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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萬豐國民小學 108 學年度  第一學期二年級國語領域補強教學計畫表 設計者：張文欣 

一、本領域每週學習節數（5）節，銜接或補強節數（1）節，共（ ）節。 

二、本學期學習目標： 

1.引導兒童從觀察自己的身體、植物和動物變化，發覺成長的改變。 

2.讓兒童了解成長帶來的喜悅。 

3.教導兒童觀察大自然景物，發覺自然的奧妙。 

4.指導兒童接近大自然，認識更多大自然中有趣的景象。 

5.引導兒童體會與自然接觸的快樂。 

6.鼓勵兒童肯定自己的優點，改進缺點。 

7.引導兒童培養閱讀故事的興趣和能力。 

8.能和同學分享閱讀課文的心得。 

9.能讀懂課文內容，了解課文大意。 

10.藉由和家人、同學與老師的互動，進而擴展兒童的心靈視野，珍惜共同相處的快樂時光。 

https://www.docufreez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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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學期課程架構： 

（國語 2 上） 課程架構圖 

 

國語 2 上 

(第 3 冊) 

第壹單元 

成長的喜悅 

第貳單元 

奇妙的大自

然 

第參單元 

故事園地 

第肆單元 

快樂時光 

第一課 我的相簿 

第二課 身高樹 

第三課 種子找新家 

第四課  變得不一樣了 

統整活動一 

第五課 天空愛畫畫 

第六課 神奇的本領 

第七課 樹林裡的祕密 

統整活動二 

閱讀樂園一 小白和小灰 

第八課 阿金的長尾巴 

第九課 奇怪的鏡子 

第十課 賣房子 

第十一課  魯班造傘 

統整活動三 

第十二課 一起騎單車 

第十三課 賽跑 

第十四課 快樂小書迷 

統整活動四 

閱讀樂園二 早起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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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書目 

1.第一次上街買東西：筒井賴子著、陳玉華譯。漢聲精選世界最佳兒童圖畫書。 

2.二年級孫悟空：王淑芬著。作家出版社。 

3.你很快就會長很高：安琪雅‧薛維克著、余治瑩譯。三之三文化出版社。 

4.花園的好朋友：邢禹倩著、簡滄榕圖。中華兒童叢書。 

5 老公公的花園：華霞菱著、陳壽美圖。中華兒童叢書。 

6.我出生的那一天：潔美李寇帝斯著、徐幼鳳譯。格林文化出版社。 

7.七號夢工廠。格林文化出版社。 

8.鯨魚：五味太郎著。三之三文化出版社。 

9.小黑魚的故事：張劍鳴著。國語日報出版社 。 

10.與大自然捉迷藏：徐仁修著。汎亞文化出版社。 

11.大自然小偵探：徐仁修著。汎亞文化出版社。 

12.臺灣牛：安莉麥考莉著、孫晴峰譯。麥田出版。 

13.你很特別：陸可鐸著、馬第尼斯繪、丘慧文、郭恩惠譯。道聲出版社。 

14.不會游泳的青蛙：阿德蝸著、陳又凌圖。小兵出版社。 

15.月光溜冰場：林小杯著。天下雜誌出版社。 

16.月光男孩：溫小平著、佐恩圖。幼獅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7.不抱怨的世界：威爾‧鮑溫著、陳敬旻譯。時報出版社。 

18.發明家的故事：幼福編輯群著。幼福出版社。 

19.林良的看圖說話：林良著。國語日報出版社。 

20.中國節日故事：彭惠婧著。潤生文化圖書事業有限公司。 

21.林良的詩：林良著。國語日報出版社。 

22.花和蝴蝶：林煥彰著。民生報社。 

23.臺灣生態：吳立萍著。天下遠見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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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學期課程內含：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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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一週 

1-1-1 能正確認念、拼讀及書寫注音符

號。 

1-1-2-1 能運用注音符號，提升說話及

閱讀能力。 

1-1-4-1 能運用注音符號輔助認識文

字。 

2-1-1-8 能主動參與溝通，聆聽對方的

說明。 

2-1-2-2 能聽得準確。 

2-1-2-3 能邊聆聽邊思考。 

2-1-2-4 能有條理的掌握聆聽到的內

容。 

3-1-1-5 能用完整的語句回答問題。 

3-1-1-12 能充分感受表達的成就感。 

3-1-2-2 能先想然後再說，有禮貌的應

對。 

3-1-4-1 發言不偏離主題。 

【家政教育】2-1-1 關心自己的衣著。 

【環境教育】1-1-1 能運用五官觀察體

驗、探究環境中的事物。 

【環境教育】3-1-1 能經由親近生物而

懂得愛護與尊重生命，並了解生態保

育的重要性。 

※延伸閱讀教材--「牆壁上的毛毛蟲」 

1、教師範讀，並請兒童以不同的詮釋方法，表

達不同的情境。 

2、教師提問，讓兒童發表自己的想法，培養閱

讀思考的能力。 

3、分組朗讀本文再個別朗讀並糾正發音。 

4、老師詞語解釋，引導學生了解文章內容。 

5、教師指導了解文章內容，並讀懂文章情境，

注意朗讀時的語調。 

6、透過引導、討論，讓兒童以問答的方式歸納

出文章大意。 

7、學生完成學習單。老師適時給予低成就學生

指導。 

1 翰林版延伸閱讀教材 朗讀 

口頭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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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二週 

1-1-2-2 能運用注音符號，和他人分享

自己的經驗和想法。 

1-1-4-1 能運用注音符號輔助認識文

字。 

2-1-2-5 能聽出別人所表達的意思，達

成溝通的目的。 

2-1-3-1 能概略聽出朗讀時優美的節

奏。 

3-1-1-5 能用完整的語句回答問題。 

3-1-3-1 能流利的說故事。 

4-1-1-2 能利用生字造詞。 

4-1-3-1 能養成良好的書寫姿勢，並養

成保持整潔的書寫習慣。 

4-1-4-3 能用硬筆寫出合理的筆順、正

確的筆畫及形體結構的國字。 

5-1-7-2 能理解在閱讀過程中所觀察到

的訊息。 

6-1-2-1 能運用學過的字詞，造出通順

的短語或句子。 

【性別平等教育】2-1-1 辨識性別角色

的刻板化印象。 

【家政教育】2-1-1 關心自己的衣著。 

【環境教育】1-1-1 能運用五官觀察體

驗、探究環境中的事物。 

【環境教育】3-1-1 能經由親近生物而

懂得愛護與尊重生命，並了解生態保

育的重要性。 

※延伸閱讀教材--「明年的身高」 

1、教師藉由課前提問，引發兒童的好奇心，並

預測文章中的內容。 

2、教師以提問討論方式，引導兒童閱讀文章，

了解內容，領會作者想法進而能提綱挈領歸納

本文大意。 

3、指導兒童運用字（辭）典或連貫上下文意等

多元方式，解釋生難語詞。 

4、朗讀指導：引導兒童隨文章內容，用適當的

語調讀出本文。 

1 翰林版延伸閱讀教材 朗讀 

口頭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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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三週 

1-1-2-2 能運用注音符號，和他人分享

自己的經驗和想法。 

1-1-4-1 能運用注音符號輔助認識文

字。 

2-1-2-3 能邊聆聽邊思考。 

2-1-3-1 能概略聽出朗讀時優美的節

奏。 

3-1-1-5 能用完整的語句回答問題。 

3-1-3-1 能流利的說故事。 

4-1-1-2 能利用生字造詞。 

4-1-3-1 能養成良好的書寫姿勢，並養

成保持整潔的書寫習慣。 

4-1-4-3 能用硬筆寫出合理的筆順、正

確的筆畫及形體結構的國字。 

4-1-4-5 能認識楷書基本筆畫的變化。 

5-1-7-1 能流暢朗讀出文章表達的情

感。 

5-1-7-2 能理解在閱讀過程中所觀察到

的訊息。 

6-1-2-1 能運用學過的字詞，造出通順

的短語或句子。 

【家政教育】2-1-1 關心自己的衣著。 

【環境教育】1-1-1 能運用五官觀察體

驗、探究環境中的事物。 

【環境教育】3-1-1 能經由親近生物而

懂得愛護與尊重生命，並了解生態保

育的重要性。 

※延伸閱讀教材--「蒲公英」 
1、引導兒童閱讀文章以問答方式，歸納出文章
大意 
2、利用圖片或實物示意、舉例說明、造句說明
或討論的方式，認識本文語詞。 
3、指導兒童以輕鬆愉快的語氣朗誦文章，體會
文章之美。 
4、教師指導文章內容，學習如何從一個簡單的
意象，描述其它事物。 

1 翰林版延伸閱讀教材 朗讀 

口頭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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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四週 

1-1-1-1 能正確認念注音符號。 

1-1-2-1 能運用注音符號，提升說話及

閱讀能力。 

1-1-4-1 能運用注音符號輔助認識文

字。 

1-1-5-2 能運用注音符號之輔助，記錄

訊息。 

2-1-1-8 能主動參與溝通，聆聽對方的

說明。 

2-1-2-3 能邊聆聽邊思考。 

2-1-2-4 能有條理的掌握聆聽到的內

容。 

3-1-1-5 能用完整的語句回答問題。 

4-1-1-2 能利用生字造詞。 

4-1-4-3 能用硬筆寫出合理的筆順、正

確的筆畫及形體結構的國字。 

5-1-7-1 能流暢朗讀出文章表達的情

感。 

5-1-7-2 能理解在閱讀過程中所觀察到

的訊息。 

6-1-3-2 能配合日常生活，練習寫簡單

的應用文(如：賀卡、便條、書信及日

記等)。 

【環境教育】1-1-1 能運用五官觀察體

驗、探究環境中的事物。 

【環境教育】2-1-1 認識生活周遭的自

然環境與人造環境，以及常見的動

物、植物、微生物彼此之間的互動關

係。 

【環境教育】3-1-1 能經由親近生物而

懂得愛護與尊重生命，並了解生態保

育的重要性。 

※延伸閱讀教材--「小青蛙」 
1、教師以提問討論方式，引導兒童閱讀文章，
了解內容，領會作者想法進而能提綱挈領歸納
本文大意。 
2、語詞解釋：指導兒童運用字（辭）典或連貫
上下文意等多元方式，解釋生難語詞。 
3、朗讀指導：引導兒童隨文章內容，用適當的
語調讀出本文。 
4、教師藉由提問，喚起兒童的舊經驗，引導兒
童，比較自己與主角的行為和情緒反應，達到
閱讀策略「連結」的教學目標。 
5、讓孩童說一說這則故事的「背景」、「經過」、
「結果」，引導兒童深入理解並發表對本文的
想法和認識。 
6、教師提供適當的問題指示，讓學童表達自己
的意見，並用簡短的語詞表達自己的想法。 

