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市立忠孝國民中學 101 學年度第 1 學期 七 年級國文科教學計畫暨教學進度表
教師姓名： 七年級任課教師

教材來源： 翰林

任教班級：701-708

（一）使學生具備良好的聽、說、讀、寫、作等基本能
力。
（二）使學生能使用語文，表情達意，陶冶性情，啟發
心智，解決問題。

學習 （三）培養學生應用中國語文，從事思考、理解、協調、
目標 討論、欣賞、創作，以擴充生活經驗，拓展多元視野，

節數

4

面對國際思潮，並激發學生廣泛閱讀的興趣，提升欣賞
文學作品的能力，以體認中華文化精髓。
（四）引導學生學習利用工具書，結合資訊網路，藉以增
進語文學習的廣度和深度，進而提升自學的能力。

週次

一

二

三

日期

8/26～9/1

9/2～9/8

9/9～9/15

教學單元/
主題

對應能力指標

1-4-1 能運用注音符號，分辨
字詞音義，增進閱讀理解。
4-4-1-1 能認識常用漢字
3,500-4,500 字。
4-4-2 能運用字辭典、成語辭
典等，擴充詞彙，分辨詞義。
第一課夏夜
5-4-2-2 能具體陳述個人對文
章的思維，表達不同意見。
5-4-2-5 能從閱讀過程中發展
系統性思考。
5-4-2-6 能依據文章內容，進
行推測、歸納、總結。
3-4-4-6 能和他人一起討論，
分享成果。
4-4-2 能運用字辭典、成語辭
典等，擴充詞彙，分辨詞義。
4-4-4-1 能因應不同的場合，
用不同的書寫工具，表現不同
的書寫風格(如：海報、廣告
第一課夏夜(2)
等)。
作文(2
5-4-1 能熟習並靈活應用語體
文及文言文作品中詞語的意
義。
5-4-2-2 能具體陳述個人對文
章的思維，表達不同意見。
5-4-2-5 能從閱讀過程中發展
系統性思考。
1-4-2-1 能運用注音符號，檢
索並處理資料，以解決疑難問
題，增進學習效能。
3-4-1-1 面對不同意見時，能
舉證事實，有條理的進行論
辯。
3-4-1-8 能將所聽到的內容，
用完整而優美的語句說出來。
第二課絕句選 3-4-4-6 能和他人一起討論，
分享成果。
4-4-2 能運用字辭典、成語辭
典等，擴充詞彙，分辨詞義。
5-4-1 能熟習並靈活應用語體
文及文言文作品中詞語的意
義。
5-4-2-6 能依據文章內容，進
行推測、歸納、總結。

重要議題融入

作業/評量方式

【生涯發展教育】1-3-1 探索自
己的興趣、性向、價值觀及人
格特質。
【家政教育】3-4-1 運用生活相
關知能，肯定自我與表現自我。
【資訊教育】5-4-5 能應用資訊
及網路科技，培養合作與主動
學習的能力。
【環境教育】1-4-1 覺知人類生
活品質乃繫於資源的永續利用
和維持生態平衡。

1.學習單
2.新詩朗誦
3.新詩習作
4.口頭報告

【生涯發展教育】1-3-1 探索自
己的興趣、性向、價值觀及人
格特質。
【生涯發展教育】2-3-2 了解自
己的興趣、性向、價值觀及人
格特質所適合發展的方向。
【生涯發展教育】3-3-3 培養解
決生涯問題及做決定的能力。
【環境教育】1-4-1 覺知人類生
活品質乃繫於資源的永續利用
和維持生態平衡。
【環境教育】4-4-1 能運用科學
方法鑑別、分析、了解週遭的
環境狀況與變遷。

1.學習單
2.新詩朗誦
3.作業評量
4.寫作評量

【生涯發展教育】1-3-1 探索自
己的興趣、性向、價值觀及人
格特質。
【生涯發展教育】2-3-2 了解自
己的興趣、性向、價值觀及人
格特質所適合發展的方向。
【生涯發展教育】3-3-3 培養解
決生涯問題及做決定的能力。

