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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語文基礎一               教師:尹昭華 
課程說明: 語文是孩子進入學習殿堂的前置基礎，盡管在正式認識文字之前，已經聽和說多年

了，但在入小一時，才算是邁入正規的國語文學習。在這一學期我們會從注音符號

開始接觸，或許它只是一個認識文字前的輔助，但學習之初還無法大量累積字詞量

時，注音的確是個重要的認字工具，透過它的拼讀系統我們之後才可以快速地識字。 

          而小一也是奠定個人學習習慣的初始，尤其剛脫離幼稚園階段，小學又是學習與生活

另一里程碑的起點，如何讓新生能夠適應小學的學習模式和節奏，也是語一課堂裡

一個重要的環節，因此種籽的語文不單單是語文課，有時也是一門生活課、哲學課

或人際關係課。不過最大的期許還是希望藉由語文，能夠引領孩子進入學習之門，

喜歡語文的真，體驗語文的善，感受語文的美。 

課程目標:1.認識注音符號並學會拼讀 

         2.熟悉注音符號並能辨別相似形跟音 

         3.能夠以注音自行閱讀 

         4.開啟國語文學習的熱忱 

         5.建立穩固的學習基礎 

         6.培養良好的固定作息習慣(需家庭大力協助與配合) 

上課時數:每週四小時。 

課程對象:一年級所有新生。 

教    材:康軒出版的國語課本及教師自選教材。 

上課方式:  

     前十週：注音符號(*由於這屆新生大部分都已學過注音符號，所以屆時會視教學情況而定

做調整，也許注音符號的教學可以不用到十週) 

     注音符號歌、口訣、圖畫、故事、遊戲、韻文等方式幫助孩子熟悉注音符號及拼讀，並清

楚辨別相似形或音的區分。 

     後八週：國語文 

     以朗讀、課文討論、生活經驗連結為出發點，進而認識生字的演變，了解造字的背後故事，

延伸語詞的運用和意義，配合語文統整的遊戲活動、補充相關的閱讀教材。 

     對一個六歲的孩子來說，四十分鐘的課堂對他們來說是無比的漫長，孩子的持續力和專注

力頂多十五分鐘。因此語一的課堂大致會區分三個段落，切換學習的節奏和方式。 

     ‧聆聽 

     課堂一開始的時間，會以唸讀故事的方式引領孩子進入靜心聆聽的學習狀態；課堂間問答

時也讓孩子學習聆聽別人發言的重要性，不搶話、不插話、注意聽，是尊重別人也是自己

聽學的基本。 

     ‧閱讀表述 V.S課程進行  

     中間進行課文的閱讀(朗讀、輪讀、默讀、以不同的節奏或情緒朗讀)與討論，也會將視課

程的進度及需要，補充課文外的故事全班一起共讀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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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也是語文學習很重要的一環，除了複述老師所教的，孩子也要從「說」來檢視自己

所學的是否正確；更甚者由「說」來表達自己的想法，和別人的溝通，有說才能刺激思考，

但是要如何說才能適切，也會是語文課裡的重要目標。除了課堂的討論問答，也會有指定

發表，或有小組活動。 

     課程的主軸也是利用此時段進行，除了教師的講述外，也會視課程需要讓孩子動手做。 

     ‧習寫 

     課堂上因應教學上的認識、熟悉，會有一些練習的操作習寫(上台板書、手筆、紙筆)的必

要。也讓孩子從手寫即刻反映課堂上所學的正確性和了解性有多少。 

課程內容:  