1 翰林版延伸閱讀教材 朗讀 

口頭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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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五週 

1-1-5-1 能運用注音符號之輔助，表達

自己的經驗和想法(如：寫日記、便條

等)。 

1-1-7 能運用注音符號，檢索資料，解

決學習上的疑難問題。 

2-1-2-1 能注意聽。 

2-1-2-2 能聽得準確。 

2-1-2-4 能有條理的掌握聆聽到的內

容。 

2-1-2-5 能聽出別人所表達的意思，達

成溝通的目的。 

3-1-1-1 能清楚明白的口述一件事情。 

3-1-1-5 能用完整的語句回答問題。 

3-1-1-9 能清楚複述所聽到的事物。 

3-1-2 能有禮貌的表達意見。 

4-1-2 會使用字辭典，並養成查字辭典

的習慣。 

5-1-6 認識並學會使用字典、(兒童)百

科全書等工具書，以輔助閱讀。 

6-1-2-2 能仿寫簡單句型。 

【環境教育】1-1-1 能運用五官觀察體

驗、探究環境中的事物。 

※延伸閱讀教材--「再見，小麻雀」 
1、教師介紹並讓學童認識並了解本文語詞、語 
句 

2、引導兒童閱讀文章內容，以問答方式，歸納
出文章大意。 
3、透過討論，引導兒童發現小動物與自己的改
變。 

4、鼓勵兒童根據以往的經驗或身邊的例子，分
享動物的成長經過。 

1 翰林版延伸閱讀教材 朗讀 

口頭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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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六週 

1-1-3 能欣賞並朗讀標注注音符號的優

美語文讀物。 

1-1-4-2 能運用注音讀物，擴充閱讀範

圍。 

2-1-2-2 能聽得準確。 

2-1-2-4 能有條理的掌握聆聽到的內

容。 

2-1-2-6 能結合科技與資訊，提升聆聽

的能力，以提高學習興趣。 

2-1-3-1 能概略聽出朗讀時優美的節

奏。 

3-1-1-5 能用完整的語句回答問題。 

3-1-1-7 能依照文意，概略讀出文章的

節奏。 

3-1-1-8 能清楚說出自己的意思。 

3-1-1-12 能充分感受表達的成就感。 

3-1-4-3 能依主題表達意見。 

4-1-1-1 能利用部首或簡單造字原理，

輔助識字。 

4-1-1-2 能利用生字造詞。 

5-1-1 能熟習常用生字語詞的形音義。 

6-1-2-1 能運用學過的字詞，造出通順

的短語或句子。 

6-1-2-2 能仿寫簡單句型。 

【家政教育】3-1-4 察覺周遭美化生活

的物品。 

【環境教育】1-1-1 能運用五官觀察體

驗、探究環境中的事物。 

【環境教育】2-1-1 認識生活周遭的自

然環境與人造環境，以及常見的動

物、植物、微生物彼此之間的互動關

係。 

※延伸閱讀教材--「雲和月」 
1、認識並了解文章語詞、語句 。 

2、讀懂文章情境，注意朗讀時的聲調 

3、教師引導兒童閱讀文章，以問答方式，歸納

出文章大意 

4、透過討論，引導兒童發現天空的改變 

5、教師請學生經驗分享： 

(1)能注意到天空的雲彩會因為時間或氣候的不

同而產生變化 

(2)能說出觀察到的天空雲彩改變 

1 翰林版延伸閱讀教材 朗讀 

口頭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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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七週 

1-1-3 能欣賞並朗讀標注注音符號的優

美語文讀物。 

1-1-4-2 能運用注音讀物，擴充閱讀範

圍。 

1-1-5-2 能運用注音符號之輔助，記錄

訊息。 

2-1-2-2 能聽得準確。 

2-1-2-4 能有條理的掌握聆聽到的內

容。 

2-1-2-6 能結合科技與資訊，提升聆聽

的能力，以提高學習興趣。 

3-1-1-1 能清楚明白的口述一件事情。 

3-1-4-1 發言不偏離主題。 

4-1-1-2 能利用生字造詞。 

4-1-4-1 能掌握基本筆畫的名稱、字形

和筆順。 

4-1-4-3 能用硬筆寫出合理的筆順、正

確的筆畫及形體結構的國字。 

5-1-4-1 能喜愛閱讀課外(注音)讀物，擴

展閱讀視野。 

5-1-7-2 能理解在閱讀過程中所觀察到

的訊息。 

6-1-1-4 能經由作品欣賞、朗讀、美讀

等方式，培養寫作的興趣。 

6-1-2-2 能仿寫簡單句型。 

【環境教育】1-1-1 能運用五官觀察體

驗、探究環境中的事物。 

【環境教育】3-1-1 能經由親近生物而

懂得愛護與尊重生命，並了解生態保育

的重要性。 

※延伸閱讀教材--「海裡的舞蹈家」 
1、老師先範讀再帶領小朋友朗讀本文。 
2、認識並了解文章語詞、語句。 

3、注意疑問句與擬人法的使用。 

4、讀懂文章情境,注意朗讀時的聲調。 

5、引導兒童觀察文章情境,以問答方式,歸納出

文章大意。 

6、透過討論,鼓勵兒童多觀察海裡的生物,發現
生物不同的特性。 

1 翰林版延伸閱讀教材 朗讀 

口頭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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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八週 

1-1-3 能欣賞並朗讀標注注音符號的優

美語文讀物。 

1-1-4-2 能運用注音讀物，擴充閱讀範

圍。 

1-1-7 能運用注音符號，檢索資料，解

決學習上的疑難問題。 

2-1-2-4 能有條理的掌握聆聽到的內

容。 

2-1-2-6 能結合科技與資訊，提升聆聽

的能力，以提高學習興趣。 

3-1-1-1 能清楚明白的口述一件事情。 

3-1-4-3 能依主題表達意見。 

4-1-1-1 能利用部首或簡單造字原理，

輔助識字。 

4-1-2-1 會利用音序及部首等方法查字

辭典，並養成查字辭典的習慣。 

5-1-1 能熟習常用生字語詞的形音義。 

5-1-7-2 能理解在閱讀過程中所觀察到

的訊息。 

6-1-1-4 能經由作品欣賞、朗讀、美讀

等方式，培養寫作的興趣。 

6-1-2-2 能仿寫簡單句型。 

【人權教育】2-1-1 了解兒童對遊戲權

利的需求並促進身心健康與發展。 

【環境教育】1-1-1 能運用五官觀察體

驗、探究環境中的事物。 

【環境教育】3-1-1 能經由親近生物而

懂得愛護與尊重生命，並了解生態保

育的重要性。 

※延伸閱讀教材----「兩條毛蟲」 
1、老師先範讀再帶領小朋友朗讀本文。 
2、分組朗讀本文再個別朗讀並糾正發音。 
3、認識並了解文章語詞、語句。 

4、理解不同語氣的語助詞對說話情境的影響。 

5、透過討論,鼓勵兒童多觀察樹林裡的生物,發

現昆蟲不同的特性。 

6、美讀文章,用適當的情感和語氣,讀出語句。 

7、能說出自己觀察到的樹林昆蟲的樣貌。 

1 翰林版延伸閱讀教材 朗讀 

口頭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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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九週 

2-1-1 能培養良好的聆聽態度。 

2-1-2-4 能有條理的掌握聆聽到的內

容。 

3-1-1-1 能清楚明白的口述一件事情。 

3-1-1-5 能用完整的語句回答問題。 

3-1-1-13 說話語音清晰，語法正確，速

度適當。 

3-1-2-2 能先想然後再說，有禮貌的應

對。 

3-1-4-3 能依主題表達意見。 

5-1-1 能熟習常用生字語詞的形音義。 

5-1-2 能讀懂文章內容，了解文章的大

意。 

5-1-3-2 能培養良好的閱讀習慣和態

度。 

5-1-7-1 能流暢朗讀出文章表達的情

感。 

5-1-7-2 能理解在閱讀過程中所觀察到

的訊息。 

5-1-7-3 能從閱讀的材料中，培養分析

歸納的能力。 

6-1-6 能認識並練習使用常用的標點符

號。 

【環境教育】1-1-1 能運用五官觀察體

驗、探究環境中的事物。 

【環境教育】2-1-1 認識生活周遭的自

然環境與人造環境，以及常見的動

物、植物、微生物彼此之間的互動關

係。 

【環境教育】3-1-1 能經由親近生物而

懂得愛護與尊重生命，並了解生態保

育的重要性。 

※延伸閱讀教材----「兩朵雲」 
1、老師先範讀再帶領小朋友朗讀本文。 
2、教師藉由提問，喚起兒童的舊經驗，引導兒
童，比較自己與主角的行為和情緒反應，達到
閱讀策略「連結」的教學目標。 
3、指導兒童以輕鬆愉快的語氣朗誦文章，體會
文章之美。 
4、教師指導文章內容，學習如何從一個簡單的
意象，描述其它事物。 

1 翰林版延伸閱讀教材 朗讀 

口頭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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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十週 