1.實作評量
2.紙筆測驗
3.自我評量
4.同儕互評

備註

9/4~9/5 九年級第
一次複習考

四

五

六

9/16～9/22

9/23～9/29

9/30～10/6

5-4-3-1 能了解並詮釋作者所
欲傳達的訊息，進行對話。
5-4-3-2 能分辨不同文類寫作
的特質和要求。
5-4-3-4 能欣賞作品的內涵及
文章結構。
5-4-4-1 能廣泛閱讀課外讀物
及報刊雜誌，並養成比較閱讀
的習慣。
5-4-5-3 能喜愛閱讀國內外具
代表性的文學作品。
5-4-6 能靈活應用各類工具書
及電腦網路，蒐集資訊、組織
材料，廣泛閱讀。
5-4-6-1 能使用各類工具書，
廣泛的閱讀各種書籍。
第二課絕句選
5-4-7-1 能共同討論閱讀的內
容，交換心得。
5-4-7-2 能統整閱讀的書籍或
資料，並養成主動探索研究的
能力。
5-4-7-3 能從閱讀中蒐集、整
理及分析資料，並依循線索，
解決問題。
6-4-2-1 能精確的遣詞用字，
恰當的表情達意。
1-4-1 能運用注音符號，分辨
字詞音義，增進閱讀理解。
1-4-2-1 能運用注音符號，檢
索並處理資料，以解決疑難問
題，增進學習效能。
5-4-1 能熟習並靈活應用語體
文及文言文作品中詞語的意
義。
第三課雅量
5-4-2-2 能具體陳述個人對文
章的思維，表達不同意見。
5-4-2-5 能從閱讀過程中發展
系統性思考。
5-4-3-1 能了解並詮釋作者所
欲傳達的訊息，進行對話。
5-4-3-2 能分辨不同文類寫作
的特質和要求。
1-4-1 能運用注音符號，分辨
字詞音義，增進閱讀理解。
1-4-2-1 能運用注音符號，檢
索並處理資料，以解決疑難問
題，增進學習效能。
3-4-1-9 能依理解的內容，選
擇不同的溝通方式，適當表
達。
3-4-2-1 能用不同溝通方式，
第四課凝眸注
表達自己的意見。
視生活
3-4-4-1 能有條理、有系統思
考，並合理的歸納重點，表達
意見。
4-4-2 能運用字辭典、成語辭
典等，擴充詞彙，分辨詞義。
5-4-2-5 能從閱讀過程中發展
系統性思考。
5-4-2-6 能依據文章內容，進
行推測、歸納、總結

【生涯發展教育】1-3-1 探索自
己的興趣、性向、價值觀及人
格特質。
【生涯發展教育】2-3-2 了解自
己的興趣、性向、價值觀及人
格特質所適合發展的方向。
【生涯發展教育】3-3-3 培養解
決生涯問題及做決定的能力。

【人權教育】1-4-2 了解關懷弱
勢者行動之規劃、組織與執
行，表現關懷、寬容、和平與
博愛的情懷，並尊重與關懷生
命。
【人權教育】2-4-1 了解文化權
並能欣賞、包容文化差異。
【性別平等教育】2-4-14 尊重
不同文化中的家庭型態。
【家政教育】3-4-7 了解並尊重
不同國家及族群的生活禮儀。

【人權教育】2-4-2 認識各種人
權與日常生活的關係。
【生涯發展教育】1-3-1 探索自
己的興趣、性向、價值觀及人
格特質。
【生涯發展教育】2-3-2 了解自
己的興趣、性向、價值觀及人
格特質所適合發展的方向。
【環境教育】3-4-1 關懷弱勢團
體及其生活環境。
【環境教育】3-4-4 願意依循環
保簡樸與健康的理念於日常生
活與消費行為。

