彰化縣和仁國民小學 107 學年度上學期三年級語文領域-本國語文補救教學計畫
一、學習總目標：
（一）透過閱讀，認識課文中的情感和內容，掌握基本的閱讀技巧。
（二）利用課文中的句型、詞語、結構練習口述，並有條理的掌握聆聽到的內容，練習述說一件事。
（三）利用常用的偏旁部首和結構輔助識字，並認識楷書基本筆畫的變化。
（四）運用單元結構，描寫所住的地方，並相互觀摩作品，分享寫作的樂趣。
（五）從觀察體驗中，學習真實經驗的描寫，並能舉例說明一句話、一件事。
（六）利用電子詞典理解字義，提升自我學習效能。
（七）透過「聽記練習」，提升聆聽能力，邊聽邊思考，而且說話語音清晰。
（八）從閱讀的詩歌和文章中，學會觀察事物，進而藉物抒情，用分說法和順敘法描述事情。
（九）從統整識字中，認識標點符號，增強文字的運用能力。
（十）從閱讀的文章中，學習欣賞不同的寫法，並將參觀或蒐集的資料加以整理。
（十一）了解文章內涵，了解打開新視野的重要，進而主動積極的打開心胸，擴充自己的學習視窗。
（十二）從欣賞課文文章中，學會珍愛時光，認識生活的智慧，體驗臺灣的好風光，並閱讀各種有趣的
文章。

二、本學期課程內涵：
教學期程

能力指標(含重大議題)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1-2-3-1 能運用注音符號，輔
助記錄訊息。
2-2-1-3 能讓對方充分表達
意見。
3-2-1-2 在看圖或觀察事物
後，能以完整語句簡要說明
其內容。
4-2-1-1 能利用部首或簡單
造字原理，輔助識字。
5-2-7-1 能概略讀懂不同語
言情境中句子的意思，並能
依語言情境選用不同字詞
和句子。
6-2-1-3 能經由作品欣賞、朗
讀、美讀等方式，培養寫作
的興趣。

第一單元 時間的腳步
一、爸爸的相簿
【活動 1-1】引起動機：相片的歷
史
‧教師拿出自己小時候的照片，
並說明相片代表的意義，最後
引出本課課文。
【活動 1-2】課文預測提問
‧運用提問引導學生，找出並圈
出各段關鍵字詞，再歸納大
意。
【活動 1-3】課文朗讀
‧配合教學 CD 或電子教科書，
教師先範讀，全班再用共同朗
讀、分組朗讀、個別朗讀的方
式，朗讀課文。朗讀時，要配
合課文情境讀出情緒感受。
【活動 2-1】生字詞語教學
‧了解詞語意義：以動作表演、
說明及圖示的方式，認識詞語
的意義。並從詞語中對出生
字，配合電子教科書或教學
DVD 中的筆順教學，或教師
指導學生書空，習寫生字。
【活動 3-1】內容深究
‧用課文情境圖，引出課題，並
進行閱讀理解提問。
【活動 3-2】試說大意
‧運用問題引導學生，先找到並
圈出各段關鍵字詞，再歸納大
意。最後指導學生綜合以上問
句的答案，以完整句試說大
意。
【活動 4-1】語文焦點
‧教師提出「我會認字」中的字，
請學生認讀。鼓勵學生用其中
的詞語造句。教師可播放教學
CD 或電子教科書，讓學生先
聆聽後再跟讀，進行童詩賞
析，並引導學生說一說。
【活動 5-1】寫作教學
‧進行結構教學，讓學生知道本
課是總分結構。
【活動 6-1】閱讀教學
‧引導學生朗讀習作第五大題。
教師提出問題，先讓學生互相
討論之後再作答。
【活動 6-2】習作指導(五)
‧指導學生完成習作第五大題。

【家政教育】
3-2-2 察覺自己家庭的生活
習慣。

8.26－9.01

補救教學
【聽與說】教師請學生提供自己
的記憶物品○○，和同學分享
這段珍貴的記憶內容。最後請
學生上臺，口頭分享自己提供
的記憶物品，以完整語句簡要
說明記憶的事件。
【閱 讀】學生發表，說說自己
的日記內容可以記錄哪些事
情。
【寫 字】教師或學生提出句

節數

使用教材
康軒版教科書
「一、爸爸的相
簿」
康軒版教具
1.教學 CD
2.教學 DVD
3.國語 3 上電子
教科書

1

評量方式 備註
1.實作評量
（朗讀）
2.實作評量
（發表）
3.習作評量
4.自我評量

教學期程

9.02－9.08

能力指標(含重大議題)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子，並熟讀句子。教師或學生
從句子中提出詞語，並以動作
表演、說明及圖示的方式，認
識詞語的意義。
【作 文】選取某段課文，讓學
生仿寫課文的句子，完成一篇
短詩。
1-2-1 能運用注音符號，理 二、長大這件事
解字詞音義，提升閱讀效
【活動 1-1】課題預測
能。
‧學生看看課題，全班一起猜猜
2-2-2-2 能思考說話者所表
課文的內容。學生默讀課文，
達的旨意。
圈一圈表示時間的詞語。
3-2-1-1 在討論問題或交換 【活動 1-2】說話教學
意見時，能清楚說出自己的 ‧教師先指導學生觀察課文情境
意思。
圖，再回答問題，並進行提問。
4-2-3-2 能應用筆畫、偏旁變 【活動 1-3】課文朗讀
化和間架結構原理寫字。
‧配合教學 CD 或電子教科書，
5-2-14-2 能理解在閱讀過程
教師先範讀，全班再用共同朗
中所觀察到的訊息。
讀、分組朗讀、個別朗讀的方
6-2-6-1 能掌握詞語的相關
式，朗讀課文。
知識，寫出語意完整的句
【活動 2-1】生字詞語教學
子。
‧了解詞語意義：以動作表演、
說明及圖示的方式，認識詞語
【家政教育】
的意義。並從詞語中對出生
4-2-2 認識自己與家人在家
字，配合電子教科書或教學
庭中的角色。
DVD 中的筆順教學，或教師
【家政教育】
指導學生書空，習寫生字。
4-2-3 適當的向家人表達自 【活動 3-1】內容深究
己的需求與情感。
‧用課文情境圖，引出課題，並
進行閱讀理解提問。
【活動 3-2】試說大意
‧用默讀方式概覽課文。教師提
出問題，引導學生以「提問」
的方法先說出段落大意，再整
理歸納成全課大意。
【活動 4-1】寫作教學
‧進行課文結構教學，請學生打
開課文，說說課文分成幾段，
最後歸納大意。
【活動 5-1】語文焦點
‧教師鼓勵學生透過形音義，正
確辨別形近字、同音字。指導
學生以形近字和同音字造詞、
造句，達到精熟程度。
【活動 6-1】習作指導
‧教師提示習作第四大題，指導
學生找出句子間的連結，讓學
生形成整體的意義。讓學生根
據提示，將散亂的詞語，重新
排列成完整的句子。
補救教學
【聽與說】學生進行朗讀時，要
配合課文情境讀出疑問、驚嘆
和溫柔的語氣。
【閱 讀】教師指導學生找出句
子間的連結，讓學生形成整體
的概念，並根據提示，將散亂
的詞語，重新排列成完整的句
子。
【寫 字】學生提出句子，並熟
讀句子。教師或學生從句子中

節數

使用教材

康軒版教科書
「二、長大這件
事」
康軒版教具
1.教學 CD
2.教學 DVD
3.國語 3 上電子
教科書

1

評量方式 備註

1.同儕互評
2.自我評量
3.實作評量
（發表）
4.實作評量
（寫作）
5.習作評量

教學期程

能力指標(含重大議題)

1-2-3-2 能就所讀的注音讀
物，提出自己的看法，並做
整理歸納。
2-2-2-3 能發展仔細聆聽與
歸納要點的能力。
3-2-2-3 能轉述問題的內
容，並對不理解的問題，提
出詢問。
4-2-3-1 能流暢寫出美觀的
基本筆畫。
5-2-3-2 能了解文章的的主
旨、取材及結構。
6-2-4-3 能練習利用不同的
途徑和方式，蒐集各類可供
寫作的材料，並練習選擇材
料，進行寫作。
【家政教育】
3-2-2 察覺自己家庭的生活
習慣。
【家政教育】
4-2-3 適當的向家人表達自
己的需求與情感。

9.09－9.15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提出詞語，並以動作表演、說
明及圖示的方式，認識詞語的
意義。
【作 文】口述「我長大了」
，要
能說出自己在身體外表上和心
智想法上的改變，以及內心的
體會。指導學生想想「以前的
我」和「現在的我」有什麼不
同，並寫下來。
三、老寶貝
【活動 1-1】引導活動：我的壓箱
寶
‧學生帶自己最寶貝的物品來分
享。學生分組進行展示。在小
組中展示自己帶來的物品，並
說出此物與自己特殊的情感。
展示過後，將這些物品布置在
教室四周，同學下課後可以自
由參觀。
【活動 1-2】課文預測提問
‧教師指導學生先觀察課題，再
回答問題。
【活動 1-3】課文朗讀
‧配合教學 CD 或電子教科書，
教師範讀，再全班共同朗讀、
分組朗讀、個別朗讀。
【活動 2-1】生字詞語教學
‧了解詞語意義：以動作表演、
說明及圖示的方式，認識詞語
的意義。並從詞語中對出生
字，配合電子教科書或教學
DVD 中的筆順教學，或教師
指導學生書空，習寫生字。
【活動 3-1】內容深究
‧用課文情境圖，引出課題，並
進行閱讀理解提問。
【活動 3-2】語文焦點
‧指導學生找出文字部件間的同
異處（組字規律）
，經由比較、
相互辨別，做文字確認。
【活動 3-3】試說大意
‧以「起因、經過、結果、結局」
的歸納方式，指導學生從課文
中找答案，試說大意。
【活動 4-1】習作指導
‧提出習作第二大題，學生讀後
再找出句子中哪幾個字有部件
「車」
，把答案圈起來，引導學
生理解字詞的意思，練習造
詞。提示第三大題，擴句前，
先引導學生認識完整句。
【活動 5-1】閱讀教學
‧認識敘述四要素：依照被記錄
的人、時、地、事情之特徵或
發展過程，做忠實的記載。如
要完成一篇好的記敘文，就必
須把事情交待清楚，而且要條
理分明。
【活動 6-1】說話教學
‧配合課文，報告「老寶貝，我
永遠愛您！」
，學生要能思表達
感謝之意。

節數

使用教材

康軒版教科書
「三、老寶貝」
康軒版教具
1.教學 CD
2.教學 DVD
3.國語 3 上電子
教科書

1

評量方式 備註

1.同儕互評
2.自我評量
3.實作評量
（朗讀）
4.實作評量
（發表）
5.實作評量
（寫作）
6.習作評量

教學期程

9.16－9.22

能力指標(含重大議題)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補救教學
【聽與說】指導學生揣摩文中人
物的互動，朗讀時要表現文中
對話的情感。
【閱 讀】指導童詩「秋野」時，
可將教具張貼在黑板上，朗讀
童詩後，進行童詩賞析。
【寫 字】教師或學生提出句
子，並熟讀句子。教師或學生
從句子中提出詞語，並以動作
表演、說明及圖示的方式，認
識詞語的意義。
【作 文】指導學生認識記敘文
的寫作要素，含人物、時間、
地點、起因、經過、結果。
1-2-3-1 能運用注音符號，輔 四、辦桌
助記錄訊息。
【活動 1-1】引導活動
2-2-2-4 能在聆聽過程中感 ‧教師提問在什麼時候，會和家
受說話者的情緒。
人、親朋好友等團聚吃飯？讓
3-2-3-2 能用口語表達對他
學生進行分組討論。
人的關心。
【活動 1-2】課文預測
4-2-5-2 能掌握楷書偏旁組 ‧教師指導學生先觀察課題，再
合時變化的搭配要領。
回答問題。
5-2-8-3 能在閱讀過程中，培 【活動 1-3】課文朗讀
養參與團體的精神，增進人 ‧配合教學 CD 或電子教科書，
際互動。
教師範讀，再全班共同朗讀、
6-2-5-1 能養成觀察周圍事
分組朗讀、個別朗讀。
物，並寫下重點的習慣。
【活動 2-1】生字詞語教學
‧了解詞語意義：以動作表演、
【性別平等教育】
說明及圖示的方式，認識詞語
1-2-1 覺知身體意象對身心
的意義。並從詞語中對出生
的影響。
字，配合電子教科書或教學
【生涯發展教育】
DVD 中的筆順教學，或教師
3-2-1 培養規畫及運用時間
指導學生書空，習寫生字。
的能力。
【活動 2-2】習作指導
‧讓學生讀出習作第一大題的故
事，並提問故事的發生地點、
人物，讓學生舉手發表。
【活動 3-1】試說大意
‧教師提問，並讓學生串起答案，
以完整句試說大意。
【活動 3-2】語文焦點
‧教教師提出語文焦點「形近字」
中的讀音，請學生讀。並提出
語文焦點「讀一讀，比一比，
○中的字意思一樣嗎？」的句
子，請學生讀一讀。
【活動 4-1】內容深究
‧教師讓學生針對課文內容提
問，再由師生共同討論，最後
教師依提問內容再補充，共同
討論課文內涵。教師可同時出
示課文圖片，引出課題。
【活動 5-1】寫作教學
‧讓學生認識本課是順承結構，
以「起因—經過—結果」發展
故事內容。可請學生打開課
文，觀察課文被分成幾部分？
每一部分各說些什麼？最後找
出課文中的敘述四要素。
【活動 5-2】聆聽教學

節數

使用教材

康軒版教科書
「四、辦桌」
康軒版教具
1.教學 CD
2.教學 DVD
3.國語 3 上電子
教科書

1

評量方式 備註

1.實作評量
（朗讀）
2.實作評量
（發表）
3.習作評量
4.自我評量
5.同儕互評
6.實作評量
（報告）
7.實作評量
（寫作）

教學期程

能力指標(含重大議題)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教師準備教學 CD，播放「歡
喜來辦桌」給學生聽。
【活動 6-1】閱讀教學
‧教師提問，讓學生分辨本課的
「自然段和意義段」。
【活動 6-2】說話教學
‧學生討論現在最想學習什麼事
情？說出原因和計畫，並利用
表格的形式發表整理。

9.23－9.29

9.30－10.06

補救教學
【聽與說】學生討論制定班級共
同遵守的時間表。如：每天早
晨利用十分鐘時間閱讀課外
書，全班一起回顧當天的學習
內容以及需要記憶理解的重點
內容等。
【閱 讀】指導學生自然段的劃
分，是在每個自然段在文章中
要換行，並且在開頭時要空兩
格。
【寫 字】教師或學生提出句
子，並熟讀句子。教師或學生
從句子中提出詞語，並以動作
表演、說明及圖示的方式，認
識詞語的意義。
【作 文】指導學生以「起因—
經過—結果」發展故事內容，
並進行語句練習。
6-2-9 能了解標點符號的功 統整活動一
能，並在寫作時恰當的使
【活動一】認識標點符號—夾注
用。
號、連接號
6-2-4-1 能概略知道寫作的 1.帶領學生朗讀語句，了解語句
步驟，如：從蒐集材料到審
的意思，認識標點符號的作
題、立意、選材及安排段
用。
落、組織成篇。
2.說明使用夾注號、連接號的作
用。
3.教師讓學生發揮想像力，說一
說夾注號像什麼，連接號像什
麼。
4.說明例句，讓學生清楚區分夾
注號、連接號使用上的差異。
5.教師指導學生完成習作第五大
題。
【活動二】寫作指導—敘述四要
素（人、時、地、事）
1.指導學生先讀出短文。
2.說明四要素包括：人物、時間、
地點和事情。
3.再以課文為例，指導學生找出
課文中的敘述四要素。
補救教學
【閱 讀】明白夾注號、連接號
的意義和作用。透過標點符號
的認識，加強理解文意。
【作 文】能掌握敘述四要素的
特性。透過敘述四要素，把人
物的經歷、言行和事物發展的
過程交代和表達出來。
1-2-4 能選擇適合自己程度 第二單元 生活的智慧
的注音讀物，培養自我學習 五、有點黏又不會太黏