     1.唸讀故事，做為每堂課進入教室的暖身，幫助大家靜心。 

     2.與課文內容相關的經驗討論與分享交流。 

     3.注音的發音、拼音、音調、辨音、故事。 

     4.字的故事。從字的構造來看當初它的創造、演變及特性。 

     5.查字典(學期後半段)，認識字典，學習以注音來查察生字，增加字詞的連結及運用。 

     6.成語故事(學國字開始)，配合學習的生字，介紹適合低年級的成語故事，並做成每人的

成語小本。 

     7.延伸活動，配合課文主題、學校大活動(校外教學、文化日)或時節變換，有相關的活動

或遊戲進行。 

     8.標點符號，認識逗、句號。 

     9.語文統整活動，桌遊、蛇棋、大富翁、轉輪盤、字謎、語詞賓果、部首部件配、自編童

詩、你說我猜、畫字、角色扮演…等。 

    10.寫作分享與回饋。親子共讀的書寫，我們會做課堂上的分享，並回饋佳處。 

    11.小詩(唐詩、新詩)或韻文，在朗朗上口的唸讀之間，是最能直接感受文字所帶來的趣味

性，透過詩句去認識詩裡的故事，學習體驗字裡行間的美感。 

作    業:注音─因小孩所處的程度階段不同，可能作業的形式也會有所不同，可能會有課文唸

讀、注音作業本的習寫、練習單、遊戲製作…等等，請爸媽一起來參與，增進親子間

的互動，也能了解孩子的學習狀況。 

         國字─生字本的字、詞及習作練習。 

         *待孩子學習進入穩定後，會開始家庭的親子共讀，請孩子以畫圖和摘要的方式記錄所

閱讀的重點，培養孩子閱讀的習慣。 

親師溝通：當天會有語一聯絡單(mail方式)，方便爸媽了解課堂的學習內容，或小孩作業狀況

的提醒，請爸媽留意關注。 

評    量:依課堂學習態度、表現、作業情形進行評量與學習建議。 

備    註:請幫孩子準備鉛筆三支、螢光筆一支、橡皮擦、L型資料夾一個 

         *國語字典開學還不需要，學期中之後才會依課程的需要而請孩子們準備，屆時會提前

公告，再請爸媽協助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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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文基礎二 
教師：陳淨 

課程說明： 

    這學期和二年級一起探索語文之美，希望在語文的樂趣中，逐漸累積一些文字的使用經驗，

開展出對於表達、閱讀、書寫的能力。這學期我們選用康軒版的課本，並且會倚著課本為穩定的

節奏，配合其他閱讀和簡單的文字創作，希望能在一些重複的練習中，與生活經驗連結，熟悉運

用語文這個美好的載體，持續創造。 

課程目標： 

一、 培養對語文和閱讀興趣：建立語文與生活經驗的連結，維持共讀的習慣，找到閱讀和故事

的樂趣，享受書寫。 

二、 累積基本語文能力：注音、常用字、詞彙、成語的累積，運用字典的能力。 

三、 培養寫作能力和寫作的信心：能用文字表達自己的想法，寫出通順句子，以及嘗試創作短

短的文字。 

四、 培養聆聽與表達能力：能聽懂別人說話，也能順暢、是且和完整表達自己的意思。 

 

上課時數：每週四堂課 

課程對象：二年級必修 

教    材：康軒版二上課本，教師自選繪本與故事。 

上課方式： 

1. 認識生字：從字的緣起、形狀和意義出發，加深字與意的連結 

2. 累積詞語、成語和造詞：與課文和故事相關的字義解釋，以及相似字的造詞練習，也會介紹

與生字或故事有關的成語故事。 

3. 朗讀和討論課文故事：朗讀與表達能力的練習，也累積閱讀理解的能力。 

4. 文字創作：練習使用短句、造句等，並使用標點符號，來表達心中的想法，或是透過想像力

創作故事。老師也會對孩子們的作品進行分享、發表與回饋。 

5. 查字典：熟悉語文學習的工具，能練習獨立找出不懂或不會寫的字詞，並透過字典累積更豐

富的詞彙量。 

6. 培養或維持閱讀習慣：保持每週閱讀習慣，親子共讀的時光可以嘗試不同類型和難度的書籍。 

 

課程內容： 

堂次 內容 作業 

第一堂 課文介紹、生字教學 生字本：生字、造詞 

第二堂 閱讀課文，介紹生詞和成語 生字本：生詞練習 

第三堂 回顧學習，加強不熟悉的部分 造詞/習作 

第四堂 孩子共讀分享或搭配主題來讀與課文主題

相關的故事，搭配課堂活動或創作。 

短句/造句/短文寫作 

作    業： 

1.親子共讀紀錄隔週繳交 

2.搭配課本的生字本與習作 

3.作業本上造詞、造句、句型應用、延伸寫作 

 

課程準備：文具請準備鉛筆、橡皮擦、螢光筆、字典 

評    量：學習態度、課堂參與狀況、作業執行、語文表現，由教師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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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課(三)                        教師:李宜珮 

