的書寫習慣，如：保持紙張、身體及衣物的整潔。 

3. 養成自行準備寫字工具的習慣。 

4. 能正確的使用和保管寫字工具。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戶外教育】 

13 0501-0507 第八課： 

妹妹的紅雨鞋 
1. 將自己口述的情況用文字記錄下來。(30字以內) 

2. 依據連環圖片，練習仿寫30字的簡短文章。 

3. 配合課文及日常生活之需要，在提示下仿寫出簡單的賀卡或祝福

卡。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戶外教育】 

14 0508-0514 第二次評量 複習5~8課 紙筆檢核  

15 0515-0521 第九課： 

七彩的虹 
1. 能在提示下利用卡片寫出對他人的感謝。 

2. 能在提示下以文句簡單表達自己的願望。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環境教育】 

16 0522-0528 第九課： 

七彩的虹 

1. 透過討論、分享、提問等方式培養閱讀的興趣。 

2. 培養樂於閱讀課外(注音)讀物的習慣，擴展閱讀視野。 

3. 在引導或提示下，分享簡單的閱讀心得。 

4. 在引導或提示下，簡單敘述課外(注音)讀物的內容。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環境教育】 

17 0529-0604 第十課： 

和你在一起 

1. 在與人應對時保持禮貌，如：眼睛注視對方、微笑、語氣和緩等。 

2. 表達自己的需求或想法時，能用自然的語氣和態度與他人對話。 

3. 使用禮儀相關用語與他人溝通，建立良好關係，如：請、謝謝、 

對不起。 

4. 能主動問候他人，如：打招呼、表達關心，並做出正確的回應。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戶外教育】 

18 0605-0611 第十課： 

和你在一起 

1. 能運用學過的字造出正確的語詞。 

2. 能運用學過的字詞，造出簡單的短語或句子。 

3. 能仿寫簡單句型。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戶外教育】 

19 0612-0618 第十一課： 

生日快樂 

1. 在提示下認識並練習使用常用的標點符號。 

2. 能判斷常用的標點符號使用的時機。 

3. 實際寫作時適當運用常用標點符號。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生涯規劃】 

20 0619-0625 第十二課： 

小黑 

4. 正確認念、拼讀及書寫注音符號。 

5. 運用注音符號輔助識字，也能利用國字鞏固注音符號的學習。 

6. 運用注音符號表達想法，記錄訊息。 

7. 利用注音讀物，學習閱讀，享受閱讀樂趣。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戶外教育】 

21 0626-0702 第三次評量 複習9~12課 紙筆檢核  

填表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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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每週單元名稱、教學重點及評量方式頇依課程規劃進度如實填寫。 

2. 依教學課程內容、學校行事曆、重要節慶活動及學生需求，適時地將議題融入課程進行教學。 

3. 若有將特需領域融入部定領域課程進行教學，頇呈現特需領域的教學重點。 

4. 國小階段議題融入如下： 

 法律規定教育議題：【家庭教育】、【性別平等】、【家暴防治】、【性侵防治】、【環境教育】 

 其他 1：【人權教育】、【海洋教育】、【品德教育】、【閱讀素養】、【民族教育】、【生命教育】、【法治教育】、【科技教育】、【資訊教育】、【能

源教育】、【安全教育】、【防災教育】、【生涯規劃】、【多元文化】、【戶外教育】、【國際教育】 

 其他 2：職業試探、失智症議題、交通安全 

5.部定課程採自編者，除經校內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外，仍需將教材內容報府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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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部定課程各年級各領域/科目課程計畫（表八-特殊教育班）   □集中式特教班  分散式資源班  □巡迴輔導班 

 110 學年度  國語  領域/科目  二  年級/組別之教學重點、教學進度及評量方式總表       填表教師:  李詩源   

第一學期 

週次 日期 單元名稱 教學重點 評量方式 議題融入 

1 0829-0904 

09/01 開學日 

南一版第三冊 

第一課： 

打招呼 

1. 能以注音符號做為輔助，記憶字詞，輔助念讀。 

2. 能使用合適的語氣念讀語句。 

3. 能運用注音符號協助做簡單的記錄或抄寫。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海洋教育】 

【家庭教育】 

2 0905-0911 第一課： 

打招呼 
1. 能挑選適合自己程度的注音讀物閱讀，獲得閱讀樂趣。 

2. 能在引導下，將所聽到的訊息做簡單歸納。 

3. 能結合科技與資訊，如：錄音機、VCD、MP3 等，提升聆聽學

習的效果。 

態度觀查､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海洋教育】 

【家庭教育】 

3 0912-0918 第二課： 

爬梯子 
1. 在看圖或觀察事物後，能以正確的句型簡要說出內含之關鍵訊

息，如：背景、經過、物品特徵等。 

2. 能清楚複述生活中聽到的重要訊息，如：學校和班級生活的約定

事項、老師或家長交代的事等。 

3. 能說出一段話或一篇短文的關鍵訊息，如：人、事、時、地、物。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生命教育】 

【家庭教育】 

4 0919-0925 第三課： 

勇氣樹 
1. 能用口語說出對他人的關心。 

2. 能在談話時，選用適切的語彙，避免造成對他人的傷害。 

3. 能養成對自己所說過的話保有誠實且負責的態度。 

4. 能簡述解決問題的方法。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人權教育】 

【生涯規劃】 

5 0926-1002 第四課： 

牙以子 
1. 能透過字族文識字教學法，瞭解簡單造字原理，協助識字。 

2. 能在口語提示下，利用生字造生活常用詞彙。 

3. 能認識生活常用形容詞辭彙並運用，例如：美麗的、可愛的、快

速的等。 

4. 能在口語提示下，利用新詞造句。 

5. 能在引導下利用音序及部首等方法查字辭典。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多元教育】 

【性別平等】 

6 1003-1009 第五課： 

一天的時間 
1. 能在口語提示下，以正確的筆劃原理寫字。 

2. 能在引導下使用偏旁變化原理寫字，如：住和注、喝和渴等。 

3. 能在引導下使用間架結構原理寫字，如：單一式字、上下組合字、

左右 組合字、內外組合字等。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家庭教育】 

【品德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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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1010-1016 第一次評量 複習1~5課 紙筆檢核  

8 1017-1023 第六課： 

小書蟲 
1. 能以正確的書寫方向進行書寫，如：直書從右到左，橫書從左到

右。 

2. 能在引導下了解國字基本形體結構，如：縱筆要垂直、筆畫間隔

平均、筆畫平衡對稱等。 

3. 能在引導下瞭解楷書偏旁組合時變化的搭配要領，如：氵與木組

合時，氵在左，木在右；亻與禾組合時，亻在左，禾在右。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生涯規劃】 

【閱讀素養】 

9 1024-1030 第七課： 

從自己開始 
1. 能概略說出文章之重點。 

2. 能在提示或協助下利用閱讀策略，如：畫線、圖示、手指輔助唸

讀、劃關鍵字等，提升閱讀的速度和成效。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海洋教育】 

【戶外教育】 

10 1031-1106 第八課： 

等兔子來撞樹 
1. 能在引導或提示下理解作品中對周遭人、事、物的尊重與關懷。 

2. 能在閱讀過程中，培養參與團體的精神，增進人際互動。 

3. 能認識在閱讀過程中所觀察到的訊息。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生涯規劃】 

【閱讀素養】 

11 1107-1113 第九課： 

角和腳 
1. 能在引導或提示下認識文章中解決問題的過程，如：發生原因、

解決 方式、處理結果等。 

2. 能在引導或提示下，將文章中解決問題的簡單方法應用並類化於

日常生活中。 

3. 能讀懂課文內容，回答與文章相關的問題。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生涯規劃】 

【安全教育】 

12 1114-1120 第十課： 

出租時間的熊爺爺 
1. 能在口述作文和筆述作文中，培養豐富的想像力。 

2. 能依據圖片或提示，練習寫作 50 字的簡短文章。 

3. 能配合日常生活之需要，在提示下自行寫出簡單的應用文，如：

賀卡、便條、短篇日記等。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品德教育】 

【家庭教育】 

13 1121-1127 第十課： 

出租時間的熊爺爺 
1. 能在引導或提示下認識文章中解決問題的過程，如：發生原因、

解決 方式、處理結果等。 

2. 能在引導或提示下，將文章中解決問題的簡單方法應用並類化於

日常生活中。 

3. 能讀懂課文內容，回答與文章相關的問題。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品德教育】 

【家庭教育】 

14 1128-1204 第二次評量 複習6~10課 紙筆檢核  

15 1205-1211 第十一課： 

赤腳國王 
1. 能利用卡片寫作，傳達對他人的關心。 

2. 能在引導下以短文寫出自己身邊的人，如自己、家人或好友。 

3. 能在協助下以短文描述事情的經過。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科技教育】 

【生命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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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能在協助下以短文敘寫事物，並寫出喜歡或討厭的原因。 

16 1212-1218 第十一課： 

赤腳國王 
1. 能在口述作文和筆述作文中，培養豐富的想像力。 

2. 能依據圖片或提示，練習寫作 50 字的簡短文章。 

3. 能配合日常生活之需要，在提示下自行寫出簡單的應用文，如：

賀卡、便條、短篇日記等。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科技教育】 

【生命教育】 

17 1219-1225 第十二課： 

去農場玩 
1. 能概略說出文章之重點。 

2. 能在提示或協助下利用閱讀策略，如：畫線、圖示、手指輔助唸

讀、劃關鍵字等，提升閱讀的速度和成效。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戶外教育】 

18 1226-0101 第十三課： 

幸福湯圓 
1. 能概略讀出文句的抑揚頓挫與文章情感。 

2. 能簡單說出閱讀不同表述文章後的心得。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閱讀素養】 

【多元文化】 

19 0102-0108 第十四課： 

到野外上課 
1. 能在引導或提示下理解作品中對周遭人、事、物的尊重與關懷。 

2. 能在閱讀過程中，培養參與團體的精神，增進人際互動。 

3. 能認識在閱讀過程中所觀察到的訊息。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環境教育】 

【戶外教育】 

20 0109-0115 第十四課： 

到野外上課 
1. 能在引導或提示下認識文章中解決問題的過程，如：發生原因、

解決方式、處理結果等。 

2. 能在引導或提示下，將文章中解決問題的簡單方法應用並類化於

日常生活中。 

3. 能讀懂課文內容，回答與文章相關的問題。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環境教育】 

【戶外教育】 

21 0116-0122 第三次評量 複習11~14課 紙筆檢核  

第二學期 

週次 日期 單元名稱 教學重點 評量方式 議題融入 

1 0206-0212 

02/11 開學日 

南一版第四冊 

第一課： 

彩色心情 

1. 能以注音符號做為輔助，記憶字詞，輔助念讀。 

2. 能使用合適的語氣念讀語句。 

3. 能運用注音符號協助做簡單的記錄或抄寫。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生命教育】 

【性別平等】 

2 0213-0219 第一課： 

彩色心情 
1. 能概略讀出文句的抑揚頓挫與文章情感。 

2. 能簡單說出閱讀不同表述文章後的心得。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生命教育】 

【性別平等】 

3 0220-0226 第二課： 

笑 
1. 能挑選適合自己程度的注音讀物閱讀，獲得閱讀樂趣。 

2. 能在引導下，將所聽到的訊息做簡單歸納。 

3. 能結合科技與資訊，如：錄音機、VCD、MP3 等，提升聆聽學

習的效果。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閱讀素養】 

【生涯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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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0227-0305 第三課： 

勇敢超人 
1. 在看圖或觀察事物後，能以正確的句型簡要說出內含之關鍵訊

息，如：背景、經過、物品特徵等。 

2. 能清楚複述生活中聽到的重要訊息，如：學校和班級生活的約定

事項、老師或家長交代的事等。 

3. 能說出一段話或一篇短文的關鍵訊息，如：人、事、時、地、物。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品德教育】 

【安全教育】 

5 0306-0312 第四課： 

小波氣球飛上天 
1. 能用口語說出對他人的關心。 

2. 能在談話時，選用適切的語彙，避免造成對他人的傷害。 

3. 能養成對自己所說過的話保有誠實且負責的態度。 

4. 能簡述解決問題的方法。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生命教育】 

【生涯規劃】 

6 0313-0319 第四課： 

小波氣球飛上天 
1. 能透過字族文識字教學法，瞭解簡單造字原理，協助識字。 

2. 能在口語提示下，利用生字造生活常用詞彙。 

3. 能認識生活常用形容詞辭彙並運用，例如：美麗的、可愛的、快

速的等。 

4. 能在口語提示下，利用新詞造句。 

5. 能在引導下利用音序及部首等方法查字辭典。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生命教育】 