1-1-2-1 能運用注音符號，提升說話及

閱讀能力。 

1-1-7 能運用注音符號，檢索資料，解

決學習上的疑難問題。 

2-1-1-3 能養成仔細聆聽的習慣。 

2-1-2 能確實把握聆聽的方法。 

3-1-1-1 能清楚明白的口述一件事情。 

3-1-1-3 能發音正確，口齒清晰。 

3-1-1-11 能用完整的語句，說出想要完

成的事。 

4-1-2 會使用字辭典，並養成查字辭典

的習慣。 

5-1-4-1 能喜愛閱讀課外(注音)讀物，擴

展閱讀視野。 

5-1-6 認識並學會使用字典、(兒童)百

科全書等工具書，以輔助閱讀。 

6-1-1-1 能學習觀察簡單的圖畫和事

物，並練習寫成一段文字。 

【生涯發展教育】1-1-1 養成良好的個

人習慣與態度。 

【環境教育】1-1-1 能運用五官觀察體

驗、探究環境中的事物。 

【環境教育】2-1-1 認識生活周遭的自

然環境與人造環境，以及常見的動

物、植物、微生物彼此之間的互動關

係。 

※延伸閱讀教材----「大海」 
1、教師範讀、領讀（全班、分組、個別讀） 

2、教師可自行視教學時間及兒童學習情形，解

釋文章的內容 

3、指導朗讀時的發音 

4、教師可以讓兒童朗讀時試著加入自己的動

作，增進對文章的感受 

5、引導兒童思考並發表讀後的感想 

1 翰林版延伸閱讀教材 朗讀 

口頭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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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十一週 

1-1-2-1 能運用注音符號，提升說話及

閱讀能力。 

1-1-4-1 能運用注音符號輔助認識文

字。 

2-1-2-2 能聽得準確。 

2-1-2-4 能有條理的掌握聆聽到的內

容。 

3-1-1-5 能用完整的語句回答問題。 

3-1-1-12 能充分感受表達的成就感。 

3-1-2-2 能先想然後再說，有禮貌的應

對。 

3-1-4-1 發言不偏離主題。 

4-1-1-2 能利用生字造詞。 

4-1-4-5 能認識楷書基本筆畫的變化。 

5-1-1 能熟習常用生字語詞的形音義。 

6-1-2-1 能運用學過的字詞，造出通順

的短語或句子。 

【家政教育】2-1-1 關心自己的衣著。 

【環境教育】1-1-1 能運用五官觀察體

驗、探究環境中的事物。 

【環境教育】3-1-1 能經由親近生物而

懂得愛護與尊重生命，並了解生態保

育的重要性。 

※延伸閱讀教材----「哈哈笑火力發電廠」 
1、熟讀並了解文章語詞、語句。 

2、讀懂文章情境,注意朗讀時的聲調。 

3、透過討論,引導兒童體會『天生我材必有用的

道理』，懂得自我肯定,更進而為眾人服務。 

4、教師請學生分組發表發表以下心得 

（1）能正確完整的重述故事、做出故事摘要。 

（2）能說出故事因果,並推論故事的發展。 

1 翰林版延伸閱讀教材 朗讀 

口頭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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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十二週 

1-1-1-1 能正確認念注音符號。 

1-1-2-1 能運用注音符號，提升說話及

閱讀能力。 

1-1-4-1 能運用注音符號輔助認識文

字。 

2-1-2-2 能聽得準確。 

2-1-2-3 能邊聆聽邊思考。 

3-1-1-5 能用完整的語句回答問題。 

3-1-2-2 能先想然後再說，有禮貌的應

對。 

3-1-4-1 發言不偏離主題。 

4-1-1-2 能利用生字造詞。 

4-1-4-5 能認識楷書基本筆畫的變化。 

5-1-7-2 能理解在閱讀過程中所觀察到

的訊息。 

6-1-2-1 能運用學過的字詞，造出通順

的短語或句子。 

6-1-2-2 能仿寫簡單句型。 

【性別平等教育】2-1-1 辨識性別角色

的刻板化印象。 

【家政教育】2-1-1 關心自己的衣著。 

【環境教育】1-1-1 能運用五官觀察體

驗、探究環境中的事物。 

【環境教育】3-1-1 能經由親近生物而

懂得愛護與尊重生命，並了解生態保

育的重要性。 

※延伸閱讀教材----「中秋夜」 
1、熟讀並了解文章語詞、語句。 

2、讀懂文章情境，注意朗讀時的聲調 

3、引導兒童觀察文章情境，以問答方式，歸納

出文章大意。 

4、透過討論，引導兒童體會故事的趣味與美感 

5、教師可以引導兒童發表他從故事中讀到的趣
味,並從敘述中提出問題,從答案裡重述故事,推
論因果關係,了解整篇故事的趣味和結構,增進
閱讀理解能力。 

1 翰林版延伸閱讀教材 朗讀 

口頭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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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十三週 

1-1-2-1 能運用注音符號，提升說話及

閱讀能力。 

1-1-4-1 能運用注音符號輔助認識文

字。 

2-1-1-8 能主動參與溝通，聆聽對方的

說明。 

2-1-2-4 能有條理的掌握聆聽到的內

容。 

3-1-1-5 能用完整的語句回答問題。 

3-1-1-12 能充分感受表達的成就感。 

4-1-3-1 能養成良好的書寫姿勢，並養

成保持整潔的書寫習慣。 

4-1-4-3 能用硬筆寫出合理的筆順、正

確的筆畫及形體結構的國字。 

5-1-7-2 能理解在閱讀過程中所觀察到

的訊息。 

6-1-1-4 能經由作品欣賞、朗讀、美讀

等方式，培養寫作的興趣。 

6-1-2-1 能運用學過的字詞，造出通順

的短語或句子。 

【性別平等教育】2-1-1 辨識性別角色

的刻板化印象。 

【環境教育】1-1-1 能運用五官觀察體

驗、探究環境中的事物。 

【環境教育】3-1-1 能經由親近生物而

懂得愛護與尊重生命，並了解生態保

育的重要性。 

※延伸閱讀教材----「家」 
1、熟讀並了解文章語詞、語句。 

2、讀懂文章情境,注意朗讀時的聲調。 

3、引導兒童觀察文章情境,以問答方式,歸納出

文章大意。 

4、了解反義詞的意思和用法。 

5、教師可請學童分享 

(1)能重述整個故事。 

(2)能說出自己的優點及缺點,並說出改變缺點的

方法 

6、教師可引導兒童發現一昧的抱怨,只是會讓生
活變得更灰暗,只有發現自己缺點,並積極改變,
才能讓生活添加更多色彩。 

1 翰林版延伸閱讀教材 朗讀 

口頭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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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十四週 

1-1-1-1 能正確認念注音符號。 

1-1-2-1 能運用注音符號，提升說話及

閱讀能力。 

1-1-4-1 能運用注音符號輔助認識文

字。 

2-1-1-8 能主動參與溝通，聆聽對方的

說明。 

2-1-2-3 能邊聆聽邊思考。 

2-1-2-4 能有條理的掌握聆聽到的內

容。 

3-1-1-5 能用完整的語句回答問題。 

3-1-4-1 發言不偏離主題。 

4-1-3-1 能養成良好的書寫姿勢，並養

成保持整潔的書寫習慣。 

4-1-4-5 能認識楷書基本筆畫的變化。 

5-1-1 能熟習常用生字語詞的形音義。 

5-1-7-2 能理解在閱讀過程中所觀察到

的訊息。 

6-1-2-2 能仿寫簡單句型。 

【環境教育】1-1-1 能運用五官觀察體

驗、探究環境中的事物。 

【環境教育】2-1-1 認識生活周遭的自

然環境與人造環境，以及常見的動

物、植物、微生物彼此之間的互動關

係。 

【環境教育】3-1-1 能經由親近生物而

懂得愛護與尊重生命，並了解生態保

育的重要性。 

※閱讀延伸教材--「蘑菇」 
一、熟讀並了解本文語詞、語句。 

二、透過討論,引導兒童了解故事的意義。 

三、鼓勵兒童發現生活中的小麻煩、小問題,動

動腦,想一想可以怎麼解決,再多一點聯想和想

像力的訓練,說不定可以培養出小小發明家。 

方法： 

1教師先將班級分成幾個小組。 

2教師先拿出一把雨傘,用戲劇表演的方式,讓這

把傘可以變成打針的針筒以及求婚的花束。 

3鼓勵兒童發揮聯想及想像力,進行其他的戲劇

創作。 

4利用分組競賽的方式,激發創造力,能表現最多

的組別獲勝。 

5 教師可運用教室內的任何器具或用品,做為更
換的題目,還可以要求兒童合作演出。 

1 翰林版延伸閱讀教材 朗讀 

口頭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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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十五週 

1-1-2-1 能運用注音符號，提升說話及

閱讀能力。 

1-1-3 能欣賞並朗讀標注注音符號的優

美語文讀物。 

1-1-4-2 能運用注音讀物，擴充閱讀範

圍。 

2-1-1-3 能養成仔細聆聽的習慣。 

2-1-2-5 能聽出別人所表達的意思，達

成溝通的目的。 

3-1-1-8 能清楚說出自己的意思。 

3-1-1-9 能清楚複述所聽到的事物。 

3-1-1-11 能用完整的語句，說出想要完

成的事。 

4-1-2 會使用字辭典，並養成查字辭典

的習慣。 

5-1-4-1 能喜愛閱讀課外(注音)讀物，擴

展閱讀視野。 

5-1-6 認識並學會使用字典、(兒童)百

科全書等工具書，以輔助閱讀。 

6-1-1-1 能學習觀察簡單的圖畫和事

物，並練習寫成一段文字。 

6-1-6 能認識並練習使用常用的標點符

號。 

【環境教育】1-1-1 能運用五官觀察體

驗、探究環境中的事物。 

【環境教育】2-1-1 認識生活周遭的自

然環境與人造環境，以及常見的動

物、植物、微生物彼此之間的互動關

係。 

※延伸閱讀教材----「神奇快手」 
1、教師範讀、領讀（全班、分組、個別讀） 

2、教師可自行視教學時間及兒童學習情形，解

釋文章的內容 

3、指導朗讀時的發音 

4、教師可以讓兒童朗讀時試著加入自己的動

作，增進對文章的感受 

5、引導兒童思考並發表讀後的感想 

1 翰林版延伸閱讀教材 朗讀 

口頭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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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十六週 