課程說明:三年級，在經過語一、語二兩年的合班主題課程後，三年級將進入分科語文學習，其中基

本工具能力部分會由作業課累積，希望能在這一年協助孩子建立語文基本工具能力(字、

詞、句)的自學方式與學習習慣，依照自己的學習速度和作息時間學習安排學習節奏。 

課程目標:1.能依照合適方式使用課本 

(先預習課文→習寫生字→練寫習作→自我複習與檢測)。 

2.期初依照個人作息及家庭時間安排，學習自己或和爸媽一起參考課表訂定學習計畫。

(不同於二年級和老師天天見面、天天有小功課，三年級開始需要學習參考課表，規
劃一周在家作業時間,也請家長協助讓孩子有固定的作息和安靜的工作時間) 

3.當計畫與實際執行有所落差時，透過師生對話找出原因並適當調整。 

4.個別學習風格和方法的探索 

  (教師會先互動觀察後，再跟孩子和家庭對話) 

5.學習利用字型部件和部首進行字詞的比較思考與記憶。(六書中的象形、指事、會意

與形聲) 

6.延續練習依注音與部首查字典的方法。 

7.練習依上下文字，學習猜測新詞義的方法。 

8.適合自己的預習與複習方法 

9.認識學習習慣對自己的影響，以及檢測對自己的意義，並調整自己的學習節奏與方式。 

10.在教師引導下，學習紀錄共同性的課堂筆記。 

 

上課時數: 每週兩堂 

課程對象: 三年級 

教    材: 翰林版國語課本及習作、教師自選補充語文活動及引導教材。 

上課方式:1.第一堂：課文共讀與主題延伸活動。生字與家族字活動、新詞、成語、句型討論與活動。 

 第二堂：習作難題討論與應用，或主題引導活動 

2.生字、習作練習將作為回家功課。(請家長和孩子共同建立看課表收拾書包，以及寫
功課的穩定習慣和時間) 

3.三年級將不會進行考卷式檢測，平時會透過部首、部件與字謎的提示，進行該課生字

小複習活動；(檢測這件事，希望是作為孩子自我學習的鏡子，因此大檢測會視孩子

學習習慣穩定建立後，同時個別學習方法及複習方式穩定後，預計四年級才進行。) 

課程內容：1.學習計畫：進度及作息安排、課文預習、習作模式教導及預習、複習、檢測。 

          2.個別學習模式和方法的探索：多元智能的各種學習型態分享、個別優勢與弱勢學習模

式的探索、階段性學習目標的訂定。 

          3.課本文本的延伸討論：語文是認識世界的工具，所以透過文本延伸討論和對話，讓孩

子在課堂有機會練習好好說、聽明白，試著做字詞句的應用，會是課程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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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的第一步。 

          4.語文基本工具能力的累積：除了書寫練習以外，加入字詞句延伸活動，讓文字與書寫

可以更生活感也更有意思些。 

                       從字型部件、部首→查字典、猜字或詞義 

                       詞語辨正活動→詞語接龍、編故事、文字遊戲…等 

                       造句與短文延伸→讓孩子可以表達自己的經驗與想法，也增加字詞書寫與

應用的機會。                         

       

作    業：生字甲、乙本、習作、造句本。 

評    量：學習態度、課堂秩序、文具攜帶、檢測、教師觀察與師生對話 

其    他：1.上課請備妥個人文具(鉛筆、橡皮擦、字典、雙色螢光筆)。 

2三年級開始語文分流，孩子要開始嘗試規劃自己的學習和作業節奏，也學習面對自然

後果。家長可以做合作的是—帶著孩子看自己每天課表做好上課的準備(簿本文具)，

並對話回家作業時間的規劃與執行。 

  過程中，萬一落東落西，請家長不用太心急，對話重點將放在讓孩子了解而且面對嘗

試後的自然結果，才是課程的重點。所以如果發現孩子明顯落進度了(通常孩子連續三

次交功課有所遲疑時，就代表他需要理一理了，正是開啟對話：收拾整理習慣、時間

分配、作業節奏的好機會)，請跟宜珮聯絡。 

 



19 

 

108上  閱讀寫作三                        教師：以潔 

課程說明： 

 三年級是語文發展的一個新階段，在這個時候，閱寫課將引導孩子在「讀」和「寫」上往前

邁進。 

 三年級的閱寫課，我們的「讀」將從二年級習慣的、圖畫為主的繪本，轉為文字為主的故事

書和橋樑書。同時，也希望藉由各種課堂活動和閱讀記錄的作業，讓小孩對文字有感，能從書中

找到樂趣，也逐漸養成閱讀的習慣。 

 同時，小孩也會在「寫」上面做出更多嘗試，從二年級以造句為主的練習往上延伸發展，我

們會進行不同型態的文字書寫。有些需要想像，有些需要記錄，有些需要說明和解釋，有些要練

習表達感受...... 