【生涯規劃】 

7 0320-0326 第五課： 

小水珠，去哪裡 
1. 能在口語提示下，以正確的筆劃原理寫字。 

2. 能在引導下使用偏旁變化原理寫字，如：住和注、喝和渴等。 

3. 能在引導下使用間架結構原理寫字，如：單一式字、上下組合字、

左右組合字、內外組合字等。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海洋教育】 

【環境教育】 

8 0327-0402 第一次評量 複習1~5課 紙筆檢核  

9 0403-0409 第六課： 

生日快樂 
1. 能以正確的書寫方向進行書寫，如：直書從右到左，橫書從左到

右。 

2. 能在引導下了解國字基本形體結構，如：縱筆要垂直、筆畫間隔

平均、筆畫平衡對稱等。 

3. 能在引導下瞭解楷書偏旁組合時變化的搭配要領，如：氵與木組

合時，氵在左，木在右；亻與禾組合時，亻在左，禾在右。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戶外教育】 

【人權教育】 

10 0410-0416 第七課： 

給地球的一封信 
1. 能概略說出文章之重點。 

2. 能在提示或協助下利用閱讀策略，如：畫線、圖示、手指輔助唸

讀、劃關鍵字等，提升閱讀的速度和成效。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環境教育】 

【海洋教育】 

【能源教育】 

11 0417-0423 第八課： 

傘 
3. 能概略讀出文句的抑揚頓挫與文章情感。 

4. 能簡單說出閱讀不同表述文章後的心得。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閱讀素養】 

【家庭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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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0424-0430 第九課： 

老園丁的話 
1. 能在引導或提示下理解作品中對周遭人、事、物的尊重與關懷。 

2. 能在閱讀過程中，培養參與團體的精神，增進人際互動。 

3. 能認識在閱讀過程中所觀察到的訊息。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環境教育】 

【戶外教育】 

13 0501-0507 第十課： 

小小說書人 
1. 能在口述作文和筆述作文中，培養豐富的想像力。 

2. 能依據圖片或提示，練習寫作 50 字的簡短文章。 

3. 能配合日常生活之需要，在提示下自行寫出簡單的應用文，如：

賀卡、便條、短篇日記等。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閱讀素養】 

14 0508-0514 第二次評量 複習 6~10課 紙筆檢核  

15 0515-0521 第十一課： 

森林迷宮 
1. 能在引導或提示下認識文章中解決問題的過程，如：發生原因、

解決 方式、處理結果等。 

2. 能在引導或提示下，將文章中解決問題的簡單方法應用並類化於

日常生活中。 

3. 能讀懂課文內容，回答與文章相關的問題。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生涯規劃】 

16 0522-0528 第十一課： 

森林迷宮 
1. 能利用卡片寫作，傳達對他人的關心。 

2. 能在引導下以短文寫出自己身邊的人，如自己、家人或好友。 

3. 能在協助下以短文描述事情的經過。 

4. 能在協助下以短文敘寫事物，並寫出喜歡或討厭的原因。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生涯規劃】 

17 0529-0604 第十二課： 

點金術 
1. 能在口述作文和筆述作文中，培養豐富的想像力。 

2. 能依據圖片或提示，練習寫作 50 字的簡短文章。 

3. 能配合日常生活之需要，在提示下自行寫出簡單的應用文，如：

賀卡、便條、短篇日記等。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生命教育】 

18 0605-0611 第十三課： 

我喜歡你 
1. 能概略說出文章之重點。 

2. 能在提示或協助下利用閱讀策略，如：畫線、圖示、手指輔助唸

讀、劃關鍵字等，提升閱讀的速度和成效。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生命教育】 

【家庭教育】 

19 0612-0618 第十四課： 

如果，我的房間… 
1. 能概略讀出文句的抑揚頓挫與文章情感。 

2. 能簡單說出閱讀不同表述文章後的心得。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家庭教育】 

20 0619-0625 第十四課： 

如果，我的房間… 
1. 能在引導或提示下理解作品中對周遭人、事、物的尊重與關懷。 

2. 能在閱讀過程中，培養參與團體的精神，增進人際互動。 

3. 能認識在閱讀過程中所觀察到的訊息。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家庭教育】 

21 0626-0702 第三次評量 複習11~14課 紙筆檢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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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說明： 

1. 每週單元名稱、教學重點及評量方式頇依課程規劃進度如實填寫。 

2. 依教學課程內容、學校行事曆、重要節慶活動及學生需求，適時地將議題融入課程進行教學。 

3. 若有將特需領域融入部定領域課程進行教學，頇呈現特需領域的教學重點。 

4. 國小階段議題融入如下： 

 法律規定教育議題：【家庭教育】、【性別平等】、【家暴防治】、【性侵防治】、【環境教育】 

 其他 1：【人權教育】、【海洋教育】、【品德教育】、【閱讀素養】、【民族教育】、【生命教育】、【法治教育】、【科技教育】、【資訊教育】、【能

源教育】、【安全教育】、【防災教育】、【生涯規劃】、【多元文化】、【戶外教育】、【國際教育】 

 其他 2：職業試探、失智症議題、交通安全 

5. 部定課程採自編者，除經校內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外，仍需將教材內容報府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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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部定課程各年級各領域/科目課程計畫（表八-特殊教育班）   □集中式特教班  分散式資源班  □巡迴輔導班 

 110 學年度  數學  領域/科目  二  年級/組別之教學重點、教學進度及評量方式總表       填表教師:  李詩源   

第一學期 

週次 日期 單元名稱 教學重點 評量方式 議題融入 

1 0829-0904 

09/01 開學日 

南一版第三冊 

數到 300 
1. 能進行100以內「2個一數」的活動。 

2. 能進行100以內「5個一數」的活動。 

3. 能認讀300以內的數。 

4. 能寫出300以內的數。 

5. 能分辨「百位」、「十位」和「個位」彼此間的關係。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資訊教育】 

2 0905-0911 數到 300 1. 能做10元與300元錢幣的換算。 

2. 能做50元與300元錢幣的換算。 

3. 能做10元、50元與300元鈔票的換算。 

4. 能做1元､5元､10元、50元與300元鈔票的換算。 

態度觀查､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資訊教育】 

3 0912-0918 二位數的加法 1. 能熟練二位數不進位加法直式計算。 

2. 能演算二位數進位加法的直式計算。 

3. 能演算三個二位數連加的直式計算。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資訊教育】 

4 0919-0925 二位數的加法 1. 能運用簡單數數、心算、分解與直式計算搭配解題。 

2. 能做二位數的估算(個位數限於 8、9、0、1、2)。 

3. 能做二位數加法估算並找出接近的值。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資訊教育】 

5 0926-1002 幾公分 1. 能觀察用不同個別單位測量同一長度時，其數值不同。 

2. 能區辨用不同個別單位測量同一長度時，其數值較小者，所使用

的單位測量長度較長。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環境教育】 

6 1003-1009 幾公分 1. 能使用直尺測量線段的長度(公分)。 

2. 能使用直尺畫出特定長度的線段(公分)。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環境教育】 

7 1010-1016 第一次評量 複習1~3單元 紙筆檢核  

8 1017-1023 二位數的減法 1. 能熟練二位數不退位減法的直式計算。 

2. 能演算二位數退位減法的直式計算。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資訊教育】 

9 1024-1030 二位數的減法 1. 能運用簡單數數、心算、分解與直式計算搭配解題。 

2. 能做二數位減法估算並找出接近的值。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資訊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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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 

10 1031-1106 容量 1. 能透過視覺直接比較容量的多少。 

2. 能透過個別單位的間接比較來觀察容量的多少。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環境教育】 

11 1107-1113 容量 1. 能透過視覺直接比較容量的多少。 

2. 能透過個別單位的間接比較來觀察容量的多少。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環境教育】 

12 1114-1120 2,5,4,8的乘法 1. 能將2個一數、5個一數或10個一數等經驗連結至九九乘法。 

2. 能辨識累加與乘法「倍」的關係。 

3. 能使用九九乘法表。 

4. 能發現生活情境中兩個數相乘，前後順序對調其值仍然相同。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資訊教育】 

13 1121-1127 2,5,4,8的乘法 1. 能分辨乘法算式中「被乘數」（單位量）、「乘數」(單位數)

及「積」(總和)的位置。 

2. 能使用×、=做橫式與直式紀錄。 

3. 能使用×、=做橫式與直式紀錄以解決生活中的問題。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資訊教育】 

14 1128-1204 第二次評量 複習4~6單元 紙筆檢核  

15 1205-1211 幾時幾分 1. 能報讀鐘面上整點與半點時刻。 

2. 能分辨整點與半點時刻的先後順序。 

3. 能運用五個一數和一個一個數來進行鐘面時刻的報讀。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生命教育】 

16 1212-1218 幾時幾分 1. 能分辨鐘面時刻是接近整點或已超過整點。 

2. 能透過操作點數出兩時刻間的時間量。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生命教育】 

17 1219-1225 3,6,7,9的乘法 1. 能將2個一數、5個一數或10個一數等經驗連結至九九乘法。 

2. 能辨識累加與乘法「倍」的關係。 

3. 能使用九九乘法表。 

4. 能發現生活情境中兩個數相乘，前後順序對調其值仍然相同。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資訊教育】 

18 1226-0101 3,6,7,9的乘法 1. 能分辨乘法算式中「被乘數」（單位量）、「乘數」(單位數)及

「積」(總和)的位置。 

2. 能使用×、=做橫式與直式紀錄。 

3. 能使用×、=做橫式與直式紀錄以解決生活中的問題。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資訊教育】 

19 0102-0108 平面圖形 1. 能透過視覺與操作直接比較面積的大小。 

2. 能透過個別單位的間接比較來觀察面積的大小。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環境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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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0109-0115 平面圖形 1. 能辨認正方形的四邊是一樣長。 

2. 能辨認長方形的兩組對邊長一樣長。 

3. 能由實際操作中辨識正三角形的三個邊長一樣長。 

4. 能由實際操作中辨識等腰三角形有兩個邊長一樣長。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環境教育】 

21 0116-0122 第三次評量 複習7~9單元 紙筆檢核  

第二學期 

週次 日期 單元名稱 教學重點 評量方式 議題融入 

1 0206-0212 

02/11 開學日 

南一版第四冊 

數到 1000 
1. 能認讀1000以內的數。 

2. 能寫出1000以內的數。 

3. 能分辨「百位」、「十位」和「個位」彼此間的關係。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資訊教育】 

2 0213-0219  數到 1000 1. 能做50元與1000元錢幣的換算。 

2. 能做10元、50元､100元與500元鈔票的換算。 

3. 能做10元、50元､100元､500元與1000元鈔票的換算。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資訊教育】 

3 0220-0226 數到 1000 1.能進行1000以內累加10的唱數。 

2.能進行1000以內累加50的唱數。 

3.能進行1000以內兩個數比較大小。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資訊教育】 

 

4 0227-0305 加加減減 1. 能演算三個二位數連加的直式計算。 

2. 能演算二位數退位減法的直式計算。 

3. 能運用簡單數數、心算、分解與直式計算搭配解題。 

4. 能演算三位數不進位加法直式計算。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資訊教育】 

5 0306-0312 加加減減 1. 能演算三位數個位進十位加法的直式計算。 

2. 能演算三位數十位進百位加法的直式計算。 

3. 能演算三位數百位退十位減法的直式計算(一次退位)。 

4. 能演算三位數十位退個位減法的直式計算(一次退位)。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資訊教育】 

6 0313-0319 幾公尺 1. 能用長度單位「公分」進行實測、估測與計算。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環境教育】 

7 0320-0326 幾公尺 1. 能用長度單位「公尺」進行實測、估測與計算。 

2. 能分辨長度單位「公分」與「公尺」的關係。(100公分=1公尺)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環境教育】 

8 0327-0402 第一次評量 複習1~3單元 紙筆檢核  

9 0403-0409 0,1,10的乘法 1. 能將2個一數、5個一數或10個一數等經驗連結至九九乘法。 態度觀察､參與討 【資訊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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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能分辨乘法算式中「被乘數」（單位量）、「乘數」(單位數)

及「積」(總和)的位置。 

3. 能辨識累加與乘法「倍」的關係。 

4. 能使用×、=做橫式與直式記錄。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10 0410-0416 0,1,10的乘法 1. 能將 2個一數、5個一數或 10 個一數等經驗連結至九九乘法。 