1-1-2-1 能運用注音符號，提升說話及

閱讀能力。 

1-1-2-2 能運用注音符號，和他人分享

自己的經驗和想法。 

2-1-1-1 能自然安靜的聆聽。 

2-1-2-3 能邊聆聽邊思考。 

2-1-2-4 能有條理的掌握聆聽到的內

容。 

3-1-1-5 能用完整的語句回答問題。 

3-1-1-13 說話語音清晰，語法正確，速

度適當。 

4-1-3-1 能養成良好的書寫姿勢，並養

成保持整潔的書寫習慣。 

5-1-4-2 能和別人分享閱讀的心得。 

6-1-1-1 能學習觀察簡單的圖畫和事

物，並練習寫成一段文字。 

6-1-2-2 能仿寫簡單句型。 

【性別平等教育】2-1-1 辨識性別角色

的刻板化印象。 

【家政教育】2-1-1 關心自己的衣著。 

【家政教育】3-1-5 認識日常生活的用

具。 

【環境教育】1-1-1 能運用五官觀察體

驗、探究環境中的事物。 

【環境教育】2-1-1 認識生活周遭的自

然環境與人造環境，以及常見的動

物、植物、微生物彼此之間的互動關

係。 

※延伸閱讀教材----「向日葵」 
1、教師朗讀文章，請兒童仔細聽一遍。 

2、教師指導兒童拼音。聽見一聲字，做雙臂攤

開的動作二聲字，雙臂向上呈V字形。三聲字，

兩臂由上至下作打勾狀。四聲字，雙臂拉直，

由上向下擺。（教師也可(。設計其他四個不同

的手勢，以區別四個聲調。 

3、教師先念幾句話，做出動作，再請兒童模仿。 

4、請兒童一邊朗讀，一邊做動作 

1 翰林版延伸閱讀教材 朗讀 

口頭評量 

 



 

二年級國語補強第 21 頁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十七週 

1-1-1-2 能正確拼讀注音符號。 

1-1-2-2 能運用注音符號，和他人分享

自己的經驗和想法。 

2-1-1-1 能自然安靜的聆聽。 

2-1-1-2 喜歡聆聽別人發表。 

3-1-1-5 能用完整的語句回答問題。 

3-1-1-6 能用自然的態度說話。 

3-1-1-8 能清楚說出自己的意思。 

4-1-3-1 能養成良好的書寫姿勢，並養

成保持整潔的書寫習慣。 

5-1-7-1 能流暢朗讀出文章表達的情

感。 

6-1-1-4 能經由作品欣賞、朗讀、美讀

等方式，培養寫作的興趣。 

【生涯發展教育】1-1-1 養成良好的個

人習慣與態度。 

【性別平等教育】2-1-1 辨識性別角色

的刻板化印象。 

【家政教育】1-1-1 察覺食物與健康的

關係。 

【家政教育】1-1-3 願意與他人分享自

己所喜歡的食物。 

【家政教育】4-1-1 認識家庭的組成分

子與稱謂。 

※延伸閱讀教材----「運動會的風箏」 
1、教師指導學生閱讀文章後，將全班兒童分成

數組,每組五到八人。 

2、教師口說:「我愛運動。」 

3、指導全班兒童接:「一起來運動。」 

4、教師走到某一組前,問:「什麼運動?」 

5、那一組的一位兒童說出一種運動,第二位兒童

要把前一位兒童說的說出來,並接著說出另一種

運動,再換另一位繼續接下去。 

6、第四位連續說出四種運動就過關,換下一組從

頭玩。 

7、同一組只要有四位自願或推派出四位同學接

出就行了。 

8、運動項目可以重複,別組說過可以再說。例如:

賽跑、跳高、跳遠、鉛球、撐竿跳、接力賽、

趣味競賽、拔河、游泳、......。 

9、遊戲結束,全班給予過關的組鼓勵。 

1 翰林版延伸閱讀教材 朗讀 

口頭評量 

分組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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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十八週 

1-1-2-1 能運用注音符號，提升說話及

閱讀能力。 

1-1-4-1 能運用注音符號輔助認識文

字。 

1-1-4-3 能選擇適合自己程度的注音讀

物，培養自我學習興趣。 

2-1-1-1 能自然安靜的聆聽。 

2-1-2-4 能有條理的掌握聆聽到的內

容。 

3-1-1-8 能清楚說出自己的意思。 

3-1-1-11 能用完整的語句，說出想要完

成的事。 

5-1-3-1 能培養良好的閱讀興趣。 

5-1-4-1 能喜愛閱讀課外(注音)讀物，擴

展閱讀視野。 

6-1-3-2 能配合日常生活，練習寫簡單

的應用文(如：賀卡、便條、書信及日

記等)。 

【人權教育】2-1-1 了解兒童對遊戲權

利的需求並促進身心健康與發展。 

【環境教育】1-1-1 能運用五官觀察體

驗、探究環境中的事物。 

【環境教育】3-1-1 能經由親近生物而

懂得愛護與尊重生命，並了解生態保

育的重要性。 

※延伸閱讀教材----「圖書館附近的小麻雀」 
1、老師先範讀再帶領小朋友朗讀本文。 
2、教師將「社區」、「週末」、「圖書館」、

「有趣」等。詞語卡，背面朝上置於桌面, 

3、兒童四人一組，每班約七至九組。各組輪流

抽語詞卡進行造句。例如：第一位抽到「社區」

要說「我住在民生社區」；第二位則要接續第

一位所說出的句子，延長為：「民生社區有一

個圖書館」，第三位說：「圖書館的書都很有

趣」。最後一位要讓句子完整，說：「我都「。

利用週末，到圖書館聽故事媽媽說故事 

4、語句正確的組別，由老師給分，在一定時間
內統計分數，增加趣味 

1 翰林版延伸閱讀教材 朗讀 

口頭評量 

分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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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十九週 

2-1-1-3 能養成仔細聆聽的習慣。 

2-1-2-4 能有條理的掌握聆聽到的內

容。 

3-1-1-8 能清楚說出自己的意思。 

3-1-4-1 發言不偏離主題。 

3-1-4-3 能依主題表達意見。 

5-1-2-2 能概略了解文章的內容與大

意。 

5-1-7-2 能理解在閱讀過程中所觀察到

的訊息。 

5-1-7-3 能從閱讀的材料中，培養分析

歸納的能力。 

6-1-3-2 能配合日常生活，練習寫簡單

的應用文(如：賀卡、便條、書信及日

記等)。 

6-1-4-1 能利用卡片寫作，傳達對他人

的關心。 

6-1-6 能認識並練習使用常用的標點符

號。 

【生涯發展教育】1-1-1 養成良好的個

人習慣與態度。 

【生涯發展教育】1-2-1 培養自己的興

趣、能力。 

【家政教育】3-1-1 了解自己所擁有的

物品並願意與他人分享。【環境教育】

2-1-1 認識生活周遭的自然環境與人造

環境，以及常見的動物、植物、微生

物彼此之間的互動關係。 

【環境教育】3-1-1 能經由親近生物而

懂得愛護與尊重生命，並了解生態保

育的重要性。 

※延伸閱讀教材----「快樂小書蟲」 
1、老師先範讀再帶領小朋友朗讀本文。 
2、透過文章閱讀，讓孩童學習好讀者的要點： 

(1)我會輕聲細語,不大聲吵鬧及嬉戲。 

(2)我會保持室內的清潔,不吃東西和喝飲料。 

(3)我會愛惜書籍,不會隨便亂畫或撕毀。 

(4)我會保持好習慣,記得將看完的書放回原來的

類號書架或旁邊的書車上。 

(5)為保持環境整潔,我不會亂丟垃圾。 

1 翰林版延伸閱讀教材 朗讀 

口頭評量 

學習單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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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二十週 

1-1-2-1 能運用注音符號，提升說話及

閱讀能力。 

1-1-7 能運用注音符號，檢索資料，解

決學習上的疑難問題。 

2-1-2-3 能邊聆聽邊思考。 

2-1-2-5 能聽出別人所表達的意思，達

成溝通的目的。 

3-1-1-1 能清楚明白的口述一件事情。 

3-1-1-9 能清楚複述所聽到的事物。 

4-1-2 會使用字辭典，並養成查字辭典

的習慣。 

5-1-5-1 能了解圖書室的設施、使用途

徑和功能，並能充分利用，以激發閱

讀興趣。 

5-1-6 認識並學會使用字典、(兒童)百

科全書等工具書，以輔助閱讀。 

6-1-3-2 能配合日常生活，練習寫簡單

的應用文(如：賀卡、便條、書信及日

記等)。 

6-1-6 能認識並練習使用常用的標點符

號。 

【環境教育】1-1-1 能運用五官觀察體

驗、探究環境中的事物。 

【環境教育】2-1-1 認識生活周遭的自

然環境與人造環境，以及常見的動

物、植物、微生物彼此之間的互動關

係。 

※延伸閱讀教材----「校外教學」 
1.教師藉由提問，喚起兒童的舊經驗，引導兒
童，比較自己與主角的行為和情緒反應，達到
閱讀策略「連結」的教學目標。 
2.說一說這則故事的「背景」、「經過」、「結
果」。 
3.注意朗讀時的聲調，透過問與答的討論，引導
兒童了解故事中的背景、問題、經過及結果 

1 翰林版延伸閱讀教材 朗讀 

口頭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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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二十一週 