康軒版教科書
「統整活動一」
康軒版教具
1.國語 3 上電子
教科書

1.自我評量
2.同儕互評
3.實作評量
（報告）
4.實作評量
（寫作）
5.實作評量
（發表）
6.習作評量
7.問答評量
8.口頭評量
9.紙筆評量

1

1

康軒版教科書
1.習作評量
「五、有點黏又 2.實作評量

教學期程

能力指標(含重大議題)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興趣。
2-2-2-1 能聽出重點。
3-2-4-3 能報告解決問題的
方法。
4-2-5-1 能正確掌握筆畫、筆
順及形體結構。
5-2-6-1 能利用圖書館檢索
資料，增進自學的能力。
6-2-5-1 能養成觀察周圍事
物，並寫下重點的習慣。

【活動 1-1】引導活動：廢光碟變
珠寶
‧教師提問不要的光碟可以拿來
做什麼，並分享媒體報導「廢
光碟變珠寶」的內容。
（參見教
師手冊「教師寶盒」）
【活動 1-2】課文朗讀
‧配合教學 CD 或電子教科書，
教師範讀，再全班共同朗讀、
分組朗讀、個別朗讀。
【活動 1-3】試說大意
‧教師提問，指導學生從課文中
找到答案，並串起答案，成為
「大意」。
【活動 2-1】內容深究
‧用課文情境圖，引出課題，並
進行閱讀理解提問。
【活動 2-2】語文焦點
‧學生讀「讀一讀，比一比」的
句子，並比較「改變、演變」
在句子中表示的意思。
【活動 3-1】生字詞語教學
‧了解詞語意義：以動作表演、
說明及圖示的方式，認識詞語
的意義。並從詞語中對出生
字，配合電子教科書或教學
DVD 中的筆順教學，或教師
指導學生書空，習寫生字。
【活動 3-2】語文焦點
‧教師提出語文焦點「我會認字」
中的字，請學生找出字形不同
處。
【活動 4-1】課文美讀
‧配合教學 CD，教師先範讀，
再全班跟讀。
【活動 4-2】語文焦點
‧教師鼓勵學生，運用連接詞「於
是」造句，注意語意的完整。
【活動 5-1】創意聯想
‧教師引導學生進行物品用途聯
想。例如：水管可以做什麼？
【活動 6-1】寫作教學
‧教師引導：學生可以先將平日
遇到的生活難題記錄下來，或
是師生共同腦力激盪，打破平
常的思考模式，創造問題，腦
筋急轉彎，想像在未來世界如
何解決問題，作為寫作的準
備。

【性別平等教育】
1-2-3 欣賞不同性別者的創
意表現。

補救教學
【聽與說】本篇為故事，朗讀時
要加強說故事的語氣。
【寫 字】教師或學生提出句
子，並熟讀句子。教師或學生
從句子中提出詞語，並以動作
表演、說明及圖示的方式，認
識詞語的意義。
【作 文】指導學生發揮創意，
運用「甲物＋乙物＝丙物」的
方式，創造新物品。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不會太黏」
（發表）
康軒版教具
3.問答評量
1.教學 CD
4.口頭評量
2.教學 DVD
5.紙筆評量
3.國語 3 上電子
教科書

教學期程

能力指標(含重大議題)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1-2-3-2 能就所讀的注音讀
物，提出自己的看法，並做
整理歸納。
2-2-1-1 能養成仔細聆聽的
習慣。
3-2-1-2 在看圖或觀察事物
後，能以完整語句簡要說明
其內容。
4-2-1-1 能利用部首或簡單
造字原理，輔助識字。
5-2-8-1 能討論閱讀的內
容，分享閱讀的心得。
6-2-6-1 能掌握詞語的相關
知識，寫出語意完整的句
子。

10.07－10.13

10.14－10.20

六、不一樣的捷運站
【活動 1-1】引導活動：創意聯想
‧教室布置幾米的畫，請學生選
擇一幅幾米的畫，說說自己對
畫面的聯想。閱讀幾米的繪本
後，分組討論幾米插畫的意
義。
【活動 1-2】課文朗讀
‧配合教學 CD 或電子教科書，
教師範讀，再全班共同朗讀、
分組朗讀、個別朗讀。
【活動 1-3】文章重點整理
‧教師提問：讀完本課課文之後，
說一說你看到了什麼重點？指
導學生從課文中尋找答案，教
師可用心智圖法協助學生整理
【環境教育】
分析。
1-2-2 能藉由感官接觸環境 【活動 2-1】生字詞語教學
中的動、植物和景觀，欣賞 ‧了解詞語意義：以動作表演、
自然之美，並能以多元的方
說明及圖示的方式，認識詞語
式表達內心感受。
的意義。並從詞語中對出生
字，配合電子教科書或教學
DVD 中的筆順教學，或教師
指導學生書空，習寫生字。
【活動 3-1】語文焦點
‧教師提出語文焦點「我會認字」
中的字，請學生找出字形不同
處。加強字形不同處的標示：
「寶」和「賽」
、
「列」和「例」。
【活動 4-1】課文美讀
‧配合教學 CD，教師先範讀，
再全班跟讀。
【活動 4-2】內容深究
‧用課文情境圖，引出課題，並
進行閱讀理解提問。
【活動 5-1】語文焦點
‧教師提出語文焦點「讀一讀，
比一比」中的句子，請學生讀
出來。
【活動 6-1】段意教學
‧教師逐段提問，引導學生說出
段意。

節數

補救教學
【聽與說】配合教學 CD 中的敘
述，表現適當的口氣。本課敘
述口吻，如同一位導覽解說
員，適合用平穩、喜悅的語氣
娓娓道來。
【寫 字】教師或學生提出句
子，並熟讀句子。教師或學生
從句子中提出詞語，並以動作
表演、說明及圖示的方式，認
識詞語的意義。
【作 文】教師請學生觀察習作
插圖，在描述插圖情境的句子
中，加入詞語時，要特別注意
文意的邏輯正確性。
1-2-3-2 能就所讀的注音讀 七、馬太鞍的巴拉告
物，提出自己的看法，並做 【活動 1-1】引導活動
整理歸納。
‧提問學生釣過魚嗎？看過別人
2-2-1-1 能養成仔細聆聽的
釣魚嗎？告知釣魚之前要做哪

使用教材
康軒版教科書
「六、不一樣的
捷運站」
康軒版教具
1.教學 CD
2.教學 DVD
3.國語 3 上電子
教科書

評量方式 備註
1.習作評量
2.實作評量
（發表）
3.問答評量
4.紙筆評量

1

1

康軒版教科書
1.實作評量
「七、馬太鞍的
（朗讀）
巴拉告」
2.紙筆評量
康軒版教具
3.習作評量

教學期程

能力指標(含重大議題)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習慣。
3-2-1-2 在看圖或觀察事物
後，能以完整語句簡要說明
其內容。
4-2-1-1 能利用部首或簡單
造字原理，輔助識字。
5-2-13-2 能從閱讀中認識不
同文化的特色。
6-2-6-1 能掌握詞語的相關
知識，寫出語意完整的句
子。

些準備工作。教師請學生發表
所知的釣魚過程。
【活動 1-2】課文朗讀
‧配合教學 CD 或電子教科書，
教師範讀，再全班共同朗讀、
分組朗讀、個別朗讀。
【活動 1-3】文章重點整理
‧教師提問：讀完本課課文之後，
說一說你看到了什麼重點？指
導學生從課文中尋找答案，教
師可用心智圖法協助學生整理
分析。
【環境教育】
【活動 2-1】試說大意
3-2-3 尊重不同族群與文化 ‧教師提問，指導學生從課文中
背景對環境的態度及行為。
找到答案，並串起答案，成為
大意。
【活動 2-2】生字詞語教學
‧了解詞語意義：以動作表演、
說明及圖示的方式，認識詞語
的意義。並從詞語中對出生
字，配合電子教科書或教學
DVD 中的筆順教學，或教師
指導學生書空，習寫生字。
【活動 3-1】語文焦點
‧教師提出「我會認字」中的字，
請學生跟寫。請學生寫出「旅、
族」、「熊、態」字形不同的部
分。
【活動 3-2】句型練習
‧配合語文焦點「我會讀一讀」，
教師請學生找出課文中的句
子。教師問學生每一句話的重
點在哪裡，用筆畫出來。
【活動 4-1】結構分析
‧配合課文結構圖，進行文章結
構分析。
【活動 4-2】內容深究
‧用課文情境圖，引出課題，並
進行閱讀理解提問。
【活動 5-1】寫作教學
‧配合習作第五題，請學生比較
短句「我看書」
，和加上心情、
地點、時間後的句子「放假的
時候，我喜歡到圖書館看書。」
有什麼不同？
【活動 6-1】閱讀理解
‧配合習作第六題，請學生說一
說讀過文章之後，所理解的事
情。
補救教學
【寫 字】教師或學生提出句
子，並熟讀句子。教師或學生
從句子中提出詞語，並以動作
表演、說明及圖示的方式，認
識詞語的意義。
【閱 讀】教師撥放有關原住民
與「巴拉告」的影片。看完影
片後，請學生提出「最想問的
問題」
。指導學生到圖書館查閱
人文科學讀物，解決問題。
【作 文】分組討論，練習用同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1.教學 CD
4.自我評量
2.教學 DVD
3.國語 3 上電子
教科書

教學期程

10.21－10.27

10.28－11.03

能力指標(含重大議題)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樣的方式讓句子變長，完成擴
句練習。
5-2-4-1 能閱讀各種不同表 統整活動二
述方式的文章。
【活動一】閱讀指導──自然段
5-2-5 能利用不同的閱讀方
與意義段
法，增進閱讀的能力。
1.認識自然段和意義段。
5-2-7-1 能概略讀懂不同語 2.指導學生閱讀第五課課文後找
言情境中句子的意思，並能
到自然段。
依語言情境選用不同字詞
3.將自然段按順序寫上編號。
和句子。
4.指導學生了解第五課的文章內
6-2-2-1 能練習寫作簡短的
容先寫什麼（開頭）
，再寫什麼
文章。
（正文）
，最後寫什麼（結尾）
。
6-2-3-3 能以短文表達自己 5.將第五課劃分為三個意義段。
對日常生活的想法。
【活動二】句子指導──短句拉
6-2-4-1 能概略知道寫作的
長
步驟，如：從蒐集材料到審 1.了解擴句的表現方式。
題、立意、選材及安排段
2.說明擴寫的定義。
落、組織成篇。
3.指導擴寫的原則。
6-2-6-1 能掌握詞語的相關 4.比較擴寫前後的句子有什麼不
知識，寫出語意完整的句
同？
子。
5.配合第七課習作第五大題進行
練習。
補救教學
【閱 讀】指導學生了解意義段
是根據文章內容來劃分的。
【作 文】能運用擴寫技巧，豐
富寫作內容。
5-2-4-1 能閱讀各種不同表 統整活動二
述方式的文章。
【活動一】閱讀指導──自然段
5-2-5 能利用不同的閱讀方
與意義段
法，增進閱讀的能力。
1.認識自然段和意義段。
5-2-7-1 能概略讀懂不同語 2.指導學生閱讀第五課課文後找
言情境中句子的意思，並能
到自然段。
依語言情境選用不同字詞
3.將自然段按順序寫上編號。
和句子。
4.指導學生了解第五課的文章內
6-2-2-1 能練習寫作簡短的
容先寫什麼（開頭）
，再寫什麼
文章。
（正文）
，最後寫什麼（結尾）
。
6-2-3-3 能以短文表達自己 5.將第五課劃分為三個意義段。
對日常生活的想法。
【活動二】句子指導──短句拉
6-2-4-1 能概略知道寫作的
長
步驟，如：從蒐集材料到審 1.了解擴句的表現方式。
題、立意、選材及安排段
2.說明擴寫的定義。
落、組織成篇。
3.指導擴寫的原則。
6-2-6-1 能掌握詞語的相關 4.比較擴寫前後的句子有什麼不
知識，寫出語意完整的句
同？
子。
5.配合第七課習作第五大題進行
練習。
補救教學
【閱 讀】指導學生了解意義段
是根據文章內容來劃分的。
【作 文】能運用擴寫技巧，豐
富寫作內容。
【期中評量週】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康軒版教科書
「統整活動二」
康軒版教具
1.國語 3 上電子
教科書

1.實作評量
（發表）
2.習作評量
3.自我評量
4.口頭評量
5.同儕評量

康軒版教科書
「統整活動二」
康軒版教具
1.國語 3 上電子
教科書

1.實作評量
2.口頭評量
3.同儕評量
4.習作評量

1

1

教學期程

11.04－11.10

11.11－11.17

能力指標(含重大議題)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5-2-3-2 能了解文章的主
旨、取材及結構。
5-2-4-1 能閱讀各種不同表
述方式的文章。
5-2-8-1 能討論閱讀的內
容，分享閱讀的心得。
5-2-10 能思考並體會文章
中解決問題的過程。
5-2-13 能讀懂課文內容，了
解文章的大意。
5-2-14-2 能理解在閱讀過程
中所觀察到的訊息。
5-2-14-4 學會自己提問，自
己回答的方法，幫助自己理
解文章的內容。

閱讀開門一、傘
【活動一】標題預測
1.請學生連結生活經驗，說一說
自己對於傘的認知。
2.請學生依課文的題目，猜想與
「第一把傘」有關的內容，引
起學生討論的興趣。
3.學生一邊瀏覽文章，一邊用筆
標示自己預測正確的部分。
4.請學生小組討論並發表：自己
如何做預測，預測結果和文章
內容有什麼異同。
【活動二】內容預測
1.學生猜一猜，魯班聽了妻子的
話會有什麼反應呢？
2.學生一邊瀏覽文章，一邊用筆
標示自己預測正確的部分。
3.請學生小組討論並發表：自己
如何做預測，預測結果和文章
內容有什麼異同。
【活動三】字詞解碼
‧教師提出「耳濡目染」、「靈光
一閃」在句子裡表示什麼意
思？
【活動四】內容理解
‧教師以提問方式，進行閱讀理
解。
【活動五】習作指導
‧指導學生進行題目引導，指導
學生完成習作題目。

【生涯發展教育】
3-2-2 學習如何解決問題及
做決定。

1-2-3-2 能就所讀的注音讀
物，提出自己的看法，並做
整理歸納。
2-2-2-4 能在聆聽過程中感
受說話者的情緒。
3-2-1-2 在看圖或觀察事物
後，能以完整語句簡要說明
其內容。
4-2-1-1 能利用部首或簡單
造字原理，輔助識字。
5-2-7-1 能概略讀懂不同語
言情境中句子的意思，並能
依語言情境選用不同字詞
和句子。
6-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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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能藉由感官接觸環境
中的動、植物和景觀，欣賞
自然之美，並能以多元的方
式表達內心感受。
【環境教育】
1-2-3 察覺生活周遭人文歷

補救教學
【閱 讀】默讀文章內容後，可
以簡單說出故事內容。
【作 文】從魯班發明傘的過
程，讓學生完整寫出自己的觀
點與看法。
第三單元 臺灣好風情
八、淡水小鎮
【活動 1-1】引導活動：上山下海
‧在地上畫條線，靠左邊為海洋，
右邊為陸地或山脈。說「魷魚」
時，學生要立刻跳到海洋那一
頭。說「茶葉」時，學生要想
到茶葉和陸地有關，立刻跳到
陸地那一頭。
【活動 1-2】課文朗讀
‧配合教學 CD 或電子教科書，
教師範讀，再全班共同朗讀、
分組朗讀、個別朗讀。
【活動 1-3】試說大意
‧教師提問，指導學生從課文中
找到答案，並串起答案，成為
大意。
【活動 2-1】生字詞語教學
‧了解詞語意義：以動作表演、
說明及圖示的方式，認識詞語
的意義。並從詞語中對出生
字，配合電子教科書或教學
DVD 中的筆順教學，或教師
指導學生書空，習寫生字。
【活動 3-1】課文美讀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康軒版教科書
1.實作評量
「 閱 讀 開 門 2.同儕互評
一、傘」
3.習作評量
康軒版教具
1.教學 CD
2.教學 DVD
3.國語 3 上電子
教科書