2. 能分辨乘法算式中「被乘數」（單位量）、「乘數」(單位數)

及「積」(總和)的位置。 

3. 能辨識累加與乘法「倍」的關係。 

4. 能使用×、=做橫式與直式記錄。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資訊教育】 

11 0417-0423 年月日 1. 能辨識一年有12個月。 

2. 能辨識各月的日數、每星期的日數。 

3. 能報讀年曆與月曆。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生涯規劃】 

12 0424-0430 年月日 1. 能查看年曆與月曆處理生活情境的計算問題。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生涯規劃】 

13 0501-0507 兩步驟的乘法 1. 能完整背誦九九乘法表。 

2. 能發現生活情境中兩個數相乘，前後順序對調其值仍然相同。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資訊教育】 

14 0508-0514 兩步驟的乘法 

第二次評量 
1. 能用兩步驟乘法與加法計算來解決生活中的問題(不含併式)。 

2. 能用兩步驟乘法與減法計算來解決生活中的問題(不含併式)。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資訊教育】 

15 0515-0521 分東西 1. 能在分裝與平分的具體活動中，透過操作與連減的策略解題。 

2. 能在分裝與平分的具體活動中，透過操作與連加的策略解題。 

3. 能在分裝與平分的具體活動中，透過操作與乘法的策略解題。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性別平等】 

16 0522-0528 分東西 1. 能在分裝與平分的具體活動中，透過操作與連減的策略解題。 

2. 能在分裝與平分的具體活動中，透過操作與連加的策略解題。 

3. 能在分裝與平分的具體活動中，透過操作與乘法的策略解題。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性別平等】 

17 0529-0604 單位分數 1. 能解釋等分(平分)的意思。 

2. 在具體操作活動中，能區辨物品是否等分(平分)。 

3. 在平分的具體活動中，能分辨「分子」與「分母」所代表的意義。 

4. 能認讀分數(分母小於12)。 

5. 能寫出指定的分數(分母小於12)。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資訊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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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0605-0611 單位分數 1. 能以分數(分母小於 12)表示相對應的分量。 

2. 能比較同分母(分母小於 12)分數的大小。 

3. 能解決生活中同分母(分母小於 12)的分數加減問題。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資訊教育】 

19 0612-0618 面的大小與立體 1. 能使用「角」、「邊」、「面」的名詞與人溝通。 

2. 能辨識平面圖形、正方體和長方體的角、邊、面的位置與個數。 

3. 能直接比較面的大小。 

4. 能間接比較面的大小。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環境教育】 

20 0619-0625 面的大小與立體 1.能由面的大小，來比較簡單立體形體不同的面。 

2.能由邊的長短，來比較簡單立體形體不同的邊長。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環境教育】 

21 0626-0702 第三次評量 複習7~9單元 紙筆檢核  

填表說明： 

1. 每週單元名稱、教學重點及評量方式頇依課程規劃進度如實填寫。 

2. 依教學課程內容、學校行事曆、重要節慶活動及學生需求，適時地將議題融入課程進行教學。 

3. 若有將特需領域融入部定領域課程進行教學，頇呈現特需領域的教學重點。 

4. 國小階段議題融入如下： 

 法律規定教育議題：【家庭教育】、【性別平等】、【家暴防治】、【性侵防治】、【環境教育】 

 其他 1：【人權教育】、【海洋教育】、【品德教育】、【閱讀素養】、【民族教育】、【生命教育】、【法治教育】、【科技教育】、【資訊教育】、【能

源教育】、【安全教育】、【防災教育】、【生涯規劃】、【多元文化】、【戶外教育】、【國際教育】 

 其他 2：職業試探、失智症議題、交通安全 

5. 部定課程採自編者，除經校內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外，仍需將教材內容報府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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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部定課程各年級各領域/科目課程計畫（表八-特殊教育班）   □集中式特教班  分散式資源班  □巡迴輔導班 

 110 學年度  國語  領域/科目  三  年級/組別之教學重點、教學進度及評量方式總表       填表教師:  李詩源   

第一學期 

週次 日期 單元名稱 教學重點 評量方式 議題融入 

1 0829-0904 

09/01 開學日 

康軒版第五冊 

第一課： 

心的悄悄話 

1. 能以注音符號做為輔助，記憶字詞，輔助念讀。 

2. 能使用合適的語氣念讀語句。 

3. 能運用注音符號協助做簡單的記錄或抄寫。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生命教育】 

【人權教育】 

2 0905-0911 第一課： 

心的悄悄話 
1. 能挑選適合自己程度的注音讀物閱讀，獲得閱讀樂趣。 

2. 能在引導下，將所聽到的訊息做簡單歸納。 

3. 能結合科技與資訊，如：錄音機、VCD、MP3 等，提升聆聽學習

的效果。 

態度觀查､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生命教育】 

【人權教育】 

3 0912-0918 第二課： 

妙故事點點名 
1. 在看圖或觀察事物後，能以正確的句型簡要說出內含之關鍵訊

息，如：背景、經過、物品特徵等。 

2. 能清楚複述生活中聽到的重要訊息，如：學校和班級生活的約定

事項、老師或家長交代的事等。 

3. 能說出一段話或一篇短文的關鍵訊息，如：人、事、時、地、物。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生命教育】 

4 0919-0925 第三課： 

繞口令村 
1. 能用口語說出對他人的關心。 

2. 能在談話時，選用適切的語彙，避免造成對他人的傷害。 

3. 能養成對自己所說過的話保有誠實且負責的態度。 

4. 能簡述解決問題的方法。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閱讀素養】 

5 0926-1002 第三課： 

繞口令村 
1. 能透過字族文識字教學法，瞭解簡單造字原理，協助識字。 

2. 能在口語提示下，利用生字造生活常用詞彙。 

3. 能認識生活常用形容詞辭彙並運用，例如：美麗的、可愛的、快

速的等。 

4. 能在口語提示下，利用新詞造句。 

5. 能在引導下利用音序及部首等方法查字辭典。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閱讀素養】 

6 1003-1009 第四課： 

有你陪伴 
1. 能在口語提示下，以正確的筆劃原理寫字。 

2. 能在引導下使用偏旁變化原理寫字，如：住和注、喝和渴等。 

3. 能在引導下使用間架結構原理寫字，如：單一式字、上下組合字、

左右 組合字、內外組合字等。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安全教育】 

【生涯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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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1010-1016 第一次評量 複習1~4課 紙筆檢核  

8 1017-1023 第五課： 

小丑頄和海葵 
1. 能以正確的書寫方向進行書寫，如：直書從右到左，橫書從左到

右。 

2. 能在引導下了解國字基本形體結構，如：縱筆要垂直、筆畫間隔

平均、筆畫平衡對稱等。 

3. 能在引導下瞭解楷書偏旁組合時變化的搭配要領，如：氵與木組

合時，氵在左，木在右；亻與禾組合時，亻在左，禾在右。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海洋教育】 

【安全教育】 

9 1024-1030 第六課： 

小女生 
1. 能概略說出文章之重點。 

2. 能在提示或協助下利用閱讀策略，如：畫線、圖示、手指輔助唸

讀、劃 關鍵字等，提升閱讀的速度和成效。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環境教育】 

10 1031-1106 第六課： 

小女生 
1. 能在引導或提示下理解作品中對周遭人、事、物的尊重與關懷。 

2. 能在閱讀過程中，培養參與團體的精神，增進人際互動。 

3. 能認識在閱讀過程中所觀察到的訊息。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環境教育】 

11 1107-1113 第七課： 

淡水小鎮 
1. 能在引導或提示下認識文章中解決問題的過程，如：發生原因、

解決 方式、處理結果等。 

2. 能在引導或提示下，將文章中解決問題的簡單方法應用並類化於

日常生活中。 

3. 能讀懂課文內容，回答與文章相關的問題。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環境教育】 

【戶外教育】 

12 1114-1120 第八課： 

安平古堡參觀記 
1. 能在口述作文和筆述作文中，培養豐富的想像力。 

2. 能依據圖片或提示，練習寫作 50 字的簡短文章。 

3. 能配合日常生活之需要，在提示下自行寫出簡單的應用文，如：

賀卡、便條、短篇日記等。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戶外教育】 

【民族教育】 

13 1121-1127 第八課： 

安平古堡參觀記 
1. 能在引導或提示下認識文章中解決問題的過程，如：發生原因、

解決 方式、處理結果等。 

2. 能在引導或提示下，將文章中解決問題的簡單方法應用並類化於

日常生活中。 

3. 能讀懂課文內容，回答與文章相關的問題。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戶外教育】 

【民族教育】 

14 1128-1204 第二次評量 複習5~8課 紙筆檢核  

15 1205-1211 第九課： 

馬太鞍的巴拉告 
1. 能利用卡片寫作，傳達對他人的關心。 

2. 能在引導下以短文寫出自己身邊的人，如自己、家人或好友。 

3. 能在協助下以短文描述事情的經過。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環境教育】 

【戶外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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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能在協助下以短文敘寫事物，並寫出喜歡或討厭的原因。 

16 1212-1218 第九課： 

馬太鞍的巴拉告 
1. 能在口述作文和筆述作文中，培養豐富的想像力。 

2. 能依據圖片或提示，練習寫作 50 字的簡短文章。 

3. 能配合日常生活之需要，在提示下自行寫出簡單的應用文，如：

賀卡、便條、短篇日記等。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環境教育】 

【戶外教育】 

17 1219-1225 第十課： 

狐狸的故事 
1. 能概略說出文章之重點。 

2. 能在提示或協助下利用閱讀策略，如：畫線、圖示、手指輔助唸

讀、劃 關鍵字等，提升閱讀的速度和成效。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生命教育】 

18 1226-0101 第十一課： 

巨人的花園 
1. 能概略讀出文句的抑揚頓挫與文章情感。 

2. 能簡單說出閱讀不同表述文章後的心得。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生命教育】 

19 0102-0108 第十一課： 

巨人的花園 
1. 能在引導或提示下理解作品中對周遭人、事、物的尊重與關懷。 

2. 能在閱讀過程中，培養參與團體的精神，增進人際互動。 

3. 能認識在閱讀過程中所觀察到的訊息。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生命教育】 

20 0109-0115 第十二課： 

奇特的朋友 
1. 能在引導或提示下認識文章中解決問題的過程，如：發生原因、

解決 方式、處理結果等。 

2. 能在引導或提示下，將文章中解決問題的簡單方法應用並類化於

日常生活中。 

3. 能讀懂課文內容，回答與文章相關的問題。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科技教育】 

【生涯規劃】 

21 0116-0122 第三次評量 複習9~12課 紙筆檢核  

第二學期 

週次 日期 單元名稱 教學重點 評量方式 議題融入 

1 0206-0212 

02/11 開學日 

康軒版第六冊 

第一課： 

許願 

1. 能以注音符號做為輔助，記憶字詞，輔助念讀。 

2. 能使用合適的語氣念讀語句。 

3. 能運用注音符號協助做簡單的記錄或抄寫。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生命教育】 

2 0213-0219  第一課： 

許願 
1. 能概略讀出文句的抑揚頓挫與文章情感。 

2. 能簡單說出閱讀不同表述文章後的心得。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生命教育】 

3 0220-0226 第二課： 

下雨的時候 
1. 能挑選適合自己程度的注音讀物閱讀，獲得閱讀樂趣。 

2. 能在引導下，將所聽到的訊息做簡單歸納。 

3. 能結合科技與資訊，如：錄音機、VCD、MP3 等，提升聆聽學習

的效果。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戶外教育】 

【環境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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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0227-0305 第二課： 

下雨的時候 
1. 在看圖或觀察事物後，能以正確的句型簡要說出內含之關鍵訊

息，如：背景、經過、物品特徵等。 

2. 能清楚複述生活中聽到的重要訊息，如：學校和班級生活的約定

事項、老師或家長交代的事等。 

3. 能說出一段話或一篇短文的關鍵訊息，如：人、事、時、地、物。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戶外教育】 

【環境教育】 

5 0306-0312 第三課： 

遇見美如奶奶 
1. 能用口語說出對他人的關心。 

2. 能在談話時，選用適切的語彙，避免造成對他人的傷害。 

3. 能養成對自己所說過的話保有誠實且負責的態度。 

4. 能簡述解決問題的方法。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生涯規劃】 

【生命教育】 

6 0313-0319 第四課： 

工匠之祖 
1. 能透過字族文識字教學法，瞭解簡單造字原理，協助識字。 

2. 能在口語提示下，利用生字造生活常用詞彙。 

3. 能認識生活常用形容詞辭彙並運用，例如：美麗的、可愛的、快

速的等。 

4. 能在口語提示下，利用新詞造句。 

5. 能在引導下利用音序及部首等方法查字辭典。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環境教育】 