1.實作評量
2.紙筆測驗
3.自我評量
4.實踐評量
5.同儕互評

1.自我評量
2.作業評量
3.實踐評量
4.討論評量

1.紙筆測驗
2.報告評量
3.寫作評量
4.作業評量

9/19~9/21
九年級畢旅

9/29 學校日

9/30 中秋節

七

八

九

3-4-1-9 能依理解的內容，選
擇不同的溝通方式，適當表
達。
3-4-3-5 能靈活利用電子及網
路科技，統整言語訊息的內
容，作詳細報告。
4-4-2 能運用字辭典、成語辭
工具書使用與 典等，擴充詞彙，分辨詞義。
10/7～10/13
資料檢索
5-4-2-2 能具體陳述個人對文
章的思維，表達不同意見。
5-4-5-2 能廣泛閱讀臺灣各族
群的文學作品，理解不同文化
的內涵。
5-4-6 能靈活應用各類工具書
及電腦網路，蒐集資訊、組織
材料，廣泛閱讀。
5-4-2-6 能依據文章內容，進
行推測、歸納、總結。
5-4-3-1 能了解並詮釋作者所
欲傳達的訊息，進行對話。
5-4-3-4 能欣賞作品的內涵及
文章結構。
5-4-4-1 能廣泛閱讀課外讀物
及報刊雜誌，並養成比較閱讀
的習慣。
5-4-5-1 能體會出作品中對周
10/14～
遭人、事、物的尊重與關懷。
第五課心囚
10/20
5-4-5-2 能廣泛閱讀臺灣各族
群的文學作品，理解不同文化
的內涵。
5-4-7-1 能共同討論閱讀的內
容，交換心得。
5-4-7-2 能統整閱讀的書籍或
資料，並養成主動探索研究的
能力。
5-4-7-4 能將閱讀內容，思考
轉化為日常生活中解決問題的
能力。
4-4-2 能運用字辭典、成語辭
典等，擴充詞彙，分辨詞義。
5-4-2-5 能從閱讀過程中發展
系統性思考。
5-4-3-1 能了解並詮釋作者所
欲傳達的訊息，進行對話。
5-4-4-1 能廣泛閱讀課外讀物
及報刊雜誌，並養成比較閱讀
的習慣。
5-4-5-2 能廣泛閱讀臺灣各族
群的文學作品，理解不同文化
的內涵。
10/21～
第六課超越空 5-4-6-1 能使用各類工具書，
10/27
間的藩籬
廣泛的閱讀各種書籍。
5-4-6-2 能靈活應用各類工具
書及電腦網路，蒐集資訊、組
織材料，廣泛閱讀。
5-4-7-2 能統整閱讀的書籍或
資料，並養成主動探索研究的
能力。
5-4-7-3 能從閱讀中蒐集、整
理及分析資料，並依循線索，
解決問題。
5-4-7-4 能將閱讀內容，思考
轉化為日常生活中解決問題的
能力。

【資訊教育】3-4-9 能判斷資訊
的適用性及精確度。
【資訊教育】5-4-2 能善盡使用
科技應負之責任。
【資訊教育】5-4-3 能遵守智慧
財產權之法律規定。
【資訊教育】5-4-5 能應用資訊
及網路科技，培養合作與主動
學習的能力。
【資訊教育】5-4-6 能建立科技
為增進整體人類福祉的正確觀
念，善用資訊科技做為關心他
人及協助弱勢族群的工具。

【人權教育】1-4-2 了解關懷弱
勢者行動之規劃、組織與執
行，表現關懷、寬容、和平與
博愛的情懷，並尊重與關懷生
命。
【人權教育】1-4-4 探索各種權
利可能發生的衝突，並了解如
何運用民主方式及合法的程
序，加以評估與取捨。
【生涯發展教育】3-3-3 培養解
決生涯問題及做決定的能力。
【環境教育】1-4-1 覺知人類生
活品質乃繫於資源的永續利用
和維持生態平衡。
【環境教育】3-4-1 關懷弱勢團
體及其生活環境。

【人權教育】2-4-1 了解文化權
並能欣賞、包容文化差異。
【生涯發展教育】1-3-1 探索自
己的興趣、性向、價值觀及人
格特質。
【家政教育】3-4-6 欣賞多元的
生活文化，激發創意、美化生
活。
【家政教育】3-4-7 了解並尊重
不同國家及族群的生活禮儀。
【家政教育】4-4-7 尊重並接納
多元的家庭生活方式與文化。
【資訊教育】5-4-5 能應用資訊
及網路科技，培養合作與主動
學習的能力。
【環境教育】5-4-2 參與舉辦學
校或社區的環境保護與永續發
展相關活動。

1.學習單
2.紙筆測驗
3.作業評量
4.口頭報告

1.學習單
2.口頭報告
3.資料蒐集

1.紙筆測驗
2.報告評量
3.同儕互評
4.作業評量

10/10 國慶日
10/11~10/12
第一次定評

十

5-4-2-2 能具體陳述個人對文
章的思維，表達不同意見。
5-4-2-6 能依據文章內容，進
行推測、歸納、總結。
5-4-3-4 能欣賞作品的內涵及
文章結構。
5-4-5-1 能體會出作品中對周
遭人、事、物的尊重與關懷。
第六課超越空
5-4-5-3 能喜愛閱讀國內外具
10/28～11/3 間的藩籬(2)作
代表性的文學作品。
文(1)
5-4-7 能主動思考與探索，統
整閱讀的內容，並轉化為日常
生活解決問題的能力。
5-4-7-1 能共同討論閱讀的內
容，交換心得。
6-4-6-1 能養成反覆推敲的習
慣，使自己的作品更加完美，
更具特色。

