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捌、校訂課程(彈性學習課程)之課程計畫 

一、校訂課程(彈性學習課程)實施規畫表 

    (一) 彈性學習課程之規畫原則 

    本校彈性學習課程學習節數規劃乃依據教育部所訂定，從了解十二年國民

基本教育課程總綱教育理念、核心素養，願意轉被動為主動參與課程與教學改

革，在知識發展與創造過程中符應新課綱理念。再由全校教師共同參與研發校

訂(彈性)課程素養導向主題統整課程案例，課程設計以學生為主體，以生活經

驗為重心，提供學生統整學習的機會，透過領域學年教師不斷的研討、設計、

修訂，專業對話中讓老師們的教學熱情再次滾動起來，教學過程中老師們嘗試

素養導向教學設計、改變教學方法，適性揚才，成就每一個孩子，讓學生不僅

獲得知識、情意、技能的學習，更讓學生願意主動去應用、實踐所學，成為

「自發者」「互動者」與「共好者」的終身學習者，實踐十二年國教課程「自

發、互動、共好」的教育理念。 

    因應學校軟硬體設備，學校願景及社區需求等規劃學校本位課程。融入 

全校主題活動、節日慶祝、宣導活動、校外教學等例行或非例行性活動，並建 

構學校能力指標及領域課程縱架構，盡量讓課程穩定化，提高按計畫實施的可 

行性，也保留接受臨時變動的彈性挑戰。 

    (二)108學年度各年級彈性學習課程(節數)之規畫表 

        1.一年級彈性學習課程規劃：閱讀一節、國際教育一節、創意生活一節 

        2.二年級彈性學習課程規劃：閱讀一節、國際教育一節、創意生活一節 

        3.三~四年級彈性學習課程規劃：閱讀一節;英語一節、資訊一節、班級活 

                                     動及學校行事一節 

        4.五~六年級彈性學習課程規劃：閱讀一節;英語一節、資訊一節、班級活 

                                     動及學校行事二節 

    (三)課程地圖 

桃園市楊梅區富岡國民小學課程地圖 

學校願景 有效學習 健康成長 感恩惜福 

學生圖像 求學真 做人善 處世美 

課程理念 專心想、動手做、努力學、創意現 

核心素養 自主行動 溝通互動 社會參與 

核心能力 察覺力、思辨力 自省力、分享力 合作力、實踐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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彈性學習課程(節數) 

領域學習課程 1 年級 2 年級 3 年級 4 年級 5 年級 6 年級 

1年級 
語文、數學、生活課

程、健康與體育 

2年級 
語文、數學、生活課

程、健康與體育、綜合

活動 

3-6年級 
語文、數學、社會、自

然與生活科技、健康

與體育、綜合活動、藝

術與人文 

*悅讀趣 

*國際教育 

*創意生活 

*悅讀趣 

*國際教育 

*創意生活 

*悅讀趣 

*補教教學 

*英語 

*資訊 

*班級活動 

*學校行事 

 

*悅讀趣 

*補教教學 

*英語 

*資訊 

*班級活動 

*學校行事 

 

*悅讀趣 

*補教教學 

*英語 

*資訊 

*班級活動 

*學校行事 

 

*悅讀趣 

*補教教學 

*英語 

*資訊 

*班級活動 

*學校行事 

 

 

 

 

 

 

 

 

 

 

 

 

 

 

 

 

 

 

 

 

 

 

 

 



桃園市楊梅區富岡國民小學 108學年度【校訂課程-閱讀世界】  

課程計畫 

壹、依據   

    一、教育部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   

  二、國民教育階段特殊教育課程綱要總綱   

  三、本校課程發展委員會決議辦理  

 

貳、基本理念 

        十二年國教的「核心素養」指的是學生在適應目前生活及面對未來挑戰時，應該具備的 

    能力與態度。「閱讀」在十二年國教中是核心的驅動力量，以「自發、互動、共好」為理念， 

    藉由多元而豐富的文本閱讀，引導學生進行「高層次的思辨技巧」、「整合性的思考與溝通」， 

    藉深入思考的提問與互動討論的教學過程，循序漸進的幫助學生，讓學生學習從學知識、能 

    力，變成學「素養」。 

        本校閱讀課教材為學校圖書館共讀藏書，以語文領域為基礎，結合藝文、自然與科技及 

    生活課程等領域課程進行學校本位課程發展，透過聽、說、讀、寫、表演等教學活動結合， 

    讓學生體驗到「悅讀越快樂」。 

 

參、課程目標 

    一、課程目標欲培養之核心素養 

(一)A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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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2.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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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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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題，並探索多元知能，培養創新精神，以增進生活適應力。 

(二)B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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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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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3.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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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C社會參與 

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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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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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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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肆、課程架構 

 

 

 

 

 

 

 

 

 

 

 

 

 

伍、實施原則 

    一、教學方法 

        (一)採循環教學模式，讓學年班級共讀書籍在學年各個班級依序輪流傳閱。 

        (二)閱讀理解問思討論內容採照 PIRLS閱讀理解四層次提問，直接提取、直接推論、詮 

            釋與整合、以及比較與評估並採取鷹架差異化提問。 

        (三)思考討論形式依照題目難易度選擇全班回答、兩兩討論、小組討論、一人講話個人 

            思考發表。 

        (四)教學方法依序為老師講述、全體討論、小組討論、獨自思考，循序漸進式讓學生自 

            己去發現有價值的結構、事理、原則。 

    二、學生的發表與展能：問思討論、口說摘要、小小說書人、學習單、心得寫作、短劇展 

        演。 

    三、特殊需求學生之能力指標參照各階段基本學力指標，採加深、加廣、加速、簡化、減 

        量、分解、替代與重整方式進行學習內容的調整。 

 

陸、現況分析 

      (1)實施對象：一~六年級。 

      (2)學習節數：每班每週一節，每節 40分鐘。 

      (3)教材來源：圖書館藏書。 

      (4)師資來源：由班級導師擔任此課程教師。 

 

柒、各年級悅讀趣課程計畫 

一年級上學期 

課程名稱 
人文課程 

閱讀世界-悅讀趣 
課程類別 

■統整性主題/專題/議題探討課

程  

□社團活動與技藝課程  

□特殊需求領域課程  

□其他類課程  

課程說明 透過班級圖書的閱讀活動，培養閱讀習慣，擴大閱讀的領域。 

授課對象 一年級 

融入領域 語文領域、生活課程 

 
 
校訂課程 

 

 

 

閱讀世界 

課程內涵 

 

 

圖書館利

用教育 

 

 

共讀文本 

 

 

讀報教育 

閱讀教學 
 

 

圖書館利用課程 

圖書館資訊素養 

 

 
閱讀理解策略 

閱讀各類型文本 

自主延伸閱讀 

 

 

時事議題 

剪報、編報 

專題採訪 

關鍵能力 
 

 

培養終身學習能力 

科技素養及媒體資訊 

 

 
透過不同策略提升閱讀力 

多元閱讀能力 

適性發展、悅納自己、自

主學習 

 

關心時事議、培養國際關 

互動、溝通、實踐能力 

備註 
 

 

中高年級融入資

訊課程實作 

 

 
故事結構、圖像

組織、預測與連

結、提問、摘要 

 

 

繪本、橋樑書、

科普書、小說、

電子書 



融入議題  

▉性別平等教育  ▉人權教育    □環境教育    □海洋教育 

▉品德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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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教育      □生涯規劃    □多元文化    ▉閱讀素養 

▉戶外教育      □國際教育    □原住民族教育 

核心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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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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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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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E-A1 

透過自己與外界的連結，產

生自我感知並能對自己有

正向的看法，進而愛惜自

己，同時透過對生活事物的

探索與探究，體會與感受學

習的樂趣，並能主動發現問

題及解決問題，持續學習。 

生活-E-C2 

覺察自己的情緒與行為表

現可能對他人和環境有所

影響，用合宜的方式與人友

善互動，願意共同完成工作

任務，展現尊重、溝通以及

合作的技巧。 

 

學習重

點 

學習

表現 

5-Ⅰ-1 以適切的速率正確地朗讀

文本。  

5-Ⅰ-2 認識常用標點符號。  

5-Ⅰ-3 讀懂與學習階段相符的文

本。  

5-Ⅰ-4 了解文本中的重要訊息與

觀點。  

5-Ⅰ-5 認識簡易的記敘、抒情及

應用文本的特徵。  

5-Ⅰ-6 利用圖像、故事結構等策

略，協助文本的理解與內容重述。 

5-Ⅰ-7 運用簡單的預測、推論等

策略，找出句子和段落明示的因果

關 係，理解文本內容。  

5-Ⅰ-8 認識圖書館(室)的功能。  

5-Ⅰ-9 喜愛閱讀，並樂於與他人

分享閱讀心得。  

1-I-1探索並分享對自己及相關

人、事、物的感受與想 

1-I-2覺察每個人均有其獨特性與

長處，進而欣賞自己的優點、喜歡

自己。 

1-I-3省思自我成長的歷程，體會

其意義並知道自己進步的情形與

努力的方 

1-I-4珍視自己並學習照顧自己的

方法，且能適切、安全的行動。 

學習

內容 

Ab-I-5 1,500 個常用語詞的認

念。 Ab-I-6 1,000 個常用語詞的

使用。 

Ac-I-1 常用標點符號。  

Ac-I-2 簡單的基本句型。  

Ac-I-3 基本文句的語氣與意義。 

Ad-I-1 自然段。  

Ad-I-2 篇章的大意。  

Ad-I-3 故事、童詩等。 

Ba-I-1 順敘法。 

Bb-I-1 自我情感的表達。  

Bb-I-2 人際交流的情感。  

Bb-I-3 對物或自然的感受。 

Bb-I-4 直接抒情。 

Be-I-1 在生活應用方面，如自我

介紹、日記的格式與寫作方法。 

Be-I-2 在人際溝通方面，以書信、



卡片等慣用語彙及書寫格式 為

主。 

Ca-I-1 各類文本中與日常生活相

關的文化內涵。 

Cc-I-1 各類文本中的藝術、信仰、

思想等文化內涵。 

A-I-1生命成長現象的認識。 

A-I-2事物變化現象的觀察。 

A-I-3自我省思。 

D-I-1自我與他人關係的認識。 

D-I-2情緒調整的學習。 

D-I-3聆聽與回應的表現。 

D-I-4共同工作並相互協助。 

學習目標  

一、閱讀各類文本，提升理解和思辨的能力，激發創作潛能。  

二、欣賞與評析文本，加強審美與感知的素養。  

三、經由閱讀，體認生活規範，養成良好行為，增進與他人互動技能。  

四、透過文本閱讀，認識個人與社群的關係，理解並尊重多元文化。  

五、藉由閱讀，關切本土與全球議題，培養關懷環境與尊重生命的能力。 

學習評量 
形成性：口頭發表、操作評量。  

總結性：作品評量。 

第一學期 

週次 單元主題 學習內容 
單元評

量比例 
評量方法及比例 

第 1週 
圖書館利用教

育 

1. 圖書館禮節宣導 

2. 借還書注意事項 

3. 閱讀與「閱讀護照」填寫 

5% 
1.口頭發表50% 

2.實作評量50% 

第 2週 班級共讀 說謊蟲  5% 

學習單40% 

朗讀30% 

口頭發表30% 

第 3週 班級共讀 說謊蟲 5% 

學習單40% 

朗讀30% 

口頭發表30% 

第 4週 班級共讀 說謊蟲 5% 

學習單40% 

朗讀30% 

口頭發表30% 

第 5週 班級共讀 我們來做好朋友 5% 

學習單40% 

朗讀30% 

口頭發表30% 

第 6週 班級共讀 我們來做好朋友 5% 

學習單40% 

朗讀30% 

口頭發表30% 

第 7週 小書製作 
二本班級共讀書目中，任選一本製

作小書 
5% 成果發表100% 

第 8週 班級共讀 數不清 5% 

學習單40% 

朗讀30% 

口頭發表30% 

第 9週 班級共讀 數不清 5% 學習單40% 



朗讀30% 

口頭發表30% 

第 10週 班級共讀 數不清 5% 

學習單40% 

朗讀30% 

口頭發表30% 

第 11週 班級共讀 我是小畫家 5% 

學習單40% 

朗讀30% 

口頭發表30% 

第 12週 班級共讀 我是小畫家 5% 

學習單40% 

朗讀30% 

口頭發表30% 

第 13週 班級共讀 我是小畫家 5% 

學習單40% 

朗讀30% 

口頭發表30% 

第 14週 小書成果分享 班級小書製作成果閱讀分享 5% 
口頭發表50% 

小書成果50% 

第 15週 班級共讀 誰最漂亮 5% 

學習單40% 

朗讀30% 

口頭發表30% 

第 16週 班級共讀 誰最漂亮 5% 

學習單40% 

朗讀30% 

口頭發表30% 

第 17週 班級共讀 誰最漂亮 5% 

學習單40% 

朗讀30% 

口頭發表30% 

第 18週 班級共讀 

袋子裡的狼 

5% 

學習單40% 

朗讀30% 

口頭發表30% 

第 19週 班級共讀 袋子裡的狼 5% 

學習單40% 

朗讀30% 

口頭發表30% 

第 20週 班級共讀 袋子裡的狼 5% 

學習單40% 

朗讀30% 

口頭發表30% 

第 21週 小書成果分享 班級小書製作成果閱讀分享   

第 22週 結業式 結業式   

 
一年級下學期 

課程名稱 
人文課程 

閱讀世界-悅讀趣 
課程類別 

■統整性主題/專題/議題探討課

程  

□社團活動與技藝課程  

□特殊需求領域課程  

□其他類課程  

課程說明 透過班級圖書的閱讀活動，培養閱讀習慣，擴大閱讀的領域。 

授課對象 一年級 



融入領域 語文領域、生活課程 

融入議題 

□性別平等教育  ▉人權教育    ▉環境教育    □海洋教育 

▉品德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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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教育      □生涯規劃    ▉多元文化    ▉閱讀素養 