 在這門帶著大家享受文字的課堂中，我們將把讀和寫互相結合，希望引領中年級階段的小孩

跟文字有更親近和自在的關係。 

課程目標： 

1. 閱讀面：不怕閱讀，享受閱讀，培養閱讀的習慣，探索自己喜歡的讀書口味。 

2. 書寫面：願意、樂意書寫，能自在的把寫當成工具或抒發的管道，創造心滿意足的書寫經驗 。 

 

上課時數：每週三堂 

課程對象：三年級 

上課方式： 

一、主題寫作 

每個月有一個寫作主題，會是不同的文字類型。由這個主題出發，延伸相關的閱讀文本和寫作引

導活動（如遊戲、影片、觀察、畫設計圖與故事草稿等），讓小孩練習體會與掌握不同的文字

書寫。 

二、課外閱讀和閱讀記錄 

課堂外，每個人可依自己的興趣與閱讀節奏，選擇喜愛的書進行獨立閱讀或親子共讀。每週會有

一個固定的「閱讀記錄」作業，記錄自己的閱讀軌跡。 

三、分享與回饋 

同學也是彼此的老師，看看別人的作品，最能從中得到靈感和進步的動機。有時會讓小孩看看大

家的文字，把「作業」轉換成成被欣賞的「作品」；有時，是老師用不同的方式，讓小孩知道

自己寫作的獨特之處和能進步的空間。有時，也會在課堂上推薦並介紹好書，看看別人都在看

些什麼書？彼此分享交流。 

 

課程內容與教材： 

一、故事與想像：顛覆童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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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編出一個故事可能有點難，但我們可以看看聽到爛掉的故事，還有哪些可能性？你又會讓故

事變成什麼鬼樣子或好樣子呢？ 

（預計文本：《顛覆童話》、《沒鰭：陳素宜生態童話》、《11個小紅帽》、《醜女與野獸》、《貓巧可

救了小紅帽》、《這個故事沒有龍喔》） 

二、詩的世界：顏色詩、詠物詩、唐詩 

詩聽起來很難，但我們做的事情更像是用文字來玩遊戲，欣賞那些雖然短卻很有味道的句子。藉

由欣賞和仿寫，讓小孩試著寫出自己的直覺，學習掌握語文中的美感。 

（預計文本：《我還有一隻腳》、《楊喚詩集》、《蝸牛：林良詩選》、《文字森林海》） 

三、遊記與五感摹寫：我的金門記憶 

校外教學之後，來寫下自己的所見所聞：看到的、聽到的、摸到的、嚐到的、感受到的.... 

（預計文本：《拉拉與我》、《歡歡樂樂遊川貴》） 

四、說明文結合想像：我的夢幻之家 

家是溫暖的避風港，請你先形容自己的家，然後再來盡情想像－－如果可以，你的家會有哪些瘋

狂又不可思議的設計？游泳池、電影院、大花園這些好像都太普通了，如果是一個.......（預

計文本：《瘋狂樹屋》、《河馬先生搬新家》 

五、劇本：聖誕老公公失蹤了 

隨著許多小孩期待的聖誕節到來，我們讓小孩來認識「劇本」這個文學形式，也合力寫出我們的

聖誕劇本。當聖誕老公公在重要的時刻失蹤了，到底是發生什麼事？小孩該怎麼辦？ 

（預計文本：《不只是兒戲：兒童劇本集》） 

作    業： 

1. 週一作業（週四交）：在家閱讀＆閱讀記錄（親子共讀的延伸版） 

2. 週四作業（週一交）：回家的文字書寫 

＊變化與挑戰：三年級的閱寫作業需要挪出能安靜、專注的時間進行，也要和數學課、作業課的

作業一同協調，對於小孩與家庭來說，都需要安排出明確的回家工作規律。 

評    量：上課態度、學習狀況、作業表現 

上課用品：請學生各自準備一個資料夾（20-40頁，可用一整年），方便存放文本和學習單。 

資料夾非常關鍵，因不少作業是學習單、寫作引導或範例，若是小孩沒有資料夾，單張類的作

業往往會不見，讓小孩沒辦法進行，也無法建立起規律寫作業、交作業的節奏。 

若小孩開學兩週內沒有帶資料夾，將會請小孩直接繳費購買學校的資料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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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業課(四)                       教師:李宜珮 