【人權教育】2-4-1 了解文化權
並能欣賞、包容文化差異。
【生涯發展教育】1-3-1 探索自
己的興趣、性向、價值觀及人
格特質。
【性別平等教育】1-4-7 了解生
涯規劃可以突破性別的限制。
【家政教育】3-4-7 了解並尊重
不同國家及族群的生活禮儀。
【環境教育】5-4-2 參與舉辦學
校或社區的環境保護與永續發
展相關活動。
【海洋教育】5-4-3 了解水域或
海洋生態系的特性，物種之間
相互依存的關係，以及能量流
動與物質循環的特性。

1.紙筆測驗
2.報告評量
3.同儕互評
4.寫作評量

1-4-2-1 能運用注音符號，檢 【生涯發展教育】1-3-1 探索自
己的興趣、性向、價值觀及人
索並處理資料，以解決疑難問 格特質。
【環境教育】3-4-1 關懷弱勢團
題，增進學習效能。
體及其生活環境。
4-4-2 能運用字辭典、成語辭 【環境教育】3-4-3 關懷未來世
典等，擴充詞彙，分辨詞義。 代的生存與永續發展。
十一

11/4～11/10

第七課兒時記 4-4-3-3 能了解並應用筆畫、
趣

偏旁變化和間架結構原理寫字

1.口頭發表
2.學習單
3.作業評量

11/9 校慶預演
11/10 校慶

1.口頭發表
2.作業評量
3.學習單

11/12 校慶補假
11/16 七年級校外
教學

5-4-1 能熟習並靈活應用語體
文及文言文作品中詞語的意
義。5-4-2-2 能具體陳述個人
對文章的思維，表達不同意
見。

十二

11/11～
11/17

5-4-3-2 能分辨不同文類寫作的 【生涯發展教育】1-3-1 探索自
己的興趣、性向、價值觀及人
特質和要求。
格特質。
5-4-3-5 能欣賞作品的寫作風 【性別平等教育】2-4-6 習得性
別間合宜的情感表達方式。
格、修辭技巧及特色。
【家政教育】4-4-2 運用溝通技
5-4-4-1 能廣泛閱讀課外讀物及 巧，促進家庭和諧。
【環境教育】3-4-1 關懷弱勢團
報刊雜誌，並養成比較閱讀的習 體及其生活環境。
【環境教育】3-4-4 願意依循環
第八課紙船印
慣。
保簡樸與健康的理念於日常生
象
5-4-5-1 能體會出作品中對周遭 活與消費行為。
人、事、物的尊重與關懷。
55-4-6 能靈活應用各類工具書及
電腦網路，蒐集資訊、組織材料，
廣泛閱讀。
5-4-7-1 能共同討論閱讀的內
容，交換心得。
【生涯發展教育】1-3-1 探索自
1-4-1 能運用注音符號，分辨字詞 己的興趣、性向、價值觀及人

十三

11/18～
11/24

格特質。
【性別平等教育】2-4-6 習得性
象(2) 作文(2) 3-4-1-9 能依理解的內容，選擇不 別間合宜的情感表達方式。
同的溝通方式，適當表達。 【家政教育】4-4-2 運用溝通技
巧，促進家庭和諧。
第八課紙船印

音義，增進閱讀理解。

1.口頭發表
2.作業評量
3.學習單
4.寫作評量

4-4-3-3 能了解並應用筆畫、偏旁 【環境教育】3-4-1 關懷弱勢團
體及其生活環境。
變化和間架結構原理寫字。 【環境教育】3-4-4 願意依循環
5-4-2-2 能具體陳述個人對文章 保簡樸與健康的理念於日常生
活與消費行為。
的思維，表達不同意見。
5-4-2-5 能從閱讀過程中發展系
統性思考。
5-4-2-6 能依據文章內容，進行推
測、歸納、總結。
5-4-3-2 能分辨不同文類寫作的
特質和要求。
5-4-3-5 能欣賞作品的寫作風
格、修辭技巧及特色。
-4-4-2 能有組織有系統的報告 【生涯發展教育】3-3-3 培養解
決生涯問題及做決定的能力。
每件事。
【資訊教育】3-4-2 能利用軟體
5-4-1 能熟習並靈活應用語體 工具製作圖與表。
【環境教育】4-4-1 能運用科學
文及文言文作品中詞語的意 方法鑑別、分析、了解週遭的
環境狀況與變遷。
義。