1

康軒版教科書
「八、淡水小
鎮」
康軒版教具
1.教學 CD
2.教學 DVD
3.國語 3 上電子
教科書

1

1.實作評量
（朗讀）
2.實作評量
（發表）
3.習作評量
4.自我評量
5.實作評量
6.同儕互評

教學期程

能力指標(含重大議題)
史與生態環境的變遷。

11.18－11.24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配合教學 CD，教師先範讀，
再全班跟讀。要以富有感情的
語氣朗讀課文。
【活動 3-2】形式深究
‧進行課文提問，讓學生了解課
文是以哪一種呈現方式來表
述，可以從哪裡判斷出來。
【活動 3-3】內容深究
‧教師用課文情境圖，引出課題，
並進行閱讀理解提問。
【活動 4-1】作文教學
‧教師領讀童詩「芒草花」
，引導
學生理解童詩，並提問，學生
發表對童詩內容的感受。
【活動 4-2】語文焦點
‧學習修飾詞語的技巧，教師提
問如果沒有這些修飾的詞語，
念起來的感覺如何？
【活動 5-1】聽寫複習
‧教師針對學生的程度，進行聽
寫複習小考。
【活動 6-1】聆聽教學——走訪淡
水美食
‧播放和淡水小鎮相關的故事，
學生專注聆聽並摘錄重點。
（聆
聽內容參見教學百寶箱）
【活動 6-2】說話教學——我是最
佳導遊
‧引導學生回想淡水的老街、美
食、著名的史蹟和景色。運用
閱讀策略，做深入分析。
【活動 6-3】總結複習
‧教師利用時間，給學生隨堂聽
寫本課詞語。師生再共同閱讀
課文，總結本課複習內容。

補救教學
【寫 字】教師或學生提出句
子，並熟讀句子。教師或學生
從句子中提出詞語，並以動作
表演、說明及圖示的方式，認
識詞語的意義。
【閱 讀】學生上臺發表自己的
導覽計畫，其他同學聆聽，結
束後票選最佳的導遊計畫。
【作 文】分組腦力激盪，想一
想其他的修飾詞語，並把這些
修飾詞語造成語境完整的句
子。
1-2-3-2 能就所讀的注音讀 九、回到鹿港
物，提出自己的看法，並做 【活動 1-1】引導活動：臺灣好所
整理歸納。
在
2-2-2-2 能思考說話者所表 ‧藉由「絞盡腦汁」遊戲來幫助
達的旨意。
大家熟悉地名和成語。將學生
3-2-1-2 在看圖或觀察事物
分成數組進行團體競賽。
後，能以完整語句簡要說明 【活動 1-2】課文朗讀
其內容。
‧配合教學 CD 或電子教科書，
4-2-1-1 能利用部首或簡單
教師範讀，再全班共同朗讀、
造字原理，輔助識字。
分組朗讀、個別朗讀。
5-2-9-1 能利用電腦和其他 【活動 1-3】試說大意
科技產品，提升語文認知和 ‧教師提問，指導學生從課文中
應用能力。
找到答案，並串起答案，成為

1

康軒版教科書
「九、回到鹿
港」
康軒版教具
1.教學 CD
2.教學 DVD
3.國語 3 上電子
教科書

1.習作評量
2.實作評量
（發表）
3.紙筆評量
4.口頭評量
5.同儕互評

教學期程

能力指標(含重大議題)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6-2-4-2 能練習利用不同的
大意。
途徑和方式，蒐集各類寫作 【活動 2-1】生字詞語教學
的材料。
‧了解詞語意義：以動作表演、
說明及圖示的方式，認識詞語
【環境教育】
的意義。並從詞語中對出生
1-2-2 能藉由感官接觸環境
字，配合電子教科書或教學
中的動、植物和景觀，欣賞
DVD 中的筆順教學，或教師
自然之美，並能以多元的方
指導學生書空，習寫生字。
式表達內心感受。
【活動 3-1】形式深究
‧進行課文提問，讓學生了解課
文是以哪一種呈現方式來表
述，可以從哪裡判斷出來。
【活動 3-2】內容深究
‧教師用課文情境圖，引出課題，
並進行閱讀理解提問。
【活動 3-3】說話教學
‧引導學生想要到哪個名勝古蹟
參觀呢？為什麼？學生分組分
享。
【活動 4-1】語文焦點
‧教師引導學生辨別「官」和
「宮」、「彎」和「灣」。
【活動 5-1】聆聽教學
‧展示臺灣地圖，先指出彰化的
位置，再指出鹿港的位置。教
師介紹鹿港小鎮的歷史。
【活動 5-2】說話教學
‧學生報告自己所蒐集家鄉名勝
古蹟風光的內容。學生說出家
鄉附近的名勝古蹟及特色。
【活動 5-3】聽寫複習
‧教師利用時間，給學生隨堂聽
寫本課詞語。
【活動 6-1】寫作教學——遊記
‧請學生分組發表並分享自己曾
經旅遊過的地方，依照圖表完
成作答格。指導學生，將自己
填好的大綱圖表，可重新調整
先後順序，用完整的句子書寫
成一篇遊記。
【活動 6-2】總結複習
‧教師和學生再共同閱讀課文，
總結本課複習內容。
補救教學
【寫 字】教師或學生提出句
子，並熟讀句子。教師或學生
從句子中提出詞語，並以動作
表演、說明及圖示的方式，認
識詞語的意義。
【閱 讀】學生上臺介紹所蒐集
的鹿港相關圖片、照片或資
料。教師提出疑問或回饋。
【作 文】教師鼓勵學生發揮想
像力，讀完語文焦點，再照樣
造出幾個句子。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教學期程

能力指標(含重大議題)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1-2-3-2 能就所讀的注音讀
物，提出自己的看法，並做
整理歸納。
2-2-2-2 能思考說話者所表
達的旨意。
3-2-1-1 在討論問題或交換
意見時，能清楚說出自己的
意思。
4-2-1-1 能利用部首或簡單
造字原理，輔助識字。
5-2-3-2 能了解文章的主
旨、取材及結構。
6-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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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5－12.01

十、參觀安平古堡
【活動 1-1】引起活動：介紹安平
古堡
‧訴說關於安平古堡的小故事，
請參觀過安平古堡的學生報告
自己的經驗和心得。
【活動 1-2】課文朗讀
‧配合教學 CD 或電子教科書，
教師範讀，再全班共同朗讀、
分組朗讀、個別朗讀。
【活動 1-3】試說大意
‧教師提問，指導學生從課文中
找到答案，並串起答案，成為
大意。
【活動 2-1】生字詞語教學
‧了解詞語意義：以動作表演、
【環境教育】
說明及圖示的方式，認識詞語
1-2-2 能藉由感官接觸環境
的意義。並從詞語中對出生
中的動、植物和景觀，欣賞
字，配合電子教科書或教學
自然之美，並能以多元的方
DVD 中的筆順教學，或教師
式表達內心感受。
指導學生書空，習寫生字。
【活動 3-1】形式深究
‧教師請學生朗讀課文，並提問
課文分成幾段？從意義上來
看，可以分成幾部分？
【活動 3-2】內容深究
‧教師用課文情境圖，引出課題，
並進行閱讀理解提問。
【活動 3-3】寫作教學(一)
‧以標準明信片（實物）或電子
書引導，提問說明明信片的書
寫格式。
【活動 4-1】語文焦點
‧學生觀察辨認文字部件的增
減。教師將已學過的字做延伸
學習，鼓勵學生腦力激盪。
【活動 4-2】寫作教學(二)
‧說明「雖然……還是……」的
句型和用法。
【活動 5-1】聆聽教學
‧教師指導聆聽策略，引導學生
針對聆聽的內容「砂卡礑步道」
記錄重點。
【活動 5-2】說話教學
‧請學生事先蒐集參觀名勝古蹟
的資料，必須包括「名勝古蹟
地點」
、
「和誰一同參觀旅遊」、
「搭乘怎樣的交通工具前
往」
、
「建築或景物的特色」
、
「哪
些經驗令你印象深刻」。
【活動 6-1】寫作教學(三)
‧教師請學生概覽課文。
【活動 6-2】說話教學
‧教師點選 YouTube 的歌曲演唱
「安平追想曲」
，解說歌詞內容
大意，以及當時情境，學生練
習演唱，反覆數次。教師引導
學生針對歌曲與本課課文的內
容情境回答問題。

節數

補救教學
【聽與說】教師發下空白紙張，

使用教材
康軒版教科書
「十、參觀安平
古堡」
康軒版教具
1.教學 CD
2.教學 DVD
3.國語 3 上電子
教科書

1

評量方式 備註
1.實作評量
（朗讀）
2.實作評量
（發表）
3.習作評量
4.自我評量
5.口頭評量

教學期程

能力指標(含重大議題)

1-2-3-2 能就所讀的注音讀
物，提出自己的看法，並做
整理歸納。
2-2-2-4 能在聆聽過程中感
受說話者的情緒。
3-2-1-2 在看圖或觀察事物
後，能以完整語句簡要說明
其內容。
4-2-1-1 能利用部首或簡單
造字原理，輔助識字。
5-2-4-1 能閱讀各種不同表
述方式的文章。
6-2-5-1 能養成觀察周圍事
物，並寫下重點的習慣。
【環境教育】
1-2-2 能藉由感官接觸環境
中的動、植物和景觀，欣賞
自然之美，並能以多元的方
式表達內心感受。
【環境教育】
4-2-3 能表達自己對生活環
境的意見，並傾聽他人對環
境的想法。

12.02－12.08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請學生針對「砂卡礑步道」的
聆聽內容，進行分項記錄。
【寫 字】教師或學生提出句
子，並熟讀句子。教師或學生
從句子中提出詞語，並以動作
表演、說明及圖示的方式，認
識詞語的意義。
【閱 讀】鼓勵學生針對課文重
點向全班報告。發下紀錄單，
每位學生練習評比分數。
【作 文】教師展示並與同學分
享收集的明信片內容。
十一、聽神木說話
【活動 1-1】引起活動：猜猜我是
誰？
‧將全班分成幾個小組，每一組
選定一種認識的植物（例如：
楓樹、含羞草、花生……）
，腦
力激盪該植物的特色，列出五
種特徵，選定一名組員發問。
【活動 1-2】課文朗讀
‧配合教學 CD 或電子教科書，
教師範讀，再全班共同朗讀、
分組朗讀、個別朗讀。
【活動 1-3】試說大意
‧教師提問，指導學生從課文中
找到答案，並串起答案，成為
大意。
【活動 2-1】生字詞語教學
‧了解詞語意義：以動作表演、
說明及圖示的方式，認識詞語
的意義。並從詞語中對出生
字，配合電子教科書或教學
DVD 中的筆順教學，或教師
指導學生書空，習寫生字。
【活動 3-1】形式深究
‧教師請學生打開課文，觀察課
文分成幾段？課文中是用第幾
人稱敘述？
【活動 3-2】內容深究
‧教師用課文情境圖，引出課題，
並進行閱讀理解提問。
【活動 3-3】寫作教學(一)——配
合擬人寫作手法練習
‧教師引導說明生活中，有許多
看起來平凡無奇的動植物或物
品，請學生找出他們和人相同
的特點，發揮想像力，將他們
比擬成人的動作或感受，就能
讓文章更生動有趣。
【活動 4-1】語文焦點
‧教師先揭示部件，再另外找出
幾個不同部件的字加上，組成
一個學過或認得的字。
【活動 4-2】寫作教學(二)——配
合語文焦點「讀一讀，比一比」
‧教師提問加上「居然」的句子，
語氣上有什麼不同？引導學生
朗讀例句並比較語氣。
【活動 5-1】寫作教學(三)——摹
寫
‧教師提問哪些句子是透過感官

節數

使用教材

康軒版教科書
「十一、聽神木
說話」
康軒版教具
1.教學 CD
2.教學 DVD
3.國語 3 上電子
教科書

1

評量方式 備註

1.實作評量
2.朗讀評量
3.口頭評量
4.自我評量
5.習作評量

教學期程

能力指標(含重大議題)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來描寫的？將全班分組，學生
從課文找出摹寫的句子。
【活動 6-1】閱讀指導——遊記
‧學生朗讀習作大題的文章後，
引導學生針對文章做深入分
析，運用教過的閱讀策略。
【活動 6-2】總結複習
‧教師利用時間，給學生隨堂聽
寫本課詞語。師生再共同閱讀
課文，總結本課複習內容。

12.09－12.15

12.16－12.22

補救教學
【寫 字】教師或學生提出句
子，並熟讀句子。教師或學生
從句子中提出詞語，並以動作
表演、說明及圖示的方式，認
識詞語的意義。
【閱 讀】教師指導學生瀏覽本
課文章，並畫線或圈出重點。
【作 文】指導學生，練習將文
章中關於「摹寫」的句子畫下
來，並將新詞語圈起來。
6-2-2 能運用各種簡單的方 統整活動三
式練習寫作。
【活動一】句子指導——長句縮
6-2-4-2 能練習利用不同的
短
途徑和方式，蒐集各類寫作 1.教師指導學生朗讀例句。
的材料。
2. 指 導 學 生 安 靜 聆 聽 教 師 的 引
6-2-6-1 能掌握詞語的相關
導，刪去比喻、形容詞、例子
知識，寫出語意完整的句
或將同類詞句合併，逐步讓句
子。
子更精簡。
6-2-8-1 能從內容、詞句、標 3.指導學生觀察比較原句與縮句
點方面，修改自己的作品。
的差異，並說出自己的看法。
6-2-10-1 能在寫作中，發揮 【活動二】寫作指導——敘事的
豐富的想像力。
順序與重點描寫
1.教師揭示統整活動內容，請學
生默讀「學習炸薯條」文章。
2.教師引導學生指出閱讀內容的
重點。
3.教師引導學生指出敘事的重點
描寫。
補救教學
【閱 讀】能理解敘事的重點描
寫，並延伸閱讀相關的文章。
【作 文】能理解縮句的步驟，
並練習其他縮句的練習。
1-2-3-2 能就所讀的注音讀 第四單元 語文萬花筒
物，提出自己的看法，並做 十二、文字變變變
整理歸納。
【活動 1-1】聆聽與說話：聽故事
2-2-2-4 能在聆聽過程中感
回答問題。
受說話者的情緒。
‧教師播放教學 CD，讓學生聽
3-2-2-5 能說出一段話或一
完故事「尖先生和卡先生」後
篇短文的要點。
提問。
4-2-1-2 能利用生字造詞。 【活動 1-2】課文朗讀
5-2-11-1 能和別人分享閱讀 ‧配合教學 CD 或電子教科書，
的心得。
教師範讀，再全班共同朗讀、
6-2-6-1 能掌握詞語的相關
分組朗讀、個別朗讀。
知識，寫出語意完整的句
【活動 1-3】試說大意
子。
‧教師提問，指導學生從課文中
找到答案，並串起答案，成為
【人權教育】
大意。
1-2-1 欣賞、包容個別差異 【活動 2-1】內容深究