【生涯規劃】 

7 0320-0326 第四課： 

工匠之祖 
1. 能在口語提示下，以正確的筆劃原理寫字。 

2. 能在引導下使用偏旁變化原理寫字，如：住和注、喝和渴等。 

3. 能在引導下使用間架結構原理寫字，如：單一式字、上下組合字、

左右 組合字、內外組合字等。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環境教育】 

【生涯規劃】 

8 0327-0402 第一次評量 複習1~4課 紙筆檢核  

9 0403-0409 第五課： 

學田鼠開路 
1. 能以正確的書寫方向進行書寫，如：直書從右到左，橫書從左到

右。 

2. 能在引導下了解國字基本形體結構，如：縱筆要垂直、筆畫間隔

平均、筆畫平衡對稱等。 

3. 能在引導下瞭解楷書偏旁組合時變化的搭配要領，如：氵與木組

合時，氵在左，木在右；亻與禾組合時，亻在左，禾在右。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環境教育】 

10 0410-0416 第五課： 

學田鼠開路 
1. 能概略說出文章之重點。 

2. 能在提示或協助下利用閱讀策略，如：畫線、圖示、手指輔助唸

讀、劃 關鍵字等，提升閱讀的速度和成效。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環境教育】 

11 0417-0423 第六課： 

神奇密碼 
1. 能概略讀出文句的抑揚頓挫與文章情感。 

2. 能簡單說出閱讀不同表述文章後的心得。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科技教育】 

【資訊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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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0424-0430 第七課： 

油桐花·五月雪 
1. 能在引導或提示下理解作品中對周遭人、事、物的尊重與關懷。 

2. 能在閱讀過程中，培養參與團體的精神，增進人際互動。 

3. 能認識在閱讀過程中所觀察到的訊息。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環境教育】 

【戶外教育】 

13 0501-0507 第八課： 

大自然的美術館 
1. 能在口述作文和筆述作文中，培養豐富的想像力。 

2. 能依據圖片或提示，練習寫作 50 字的簡短文章。 

3. 能配合日常生活之需要，在提示下自行寫出簡單的應用文，如：

賀卡、便條、短篇日記等。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海洋教育】 

14 0508-0514 第二次評量 複習 5~8 課 紙筆檢核  

15 0515-0521 第九課： 

臺灣的山椒頄 
1. 能在引導或提示下認識文章中解決問題的過程，如：發生原因、

解決 方式、處理結果等。 

2. 能在引導或提示下，將文章中解決問題的簡單方法應用並類化於

日常生活中。 

3. 能讀懂課文內容，回答與文章相關的問題。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海洋教育】 

16 0522-0528 第九課： 

臺灣的山椒頄 
1. 能利用卡片寫作，傳達對他人的關心。 

2. 能在引導下以短文寫出自己身邊的人，如自己、家人或好友。 

3. 能在協助下以短文描述事情的經過。 

4. 能在協助下以短文敘寫事物，並寫出喜歡或討厭的原因。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環境教育】 

17 0529-0604 第十課： 

漁夫和金頄 
1. 能在口述作文和筆述作文中，培養豐富的想像力。 

2. 能依據圖片或提示，練習寫作 50 字的簡短文章。 

3. 能配合日常生活之需要，在提示下自行寫出簡單的應用文，如：

賀卡、便條、短篇日記等。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生命教育】 

18 0605-0611 第十一課： 

聰明的鹿鼠 
1. 能概略說出文章之重點。 

2. 能在提示或協助下利用閱讀策略，如：畫線、圖示、手指輔助唸

讀、劃 關鍵字等，提升閱讀的速度和成效。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安全教育】 

19 0612-0618 第十一課： 

聰明的鹿鼠 
1. 能概略讀出文句的抑揚頓挫與文章情感。 

2. 能簡單說出閱讀不同表述文章後的心得。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安全教育】 

20 0619-0625 第十二課： 

還要跌幾次 
1. 能在引導或提示下理解作品中對周遭人、事、物的尊重與關懷。 

2. 能在閱讀過程中，培養參與團體的精神，增進人際互動。 

3. 能認識在閱讀過程中所觀察到的訊息。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生命教育】 

21 0626-0702 第三次評量 複習9~12課 紙筆檢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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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說明： 

1. 每週單元名稱、教學重點及評量方式頇依課程規劃進度如實填寫。 

2. 依教學課程內容、學校行事曆、重要節慶活動及學生需求，適時地將議題融入課程進行教學。 

3. 若有將特需領域融入部定領域課程進行教學，頇呈現特需領域的教學重點。 

4. 國小階段議題融入如下： 

 法律規定教育議題：【家庭教育】、【性別平等】、【家暴防治】、【性侵防治】、【環境教育】 

 其他 1：【人權教育】、【海洋教育】、【品德教育】、【閱讀素養】、【民族教育】、【生命教育】、【法治教育】、【科技教育】、【資訊教育】、【能

源教育】、【安全教育】、【防災教育】、【生涯規劃】、【多元文化】、【戶外教育】、【國際教育】 

 其他 2：職業試探、失智症議題、交通安全 

5. 部定課程採自編者，除經校內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外，仍需將教材內容報府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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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部定課程各年級各領域/科目課程計畫（表八-特殊教育班）   □集中式特教班  分散式資源班  □巡迴輔導班 

 110 學年度  數學  領域/科目  三  年級/組別之教學重點、教學進度及評量方式總表       填表教師:  李詩源   

第一學期 

週次 日期 單元名稱 教學重點 評量方式 議題融入 

1 0829-0904 

09/01 開學日 

康軒版第五冊 

10000 以內的數 

1. 能分辨「千位」、「百位」、「十位」和「個位」彼此間的關係。 

2. 能說出1000以內的數。 

3. 能認讀1000以內的數。 

4. 能寫出1000以內的數。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資訊教育】 

2 0905-0911 10000 以內的數 1. 能分辨「萬位」、「千位」、「百位」、「十位」和「個位」彼

此間的關係。 

2. 根據讀數的規則，能說出10000以內的數。 

3. 能認讀10000以內的數。 

4. 能寫出10000以內的數。 

態度觀查､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資訊教育】 

3 0912-0918 四位數的加減 1. 能熟練四位數不進位加法直式計算(總和＜10000）。 

2. 能熟練四位數一次進位加法的直式計算（總和＜10000）。 

3. 能熟練四位數二次進位加法的直式計算（總和＜10000）。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科技教育】 

【資訊教育】 

4 0919-0925 四位數的加減 1. 能熟練四位數不退位減法的直式計算。 

2. 能熟練四位數一次退位減法的直式計算。 

3. 能熟練四位數二次退位減法的直式計算。 

4. 能以四位數的加減法解決生活上的問題。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科技教育】 

【資訊教育】 

5 0926-1002 公升和毫升 1. 能用容量單位「公升」進行實測、估測與計算。 

2. 能用容量單位「毫公升」(簡稱「毫升」)進行實測、估測與計算。 

3. 能分辨容量單位「公升」與「毫公升」的關係。 

4. 能以複名數「公升」與「毫公升」表徵重量。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環境教育】 

【能源教育】 

6 1003-1009 公升和毫升 1. 能用公升和毫升的容量單位做加、乘法計算(需進位；1公升=1000

毫升)。 

2. 能用公升和毫升的容量單位做減法計算(需退位)。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環境教育】 

【能源教育】 

7 1010-1016 第一次評量 複習1~3單元 紙筆檢核  

8 1017-1023 乘法 1. 能辨識累加與乘法「倍」的關係。 

2. 能使用九九乘法表。 

3. 能發現生活情境中兩個數相乘，前後順序對調其值仍然相同。 

4. 能使用×、=做橫式與直式紀錄。 

5. 能使用×、=做橫式與直式紀錄以解決生活中的問題。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科技教育】 

9 1024-1030 乘法 1. 能熟練整十乘以一位數的直式計算。 態度觀察､參與討 【科技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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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能熟練整百乘以一位數的直式計算。 

3. 能熟練二位數乘以一位數的直式計算(不進位)。 

4. 能熟練二位數乘以一位數的直式計算(一次進位)。 

5. 能熟練一位數乘以整十的直式計算。 

6. 能熟練一位數乘以整百的直式計算。 

7. 能熟練整十乘以整十的直式計算。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10 1031-1106 角 1. 能辨識「角」由頂點與兩邊所構成。 

2. 能進行角度大小的直接比較與間接比較。 

3. 能使用直尺、三角板等辨識出「直角」。 

4. 能辨別某角與直角的大小關係。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環境教育】 

11 1107-1113 角 1. 由具體操作活動中，辨識正方形為四邊相等且四角為直角的四

邊形。 

2. 由具體操作活動中，辨識長方形為有四個直角的四邊形。 

3 .由具體操作活動中，辨識直角三角形為有一個直角的三角形。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環境教育】 

12 1114-1120 面積 1. 能辨識面積單位「平方公分」。 

2. 能操作平方公分板，點數出簡易幾何圖形的面積。 

3. 能透過乘法計算平方公分板上長方形的面積。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環境教育】 

13 1121-1127 面積 1. 能操作平方公分板，點數出簡易幾何圖形的面積。 

2. 能透過乘法計算平方公分板上長方形的面積。 

3. 能辨識長方形面積公式=長×寬。 

4. 能辨識正方形面積公式=邊長×邊長。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環境教育】 

14 1128-1204 第二次評量 複習4~6單元 紙筆檢核  

15 1205-1211 除法 1. 能由分裝與平分的具體活動中，察覺「商」、「餘數」所代表的

意思。 

2. 能分辨除法算式中「被除數」、「除數」、「商」及「餘數」的

位置。 

3. 能使用÷、=做橫式紀錄以解決生活中的問題。 

4. 能由分裝與平分的具體活動中，察覺除法與乘法(倍數)的關係。 

5. 能運用九九乘法的經驗估算除式中的「商」。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科技教育】 

16 1212-1218 除法 1. 能熟練二位數除以一位數，商為一位數的直式計算(整除)。 

2. 能熟練二位數除以一位數，商為一位數且有餘數的直式計算。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科技教育】 

17 1219-1225 公斤和公克 1. 能用重量單位「公斤」進行實測、估測與計算。 

2. 能用重量單位「公克」進行實測、估測與計算。 

3. 能分辨重量單位「公斤」與「公克」的關係。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資訊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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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1226-0101 公斤和公克 1. 能以複名數「公斤」與「公克」表徵重量。 

2. 能用公斤和公克的重量單位做加、乘法計算(需進位；1公斤=1000

公克)。 

3. 能用公斤和公克的重量單位做減法計算(需退位)。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資訊教育】 

19 0102-0108 分數 1. 能解釋等分(平分)的意思。 

2. 在具體操作活動中，能區辨物品是否等分(平分)。 

3. 在平分的具體活動中，能分辨「分子」與「分母」所代表的意義。 

4. 能認讀分數(分母小於12)。 

5. 能寫出指定的分數(分母小於12)。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性別平等】 

20 0109-0115 分數 1. 能以分數(分母小於 12)表示相對應的分量。 

2. 能比較同分母(分母小於 12)分數的大小。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性別平等】 

21 0116-0122 第三次評量 複習7~9單元 紙筆檢核  

第二學期 

週次 日期 單元名稱 教學重點 評量方式 議題融入 

1 0206-02/12 

02/11 開學日 

康軒版第六冊 

分數的加減 
1. 能認讀分數(分母小於12)。 

2. 能寫出指定的分數(分母小於 12)。 

3. 能以分數(分母小於 12)表示相對應的分量。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資訊教育】 

2 0213-0219  分數的加減 1. 能以分數(分母小於 12)表示相對應的分量。 

2. 能比較同分母(分母小於 12)分數的大小。 

3. 能解決生活中同分母(分母小於 12)的分數加法問題。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資訊教育】 

3 0220-0226 分數的加減 1.能以分數(分母小於 12)表示相對應的分量。 

2.能比較同分母(分母小於 12)分數的大小。 

3.能解決生活中同分母(分母小於12)的分數減法問題。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資訊教育】 

 