課程說明:這堂課將延續上學期的作業三，上學期末大部分孩子的作業習慣已經建立，這學期你們已

經是四年級了，能夠自己完成的生字本、習作和造句功課，請繼續好好排定作息時間在家

完成。隨著學習態度的穩定以及自學能力的提高，我們才能利用有限的課堂時間，擴充豐

富自己的文字認識、運用與討論能力。別忘了，也要把這樣的學習心情先準備好喔！ 

課程目標:1.能依照合適方式自行使用課本教材。 

(閱讀課文→習寫生字→造詞→練寫習作→訂正→自我複習與檢測)。 

2.沉穩的學習態度和習慣： 

  ‧依照這學期各科作業量，進行整學期作業時間預先規劃。 

  ‧當規劃與實際執行有所落差時，透過師生對話找出原因並適當調整。 

3.學習方法：適合自己的學習模式、方法與學習重點的執行與應用。 

4.延續練習利用字型部件與部首幫助記憶，並擴充詞彙量。 

5.熟練依注音、部首查字典的方法。 

6.練習依上下文字，學習猜測新詞或成語詞意的方法。 

7.擴充詞彙量，進行形音義相近詞彙的比較辨別。 

8.了解句型結構和簡單修辭的應用。 

9.適用於短期記憶與長期記憶的複習方法、效能與個別調整。 

10.在教師引導下，練習課堂筆記。 

11.對話測試與自己的意義，從中看見並調整自己的學習型態。 

12.透過大腦科學，探索學習風格與自己的關係 

 

上課時數: 每週兩堂 

課程對象: 四年級 

教    材: 翰林版國語課本及習作、教師自選補充語文活動。 

上課方式:1.第一堂：課文共讀、新詞比較與句型討論，習作難題教學。 

第二堂：成語或詞句的主題活動進行。 

2.生字練習與習作仍將作為回家功課。 

(少數尚未建立穩定習慣的孩子，請家長一定要協助孩子建立寫功課的習慣和時間) 

3.將會開始有生字詞和家族字的小複習，同時會依照這屆孩子的狀況，在對話過分數與

實力關係的種種可能，以及確定考試技巧與複習策略的學習穩定後，上學期末會考慮進

行有線索的小測試，讓孩子有機會學習高度專注與策略應用。預計會在四下才會有正式

考卷式的檢測。 

 

課程內容：1.學習計畫：進度及作息安排、課文預習、習作模式教導及複習、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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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字詞句義延伸：透過語文遊戲進行 

‧字型部件、部首→以部件、部首、上下文，推測字義或詞義。 

            ‧詞語辨正活動→詞語接龍、詞語九宮格、詞語造句或編寫故事、相近或相反形音義

詞的比較辨正、相近字詞編故事等 

            ‧抓取文意架構重點，開始用自己的話陳述，或進階試著以簡單樹枝圖串連 

          3.課堂主題的延伸，以及良好討論習慣的建立。 

作    業：生字甲乙本與習作練習、造詞句本、簡易字典 

評    量：學習態度、課堂秩序、文具攜帶、檢測 

其    他：1.上課請備妥個人文具(鉛筆、橡皮擦、字典、雙色螢光筆)。造詞句本由學校統一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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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上 閱讀與寫作四                 教師:以潔 

課程說明: 

    升上四年級，孩子們將以三年級的語文累積，搭配四年級作業課的基本功為底，繼 

續在閱寫課中發展自己對讀寫的興趣和能力。 

   在閱讀上，孩子們的讀物和文本將更多元和進階。在文體上，除了故事外，也會開始 

閱讀敘述性、說明性，以及資訊量較多的文字。在風格上，有本土的、異文化的；有強 

調冒險、探索和突破的，也有溫馨、感人、美好的，希望孩子有更多的探索與嘗試，能 

找到自己喜歡的文字風格，享受文字的世界。 

    在書寫上，和三年級相比，四年級的閱寫也會挑戰小孩開始建構出比較長、有簡單 

結構、有更多細膩描述的文字。除了繼續有發揮想像力的故事創作，也會有記錄生 

活、表達想法的書寫。除了讓小孩持續培養對讀寫的興趣和信心，也希望小孩能有突破、 

嘗試和穩定的累積，預備自己下一個階段的語文發展。 

 

課程目標:  

 閱讀面: 