1.學習單
2.口頭發表
3.作業評量

5-4-2-2 能具體陳述個人對文
章的思維，表達不同意見。
標點符號使用
十四

11/25～12/1
法

5-4-6 能靈活應用各類工具書

11/26~11/27
第二次定評
11/29 八年級露營

及電腦網路，蒐集資訊、組織
材料，廣泛閱讀。
5-4-6-1 能使用各類工具書，
廣泛的閱讀各種書籍。
6-4-5 了解標點符號的功能，
並適當使用。
6-4-5-1 能配合寫作需要，恰
當選用標點符號和標點方式，
達到寫作效果。

十五

12/2～12/8

第九課背影

1-4-1 能運用注音符號，分辨 【生涯發展教育】3-3-3 培養解
決生涯問題及做決定的能力。
字詞音義，增進閱讀理解。 【家政教育】4-4-2 運用溝通技
3-4-4-6 能和他人一起討論， 巧，促進家庭和諧。
【家政教育】4-4-3 調適個人的
分享成果。
家庭角色與其他角色間的衝
突。
4-4-2 能運用字辭典、成語辭
【家政教育】4-4-4 主動探索家
典等，擴充詞彙，分辨詞義。 庭與生活中的相關問題，研擬
解決問題的可行方案。
5-4-2-6 能依據文章內容，進
行推測、歸納、總結。
5-4-3-4 能欣賞作品的內涵及
文章結構。
5-4-3-5 能欣賞作品的寫作風
格、修辭技巧及特色。

1.學習單
2.口頭報告
3.作業評量

5-4-3-4 能欣賞作品的內涵及 【生涯發展教育】2-3-2 了解自
己的興趣、性向、價值觀及人
文章結構。
格特質所適合發展的方向。
5-4-4-1 能廣泛閱讀課外讀物 【生涯發展教育】3-3-3 培養解
決生涯問題及做決定的能力。
及報刊雜誌，並養成比較閱讀 【環境教育】3-4-2 養成積極探
究國內外環境議題的態度。
的習慣。
【環境教育】3-4-3 關懷未來世
5-4-5-1 能體會出作品中對周 代的生存與永續發展。

1.學習單
2.口頭報告
3.作業評量

遭人、事、物的尊重與關懷。
5-4-5-2 能廣泛閱讀臺灣各族
十六

12/9～12/15

第十課謝天

12/11~1 作業抽查

群的文學作品，理解不同文化
的內涵。
5-4-7-2 能統整閱讀的書籍或
資料，並養成主動探索研究的
能力。
5-4-8-1 能依不同的語言情
境，把閱讀獲得的資訊，轉化
為溝通分享的材料，正確的表
情達意。

十七

十八

12/16～
12/22

12/23～
12/29

1-4-1 能運用注音符號，分辨 【生涯發展教育】2-3-2 了解自
字詞音義，增進閱讀理解。 己的興趣、性向、價值觀及人
5-4-3-2 能分辨不同文類寫作 格特質所適合發展的方向。
的特質和要求。
【生涯發展教育】3-3-3 培養解
5-4-3-5 能欣賞作品的寫作風 決生涯問題及做決定的能力。
格、修辭技巧及特色。
【家政教育】4-4-2 運用溝通技
5-4-5-1 能體會出作品中對周 巧，促進家庭和諧。
感恩的心」課程
遭人、事、物的尊重與關懷。 【家政教育】4-4-3 調適個人的
單元複習(2)作 5-4-8-1 能 依 不 同 的 語 言 情 家 庭 角 色 與 其 他 角 色 間 的 衝
境，把閱讀獲得的資訊，轉化 突。
文(3）
為溝通分享的材料，正確的表 【家政教育】4-4-4 主動探索家
情達意。
庭與生活中的相關問題，研擬
6-4-2-1 能精確的遣詞用字， 解決問題的可行方案。
恰當的表情達意。
【環境教育】3-4-2 養成積極探
6-4-4-2 能將蒐集的材料，加 究國內外環境議題的態度。
以選擇，並做適當的運用。 【環境教育】3-4-3 關懷未來世
代的生存與永續發展。
5-4-2-5 能從閱讀過程中發展 【人權教育】2-4-1 了解文化權
並能欣賞、包容文化差異。
系統性思考。
【生涯發展教育】1-3-1 探索自
5-4-2-6 能依據文章內容，進 己的興趣、性向、價值觀及人
格特質。
行推測、歸納、總結。
【生涯發展教育】3-3-3 培養解
決生涯問題及做決定的能力。
5-4-3-1 能了解並詮釋作者所
【資訊教育】5-4-6 能建立科技
欲傳達的訊息，進行對話。 為增進整體人類福祉的正確觀
念，善用資訊科技做為關心他
第十一課論語 5-4-5-3 能喜愛閱讀國內外具 人及協助弱勢族群的工具。
選
【環境教育】2-4-1 了解環境與
代表性的文學作品。
經濟發展間的關係。
5-4-6 能靈活應用各類工具書
及電腦網路，蒐集資訊、組織
材料，廣泛閱讀。
5-4-6-1 能使用各類工具書，
廣泛的閱讀各種書籍。