4 0227-0305 除法 1. 能由分裝與平分的具體活動中，察覺「商」、「餘數」所代表的

意思。 

2. 能分辨除法算式中「被除數」、「除數」、「商」及「餘數」的

位置。 

3. 能使用÷、=做橫式紀錄以解決生活中的問題。 

4. 能由分裝與平分的具體活動中，察覺除法與乘法(倍數)的關係。 

5. 能熟練二位數除以一位數，商為一位數的直式計算(整除)。 

6. 能熟練二位數除以一位數，商為一位數且有餘數的直式計算。 

7. 能運用九九乘法的經驗估算除式中的「商」。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資訊教育】 

5 0306-0312 除法 1. 能熟練二位數除以一位數，商為二位數的直式計算。(整除) 態度觀察､參與討 【資訊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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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能熟練二位數除以一位數，商為二位數且有餘數的直式計算。 

3. 能熟練三位數除以一位數，商為三位數的直式計算。(整除)  

4. 能熟練三位數除以一位數，商為三位數且有餘數的直式計算。 

5. 能熟練三位數除以一位數，商為二位數的直式計算。(整除) 

6. 能熟練三位數除以一位數，商為二位數且有餘數的直式計算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6 0313-0319 尋找規律 1. 找出圖形排列的規律。 

2. 依據規律解決下一個或再下一個圖形項目是什麼的問題。 

3. 能依據條件，完成有規律圖形的排列。 

4. 能找出數列排列的規律。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資訊教育】 

7 0320-0326 尋找規律 1. 能依據數列規律解決下一個或二個的數字是什麼的問題。 

2. 覺察圖形序列間的數量關係，推理下一個或二個的圖形排列情

形。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資訊教育】 

8 0327-0402 第一次評量 複習1~3單元 紙筆檢核  

9 0403-0409 時間 1. 能運用五個一數和一個一個數來進行鐘面時刻的報讀。 

2. 能分辨鐘面時刻是接近整點或已超過整點。 

3. 能將時鐘指針指向指定的時間。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生涯規劃】 

10 0410-0416 時間 1. 能分辨時間單位「日」與「時」的關係。 

2. 能分辨時間單位「時」與「分」的關係。 

3. 能分辨時間單位「分」與「秒」的關係。 

4. 能分辨12時制與24時制的關係。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生涯規劃】 

11 0417-0423 小數 1. 能認讀一位小數。 

2. 能寫出一位小數。 

3. 能分辨「十分位」與「個位」的關係。 

4. 能比較整數相同，十分位不同之一位小數的大小。 

5. 能比較整數不同，十分位相同之一位小數的大小。 

6. 能比較整數與十分位均不同之一位小數的大小。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資訊教育】 

12 0424-0430 小數 1. 能演算一位小數的加法計算。 

2. 能演算一位小數的減法計算。 

3. 能進行一位整數加減小數的計算。 

4. 能進行二位整數加減小數的計算。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資訊教育】 

13 0501-0507 圓 1. 能辨識圓的「圓心」、「圓周」、「半徑」與「直徑」。 

2. 能察覺圓心與圓周上任一點的距離皆等長。 

3. 能察覺圓規的針尖處為「圓心」，筆尖與針尖的距離為「半徑」。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性別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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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能正確且有效地使用圓規畫出指定半徑長度的圓。 

14 0508-0514 第二次評量 複習4~6單元 紙筆檢核  

15 0515-0521 毫米 1. 能用長度單位「公分」進行實測、估測與計算。 

2. 能用長度單位「公尺」進行實測、估測與計算。 

3. 能用長度單位「毫米」進行實測、估測與計算。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資訊教育】 

16 0522-0528 毫米 1. 能分辨長度單位「公分」與「毫米」的關係。 

2. 能分辨長度單位「公尺」、「公分」與「毫米」的關係。 

3. 能以複名數表徵幾公分幾毫米，並能覺察其實際長度。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資訊教育】 

17 0529-0604 乘法與除法 1. 能辨識累加與乘法「倍」的關係。 

2. 能使用九九乘法表。 

3. 能發現生活情境中兩個數相乘，前後順序對調其值仍然相同。 

4. 能運用乘法或除法的關係，對未知數進行計算。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科技教育】 

18 0605-0611 乘法與除法 1. 能分辨乘法和除法的關係。 

2. 能從已知的乘法算式中推斷可能的除法結果。 

3. 能從已知的除法算式中推斷可能的乘法結果。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科技教育】 

19 0612-0618 統計表 能報讀生活中常見的直接對應(一維)表格。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資訊教育】 

20 0619-0625 統計表 能報讀生活中常見的交叉對應(二維)表格。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資訊教育】 

21 0626-0702 第三次評量 複習7~9單元 紙筆檢核  

填表說明： 

1. 每週單元名稱、教學重點及評量方式頇依課程規劃進度如實填寫。 

2. 依教學課程內容、學校行事曆、重要節慶活動及學生需求，適時地將議題融入課程進行教學。 

3. 若有將特需領域融入部定領域課程進行教學，頇呈現特需領域的教學重點。 

4. 國小階段議題融入如下： 

 法律規定教育議題：【家庭教育】、【性別平等】、【家暴防治】、【性侵防治】、【環境教育】 

 其他 1：【人權教育】、【海洋教育】、【品德教育】、【閱讀素養】、【民族教育】、【生命教育】、【法治教育】、【科技教育】、【資訊教育】、【能

源教育】、【安全教育】、【防災教育】、【生涯規劃】、【多元文化】、【戶外教育】、【國際教育】 

 其他 2：職業試探、失智症議題、交通安全 

5. 部定課程採自編者，除經校內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外，仍需將教材內容報府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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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部定課程各年級各領域/科目課程計畫（表八-特殊教育班）   □集中式特教班  分散式資源班  □巡迴輔導班 

 110 學年度  數學  領域/科目  四  年級/組別之教學重點、教學進度及評量方式總表       填表教師:  李詩源   

第一學期 

週次 日期 單元名稱 教學重點 評量方式 議題融入 

1 0829-0904 

09/01 開學日 

康軒版第七冊 

一億以內的數 

1. 能說出100000以內的數。 

2. 能認讀100000以內的數。 

3. 能寫出100000以內的數。 

4. 能分辨「千位」、「百位」、「十位」和「個位」彼此間的關係。 

5. 能辨識「萬」、「十萬」、「百萬」、「千萬」的位名與關係。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資訊教育】 

2 0905-0911 一億以內的數 1. 能根據讀數的規則，認讀「萬」、「十萬」、「百萬」、「千萬」

的數。 

2. 能根據記數的規則，寫出「萬」、「十萬」、「百萬」、「千萬」

的 數。 

態度觀查､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資訊教育】 

3 0912-0918 整數的乘法 1. 能發現生活情境中兩個數相乘，前後順序對調其值仍然相同。 

2. 能熟練三位數乘以一位數的直式計算。(不進位) 

3. 能熟練三位數乘以一位數的直式計算。(需進位) 

4. 能熟練二位數乘以整十的直式計算。 

5. 能熟練二位數乘以整百的直式計算。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科技教育】 

4 0919-0925 整數的乘法 1. 能熟練整百乘以整十的直式計算。 

2. 能根據三位數乘以一位數直式計算的學習經驗，熟練四位數乘以

一位數的直式計算。 

3. 能根據三位數乘以一位數直式計算的學習經驗，熟練三位數乘以

二位數的直式計算。 

4. 能根據三位數乘以一位數直式計算的學習經驗，熟練二位數乘以

三位數的直式計算。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科技教育】 

5 0926-1002 角度 1. 能正確操作量角器，將中心點對準原點及角的一邊對齊0度線。 

2. 能操作量角器實測30度、45度、60度、90度、120度、180度的角

度。 

3. 能操作量角器畫出30度、45度、60度、90度、120度、180度的角

度。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環境教育】 

6 1003-1009 角度 1. 能透過操作辨識順時針與逆時針的旋轉現象，並區辨旋轉中心、

始邊、終邊與旋轉角的關係。 

2. 能辨識日常經驗「向右轉」視為順時針轉90度，「向左轉」視為

逆時針90度。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環境教育】 



32 

 

3. 能辨識日常經驗「向後轉」視為轉了180度的平角。 

4. 能辨識周角是以順時針或逆時針旋轉一整圈、轉了360度的結果。 

7 1010-1016 第一次評量 

整數的除法 

1. 能由分裝與平分的具體活動中，察覺「商」、「餘數」所代表的

意思。 

2. 能分辨除法算式中「被除數」、「除數」、「商」及「餘數」的

位置。 

3. 能使用÷、=做橫式紀錄以解決生活中的問題。 

4. 能由分裝與平分的具體活動中，察覺除法與乘法(倍數)的關係。 

5. 能運用九九乘法的經驗估算除式中的「商」。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科技教育】 

8 1017-1023 整數的除法 1. 能熟練二位數除以一位數，商為一位數且有餘數的直式計算。 

2. 能熟練二位數除以一位數，商為二位數的直式計算(整除)。 

3. 能熟練二位數除以一位數，商為二位數且有餘數的直式計算。 

4. 能根據三位數除以一位數直式計算的學習經驗，熟練四位數除以

一位數的直式計算。 

5. 能根據三位數除以一位數直式計算的學習經驗，熟練三位數除以

二位數的直式計算。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科技教育】 

9 1024-1030 三角形 1. 由具體操作活動中，辨識直角三角形為有一個直角的三角形。 

2. 能透過操作直尺、三角板、量角器、圓規、模型、摺紙、剪裁等

工具與活動，辨識正三角形為三角相等、三邊相等的簡單性質。 

3. 能透過操作辨識等腰三角形兩底角相等、兩腰相等的簡單性質。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環境教育】 

【民族教育】 

(原住民圖案) 

10 1031-1106 三角形 1. 能辨識全等是指兩平面圖形在疊合時，其頂點、邊、角完全重合。 

2. 能辨識銳角三角形為每個內角都小於直角之三角形。 

3. 能辨識鈍角三角形為有一個內角都大於直角之三角形。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環境教育】 

【民族教育】 

(原住民圖案) 

11 1107-1113 整數四則計算 1. 能將情境問題轉化為兩步驟的併式算式。 

2. 能用兩步驟加法和乘法的併式記法與計算來解決生活中的問題。 

3. 能用兩步驟加法和除法的併式記法與計算來解決生活中的問題。 

4. 能用兩步驟減法和乘法的併式記法與計算來解決生活中的問題。 

5. 能用兩步驟減法和除法的併式記法與計算來解決生活中的問題。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科技教育】 

12 1114-1120 整數四則計算 1. 能用兩步驟乘法和除法的併式記法與計算來解決生活中的問題。 

2. 能用兩步驟連乘法的併式記法與計算來解決生活中的問題。 

3. 能用兩步驟連除法的併式記法與計算來解決生活中的問題。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科技教育】 

13 1121-1127 分數 1. 能辨識除法算式與分數的關係，即被除數等於分子、除數等於分

母。 

2. 能從除法計算的結果，辨識假分數與帶分數的關係。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資訊教育】 

14 1128-1204 分數 

第二次評量 

1. 能辨識真分數、假分數與帶分數。 

2. 能根據分子除以分母的商與餘數的關係，做假分數與帶分數的轉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資訊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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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 

3. 能根據從整數借1的計算原理，做帶分數的減法計算。  

4. 能根據同一個分數的連加即整數倍的原理，做分數的整數倍計

算。 

核 

15 1205-1211 容量與重量的 

計算 

1. 能用容量單位「公升」進行實測、估測與計算。 

2. 能用容量單位「毫公升」(簡稱「毫升」)進行實測、估測與計算。 

3. 能分辨容量單位「公升」與「毫公升」的關係。 

4. 能用公升和毫升的容量單位做加、乘法計算(需進位：1公升=1000

毫升)。 

5. 能用公升和毫升的容量單位做減法計算(需退位)。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環境教育】 

16 1212-1218 容量與重量的 

計算 

1. 能用重量單位「公斤」進行實測、估測與計算。 

2. 能用重量單位「公克」進行實測、估測與計算。 

3. 能分辨重量單位「公斤」與「公克」的關係。 

4. 能用公斤和公克的重量單位做加、乘法計算(需進位：1公斤=1000

公克)。 

5. 能用公斤和公克的重量單位做減法計算(需退位)。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環境教育】 

17 1219-1225 小數 1. 能分辨「十分位」與「個位」的關係。 

2. 能辨識「十分位」、「百分位」的位名和關係。 

3. 能辨識百分位的位名是由於1 ÷ 100 = 0.01的關係。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資訊教育】 