1. 能和閱讀建立正面甚至親密的關係，也能擴展自己的閱讀口味，試試看風格和難度都不同的

書。 

2. 培養閱讀理解能力，練習「讀懂」不同文字，並能開始掌握比三年級長一些、資訊量多一些

的文字。 

 寫作面: 

1. 培養寫作的信心和能力，營造正向的寫作經驗，讓孩子不排斥寫、順暢書寫，甚至享受書寫。 

2. 依照孩子們不同的書寫基礎，逐步發展和練習文字的通順度、寫作的技巧和文章結構。 

 

課程內容： 
 

     本學期的課程會圍繞著幾個大主題進行── 

 

一、自創奇幻人物：在《烏龜大夢》、《晴空小侍郎》、《吸墨鬼來了》、《妖怪醫院》這些故事中，

有各種鬼靈精怪的奇妙相遇，例如當河中的魚遇上一個善良的魚鉤，或是東方的鬼遇上西方的巫

婆產生的火花......文章中談的是對異己和陌生事物的包容與接納。讀完各種奇幻人物後，我們

讓小孩認識故事中的「角色」和「背景」是如何塑造出來的，並請小孩創作一個自己的奇幻人物。 

 

二、「月」的故事和傳說：配合中秋主題，來讀不同關於「月」的詩作，欣賞古詩的美和趣味，

也練習運用想像力寫出短詩，或是童謠故事。 

 

 

三、徵人啟事 

從上學期的「種籽教師徵人啟事」出發，讓孩子們為一個生活中有感的東西書寫「徵人啟事」：

可能是為家中的貓咪徵求玩伴？或是為大家最愛的條條徵求專屬廚師？或者，來為爸媽徵求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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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屬司機、管家和秘書？ 

 

四、世界各地的冒險（搭配校外教學的記錄書寫）：以《撒哈拉的故事》等經典遊記，看看別人

如何呈現她們的遊歷與冒險，也記錄我們的大旅行。 

 

五、如果我開了一家店：在《綠綠公主》、《一句話專賣店》、《小熊兄妹的點子屋》系列故事中，

呈現了不同神奇的商店。每一家店老闆都有著自己開店的原因，以及面對的挑戰。原本熱賣的商

品，也會上各種難題。藉由開店的主題，讓孩子可以隨心所欲的成為一家店的老闆－－你會如何

發揮？會遇上什麼問題、會如何解決呢？ 

 

六、好書分享和每周閱讀記錄：在上半學期，我會持續在課堂上推薦好書給孩子，並帶孩子定期

去圖書館尋找新書，並讓小孩每週記下自己所閱讀的書。而在校外教學後，則會每週讓小孩輪流

和大家分享自己喜歡的書，讓小孩看看別人都在看些什麼。除了拓展閱讀的口味和練習口語表達

之外，更重要的是營造「一起」在閱讀的氛圍。 

 

 

上課時數: 每週三堂 

課程對象: 四年級孩子 

教    材: 教師自選教材、書寫筆記本 

作    業： 

1. 週二作業（週五交）：在家安排閱讀時間，並書寫閱讀記錄。偶爾，可能會將課堂上未完成的

作業帶回家寫（例如學習單、文章的草稿）。 

2. 週五作業（週二交）：回家的文字書寫。 

 

評    量：上課態度、學習表現、作業狀況。 

其    他：請準備一本屬於自己的資料夾(20-40頁)，並備妥文具。 

資料夾非常關鍵，因不少作業是學習單、寫作引導或範例，若是小孩沒有資料夾，單張類的作

業往往會不見，讓小孩沒辦法順利寫作業，也因此無法建立起規律寫作業、交作業的節奏。 

若小孩開學兩週內沒有帶資料夾，將會請小孩直接繳費購買學校的資料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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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文五 