1.學習單
2.口頭報告
3.寫作評量

12/20~12/21
九年級第二次複
習考
12/22 上班上課
(補行12/31)

1.學習單
2.口頭發表
3.資料蒐集
4.作業評量

十九

12/30～1/5

5-4-2-5 能從閱讀過程中發展 【人權教育】2-4-1 了解文化權
並能欣賞、包容文化差異。
系統性思考。
【生涯發展教育】1-3-1 探索自
5-4-2-6 能依據文章內容，進 己的興趣、性向、價值觀及人
格特質。
行推測、歸納、總結。
【生涯發展教育】3-3-3 培養解
決生涯問題及做決定的能力。
5-4-3-1 能了解並詮釋作者所
【資訊教育】5-4-6 能建立科技
欲傳達的訊息，進行對話。 為增進整體人類福祉的正確觀
第十一課論語
念，善用資訊科技做為關心他
5-4-5-3 能喜愛閱讀國內外具
選
人及協助弱勢族群的工具。
【環境教育】2-4-1 了解環境與
代表性的文學作品。
經濟發展間的關係。
5-4-6 能靈活應用各類工具書

1.學習單
2.口頭發表
3.資料蒐集
4.作業評量

12/31 調整放假
1/1 開國紀念日

及電腦網路，蒐集資訊、組織
材料，廣泛閱讀。
5-4-6-1 能使用各類工具書，
廣泛的閱讀各種書籍。
5-4-5-1 能體會出作品中對周 【生涯發展教育】3-3-1 培養正
確工作態度及價值觀。
遭人、事、物的尊重與關懷。 【生涯發展教育】3-3-5 發展規
5-4-6 能靈活應用各類工具書 劃生涯的能力。
【資訊教育】5-4-6 能建立科技
及電腦網路，蒐集資訊、組織 為增進整體人類福祉的正確觀
念，善用資訊科技做為關心他
材料，廣泛閱讀。
人及協助弱勢族群的工具。
5-4-7-2 能統整閱讀的書籍或

1.學習單
2.口頭發表
3.資料蒐集
4.作業評量

資料，並養成主動探索研究的

二十

1/6～1/12

能力。
第十二課音樂
5-4-7-3 能從閱讀中蒐集、整
家與職籃巨星
理及分析資料，並依循線索，
解決問題。
5-4-8-1 能依不同的語言情
境，把閱讀獲得的資訊，轉化
為溝通分享的材料，正確的表
情達意。
6-4-4-2 能將蒐集的材料，加
以選擇，並做適當的運用。
【生涯發展教育】3-3-1 培養正
確工作態度及價值觀。
境，把閱讀獲得的資訊，轉化 【生涯發展教育】3-3-5 發展規
第十二課音樂 為溝通分享的材料，正確的表 劃生涯的能力。
【資訊教育】5-4-6 能建立科技
家與職籃巨星
為增進整體人類福祉的正確觀
(2)作文(4) 情達意。
念，善用資訊科技做為關心他
6-4-4-2 能將蒐集的材料，加
人及協助弱勢族群的工具。
以選擇，並做適當的運用。
5-4-8-1 能依不同的語言情

二十一 1/13～1/19

給分依據及
家長注意事項

1.協助督促孩子溫習功課與繳交作業
2.督促孩子訂正考卷並簽名
3.利用各種資源豐富孩子的生活經驗

1.學習單
2.口頭發表
3.資料蒐集
4.作業評量

1/16~1/17
第三定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