18 1226-0101 小數 1. 能認讀二位小數。 

2. 能寫出二位小數。 

3. 能比較二位小數的大小。 

4. 能進行二位小數的加減。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資訊教育】 

19 0102-0108 統計圖 1. 能報讀生活中常見的交叉對應(二維)表格。 

2. 能根據圖示說明並對應橫軸與縱軸，報讀長條圖裡的訊息。 

3. 能報讀生活中常見的普通與變形的長條圖。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資訊教育】 

【生涯規劃】 

20 0109-0115 統計圖 1. 能根據圖示說明並對應橫軸與縱軸，報讀折線圖裡的訊息。 

2. 能辨識折線圖資料的次序性質。 

3. 能報讀生活中常見的普通與變形的折線圖。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資訊教育】 

【生涯規劃】 

21 0116-0122 第三次評量 總複習 紙筆檢核  

第二學期 

週次 日期 單元名稱 教學重點 評量方式 議題融入 

1 0206-02/12 

02/11 開學日 

康軒版第八冊 

 

能運用「括號內的運算先進行」的原則，做有括號的整數四則混合

計算(兩步驟)。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科技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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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213-0219  整數四則混和 

計算 

1. 能運用「括號內的運算先進行」的原則，做有括號的整數四則混

合計算(兩步驟)。 

2. 能運用「由左向右逐步進行」的原則，做式子中只有乘除或只有

加減的整數四則混合計算(兩步驟)。 

3. 能運用「先乘除後加減」的原則，做整數四則混合計算(兩步驟)。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科技教育】 

3 0220-0226 整數四則混和 

計算 

1. 能運用「括號內的運算先進行」的原則，做有括號的整數四則混

合計算(兩步驟)。 

2. 能運用「由左向右逐步進行」的原則，做式子中只有乘除或只有

加減的整數四則混合計算(兩步驟)。 

3. 能運用「先乘除後加減」的原則，做整數四則混合計算(兩步驟)。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科技教育】 

4 0227-0305 公里 1. 能分辨長度單位「公分」與「毫米」的關係。 

2. 能分辨長度單位「公尺」與「公分」的關係。 

3. 能辨識1公里＝1000公尺、1公里=100000公分。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環境教育】 

5 0306-0312 公里 1. 能根據日常經驗，區辨1公里相當於學童走30分鐘，或大人走15

分鐘的距離。 

2. 能用公里和公尺的複名數表徵一段特定距離。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環境教育】 

6 0313-0319 分數 1. 能解決生活中同分母(分母小於12)的分數加減問題。 

2. 能在數線上標記分母為2、3、4、5、10分數的位置。 

3. 能辨識帶分數的整數部分相當於數線上的整數點。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資訊教育】 

7 0320-0326 分數 1. 由平分和分裝的具體活動中，辨識假分數與帶分數的關係。 

2. 能從除法計算的結果，辨識假分數與帶分數的關係。 

3. 能辨識除法算式與分數的關係，即被除數等於分子､除數等於分

母。 

4. 能進行真分數乘以整數的計算。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資訊教育】 

8 0327-0402 第一次評量 

四邊形 
1. 能透過操作，辨識垂直是指相交的兩線段所成的角是直角。 

2. 能透過操作，辨識平行是指兩線段同時垂直於某線段，以致兩線

段的距離處處相等。 

3. 能辨識日常物品中屬於垂直與平行的情形。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環境教育】 

9 0403-0409 四邊形 1. 能辨認平行四邊形為兩組對邊平行的四邊形。 

2. 能辨認梯形為只有一組對邊平行的四邊形。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環境教育】 

10 0410-0416 億以上的數 1. 能辨識「萬」、「十萬」、「百萬」、「千萬」的位名與關係。 

2. 能根據讀數的規則，認讀「萬」、「十萬」、「百萬」、「千萬」

的數。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資訊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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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能根據記數的規則，寫出「萬」、「十萬」、「百萬」、「千萬」

的數。 

11 0417-0423 億以上的數 1. 能根據「個、十、百、千」之學習經驗，辨識「億」、「十億」、

「百億」、「千億」、「兆」的位名與關係。 

2. 能根據讀數的規則，認讀一億以上的數。 

3. 能根據記數的規則，寫出一億以上的數。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資訊教育】 

12 0424-0430 小數的乘法 1. 能辨識百分位的位名是由於1÷100 = 0.01的關係。 

2. 能辨識二位小數加法與減法直式計算中小數點的位置。 

3. 能辨識二位小數整數倍直式計算中小數點的位置。 

4. 能辨識二位小數整數倍直式計算中小數點的位置，  並求出正確

結果。 

5. 能熟悉尾數為 0 或 00的小數乘法，等於小數點位置的移動。 

6. 能熟悉尾數為 0 或 00的小數乘法，等於小數點位置的移動，並

求出正確結果。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科技教育】 

【資訊教育】 

13 0501-0507 概數 1. 能用無條件捨去法求出 10000以下指定位數的概數。 

2. 能用無條件捨去法，求出「萬」、「十萬」、「百萬」、「千萬」

指定位數的概數。 

3. 能用無條件進入求出 10000 以下指定位數的概數。 

4. 能用無條件進入法，求出「萬」、「十萬」、「百萬」、「千萬」

指定位數的概數。 

5. 以上能做概數加法與減法的估算。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資訊教育】 

14 0508-0514 概數 

第二次評量 
1. 能用四捨五入法求出 10000 以下指定位數的概數。 

2. 能用四捨五入法，求出「萬」、「十萬」、「百萬」、「千萬」

指定位數的概數。 

3. 以上能做概數加法與減法的估算。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資訊教育】 

15 0515-0521 周長與面積 1. 能指認平面圖形的周界。 

2. 能辨識周長為平面圖形周界的長度。 

3. 能以適合的測量工具實際測量三角形、正方形、長方形等平面圖

形的周長。 

4. 能計算生活中三角形、正方形、長方形等平面圖形的周長。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環境教育】 

16 0522-0528 周長與面積 1. 能辨識面積單位「平方公分」。 

2. 能透過乘法計算平方公分板上長方形的面積。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環境教育】 



36 

 

3. 能辨識長方形面積公式=長×寬。 

4. 能辨識正方形面積公式=邊長×邊長。 

5. 能以平方公分為單位計算不規則圖形的面積。 

17 0529-0604 時間的計算 1. 能分辨時間單位「日」與「時」的關係。 

2. 能分辨時間單位「時」與「分」的關係。 

3. 能分辨時間單位「分」與「秒」的關係。 

4. 能分辨12時制與24時制的關係。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生涯規劃】 

18 0605-0611 時間的計算 1. 能進行時、分複名數的加法計算(不進位)。 

2. 能進行時、分複名數的減法計算(不退位)。 

3. 能進行時、分複名數的加法計算(需進位)。 

4. 能進行時、分複名數的減法計算(需退位)。 

5. 能進行日、時複名數的加法計算(需進位)。 

6. 能進行日、時複名數的減法計算(需退位)。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生涯規劃】 

19 0612-0618 體積 1. 能辨識1立方公分及實際體積大小。 

2. 能辨識長度「公分」、面積「平方公分」與體積「立方公分」的

關係。 

3. 能以 1立方公分為單位，點數物體的體積。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環境教育】 

20 0619-0625 體積 1. 能辨識1立方公分及實際體積大小。 

2. 能辨識長度「公分」、面積「平方公分」與體積「立方公分」的

關係。 

3. 能以1立方公分為單位，點數物體的體積。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環境教育】 

21 0626-0702 第三次評量 總複習 紙筆檢核  

填表說明： 

1. 每週單元名稱、教學重點及評量方式頇依課程規劃進度如實填寫。 

2. 依教學課程內容、學校行事曆、重要節慶活動及學生需求，適時地將議題融入課程進行教學。 

3. 若有將特需領域融入部定領域課程進行教學，頇呈現特需領域的教學重點。 

4. 國小階段議題融入如下： 

 法律規定教育議題：【家庭教育】、【性別平等】、【家暴防治】、【性侵防治】、【環境教育】 

 其他 1：【人權教育】、【海洋教育】、【品德教育】、【閱讀素養】、【民族教育】、【生命教育】、【法治教育】、【科技教育】、【資訊教育】、【能

源教育】、【安全教育】、【防災教育】、【生涯規劃】、【多元文化】、【戶外教育】、【國際教育】 

 其他 2：職業試探、失智症議題、交通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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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部定課程各年級各領域/科目課程計畫（表八-特殊教育班）   □集中式特教班  分散式資源班  □巡迴輔導班 

 110 學年度  數學  領域/科目  五  年級/組別之教學重點、教學進度及評量方式總表       填表教師:  李詩源   

第一學期 

週次 日期 單元名稱 教學重點 評量方式 議題融入 

1 0829-0904 

09/01 開學日 

康軒版第九冊 

小數的加減 
1. 能辨識二位小數加法與減法直式計算中小數點的位置。 

2. 能辨識「千分位」、「萬分位」的位名和關係。 

3. 能辨識千分位的位名是由於1÷1000＝0.001的關係  

4. 能辨識萬分位的位名是由於1÷10000＝0.0001的關係。 

5. 能認讀多位小數(三位小數、四位小數)。 

6. 能寫出多位小數(三位小數、四位小數)。 

7. 能比較多位小數(三位小數、四位小數)的大小。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資訊教育】 

2 0905-0911 小數的加減 1. 能進行多位小數(三位小數、四位小數)與分數的互換。 

2. 能根據二位小數加、減與整數倍計算的學習經驗，處理多位小數

(三位小數、四位小數)加、減與整數倍的計算並解決生活中的問

題。 

3. 能運用三位小數加、減與整數倍的直式計算，處理公尺､公分､

公里､公斤､公升等關於量的生活問題。 

態度觀查､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資訊教育】 

3 0912-0918 因數與倍數 1. 能區辨某數的個位數字為「0、2、4、6、8」時，2為某數的因數。 

2. 能區辨某數的個位數字為「0或5」時，5為某數的因數。 

3. 能區辨某數的個位數字為「0」時，10為某數的因數。 

4. 能以列舉法列出各數的因數(或倍數)。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資訊教育】 

4 0919-0925 因數與倍數 1. 能以積木實物平分法(無餘數)，找出某數的因數。 

2. 能從九九乘法表中辨識被乘數和乘數即為該乘積的兩個因數。 

3. 能從九九乘法表中辨識乘積即為它的被乘數和乘數的共同倍數。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資訊教育】 

5 0926-1002 括分､約分和 

通分 
1. 由平分和分裝的具體活動中，辨識分子和分母分別代表的意思。 

2. 能熟練2÷2 = 3÷3 = 4÷4 = … = 1的事實，辨識分數等值的概念。 

3. 能辨識當分數擴分或約分時，其值仍然相等。 

4. 能根據同一個分數的連加即整數倍的原理，做分數的整數倍計

算。 

5. 在平分的具體操作情境下，能辨識約分與等值分數的關係。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性別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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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平分的具體操作情境下，能辨識擴分與等值分數的關係。 

6 1003-1009 括分､約分和 

通分 
1. 能運用因數的學習經驗，進行分數的約分。 

2. 能運用倍數的學習經驗，進行分數的擴分。 

3. 能辨識將兩個簡單異分母分數化成兩個同分母分數之過程稱為

「通分」。 

4. 能運用因數和倍數的經驗，將兩個簡單異分母分數通分成為兩個

同分母的等值分數。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性別平等】 

7 1010-1016 第一次評量 

多邊形與扇形 
1. 能透過操作辨識等腰三角形兩底角相等、兩腰相等的簡單性質。 

2. 能透過操作辨識平行四邊形具有兩對對邊相等的性質。 

3. 能辨認梯形為只有一組對邊平行的四邊形。 

4. 在具體操作下，能辨識三角形的三個內角和為180度。  

5. 能辨識正三角形的三個內角都是60度。 

6. 能辨識兩種常用的三角板的內角和分別為「45-45-60度」（即等

腰三角形）、「30-60-90度」（即直角三角形）。 

7. 在具體操作下，能辨識三角形任意兩邊和大於第三邊。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環境教育】 