授課教師：李潔欣 

課程說明：語言是一扇認識自己、認識他人，認識世界的一扇門，透過它我們能學習掌握自己，

進而探索與建立自己於群體中的定位，藉由文字表達出自己的想法與情感，透過文字的閱讀來擴

展世界觀，語文會是你的好朋友，陪伴你獨處的時光。進入高年級的你，除了需要繼續累積語文

基礎，在閱讀，書寫以及思考上，深度與廣度都需要更要提高一個檔次的提升。 

    進入五年級的你，除了語文基礎的持續累積，在閱讀、書寫、思考與討論，在深度與廣度都

需要兼備下持續累積與升級。這學期的我們，主線文本是康軒版五年級課本，副支線之一為種籽

歷屆學長姐所推薦的高年級讀本為共讀書籍，透過團體氛圍討論，延伸尋覓出每個同學屬於自己

的閱讀口味，副支線之二為潔欣推薦的文本，搭配時節跟學校大活動如校外教學、文化日，嘗試

挑戰閱讀不同的文體，與世界時事連結，選自康軒學習雜誌進階版與未來少年等圖書館相關雜

誌，適合語文五年級的同學。 

書寫部份除了每個單元的主題式書寫練習外，更為下學期的專題小書製作做暖身，希望能幫

助同學試著尋覓到自己有興趣的，想要研究、探索的事物，並練習提出問題，練習蒐集相關的資訊。 

課程目標： 

1.從字感延伸到詞感，理解詞彙在文句中的感應與應用。 

2.能進行主題的閱讀、討論與創作。 

3.從文本延伸創作能力。 

4.累積觀照自我的寫作能力。 

5.建立自主學習的能力與責任感。 

 

上課時數：每週四堂 

課程對象：五年級 

教 材：康軒版五年級課本與習作本 + 共讀書籍 + 老師選文本（未來少年與康軒學習雜誌進階

版等圖書館相關雜誌與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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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課方式 ：每週的四堂課中，我們會平均地工作基本語文、閱讀寫作，時間分配如下。 

週ㄧ、週三的課堂，我們持續基本功的練習，包括生詞、句子、成語、語文常識等。 

週五的連兩堂課堂為閱讀與寫作。 

在寫作方面，我們要來練習組織句子、文章和段落，學習更完整的書寫，接著嘗試不同寫作主題

與文體，豐富閱讀寫作的可能。 

在閱讀方面，透過閱讀不同形式的文章，建立閱讀理解與習慣，藉此延伸尋覓出自己的閱讀口味

與挑戰，建立個別閱讀線，培養跟文字的感情，累積個人的閱讀存摺。兩週一次的透過口語表達

與好書介紹的書寫，來分享閱讀的樂趣。 

 

作業：每次上課都有作業需要回家書寫。 

週一回家練基本功：生字、字詞、造句。週三繳交。 

週三回家練基本功：成語、短文書寫、學習單。週五繳交。 

週五回家練創作功：閱讀與延伸、書寫練習。 下週一繳交。 

 

評量： 

1.課堂觀察（學習態度與參與度，語文學習狀況。） 

2.態度觀察（責任培養，基礎語文和閱讀書寫作業的情況。） 

3.定期測驗評量。 

 

注意事項： 

1.上課請備妥個人文具。 

2.準備一本字典放學校。 

＊上課第一週請準備完成。 

https://www.face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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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文六                 教師：黃瑋寧 

 
課程說明： 

    語六課程說明，如以下樹枝圖： 

 

課程目標： 

    學習語文的最終目的，除了玩味語文本身所蘊含的奧妙與文明發展之外，便是透過語文去認

識、理解這個世界。於是，語文學習必須要學得「有意義」，一方面透過語文去認識各式各樣有

意義的想法，一方面透過語文去創造有意義的生活。以之前語文的學習基礎和學習態度為底，五

年級的語文課是培養氣魄、學習策略、  

    語六主要的目的有三： 

1.「用已經有的語文能力去擴充更多語文能力」 

2. 清楚感受「語文和學習萬事萬物的關係」 

3. 掌握自主學習所需的意識和能力：練習小組共學；認識自己的學習風 

   格、優勢和弱點，並形成面對的方法與態度；建立「測驗」的意義和準備方  

   法；能說出語文學習之於自己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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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課時數：每週四堂。 

 

課程對象：六年級所有學生 

 

教    材：教師自選文本、自製生字詞單和學習單。依照孩子的個別特性進行閱讀的開展與習慣

培養。 

 

課程內容與上課方式： 

1.關於語感：透過各種語文活動、古文白話文文本閱讀和理解培養字感、詞感和語感，練習推敲

文章（包括現代及古典）的意義，進而知道無論是古文或是現代文學，語文閱讀皆是一種符碼的

解讀。 

 

2.關於閱讀：包含集體閱讀理解練習與個別閱讀線的建立，享受閱讀並培養習慣、方法與共鳴，

從閱讀中獲取訊息、認識世界和自己。 

 

3.關於書寫： 

(1)以造字原則認識新字、累積詞彙並能在文章中嘗試進而正確運用、學習更精確地運用標點符

號。 

(2)建立書寫的自然感和順暢度、能藉著書寫來表達自己情感與想法、寫作文章能夠主旨清晰、

段落分明，找到書寫的意義，經歷我寫故我在，和我在故我寫的經驗與感受。 

 