□戶外教育      □國際教育    □原住民族教育 

核心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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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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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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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E-A1 

透過自己與外界的連結，產

生自我感知並能對自己有

正向的看法，進而愛惜自

己，同時透過對生活事物的

探索與探究，體會與感受學

習的樂趣，並能主動發現問

題及解決問題，持續學習。 

生活-E-C2 

覺察自己的情緒與行為表

現可能對他人和環境有所

影響，用合宜的方式與人友

善互動，願意共同完成工作

任務，展現尊重、溝通以及

合作的技巧。 

 

學習重

點 

學習

表現 

5-Ⅰ-1 以適切的速率正確地朗讀

文本。  

5-Ⅰ-2 認識常用標點符號。  

5-Ⅰ-3 讀懂與學習階段相符的文

本。  

5-Ⅰ-4 了解文本中的重要訊息與

觀點。  

5-Ⅰ-5 認識簡易的記敘、抒情及

應用文本的特徵。  

5-Ⅰ-6 利用圖像、故事結構等策

略，協助文本的理解與內容重述。 

5-Ⅰ-7 運用簡單的預測、推論等

策略，找出句子和段落明示的因果

關 係，理解文本內容。  

5-Ⅰ-8 認識圖書館(室)的功能。  

5-Ⅰ-9 喜愛閱讀，並樂於與他人

分享閱讀心得。  

學習

內容 

Ab-I-5 1,500 個常用語詞的認

念。 Ab-I-6 1,000 個常用語詞的

使用。 

Ac-I-1 常用標點符號。  

Ac-I-2 簡單的基本句型。  

Ac-I-3 基本文句的語氣與意義。 

Ad-I-1 自然段。  

Ad-I-2 篇章的大意。  

Ad-I-3 故事、童詩等。 

Ba-I-1 順敘法。 

Bb-I-1 自我情感的表達。  

Bb-I-2 人際交流的情感。  

Bb-I-3 對物或自然的感受。 

Bb-I-4 直接抒情。 

Be-I-1 在生活應用方面，如自我

介紹、日記的格式與寫作方法。 

Be-I-2 在人際溝通方面，以書信、

卡片等慣用語彙及書寫格式 為

主。 

Ca-I-1 各類文本中與日常生活相

關的文化內涵。 

Cc-I-1 各類文本中的藝術、信仰、

思想等文化內涵。 



學習目標  

一、閱讀各類文本，提升理解和思辨的能力，激發創作潛能。  

二、欣賞與評析文本，加強審美與感知的素養。  

三、經由閱讀，體認生活規範，養成良好行為，增進與他人互動技能。  

四、透過文本閱讀，認識個人與社群的關係，理解並尊重多元文化。  

五、藉由閱讀，關切本土與全球議題，培養關懷環境與尊重生命的能力。 

學習評量 
形成性：口頭發表、操作評量。  

總結性：作品評量。 

第二學期（可以併週撰寫） 

週次 單元主題 學習內容 
單元評

量比例 
評量方法及比例 

第 1週 
圖書館利用教

育 
閱讀與「閱讀護照」填寫 5% 

1.口頭發表50% 

2.實作評量50% 

第 2週 班級共讀 豬爸爸賺力氣 5% 

學習單40% 

朗讀30% 

口頭發表30% 

第 3週 班級共讀 豬爸爸賺力氣 5% 

學習單40% 

朗讀30% 

口頭發表30% 

第 4週 班級共讀 晚上,睡不著 5% 

學習單40% 

朗讀30% 

口頭發表30% 

第 5週 班級共讀 晚上,睡不著 5% 

學習單40% 

朗讀30% 

口頭發表30% 

第 6週 班級共讀 晚上,睡不著 5% 

學習單40% 

朗讀30% 

口頭發表30% 

第 7週 小書製作 
二本班級共讀書目中，任選一本製

作小書 
5% 成果發表100% 

第 8週 班級共讀 月亮西瓜 5% 

學習單40% 

朗讀30% 

口頭發表30% 

第 9週 班級共讀 月亮西瓜 5% 

學習單40% 

朗讀30% 

口頭發表30% 

第 10週 班級共讀 月亮西瓜 5% 

學習單40% 

朗讀30% 

口頭發表30% 

第 11週 班級共讀 彩虹豬 5% 

學習單40% 

朗讀30% 

口頭發表30% 

第 12週 班級共讀 彩虹豬 5% 

學習單40% 

朗讀30% 

口頭發表30% 

第 13週 班級共讀 彩虹豬 5% 

學習單40% 

朗讀30% 

口頭發表30% 



第 14週 小書成果分享 班級小書製作成果閱讀分享 5% 
口頭發表50% 

小書成果50% 

第 15週 班級共讀 受困的獅子 5% 

學習單40% 

朗讀30% 

口頭發表30% 

第 16週 班級共讀 受困的獅子 5% 

學習單40% 

朗讀30% 

口頭發表30% 

第 17週 班級共讀 受困的獅子 5% 

學習單40% 

朗讀30% 

口頭發表30% 

第 18週 班級共讀 孝順的小瓢蟲 5% 

學習單40% 

朗讀30% 

口頭發表30% 

第 19週 班級共讀 孝順的小瓢蟲 5% 

學習單40% 

朗讀30% 

口頭發表30% 

第 20週 班級共讀 孝順的小瓢蟲 5% 

學習單40% 

朗讀30% 

口頭發表30% 

第 21週 小書成果分享 班級小書製作成果閱讀分享   

 
 
二年級上學期 

課程名稱 
人文課程 

閱讀世界-悅讀趣 
課程類別 

■統整性主題/專題/議題探討課

程  

□社團活動與技藝課程  

□特殊需求領域課程  

□其他類課程  

課程說明 透過班級圖書的閱讀活動，培養閱讀習慣，擴大閱讀的領域。 

授課對象 二年級 

融入領域 語文領域、生活課程 

融入議題  

▉性別平等教育  ▉人權教育    ▉環境教育    □海洋教育 

□品德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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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教育      □生涯規劃    □多元文化    □閱讀素養 

□戶外教育      □國際教育    □原住民族教育 

核心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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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重

點 

學習

表現 

5-Ⅰ-1 以適切的速率正確地朗讀

文本。  

5-Ⅰ-3 讀懂與學習階段相符的文

本。  

5-Ⅰ-4 了解文本中的重要訊息與

觀點。  

5-Ⅰ-5 認識簡易的記敘、抒情及

應用文本的特徵。  

5-Ⅰ-6 利用圖像、故事結構等策



的基本素養。 

生活-E-A3  

藉由各種媒介，探索人、事、

物的特性與關係，同時學習

各種探究人、事、物的方法、

理解道理，並能進行創作、

分享及實踐。 

生活-E-B1  

使用適切且多元的表徵符

號，表達自己的想法、與人

溝通，並能同理與尊重他人

想法。 

生活-E-C1  

覺察自己、他人和環境的關

係，體會生活禮儀與團體規

範的意義，學習尊重他人、

愛護生活環境及關懷生命，

並於生活中實踐，同時能省

思自己在團體中所應扮演

的角色，在能力所及或與他

人合作的情況下，為改善事

情而努力或採取改進行動。 

略，協助文本的理解與內容重述。 

5-Ⅰ-7 運用簡單的預測、推論等

策略，找出句子和段落明示的因果

關係，理解文本內容。  

5-Ⅰ-8 認識圖書館(室)的功能。  

5-Ⅰ-9 喜愛閱讀，並樂於與他人

分享閱讀心得。  

6-I-4 使用仿寫、接寫等技巧寫

作。 

6-I-6 培養寫作的興趣。 

學習

內容 

Ab-I-5 1,500 個常用語詞的認

念。 Ab-I-6 1,000 個常用語詞的

使用。 

Ac-I-1 常用標點符號。  

Ac-I-2 簡單的基本句型。  

Ac-I-3 基本文句的語氣與意義。 

Ad-I-1 自然段。  

Ad-I-2 篇章的大意。  

Ad-I-3 故事、童詩等。 

Ba-I-1 順敘法。 

Bb-I-1 自我情感的表達。  

Bb-I-2 人際交流的情感。  

Bb-I-3 對物或自然的感受。 

Ca-I-1 各類文本中與日常生活相

關的文化內涵。 

Cc-I-1 各類文本中的藝術、信仰、

思想等文化內涵。 

學習目標  

一、閱讀各類文本，提升理解和思辨的能力，激發創作潛能。  

二、欣賞與評析文本，加強審美與感知的素養。  

三、經由閱讀，體認生活規範，養成良好行為，增進與他人互動技能。  

四、透過文本閱讀，認識個人與社群的關係，理解並尊重多元文化。  

五、藉由閱讀，關切本土與全球議題，培養關懷環境與尊重生命的能力。 

學習評量 
形成性：口頭發表、操作評量。  

總結性：作品評量。 

第一學期 

週次 單元主題 學習內容 
單元評

量比例 
評量方法及比例 

第 1 週 
圖書館利

用教育 
認識十大分類和排架  5% 

口頭發表50% 

實作評量50% 

第 2-4週 班級共讀 威廉的洋娃娃 15% 

學習單40% 

朗讀30% 

口頭發表30% 

第 5-7週 班級共讀 水蜜桃阿嬤 15% 

學習單40% 

朗讀30% 

口頭發表30% 

第 8 週 
圖書館利

用教育 

認識參考工具書及使用字典 

(用注音查字典及部首查字典) 
5% 

口頭發表50% 

實作評量50% 



第 9-11週 班級共讀 遲到大王 15% 

學習單40% 

朗讀30% 

口頭發表30% 

第 12-14週 班級共讀 三隻小狼和大壞豬 15% 

學習單40% 

朗讀30% 

口頭發表30% 

第 15 週 讀報 新詩仿作 3% 成果發表100% 

第 16 週 讀報 新詩仿作 3% 成果發表100% 

第 17 週 讀報 新詩仿作 4% 成果發表100% 

第 18-22週 小書製作 
班級共讀書目中，任選一本製作小

書 
20% 成果發表100% 

 
二年級下學期 

課程名稱 
人文課程 

閱讀世界-悅讀趣 
課程類別 

■統整性主題/專題/議題探討課

程  

□社團活動與技藝課程  

□特殊需求領域課程  

□其他類課程  

課程說明 透過班級圖書的閱讀活動，培養閱讀習慣，擴大閱讀的領域。 

授課對象 二年級 

融入領域 語文領域、生活課程 

融入議題 

□性別平等教育  □人權教育    □環境教育    □海洋教育 

▉品德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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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教育      □生涯規劃    ▉多元文化    □閱讀素養 

▉戶外教育      □國際教育    □原住民族教育 

核心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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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重

點 

學習

表現 

5-Ⅰ-1 以適切的速率正確地朗讀

文本。  

5-Ⅰ-2 認識常用標點符號。  

5-Ⅰ-3 讀懂與學習階段相符的文

本。  

5-Ⅰ-4 了解文本中的重要訊息與

觀點。  

5-Ⅰ-5 認識簡易的記敘、抒情及

應用文本的特徵。  

5-Ⅰ-6 利用圖像、故事結構等策

略，協助文本的理解與內容重述。 

5-Ⅰ-7 運用簡單的預測、推論等

策略，找出句子和段落明示的因果

關 係，理解文本內容。  

5-Ⅰ-9 喜愛閱讀，並樂於與他人

分享閱讀心得。  



生活-E-A3  

藉由各種媒介，探索人、事、

物的特性與關係，同時學習

各種探究人、事、物的方法、

理解道理，並能進行創作、

分享及實踐。 

生活-E-C1  

覺察自己、他人和環境的關

係，體會生活禮儀與團體規

範的意義，學習尊重他人、

愛護生活環境及關懷生命，

並於生活中實踐，同時能省

思自己在團體中所應扮演

的角色，在能力所及或與他

人合作的情況下，為改善事

情而努力或採取改進行動。 

學習

內容 

Ab-I-5 1,500 個常用語詞的認

念。 Ab-I-6 1,000 個常用語詞的

使用。 

Ac-I-1 常用標點符號。  

Ac-I-2 簡單的基本句型。  

Ac-I-3 基本文句的語氣與意義。 

Ad-I-1 自然段。  

Ad-I-2 篇章的大意。  

Ad-I-3 故事、童詩等。 

Ba-I-1 順敘法。 

Bb-I-1 自我情感的表達。  

Bb-I-2 人際交流的情感。  

Bb-I-3 對物或自然的感受。 

Ca-I-1 各類文本中與日常生活相

關的文化內涵。 

Cc-I-1 各類文本中的藝術、信仰、

思想等文化內涵。 

學習目標  

一、閱讀各類文本，提升理解和思辨的能力，激發創作潛能。  

二、欣賞與評析文本，加強審美與感知的素養。  

三、經由閱讀，體認生活規範，養成良好行為，增進與他人互動技能。  

四、透過文本閱讀，認識個人與社群的關係，理解並尊重多元文化。  

五、藉由閱讀，關切本土與全球議題，培養關懷環境與尊重生命的能力。 

學習評量 
形成性：口頭發表、操作評量。  

總結性：作品評量。 

第二學期（可以併週撰寫） 

週次 單元主題 學習內容 
單元評

量比例 
評量方法及比例 

第 1 週 
圖書館利

用教育 

1.「閱讀護照」獎勵辦法 

2.閱讀與「閱讀護照」填寫 
5% 

口頭發表50% 

實作評量50% 

第 2-4週 班級共讀 祝你生日快樂 15% 

學習單40% 

朗讀30% 

口頭發表30% 

第 5-7週 班級共讀 爺爺的神祕菜園 15% 

學習單40% 

朗讀30% 

口頭發表30% 

第 8 週 
圖書館利

用教育 
閱讀與「閱讀護照」填寫 5% 

口頭發表50% 

實作評量50% 

第 9-11週 班級共讀 用愛心說實話 15% 

學習單40% 

朗讀30% 

口頭發表30% 

第 12-14週 班級共讀 星月 15% 

學習單40% 

朗讀30% 

口頭發表30% 

第 15 週 讀報 新詩仿作 3% 成果發表100% 

第 16 週 讀報 新詩仿作 3% 成果發表100% 

第 17 週 讀報 新詩仿作 4% 成果發表100% 



第 18-21週 小書製作 
四本班級共讀書目中，任選一本製

作小書 
20% 成果發表100% 

 
 