康軒版教科書
「統整活動三」
康軒版教具
1.國語 3 上電子
教科書

1.實作評量
（朗讀）
2.實作評量
3.習作評量
4.自我評量

康軒版教科書
「十二、文字變
變變」
康軒版教具
1.教學 CD
2.教學 DVD
3.國語 3 上電子
教科書

1.同儕互評
2.自我評量
3.實作評量
4.習作評量
5.實作評量
（朗讀）

1

1

教學期程

能力指標(含重大議題)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並尊重自己與他人的權利。 ‧教師運用課文情境圖，引出課
題，並進行閱讀理解提問。
【活動 2-2】文字變身操
‧以花瓣造字法，將「日」和「一」
寫在正中間，請學生組合成不
同的字並造詞。
【活動 3-1】生字詞語教學
‧了解詞語意義：以動作表演、
說明及圖示的方式，認識詞語
的意義。並從詞語中對出生
字，配合電子教科書或教學
DVD 中的筆順教學，或教師
指導學生書空，習寫生字。
【活動 3-2】語文焦點
‧將本課生字揭示在黑板，分組
找字競試。教師抽出其中一
張，看哪一組學生最先找出。
【活動 4-1】語文焦點
‧教師提出語文焦點「我會認字」
中的字，請學生認一認，並說
一說如何辨別這些字的用法。
學生另外找出本課生字的形近
字，並說出不同的地方與辨認
的方式。
【活動 4-2】字謎
‧揭示字謎，讓學生猜。可分組
討論，或舉手搶答。教師引導
學生理解字意，練習造詞。
【活動 5-1】形式深究
‧請學生數一數課文每一首詩共
分成幾段？每一段各說什麼？
教師可提示數自然段。
【活動 6-1】對話教學
‧練習課文中的對話，指導學生
從課文中找到對話，再讀一
讀，注意語氣的表達與禮貌。
【活動 6-2】習作指導
‧指導學生讀一讀習作大題的句
子，說出句子要表達的意思。
將全班分兩組，一組扮演小蝸
牛，一組扮演媽媽，相互問答
對話；再來可以兩人一組練習
對話，加上動作。
補救教學
【聽與說】將全班分組，扮演不
同的怪先生，練習對話。注意
對話的語氣和說話的禮貌。
【寫 字】教師或學生提出句
子，並熟讀句子。教師或學生
從句子中提出詞語，並以動作
表演、說明及圖示的方式，認
識詞語的意義。
【閱 讀】鼓勵學生找一找曾經
讀過的文章上的對話練習。可
以自行加上對話詞語，但要配
合對話情境，跟同學一起分
享。
【作 文】鼓勵學生自己創作字
謎，可以本課生字為例，分組
創作字謎，上臺分享。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教學期程

能力指標(含重大議題)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1-2-3-1 能運用注音符號，輔
助記錄訊息。
2-2-2-3 能發展仔細聆聽與
歸納要點的能力。
3-2-3-5 說話用詞正確，語意
清晰，內容具體，主題明
確。
4-2-3-2 能應用筆畫、偏旁變
化和間架結構原理寫字。
5-2-3-2 能了解文章的主
旨、取材及結構。
6-2-10-1 能在寫作中，發揮
豐富的想像力。

12.23－12.29

十三、數字好好玩
【活動 1-1】觀賞「數一數二」
‧播放「數一數二」光碟，讓學
生欣賞對口相聲，從中學習使
用數字的成語。
【活動 1-2】課文朗讀
‧配合教學 CD 或電子教科書，
教師範讀，再全班共同朗讀、
分組朗讀、個別朗讀。
【活動 1-3】試說大意
‧教師提問，指導學生從課文中
找到答案，並串起答案，成為
大意。
【活動 2-1】數字詞語遊戲
【人權教育】
‧教師準備一些遊戲的物品：計
1-2-1 欣賞、包容個別差異
時器、一到十的數字卡。學生
並尊重自己與他人的權利。
說出由一到十的數字詞語。
【生涯發展教育】
【活動 3-1】生字詞語教學
3-2-2 學習如何解決問題及 ‧了解詞語意義：以動作表演、
做決定。
說明及圖示的方式，認識詞語
的意義。並從詞語中對出生
字，配合電子教科書或教學
DVD 中的筆順教學，或教師
指導學生書空，習寫生字。
【活動 4-1】語文焦點
‧提出語文焦點「我會認字」中
的字，請學生認一認。學生發
表如何辨識讀音。
【活動 4-2】花瓣造字
‧解說花瓣造字原理，寫出造詞。
【活動 4-3】內容深究
‧配合課文情境圖，先觀察圖片，
再回答問題。
【活動 5-1】成語故事擂臺（大富
翁）
‧說明說故事時先做好準備，就
會說得更精采。說明是先要準
備的項目。
【活動 5-2】圖畫成語
‧看圖猜成語，學習成語的文字
趣味；並將成語以圖畫方式表
示，讓成語學習更趣味化。提
供若干作品讓學生參考，例
如：七手八腳、一步登天、魚
與熊掌不可兼得……。
【活動 6-1】句子教學
‧提出語文焦點「我會運用詞語
造句」的四字詞語，請學生讀
一讀。學生可利用工具書或上
網查詢，說出四字詞語的意
義，並練習造句。學生並說出
和數字有關的詞語。
【活動 6-2】趣味相聲
‧學生讀文章，揣摩文章內的語
氣，圈出文章中的數字詞語，
試著猜測它的意思。

節數

補救教學
【聽與說】兩人一組，一人當甲，
另一人當乙，練習對口相聲；
也可以自行改變其中的數字成
語，只要前後文讀起來內容順

使用教材
康軒版教科書
「十三、數字好
好玩」
康軒版教具
1.教學 CD
2.教學 DVD
3.國語 3 上電子
教科書

1

評量方式 備註
1.同儕互評
2.實作評量
（朗讀）
3.實作評量
（發表）
4.習作評量
5.自我評量

教學期程

能力指標(含重大議題)

1-2-1 能運用注音符號，理
解字詞音義，提升閱讀效
能。
2-2-2-2 能思考說話者所表
達的旨意。
3-2-1-2 在看圖或觀察事物
後，能以完整語句簡要說明
其內容。
4-2-4-1 能養成執筆、坐姿適
當，以及書寫正確、迅速，
保持整潔與追求美觀的習
慣。
5-2-7-1 能概略讀懂不同語
言情境中句子的意思，並能
依語言情境選用不同字詞
和句子。
6-2-6-1 能掌握詞語的相關
知識，寫出語意完整的句
子。

12.30－1.05

【環境教育】
1-2-1 覺知環境與個人身心
健康的關係。
【家政教育】
3-2-4 表現合宜的生活禮
儀。
【生涯發展教育】
3-2-2 學習如何解決問題及
做決定。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暢即可。
【寫 字】教師或學生提出句
子，並熟讀句子。教師或學生
從句子中提出詞語，並以動作
表演、說明及圖示的方式，認
識詞語的意義。
【閱 讀】學生依照說故事準備
的事項練習說成語故事。故事
內容可以自選，也可以說課本
中的成語故事。
【作 文】鼓勵學生利用花瓣造
字方法所造出的詞語，組合成
一段文句。
十四、神射手與賣油翁
【活動 1-1】聆聽故事
‧教師先播放教學 CD，讓學生
聽完故事「聞雞起舞」和「井
底之蛙」後提問。
【活動 1-2】課文朗讀
‧配合教學 CD 或電子教科書，
教師範讀，再全班共同朗讀、
分組朗讀、個別朗讀。
【活動 1-3】試說大意
‧教師提問，指導學生從課文中
找到答案，並串起答案，成為
大意。
【活動 2-1】句子教學
‧指導學生用「但是……卻……」
造出完整的句子，先列出原
因，結果要和前面預期的不
同，完成造句。學生說一說，
所造出來的句子還能替換哪些
關聯詞，意思仍然不變。
【活動 3-1】生字詞語教學
‧了解詞語意義：以動作表演、
說明及圖示的方式，認識詞語
的意義。並從詞語中對出生
字，配合電子教科書或教學
DVD 中的筆順教學，或教師
指導學生書空，習寫生字。
【活動 4-1】語文焦點
‧教師提出「我會認字」中的字，
請學生認一認。讀出語文焦點
「我會念」中的四字詞語，學
生發表這些詞語有什麼關係。
（都是形容射箭技術高超的的
詞語。）
【活動 4-2】內容深究
‧配合課文情境圖，先觀察圖片，
再回答問題。
【活動 5-1】多義詞對對碰
‧讀出課本中「語文焦點」的句
子，請學生發表這些框上色塊
的詞語，意思有什麼不同。鼓
勵學生尋找本課的多義詞，並
試著利用多義詞造出不同的句
子。
【活動 5-2】閱讀教學
‧指導學生事先準備一則自己喜
歡的故事，最好是發揮創意或
發明的故事，可以將故事列印
出來，或者把故事書直接帶

節數

使用教材

康軒版教科書
「十四、神射手
與賣油翁」
康軒版教具
1.教學 CD
2.教學 DVD
3.國語 3 上電子
教科書

1

評量方式 備註

1.實作評量
（朗讀）
2.實作評量
（發表）
3.習作評量
4.自我評量
5.口頭評量
6.同儕評量

教學期程

能力指標(含重大議題)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來。學生利用敘述六要素完成
故事大綱，整理故事內容要
點，再利用大綱上臺說故事給
同學聽。
【活動 6-1】作文教學：人物描寫
‧教師可以展示某些人物或卡通
人物的重點部位或器官，讓學
生猜一猜他是誰。請學生說出
他怎麼知道的，看見哪些特
徵？同時發現每個人物都有特
別的地方。最後完成文章，並
寫在作文簿或稿紙裡。

1.06－1.12

5-2-7-1 能概略讀懂不同語
言情境中句子的意思，並能
依語言情境選用不同字詞
和句子。
5-2-10 能思考並體會文章
中解決問題的過程。
5-2-12-1 能在閱讀中領會並
尊重作者的想法。
5-2-14-4 學會自己提問，自
己回答的方法，幫助自己理
解文章的內容。
6-2-1-1 能在口述作文和筆
述作文中，培養豐富的想像
力。
6-2-3-2 能以短文寫出自己
身邊的人、事、物。
6-2-5-1 能養成觀察周圍事
物，並寫下重點的習慣。
6-2-7-2 能學習敘述、描寫、
說明、議論、抒情等表達技
巧，練習寫作。
6-2-10-1 能在寫作中，發揮
豐富的想像力。

補救教學
【寫 字】教師或學生提出句
子，並熟讀句子。教師或學生
從句子中提出詞語，並以動作
表演、說明及圖示的方式，認
識詞語的意義。
【閱 讀】指導學生聆聽故事的
禮貌，要安靜專注的聆聽，適
時的給予講述者回饋或微笑；
講述者說話要清晰，眼睛看著
聽眾。
【作 文】教師說明寫作人物需
要注意：描寫人物的時候，要
善用細膩的觀察和使用不同的
詞語，將人物的特色顯現出
來。讓眼睛就像照相機或攝影
機一樣，讓人物唯妙唯肖的出
現在眼前。可以先畫出結構
圖，再做分項觀察。
統整活動四
【活動一】閱讀指導——找段落
大意的方法
1.指導學生以找中心句的方式，
找出段落大意。中心句也稱為
主題句，就是最能代表這一段
內容的句子。
2.指導學生讀一讀段落的句子，
再使用畫線策略，圈出段落中
重要的關鍵詞語。
3. 利 用 縮 寫 的 方 式 找 出 段 落 大
意。也就是利用之前學過的縮
句方法，先將句子縮短。指導
學生縮寫句子時，可以用刪除
法，也就是先刪除不重要的詞
語。
【活動二】寫作指導——我會寫
人物
1.學生閱讀本單元的故事，說出
各課有哪些人物，他們有什麼
特色或與眾不同的表現。
2.教師可提供一篇描寫人物的文
章讓學生閱讀，歸納出各段的
段落大意。
3.教師結合寫作大綱和九宮格幫
助學生聯想，指導、討論描寫
人物有哪些面向或材料可以書
寫；最後將三、五個確定的材
料填入寫作大綱中。
4.兩位學生一組，分別觀察對方

康軒版教科書
「統整活動四」
康軒版教具
1.國語 3 上電子
教科書

1

1.實作評量
2.口頭評量
3.朗讀評量
4.同儕評量

教學期程

能力指標(含重大議題)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的外形，有順序的說出五句描
寫對方的句子。
5. 指 導 學 生 觀 察 班 上 同 學 的 個
性、興趣、動作或說話的樣子，
說出對他的觀察，並舉出實例
或他說過的話來佐證。
補救教學
【閱 讀】請學生讀一讀其他段
落，學習用上面的方法，自行
找出段落大意。
【作 文】指導學生說出對描寫
人物的感覺，可以是祝福、感
想、影響、希望、懷念、讚美、
影響、啟示、感嘆、勸誡、結
果……。
【期末評量週】
5-2-3-2 能了解文章的主
旨、取材及結構。
5-2-4-1 能閱讀各種不同表
述方式的文章。
5-2-8-1 能討論閱讀的內
容，分享閱讀的心得。
5-2-10 能思考並體會文章
中解決問題的過程。
5-2-13 能讀懂課文內容，了
解文章的大意。
5-2-14-2 能理解在閱讀過程
中所觀察到的訊息。
5-2-14-4 學會自己提問，自
己回答的方法，幫助自己理
解文章的內容。
【生涯發展教育】
3-2-2 學習如何解決問題及
做決定。

1.13－1.19

閱讀開門二、白鶴的禮物
【活動一】標題預測
1.請學生連結生活經驗，說一說
自己對送禮物的看法。
2.請學生依據課文題目，猜測與
「白鶴的禮物」有關的內容，
引起學生討論的興趣。
3.記錄自己預測的內容，之後小
組討論從文章段落、插圖中獲
得的訊息，標示重點。
4.學生經過小組討論後發表：自
己如何做預測，預測結果和文
章內容可能有哪些異同。
【活動二】內容預測
1.引導學生猜一猜，白鶴想到什
麼好方法呢？
2. 引 導 學 生 觀 察 圖 片 的 預 測 狀
況。並請學生記錄自己的預測
與想法。
3.請學生小組討論並發表：自己
如何做預測，預測結果和文章
內容有什麼異同。
【活動三】字詞解碼
‧教師提出「飢腸轆轆」、「大快
朵頤」、「七上八下」在句子裡
表示什麼意思？
【活動四】內容理解
‧教師以提問方式，進行閱讀理
解。
【活動五】習作指導
‧指導學生進行題目引導，指導
學生完成習作題目。
補救教學
【閱 讀】默讀文章內容後，可
以簡單說出故事內容。
【作 文】從白鶴送禮的經過，
讓學生完整寫出自己的觀點與
看法。

康軒版教科書
「 閱 讀 開 門
二、白鶴的禮
物」
康軒版教具
1.教學 CD
2.教學 DVD
3.國語 3 上電子
教科書

1

1.實作評量
2.口頭評量
3.朗讀評量
4.同儕評量
5.習作評量

彰化縣和仁國民小學 107 學年度下學期二年級數學領域補救教學計畫
一、學習總目標：
（一）生活中處處可以找到驚喜，只要品味觀察，生活中處處可發現值得回憶、保存的好滋味。蒐集、
閱讀並用適當的語調朗讀有關生活的詩歌、文章。
（二）心情會產生不同變化，並影響人的行為表現。學習如何面對自己的心情，理解人們會根據自我需
求和認知，產生不同體會，採取不同的因應方式。
（三）透過閱讀，向大自然學習，欣賞千變萬化的自然奇觀，以及許許多多不為人知的祕密，了解大自
然與我們息息相關，愛護生存環境，尊重大自然。
（四）學習培養良好的溝通能力，有責任心和榮譽感，當一個會處理生活、品味生活的人。
（五）認識童話，引導學生欣賞不同風格的作品，認識童話的多樣性，並培養閱讀興趣。
（六）走入文學世界，品味詩、劇本、童話等不同文類的作品，認識古今中外名家，了解文學作品的多
樣性及趣味性，培養自主學習的主動性。
（七）學會擴句、找語病，加強句子表達的能力。
（八）認識分號、間隔號、破折號的意思，並能正確使用在文章中。
（九）認識告示內容、讀書心得的寫作方法，並練習寫作。
（十）認識運用「定點描寫」與「移動描寫」的寫景技巧方式來進行寫作，豐富寫作的形式。

二、本學期課程內涵：
教學期程 能力指標(含重大議題)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2.10－
2.16