5-1-6 認識並學會使用字典、(兒童)百

科全書等工具書，以輔助閱讀。 

6-1-3-2 能配合日常生活，練習寫簡單

的應用文(如：賀卡、便條、書信及日

記等)。 

6-1-6 能認識並練習使用常用的標點符

號。 

【環境教育】1-1-1 能運用五官觀察體

驗、探究環境中的事物。 

【環境教育】2-1-1 認識生活周遭的自

然環境與人造環境，以及常見的動

物、植物、微生物彼此之間的互動關

係。 

※延伸閱讀教材----「運動會」 
活動一： 
1、老師先範讀再帶領小朋友朗讀本文。 
2、分組朗讀本文再個別朗讀並糾正發音。 
活動二： 
1、老師詞語解釋，引導學生了解文章內容。 
活動三： 
1、學生完成學習單。老師適時給予低成就學生
指導。 

1 翰林版延伸閱讀教材 朗讀 

口頭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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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二十二週 

5-1-6 認識並學會使用字典、(兒童)百

科全書等工具書，以輔助閱讀。 

6-1-3-2 能配合日常生活，練習寫簡單

的應用文(如：賀卡、便條、書信及日

記等)。 

6-1-6 能認識並練習使用常用的標點符

號。 

【環境教育】1-1-1 能運用五官觀察體

驗、探究環境中的事物。 

【環境教育】2-1-1 認識生活周遭的自

然環境與人造環境，以及常見的動

物、植物、微生物彼此之間的互動關

係。 

※延伸閱讀教材----「運動會」 
活動一： 
1、老師先範讀再帶領小朋友朗讀本文。 
2、分組朗讀本文再個別朗讀並糾正發音。 
活動二： 
1、老師詞語解釋，引導學生了解文章內容。 
活動三： 
1、學生完成學習單。老師適時給予低成就學生
指導。 

1 翰林版延伸閱讀教材 朗讀 

口頭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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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6 認識並學會使用字典、(兒童)百科全

書等工具書，以輔助閱讀。 

6-1-3-2 能配合日常生活，練習寫簡單的應

用文(如：賀卡、便條、書信及日記等)。 

6-1-6 能認識並練習使用常用的標點符號。 

【環境教育】1-1-1 能運用五官觀察體驗、

探究環境中的事物。 

【環境教育】2-1-1 認識生活周遭的自然環

境與人造環境，以及常見的動物、植物、

微生物彼此之間的互動關係。 

※延伸閱讀教材----「運動會」 
活動一： 
1、老師先範讀再帶領小朋友朗讀本文。 
2、分組朗讀本文再個別朗讀並糾正發音。 
活動二： 
1、老師詞語解釋，引導學生了解文章內容。 
活動三： 
1、學生完成學習單。老師適時給予低成就學生指導。 

1 翰林版延伸閱讀教材 朗讀 

口頭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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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萬豐國民小學 108 學年度  第二學期二年級國語領域補強教學計畫表 設計者：張文欣 

一、本領域每週學習節數（5）節，銜接或補強節數（1）節，共（ ）節。 

二、本學期學習目標： 

1.引導兒童從觀察自己的身體、植物和動物變化，發覺成長的改變。 

2.讓兒童了解成長帶來的喜悅。 

3.教導兒童觀察大自然景物，發覺自然的奧妙。 

4.指導兒童接近大自然，認識更多大自然中有趣的景象。 

5.引導兒童體會與自然接觸的快樂。 

6.鼓勵兒童肯定自己的優點，改進缺點。 

7.引導兒童培養閱讀故事的興趣和能力。 

8.能和同學分享閱讀課文的心得。 

9.能讀懂課文內容，了解課文大意。 

10 藉由和家人、同學與老師的互動，進而擴展兒童的心靈視野，珍惜共同相處的快樂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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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學期課程架構： 

（國語 2 下） 課程架構圖 

 

國語 2 下 

(第 4 冊) 

第參單元 

生活點滴 

第肆單元 

語文萬花筒 

第壹單元 

我愛大自然 

 

第貳單元 

好鄰居 

第十二課 雨天猜謎 

第十三課 一點就通 

第十四課 詠鵝 

統整活動四 

閱讀樂園二 愛蓋章的國王 

 

第一課 走進大自然 

第二課 不開燈的夜晚 

第三課 飛魚季 

第四課  紫斑蝶回故鄉 

統整活動一 

 

第五課 啄木鳥醫生 

第六課 邀請 

第七課 拼貼畫 

統整活動二 
閱讀樂園一 巷口的伯伯 

第八課 想 

第九課 上臺說故事 

第十課 聽媽媽的話 

第十一課  陪外公運動 

統整活動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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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學期課程內含：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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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一週 

1-1-1-1 能正確認念注音符號。 

1-1-2-1 能運用注音符號，提升說話及閱

讀能力。 

1-1-4-1 能運用注音符號輔助認識文字。 

2-1-1-8 能主動參與溝通，聆聽對方的說

明。 

2-1-2-2 能聽得準確。 

2-1-2-3 能邊聆聽邊思考。 

2-1-2-4 能有條理的掌握聆聽到的內容。 

3-1-1-5 能用完整的語句回答問題。 

3-1-2-2 能先想然後再說，有禮貌的應

對。 

4-1-1-2 能利用生字造詞。 

5-1-1 能熟習常用生字語詞的形音義。 

5-1-7-1 能流暢朗讀出文章表達的情感。 

6-1-1-4 能經由作品欣賞、朗讀、美讀等

方式，培養寫作的興趣。 

6-1-2-2 能仿寫簡單句型。 

【人權教育】1-1-4 說出自己對一個美好

世界的想法。 

【環境教育】1-1-1 能運用五官觀察體

驗、探究環境中的事物。 

【環境教育】2-1-1 認識生活周遭的自然

環境與人造環境，以及常見的動物、植

物、微生物彼此之間的互動關係。 

※延伸閱讀教材--「遠足」 

1、教師範讀，並請兒童以不同的詮釋方法，表

達不同的情境。 

2、教師提問，讓兒童發表自己的想法，培養閱

讀思考的能力。 

3、分組朗讀本文再個別朗讀並糾正發音。 

4、老師詞語解釋，引導學生了解文章內容。 

5、教師指導了解文章內容，並讀懂文章情境，

注意朗讀時的語調。 

6、透過引導、討論，讓兒童以問答的方式歸納

出文章大意。 

7、學生完成學習單。老師適時給予低成就學生

指導。 

1 翰林版延伸閱讀教材 朗讀 

口頭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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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二週 

1-1-1-2 能正確拼讀注音符號。 

1-1-4-1 能運用注音符號輔助認識文字。 

1-1-5-2 能運用注音符號之輔助，記錄訊

息。 

2-1-1-1 能自然安靜的聆聽。 

2-1-2-4 能有條理的掌握聆聽到的內容。 

2-1-2-6 能結合科技與資訊，提升聆聽的

能力，以提高學習興趣。 

3-1-1-7 能依照文意，概略讀出文章的節

奏。 

3-1-1-8 能清楚說出自己的意思。 

4-1-3 能養成良好的書寫習慣。 

4-1-5 能激發寫字的興趣。 

5-1-1 能熟習常用生字語詞的形音義。 

5-1-2 能讀懂文章內容，了解文章的大

意。 

5-1-3-1 能培養良好的閱讀興趣。 

6-1-2-2 能仿寫簡單句型。 

【生涯發展教育】1-1-1 養成良好的個人

習慣與態度。 

【家政教育】1-1-1 察覺食物與健康的關

係。 

【環境教育】1-1-1 能運用五官觀察體

驗、探究環境中的事物。 

【環境教育】3-1-1 能經由親近生物而懂

得愛護與尊重生命，並了解生態保育的

重要性。 

※延伸閱讀教材--「我愛地球」 

1、認識並了解文章語詞、語句 。 

2、讀懂文章情境，注意朗讀時的聲調 

3、教師引導兒童閱讀文章，以問答方式，歸納

出文章大意 

4、透過討論，引導兒童發現天空的改變 

5、教師請學生經驗分享： 

(1)能注意到地球的環境會因為時間或氣候的不

同而產生變化 

(2)能說出觀察到地球的改變 

1 翰林版延伸閱讀教材 朗讀 

口頭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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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三週 

1-1-1-1 能正確認念注音符號。 

1-1-1-2 能正確拼讀注音符號。 

2-1-2-4 能有條理的掌握聆聽到的內容。 

2-1-2-6 能結合科技與資訊，提升聆聽的

能力，以提高學習興趣。 

3-1-1-5 能用完整的語句回答問題。 

3-1-1-12 能充分感受表達的成就感。 

4-1-1-2 能利用生字造詞。 

4-1-3-1 能養成良好的書寫姿勢，並養成

保持整潔的書寫習慣。 

5-1-7-1 能流暢朗讀出文章表達的情感。 

6-1-2-1 能運用學過的字詞，造出通順的

短語或句子。 

6-1-2-2 能仿寫簡單句型。 

【環境教育】1-1-1 能運用五官觀察體

驗、探究環境中的事物。 

【環境教育】3-1-1 能經由親近生物而懂

得愛護與尊重生命，並了解生態保育的

重要性。 

※延伸閱讀教材--「射日」 

1、教師範讀、領讀（全班、分組、個別讀） 

2、教師可自行視教學時間及兒童學習情形，解

釋文章的內容 

3、指導朗讀時的發音 

4、教師可以讓兒童朗讀時試著加入自己的動

作，增進對文章的感受 

5、引導兒童思考並發表讀後的感想 

1 翰林版延伸閱讀教材 朗讀 

口頭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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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四週 