三年級上學期  

課程名稱 閱讀指導—班級共讀 課程類別 

■統整性主題/專題/議題探討課

程  

□社團活動與技藝課程  

□特殊需求領域課程  

□其他類課程  

課程說明 

藉由閱讀討論活動培養學生表達、溝通與分享的能力並學習情緒管理，讓孩子在學

習過程中自然地內化，並培養同理心，如此可協助兒童提升同儕關係與問題解決能

力，以營造快樂的學校生活。 

授課對象 三年級 

融入領域 語文、綜合、健康與體育 

融入議題  

□性別平等教育  □人權教育    □環境教育    □海洋教育 

▉品德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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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教育      □生涯規劃    □多元文化    ▉閱讀素養 

□戶外教育      ▉國際教育    □原住民族教育 

核心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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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重

點 

學習

表現 

1-II-1 聆聽時能讓對方充分表

達意見。 

2-II-3 把握說話的重點與順

序，對談時能做適當的回應。 

2-II-4 樂於參加討論，提供個

人的觀點和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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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II-6運用適合學習階段的摘要 

策略，擷取大意。 

5-II-8 運用預測、推論、提問

等 

策略，增進對文本的理解。 

5-II-10 透過大量閱讀，體會閱

讀的樂趣。 

1d-II-1覺察情緒的變化，培養正

向思考的態度。 

綜-E-A1 

認識個人特質，初探生涯發

展，覺察生命變化歷程，激

發潛能，促進身心健全發

展。 

學習

內容 

Ad-II-3 故事、童詩、現代散文等。 

繪本、動畫、少年文學故事 

學習目標  
運用閱讀策略理解閱讀材料，轉化成自身的知識、觀念、技能(具備閱讀媒體長篇

文章的能力)。 

學習評量 學習態度、發表評量、實作評量 



第一學期（可以併週撰寫） 

週次 單元主題 學習內容 
單元評

量比例 
評量方法及比例 

第 1週 

圖書尋寶趣 

—認識圖書

分類 

認識十大分類法 

10% 學習單10% 

第 2週 

圖書尋寶趣 

—圖書捉迷

藏 

認識圖書位置 

第 3週 繪本共讀

(一百次跌

倒) 

專書導讀口說摘要 20% 口說發表5% 

分享討論5% 

學習單10% 
第 4週 文本分析 

第 5週 閱讀認證 

第 6週 書寫學習單 

第 7週 繪本共讀

(認識世界

國家地圖) 

專書導讀口說摘要 20% 口說發表5% 

分享討論5% 

學習單10% 
第 8週 文本分析 

第 9週 閱讀認證 

第 10週 書寫學習單 

第 11週 繪本共讀

(不是我的

錯) 

專書導讀口說摘要 20% 口說發表5% 

分享討論5% 

學習單10% 
第 12週 文本分析 

第 13週 閱讀認證 

第 14週 書寫學習單 

第 15週 繪本共讀

(我是班長

我最大) 

專書導讀口說摘要 20% 口說發表5% 

分享討論5% 

學習單10% 

 

第 16週 文本分析 

第 17週 閱讀認證 

第 18週 書寫學習單 

第 19週 閱讀心得分

享 

分組口頭報告，分享共讀書目之心

得 

10% 

 

口頭問答10% 

 
第 20週 

第 21週 回饋與感恩 學習單展示   

 
三年級下學期  

課程名稱 閱讀指導—班級共讀 課程類別 

■統整性主題/專題/議題探討課

程  

□社團活動與技藝課程  

□特殊需求領域課程  

□其他類課程  

課程說明 

利用圖書館之共讀書，引導學生接觸多元文本，藉由閱讀討論活動培養學生表達、

溝通與分享的能力。並學習了解自己、關懷他人、接近大自然。讓學生以口語、文

字和表演表達自己的想法，培養學生成為終生學習者。 

授課對象 三年級 

融入領域 語文、自然、綜合、藝術與人文 



融入議題  

□性別平等教育  ▉人權教育    ▉環境教育    □海洋教育 

▉品德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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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教育      □生涯規劃    □多元文化    ▉閱讀素養 

□戶外教育      □國際教育    □原住民族教育 

核心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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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重

點 

學習

表現 

1-II-1 聆聽時能讓對方充分表

達意見。 

2-II-3 把握說話的重點與順

序，對談時能做適當的回應。 

2-II-4 樂於參加討論，提供個

人的觀點和意見。 

5-II-11閱讀多元文本，以認識議

題。 

健體-E-C3 

具備理解與關心本土、國際體

育與健康議題的素養，並認識

及包容文化的多元性。 

1b-II-2 辨別生活情境中適用的

健康技能和生活技能。 

2c-II-1 蒐集與整理各類資源，處

理個人日常生活問題。 

綜-E-B2 

蒐集與應用資源，理解各類

媒體內容的意義與影響，用

以處理日常生活問題。 

學習

內容 

Bc-II-1 具邏輯、客觀、理性的

說明，如科學知識、產品、 環境

等文本。 

Bb-II-2 人際交流的情感。 

Da-II-2 身體各部位的功能與衛

生保健的方法。 

Bc-II-3 運用資源處理日常生活

問題的行動。 

學習目標  
運用閱讀策略理解閱讀材料，轉化成自身的知識、觀念、技能(具備閱讀媒體長篇

文章的能力)。 

學習評量 學習態度、發表評量、實作評量 

第二學期（可以併週撰寫） 

週次 單元主題 學習內容 
單元評

量比例 
評量方法及比例 

第 1週 圖書尋寶趣 

—書本的前

世今生 

了解書籍的演變發展(書的由來…竹

簡…紙、電子書) 10% 學習單10% 

第 2週 設計未來的書 

第 3週 繪本共讀

(世界上最

美麗的村

子) 

專書導讀口說摘要 20% 口說發表5% 

分享討論5% 

學習單10% 
第 4週 文本分析 

第 5週 閱讀認證 

第 6週 書寫學習單 

第 7週 繪本共讀

(地震求生

專書導讀口說摘要 20% 口說發表5% 

分享討論5% 
第 8週 文本分析 



第 9週 記) 閱讀認證 學習單10% 

第 10週 書寫學習單 

第 11週 繪本共讀

(娜娜的奇

幻之旅) 

專書導讀口說摘要 20% 口說發表5% 

分享討論5% 

學習單10% 
第 12週 文本分析 

第 13週 閱讀認證 

第 14週 書寫學習單 

第 15週 繪本共讀

(愛思考的

青蛙) 

專書導讀口說摘要 20% 口說發表5% 

分享討論5% 

學習單10% 

 

第 16週 文本分析 

第 17週 閱讀認證 

第 18週 書寫學習單 

第 19週 閱讀心得分

享 

分組口頭報告，分享共讀書目之心

得 

10% 

 

口頭問答10% 

 
第 20週 

第 21週     

 
 
四年級上學期 

課程名稱 閱讀指導－閱讀報報 課程類別 

■統整性主題/專題/議題探討課

程  

□社團活動與技藝課程  

□特殊需求領域課程  

□其他類課程  

課程說明 
培養閱讀習慣，利用小組討論來理解文意，交流不同的觀點，並用所學完成閱讀

心得口頭報告。。 

授課對象 四年級 

融入領域 語文、藝術 

融入議題  

□性別平等教育  □人權教育    □環境教育    ▉海洋教育 

□品德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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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教育      □生涯規劃    ▉多元文化    ▉閱讀素養 

□戶外教育      □國際教育    □原住民族教育 



核心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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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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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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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E-A3  

藉由各種媒介，探索人、事、

物的特性與關係，同時學習

各種探究人、事、物的方法、

理解道理，並能進行創作、

分享及實踐。 

生活-E-B1  

使用適切且多元的表徵符

號，表達自己的想法、與人

溝通，並能同理與尊重他人

想法。 

生活-E-C1  

覺察自己、他人和環境的關

係，體會生活禮儀與團體規

範的意義，學習尊重他人、

愛護生活環境及關懷生命，

並於生活中實踐，同時能省

思自己在團體中所應扮演

的角色，在能力所及或與他

人合作的情況下，為改善事

情而努力或採取改進行動。 

學習重

點 

學習

表現 

國2-Ⅱ-2運用適當詞語、正確語法

表達想法。 

把握說話的重點與順序，對談時能

做適當的回應。 

國2-Ⅱ-4樂於參加討論，提供個人

的觀點和意見。 

國3-Ⅱ-1運用注音符號，理解生字

新詞，提升閱讀效能。 

國 4-Ⅱ -1 認識常用國字至少 

1,800 字，使用 1,200 字。 

國5-Ⅱ-3 讀懂與學習階段相符的

文本。 

國5-Ⅱ-4 掌握句子和段落的

意義與主要概念。 

國5-Ⅱ-5 認識記敘、抒情、說

明及應用文本的特徵。 

國 5-Ⅱ-6 運用適合學習階段

的摘要策略，擷取大意。 

國 6-Ⅱ-3   學習審題、立意、選

材、組織等寫作步驟。 

視 2-Ⅱ-5 能觀察生活物件與藝術

作品，並珍視自己與他人的創作。 

學習

內容 

國Ad-Ⅱ-2 篇章的大意、主旨與

簡單結構。 

國 Ad-Ⅱ-3 故事、童詩、現代散

文等。 

國 Ba-Ⅱ-1 記敘文本的結構。 

國 Bb-Ⅱ-5 藉由敘述事件與描

寫景物間接抒情。 

國 Cb-Ⅱ-1 各類文本中的親屬

關係、道德倫理、儀式風俗等文化

內涵。 

音 A-Ⅱ-3肢體動作、語文表述、

繪畫、表演等回應方式。 

視 A-Ⅱ-1視覺元素、生活之美、

視覺聯想。 

學習目標  

1. 閱讀完能理解文章內容 

2. 閱讀完能分析文章結構 

3. 能上台發表分享閱讀心得 

學習評量 
形成性：口頭問答、實作評量。  

總結性：分組作品評量。  



第一學期（可以併週撰寫） 

週次 單元主題 學習內容 
單元評

量比例 
評量方法及比例 

第 1週 
圖書館利用教

育 
認識十大分類和排架  5% 

口頭問答50% 

實作評量50% 

第 2週 

第 3週 

第 4週 

第 5週 

班級共讀 

閱讀指導 

1.班級共讀套書，四週共讀一本 

2.書目：《逗點逃學了》 

3.閱讀內容討論，完成學習單 

20% 口頭問答50% 

實作評量50% 

第 6週 

第 7週 

第 8週 

第 9週 

班級共讀 

閱讀指導 

1.班級共讀套書，四週共讀一本 

2.書目：《爸爸怪獸怪獸爸爸》 

3.閱讀內容討論，完成學習單 

20% 口頭問答50% 

實作評量50% 

第 10週 

第 11週 

第 12週 

第 13週 

班級共讀 

閱讀指導 

1.班級共讀套書，四週共讀一本 

2.書目：《海賊島大冒險》 

3.閱讀內容討論，完成學習單 

20% 口頭問答50% 

實作評量50% 

第 14週 

第 15週 

第 16週 

第 17週 

班級共讀 

閱讀指導 

1.班級共讀套書，四週共讀一本 

2.書目：《哎呀!我的媽》 

3.閱讀內容討論，完成學習單 

20% 口頭問答50% 

實作評量50% 

第 18週 

第 19週 

第 20週 

分析故事結構

與心得 

1.運用結構圖的方式帶領學生學習

整理小說內容要點 

2.分組討論製作「結構圖」 

5% 口頭問答50% 

實作評量50% 

第 21週 

第 22週 
閱讀心得分享 

分組口頭報告，分享共讀書目之分析

故事架構與心得 

10% 口頭問答100% 

 