第一單元 生活的滋味
一、許願
【活動 1-1】引起動機：創意造句
‧搜尋與「祈禱」有關的圖片，讓
學生看。教師提問，學生創意造
句。
【活動 1-2】課文朗讀
‧教師請學生先默讀課文一次。
【活動 1-3】試說大意
‧指導學生運用「找關鍵句」的方
式，歸納課文大意。
【活動 2-1】說話教學：影片欣賞「我
的夢想」
‧用關鍵字「Patrickand Friends：我
的夢想」在 youtube 搜尋觀賞影片。
【生涯發展教育】2-2-2 激 【活動 2-2】聆聽教學：說說我的夢
發對工作世界的好奇心。
想
‧請學生說出自己對未來的夢想。
【活動 2-3】課文美讀
‧聆聽教學 CD，教師範讀，全班學
生再跟著朗讀。朗讀時要加強詩
歌抑揚頓挫的聲音表現。
【活動 3-1】生字詞語教學
‧了解詞語意義：以動作表演、說
明及圖示的方式，認識詞語的意
義。並從詞語中對出生字，配合
電子教科書或教學 DVD 中的筆
順教學，或教師指導學生書空，
習寫生字。
【活動 4-1】語文焦點
‧學生讀出語文焦點「我會認字」
的內容。鼓勵學生用這幾組的
字，造出更多的詞語。
【活動 4-2】閱讀教學：詩歌欣賞
‧運用「春天」
、
「童詩」等關鍵字，
找到與春天有關的童詩，讓大家
欣賞。學生朗讀自己找到的童
詩，並說出這首童詩有趣的句子。
【活動 5-1】內容深究
‧配合課文情境圖，觀察圖片，再
進行閱讀理解，回答問題。
【活動 6-1】作文教學
‧口述詩歌「許願」
，要能說出不同
角色許下的心願，以及在新的一
年，對自己的期望。
【活動 6-2】語文焦點
‧指導學生注意語文焦點「我會念」
中詞語的搭配，並說出恰當的動
詞短語。

節數

1-2-2 能了解注音符號和語
調的變化，並應用於朗讀文
學作品。
2-2-2-4 能在聆聽過程中感
受說話者的情緒。
3-2-1-3 能清楚說出自己的
意思。
4-2-1-1 能利用部首或簡單
造字原理，輔助識字。
5-2-4-2 能讀出文句的抑揚
頓挫與文章情感。
6-2-6-1 能掌握詞語的相關
知識，寫出語意完整的句
子。

補救教學
【聽與說】教師針對學生的程度，
進行聽寫複習小考。
【閱 讀】教師可將童詩先行列
印，再發給每組同學，請同學加
上適當的插圖，成為教室中的情
境布置。
【寫 字】教師或學生提出句子，
並熟讀句子。教師或學生從句子
中提出詞語，並以動作表演、說
明及圖示的方式，認識詞語的意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康軒版教科書 1.實作評量
「一、許願」 2.習作評量
康軒版教具
3.口頭評量
1.教學 CD
2.教學 DVD
3.國語 3 下電
子教科書

1

教學期程 能力指標(含重大議題)

1-2-3-1 能運用注音符號，
輔助記錄訊息。
2-2-1-1 能養成仔細聆聽的
習慣。
3-2-1-4 能清楚複述所聽到
的事物。
3-2-4-1 能抓住重點說話。
4-2-1-1 能利用部首或簡單
造字原理，輔助識字。
5-2-8-2 能理解作品中對周
遭人、事、物的尊重與關
懷。
6-2-6-1 能掌握詞語的相關
知識，寫出語意完整的句
子。
【家政教育】
4-2-5 了解參與家庭活動的
重要性。

2.17－
2.23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義。
【作 文】指導學生讀出喜歡的課
文段落，並說明原因。
第一單元 生活的滋味
二、晒棉被
【活動 1-1】引起動機：陽光的聯想
‧教師在黑板寫下「陽光」
，請學生
用接說的方式，說出從「陽光」
聯想到的事物。
【活動 1-2】課文朗讀
‧教師請學生先默讀課文一次。
【活動 1-3】試說大意
‧配合習作第二大題，指導學生找
出課文中的人物、時間、地點、
事情的原因、經過、結果等內容，
再串連成課文大意。
【活動 2-1】生字詞語教學
‧了解詞語意義：以動作表演、說
明及圖示的方式，認識詞語的意
義。並從詞語中對出生字，配合
電子教科書或教學 DVD 中的筆
順教學，或教師指導學生書空，
習寫生字。
【活動 3-1】課文美讀
‧聆聽教學 CD，教師範讀，全班學
生再跟著朗讀。朗讀時要注意聲
音的輕重緩急。
【活動 3-2】內容深究
‧配合課文情境圖，觀察圖片，再
進行閱讀理解，回答問題。
【活動 4-1】語文焦點
‧教師提出語文焦點「我會認字」
中的字，請學生認一認。
【活動 4-2】閱讀教學
‧引導學生閱讀課文，理解課文中
動作詞語運用的方式。指導學生
能精確運用本課的動作詞語，感
受字詞在句子中的作用。
【活動 5-1】作文教學
‧口述「晒棉被」
，能說出家人合作
完成事情的經過與樂趣。
【活動 5-2】語文焦點
‧學生讀「我會造句」的句子，用
「一連……直到……」造出完整
的句子。
【活動 6-1】說話教學、聆聽教學：
快樂家庭日
‧事先提供說話重點，請學生先行
準備一段說話內容。學生上臺發
表，大約兩分鐘，鼓勵學生要掌
握說話的重點，說出與家人共同
參與活動的樂趣。
補救教學
【聽與說】教師針對學生的程度，
進行聽寫複習小考。
【閱 讀】透過分組討論或共同練
習的方式，進行閱讀練習。
【寫 字】教師或學生提出句子，
並熟讀句子。教師或學生從句子
中提出詞語，並以動作表演、說
明及圖示的方式，認識詞語的意

節數

使用教材

康軒版教科書
「二、晒棉被」
康軒版教具
1.教學 CD
2.教學 DVD
3.國語 3 下電
子教科書

1

評量方式 備註

1.實作評量
（朗讀）
2.實作評量
（發表）
3.實作評量
（寫作）
4.習作評量
5.口頭評量

教學期程 能力指標(含重大議題)

1-2-3-2 能就所讀的注音讀
物，提出自己的看法，並做
整理歸納。
2-2-2-5 能結合科技與資
訊，提升聆聽學習的效果。
3-2-2-2 能正確、流暢、有
感情的朗讀文學作品。
4-2-3-2 能應用筆畫、偏旁
變化和間架結構原理寫字。
5-2-4-1 能閱讀各種不同表
述方式的文章。
6-2-6-1 能掌握詞語的相關
知識，寫出語意完整的句
子。
【環境教育】
1-2-2 能藉由感官接觸環境
中的動、植物和景觀，欣賞
自然之美，並能以多元的方
式表達內心感受。

2.24－
3.02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義。
【作 文】請學生找出課文中運用
了「一連……直到……」的句子。
三、下雨的時候
【活動 1-1】引起活動：感官體驗活
動
‧教師帶學生走出教室，選擇校園
內的一棵大樹或一株花草，鼓勵
學生說出自己的觀察。
【活動 1-2】課文朗讀
‧教師請學生先默讀課文一次。
【活動 1-3】形式深究
‧請學生數本課共有幾小段？請學
生想想課文中各小段的內容，需
要再合併嗎？
【活動 1-4】試說大意
‧指導學生從課文中找到答案，並
串起答案，成為「大意」。
【活動 2-1】生字詞語教學
‧了解詞語意義：以動作表演、說
明及圖示的方式，認識詞語的意
義。並從詞語中對出生字，配合
電子教科書或教學 DVD 中的筆
順教學，或教師指導學生書空，
習寫生字。
【活動 3-1】課文美讀
‧聆聽教學 CD，教師範讀，全班學
生再跟著朗讀。朗讀時要注意聲
音的輕重緩急。
【活動 3-2】內容深究
‧配合課文情境圖，觀察圖片，再
進行閱讀理解，回答問題。
【活動 4-1】語文焦點
‧提出語文焦點「我會念」的句子，
學生讀句子。說出句子在描寫什
麼？是何種感官的描寫？
【活動 4-2】童詩背誦
‧指導學生朗讀童詩「春雨」
，學生
發表朗讀後的感覺，師生再共同
討論本詩的特色。
【活動 6-1】成語教學
‧指導學生上網搜尋和本課生字相
關的成語，要了解成語意義，並
在課前完成。
【活動 6-2】說話教學
‧請學生分享生活中一件美好的
事，師生共同討論「美好事物」
的定義。
【活動 6-3】閱讀教學
‧教師發下「春雨」一文（參見教
師手冊教學寶盒），請學生閱讀。
學生指出難詞，教師釋義。
補救教學
【聽與說】教師針對學生的程度，
進行聽寫複習小考。
【閱 讀】師生共同討論「春雨」
文章和課文有哪些相同和不同的
地方。
【寫 字】教師或學生提出句子，
並熟讀句子。教師或學生從句子
中提出詞語，並以動作表演、說

節數

使用教材

康軒版教科書
「三、下雨的
時候」
康軒版教具
1.教學 CD
2.教學 DVD
3.國語 3 下電
子教科書

1

評量方式 備註

1.實作評量
（朗讀）
2.實作評量
（發表）
3.習作評量
4.實作評量
（寫作）

教學期程 能力指標(含重大議題)

1-2-3-2 能就所讀的注音讀
物，提出自己的看法，並做
整理歸納。
2-2-3-1 能聽出他人優美的
表達技巧。
3-2-2-5 能說出一段話或一
篇短文的要點。
4-2-3-2 能應用筆畫、偏旁
變化和間架結構原理寫字。
5-2-7-1 能概略讀懂不同語
言情境中句子的意思，並能
依語言情境選用不同字詞
和句子。
6-2-1-1 能在口述作文和筆
述作文中，培養豐富的想像
力。
【環境教育】
3-2-2 培養對自然環境的熱
愛與對戶外活動的興趣，建
立個人對自然環境的責任
感。

3.03－
3.09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明及圖示的方式，認識詞語的意
義。
【作 文】教師可視需求，進一步
指導學生加上開頭（背景或原因）
和結尾（感想）
，完成完整的「感
官作文」。
四、追風車隊
【活動 1-1】看圖說話
‧教師引導學生觀察課文情境圖，
並進行課文內容提問。
【活動 1-2】課文朗讀
‧教師請學生先默讀課文一次。
【活動 1-3】試說大意
‧指導學生從課文中找到答案，並
串起答案，成為「大意」。
【活動 2-1】生字詞語教學
‧了解詞語意義：以動作表演、說
明及圖示的方式，認識詞語的意
義。並從詞語中對出生字，配合
電子教科書或教學 DVD 中的筆
順教學，或教師指導學生書空，
習寫生字。
【活動 3-1】形式深究
‧師生共同討論本課課文形式，教
師進行提問。
【活動 3-2】內容深究
‧配合課文情境圖，觀察圖片，再
進行閱讀理解，回答問題。
【活動 3-3】語文焦點
‧教師提出語文焦點「我會認字」
中的字，請學生認一認。鼓勵學
生用其中的詞語造句。
【活動 4-1】語文焦點
‧學生讀一讀「我會念」的短語，
教師分析短語的組成方式。
【活動 4-2】寫作教學
‧將語文焦點「我會造句」當寫作
教學的材料，學生說一說讀過句
子之後，所理解的事情。
【活動 5-1】口述課文
‧鼓勵學生參考情境圖，說出課文
內容。口述課文變化方式，指名
學生以接力方式口述課文。
【活動 5-2】成語教學
‧鼓勵學生解釋本課相關成語的意
思和用法，教師補充說明。學生
口述常用成語的典故。
【活動 6-1】閱讀教學
‧教師影印本課「教師寶盒」中的
文學欣賞「臺灣小吃」一文。指
名學生分段朗讀。
【活動 6-2】說話教學
‧指導學生分享自己品嘗臺灣小吃
的經驗。教師提示問題，請學生
將回答的內容連貫起來。
補救教學
【聽與說】教師針對學生的程度，
進行聽寫複習小考。
【閱 讀】指導學生辨認文章的表
述方式。
【寫 字】教師或學生提出句子，

節數

使用教材

康軒版教科書
「四、追風車
隊」
康軒版教具
1.教學 CD
2.教學 DVD
3.國語 3 下電
子教科書

1

評量方式 備註

1.實作評量
（朗讀）
2.習作評量
3.實作評量
（寫作）
4.口頭評量
5.紙筆評量

教學期程 能力指標(含重大議題)

3.10－
3.16

5-1-2-2 能概略了解課文的
內容與大意。
5-1-7-3 能從閱讀的材料
中，培養分析歸納的能力。
5-2-1 能掌握文章要點，並
熟習字詞句型。
5-2-3-2 能了解文章的主
旨、取材及結構。
5-2-7-1 能概略讀懂不同語
言情境中句子的意思，並能
依語言情境選用不同字詞
和句子。
6-2-1-1 能在口述作文和筆
述作文中，培養豐富的想像
力。
6-2-4-1 能概略知道寫作的
步驟，如：從蒐集材料到審
題、立意、選材及安排段
落、組織成篇。
6-2-7-2 能學習敘述、描
寫、說明、議論、抒情等表
達技巧，練習寫作。
6-2-9 能了解標點符號的功
能，並在寫作時恰當的使
用。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並熟讀句子。教師或學生從句子
中提出詞語，並以動作表演、說
明及圖示的方式，認識詞語的意
義。
【作 文】討論以三個形容動作的
詞語所組成的句子，句中的三個
小句，沒有時間先後次序的差
別。指導學生運用這種修辭技
巧，可以讓句子有重複的美感，
並同時展現不同詞語的變化，讀
來更有張力和鮮明生動。
統整活動一
【活動一】認識標點符號──間隔
號、破折號
1.指導學生認識間隔號和破折號的
寫法。
2. 指 導 學 生 讀 一 讀 課 本 提 供 的 例
句，說說句子中，有哪些地方用
到間隔號和破折號。
3.請學生找找其他課次，有哪些地方
運用到間隔號和破折號，並且把
這個句子抄下來。
【活動二】寫作指導──描寫情緒
1.教師先請學生找出第二、三、四課
課文中，描寫情緒的句子，並以
鉛筆標記下來。
2.指名學生朗讀描寫情緒的句子。
3.師生一起把課文中描寫情緒的句
子分類。
4.指名學生朗讀本頁內容，說一說用
三種方式朗讀後的感覺有何不
同。（「動作加表情」、「表情加對
話」這兩種描寫情緒的方式比較
具體生動。）
5.以「考試」為題，教師鼓勵學生練
習以不同的方式描寫情緒。
【活動三】閱讀指導──如何寫課
文大意
1.教師指導學生以「問題回答法」找
出課文大意。
(1)教師圍繞著與課文追風車隊有關
的「六何法」提問。
(2)鼓勵學生就提問內容，回答課文
中和標題相關的人物、時間、地
點、事件， 以及角色對事件的感
受。
(3)師生共同把人物、時間、地點、
事件和角色對事件的感受等要素
連貫起來，加以整理（刪除重複
的代名詞，並省略形容的詞語，
使文句精簡而通順）
，完成課文大
意。
2.教師指導學生以「合併段意法」找
出課文大意。
(1)請學生朗讀追風車隊，再上臺寫
出各段大意。
(2)指名學生朗讀各段大意，師生共
同整理文句：將重複的代名詞刪
除，省略形容的詞語，修飾文句
使其讀來通順，最後連結成課文
大意。
3.教師補充說明：找課文（文章）大

節數

使用教材

康軒版教科書
「統整活動
一」
康軒版教具
1.國語 3 下電
子教科書

1

評量方式 備註

1.口頭評量
2.紙筆評量
3.實作評量
（朗讀）
4.實作評量
（發表）
5.實作評量
（寫作）
6.習作評量

教學期程 能力指標(含重大議題)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意的方法有好幾種，我們可依據
課文內容和表述的方式，選擇適
合找大意的方法。
4.教師以課文下雨的時候，協助學生
以「合併段意法」練習找出課文
大意。