1-1-1-1 能正確認念注音符號。 

1-1-1-2 能正確拼讀注音符號。 

1-1-4-1 能運用注音符號輔助認識文字。 

2-1-2-4 能有條理的掌握聆聽到的內容。 

2-1-2-6 能結合科技與資訊，提升聆聽的

能力，以提高學習興趣。 

3-1-1-7 能依照文意 

，概略讀出文章的節奏。 

3-1-1-12 能充分感受表達的成就感。 

4-1-1-2 能利用生字造詞。 

4-1-3-1 能養成良好的書寫姿勢，並養成

保持整潔的書寫習慣。 

5-1-1 能熟習常用生字語詞的形音義。 

5-1-7-1 能流暢朗讀出文章表達的情感。 

5-1-7-2 能理解在閱讀過程中所觀察到

的訊息。 

6-1-1-4 能經由作品欣賞、朗讀、美讀等

方式，培養寫作的興趣。 

【環境教育】1-1-1 能運用五官觀察體

驗、探究環境中的事物。 

【環境教育】2-1-1 認識生活周遭的自然

環境與人造環境，以及常見的動物、植

物、微生物彼此之間的互動關係。 

【環境教育】4-1-2 能經由家長與師長指

導，以文字、圖畫等方式記錄校園與住

家環境問題。 

※延伸閱讀教材--「紫斑蝶搬家」 

1、熟讀並了解文章語詞、語句。 

2、讀懂文章情境，注意朗讀時的聲調 

3、引導兒童觀察文章情境，以問答方式，歸納

出文章大意。 

4、透過討論，引導兒童體會故事的趣味與美感 

5、教師可以引導兒童發表他從故事中讀到的趣

味,並從敘述中提出問題,從答案裡重述故事,推

論因果關係,了解整篇故事的趣味和結構,增進

閱讀理解能力。 

1 翰林版延伸閱讀教材 朗讀 

口頭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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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五週 

1-1-4 能運用注音符號輔助識字，擴充閱

讀。 

1-1-5-3 能就所讀的注音讀物，說出自己

發現的問題和想法。 

2-1-2 能確實把握聆聽的方法。 

2-1-3-1 能概略聽出朗讀時優美的節奏。 

3-1-1-5 能用完整的語句回答問題。 

3-1-1-9 能清楚複述所聽到的事物。 

3-1-3-2 能生動的看圖說故事。 

4-1-2-1 會利用音序及部首等方法查字

辭典，並養成查字辭典的習慣。 

5-1-6 認識並學會使用字典、(兒童)百科

全書等工具書，以輔助閱讀。 

6-1-1-2 能在口述作文和筆述作文中，培

養豐富的想像力。 

【人權教育】1-1-4 說出自己對一個美好

世界的想法。 

【環境教育】1-1-1 能運用五官觀察體

驗、探究環境中的事物。 

※延伸閱讀教材--「我家的電冰箱」 

1、教師範讀，並請兒童以不同的詮釋方法，表

達不同的情境。 

2、教師提問，讓兒童發表自己的想法，培養閱

讀思考的能力。 

3、分組朗讀本文再個別朗讀並糾正發音。 

4、老師詞語解釋，引導學生了解文章內容。 

5、教師指導了解文章內容，並讀懂文章情境，

注意朗讀時的語調。 

6、透過引導、討論，讓兒童以問答的方式歸納

出文章大意。 

7、學生完成學習單。老師適時給予低成就學生

指導。 

1 翰林版延伸閱讀教材 朗讀 

口頭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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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六週 

1-1-1-1 能正確認念注音符號。 

1-1-2-1 能運用注音符號，提升說話及閱

讀能力。 

2-1-1 能培養良好的聆聽態度。 

2-1-2-3 能邊聆聽邊思考。 

2-1-2-6 能結合科技與資訊，提升聆聽的

能力，以提高學習興趣。 

3-1-1-13 說話語音清晰，語法正確，速

度適當。 

3-1-2-3 能表達自己的意思，與人自然對

話。 

4-1-1-2 能利用生字造詞。 

4-1-3-1 能養成良好的書寫姿勢，並養成

保持整潔的書寫習慣。 

5-1-1 能熟習常用生字語詞的形音義。 

5-1-2 能讀懂文章內容，了解文章的大

意。 

6-1-1 能經由觀摩、分享與欣賞，培養良

好的寫作態度與興趣。 

【人權教育】1-1-2 了解、遵守團體的規

則，並實踐民主法治的精神。 

【人權教育】1-1-4 說出自己對一個美好

世界的想法。 

【生涯發展教育】1-1-1 養成良好的個人

習慣與態度。 

【家政教育】3-1-4 察覺周遭美化生活的

物品。 

※延伸閱讀教材--「啄木鳥」 

1、能用適當的語氣朗讀文章。 

2、能分辨相似詞的不同意思：招待、招呼、招

手 

3、能讀懂文章情境，了解拜訪鄰居及介紹自己

的方法 

4、了解文章內容,再用問答方式摘取大意。 

5、師生共同討論,以圖片、表演、舉例或造句等

方式解釋語詞。 

6、能了解社區裡鄰居間互動的情形和情誼。 

7、了解文章內容,用完整的句子回答問題。 

8、能用清晰的語音和正確的語法發表意見。 

1 翰林版延伸閱讀教材 朗讀 

口頭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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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七週 

1-1-1 能正確認念、拼讀及書寫注音符

號。 

1-1-2 能運用注音符號表情達意，分享經

驗。 

1-1-3 能欣賞並朗讀標注注音符號的優

美語文讀物。 

2-1-1 能培養良好的聆聽態度。 

2-1-2-4 能有條理的掌握聆聽到的內容。 

2-1-2-6 能結合科技與資訊，提升聆聽的

能力，以提高學習興趣。 

3-1-1-7 能依照文意，概略讀出文章的節

奏。 

3-1-1-13 說話語音清晰，語法正確，速

度適當。 

4-1-1-2 能利用生字造詞。 

4-1-3-1 能養成良好的書寫姿勢，並養成

保持整潔的書寫習慣。 

5-1-1 能熟習常用生字語詞的形音義。 

5-1-7-1 能流暢朗讀出文章表達的情感。 

6-1-1-4 能經由作品欣賞、朗讀、美讀等

方式，培養寫作的興趣。 

【人權教育】1-1-2 了解、遵守團體的規

則，並實踐民主法治的精神。 

【家政教育】3-1-4 察覺周遭美化生活的

物品。 

【環境教育】2-1-1 認識生活周遭的自然

環境與人造環境，以及常見的動物、植

物、微生物彼此之間的互動關係。 

※延伸閱讀教材--「綠拱門的邀請」 

1、認識並熟讀本課語詞、語句。 

2、學習辨別相反語詞的意義，並運用在短語和

句子上 

3、觀察並體會社區或住家附近美麗的景觀，理

解美化和綠化環境的重要。 

4、配合文章提問，以問答法整理出文章大意 

5、能用適當的語氣美讀詩歌，讀出社區裡的熱

鬧和美麗。 

6、了解文章內容，用完整的句子回答問題。 

7、能用清晰的語音和正確的語法發表意見 

1 翰林版延伸閱讀教材 朗讀 

口頭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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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八週 

1-1-2-1 能運用注音符號，提升說話及閱

讀能力。 

1-1-4-1 能運用注音符號輔助認識文字。 

2-1-2-2 能聽得準確。 

2-1-2-3 能邊聆聽邊思考。 

2-1-2-4 能有條理的掌握聆聽到的內容。 

2-1-2-6 能結合科技與資訊，提升聆聽的

能力，以提高學習興趣。 

3-1-2-2 能先想然後再說，有禮貌的應

對。 

4-1-1-2 能利用生字造詞。 

4-1-4-2 能正確認識楷書基本筆畫的書

寫原則。 

5-1-7-1 能流暢朗讀出文章表達的情感。 

5-1-7-2 能理解在閱讀過程中所觀察到

的訊息。 

6-1-2-1 能運用學過的字詞，造出通順的

短語或句子。 

6-1-2-2 能仿寫簡單句型。 

【生涯發展教育】1-1-1 養成良好的個人

習慣與態度。 

【家政教育】3-1-4 察覺周遭美化生活的

物品。 

【家政教育】3-1-5 認識日常生活的用

具。 

【環境教育】4-1-1 能以語言、文字或圖

畫清楚表達自己對自然體驗或環境保

護的想法。 

【環境教育】4-1-2 能經由家長與師長指

導，以文字、圖畫等方式記錄校園與住

家環境問題。 

※延伸閱讀教材--「鄰家就是我家」 

1、認識並熟讀本課語詞、語句。 

2、了解文章的重點,再用問答法方式整理大意。 

3、能掌握書信的格式和要點。 

4、閱讀與「書信」有關的文章。 

5、能用適當的語氣朗讀文章並複述文章。 

6、能用清晰的語音和正確的語法發表意見。 

7、說出自己參與社區活動的經過和感想。 

8、能注意說話的表情和態度。 

1 翰林版延伸閱讀教材 朗讀 

口頭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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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九週 

2-1-1 能培養良好的聆聽態度。 

2-1-2-4 能有條理的掌握聆聽到的內容。 

3-1-1-1 能清楚明白的口述一件事情。 

3-1-1-7 能依照文意，概略讀出文章的節

奏。 

3-1-3 能生動活潑敘述故事。 

3-1-4-3 能依主題表達意見。 

5-1-2 能讀懂文章內容，了解文章的大

意。 

5-1-3 能培養良好的閱讀興趣、態度和習

慣。 

5-1-7-1 能流暢朗讀出文章表達的情感。 

5-1-7-2 能理解在閱讀過程中所觀察到

的訊息。 

6-1-1 能經由觀摩、分享與欣賞，培養良

好的寫作態度與興趣。 

6-1-6 能認識並練習使用常用的標點符

號。 

【生涯發展教育】1-1-2 認識自己的長處

及優點。 

【家政教育】1-1-3 願意與他人分享自己

所喜歡的食物。 

【家政教育】3-1-1 了解自己所擁有的物

品並願意與他人分享。 

【環境教育】2-1-1 認識生活周遭的自然

環境與人造環境，以及常見的動物、植

物、微生物彼此之間的互動關係。 

※延伸閱讀教材--「歡笑廣場」 

活動一： 

1、老師先範讀再帶領小朋友朗讀本文。 

2、分組朗讀本文再個別朗讀並糾正發音。 

活動二： 

1、老師詞語解釋，引導學生了解文章內容。 

※延伸閱讀教材--「牽牛花」 

活動一： 

1、老師先範讀再帶領小朋友朗讀本文。 

2、分組朗讀本文再個別朗讀並糾正發音。 

活動二： 

1、老師詞語解釋，引導學生了解文章內容。 

活動三： 

1、學生完成學習單。老師適時給予低成就學生

指導。 

1 翰林版延伸閱讀教材 朗讀 

口頭評量 

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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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十週 