四年級下學期 

課程名稱 閱讀指導—班級共讀 課程類別 

■統整性主題/專題/議題探討課

程  

□社團活動與技藝課程  

□特殊需求領域課程  

□其他類課程  

課程說明 
透過班級共讀的活動，分組討論以理解文章內容，用本學期共讀書目完成個人閱

讀心得，和同儕分享。 

授課對象 四年級 

融入議題  

□性別平等教育  □人權教育    □環境教育    □海洋教育 

□品德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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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教育      ▉生涯規劃    ▉多元文化    ▉閱讀素養 

□戶外教育      □國際教育    □原住民族教育 

融入領域 語文、藝術 



核心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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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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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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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重

點 

學習

表現 

國 2-Ⅱ-2 運用適當詞語、正確語

法表達想法。 

把握說話的重點與順序，對談時能

做適當的回應。 

國 2-Ⅱ-4 樂於參加討論，提供個

人的觀點和意見。 

國 3-Ⅱ-1 運用注音符號，理解生

字新詞，提升閱讀效能。 

國 4-Ⅱ-1 認識常用國字至少 

1,800 字，使用 1,200 字。 

國 5-Ⅱ-3 讀懂與學習階段相符

的文本。 

國 5-Ⅱ-4 掌握句子和段落的

意義與主要概念。 

國 5-Ⅱ-5 認識記敘、抒情、說

明及應用文本的特徵。 

國 5-Ⅱ-6 運用適合學習階段

的摘要策略，擷取大意。 

國 6-Ⅱ-3   學習審題、立意、選

材、組織等寫作步驟。 

視 2-Ⅱ-5 能觀察生活物件與藝術

作品，並珍視自己與他人的創作。 

學習

內容 

國 Ad-Ⅱ-2 篇章的大意、主旨與

簡單結構。 

國 Ad-Ⅱ-3 故事、童詩、現代散

文等。 

國 Ba-Ⅱ-1 記敘文本的結構。 

國 Bb-Ⅱ-5 藉由敘述事件與描

寫景物間接抒情。 

國 Cb-Ⅱ-1 各類文本中的親屬

關係、道德倫理、儀式風俗等文化

內涵。 

音 A-Ⅱ-3肢體動作、語文表述、

繪畫、表演等回應方式。 

視 A-Ⅱ-1視覺元素、生活之美、

視覺聯想。 

學習目標  

1.閱讀完能理解文章內容 

2.閱讀完能分析文章結構 

3.能完成個人閱讀心得報告 

學習評量 
形成性：口頭問答、實作評量。  

總結性：個人作品評量。 

第二學期（可以併週撰寫） 

週次 單元主題 學習內容 
單元評

量比例 
評量方法及比例 

第1週 
圖書館利用教

育 
認識十大分類和排架  5% 

口頭問答50% 

實作評量50% 

第2週 

第3週 

班級共讀 

閱讀指導 

1.班級共讀套書，四週共讀一本 

2.書目：《隨身聽小孩》 
20% 

口頭問答50% 

實作評量50% 



第4週 

第5週 

3.閱讀內容討論，完成學習單 

第6週 

第7週 

第8週 

第9週 

班級共讀 

閱讀指導 

1.班級共讀套書，四週共讀一本 

2.書目：《手機裡的討厭鬼》 

3.閱讀內容討論，完成學習單 

20% 
口頭問答50% 

實作評量50% 

第10週 

第11週 

第12週 

第13週 

班級共讀 

閱讀指導 

1.班級共讀套書，四週共讀一本 

2.書目：《雨蛙自然觀察團》 

3.閱讀內容討論，完成學習單 

20% 
口頭問答50% 

實作評量50% 

第14週 

第15週 

第16週 

第17週 

班級共讀 

閱讀指導 

1.班級共讀套書，四週共讀一本 

2.書目：《誰搬走了我的乳酪》 

3.閱讀內容討論，完成學習單 

20% 
口頭問答50% 

實作評量50% 

第18週 
分析故事架構

與心得 

運用結構圖的方式帶領學生學習整

理小說內容要點 
5% 

口頭問答50% 

實作評量50% 

第19週 

第20週

第21週 

閱讀心得寫作

指導與分享 

分享共讀書目之分析故事架構與心 

得 
10% 口頭問答100% 

 
 
5年級上學期 

課程名稱 
人文課程 

閱讀世界-悅讀趣 
課程類別 

■統整性主題/專題/議題探討課

程  

□社團活動與技藝課程  

□特殊需求領域課程  

□其他類課程  

課程說明 

閱讀是一切學習的根本，讀書不該只是學校教科書，透過對書本的了解，圖書館

運作，班級共讀，進而對書本文字更有感覺，更能進入作者的心靈空間，增加生

活經驗與智慧。 

授課對象 5年級 

融入領域 語文領域、藝術領域、資訊課程 

融入議題  

■性別平等教育  □人權教育    ■環境教育    □海洋教育 

■品德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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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教育      □生涯規劃    ■多元文化    ■閱讀素養 

□戶外教育      □國際教育    □原住民族教育 

核心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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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重

點 

學習

表現 

5-Ⅲ-6 熟習適合學習階段的摘要

策略，擷取大意。 

5-Ⅲ-7 連結相關的知識和經驗，

提出自己的觀點，評述文本的內

容。 

5-Ⅲ-8 運用自我提問、推論等策

略，推論文本隱含的因果訊息或觀

點。 

5-Ⅲ-9 因應不同的目的，運用不

同的閱讀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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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解與運用本國 

語言、文字、肢體等各種訊

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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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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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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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文本的閱 

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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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E-C3 藉由閱讀不同類 

型文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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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藝-E-A2 認識設計思考，理

解藝術實踐的意義。 

藝-E-B2 識讀科技資訊與

媒體的特質及其與藝術的

關係。 

藝-E-C2 透過藝術實踐，學

習理解他人感受與團隊合

作的能力。 

5-Ⅲ-11 大量閱讀多元文本，辨識

文本中重大議題的訊息或觀點。 

5-Ⅲ-12 運用圖書館（室）、科技

與網路，進行資料蒐集、解讀與判

斷，提升多元文本的閱讀和應用能

力。 

6-Ⅲ-2 培養思考力、聯想力等寫

作基本能力。 

6-Ⅲ-3 掌握寫作步驟，寫出表達

清楚、段落分明、符合主題的作品。 

6-Ⅲ-6 練習各種寫作技巧。 

6-Ⅲ-7 修改、潤飾作品內容。 

6-Ⅲ-8 建立適切的寫作態度。 

1-Ⅲ-3 能學習多元媒材與技法，

表現創作主題。 

1-Ⅲ-6 能學習設計思考，進行創

意發想和實作。 

學習

內容 

Ab-Ⅲ-7 數位辭典的運用。 

Ac-Ⅲ-4 各類文句表達的情感與

意義。 

Ad-Ⅲ-2 篇章的大意、主旨、結構

與寓意。 

Ad-Ⅲ-3 故事、童詩、現代散文、

少年小說、兒童劇等。 

Ba-Ⅲ-1 順敘與倒敘法。 

Bb-Ⅲ-1 自我情感的表達。 

Bb-Ⅲ-2 人際交流的情感。 

Bb-Ⅲ-3 對物或自然的感悟。 

Bb-Ⅲ-4 直接抒情。 

Bb-Ⅲ-5 藉由敘述事件與描寫景

物間接抒情。 

Bc-Ⅲ-2 描述、列舉、因果、問題

解決、比較等寫作手法。 

Be-Ⅲ-3 在學習應用方面，以簡

報、讀書報告、演講稿等格式與 

寫作方法為主。 

Ca-Ⅲ-1 各類文本中的飲食、服

飾、建築形式、交通工具、名勝

古蹟及休閒娛樂等文化內涵。 

Ca-Ⅲ-2 各類文本中表現科技

演進、環境發展的文化內涵。 

Cb-Ⅲ-1 各類文本中的親屬關

係、道德倫理、儀式風俗、典

章制度等文化內涵。 

Cb-Ⅲ-2 各類文本中所反映的

個人與家庭、鄉里、國族及其

他社群的關係。 

Cc-Ⅲ-1 各類文本中的藝術、

信仰、思想等文化內涵。 



視E-Ⅲ-2 多元的媒材技法與創

作表現類型。 

視E-Ⅲ-3 設計思考與實作。 

視A-Ⅲ-1 藝術語彙、形式原理

與視覺美感。 

表A-Ⅲ-3 創作類別、形式、內

容、技巧和元素的組合。 
 

學習目標  

1.養成主動閱讀課外讀物的習慣。 

2.認識基本文體的特色及寫作方式，並能共同討論相關的閱讀內容，進而分享

心得。 

3.歸納聆聽的內容，正確記取細節與要點，並語意清晰，主題明確的說出自己

的想法。 

4.了解有關書本的相關事情，圖書館運作，進而能協助圖書館事務。 

學習評量 
形成性：口頭報告。 

總結性：作品評量。 

第一學期（可以併週撰寫） 

週次 單元主題 學習內容 
單元評

量比例 
評量方法及比例 

第 1週 我們的圖書館 

1 圖書搜尋 

2 圖書借還書作業 

3 圖書歸檔 

4 圖書編目 

10% 
實作 50% 

口頭評量 50% 

第 2週 我們的圖書館 

1 圖書搜尋 

2 圖書借還書作業實作 

3 圖書歸檔作業實作 

4 圖書編目 

10% 
實作 50% 

口頭評量 50% 

第 3週 
馬克吐溫短篇

精選 

1 導讀及作者簡介 

2 瀏覽概讀 

3 閱讀經驗分享發表 

4 閱讀測驗學習單 

10% 

分組報告50% 

學習單評量50% 
第 4週 

第 5週 

第 6週 

爸爸是流氓 

1 導讀及作者簡介 

2 瀏覽概讀 

3 閱讀經驗分享發表 

4 閱讀測驗學習單 

10% 

分組報告50% 

學習單評量50% 
第 7週 

第 8週 

第 9週 
我的阿富汗筆

友 

1 導讀及作者簡介 

2 瀏覽概讀 

3 閱讀經驗分享發表 

4 閱讀測驗學習單 

10% 

分組報告50% 

學習單評量50% 
第 10週 

第 11週 

第 12週 
佐賀的超級阿

嬤 

1 導讀及作者簡介 

2 瀏覽概讀 

3 閱讀經驗分享發表 

4 閱讀測驗學習單 

10% 

分組報告50% 

學習單評量50% 
第 13週 

第 14週 

第 15週 

報紙的世界1 

1 讀報 

2 剪報整理資料 

3 影印裝訂分享 
10% 

分組報告50% 

作品評量50% 
第 16週 

第 17週 

第 18週 閱讀階梯1 1 國語課本閱讀列車。 10% 分組報告50% 



2 閱讀經驗分享發表。 

3 習作練習撰寫。 

習作評量50% 

第 19週 閱讀階梯2 

1 國語課本閱讀列車。 

2 閱讀經驗分享發表。 

3 習作練習撰寫。 

10% 

分組報告50% 

習作評量50% 

第 20週 

我是總編輯 

1 蒐集資料 

2 電腦排版 

3 列印裝訂成冊 
10% 

作品100% 

第 21週 

第 22週 

 
5年級下學期 

課程名稱 
人文課程 

閱讀世界-悅讀趣 
課程類別 

■統整性主題/專題/議題探討課

程  

□社團活動與技藝課程  

□特殊需求領域課程  

□其他類課程  

課程說明 

閱讀是一切學習的根本，讀書不該只是學校教科書，透過對書本的了解，圖書館

運作，班級共讀，進而對書本文字更有感覺，更能進入作者的心靈空間，增加生

活經驗與智慧。 

授課對象 5年級 

融入領域 語文領域、藝術領域、資訊課程 

融入議題 

□性別平等教育  □人權教育    ■環境教育    ■海洋教育 

■品德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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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教育      □生涯規劃    ■多元文化    □閱讀素養 

□戶外教育      ■國際教育    □原住民族教育 

核心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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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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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解與運用本國 

語言、文字、肢體等各種訊

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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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重

點 

學習

表現 

5-Ⅲ-6 熟習適合學習階段的摘要

策略，擷取大意。 

5-Ⅲ-7 連結相關的知識和經驗，

提出自己的觀點，評述文本的內

容。 

5-Ⅲ-8 運用自我提問、推論等策

略，推論文本隱含的因果訊息或觀

點。 

5-Ⅲ-9 因應不同的目的，運用不

同的閱讀策略。 

5-Ⅲ-11 大量閱讀多元文本，辨識

文本中重大議題的訊息或觀點。 

5-Ⅲ-12 運用圖書館（室）、科技

與網路，進行資料蒐集、解讀與判

斷，提升多元文本的閱讀和應用能

力。 

6-Ⅲ-2 培養思考力、聯想力等寫

作基本能力。 

6-Ⅲ-3 掌握寫作步驟，寫出表達

清楚、段落分明、符合主題的作品。 

6-Ⅲ-6 練習各種寫作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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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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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文本的閱 

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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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E-C3 藉由閱讀不同類 

型文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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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藝-E-A2 認識設計思考，理