8 1017-1023 多邊形與扇形 1. 由具體操作活動中，能辨識一樣大的角即使擺置的方向不同，其

角的大小仍相等。 

2. 由具體操作活動中，能辨識數個角合拼形成的開度相當於另外一

個角的大小。 

3. 能正確操作量角器，將中心點對準0及角的一邊對齊0度線。 

4. 在具體操作下，能辨識「扇形」為兩條半徑和一段圓弧所構成。 

5. 能辨識平角相當於圓心角為 180度的圓。 

6. 能辨識周角相當於圓心角為 360度的圓。 

7. 能透過操作辨識順時針與逆時針的旋轉現象，並區辨旋轉中心、

始邊、終邊與旋轉角的關係。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環境教育】 

9 1024-1030 異分母分數的 

加減 
1. 能將異分母分數轉換成同分母分數並進行大小比較。 

2. 能辨識將兩個簡單異分母分數化成兩個同分母分數之過程稱為

「通分」。 

3. 能運用因數和倍數的經驗，將兩個簡單異分母分數通分成為兩個

同分母的等值分數。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性別平等】 

10 1031-1106 異分母分數的 

加減 
1. 能根據同分母分數比較的學習經驗，運用通分解決簡單異分母分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性別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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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的比較問題。 

2. 能根據同分母分數加減的學習經驗，運用通分解決簡單異分母分

數的加減問題。  

核 

11 1107-1113 乘法和除法 1. 能熟練四位數乘以二位數的直式計算。 

2. 能熟練四位數乘以三位數的直式計算。 

3. 能熟練四位數除以二位數的直式計算。 

4. 能熟練四位數除以三位數的直式計算。 

5. 能熟練計算較大數時「0」的處理方法。(如:16500×4700；8900000 

÷32000)。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科技教育】 

12 1114-1120 乘法和除法 1. 在具體操作下，發現計算過程中先乘再除的結果與先除再乘的結

果相同。(限整數) 

2. 在具體操作下，發現計算過程中連除兩數的結果與除以兩數之積

的結果相同。(限整數)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科技教育】 

13 1121-1127 整數四則運算 1. 能運用「括號內的運算先進行」的原則，做有括號的整數四則混

合計算(兩步驟)。 

2. 能運用「由左向右逐步進行」的原則，做式子中只有乘除或只有

加減的整數四則混合計算(兩步驟)。 

3. 能運用「先乘除後加減」的原則，做整數四則混合計算(兩步驟)。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科技教育】 

14 1128-1204 第二次評量 

整數四則運算 

1. 能運用加法與乘法的交換律、結合律處理四則混合計算。 

2. 能運用乘法對加法的分配律處理四則混合計算。 

3. 能運用「先乘再除與先除再乘的結果相同」、「連除兩數相當於除

以此兩數之積」的原則處理四則混合計算。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科技教育】 

15 1205-1211 面積 1. 在實際切割重組長方形的過程中，辨識三角形、平行四邊形、梯

形的性質。 

2. 由實際切割重組中，辨識三角形的面積公式=（底×高）÷2。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環境教育】 

16 1212-1218 面積 1. 由實際切割重組中，辨識平行四邊形的面積公式=底×高。 

2. 由實際切割重組中，辨識梯形的面積公式=（上底＋下底）×高÷2。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環境教育】 

17 1219-1225 時間的乘除 1. 能進行「日」、「時」、「分」、「秒」之間的時間換算。 

2. 能做時間的加法計算(限整數)。 

3. 能做時間的減法計算(限整數)。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生涯規劃】 

18 1226-0101 時間的乘除 1. 能做時間的乘法計算(限整數)。 

2. 能做時間的除法計算(限整數)。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生涯規劃】 

19 0102-0108 柱體､錐體和球 3. 在具體操作下，能辨識球有球心、球半徑､球直徑。 態度觀察､參與討 【環境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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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具體操作，能辨識圓的圓心、圓半徑、圓直徑。 

5. 在具體操作下或實際生活情境中，能辨識出直圓柱。 

6. 在具體操作下或實際生活情境中，能辨識出直角柱。 

7. 在具體操作下或實際生活情境中，能辨識出直圓錐。 

8. 在具體操作下或實際生活情境中，能辨識出正角錐(如：三角錐、

四角錐)。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20 0109-0115 柱體､錐體和球 1. 能辨識兩個全等多邊形與長方形組合可構成直角柱。 

2. 能辨識底圓與一扇形可構成直圓錐。(如：圓錐體)  

3. 能辨識底正多邊形與等腰三角形可構成正角錐。(如：三角錐、

四角錐)  

4. 認識柱體和錐體之構成要素與展開圖。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環境教育】 

21 0116-0122 第三次評量 總複習 紙筆檢核  

第二學期 

週次 日期 單元名稱 教學重點 評量方式 議題融入 

1 0206-02/12 

02/11 開學日 

康軒版第十冊 

體積 
1.能辨識1立方公分及實際體積大小。 

2.能辨識長度「公分」、面積「平方公分」與體積「立方公分」間的

關係。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環境教育】 

2 213-219  體積 1.能以1立方公分為單位，點數物體的體積。 

2.能辨識長方體的體積公式=長×寬×高。 

3.能辨識正方體的體積公式=邊長×邊長×邊長。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環境教育】 

3 0220-0226 體積 1. 能辨識1立方公尺=1000000立方公分。 

2. 能用「立方公分」、「立方公尺」等體積單位做加、減、乘、除

的計算。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環境教育】 

 

4 0227-0305 分數的計算 1. 能辨識真分數、假分數與帶分數。 

2. 能根據分子除以分母的商與餘數的關係，做假分數與帶分數的轉

換。 

3. 能根據從整數借1的計算原理，做帶分數的減法計算。 

4. 能根據同一個分數的連加即整數倍的原理，做分數的整數倍計

算。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資訊教育】 

5 0306-0312 分數的計算 1. 在具體操作的情境下，能覺察「乘以 1/n」，尌是 n 等分(除以 n

之意)。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資訊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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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能熟練整數乘以真分數的計算並解決生活中的問題。  

3. 能熟練整數乘以假分數的計算並解決生活中的問題。  

4. 能熟練整數乘以帶分數的計算並解決生活中的問題。  

5. 能熟練分數乘以分數的計算並解決生活中的問題。 

6. 能熟練真分數除以整數的計算並解決生活中的問題。 

7. 能熟練假分數除以整數的計算並解決生活中的問題 。 

8. 能熟練帶分數除以整數的計算並解決生活中的問題。 

6 0313-0319 容積 1. 能辨識容積為容器內部空間的大小。 

2. 能辨識容量為容器可裝載的最大液量。 

3. 能區辨容積和容量的關係。 

4. 能區辨容積、容量與體積的關係和差異。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環境教育】 

7 0320-0326 容積 1. 能辨識 1 立方公分=1c.c.。 

2. 能辨識 1 公升=1000 毫公升=1000立方公分。 

3. 能辨識沉入水中的物體的體積與此物體所排開的水的水量一樣

多。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環境教育】 

8 0327-0402 第一次評量 

小數的乘法 
1. 能辨識整數的小數倍計算結果相當於移動小數點的位置。 

2. 能辨識整數的小數倍(三位小數、四位小數)直式計算中小數點的

位置。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科技教育】 

9 0403-0409 小數的乘法 1. 能辨識二位小數乘以二位小數直式計算中小數點的位置。 

2. 能運用小數乘以小數的直式計算解決生活中的問題。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科技教育】 

10 0410-0416 線對稱圖形 1. 在具體操作下，能區辨某圖形為線對稱圖形。 

2. 在具體操作下，能找出某圖形的對稱軸(可能多條)。 

3. 在具體操作下，能對某對稱圖形指認某一點之對稱點。 

4. 在具體操作下，能辨識線對稱圖形的對應角、對稱邊相等且對稱

軸兩側的圖形全等。 

5. 能仿畫一平面圖形對某ㄧ對稱軸的線對稱圖形。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資訊教育】 

【民族教育】 

(原住民圖案) 

11 0417-0423 小數除以整數 1. 能演算整數除以整數，商為一位小數的直式計算。 

2. 能依照實際需求自製小數數線。 

3. 能在數線上標記整數的位置。 

4. 能在數線上標記一､二位小數的位置。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科技教育】 

12 0424-0430 小數除以整數 5. 能辨識分母為 2、4、5、8、10、100之真分數所對應的小數值。 態度觀察､參與討 【科技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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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能演算整數除以整數，商為二位小數的直式計算。 

7. 能演算整數除以整數，商為三位小數的直式計算。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13 0501-0507 列式與解題 1. 能辨識適當的未知數符號。 

2. 能辨識在等式兩邊，同時加、減、乘、除同一數時，等式仍然成

立。 

3. 能運用等量公理進行單步驟未知數問題的解題。(加減)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資訊教育】 

14 0508-0514 列式與解題 

第二次評量 
1. 能根據整數單步驟列式的學習經驗，依據問題列出含有未知數符

號的算式。 

2. 能解釋含有未知數符號算式中各數字或符號代表的意思，並求出

答案與驗算。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資訊教育】 

15 0515-0521 表面積 1. 由具體操作中，辨識「表面積」尌是立體圖形所有面的面積總和。 

2. 認識正方體和長方體之構成要素與展開圖。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環境教育】 

16 0522-0528 表面積 1. 由具體操作中，求出正方體的表面積。 

2. 由具體操作中，求出長方體的表面積。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環境教育】 

17 0529-0604 比率與百分率 1. 能辨識「部份佔全體多寡」尌是「比率」的意思。 

2. 能熟練比率1尌是「全部」的意思。 

3. 能辨識100% = 1，尌是「全部」的意思。 

4. 能辨識百分率與分數的關係，並進行轉換。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資訊教育】 

18 0605-0611 比率與百分率 1. 能辨識生活中「折」與百分率的關係。 

2. 能運用比率的概念解決生活中的問題。(如：考試及格比率；衣

服打八折後的價錢､加成收費)。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資訊教育】 

19 0612-0618 生活中的單位與換算 1. 能以公噸和公斤表徵一個物品的重量。 

2. 能辨識1公噸=1000公斤。 

3. 能做公噸和公斤的單位換算(以分數或小數表徵，1公斤=0.001

公噸，1公斤=1÷1000公噸)。 

4. 能用公噸和公斤的複名數重量單位做加、減、乘、除的計算。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環境教育】 

20 0619-0625 生活中的單位與換算 1. 能辨識 1 公畝=100平方公尺。 

2. 能辨識 1 公頃=100公畝。 

3. 能辨識 1 平方公里=1000000 平方公尺。 

4. 能做「公畝」、「公頃」、「平方公里」、「平方公里」的單位

態度觀察､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檢

核 

【環境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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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算(以分數或小數表徵，如：1 平方公尺=1÷1000000(平方公

里)，1平方公里=0.000001 平方公里)。 

5. 能用「公畝」、「公頃」、「平方公里」、「平方公里」等面積

單位做加、 減、乘、除的計算。 

21 0626-0702 第三次評量 總複習 紙筆檢核  

填表說明： 

1. 每週單元名稱、教學重點及評量方式頇依課程規劃進度如實填寫。 

2. 依教學課程內容、學校行事曆、重要節慶活動及學生需求，適時地將議題融入課程進行教學。 

3. 若有將特需領域融入部定領域課程進行教學，頇呈現特需領域的教學重點。 

4. 國小階段議題融入如下： 

 法律規定教育議題：【家庭教育】、【性別平等】、【家暴防治】、【性侵防治】、【環境教育】 

 其他 1：【人權教育】、【海洋教育】、【品德教育】、【閱讀素養】、【民族教育】、【生命教育】、【法治教育】、【科技教育】、【資訊教育】、【能

源教育】、【安全教育】、【防災教育】、【生涯規劃】、【多元文化】、【戶外教育】、【國際教育】 

 其他 2：職業試探、失智症議題、交通安全 

5. 部定課程採自編者，除經校內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外，仍需將教材內容報府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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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部定課程各年級各領域/科目課程計畫（表八-特殊教育班）   □集中式特教班  分散式資源班  □巡迴輔導班 