1-2-3-2 能就所讀的注音讀
物，提出自己的看法，並做
整理歸納。
2-2-2-3 能發展仔細聆聽與
歸納要點的能力。3-2-1-2
在看圖或觀察事物後，能以
完整語句簡要說明其內容。
4-2-1-1 能利用部首或簡單
造字原理，輔助識字。
5-2-8-2 能理解作品中對周
遭人、事、物的尊重與關
懷。
6-2-1-1 能在口述作文和筆
述作文中，培養豐富的想像
力。
【環境教育】
1-2-2 能藉由感官接觸環境
中的動、植物和景觀，欣賞
自然之美，並能以多元的方
式表達內心感受。

3.17－
3.23

補救教學
【閱 讀】教師補充說明：國字中，
整數與小數的分界處也可使用間
隔號，例如：
「三．五公里」
、
「二．
六公分」。
【作 文】能認識以「直接描寫」、
「動作加上表情」、「表情加上對
話」三種方式來描寫情緒，並找
出以前讀過的課文或文章，是否
有出現這種描寫方式。
第二單元 心情組曲
五、我要給風加上顏色
【活動 1-1】引導活動：腦力激盪
‧教師先在黑板寫下「風」
，請學生
說一說對「風」的感覺。
【活動 1-2】課文朗讀
‧教師請學生先默讀課文一次。
【活動 1-3】試說大意
‧指導學生從課文中找到答案，並
運用縮句技巧，將答案精簡為「大
意」。
【活動 2-1】生字詞語教學
‧了解詞語意義：以動作表演、說
明及圖示的方式，認識詞語的意
義。並從詞語中對出生字，配合
電子教科書或教學 DVD 中的筆
順教學，或教師指導學生書空，
習寫生字。
【活動 3-1】形式深究
‧配合課文情境圖，觀察圖片，再
進行閱讀理解，回答問題。
【活動 3-2】語文焦點
‧提出語文焦點「我會認字」中的
字，請學生認一認。學生朗讀「童
詩開門」的「微笑」。
【活動 4-1】課文美讀
‧聆聽教學 CD，教師範讀，全班學
生再跟著朗讀。朗讀者必須把自
己當作詩人，從詩人的眼中看詩
句，才能體會詩人寫詩的意境。
【活動 4-2】語文焦點
‧學生讀「我會造句」的句子，用
「如果……就……」造出完整的
句子。
【活動 4-3】閱讀教學
‧學生朗讀習作第六大題的童詩，
提出自己發現的問題。
【活動 5-1】寫作教學
‧學生根據提示，先進行思考「對
哪種自然現象最感興趣？」指導
學生將想法寫在十六開的圖畫紙
上。
【活動 5-2】聆聽教學
‧認真聆聽同學所創作的童詩，並
做適當回應。

康軒版教科書
「五、我要給
風加上顏色」
康軒版教具
1.教學 CD
2.教學 DVD
3.國語 3 下電
子教科書

1

1.實作評量
（朗讀）
2.實作評量
（發表）
3.實作評量
（注音）
4.自我評量
（聆聽）
5.口頭評量
6.習作評量
7.實作評量
（寫作）

教學期程 能力指標(含重大議題)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活動 6-1】說話教學
‧配合「閱讀紀錄單」
，請學生在小
組內進行故事接龍，覆述「風箏
和白雲」的故事。

1-2-3-2 能就所讀的注音讀
物，提出自己的看法，並做
整理歸納。
2-2-2-1 能聽出重點。
3-2-3-5 說話用詞正確，語
意清晰，內容具體，主題明
確。
4-2-1-3 能利用新詞造句。
5-2-10 能思考並體會文章
中解決問題的過程。
6-2-3-2 能以短文寫出自己
身邊的人、事、物。
【環境教育】
1-2-2 能藉由感官接觸環境
中的動、植物和景觀，欣賞
自然之美，並能以多元的方
式表達內心感受。

3.24－
3.30

補救教學
【聽與說】教師針對學生的程度，
進行聽寫複習小考。
【閱 讀】教師排除習作上的題目
內容，進行習作第六大題的內容
提問。
【寫 字】教師或學生提出句子，
並熟讀句子。教師或學生從句子
中提出詞語，並以動作表演、說
明及圖示的方式，認識詞語的意
義。
【作 文】學生書寫紀錄單後，與
同學互相分享。教師將作品張貼
在教室公告欄讓大家欣賞。
六、黃金葛
【活動 1-1】引導活動：腦力激盪
‧教師先展示一盆黃金葛，請學生
描述「黃金葛」的特色，並進行
提問。
【活動 1-2】課文朗讀
‧教師請學生先默讀課文一次。
【活動 1-3】試說大意
‧教師指導學生從提問的答案中，
整合課文大意。
【活動 2-1】生字詞語教學
‧了解詞語意義：以動作表演、說
明及圖示的方式，認識詞語的意
義。並從詞語中對出生字，配合
電子教科書或教學 DVD 中的筆
順教學，或教師指導學生書空，
習寫生字。
【活動 3-1】內容深究
‧配合課文情境圖，觀察圖片，再
進行閱讀理解，回答問題。
【活動 3-2】語文焦點
‧提出語文焦點「我會認字」中的
字，請學生認一認。
【活動 4-1】課文美讀
‧聆聽教學 CD，教師範讀，全班學
生再跟著朗讀。朗讀時要加強說
故事的語氣。
【活動 4-2】語文焦點
‧教師提出語文焦點「我會念」的
短語，和「我會造句」的句子，
請學生讀一讀。
【活動 5-1】寫作教學
‧指導學生事先準備一個「我最心
愛的玩具」帶到學校，進行寫作
活動。學生將完成的作文跟同學
交換，進行批改活動。
（協助挑錯
字、提供文句建議修改等。）
【活動 6-1】說話教學
‧學生在小組內輪流報告「我最心
愛的玩具」。
【活動 6-2】閱讀教學
‧提供學生一則心情故事文章，學
生自行閱讀。在閱讀中，請學生

康軒版教科書
「六、黃金葛」
康軒版教具
1.教學 CD
2.教學 DVD
3.國語 3 下電
子教科書

1

1.實作評量
（注音）
2.自我評量
（聆聽）
3.口頭評量
（說話）
4.口頭評量
（閱讀）
5.紙筆評量
（ 識 字
與寫字）
6.實作評量
（寫作）

教學期程 能力指標(含重大議題)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在文章上圈出不懂的詞語。

3.31－
4.06

補救教學
【聽與說】教師針對學生的程度，
進行聽寫複習小考。
【閱 讀】全班共同討論心情文章
中的難詞，並解釋該詞語的意思。
【寫 字】教師或學生提出句子，
並熟讀句子。教師或學生從句子
中提出詞語，並以動作表演、說
明及圖示的方式，認識詞語的意
義。
【作 文】指導學生運用習作第六
大題關鍵詞的紀錄，以擴句技
巧，加入形容詞、動詞的描寫，
凸顯「玩具」的特色和「心情」
的感受。
1-2-3-1 能運用注音符號， 七、最後的決定
輔助記錄訊息。
【活動 1-1】引導活動：腦力激盪
2-2-2-4 能在聆聽過程中感 ‧教師先展示幾張告示牌的圖片，
受說話者的情緒。3-2-1-1
請學生說說告示牌的作用。學生
在討論問題或交換意見
根據自己的生活經驗發表。
時，能清楚說出自己的意
【活動 1-2】課文朗讀
思。
‧教師請學生先默讀課文一次。
4-2-3 能概略了解筆畫、偏 【活動 1-3】試說大意
旁變化及結構原理。
‧指導學生從課文中找到答案，並
5-2-7-1 能概略讀懂不同語
串起答案，成為「大意」。
言情境中句子的意思，並能 【活動 2-1】生字詞語教學
依語言情境選用不同字詞
‧了解詞語意義：以動作表演、說
和句子。
明及圖示的方式，認識詞語的意
6-2-1-1 能在口述作文和筆
義。並從詞語中對出生字，配合
述作文中，培養豐富的想像
電子教科書或教學 DVD 中的筆
力。
順教學，或教師指導學生書空，
習寫生字。
【生涯發展教育】
【活動 3-1】內容深究
3-2-2 學習如何解決問題及 ‧配合課文情境圖，觀察圖片，再
做決定。
進行閱讀理解，回答問題。
【活動 3-2】語文焦點
‧提出語文焦點「我會認字」中的
字，請學生認一認。
【活動 4-1】語文焦點
‧教師提出語文焦點「我會念」的
短語，請學生讀一讀。
【活動 4-2】課文美讀
‧聆聽教學 CD，教師範讀，全班學
生再跟著朗讀。朗讀時要對話內
容的語氣。
【活動 5-1】閱讀教學
‧學生配合習作大題，先閱讀公告
內容。教師提問從這張公告裡讀
到哪些訊息？請學生發表。
【活動 5-2】說話教學(一)
‧先整理課文中的對話，學生再說
標點符號會不會影響說話者的語
氣？
【活動 5-3】寫作教學（口述作文）
‧學生根據教師提供的主題，替換
三種語氣的對話內容，教師可自
行替換主題。
【活動 6-1】聆聽教學
‧專心聆聽課文故事內容，並能聽
出故事中的重點和旨意。

康軒版教科書
「七、最後的
決定」
康軒版教具
1.教學 CD
2.教學 DVD
3.國語 3 下電
子教科書

1

1.實作評量
（注音）
2.實作評量
（聆聽）
3.口頭評量
（說話）
4.紙筆評量
（ 識 字
與寫字）
5.口頭評量
（閱讀）
6.自我評量
（聆聽）
7.習作評量

教學期程 能力指標(含重大議題)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活動 6-2】說話教學(二)
‧配合閱讀紀錄單，請學生扮演頑
皮鬼和老和尚的動作與對話。

4.07－
4.13

補救教學
【聽與說】教師針對學生的程度，
進行聽寫複習小考。
【閱 讀】學生認識公告內容後，
請學生分組設計一張校園園遊會
的公告內容。
【寫 字】教師或學生提出句子，
並熟讀句子。教師或學生從句子
中提出詞語，並以動作表演、說
明及圖示的方式，認識詞語的意
義。
【作 文】以兩人一組的方式，進
行對話造句，自願者上臺表演兩
人的對話。
6-2-2-2 能配合日常生活， 統整活動二
練習寫簡單的應用文（如： 【活動一】認識標點符號──分號
賀卡、便條、書信及日記
1.指導學生認識分號的寫法。
等）。
2.指導學生讀一讀分號的用法，說說
6-2-5 能培養觀察與思考的
分號前後句子的相關性。
寫作習慣。
【活動二】寫作練習──寫「物」
6-2-8-1 能從內容、詞句、
的方法
標點方面，修改自己的作
1.教師請學生依序讀出課本提供的
品。
例句，並以提問進行教學：如果
6-2-9 能了解標點符號的功
請你將這三個物體進行分類，你
能，並在寫作時恰當的使
會怎麼分？（有生命的、無生命
用。
的；會動的、不會動的。）
6-2-10-1 能在寫作中，發揮 2.討論之後，請學生讀一次課本的文
豐富的想像力。
字敘述，再進行提問。
(1)「靜態」和「動態」的描寫，最
大的差別是什麼？（靜態是靜止
的狀態，動態是運動的狀態。）
(2) 第 一 個 描 寫 物 體 的 哪 些 特 色 ？
（顏色、形狀、紋路。）
(3) 第 二 個 描 寫 物 體 的 哪 些 特 色 ？
（顏色、形狀、動作。）
(4)第二個句子裡，哪些物體是「靜
態」的描寫？哪些是「動態」的
描寫？（第一、二個是靜態的描
寫，第三個有動態和靜態的描
寫。）
3.師生一起把課文中描寫心情的句
子分類。
【活動三】認識告示
1.請學生朗讀告示的說明。
2.教師提問：
(1)告示要有什麼特點，才能讓人讀
懂？（寫得簡單、明確。）
(2) 張 貼 告 示 的 主 要 目 的 是 什 麼 ？
（傳達的訊息，並希望相關的人
能配合、遵守或執行。）
3.請學生依序讀一讀三張告示的內
容，並根據提示，說出每張告示
所要傳遞的訊息。
（提示：告示的
主題、時間、地點、人員、其他
注意事項……。）
(1)第一張：花田圖書館提醒大家四
月五日（星期四）是清明節，要
休館一日。

康軒版教科書
「統整活動
二」
康軒版教具
1.國語 3 下電
子教科書

1

1.實作評量
（注音）
2.自我評量
（聆聽）
3.習作評量
4.口頭評量
（閱讀）
5.紙筆評量

教學期程 能力指標(含重大議題)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2)第二張： 電話是 87654321 的失
主，請大家幫忙尋找他的愛犬
──球球，四月七日在
永安公園走失，找到的人請撥電話
告知。
(3)第三張：四月二十五日（三）上
午十點，在圖書室舉辦小小說書
人比賽，請三年級的學生準備一
個三至五分鐘的童話故事，每組
一至三人參賽，在四月二十日前
到教務處報名。
4.鼓勵學生用自己的話把公告內容
重點述說一次。

5-2-3-2 能了解文章的主
旨、取材及結構。
5-2-4-1 能閱讀各種不同表
述方式的文章。
5-2-8-1 能討論閱讀的內
容，分享閱讀的心得。
5-2-10 能思考並體會文章
中解決問題的過程。
5-2-13 能讀懂課文內容，了
解文章的大意。
5-2-14-2 能理解在閱讀過
程中所觀察到的訊息。
5-2-14-4 學會自己提問，自
己回答的方法，幫助自己理
解文章的內容。

4.14－
4.20

【環境教育】
3-2-2 培養對自然環境的熱
愛與對戶外活動的興趣，建
立個人對自然環境的責任
感。

補救教學
【閱 讀】學生找一找其他課次，
有哪些地方運用到分號，並且把
這個句子抄下來。
【作 文】指導學生選擇身邊的物
品，觀察物品外形，再跟同組同
學說出它的特色。
閱讀開門一、彩色的天幕
【活動一】標題預測
1.請學生連結生活經驗，說一說自己
曾經看過或猜測的「天幕」形式，
並且分享彼此的看法。
2.請學生依據課文的題目，猜想與
「彩色的天幕」有關的內容，引
起學生的學習興趣。
3.學生一邊瀏覽圖片、全課課文，一
邊用筆標示自己預測正確的部
分。
4.請學生小組討論並發表：自己如何
做預測？預測結果和文章內容有
什麼異同？
【活動二】段落連結
1.教師提問哪些段落提到「彩色天
幕」的特色呢？仔細察看，文章
是用怎樣的順序描述。
2.教師隨堂引導：銜接生活經驗的連
結。想一想，段落中對「彩色天
幕」的介紹，有什麼特別？
3.小組討論：從段落中找到的「彩色
的天幕」特色，標示出重點並說
明。經過討論後，最後整理結果。
4.小組發表：從段落中找到的「彩色
的天幕」特色是什麼？你認為這
些內容是否真的特別？說一說你
的想法和原因。
【活動三】字詞解碼
‧教師提醒學生先用自己的方式，
想一想：「伸張正義」是什麼意
思？
【活動四】內容理解
‧教師以提問方式，進行閱讀理解。
【活動五】習作指導
‧教師進行題目引導，指導學生完
成習作題目。
補救教學
【閱 讀】閱讀文章「杜樂的動物
世界」（教師手冊「教師寶盒」）

康軒版教科書
「閱讀開門
一、彩色的天
幕」
康軒版教具
1.教學 CD
2.教學 DVD
3.國語 3 下電
子教科書

1

1.實作評量
（朗讀）
2.實作評量
（發表）
3.實作評量
（注音）
4.自我評量
（聆聽）
5.口頭評量
6.習作評量

教學期程 能力指標(含重大議題)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內容後，可以簡單說出文章內
容，並進行閱讀理解提問，完整
回答問題。
【作 文】讀完「彩色的天幕」
，學
生參考課文方式，完成一篇旅遊
紀錄。
【期中評量週】
1-2-3-2 能就所讀的注音讀
物，提出自己的看法，並做
整理歸納。
2-2-2-4 能在聆聽過程中感
受說話者的情緒。
3-2-1-2 在看圖或觀察事物
後，能以完整語句簡要說明
其內容。
4-2-1-1 能利用部首或簡單
造字原理，輔助識字。
5-2-14-5 能說出文章的寫
作技巧或特色。
6-2-6-1 能掌握詞語的相關
知識，寫出語意完整的句
子。