解藝術實踐的意義。 

藝-E-B2 識讀科技資訊與

媒體的特質及其與藝術的

關係。 

藝-E-C2 透過藝術實踐，學

習理解他人感受與團隊合

作的能力。 

6-Ⅲ-7 修改、潤飾作品內容。 

6-Ⅲ-8 建立適切的寫作態度。 

1-Ⅲ-3 能學習多元媒材與技法，

表現創作主題。 

1-Ⅲ-6 能學習設計思考，進行創

意發想和實作。 

學習

內容 

Ab-Ⅲ-7 數位辭典的運用。 

Ac-Ⅲ-4 各類文句表達的情感與

意義。 

Ad-Ⅲ-2 篇章的大意、主旨、結構

與寓意。 

Ad-Ⅲ-3 故事、童詩、現代散文、

少年小說、兒童劇等。 

Ba-Ⅲ-1 順敘與倒敘法。 

Bb-Ⅲ-1 自我情感的表達。 

Bb-Ⅲ-2 人際交流的情感。 

Bb-Ⅲ-3 對物或自然的感悟。 

Bb-Ⅲ-4 直接抒情。 

Bb-Ⅲ-5 藉由敘述事件與描寫景

物間接抒情。 

Bc-Ⅲ-2 描述、列舉、因果、問題

解決、比較等寫作手法。 

Be-Ⅲ-3 在學習應用方面，以簡

報、讀書報告、演講稿等格式與 

寫作方法為主。 

Ca-Ⅲ-1 各類文本中的飲食、服

飾、建築形式、交通工具、名勝

古蹟及休閒娛樂等文化內涵。 

Ca-Ⅲ-2 各類文本中表現科技

演進、環境發展的文化內涵。 

Cb-Ⅲ-1 各類文本中的親屬關

係、道德倫理、儀式風俗、典

章制度等文化內涵。 

Cb-Ⅲ-2 各類文本中所反映的

個人與家庭、鄉里、國族及其

他社群的關係。 

Cc-Ⅲ-1 各類文本中的藝術、

信仰、思想等文化內涵。 

視E-Ⅲ-2 多元的媒材技法與創

作表現類型。 



視E-Ⅲ-3 設計思考與實作。 

視A-Ⅲ-1 藝術語彙、形式原理

與視覺美感。 

表A-Ⅲ-3 創作類別、形式、內

容、技巧和元素的組合。 
 

學習目標  

1.養成主動閱讀課外讀物的習慣。 

2.認識基本文體的特色及寫作方式，並能共同討論相關的閱讀內容，進而分享 

心得。 

3.歸納聆聽的內容，正確記取細節與要點，並語意清晰，主題明確的說出自己

的想法。 

4. 認識如何完成一本刊物，與他人合作並分享閱讀主題。  

學習評量 
形成性：口頭報告。 

總結性：作品評量。 

第二學期（可以併週撰寫） 

週次 單元主題 學習內容 
單元評

量比例 
評量方法及比例 

第 1週 我愛圖書館 
1 圖書整理 

2 圖書館整理 
10% 實作100% 

第 2週 
用腳飛翔的女

孩 

1 導讀及作者簡介 

2 瀏覽概讀 

3 閱讀經驗分享發表 

4 閱讀測驗學習單 

10% 

分組報告50% 

學習單評量50% 
第 3週 

第 4週 

第 5週 

王建民 

1 導讀及作者簡介 

2 瀏覽概讀 

3 閱讀經驗分享發表 

4 閱讀測驗學習單 

10% 

分組報告50% 

學習單評量50% 
第 6週 

第 7週 

第 8週 
北極烏鴉的故

事 

1 導讀及作者簡介 

2 瀏覽概讀 

3 閱讀經驗分享發表 

4 閱讀測驗學習單 

10% 

分組報告50% 

學習單評量50% 
第 9週 

第 10週 

第 11週 
改變世界的100

個人物 

1 導讀及作者簡介 

2 瀏覽概讀 

3 閱讀經驗分享發表 

4 閱讀測驗學習單 

10% 

分組報告50% 

學習單評量50% 
第 12週 

第 13週 

第 14週 

報紙的世界2 

1 國際新聞讀報 

2 理解探究國際大事發生時空因素 

3 完成讀報學習單 
10% 

分組報告50% 

學習單評量50% 
第 15週 

第 16週 

第 17週 
閱讀階梯1 

1 國語課本閱讀列車。 

2 閱讀經驗分享發表。 

3 習作練習撰寫。 

10% 

分組報告50% 

習作評量50% 
第 18週 

第 19週 
閱讀階梯2 

1 國語課本閱讀列車。 

2 閱讀經驗分享發表。 

3 習作練習撰寫。 

10% 

分組報告50% 

習作評量50% 
第 20週 

第 21週 我是小作家 

1 作文列印 

2 裝訂成冊 

3 成果分享 

20% 

工作態度50% 

作品評量50% 



六年級上學期 

課程名稱 
人文課程 

閱讀世界-悅讀趣 
課程類別 

■統整性主題/專題/議題探討課

程  

□社團活動與技藝課程  

□特殊需求領域課程  

□其他類課程  

課程說明 

利用圖書館之共讀藏書，引導學生接觸多元文本，並透過閱讀理解問思教學，

讓學生覺察學習需求，主動擷取明確訊息，連結訊息關係，提出個人詮釋並以

口語、文字表達自己的想法，此外透過圖書館利用教育，讓學生認識並綜合運

用校內外圖書館系統功能，進而藉由班刊創作之作品展演，做為學習成果展

現。 

授課對象 六年級 

融入領域 語文領域、藝術領域、資訊課程 

融入議題  

■性別平等教育  □人權教育    □環境教育    □海洋教育 

□品德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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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教育      □生涯規劃    ■多元文化    □閱讀素養 

□戶外教育      □國際教育    □原住民族教育 

核心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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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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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解與運用本國 

語言、文字、肢體等各種訊

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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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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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運用多重感官感受

學習重

點 

學習

表現 

5-Ⅲ-6 熟習適合學習階段的摘要

策略，擷取大意。 

5-Ⅲ-7 連結相關的知識和經驗，

提出自己的觀點，評述文本的內

容。 

5-Ⅲ-8 運用自我提問、推論等策

略，推論文本隱含的因果訊息或觀

點。 

5-Ⅲ-9 因應不同的目的，運用不

同的閱讀策略。 

5-Ⅲ-11 大量閱讀多元文本，辨識

文本中重大議題的訊息或觀點。 

5-Ⅲ-12 運用圖書館（室）、科技

與網路，進行資料蒐集、解讀與判

斷，提升多元文本的閱讀和應用能

力。 

6-Ⅲ-2 培養思考力、聯想力等寫

作基本能力。 

6-Ⅲ-3 掌握寫作步驟，寫出表達

清楚、段落分明、符合主題的作品。 

6-Ⅲ-6 練習各種寫作技巧。 

6-Ⅲ-7 修改、潤飾作品內容。 

6-Ⅲ-8 建立適切的寫作態度。 

1-Ⅲ-3 能學習多元媒材與技法，

表現創作主題。 

1-Ⅲ-6 能學習設計思考，進行創

意發想和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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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文本的閱 

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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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E-C3 藉由閱讀不同類 

型文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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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藝-E-A2 認識設計思考，理

解藝術實踐的意義。 

藝-E-B2 識讀科技資訊與

媒體的特質及其與藝術的

關係。 

藝-E-C2 透過藝術實踐，學

習理解他人感受與團隊合

作的能力。 

學習

內容 

Ab-Ⅲ-7 數位辭典的運用。 

Ac-Ⅲ-4 各類文句表達的情感與

意義。 

Ad-Ⅲ-2 篇章的大意、主旨、結構

與寓意。 

Ad-Ⅲ-3 故事、童詩、現代散文、

少年小說、兒童劇等。 

Ba-Ⅲ-1 順敘與倒敘法。 

Bb-Ⅲ-1 自我情感的表達。 

Bb-Ⅲ-2 人際交流的情感。 

Bb-Ⅲ-3 對物或自然的感悟。 

Bb-Ⅲ-4 直接抒情。 

Bb-Ⅲ-5 藉由敘述事件與描寫景

物間接抒情。 

Bc-Ⅲ-2 描述、列舉、因果、問題

解決、比較等寫作手法。 

Be-Ⅲ-3 在學習應用方面，以簡

報、讀書報告、演講稿等格式與 

寫作方法為主。 

Ca-Ⅲ-1 各類文本中的飲食、服

飾、建築形式、交通工具、名勝

古蹟及休閒娛樂等文化內涵。 

Ca-Ⅲ-2 各類文本中表現科技

演進、環境發展的文化內涵。 

Cb-Ⅲ-1 各類文本中的親屬關

係、道德倫理、儀式風俗、典

章制度等文化內涵。 

Cb-Ⅲ-2 各類文本中所反映的

個人與家庭、鄉里、國族及其

他社群的關係。 

Cc-Ⅲ-1 各類文本中的藝術、

信仰、思想等文化內涵。 

視E-Ⅲ-2 多元的媒材技法與創

作表現類型。 

視E-Ⅲ-3 設計思考與實作。 

視A-Ⅲ-1 藝術語彙、形式原理

與視覺美感。 

表A-Ⅲ-3 創作類別、形式、內

容、技巧和元素的組合。 
 

學習目標  

一、閱讀各類文本，提升理解和思辨的能力，激發創作潛能。  

二、欣賞與評析文本，加強審美與感知的素養。  

三、經由閱讀，體認生活規範，養成良好行為，增進與他人互動技能。  

四、透過文本閱讀，認識個人與社群的關係，理解並尊重多元文化。  

五、藉由閱讀，關切本土與全球議題，培養關懷環境與尊重生命的能力。 

學習評量 
形成性：口頭發表、實作評量。  

總結性：學習單、作品評量。 



第一學期（可以併週撰寫） 

週次 單元主題 學習內容 
單元評

量比例 
評量方法及比例 

第 1週 
圖書館利用教

育 
認識圖書館（能介紹圖書館） 3% 

口頭發表50% 

實作評量50% 

第 2週 班級共讀 
像女孩的男孩 

5% 
口頭發表50% 

學習單50% 

第 3週 
班級共讀 像女孩的男孩 5% 口頭發表50% 

學習單50% 

第 4週 
班級共讀 像女孩的男孩 5% 口頭發表50% 

學習單50% 

第 5週 
圖書館利用教

育 

圖書的結構與智慧財產權（認識網

路資源的智慧財產權） 

3% 口頭發表50% 

實作評量50% 

第 6週 
班級共讀 當眼淚變成星星 5% 口頭發表50% 

學習單50% 

第 7週 
班級共讀 當眼淚變成星星 5% 口頭發表50% 

學習單50% 

第 8週 
班級共讀 當眼淚變成星星 5% 口頭發表50% 

學習單50% 

第 9週 
圖書館利用教

育 

圖書的分類編目和排架（練習規劃

小小圖書館） 

4% 口頭發表50% 

實作評量50% 

第 10週 
班級共讀 我是阿嬤的孩子 5% 口頭發表50% 

學習單50% 

第 11週 
班級共讀 我是阿嬤的孩子 5% 口頭發表50% 

學習單50% 

第 12週 
班級共讀 我是阿嬤的孩子 5% 口頭發表50% 

學習單50% 

第 13週 
班級共讀 我的越南媽媽 5% 口頭發表50% 

學習單50% 

第 14週 
班級共讀 我的越南媽媽 5% 口頭發表50% 

學習單50% 

第 15週 
班級共讀 我的越南媽媽 5% 口頭發表50% 

學習單50% 

第 16週 班刊創作 全班共同編輯具各班特色的班刊 4% 成果發表100% 

第 17週 班刊創作 全班共同編輯具各班特色的班刊 4% 成果發表100% 

第 18週 班刊創作 全班共同編輯具各班特色的班刊 4% 成果發表100% 

第 19週 班刊創作 全班共同編輯具各班特色的班刊 4% 成果發表100% 

第 20週 班刊創作 全班共同編輯具各班特色的班刊 4% 成果發表100% 

第 21週 班刊創作 全班共同編輯具各班特色的班刊 5% 成果發表100% 

第 22週 班刊創作 全班共同編輯具各班特色的班刊 5% 成果發表100% 

 
 
 
 
 
 



六年級下學期 

課程名稱 
人文課程 

閱讀世界-悅讀趣 
課程類別 

■統整性主題/專題/議題探討課

程  

□社團活動與技藝課程  

□特殊需求領域課程  

□其他類課程  

課程說明 

利用圖書館之共讀藏書，引導學生接觸多元文本，並透過閱讀理解問思教學，讓

學生覺察學習需求，主動擷取明確訊息，連結訊息關係，提出個人詮釋並以口語、

文字表達自己的想法，此外透過圖書館利用教育，讓學生認識並綜合運用校內外

圖書館系統功能，進而藉由班刊創作之作品展演，做為學習成果展現。 

授課對象 六年級 

融入領域 語文領域、藝術領域、資訊課程 

融入議題 

□性別平等教育  ■人權教育    ■環境教育    □海洋教育 

■品德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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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教育      □生涯規劃    □多元文化    ■閱讀素養 

□戶外教育      □國際教育    □原住民族教育 

核心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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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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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解與運用本國 

語言、文字、肢體等各種訊

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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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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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運用多重感官感受

學習重

點 

學習

表現 

5-Ⅲ-6 熟習適合學習階段的摘要

策略，擷取大意。 

5-Ⅲ-7 連結相關的知識和經驗，

提出自己的觀點，評述文本的內

容。 

5-Ⅲ-8 運用自我提問、推論等策

略，推論文本隱含的因果訊息或觀

點。 

5-Ⅲ-9 因應不同的目的，運用不

同的閱讀策略。 

5-Ⅲ-11 大量閱讀多元文本，辨識

文本中重大議題的訊息或觀點。 

5-Ⅲ-12 運用圖書館（室）、科技

與網路，進行資料蒐集、解讀與判

斷，提升多元文本的閱讀和應用能

力。 

6-Ⅲ-2 培養思考力、聯想力等寫

作基本能力。 

6-Ⅲ-3 掌握寫作步驟，寫出表達

清楚、段落分明、符合主題的作品。 

6-Ⅲ-6 練習各種寫作技巧。 

6-Ⅲ-7 修改、潤飾作品內容。 

6-Ⅲ-8 建立適切的寫作態度。 

1-Ⅲ-3 能學習多元媒材與技法，

表現創作主題。 

1-Ⅲ-6 能學習設計思考，進行創

意發想和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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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文本的閱 