 110 學年度  國語  領域/科目  六  年級/組別之教學重點、教學進度及評量方式總表       填表教師:  李詩源   

第一學期 

週次 日期 單元名稱 教學重點 評量方式 議題融入 

1 0829-0904 

09/01 開學日 

康軒版第十一冊 

第一課： 

神奇的藍絲帶 

1. 能以注音符號做為輔助，記憶字詞音義，輔助閱讀理解。 

2. 能以注音符號做為輔助，理解字詞音義，促進閱讀理解。 

3. 能以注音符號做為輔助，理解句型文意，提升閱讀效能。 

態度檢核､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測

驗 

【家庭教育】 

【品德教育】 

【家暴防治】 

2 0905-0911 第一課： 

神奇的藍絲帶 

1. 能簡要口述短篇文章或故事之內容與心得。 

2. 能在與他人談話的過程中，同理他人的想法與感受。 

3. 能利用電腦搜尋相關資料，並作簡要報告。 

態度檢核､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測

驗 

【家庭教育】 

【品德教育】 

【家暴防治】 

3 0912-0918 第二課： 

跑道 

1. 能利用生字造生活常用詞彙。 

2. 能認識生活常用介詞並運用，例如：自從、由於、關於､､等。 

3. 能利用新詞做照樣造句練習。 

態度檢核､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測

驗 

【人權教育】 

【生涯規劃】 

4 0919-0925 第三課： 

說話也要停看聽 

1. 能聽出說話者表達語氣代表的涵義，如：生氣、無奈、緊張。 

2. 能聽出說話者表達節奏代表的涵義，如：輕快代表愉悅、緩慢代

表嚴肅等。 

3. 能在引導下學習各種表達技巧，如：委婉、直接等。 

態度檢核､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測

驗 

【人權教育】 

【品德教育】 

5 0926-1002 第四課： 

朱子治家格言選 

1. 能以正確的筆畫原理寫字。 

2. 能使用偏旁變化原理寫字，如：住和注、喝和渴等。 

3. 能認識常見生字語詞的形音義。 

4. 能運用常見生字語詞的形音義。 

態度檢核､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測

驗 

【家庭教育】 

【品德教育】 

6 1003-1009 第五課： 

山的巡禮 

1. 能說出文章的重點與取材。 

2. 能說出文章的基本結構，如：開頭、發展、結尾等。 

態度檢核､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測

驗 

【環境教育】 

【戶外教育】 

【安全教育】 

7 1010-1016 第一次評量 複習 1~5 課 紙筆測驗  

8 1017-1023 第六課： 

東海岸鐵路 

1. 能簡要口述短篇文章或故事之內容與心得。 

2. 能在與他人談話的過程中，同理他人的想法與感受。 

3. 能利用電腦搜尋相關資料，並作簡要報告。 

態度檢核､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測

驗 

【環境教育】 

【戶外教育】 

【海洋教育】 

9 1024-1030 第七課： 

蚵鄉風情 

1. 能利用生字造生活常用詞彙。 

2. 能認識生活常用介詞並運用，例如：自從、由於、關於､､等。 

3. 能利用新詞做照樣造句練習。 

態度檢核､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測

驗 

【閱讀素養】 

【戶外教育】 

10 1031-1106 第八課： 

大小剛好的鞋子 

1. 能利用音序及部首等方法查字辭典。 

2. 能在協助下使用數位化字辭典，如：網路字典、電子字典等。 

態度檢核､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測

驗 

【國際教育】 

【多元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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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1107-1113 第九課： 

沉思三帖 

1. 能以正確的筆畫原理寫字。 

2. 能使用偏旁變化原理寫字，如：住和注、喝和渴等。 

3. 能認識常見生字語詞的形音義。 

4. 能運用常見生字語詞的形音義。 

態度檢核､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測

驗 

【品德教育】 

【生涯規劃】 

12 1114-1120 第十課： 

狐假虎威 

1. 能說出文章的重點與取材。 

2. 能說出文章的基本結構，如：開頭、發展、結尾等。 

態度檢核､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測

驗 

【生涯規劃】 

【閱讀素養】 

13 1121-1127 第十課： 

狐假虎威 

1. 能在與他人談話的過程中，同理他人的想法與感受。 

2. 能從對話中判斷正確性，並做適當的回應。 

3. 能有系統的說話，如：依照時間順序、重要排序等。 

4. 能利用電腦搜尋相關資料，並作簡要報告。 

態度檢核､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測

驗 

【生涯規劃】 

【閱讀素養】 

14 1128-1204 第二次評量 複習 6~10課 紙筆測驗  

15 1205-1211 第十一課： 

我願 

1. 能簡要口述短篇文章或故事之內容與心得。 

2. 能在與他人談話的過程中，同理他人的想法與感受。 

3. 能利用電腦搜尋相關資料，並作簡要報告。 

態度檢核､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測

驗 

【品德教育】 

【國際教育】 

【生命教育】 

16 1212-1218 第十二課： 

最好的味覺禮物 

1. 能利用生字造生活常用詞彙。 

2. 能認識生活常用介詞並運用，例如：自從、由於、關於､､等。 

3. 能利用新詞做照樣造句練習。 

態度檢核､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測

驗 

【家庭教育】 

【生命教育】 

17 1219-1225 第十三課： 

空城計 

1. 能利用音序及部首等方法查字辭典。 

2. 能在協助下使用數位化字辭典，如：網路字典、電子字典等。 

態度檢核､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測

驗 

【民族教育】 

【閱讀素養】 

18 1226-0101 第十三課： 

空城計 

1. 能以正確的筆畫原理寫字。 

2. 能使用偏旁變化原理寫字，如：住和注、喝和渴等。 

3. 能認識常見生字語詞的形音義。 

4. 能運用常見生字語詞的形音義。 

態度檢核､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測

驗 

【民族教育】 

【閱讀素養】 

19 0102-0108 第十四課： 

桂花雨 

1. 能自己使用簡單敘述、描寫等表述方式，並練習書寫 100 字至

200 字以內的短文。 

2. 能在協助下練習利用電腦編輯自己的短文作品。 

3. 能說出所觀察的現象和想法。 

態度檢核､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測

驗 

【家庭教育】 

【環境教育】 

20 0109-0115 第十四課： 

桂花雨 

1.能利用音序及部首等方法查字辭典。 

2.能在協助下使用數位化字辭典，如：網路字典、電子字典等。 

態度檢核､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測

驗 

【家庭教育】 

【環境教育】 

21 0116-0122 第三次評量 複習 11~14課 紙筆測驗  

第二學期 

週次 日期 單元名稱 教學重點 評量方式 議題融入 

1 0206-02/12 康軒版第十二冊 1. 能利用生字造生活常用詞彙。 態度檢核､參與討 【民族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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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11 開學日 第一課： 

過故人莊 

2. 能認識生活常用介詞並運用，例如：自從、由於、關於､､等。 

3. 能利用新詞做照樣造句練習。 

論、課堂問答､紙筆測

驗 

【環境教育】 

【生命教育】 

2 0213-0219  第一課： 

過故人莊 

1. 能正確念讀注音符號和使用高低調的變化於段落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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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能從聆聽中，思考如何解決問題。 

4. 能在意見分歧或有誤會時，以溫和的態度，清楚表達自己的看法

讓他人了解。 

態度檢核､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測

驗 

【民族教育】 

【環境教育】 

【生命教育】 

3 0220-0226 第二課： 

把愛傳下去 

1. 能簡要口述短篇文章或故事之內容與心得。 

2. 能在與他人談話的過程中，同理他人的想法與感受。 

3. 能利用電腦搜尋相關資料，並作簡要報告。 

態度檢核､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測

驗 

【生命教育】 

【生涯規劃】 

4 0227-0305 第二課： 

把愛傳下去 

1. 能利用生字造生活常用詞彙。 

2. 能認識生活常用介詞並運用，例如：自從、由於、關於､､等。 

3. 能利用新詞做照樣造句練習。 

態度檢核､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測

驗 

【生命教育】 

【生涯規劃】 

5 0306-0312 第三課： 

山村車輄寮 

1. 能利用音序及部首等方法查字辭典。 

2. 能在協助下使用數位化字辭典，如：網路字典、電子字典等。 

態度檢核､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測

驗 

【環境教育】 

【能源教育】 

6 0313-0319 第三課： 

山村車輄寮 

1. 能以正確的筆畫原理寫字。 

2. 能使用偏旁變化原理寫字，如：住和注、喝和渴等。 

3. 能認識常見生字語詞的形音義。 

4. 能運用常見生字語詞的形音義。 

態度檢核､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測

驗 

【環境教育】 

【能源教育】 

7 0320-0326 第四課： 

巨人的階梯 

1. 能說出文章的重點與取材。 

2. 能說出文章的基本結構，如：開頭、發展、結尾等。 

態度檢核､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測

驗 

【國際教育】 

【多元文化】 

【資訊教育】 

8 0327-0402 第一次評量 複習 1~4 課 紙筆測驗  

9 0403-0409 第五課： 

馬達加斯加，出發 

1. 能理解不同閱讀策略的內涵、方式與運用，如：圖示、手指輔助

唸讀、劃關鍵字、找人事時地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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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能在提示下運用組織結構的概念，如：順序、因果、對比關係等，

進行閱讀。 

4. 能專心閱讀，記取文章之重點。 

態度檢核､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測

驗 

【國際教育】 

【多元文化】 

【環境教育】 

【能源教育】 

10 0410-0416 第五課： 

馬達加斯加，出發 

1. 能簡要口述短篇文章或故事之內容與心得。 

2. 能在與他人談話的過程中，同理他人的想法與感受。 

3. 能利用電腦搜尋相關資料，並作簡要報告。 

態度檢核､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測

驗 

【國際教育】 

【多元文化】 

【環境教育】 

【能源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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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0417-0423 第六課： 

沉睡的天空之城 

1. 能利用生字造生活常用詞彙。 

2. 能認識生活常用介詞並運用，例如：自從、由於、關於､､等。 

3. 能利用新詞做照樣造句練習。 

態度檢核､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測

驗 

【國際教育】 

【環境教育】 

12 0424-0430 第七課： 

油條報紙·文字夢 

1. 能以正確的筆畫原理寫字。 

2. 能使用偏旁變化原理寫字，如：住和注、喝和渴等。 

3. 能認識常見生字語詞的形音義。 

4. 能運用常見生字語詞的形音義。 

態度檢核､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測

驗 

【性別平等】【閱

讀素養】 

【家庭教育】 

13 0501-0507 第八課： 

雕刻一座小島 

1. 能自己使用簡單敘述、描寫等表述方式，並練習書寫 100 字至

200 字以內的短文。 

2. 能在協助下練習利用電腦編輯自己的短文作品。 

3. 能說出所觀察的現象和想法。 

態度檢核､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測

驗 

【性別平等】【環

境教育】 

【家庭教育】 

【家暴防治】 

14 0508-0514 第二次評量 複習 5~8 課 紙筆測驗  

15 0515-0521 第九課： 

童年·夏日·棉花糖 

1. 能簡要口述短篇文章或故事之內容與心得。 

2. 能在與他人談話的過程中，同理他人的想法與感受。 

3. 能利用電腦搜尋相關資料，並作簡要報告。 

態度檢核､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測

驗 

【環境教育】 

【生命教育】 

16 0522-0528 第十課： 

追夢的翅膀 

1. 能配合語言情境，瞭解或欣賞不同語言情境中詞句表達的效果。 

2. 能瞭解不同語態在不同語言情境中有不同的溝通表達效果。 

態度檢核､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測

驗 

【生涯規劃】 

【生命教育】 

17 0529-0604 第十一課： 

祝福你孩子 

1.能利用生字造生活常用詞彙。 

2.能認識生活常用介詞並運用，例如：自從、由於、關於､､等。 

3.能利用新詞做照樣造句練習。 

態度檢核､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紙筆測

驗 

【生涯規劃】 

【生命教育】 

【性別平等】 

18 0605-0611 畢業考 總複習 紙筆測驗 【生涯規劃】 

19 0612-0618 6/15 畢業典禮 1.轉銜教育。 

2.協助學生進行各項準備並參與畢業典禮。 

態度檢核､參與討

論、實地操作 

【生涯規劃】 

20 0619-0625     

21 0626-0702     

填表說明： 

1. 每週單元名稱、教學重點及評量方式頇依課程規劃進度如實填寫。 

2. 依教學課程內容、學校行事曆、重要節慶活動及學生需求，適時地將議題融入課程進行教學。 

3. 若有將特需領域融入部定領域課程進行教學，頇呈現特需領域的教學重點。 

4. 國小階段議題融入如下： 

 法律規定教育議題：【家庭教育】、【性別平等】、【家暴防治】、【性侵防治】、【環境教育】 

 其他 1：【人權教育】、【海洋教育】、【品德教育】、【閱讀素養】、【民族教育】、【生命教育】、【法治教育】、【科技教育】、【資訊教育】、【能

源教育】、【安全教育】、【防災教育】、【生涯規劃】、【多元文化】、【戶外教育】、【國際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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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2：職業試探、失智症議題、交通安全 

5. 部定課程採自編者，除經校內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外，仍需將教材內容報府備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