1-1-6 能運用注音符號，擴充語文學習的

空間，增進語文學習的興趣。 

2-1-1-1 能自然安靜的聆聽。 

2-1-1-2 喜歡聆聽別人發表。 

3-1-1-1 能清楚明白的口述一件事情。 

3-1-1-5 能用完整的語句回答問題。 

3-1-2 能有禮貌的表達意見。 

5-1-1 能熟習常用生字語詞的形音義。 

5-1-7-2 能理解在閱讀過程中所觀察到

的訊息。 

5-1-7-3 能從閱讀的材料中，培養分析歸

納的能力。 

6-1-1-1 能學習觀察簡單的圖畫和事

物，並練習寫成一段文字。 

6-1-3-2 能配合日常生活，練習寫簡單的

應用文(如：賀卡、便條、書信及日記

等)。 

【人權教育】1-1-2 了解、遵守團體的規

則，並實踐民主法治的精神。 

【人權教育】1-1-4 說出自己對一個美好

世界的想法。 

【生涯發展教育】1-1-1 養成良好的個人

習慣與態度。 

※延伸閱讀教材--「門前的七里香」 

1、教師範讀、領讀（全班、分組、個別讀） 

2、教師可自行視教學時間及兒童學習情形，解

釋文章的內容 

3、指導朗讀時的發音 

4、教師可以讓兒童朗讀時試著加入自己的動

作，增進對文章的感受 

5、引導兒童思考並發表讀後的感想 

1 翰林版延伸閱讀教材 朗讀 

口頭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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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十一週 

1-1-1-1 能正確認念注音符號。 

1-1-2-1 能運用注音符號，提升說話及閱

讀能力。 

1-1-4-1 能運用注音符號輔助認識文字。 

2-1-2-2 能聽得準確。 

2-1-2-3 能邊聆聽邊思考。 

2-1-2-4 能有條理的掌握聆聽到的內容。 

3-1-1-7 能依照文意，概略讀出文章的節

奏。 

3-1-1-12 能充分感受表達的成就感。 

4-1-1-2 能利用生字造詞。 

4-1-4-2 能正確認識楷書基本筆畫的書

寫原則。 

5-1-1 能熟習常用生字語詞的形音義。 

5-1-7-1 能流暢朗讀出文章表達的情感。 

6-1-1-4 能經由作品欣賞、朗讀、美讀等

方式，培養寫作的興趣 

【人權教育】1-1-4 說出自己對一個美好

世界的想法。 

【性別平等教育】2-1-3 表達自己的意見

和感受，不受性別的限制。 

【家政教育】4-1-2 察覺自己與家人的溝

通方式。 

※延伸閱讀教材--「我是隻小小鳥」 

1、認識並熟讀本課語詞、語句。 

2、能讀懂文章的內容,注意朗讀時的聲調。 

3、以問答的方式歸納本課大意。 

4、了解反義詞的意思和用法。 

5、能說出自己在各種心情下的感受,並如何面對

處理這些生活中的情緒。 

6、教師請數名兒童回答，把回答的話，串連成

圖意快樂的時候，想像自己是一隻小兔子，把

歡笑分送給大)家。難過的時候，把自己變成風

箏，讓煩惱在天空中飄得無影無蹤。開心的時

候，想像自己是一隻小小鳥，輕快的唱歌，把

喜悅唱成一首歌。想留住快樂，把煩惱變少，

成為人見人愛的開心果 

1 翰林版延伸閱讀教材 朗讀 

口頭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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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十二週 

1-1-1-1 能正確認念注音符號。 

1-1-4-1 能運用注音符號輔助認識文字。 

2-1-2-3 能邊聆聽邊思考。 

2-1-2-4 能有條理的掌握聆聽到的內容。 

2-1-2-6 能結合科技與資訊，提升聆聽的

能力，以提高學習興趣。 

3-1-1-7 能依照文意，概略讀出文章的節

奏。 

3-1-1-12 能充分感受表達的成就感。 

3-1-2-2 能先想然後再說，有禮貌的應

對。 

4-1-1-2 能利用生字造詞。 

4-1-4-2 能正確認識楷書基本筆畫的書

寫原則。 

5-1-7-2 能理解在閱讀過程中所觀察到

的訊息。 

6-1-1-4 能經由作品欣賞、朗讀、美讀等

方式，培養寫作的興趣。 

6-1-2-2 能仿寫簡單句型。 

【性別平等教育】1-1-1 認識不同性別者

身心的異同。 

【家政教育】4-1-1 認識家庭的組成分子

與稱謂。 

【環境教育】4-1-1 能以語言、文字或圖

畫清楚表達自己對自然體驗或環境保

護的想法。 

※延伸閱讀教材--「虎姑婆」 

1、利用提問的方式引導兒童說出文章大意。 

2、利用例句或舉例說明等方式,認識本課語詞。 

3、經由分享討論,引導兒童勇敢上臺說故事或生

活記趣 

4、清楚的說出自己準備的故事。 

5、透過練習,加強自己說故事的能力。 

1 翰林版延伸閱讀教材 朗讀 

口頭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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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十三週 

1-1-1-1 能正確認念注音符號。 

1-1-4-1 能運用注音符號輔助認識文字。 

2-1-2-2 能聽得準確。 

2-1-2-4 能有條理的掌握聆聽到的內容。 

3-1-1-12 能充分感受表達的成就感。 

4-1-1-2 能利用生字造詞。 

4-1-3-1 能養成良好的書寫姿勢，並養成

保持整潔的書寫習慣。 

5-1-7-1 能流暢朗讀出文章表達的情感。 

5-1-7-2 能理解在閱讀過程中所觀察到

的訊息。 

6-1-1-4 能經由作品欣賞、朗讀、美讀等

方式，培養寫作的興趣。 

6-1-2-2 能仿寫簡單句型。 

【人權教育】1-1-4 說出自己對一個美好

世界的想法。 

【生涯發展教育】1-1-1 養成良好的個人

習慣與態度。 

【家政教育】4-1-1 認識家庭的組成分子

與稱謂。 

【家政教育】4-1-2 察覺自己與家人的溝

通方式。 

※延伸閱讀教材--「媽媽生病的時候」 

一、認識並熟讀本課語詞、語句 

二、引導兒童觀察文章情境，以問答方式，歸

納出文章。大意。 

三、透過討論，引導兒童體會故事的意涵。 

四、多閱讀文章，懂得為他人著想，是成長的

表現 

三、能完整陳述自己畫作的內容。 

四、能說出自己平常是如何關心家人 

透過遊戲讓孩童能說出感謝的話 

方法： 

(1)教師發給每個兒童一張白卡紙，每個人在卡

紙上，寫下感謝的話（句數不限) 

(2)遊戲開始時，請每個兒童拿出寫好的卡片。

全班一起互相欣賞 

(3)看到自己很喜歡的感謝語，可以在對方的簿

子上寫名字，可以買他的卡片。 

(4)最後統計誰的簽名最多，就是優勝者 

1 翰林版延伸閱讀教材 朗讀 

口頭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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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十四週 

1-1-1-2 能正確拼讀注音符號。 

1-1-5 能運用注音符號，記錄訊息，表達

意見。 

2-1-1-4 能在聆聽時禮貌的看著說話者。 

2-1-2-5 能聽出別人所表達的意思，達成

溝通的目的。 

3-1-1-1 能清楚明白的口述一件事情。 

3-1-4-2 使用電話與人交談時，能掌握說

話主題。 

4-1-3-1 能養成良好的書寫姿勢，並養成

保持整潔的書寫習慣。 

4-1-4-5 能認識楷書基本筆畫的變化。 

5-1-7-1 能流暢朗讀出文章表達的情感。 

6-1-1-4 能經由作品欣賞、朗讀、美讀等

方式，培養寫作的興趣。 

6-1-2-2 能仿寫簡單句型。 

【人權教育】1-1-3 討論、分享生活中不

公平、不合理、違反規則、健康受到傷

害等經驗，並知道如何尋求救助的管

道。 

【人權教育】1-1-4 說出自己對一個美好

世界的想法。 

【性別平等教育】1-1-2 尊重不同性別者

的特質。 

【家政教育】3-1-2 察覺自己的生活禮儀

與習慣。 

※延伸閱讀教材--「外婆的油桐花」 

1、認識並熟讀本課語詞、句型 

2、師生共同討論，以表演、舉例、圖片、造句

等方式解釋語詞。 

3、了解文章內容，再用問答方式摘取大意 

4、以適當的語氣和節奏朗讀文章，表現文章的

情感。 

5、能說出自己和長輩或家人相處的情形。 

6、練習口述介紹自己和家人一起出遊的照片。 

7、練習用完整的語句回答問題 

1 翰林版延伸閱讀教材 朗讀 

口頭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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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十五週 

1-1-1 能正確認念、拼讀及書寫注音符

號。 

1-1-1-3 能正確書寫注音符號。 

2-1-1-3 能養成仔細聆聽的習慣。 

2-1-3 能聽出說話者的表達技巧。 

3-1-1-1 能清楚明白的口述一件事情。 

3-1-1-5 能用完整的語句回答問題。 

3-1-1-10 能主動使用正確語詞說話。 

3-1-4-1 發言不偏離主題。 

5-1-3-1 能培養良好的閱讀興趣。 

5-1-7-1 能流暢朗讀出文章表達的情感。 

5-1-7-2 能理解在閱讀過程中所觀察到

的訊息。 

6-1-6 能認識並練習使用常用的標點符

號。 

【生涯發展教育】1-1-1 養成良好的個人

習慣與態度。 

【性別平等教育】2-1-3 表達自己的意見

和感受，不受性別的限制。 

【家政教育】4-1-2 察覺自己與家人的溝

通方式。 

※延伸閱讀教材--「生病記」 

活動一： 

1、老師先範讀再帶領小朋友朗讀本文。 

2、分組朗讀本文再個別朗讀並糾正發音。 

活動二： 

1、老師詞語解釋，引導學生了解文章內容。 

※延伸閱讀教材--「收東收西」 

活動一： 

1、老師先範讀再帶領小朋友朗讀本文。 

2、分組朗讀本文再個別朗讀並糾正發音。 

活動二： 

1、老師詞語解釋，引導學生了解文章內容。 

活動三： 

1、學生完成學習單。老師適時給予低成就學生

指導。 

1 翰林版延伸閱讀教材 朗讀 

口頭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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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十六週 