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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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E-C3 藉由閱讀不同類 

型文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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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藝-E-A2 認識設計思考，理

解藝術實踐的意義。 

藝-E-B2 識讀科技資訊與

媒體的特質及其與藝術的

關係。 

藝-E-C2 透過藝術實踐，學

習理解他人感受與團隊合

作的能力。 

學習

內容 

Ab-Ⅲ-7 數位辭典的運用。 

Ac-Ⅲ-4 各類文句表達的情感與

意義。 

Ad-Ⅲ-2 篇章的大意、主旨、結構

與寓意。 

Ad-Ⅲ-3 故事、童詩、現代散文、

少年小說、兒童劇等。 

Ba-Ⅲ-1 順敘與倒敘法。 

Bb-Ⅲ-1 自我情感的表達。 

Bb-Ⅲ-2 人際交流的情感。 

Bb-Ⅲ-3 對物或自然的感悟。 

Bb-Ⅲ-4 直接抒情。 

Bb-Ⅲ-5 藉由敘述事件與描寫景

物間接抒情。 

Bc-Ⅲ-2 描述、列舉、因果、問題

解決、比較等寫作手法。 

Be-Ⅲ-3 在學習應用方面，以簡

報、讀書報告、演講稿等格式與 

寫作方法為主。 

Ca-Ⅲ-1 各類文本中的飲食、服

飾、建築形式、交通工具、名勝

古蹟及休閒娛樂等文化內涵。 

Ca-Ⅲ-2 各類文本中表現科技

演進、環境發展的文化內涵。 

Cb-Ⅲ-1 各類文本中的親屬關

係、道德倫理、儀式風俗、典

章制度等文化內涵。 

Cb-Ⅲ-2 各類文本中所反映的

個人與家庭、鄉里、國族及其

他社群的關係。 

Cc-Ⅲ-1 各類文本中的藝術、

信仰、思想等文化內涵。 

視E-Ⅲ-2 多元的媒材技法與創

作表現類型。 

視E-Ⅲ-3 設計思考與實作。 

視A-Ⅲ-1 藝術語彙、形式原理

與視覺美感。 

表A-Ⅲ-3 創作類別、形式、內

容、技巧和元素的組合。 
 

學習目標  

一、閱讀各類文本，提升理解和思辨的能力，激發創作潛能。  

二、欣賞與評析文本，加強審美與感知的素養。  

三、經由閱讀，體認生活規範，養成良好行為，增進與他人互動技能。  

四、透過文本閱讀，認識個人與社群的關係，理解並尊重多元文化。  

五、藉由閱讀，關切本土與全球議題，培養關懷環境與尊重生命的能力。 

學習評量 
形成性：口頭發表、實作評量。  

總結性：學習單、作品評量。 



第二學期（可以併週撰寫） 

週次 單元主題 學習內容 
單元評

量比例 
評量方法及比例 

第 1週 
圖書館利用教

育 

圖書的查詢與借閱（能綜合運用校內

外圖書館系統功能） 
5% 

口頭發表50% 

實作評量50% 

第 2週 
班級共讀 停不住的小孩 5% 口頭發表50% 

學習單50% 

第 3週 
班級共讀 停不住的小孩 5% 口頭發表50% 

學習單50% 

第 4週 
班級共讀 停不住的小孩 5% 口頭發表50% 

學習單50% 

第 5週 
圖書館利用教

育 

認識參考工具（會使用書目索引等

參考工具） 

5% 口頭發表50% 

實作評量50% 

第 6週 
班級共讀 夏日鷺鷥林 5% 口頭發表50% 

學習單50% 

第 7週 
班級共讀 夏日鷺鷥林 5% 口頭發表50% 

學習單50% 

第 8週 
班級共讀 夏日鷺鷥林 5% 口頭發表50% 

學習單50% 

第 9週 
班級共讀 感謝有你 民國百年人物故事 5% 口頭發表50% 

學習單50% 

第 10週 
班級共讀 感謝有你 民國百年人物故事 5% 口頭發表50% 

學習單50% 

第 11週 
班級共讀 感謝有你 民國百年人物故事 5% 口頭發表50% 

學習單50% 

第 12週 
班級共讀 小王子 5% 口頭發表50% 

學習單50% 

第 13週 
班級共讀 小王子 5% 口頭發表50% 

學習單50% 

第 14週 
班級共讀 小王子 5% 口頭發表50% 

學習單50% 

第 15週 班刊創作 全班共同編輯具各班特色的班刊 6% 成果發表100% 

第 16週 班刊創作 全班共同編輯具各班特色的班刊 6% 成果發表100% 

第 17週 班刊創作 全班共同編輯具各班特色的班刊 6% 成果發表100% 

第 18週 班刊創作 全班共同編輯具各班特色的班刊 6% 成果發表100% 

第 19週 班刊創作 全班共同編輯具各班特色的班刊 6% 成果發表100% 

第 20週     

第 21週     

 
 
 
 
 
 
 
 



桃園市楊梅區富岡國民小學 108學年度【校訂課程-認識世界】  

課程計畫 

壹、依據   

    一、教育部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   

  二、國民教育階段特殊教育課程綱要總綱   

  三、本校課程發展委員會決議辦理  

 

貳、基本理念 

一、課程設計緣起 

十二年國教強調三面九項的核心素養，國小教育負責未來的人才培育，不僅要求完善自 

    身，更要兼顧社會發展。為符應十二年國教新課綱，強調培養學生具備未來公民所需自發互 

    動共好的素養能力，並配合本市發展「智慧教育」之教育願景，在校訂課程設計上，我們思 

    索著：「什麼樣的課程能讓啟發孩子興趣？」「催化孩子思考？」「啟動孩子創作能力？」於是 

    我們設計了認識世界，本校校訂課程—認識世界，冀盼的就是孩子們能夠自主學習、溝通互 

    動，進而理解社會參與。幫助學生了解並探究不同的文化與價值觀，拓展學生視野。  

   英語文隨著英語語系國家政治、經濟的龐大影響力，逐漸成為國際通行的共同語言，隨 

    著使用人口日漸廣布全世界，更包容性地融合了各國國家語言產生了所謂的「世界性英語」 

    (Global Englishes)；英語的重要性及普遍性在跨國、跨文化的溝通中，更是有著屹立不搖 

    的地位。目前，在我國整體社會環境下，英語文教育是一種外語教育，課程安排主要著重在 

    語言知識的學習與語言技能的培養；然而，身為地球村的一份子，我們希望課程的安排能使 

    英語文教育從一項「科目」轉變成一種自主學習的「工具」，讓學生除了能利用英語文進行人 

    際溝通之外，也能培養學生透過英語獲取各個領域的新知，增廣見聞。因此，本課程—認識 

    世界，藉由圖文並茂的英語繪本拓展學生接觸英語的機會，啟發學生對英語學習的興趣，一   

    方面培養對多樣性文化的尊重與包容；另一方面豐富個人視野，增加創意與適應力。 

二、課程設計理念 

(一)創造思考  

      透過英語繪本閱讀，訓練學生運用非文字訊息做猜測與判斷思考，進而增進英

語文學習的樂趣與能力。另外，透過創作小書，激發學生創意發想及藝術創作的能

力。  

(二)探索體驗  

    利用英語繪本文本所提供的內容，讓學生探索世界各地節慶文化及民俗風情；

以及透過英語小書的製作，體驗「從做中學」的樂趣。 

(三) 關懷互動      

    藉著課堂上的分組活動學習及成果發表，培養學生與他人合作互動的態度；更

藉由相關的資訊科技媒材，增進與世界的互動，養成尊敬文化差異的態度。 

參、課程目標   

一、課程目標欲培養之核心素養  

(一)A 自主行動  

A1.身心健康與自我精進  

A2.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二)B 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B3.藝術涵養與生活美學  

(三)C 社會參與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二、課程與核心素養的關連  



 A1.身心健康與自我精進 A2.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用  

透過繪本培養認真專注的特

質及良好的學習習慣，以強

化個人英語文能力。  

能運用繪本情境中提供的非

語言訊息練習邏輯思考與判

斷，幫助英語文能力學習。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B3.藝術涵養與生活美學  

透過繪本閱讀訓練文字解碼

能力，產生與文字的互動，

並運用所學之字詞及句型進

行簡易日常溝通。  

使用電子線上繪本或各種資

訊科技媒材增進英語學習的 

能力，加深文化習俗之理

解。  

透過繪本及相關韻文歌謠欣

賞，培養藝術鑑賞之美感，

進而自行創作簡易繪本。  

 

     三、培養本校校訂課程蘊含之學習力  

(一)閱讀力： 拓展學生閱讀的文本內容，讓學生可以透過自主閱讀，慢慢建立

英文自學的能力。  

(二)探索力：藉由繪本裡探討的內容，探索世界各地文化與風情 ，增加對不同

文化的好奇心。  

(三)創造力：透過簡易小書製作，激發學生創意及美術表現。  

(四)表達力：透過小書及歌謠韻文的發表，展現學生英語學習能力。  

(五)行動力：藉由豐富有趣的繪本培養學生從「閱讀」到「悅讀」的自主學習 

            能力。  

          (六)合作力：在課堂裡分組合作學習與活動中，學會與他人合作與溝通的技巧。 

 
肆、實施原則  

    以英語繪本為出發，提供學生真實的英語教學素材（如：菜單、指標、報章……等等），讓學

生從閱讀英語繪本中，學習辨別 26個英語字母、相關對應字及日常生活用語；並輔以坊間教科書

教學進行本課程，加強學生英語文能力的基礎。另外，更結合藝文領域，透過小書創作以及英語

歌謠韻文的吟唱，讓學生發揮創意，體驗更多元的學習方式。  

除此之外，也藉由相關繪本介紹國外節慶文化，並輔以相關活動體驗，……  

體驗、創作、互動、溝通為主要教學方法，輔以社會專題探究方式進行本課程，提供學生適 

性探究課程學習體驗。  

  

伍、現況分析   

    一、實施對象：一、二年級   

    二、學習節數：每班每週一節，每節 40 分鐘 

    三、教材來源：英語繪本及教科書  

    四、師資來源：英語社群老師擔任此課程  

  

陸、教學資源 

一、英語繪本及配套的教材  

二、網路資源及各類資訊媒體素材。  

三、各種教學真實的語言素材，如：菜單、指標、報章……等等。  

 

 

 

 

 

 

 



柒、各年級教學進度 

一年級上學期 

課程名稱 
人文課程 

認識世界-國際教育 
課程類別 

■統整性主題/專題/議題探討課

程  

□社團活動與技藝課程  

□特殊需求領域課程  

□其他類課程  

課程說明 
藉由英語繪本啟發學生對世界的好奇，培養語言與創作的能力，養成藝術鑑賞的

美感及尊重各種文化差異，奠定語文能力的根基。  

授課對象 一年級 

融入領域 生活課程領域 

融入議題  

□性別平等教育  □人權教育    □環境教育    □海洋教育 

■品德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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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教育      □生涯規劃    □多元文化    ■閱讀素養 

□戶外教育      ■國際教育    □原住民族教育 

核心素養 

英-E-A1 

具備認真專注的特質及良

好的學習習慣，嘗試運用基

本的學習策略，強化個人英

語文能力。 

英-E-A2 

具備理解簡易英語文訊息

的能力，能運用基本邏輯思

考策略提升學習效能。 

英-E-B1 

具備入門的聽、說、讀、寫

英語文能力。在引導下，能

運用所學、字詞及句型進行

簡易日常溝通。 

英-E-C2 

積極參與課內英語文小組

學習活動，培養團隊合作精

神。 

 

生活-E-A2 

學習各種探究人、事、物

的方法並理解探究後所獲

得的道理，增進系統思考

與解決問題的能力。 

生活-E-C1 

覺察自己、他人和環境的關

係，體會生活禮儀與團體規

範的意義，學習尊重他人、

愛護生活環境及關懷生命，

並於生活中實踐，同時能省

思自己在團體中所應扮演

學習重

點 

學習

表現 

英語領域 

1-Ⅱ-1 能聽辨 26 個字母。 

◎1-Ⅱ-7 能聽懂課堂中所學的字

詞。 

◎1-Ⅱ -8 能聽懂簡易的教室用

語。 

◎1-Ⅱ-9 能聽懂簡易的日常生活

用語。 

2-Ⅱ-1 能說出 26 個字母。 

◎2-Ⅱ -4 能使用簡易的教室用

語。 

◎2-Ⅱ-5 能使用簡易的日常生活

用語。 

3-Ⅱ-1 能辨識 26 個印刷體大小

寫字母。 

◎3-Ⅱ-2 能辨識課堂中所學的字

詞。 

4-Ⅱ-1 能書寫 26 個印刷體大小

寫字母。 

5-Ⅱ-1 能正確地認讀與聽寫  26 

個字母。 

6-Ⅱ-1 能專注於教師的說明與演

示。 

6-Ⅱ-2 積極參與各種課堂練習活

動。 

6-Ⅱ-3 樂於回答教師或同學所提

的問題。 

6-Ⅱ -4 認真完成教師交待的作

業。 

7-Ⅱ-2 能妥善運用情境中的非語

言訊息以幫助學習。 



的角色，在能力所及或與他

人合作的情況下，為改善事

情而努力或採取改進行動。 

生活-E-C2 

覺察自己的情緒與行為表

現可能對他人和環境有所

影響，用合宜的方式與人友

善互動，願意共同完成工作

任務，展現尊重、溝通以及

合作的技巧。 

◎8-Ⅱ-1 能了解國內外基本的招

呼方式。 

 