4.21－
4.27

第三單元 探索大自然
八、油桐花．五月雪
【活動 1-1】引導活動：猜猜我是誰
‧教師準備幾種花的圖片，如桂花、
玫瑰花、向日葵、玉蘭花、梅花、
櫻花、桃花等。教師一一展示圖
片，請學生猜一猜是哪一種花。
【活動 1-2】課文朗讀
‧教師請學生先默讀課文一次。
【活動 1-3】試說大意
‧指導學生從課文提問中找到答
案，並串起答案，成為「大意」。
【活動 2-1】課文美讀
‧聆聽教學 CD，教師範讀，全班學
生再跟著朗讀。以優美的語調朗
讀課文，注意文句中情感的表達。
【環境教育】
【活動 2-2】生字詞語教學
1-2-2 能藉由感官接觸環境 ‧了解詞語意義：以動作表演、說
中的動、植物和景觀，欣賞
明及圖示的方式，認識詞語的意
自然之美，並能以多元的方
義。並從詞語中對出生字，配合
式表達內心感受。
電子教科書或教學 DVD 中的筆
順教學，或教師指導學生書空，
習寫生字。
【活動 3-1】內容深究
‧學生觀察課文情境圖，發表觀察
到的情形和感想，再進行閱讀理
解，共同討論問題。
【活動 3-2】語文焦點
‧學生將生字描寫一次，教師再選
擇幾個生字做文字演變的解說。
【活動 4-1】形式深究
‧學生朗誦課文後，再觀察課文被
分成幾部分？教師提示每一部分
的開頭都會空兩格。
【活動 4-2】語文焦點
‧教師將兩邊的短語列出，請學生
找出不同的地方。鼓勵學生發揮
聯想力，找出其他的疊字，然後
再造出適當的短語。
【活動 5-1】寫作教學：仿寫作文
‧請學生以自己的經驗來發表，
「賞
○○花」的經驗是去哪裡欣賞？
請學生回答完整的句子，仿寫課
文第一段作文，抄在作業簿上。
【活動 6-1】說話教學、聆聽教學
‧配合說話課程，學生上臺報告欣
賞美景的經驗。搭配「聆聽紀錄
單」，指導學生記錄聽到的重點。
補救教學
【聽與說】教師針對學生的「聆聽
紀錄單」，進行態度評估。
【閱 讀】教師複習間隔號、破折

康軒版教科書
「八、油桐
花．五月雪」
康軒版教具
1.教學 CD
2.教學 DVD
3.國語 3 下電
子教科書

1

1.實作評量
（遊戲）
2.實作評量
（朗讀）
3.實作評量
（發表）
4.習作評量
5.口頭評量
6.自我評量

教學期程 能力指標(含重大議題)

4.28－
5.04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號的使用方式，及標點符號的使
用注意事項。請學生將短語組成
通順的句子。
【寫 字】教師或學生提出句子，
並熟讀句子。教師或學生從句子
中提出詞語，並以動作表演、說
明及圖示的方式，認識詞語的意
義。
【作 文】教師請學生將完成的作
文讀一遍，再與同學交換，彼此
分享並提供意見。
1-2-1 能運用注音符號，理 九、大自然的美術館
解字詞音義，提升閱讀效
【活動 1-1】引導活動：欣賞線上動
能。
畫繪本「原來這裡是野柳」
2-2-1-2 能養成喜歡聆聽不 ‧教師播放「原來這裡是野柳」動
同媒材的習慣。
畫繪本。
（資料來源：野柳地質公
3-2-2-2 能正確、流暢、有
園
，
感情的朗讀文學作品。
http://www.ylgeopark.org.tw/content/
4-2-1-1 能利用部首或簡單
news/NewsDetail.aspx?id=146）
造字原理，輔助識字。
【活動 1-2】課文朗讀
5-2-8-1 能討論閱讀的內
‧教師請學生先默讀課文一次。
容，分享閱讀的心得。
【活動 1-3】聆聽教學：「野柳地質
6-2-6-1 能掌握詞語的相關
公園紙上旅遊」
知識，寫出語意完整的句
‧教師將野柳地質公園的地圖投影
子。
給學生看。
【活動 1-4】影片欣賞
【海洋教育】
‧先連結到野柳地質公園的網站，
1-2-5 了解家鄉或鄰近沿海
點選「野柳的地質」
，讓學生了解
或河岸景觀的特色。
有 關 野 柳 的 背 景 知 識 。
(http://www.ylgeopark.org.tw/content
/info/VideoDetail.aspx?id=6)
【活動 2-1】生字詞語教學
‧了解詞語意義：以動作表演、說
明及圖示的方式，認識詞語的意
義。並從詞語中對出生字，配合
電子教科書或教學 DVD 中的筆
順教學，或教師指導學生書空，
習寫生字。
【活動 2-2】語文焦點
‧教師提出語文焦點「我會認字」
中的字，請學生找出字音不同的
地方。
【活動 3-1】課文美讀
‧聆聽教學 CD，教師範讀，全班學
生跟讀。以優美的語調朗讀課
文，注意文句中情感的表達。
【活動 3-2】內容深究
‧學生觀察課文情境圖，發表觀察
到的情形和感想，再進行閱讀理
解，共同討論問題。
【活動 3-3】試說大意
‧利用內容深究的過程，引導學生
說出段落大意。
【活動 4-1】語文焦點
‧學生練習「有的像……有的像……
還 有 的 像 … … 」、「 是 … … 或
是……還是……」句型造句。
【活動 5-1】寫作教學（配合統整活
動三「寫作指導──寫『景』的
方法」）
‧引導學生從課文中，發現介紹野
柳的風景寫法，並分辨統整活動

節數

使用教材

康軒版教科書
「九、大自然
的美術館」
康軒版教具
1.教學 CD
2.教學 DVD
3.國語 3 下電
子教科書

1

評量方式 備註

1.實作評量
（朗讀）
2.實作評量
（發表）
3.習作評量
4.自我評量
5.同儕互評

教學期程 能力指標(含重大議題)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三「寫作指導」中說明的兩種主
要寫景方法。
【活動 5-2】美麗校園攝影
‧帶領學生巡迴校園，用相機拍下
喜歡的景物。拍照時，提醒學生
可嘗試不同角度進行拍攝。
【活動 6-1】寫作練習
‧配合說話課程，學生上臺報告欣
賞美景的經驗。搭配「聆聽紀錄
單」，指導學生記錄重點。

1-2-3-2 能就所讀的注音讀
物，提出自己的看法，並做
整理歸納。
2-2-1-1 能養成仔細聆聽的
習慣。
3-2-1-2 在看圖或觀察事物
後，能以完整語句簡要說明
其內容。
4-2-1-1 能利用部首或簡單
造字原理，輔助識字。
5-2-4 能閱讀不同表述方式
的文章，擴充閱讀範圍。
5-2-8 能共同討論閱讀內
容，並分享心得。
6-2-3-3 能以短文表達自己
對日常生活的想法。

5.05－
5.11

【環境教育】
3-2-2 培養對自然環境的熱
愛與對戶外活動的興趣，建
立個人對自然環境的責任
感。

補救教學
【聽與說】教師針對學生的程度，
進行聽寫複習小考。
【寫 字】教師或學生提出句子，
並熟讀句子。教師或學生從句子
中提出詞語，並以動作表演、說
明及圖示的方式，認識詞語的意
義。
【作 文】引導學生回顧「野柳地
質公園紙上遊」的經驗，討論本
課寫景的方式。
十、臺灣的山椒魚
【活動 1-1】引導活動
‧讓學生欣賞山椒魚的影片（相關
影片資料詳閱「教師寶盒」的其
他資料）
。學生發表對於山椒魚影
片的想法。
【活動 1-2】課文朗讀（理解監控）
‧教師請學生先默讀課文一次，圈
出不懂的地方。教師提示：從上
下文先推測這些字、詞、語句的
涵義。
【活動 2-1】試說大意
‧指導學生觀察本課的形式，除了
一般的自然段之外，有三個小標
題，形成了意義段的區分。
【活動 2-2】生字詞語教學
‧了解詞語意義：以動作表演、說
明及圖示的方式，認識詞語的意
義。並從詞語中對出生字，配合
電子教科書或教學 DVD 中的筆
順教學，或教師指導學生書空，
習寫生字。
【活動 3-1】識字策略（部件辨識）
‧請學生比一比住、注、柱、蛀後，
把不一樣的地方圈起來，寫上注
音。
【活動 4-1】語文焦點
‧學生讀語文焦點「我會造句」的
句子，再用「如果……想要……
得先……」造句。
【活動 4-2】內容深究
‧學生觀察課文情境圖，發表觀察
到的情形和感想，再進行閱讀理
解，共同討論問題。
【活動 5-1】保育山椒魚行動方案
‧各小組事先準備海報及報告簡
報，分組上臺發表各組的資料及
設計的行動方案，並為自己的行
動方案命名，說明行動方案的特
色。統整歸納「如何幫助山椒魚

康軒版教科書
「十、臺灣的
山椒魚」
康軒版教具
1.教學 CD
2.教學 DVD
3.國語 3 下電
子教科書

1

1.同儕互評
2.自我評量
3.習作評量
4.實作評量
（發表）
5.口頭評量
6.紙筆評量

教學期程 能力指標(含重大議題)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可以繼續在臺灣快樂長大」的具
體可行方法的共通性是什麼？如
何從日常生活中實踐？
【活動 6-1】閱讀指導：讀懂說明類
的文章
‧學生閱讀統整活動三「讀懂說明
類的文章」
。分享在生活中是否閱
讀過類似第十課臺灣的山椒魚或
統整活動三所提到的說明類文
章，請學生發表、舉例自己的閱
讀。
【活動 6-2】我是小編輯：我也會寫
標題
‧本課有三個小標題。了解小標題
的功用後，請學生也來試試當個
小編輯，為各段寫個小標題，並
說說自己為什麼想要給這樣的標
題。
補救教學
【聽與說】教師針對學生的程度，
進行聽寫複習小考。
【閱 讀】學生以自己讀過的課文
及書籍，舉例討論、分辨哪些文
章形式像大自然的美術館？哪些
像臺灣的山椒魚？
【寫 字】教師或學生提出句子，
並熟讀句子。教師或學生從句子
中提出詞語，並以動作表演、說
明及圖示的方式，認識詞語的意
義。
【作 文】發學習單給小組，小組
進行討論，寫下各組的新標題。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教學期程 能力指標(含重大議題)

5.12－
5.18

5-2-3-1 能認識文章的各種
表述方式（如：敘述、描寫、
抒情、說明、議論等）。
5-2-4 能閱讀不同表述方式
的文章，擴充閱讀範圍。
5-2-14-3 能從閱讀的材料
中，培養分析歸納的能力。
6-2-1-1 能在口述作文和筆
述作文中，培養豐富的想像
力。
6-2-2-1 能練習寫作簡短的
文章。
6-2-3-2 能以短文寫出自己
身邊的人、事、物。
6-2-4-3 能練習利用不同的
途徑和方式，蒐集各類可供
寫作的材料，並練習選擇材
料，進行寫作。
6-2-5-1 能養成觀察周圍事
物，並寫下重點的習慣。
6-2-8-1 能從內容、詞句、
標點方面，修改自己的作
品。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統整活動三
【活動一】認識語病
1.教師解釋「語病」的意思。
2.請學生先朗讀本題的句子，鼓勵學
生說出句中詞語使用錯誤的地
方。
3.把錯誤的地方修改成正確的句子
後，再朗讀一遍。
【活動二】寫作指導──寫「景」
的方法
1.教師可先提供一張風景圖片或利
用課本情境圖讓學生觀察。
2.指導學生利用定點觀察，找一個固
定的地方，有條理的說出它的左
右、上下等有哪些景物。
3.指導學生利用「移動描寫」，先指
出一個定點，請學生有系統的說
出所看到的景物，然後再依序指
出另一個定點，讓學生依此說出。
【活動三】閱讀指導──讀懂說明
類的文章
1.請學生閱讀課文的說明，並以自己
讀過的課文及書籍，舉例討論、
分辨哪些是說明類的文章。
2.請學生分享生活中是否讀過說明
類的文章，發表、舉例自己的閱
讀內容。
3.教師指導學生理解課文中幫助閱
讀說明類文章的方法，並請學生
說說它們的功用。
補救教學
【閱 讀】教師提供幾個病句，讓
學生辨識並修改句子的語病。
【作 文】教師補充說明「定點描
寫」和「移動描寫」的不同，讓
學生了解描寫風景時應該掌握的
方向，並指導學生針對景物的特
色，做有系統的觀察和描寫。

節數

使用教材
康軒版教科書
「統整活動
三」
康軒版教具
1.國語 3 下電
子教科書

1

評量方式 備註
1.實作評量
（朗讀）
2.實作評量
（發表）
3.習作評量
4.自我評量

教學期程 能力指標(含重大議題)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1-2-2 能了解注音符號和語
調的變化，並應用於朗讀文
學作品。
2-2-2-3 能發展仔細聆聽與
歸納要點的能力。
3-2-3-5 說話用詞正確，語
意清晰，內容具體，主題明
確。
4-2-3-2 能應用筆畫、偏旁
變化和間架結構原理寫字。
5-2-8-2 能理解作品中對周
遭人、事、物的尊重與關
懷。
6-2-1-3 能經由作品欣賞、
朗讀、美讀等方式，培養寫
作的興趣。

5.19－
5.25

5.26－
6.01

第四單元 閱讀交響樂
十一、蟬
【活動 1-1】引導活動：腦力激盪
‧教師在黑板寫下「夏天」
，請學生
說說會聯想到什麼昆蟲或動物？
【活動 1-2】課文朗讀
‧教師請學生先默讀課文一次。
【活動 1-3】試說大意
‧指導學生從課文中找到答案，並
串起答案，成為「大意」。
【活動 2-1】生字詞語教學
‧了解詞語意義：以動作表演、說
明及圖示的方式，認識詞語的意
義。並從詞語中對出生字，配合
電子教科書或教學 DVD 中的筆
順教學，或教師指導學生書空，
習寫生字。
【性別平等教育】
【活動 3-1】課文美讀
2-2-1 了解不同性別者在團 ‧聆聽教學 CD，教師範讀，全班跟
體中均扮演重要的角色。
讀。朗讀時注意每首童詩強調的
【環境教育】
詩趣。
3-2-2 培養對自然環境的熱 【活動 3-2】內容深究
愛與對戶外活動的興趣，建 ‧配合課文情境圖，觀察圖片，再
立個人對自然環境的責任
進行閱讀理解，回答問題。
感。
【活動 4-1】語文焦點(一)
1.教師提出語文焦點「我會認字」中
的字，請學生認一認。
2.教師提出語文焦點「我會念」的短
語，請學生讀一讀。
【活動 4-2】習作指導
‧教師提出習作第二大題，引導學
生了解詞語意思，填入適當的詞
語。
【活動 5-1】語文焦點(二)
‧指導學生用「……可是……」、
「……只是……」造出完整的句
子。
【活動 6-1】閱讀教學：認識課文文
體
‧帶領學生觀察，以提問來指導學
生認識童詩，以及童詩的韻律和
節奏。