1-1-1-1 能正確認念注音符號。 

1-1-2-1 能運用注音符號，提升說話及閱

讀能力。 

1-1-4-1 能運用注音符號輔助認識文字。 

2-1-2-2 能聽得準確。 

2-1-2-3 能邊聆聽邊思考。 

2-1-2-6 能結合科技與資訊，提升聆聽的

能力，以提高學習興趣。 

3-1-1-7 能依照文意，概略讀出文章的節

奏。 

3-1-2-2 能先想然後再說，有禮貌的應

對。 

3-1-4-1 發言不偏離主題。 

4-1-2 會使用字辭典，並養成查字辭典的

習慣。 

5-1-1 能熟習常用生字語詞的形音義。 

5-1-7-2 能理解在閱讀過程中所觀察到

的訊息。 

6-1-2-1 能運用學過的字詞，造出通順的

短語或句子。 

【人權教育】2-1-1 了解兒童對遊戲權利

的需求並促進身心健康與發展。 

【環境教育】1-1-1 能運用五官觀察體

驗、探究環境中的事物。 

※延伸閱讀教材--「猜字謎找禮物」 

1、認識並熟讀本課語詞、句子。 

2、經由閱讀本課內容,了解猜謎的意義。 

3、配合習作詩歌,了解文意回答問題。四、能體

會猜謎的樂趣。 

4、配合文章情境,了解文章內容,說出文章大意。 

5、能用流暢完整的語句,重述文章內容。 

6、能嘗試配合教師及同學所出的謎語,說出答

案。 

1 翰林版延伸閱讀教材 朗讀 

口頭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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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十七週 

1-1-1 能正確認念、拼讀及書寫注音符

號。 

1-1-2-1 能運用注音符號，提升說話及閱

讀能力。 

1-1-4-1 能運用注音符號輔助認識文字。 

2-1-1 能培養良好的聆聽態度。 

2-1-2-3 能邊聆聽邊思考。 

2-1-2-4 能有條理的掌握聆聽到的內容。 

3-1-1-7 能依照文意，概略讀出文章的節

奏。 

3-1-4-1 發言不偏離主題。 

4-1-2 會使用字辭典，並養成查字辭典的

習慣。 

5-1-1 能熟習常用生字語詞的形音義。 

5-1-2-1 能分辨基本的文體。 

5-1-7-2 能理解在閱讀過程中所觀察到

的訊息。 

6-1-1-4 能經由作品欣賞、朗讀、美讀等

方式，培養寫作的興趣。 

6-1-2-2 能仿寫簡單句型。 

【生涯發展教育】2-1-1 培養互助合作的

生活態度。 

【家政教育】3-1-5 認識日常生活的用

具。 

※延伸閱讀教材--「用點心餐廳」 

1、認識並熟讀本課語詞、句子。 

2、經由閱讀本課內容,了解語詞的意義。 

3、能了解相聲劇本的呈現方式,並注意朗讀時的

語調。 

4、練習文章中的相聲對話。 

5、熟讀本文的重要短語和重要句型,練習語句的

仿作和運用 

1 翰林版延伸閱讀教材 朗讀 

口頭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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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十八週 

1-1-1 能正確認念、拼讀及書寫注音符

號。 

1-1-2-1 能運用注音符號，提升說話及閱

讀能力。 

1-1-4-1 能運用注音符號輔助認識文字。 

2-1-2-2 能聽得準確。 

2-1-2-4 能有條理的掌握聆聽到的內容。 

3-1-2-2 能先想然後再說，有禮貌的應

對。 

3-1-4-1 發言不偏離主題。 

4-1-3 能養成良好的書寫習慣。 

4-1-4-1 能掌握基本筆畫的名稱、字形和

筆順。 

5-1-1 能熟習常用生字語詞的形音義。 

5-1-2-1 能分辨基本的文體。 

5-1-7-1 能流暢朗讀出文章表達的情感。 

6-1-1-4 能經由作品欣賞、朗讀、美讀等

方式，培養寫作的興趣。 

【環境教育】1-1-1 能運用五官觀察體

驗、探究環境中的事物。 

【環境教育】2-1-1 認識生活周遭的自然

環境與人造環境，以及常見的動物、植

物、微生物彼此之間的互動關係。 

※延伸閱讀教材--「詠蟬」、「梅花」 

1、教師範讀、領讀（全班、分組、個別讀） 

2、教師可自行視教學時間及兒童學習情形，解

釋古詩的內容 

3、指導朗讀時的發音 

4、教師可以讓兒童朗讀時試著加入自己的動

作，增進對古詩的感受 

5、引導兒童思考並發表讀後的感想 

1 翰林版延伸閱讀教材 朗讀 

口頭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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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十九週 

2-1-1-3 能養成仔細聆聽的習慣。 

2-1-2-4 能有條理的掌握聆聽到的內容。 

3-1-1-1 能清楚明白的口述一件事情。 

3-1-1-9 能清楚複述所聽到的事物。 

3-1-4-3 能依主題表達意見。 

5-1-2 能讀懂文章內容，了解文章的大

意。 

5-1-7-2 能理解在閱讀過程中所觀察到

的訊息。 

5-1-7-3 能從閱讀的材料中，培養分析歸

納的能力。 

6-1-1-1 能學習觀察簡單的圖畫和事

物，並練習寫成一段文字。 

6-1-6 能認識並練習使用常用的標點符

號。 

【人權教育】1-1-1 舉例說明自己所享有

的權利，並知道人權是與生俱有的。 

【生涯發展教育】1-1-1 養成良好的個人

習慣與態度。 

【生涯發展教育】1-1-2 認識自己的長處

及優點。 

【家政教育】3-1-1 了解自己所擁有的物

品並願意與他人分享。 

【環境教育】1-1-1 能運用五官觀察體

驗、探究環境中的事物。 

※延伸閱讀教材--「愛蓋章的國王」（繪本原文） 

1、熟讀並了解文章語詞、語句。 

2、讀懂文章情境，注意朗讀時的聲調 

3、引導兒童觀察文章情境，以問答方式，歸納

出文章大意。 

4、透過討論，引導兒童體會故事的趣味與美感 

5、教師可以引導兒童發表他從故事中讀到的趣

味,並從敘述中提出問題,從答案裡重述故事,推

論因果關係,了解整篇故事的趣味和結構,增進

閱讀理解能力。 

1 翰林版延伸閱讀教材 朗讀 

口頭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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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二十週 

1-1-1 能正確認念、拼讀及書寫注音符

號。 

2-1-2 能確實把握聆聽的方法。 

2-1-2-6 能結合科技與資訊，提升聆聽的

能力，以提高學習興趣。 

3-1-2-1 能愉快的與人溝通。 

4-1-2-1 會利用音序及部首等方法查字

辭典，並養成查字辭典的習慣。 

5-1-2 能讀懂文章內容，了解文章的大

意。 

5-1-6 認識並學會使用字典、(兒童)百科

全書等工具書，以輔助閱讀。 

6-1-1 能經由觀摩、分享與欣賞，培養良

好的寫作態度與興趣。 

【生涯發展教育】2-1-1 培養互助合作的

生活態度。 

【環境教育】1-1-1 能運用五官觀察體

驗、探究環境中的事物。 

※延伸閱讀教材--「雄雞」 

活動一： 

1、老師先範讀再帶領小朋友朗讀本文。 

2、分組朗讀本文再個別朗讀並糾正發音。 

活動二： 

1、老師詞語解釋，引導學生了解文章內容。 

※延伸閱讀教材--「詠柳」 

活動一： 

1、老師先範讀再帶領小朋友朗讀本文。 

2、分組朗讀本文再個別朗讀並糾正發音。 

活動二： 

1、老師詞語解釋，引導學生了解文章內容。 

活動三： 

1、學生完成學習單。老師適時給予低成就學生

指導。 

1 翰林版延伸閱讀教材 朗讀 

口頭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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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二十一週 

1-1-1 能正確認念、拼讀及書寫注音符

號。 

2-1-2 能確實把握聆聽的方法。 

2-1-2-6 能結合科技與資訊，提升聆聽的

能力，以提高學習興趣。 

3-1-2-1 能愉快的與人溝通。 

4-1-2-1 會利用音序及部首等方法查字

辭典，並養成查字辭典的習慣。 

5-1-2 能讀懂文章內容，了解文章的大

意。 

5-1-6 認識並學會使用字典、(兒童)百科

全書等工具書，以輔助閱讀。 

6-1-1 能經由觀摩、分享與欣賞，培養良

好的寫作態度與興趣。 

【生涯發展教育】2-1-1 培養互助合作的

生活態度。 

【環境教育】1-1-1 能運用五官觀察體

驗、探究環境中的事物。 

※延伸閱讀教材--「雄雞」 

活動一： 

1、老師先範讀再帶領小朋友朗讀本文。 

2、分組朗讀本文再個別朗讀並糾正發音。 

活動二： 

1、老師詞語解釋，引導學生了解文章內容。 

※延伸閱讀教材--「詠柳」 

活動一： 

1、老師先範讀再帶領小朋友朗讀本文。 

2、分組朗讀本文再個別朗讀並糾正發音。 

活動二： 

1、老師詞語解釋，引導學生了解文章內容。 

活動三： 

1、學生完成學習單。老師適時給予低成就學生

指導。 

1 翰林版延伸閱讀教材 朗讀 

口頭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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