生活領域 

1-I-1 探索並分享對自己及相關

人、事、物的感受與想法。 

2-I-1 以感官和知覺探索生活，覺

察事物及環境的特性。 

2-I-3 探索生活中的人、事、物，並

體會彼此之間會相互影響。 

3-I-1 願意參與各種學習活動，表

現好奇與求知探究之心。 

6-I-3 覺察生活中的規範與禮儀，

探究其意義，並願意遵守。 

6-I-4 關懷生活中的人、事、物，願

意提供協助與服務。 

7-I-5透過一起工作的過程，感受合

作的重要性。 

學習

內容 

英語領域 

Aa-Ⅱ-1 字母名稱。 

Aa-Ⅱ-2 印刷體大小寫字母的辨

識及書寫。 

◎Ac-Ⅱ-1 簡易的教室用語。 

◎Ac-Ⅱ-2 簡易的生活用語。 

◎C-Ⅱ-1 國內（外）招呼方式。 

 

生活領域 

A-I-2 事物變化現象的觀察。 

C-I-1 事物特性與現象的探究。 

D-I-1 自我與他人關係的認識。 

D-I-2 情緒調整的學習。 

D-I-3 聆聽與回應的表現。 

E-I-1 生活習慣的養成。 

E-I-2 生活規範的實踐。 

E-I-3 自我行為的檢視與調整。 

E-I-4 對他人的感謝與服務。 

學習目標  培養字母認讀、閱讀短文、閱讀故事、了解世界文化、拓展國際視野。 

學習評量 
素養導向之多元評量，包括課堂觀察評量、口語評量、實作評量、完成任務、實

作、學習單等方式。 

第一學期（可以併週撰寫） 

週次 單元主題 學習內容 
單元評

量比例 
評量方法及比例 

第 1週 

Warm-up 

1. Greeting: Hi. / Hello. 

2. Classroom language: Listen. 

3. Letter: Aa-Cc. 

4. Number: 1. 

5. Storybook: Yo! Yes? 

14% 

課堂觀察20% 

活動式評量30% 

口語評量50% 

第 2週 

第 3週 

第 4週 繪本閱讀 1. Classroom language: Repeat D, d. 14% 課堂觀察20% 



第 5週 2. Letter: Dd-Ee. 

3. Number: 2. 

4. Storybook: Yo! Yes? 

活動式評量30% 

口語評量50% 
第 6週 

第 7週 第一次成績考察 

第 8週 繪本閱讀 1. Classroom language: Say it. 

2. Letter: Ff-Gg. 

3. Number: 3. 

4. Storybook: Yo! Yes? 

14% 課堂觀察20% 

活動式評量30% 

口語評量50% 
第 9週 

第 10週 

第 11週 繪本閱讀 1. Classroom language: Color i. 

2. Letter: Hh-Ii. 

3. Number: 4. 

4. Storybook: Five Little Monkeys 

Jumping on My Bed. 

14% 課堂觀察20% 

活動式評量30% 

口語評量50% 
第 12週 

第 13週 

第 14週 第二次成績考察 

第 15週 繪本閱讀 1. Classroom language: Touch J. 

2. Letter: Jj-Kk. 

3. Number: 5. 

4. Storybook: Five Little Monkeys 

Jumping on My Bed. 

14% 課堂觀察20% 

活動式評量30% 

口語評量50% 
第 16週 

第 17週 

第 18週 繪本閱讀 1. Classroom language: Point to M. 

2. Letter: Ll-Mm. 

3. Storybook: Five Little Monkeys 

Jumping on My Bed. 

14% 課堂觀察20% 

活動式評量30% 

口語評量50% 第 19週 

第 20週 第三次成績考察 

第 21週 

Wrap-up 1. Review classroom language. 

2. Review letter Aa-Mm. 

3. Storybook: Five Little Monkeys 

Jumping on My Bed. 

16% 課堂觀察20% 

活動式評量30% 

口語評量50% 

第 22週 1/20（一）結業式 

 



一年級下學期 

課程名稱 
人文課程 

認識世界-國際教育 
課程類別 

■統整性主題/專題/議題探討課

程  

□社團活動與技藝課程  

□特殊需求領域課程  

□其他類課程  

課程說明 
藉由英語繪本啟發學生對世界的好奇，培養語言與創作的能力，養成藝術鑑賞的

美感及尊重各種文化差異，奠定語文能力的根基。 

授課對象 一年級 

融入領域  生活課程領域、自然領域 

融入議題 

□性別平等教育  □人權教育    □環境教育    □海洋教育 

□品德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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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教育      □生涯規劃    □多元文化    ■閱讀素養 

■戶外教育      ■國際教育    □原住民族教育 

核心素養 

英-E-A1 

具備認真專注的特質及良

好的學習習慣，嘗試運用基

本的學習策略，強化個人英

語文能力。 

英-E-A2 

具備理解簡易英語文訊息

的能力，能運用基本邏輯思

考策略提升學習效能。 

英-E-B1 

具備入門的聽、說、讀、寫

英語文能力。在引導下，能

運用所學、字詞及句型進行

簡易日常溝通。 

英-E-C2 

積極參與課內英語文小組

學習活動，培養團隊合作精

神。 

 

生活-E-A2 

學習各種探究人、事、物

的方法並理解探究後所獲

得的道理，增進系統思考

與解決問題的能力。 

生活-E-C1 

覺察自己、他人和環境的關

係，體會生活禮儀與團體規

範的意義，學習尊重他人、

愛護生活環境及關懷生命，

並於生活中實踐，同時能省

思自己在團體中所應扮演

的角色，在能力所及或與他

學習重

點 

學習

表現 

英語領域 

1-Ⅱ-1 能聽辨 26 個字母。 

◎1-Ⅱ-7 能聽懂課堂中所學的字

詞。 

◎1-Ⅱ -8 能聽懂簡易的教室用

語。 

◎1-Ⅱ-9 能聽懂簡易的日常生活

用語。 

2-Ⅱ-1 能說出 26 個字母。 

◎2-Ⅱ -4 能使用簡易的教室用

語。 

◎2-Ⅱ-5 能使用簡易的日常生活

用語。 

3-Ⅱ-1 能辨識 26 個印刷體大小

寫字母。 

◎3-Ⅱ-2 能辨識課堂中所學的字

詞。 

4-Ⅱ-1 能書寫 26 個印刷體大小

寫字母。 

5-Ⅱ-1 能正確地認讀與聽寫  26 

個字母。 

6-Ⅱ-1 能專注於教師的說明與演

示。 

6-Ⅱ-2 積極參與各種課堂練習活

動。 

6-Ⅱ-3 樂於回答教師或同學所提

的問題。 

6-Ⅱ -4 認真完成教師交待的作

業。 

7-Ⅱ-2 能妥善運用情境中的非語

言訊息以幫助學習。 

◎8-Ⅱ-1 能了解國內外基本的招



人合作的情況下，為改善事

情而努力或採取改進行動。 

生活-E-C2 

覺察自己的情緒與行為表

現可能對他人和環境有所

影響，用合宜的方式與人友

善互動，願意共同完成工作

任務，展現尊重、溝通以及

合作的技巧。 

 

自-E-B3 

透過五官知覺觀察周遭環

境的動植物與自然現象，知

道如何欣賞美的事物。 

呼方式。 

 

生活領域 

1-I-1 探索並分享對自己及相關

人、事、物的感受與想法。 

2-I-1 以感官和知覺探索生活，覺

察事物及環境的特性。 

2-I-3 探索生活中的人、事、物，並

體會彼此之間會相互影響。 

3-I-1 願意參與各種學習活動，表

現好奇與求知探究之心。 

6-I-3 覺察生活中的規範與禮儀，

探究其意義，並願意遵守。 

6-I-4 關懷生活中的人、事、物，願

意提供協助與服務。 

7-I-5透過一起工作的過程，感受合

作的重要性。 

 

自然領域 

ai-Ⅱ-1 

保持對自然現象的好奇心，透過不

斷的探尋和提問，常會有新發現。 

學習

內容 

英語領域 

Aa-Ⅱ-1 字母名稱。 

Aa-Ⅱ-2 印刷體大小寫字母的辨

識及書寫。 

◎Ac-Ⅱ-1 簡易的教室用語。 

◎Ac-Ⅱ-2 簡易的生活用語。 

◎C-Ⅱ-1 國內（外）招呼方式。 

 

生活領域 

A-I-2 事物變化現象的觀察。 

C-I-1 事物特性與現象的探究。 

D-I-1 自我與他人關係的認識。 

D-I-2 情緒調整的學習。 

D-I-3 聆聽與回應的表現。 

E-I-1 生活習慣的養成。 

E-I-2 生活規範的實踐。 

E-I-3 自我行為的檢視與調整。 

E-I-4 對他人的感謝與服務。 

 

自然領域 

INf -Ⅱ-3 自然的規律與變化對人

類生活應用與美感的啟發。 

INg-Ⅱ-1自然環境中有許多資源。

人類生存與生活需依賴自然環境

中的各種資源，但自然資源都是有

限的，需要珍惜使用。 

學習目標  培養字母認讀、閱讀短文、閱讀故事、了解世界文化、拓展國際視野。 



學習評量 
素養導向之多元評量，包括課堂觀察評量、口語評量、實作評量、完成任務、實

作、學習單等方式。 

第二學期（可以併週撰寫） 

週次 單元主題 學習內容 
單元評

量比例 
評量方法及比例 

第 1週 

Warm-up 

1. Greeting. 

2. Classroom language: Count them. 

3. Letter: Nn-Oo. 

4. Number: 6. 

5. Storybook: 1, 2, 3 to the Zoo. 

16% 

課堂觀察20% 

活動式評量30% 

口語評量50% 

第 2週 

第 3週 

第 4週 繪本閱讀 1. Classroom language: Circle P. 

2. Letter: Pp-Qq. 

3. Number: 7. 

4. Storybook: 1, 2, 3 to the Zoo. 

16% 課堂觀察20% 

活動式評量30% 

口語評量50% 
第 5週 

第 6週 

第 7週 第一次成績考察 

第 8週 繪本閱讀 1. Classroom language: Match R 

and r. 

2. Letter: Rr-Ss. 

3. Number: 8. 

4. Storybook: 1, 2, 3 to the Zoo. 

17% 課堂觀察20% 

活動式評量30% 

口語評量50% 
第 9週 

第 10週 

第 11週 繪本閱讀 1. Classroom language: Check T. 

2. Letter: Tt-Uu. 

3. Number: 9. 

4. Storybook: Old MacDonald Had 

a Farm. 

17% 課堂觀察20% 

活動式評量30% 

口語評量50% 
第 12週 

第 13週 

第 14週 第二次成績考察 

第 15週 繪本閱讀 1. Classroom language: Write V. 

2. Letter: Vv-Ww. 

3. Number: 10. 

4. Storybook: Old MacDonald Had a 

Farm. 

17% 課堂觀察20% 

活動式評量30% 

口語評量50% 第 16週 

第 17週 繪本閱讀 1. Classroom language: Draw an 

apple. 

2. Letter: Xx-Zz. 

3. Storybook: Old MacDonald Had 

a Farm. 