節數

補救教學
【聽與說】教師指導學生朗讀「……
可是……」、「……只是……」所
造的句子，要特別注意聲音表情。
【閱 讀】教師統整：童詩會以重
複或疊字的方法來表現節奏感。
【寫 字】教師或學生提出句子，
並熟讀句子。教師或學生從句子
中提出詞語，並以動作表演、說
明及圖示的方式，認識詞語的意
義。
1-2-3-2 能就所讀的注音讀 十二、小紅
物，提出自己的看法，並做 【活動 1-1】引導活動：看一看、比
整理歸納。
一比
2-2-2-3 能發展仔細聆聽與 ‧教師事先準備課文提到的各種紙
歸納要點的能力。
類（皺紋紙、雲彩紙、信紙等）。
3-2-2-2 能正確、流暢、有
請學生看一看、摸一摸這幾種
感情的朗讀文學作品。
紙，並說一說觀察到的特色及摸
4-2-5-1 能正確掌握筆畫、
到的觸感。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康軒版教科書
「十一、蟬」
康軒版教具
1.教學 CD
2.教學 DVD
3.國語 3 下電
子教科書

1.實作評量
（朗讀）
2.實作評量
（發表）
3.習作評量
4.自我評量
5.同儕互評

康軒版教科書
「十二、小紅」
康軒版教具
1.教學 CD
2.教學 DVD
3.國語 3 下電
子教科書

1.同儕互評
2.自我評量
3.習作評量
4.實作評量
（發表）
5.實作評量
（朗讀）

1

1

教學期程 能力指標(含重大議題)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筆順及形體結構。
5-2-14-2 能理解在閱讀過
程中所觀察到的訊息。
6-2-6-1 能掌握詞語的相關
知識，寫出語意完整的句
子。

【活動 1-2】課文朗讀
‧教師請學生先默讀課文一次。
【活動 1-3】試說大意
‧指導學生從課文中找到答案，並
串起答案，成為「大意」。
【活動 2-1】生字詞語教學
‧了解詞語意義：以動作表演、說
【人權教育】
明及圖示的方式，認識詞語的意
1-2-5 察覺並避免個人偏見
義。並從詞語中對出生字，配合
與歧視態度或行為的產生。
電子教科書或教學 DVD 中的筆
順教學，或教師指導學生書空，
習寫生字。
【活動 3-1】課文美讀
‧聆聽教學 CD，教師範讀，全班跟
讀。朗讀時特別注意課文中對話
的語氣及表情。
【活動 3-2】內容深究
‧發表在課文情境圖中所觀察到的
人物、表情及動作，再進行閱讀
理解，回答問題。
【活動 3-3】說話教學
‧教師引導學生思考：你覺得自己
有什麼特點或特色呢？如何在生
活中發揮這些特色呢？
【活動 4-1】形式深究
‧教師說明本課為劇本，引導學生
明白劇本結構。
【活動 4-2】語文焦點
‧請學生讀一讀「我會認字」辨析
同音、多音字，並讀一讀「我會
念」，進行短語練習。
【活動 5-1】語文焦點
‧請學生練習運用「曾經」
、
「原來」
造句。
【活動 5-2】寫作教學
‧學生練習有「只要……就會……」
的句子，並請學生先找出課文中
有四字詞語的句子。
【活動 6-1】閱讀教學：劇本中的代
名詞
‧引導學生明白對話裡代名詞的意
義，其使用方法與一般直述句不
同。選擇課文中的對話，讓學生
嘗試改成直述句。
【活動 6-2】讀者劇場
‧學生將課文熟讀。指導全班學生
每人輪流讀一句，須注意說話語
氣，並加入表情或動作。
補救教學
【聽與說】徵求自願的學生扮演旁
白及劇本中的角色，依照故事內
容表演一次。
【閱 讀】引導學生明白，閱讀劇
本應從前後對話判斷，才能明確
了解整個文意。
【寫 字】教師或學生提出句子，
並熟讀句子。教師或學生從句子
中提出詞語，並以動作表演、說
明及圖示的方式，認識詞語的意
義。
【作 文】引導學生明白四字詞語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教學期程 能力指標(含重大議題)
1-2-4 能選擇適合自己程度
的注音讀物，培養自我學習
興趣。
2-2-2-3 能發展仔細聆聽與
歸納要點的能力。
3-2-1-1 在討論問題或交換
意見時，能清楚說出自己的
意思。
4-2-1-1 能利用部首或簡單
造字原理，輔助識字。
5-2-14-3 能從閱讀的材料
中，培養分析歸納的能力。
6-2-6-1 能掌握詞語的相關
知識，寫出語意完整的句
子。
【生涯發展教育】
2-2-1 培養良好的人際互動
能力。

6.02－
6.08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各式各樣」和「七嘴八舌」的
意義及用法。
十三、巨人的花園
【活動 1-1】引導活動：認識王爾德
‧教師介紹王爾德生平（參見教學
寶盒）
。請學生說一說，是否曾讀
過王爾德的童話。
【活動 1-2】課文朗讀
‧教師請學生先默讀課文一次。
【活動 1-3】試說大意
‧指導學生從課文中找到答案，並
串起答案，成為「大意」。
【活動 2-1】課文美讀
‧聆聽教學 CD，教師範讀，全班跟
讀。朗讀時將故事的氛圍讀出來。
【活動 2-2】生字詞語教學
‧了解詞語意義：以動作表演、說
明及圖示的方式，認識詞語的意
義。並從詞語中對出生字，配合
電子教科書或教學 DVD 中的筆
順教學，或教師指導學生書空，
習寫生字。
【活動 3-1】內容深究
‧發表在課文情境圖中所觀察到的
人物、表情及動作，再進行閱讀
理解，回答問題。
【活動 3-2】課文欣賞
‧學生發表「分享」的經驗，以及
其中的感受。
【活動 4-1】形式深究
‧學生觀察課文被分成幾段（自然
段）？並找出故事的背景、原因、
經過、結果。教師引導學生歸納
課文結構。
【活動 4-2】語文焦點
‧學生讀一讀，認一認「我會認字」
的字，以及讀一讀「我會念」中
的短語。
【活動 5-1】語文焦點
‧學生念一念語文焦點「我會造句」
中的句子。
【活動 5-2】寫作教學
‧學生觀察習作第四大題圖片，教
師提示觀察要點（動作、表情、
時間、背景等）。
【活動 6-1】聆聽教學：自私的巨人
片段
‧教師準備教學 CD，播放給學生聽。
【活動 6-2】閱讀教學
‧學生默讀習作第五大題，引導學
生依照原因、經過、結果，複述
故事大意。
補救教學
【聽與說】徵求自願的學生扮演旁
白及劇本中的角色，依照故事內
容表演一次。
【閱 讀】請自願的學生將習作第
五大題的故事表演一次。
【寫 字】教師或學生提出句子，
並熟讀句子。教師或學生從句子
中提出詞語，並以動作表演、說

節數

使用教材
康軒版教科書
「十三、巨人
的花園」
康軒版教具
1.教學 CD
2.教學 DVD
3.國語 3 下電
子教科書

1

評量方式 備註
1.實作評量
（朗讀）
2.實作評量
（發表）
3.實作評量
（報告）
4.實作評量
（寫作）
5.習作評量
6.同儕互評

教學期程 能力指標(含重大議題)

1-2-2 能了解注音符號和語
調的變化，並應用於朗讀文
學作品。
2-2-2-3 能發展仔細聆聽與
歸納要點的能力。
3-2-1-2 在看圖或觀察事物
後，能以完整語句簡要說明
其內容。
4-2-3-2 能應用筆畫、偏旁
變化和間架結構原理寫字。
5-2-8-2 能理解作品中對周
遭人、事、物的尊重與關
懷。
6-2-1-3 能經由作品欣賞、
朗讀、美讀等方式，培養寫
作的興趣。

6.09－
6.15

【性別平等教育】
2-2-1 了解不同性別者在團
體中均扮演重要的角色。
【人權教育】
1-2-2 能知道人權是普遍
的、不容剝奪的，並能關心
弱勢。
【人權教育】
1-2-3 說出權利與個人責任
的關係，並在日常生活中實
踐。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明及圖示的方式，認識詞語的意
義。
【作 文】進行照樣寫短語的練
習：「小鳥在樹上唱著美妙的歌
曲」、「他築起一道高高的牆」。
十四、神筆馬良
【活動 1-1】引導活動：神奇寶物聯
想
‧請學生想一想，在讀過的童話裡，
哪些是有神奇寶物的？從這課課
文名稱，可以知道本課的寶物是
什麼嗎？
【活動 1-2】課文朗讀
‧教師請學生先默讀課文一次。
【活動 1-3】試說大意
‧指導學生從課文中找到答案，並
串起答案，成為「大意」。
【活動 2-1】生字詞語教學
‧了解詞語意義：以動作表演、說
明及圖示的方式，認識詞語的意
義。並從詞語中對出生字，配合
電子教科書或教學 DVD 中的筆
順教學，或教師指導學生書空，
習寫生字。
【活動 3-1】課文美讀
‧聆聽教學 CD，教師範讀，全班跟
讀。朗讀時要加強說故事的語氣。
【活動 3-2】內容深究
‧配合課文情境圖，觀察圖片，再
進行閱讀理解，回答問題。
【活動 4-1】形式深究
‧教師請學生觀察本課共分成幾
段？認識課文文體和結構。
【活動 4-2】語文焦點
‧請學生認讀「我會認字」的字，
說出這些形近字的不同。
【活動 5-1】語文焦點
‧學生念一念語文焦點「讀一讀，
比一比」，認識不同形式的句子。
【活動 5-2】句型練習
‧學生說說讀過句子後，是否清楚
「為了……只好……」、「接著」
兩個句型的用法。
【活動 6-1】寫作教學：寫出「神筆
馬良」的閱讀報告
‧引導學生認識讀書報告，並寫出
內容簡介、讀後心得。最後，和
同學分享所完成的讀書報告，完
成習作第六大題。
補救教學
【聽與說】教師針對學生的程度，
進行聽寫複習小考。
【寫 字】教師或學生提出句子，
並熟讀句子。教師或學生從句子
中提出詞語，並以動作表演、說
明及圖示的方式，認識詞語的意
義。
【作 文】學生朗讀題目的說明，
教師加以解釋讀書報告內容包括
了文章的基本資料、內容簡介、
心得或感想等。

節數

使用教材

康軒版教科書
「十四、神筆
馬良」
康軒版教具
1.教學 CD
2.教學 DVD
3.國語 3 下電
子教科書

1

評量方式 備註

1.實作評量
（朗讀）
2.同儕互評
3.實作評量
（報告）
4.實作評量
（發表）
5.習作評量
6.實作評量
（寫作）
7.口頭評量
8.活動評量

教學期程 能力指標(含重大議題)
5-2-8-1 能討論閱讀的內
容，分享閱讀的心得。
5-2-10 能思考並體會文章
中解決問題的過程。
5-2-12-1 能在閱讀中領會
並尊重作者的想法。
5-2-14-2 能理解在閱讀過
程中所觀察到的訊息。
5-2-14-5 能說出文章的寫
作技巧或特色。
6-2-1-1 能在口述作文和筆
述作文中，培養豐富的想像
力。
6-2-1-2 能相互觀摩作品。
6-2-2-1 能練習寫作簡短的
文章。
6-2-3-3 能以短文表達自己
對日常生活的想法。
6-2-7-1 能蒐集自己喜好的
優良作品，並加以分類。
6-2-7-4 能配合閱讀教學，
練習撰寫心得、摘要等。

6.16－
6.22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統整活動四
【活動一】認識童詩
1.請學生回想曾讀過哪些童詩，並想
一想這些詩有什麼特色？
2.指導學生朗讀課文童詩，認識童詩
的特色，例如分行形式、文字精
鍊且往往省略連接詞，以及內容
充滿想像。
3.教師也可提出學生曾經讀過的童
詩，全班共同欣賞。
（例如：第十
一課習作中風的剪刀。）
【活動二】寫作指導──如何寫讀
書報告
1.引起動機：教師提問
(1)當你看到美麗的風景時，會怎麼
把這分感動留下來呢？（學生自
由作答，例如：我會用相機照下
來、我會用筆畫下來、我會用文
字記錄下來……。）
(2)當你看到一篇很棒的文章，會怎
麼把這分感動記下來呢？（學生
自由作答，例如：可以試著寫出
自己的想法與心得，把這分感動
記下來。）
(3)請學生想一想，一篇讀書報告要
包括哪些部分？（閱讀日期、出
版社、作者、內容大意、心得或
感想、優美詞語或文句等。）
2.引導學生朗讀「讀書報告」的說
明，透過實例，分析讀書報告應
具備的部分，請學生將每個部分
的內容朗讀一遍。
結論：教師提問
3.請學生想一想，寫讀書報告，對語
文學習有什麼益處？（學生自由
作答，例如：可以讓我針對文章
再次仔細探究與省思、可以把我
這個時候的想法記下來、可以幫
助我學習思考、讓寫作能力更進
步等。）
補救教學
【閱 讀】教師補充說明：童詩不
同於文章，往往用字精鍊，形式
優美，短短幾行就能傳達出深刻
的意涵、生動的畫面、真誠的情
感。指導學生閱讀童詩時，可以
引導學生發揮聯想力，想像詩文
的情境畫面，將更容易從詩中感
受創意的趣味、品味真摯的情感。
【作 文】教師指導學生寫出一篇
完整的讀書心得，並補充說明內
容簡介須根據故事的開始、經過
和結果，簡單記下重點，不要詳
細寫出各段內容，像原文重現。
而有關讀後心得則是當閱讀時，
心中領悟而有所獲得，得到新知
識或有新發現、新想法，以及有
印象深刻或特別的感觸，都可以
記錄在「心得」。
【期末評量週】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康軒版教科書 1.口頭評量
「 統 整 活 動 2.活動評量
四」
3.實作評量
康軒版教具
1.國語 3 下電
子教科書

1

教學期程 能力指標(含重大議題)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5-2-3-2 能了解文章的主
旨、取材及結構。
5-2-4-1 能閱讀各種不同表
述方式的文章。
5-2-8-1 能討論閱讀的內
容，分享閱讀的心得。
5-2-10 能思考並體會文章
中解決問題的過程。
5-2-13 能讀懂課文內容，了
解文章的大意。
5-2-14-2 能理解在閱讀過
程中所觀察到的訊息。
5-2-14-4 學會自己提問，自
己回答的方法，幫助自己理
解文章的內容。

6.23–
6.29

閱讀開門二、拜訪火燒島
【活動一】連結生活舊經驗，理解
新知識
1.請學生連結生活經驗，說一說自己
拜訪小島的經驗。
2.請學生依據課文標題，連結舊經
驗，思考「火燒島」可能是怎樣
的小島，引起學生討論的興趣。
3.請學生瀏覽插圖，連結插圖的線
索，推測文章內容。
【活動二】句子間的連結，理解文
意
1.學生找一找，綠島有哪些豐富的海
洋資源？
2.請各組學生發表，進行統整。
3.指導學生進行題目引導，指導學生
【環境教育】
完成習作題目。
1-2-2 能藉由感官接觸環境 【活動三】連結段落，理解全文
中的動、植物和景觀，欣賞 ‧想一想，作者開學後會怎樣向同
自然之美，並能以多元的方
學介紹綠島的特色呢？作者喜歡
式表達內心感受。
這趟「拜訪火燒島」嗎？請根據
課文，找出支持的理由。
【活動四】教學指導
‧教師指導學生再次閱讀課文，從
全文各段脈絡中，找出各段的關
鍵內容，整理出作者的觀點，並
找出符合觀點的證據。

節數

補救教學
【閱 讀】閱讀文章「海底溫泉」
（教
師手冊「教師寶盒」）內容後，可
以簡單說出文章內容，並進行閱
讀理解提問，完整回答問題。
【作 文】讀完「拜訪火燒島」
，學
生以口述方式，上臺報告自己最
喜歡的一次旅行。

使用教材
康軒版教科書
「閱讀開門
二、拜訪火燒
島」
康軒版教具
1.教學 CD
2.教學 DVD
3.國語 3 下電
子教科書

1

評量方式 備註
1.實作評量
（朗讀）
2.實作評量
（發表）
3.實作評量
（注音）
4.自我評量
（聆聽）
5.口頭評量
6.習作評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