17% 課堂觀察20% 

活動式評量30% 

口語評量50% 
第 18週 

第 19週 

第 20週 第三次成績考察 

第 21週 6/30（二）結業式 

 
 
 
 
 
 
 
 
 
 
 
 
 



二年級上學期 

課程名稱 
人文課程 

認識世界-國際教育 
課程類別 

■統整性主題/專題/議題探討課

程  

□社團活動與技藝課程  

□特殊需求領域課程  

□其他類課程  

課程說明 
藉由英語繪本啟發學生對世界的好奇，培養語言與創作的能力，養成藝術鑑賞的

美感及尊重各種文化差異，奠定語文能力的根基。 

授課對象 二年級 

融入領域 生活課程領域、自然領域 

融入議題  

□性別平等教育  □人權教育    □環境教育    □海洋教育 

■品德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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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教育      □生涯規劃    □多元文化    ■閱讀素養 

■戶外教育      ■國際教育    □原住民族教育 

核心素養 

英-E-A1 

具備認真專注的特質及良

好的學習習慣，嘗試運用基

本的學習策略，強化個人英

語文能力。 

英-E-A2 

具備理解簡易英語文訊息

的能力，能運用基本邏輯思

考策略提升學習效能。 

英-E-B1 

具備入門的聽、說、讀、寫

英語文能力。在引導下，能

運用所學、字詞及句型進行

簡易日常溝通。 

英-E-C2 

積極參與課內英語文小組

學習活動，培養團隊合作精

神。 

 

生活-E-A2 

學習各種探究人、事、物

的方法並理解探究後所獲

得的道理，增進系統思考

與解決問題的能力。 

生活-E-C1 

覺察自己、他人和環境的關

係，體會生活禮儀與團體規

範的意義，學習尊重他人、

愛護生活環境及關懷生命，

並於生活中實踐，同時能省

思自己在團體中所應扮演

的角色，在能力所及或與他

學習重

點 

學習

表現 

英語領域 

1-Ⅱ-1 能聽辨 26 個字母。 

◎1-Ⅱ-7 能聽懂課堂中所學的字

詞。 

◎1-Ⅱ -8 能聽懂簡易的教室用

語。 

◎1-Ⅱ-9 能聽懂簡易的日常生活

用語。 

2-Ⅱ-1 能說出 26 個字母。 

◎2-Ⅱ -4 能使用簡易的教室用

語。 

◎2-Ⅱ-5 能使用簡易的日常生活

用語。 

3-Ⅱ-1 能辨識 26 個印刷體大小

寫字母。 

◎3-Ⅱ-2 能辨識課堂中所學的字

詞。 

4-Ⅱ-1 能書寫 26 個印刷體大小

寫字母。 

5-Ⅱ-1 能正確地認讀與聽寫  26 

個字母。 

6-Ⅱ-1 能專注於教師的說明與演

示。 

6-Ⅱ-2 積極參與各種課堂練習活

動。 

6-Ⅱ-3 樂於回答教師或同學所提

的問題。 

6-Ⅱ -4 認真完成教師交待的作

業。 

7-Ⅱ-2 能妥善運用情境中的非語

言訊息以幫助學習。 

◎8-Ⅱ-1 能了解國內外基本的招



人合作的情況下，為改善事

情而努力或採取改進行動。 

生活-E-C2 

覺察自己的情緒與行為表

現可能對他人和環境有所

影響，用合宜的方式與人友

善互動，願意共同完成工作

任務，展現尊重、溝通以及

合作的技巧。 

 

自-E-B3 

透過五官知覺觀察周遭環

境的動植物與自然現象，知

道如何欣賞美的事物。 

呼方式。 

 

生活領域 

1-I-1 探索並分享對自己及相關

人、事、物的感受與想法。 

2-I-1 以感官和知覺探索生活，覺

察事物及環境的特性。 

2-I-3 探索生活中的人、事、物，並

體會彼此之間會相互影響。 

3-I-1 願意參與各種學習活動，表

現好奇與求知探究之心。 

6-I-3 覺察生活中的規範與禮儀，

探究其意義，並願意遵守。 

6-I-4 關懷生活中的人、事、物，願

意提供協助與服務。 

7-I-5透過一起工作的過程，感受合

作的重要性。 

 

自然領域 

ai-Ⅱ-1 

保持對自然現象的好奇心，透過不

斷的探尋和提問，常會有新發現。 

學習

內容 

英語領域 

Aa-Ⅱ-1 字母名稱。 

Aa-Ⅱ-2 印刷體大小寫字母的辨

識及書寫。 

◎Ac-Ⅱ-1 簡易的教室用語。 

◎Ac-Ⅱ-2 簡易的生活用語。 

◎C-Ⅱ-1 國內（外）招呼方式。 

 

生活領域 

A-I-2 事物變化現象的觀察。 

C-I-1 事物特性與現象的探究。 

D-I-1 自我與他人關係的認識。 

D-I-2 情緒調整的學習。 

D-I-3 聆聽與回應的表現。 

E-I-1 生活習慣的養成。 

E-I-2 生活規範的實踐。 

E-I-3 自我行為的檢視與調整。 

E-I-4 對他人的感謝與服務。 

 

自然領域 

INf -Ⅱ-3 自然的規律與變化對人

類生活應用與美感的啟發。 

INg-Ⅱ-1自然環境中有許多資源。

人類生存與生活需依賴自然環境

中的各種資源，但自然資源都是有

限的，需要珍惜使用。 

學習目標  培養字母認讀、閱讀短文、閱讀故事、了解世界文化、拓展國際視野。 



學習評量 
素養導向之多元評量，包括課堂觀察評量、口語評量、實作評量、完成任務、實

作、學習單等方式。 

第一學期（可以併週撰寫） 

週次 單元主題 學習內容 
單元評

量比例 
評量方法及比例 

第 1週 

Warm-up 

6. Greeting. 

7. Classroom language: Stand up. 

8. Letter: Aa-Cc. 

9. Number: 11. 

10. Storybook: Hello, Farm! 

14% 

課堂觀察20% 

活動式評量30% 

口語評量50% 

第 2週 

第 3週 

第 4週 繪本閱讀 1. Classroom language: Sit down. 

2. Letter: Dd-Ee. 

3. Number: 12. 

4. Storybook: Hello, Farm! 

14% 課堂觀察20% 

活動式評量30% 

口語評量50% 
第 5週 

第 6週 

第 7週 第一次成績考察 

第 8週 繪本閱讀 1. Classroom language: Hands up. 

2. Letter: Ff-Gg. 

3. Number: 13. 

4. Storybook: No, David! 

14% 課堂觀察20% 

活動式評量30% 

口語評量50% 
第 9週 

第 10週 

第 11週 繪本閱讀 1. Classroom language: Hands 

down. 

2. Letter: Hh-Ii. 

3. Number: 14. 

4. Storybook: No, David! 

14% 課堂觀察20% 

活動式評量30% 

口語評量50% 
第 12週 

第 13週 

第 14週 第二次成績考察 

第 15週 繪本閱讀 1. Classroom language: Louder, 

please. 

2. Letter: Jj-Kk. 

3. Number: 15. 

4. Storybook: No, David! 

14% 課堂觀察20% 

活動式評量30% 

口語評量50% 
第 16週 

第 17週 

第 18週 繪本閱讀 1. Classroom language: Be quiet, 

please. 

2. Letter: Ll-Mm. 

3. Storybook: Good Night, Gorilla. 

14% 課堂觀察20% 

活動式評量30% 

口語評量50% 第 19週 

第 20週 第三次成績考察 

第 21週 

Wrap-up 1. Review classroom language. 

2. Review letter Aa-Mm. 

3. Storybook: Good Night, Gorilla. 

16% 課堂觀察20% 

活動式評量30% 

口語評量50% 

第 22週 1/20（一）結業式 

 



二年級下學期 

課程名稱 
人文課程 

認識世界-國際教育 
課程類別 

■統整性主題/專題/議題探討課

程  

□社團活動與技藝課程  

□特殊需求領域課程  

□其他類課程  

課程說明 
藉由英語繪本啟發學生對世界的好奇，培養語言與創作的能力，養成藝術鑑賞的

美感及尊重各種文化差異，奠定語文能力的根基。 

授課對象 二年級 

融入領域  生活課程領域、自然領域 

融入議題 

□性別平等教育  □人權教育    □環境教育    □海洋教育 

■品德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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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教育      □生涯規劃    □多元文化    ■閱讀素養 

■戶外教育      ■國際教育    □原住民族教育 

核心素養 

英-E-A1 

具備認真專注的特質及良

好的學習習慣，嘗試運用基

本的學習策略，強化個人英

語文能力。 

英-E-A2 

具備理解簡易英語文訊息

的能力，能運用基本邏輯思

考策略提升學習效能。 

英-E-B1 

具備入門的聽、說、讀、寫

英語文能力。在引導下，能

運用所學、字詞及句型進行

簡易日常溝通。 

英-E-C2 

積極參與課內英語文小組

學習活動，培養團隊合作精

神。 

 

生活-E-A2 

學習各種探究人、事、物

的方法並理解探究後所獲

得的道理，增進系統思考

與解決問題的能力。 

生活-E-C1 

覺察自己、他人和環境的關

係，體會生活禮儀與團體規

範的意義，學習尊重他人、

愛護生活環境及關懷生命，

並於生活中實踐，同時能省

思自己在團體中所應扮演

的角色，在能力所及或與他

學習重

點 

學習

表現 

英語領域 

1-Ⅱ-1 能聽辨 26 個字母。 

◎1-Ⅱ-7 能聽懂課堂中所學的字

詞。 

◎1-Ⅱ -8 能聽懂簡易的教室用

語。 

◎1-Ⅱ-9 能聽懂簡易的日常生活

用語。 

2-Ⅱ-1 能說出 26 個字母。 

◎2-Ⅱ -4 能使用簡易的教室用

語。 

◎2-Ⅱ-5 能使用簡易的日常生活

用語。 

3-Ⅱ-1 能辨識 26 個印刷體大小

寫字母。 

◎3-Ⅱ-2 能辨識課堂中所學的字

詞。 

4-Ⅱ-1 能書寫 26 個印刷體大小

寫字母。 

5-Ⅱ-1 能正確地認讀與聽寫  26 

個字母。 

6-Ⅱ-1 能專注於教師的說明與演

示。 

6-Ⅱ-2 積極參與各種課堂練習活

動。 

6-Ⅱ-3 樂於回答教師或同學所提

的問題。 

6-Ⅱ -4 認真完成教師交待的作

業。 

7-Ⅱ-2 能妥善運用情境中的非語

言訊息以幫助學習。 

◎8-Ⅱ-1 能了解國內外基本的招



人合作的情況下，為改善事

情而努力或採取改進行動。 

生活-E-C2 

覺察自己的情緒與行為表

現可能對他人和環境有所

影響，用合宜的方式與人友

善互動，願意共同完成工作

任務，展現尊重、溝通以及

合作的技巧。 

 

自-E-B3 

透過五官知覺觀察周遭環

境的動植物與自然現象，知

道如何欣賞美的事物。 

呼方式。 

 

生活領域 

1-I-1 探索並分享對自己及相關

人、事、物的感受與想法。 

2-I-1 以感官和知覺探索生活，覺

察事物及環境的特性。 

2-I-3 探索生活中的人、事、物，並

體會彼此之間會相互影響。 

3-I-1 願意參與各種學習活動，表

現好奇與求知探究之心。 

6-I-3 覺察生活中的規範與禮儀，

探究其意義，並願意遵守。 

6-I-4 關懷生活中的人、事、物，願

意提供協助與服務。 

7-I-5透過一起工作的過程，感受合

作的重要性。 

 

自然領域 

ai-Ⅱ-1 

保持對自然現象的好奇心，透過不

斷的探尋和提問，常會有新發現。 

學習

內容 

英語領域 

Aa-Ⅱ-1 字母名稱。 

Aa-Ⅱ-2 印刷體大小寫字母的辨

識及書寫。 

◎Ac-Ⅱ-1 簡易的教室用語。 

◎Ac-Ⅱ-2 簡易的生活用語。 

◎C-Ⅱ-1 國內（外）招呼方式。 

 

生活領域 

A-I-2 事物變化現象的觀察。 

C-I-1 事物特性與現象的探究。 

D-I-1 自我與他人關係的認識。 

D-I-2 情緒調整的學習。 

D-I-3 聆聽與回應的表現。 

E-I-1 生活習慣的養成。 

E-I-2 生活規範的實踐。 

E-I-3 自我行為的檢視與調整。 

E-I-4 對他人的感謝與服務。 

 

自然領域 

INf -Ⅱ-3 自然的規律與變化對人

類生活應用與美感的啟發。 

INg-Ⅱ-1自然環境中有許多資源。

人類生存與生活需依賴自然環境

中的各種資源，但自然資源都是有

限的，需要珍惜使用。 

學習目標  培養字母認讀、閱讀短文、閱讀故事、了解世界文化、拓展國際視野。 



學習評量 
素養導向之多元評量，包括課堂觀察評量、口語評量、實作評量、完成任務、實

作、學習單等方式。 

第二學期（可以併週撰寫） 

週次 單元主題 學習內容 
單元評

量比例 
評量方法及比例 

第 1週 

Warm-up 

1. Greeting. 

2. Classroom language: Ready? 

3. Letter: Nn-Oo. 

4. Number: 16. 

5. Storybook: Shh! We have a plan. 

16% 

課堂觀察20% 

活動式評量30% 

口語評量50% 

第 2週 

第 3週 

第 4週 繪本閱讀 1. Classroom language: Go! 

2. Letter: Pp-Qq. 

3. Number: 17. 

4. Storybook: Shh! We have a plan. 

16% 課堂觀察20% 

活動式評量30% 

口語評量50% 
第 5週 

第 6週 

第 7週 第一次成績考察 

第 8週 繪本閱讀 5. Classroom language: Stop! 

6. Letter: Rr-Ss. 

7. Number: 18. 

8. Storybook: David Goes to 

School. 

17% 課堂觀察20% 

活動式評量30% 

口語評量50% 
第 9週 

第 10週 

第 11週 繪本閱讀 5. Classroom language: Take out 

your book. 

6. Letter: Tt-Uu. 

7. Number: 19. 

8. Storybook: David Goes to 

School. 

17% 課堂觀察20% 

活動式評量30% 

口語評量50% 
第 12週 

第 13週 

第 14週 第二次成績考查 

第 15週 繪本閱讀 5. Classroom language: Put away 

your book. 

6. Letter: Vv-Ww. 

7. Number: 20. 

8. Storybook: Alphabet Ice Cream. 

17% 課堂觀察20% 

活動式評量30% 

口語評量50% 第 16週 

第 17週 繪本閱讀 4. Classroom language: Turn to 

page 20. 

5. Letter: Xx-Zz. 

6. Storybook: Alphabet Ice Cream. 

17% 課堂觀察20% 

活動式評量30% 

口語評量50% 
第 18週 

第 19週 

第 20週 第三次成績考查 

第 21週 6/30（二）結業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