 

評    量：搭配自我評量和教師評量，將針對兩個向度給予評量與學習建議： 

           1.學習如何學習的能力 

           2.語文學習發展 

             

必備學習工具，並且第一堂課就請帶來上課 

 

(1) 至少放 40頁的 A4大小資料夾，也可以備 20頁資料夾兩本 

(2) 字典：請準備一本字典放在學校 

(3) 文具：鉛筆、橡皮擦、不同顏色的螢光筆或色鉛筆三枝、剪刀與膠水， 

作   業： 

 

每次上課一定都有作業書寫需要回家工作。 

星期一回家練基本功，寫字、詞、句子、成語-->星期二交 

星期二回家練基本功，寫字、詞、句子、邏輯或詩詞-->星期三交 

星期三回家練基本功，寫字、詞、句子、邏輯或詩詞-->星期四交 

星期四回家練創作功，書寫、閱讀延伸與創作星期一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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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科規劃                      教師：潔欣、瑋寧、舒涵 

關於英文，我們這樣想 

   在種籽，經驗讓我們相信哲學家維根斯坦的話語：「學習一種語言，是在學一種生活方式。」 

    英文是人類發展出來的眾多語言之一，也是世界上的強勢語言之一，它連結出豐富的文化意

涵和世界觀。種籽的英文課程設計和課室經營中，教師會透過各種教學方式、媒材選擇，支持孩

子慢慢理解這套符號系統的運作邏輯、一步一步獲得學習英文的學習方法和基礎知識、並且增加

應用的經驗。 

    在台灣大環境的脈絡以及兒童發展歷程的雙重思考下，種籽選擇在中年級階段，將英文設定

為有對話機會的選修課。 

    英文在台灣的生活中，並不是主流使用語言，所以大部分的孩子學習英文時，都是在接觸一

套新的語言系統，而不是出自本能反應。中年級的學習者，已經對種籽的環境和學習有足夠的熟

悉感，對於從感官和實際經驗轉成抽象符號的語文學習，也有了兩年的中文學習經驗，在不被壓

制的心情下，在這個階段再開一扇語言的窗，符合人類學習最健康的狀態。學習不會流於形式化，

也不會排擠到其他能力的養成。 

核心精神與共同實踐 

1. 教師團的努力方向，是讓孩子走出課堂的時候覺得自己在英文領域還有無限的追尋空間，而

且具備勇氣和信念，在離開課堂後還願意繼續去學習、去磨練。 

2. 學習一種語言，是在學一種生活方式；而學習語言的歷程本身，除了聽、說、讀、寫的基本

能力建構之外，還會發生很多有意義的領悟與實踐，孩子有機會看到自己現階段的樣子，有機會

參照自己與團體，進而琢磨到人我關係，找到自己在這個學習群體中可以勝任的角色和努力的方

向。 

總的來說，英文科的教師群，想要透過英文這個重量級媒材，為孩子打開視野的窗，並且腳踏實

地的學習如何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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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年級的發展狀態與工作重點 

年級 發展狀態 工作重點 

 

三 

年 

級 

從認識字母的形狀與聲音與書寫為入

手，熟悉基本的發音規則與方法，認識

生活用語的單字與句型。 

1. 引發學習英文的意願 

2. 學過的單字可以將聲音與指涉物件或動作連結 

3. 日常生活口語對話經驗 

4. 培養聽說讀寫的能力 

 

四 

年 

級 

持續熟悉與練習英文拼讀，帶入基本的

句子結構，漸漸帶入背單字的工作方法

與習慣、建立並實踐學習語文的態度、

建立學習的方法。 

1. 創造並保持學習英文的意義感 

2. 開始注意日常生活中會遇到的英文，讓英文的存 

   在延伸到課堂之外 

3. 習慣在課堂同時處理一部份聽得懂和一部份聽不 

   懂的訊息，抓住自己可以理解的部分 

4. 慢慢累積與生活相關的常用單字  

5. 理解並能操作部分基礎的英文文法 

五 

年 

級 

讓自己靜下心，在英文這個語言上做更

深入的學習，勇於去嘗試不同的挑戰。 
1. 持續累積英文單字量 

2. 具備英文文法、句型使用的能力 

3. 開口說英文、讓自己練習用這個語言去表達 

4. 找到讓自己持續接觸英文的動力 

5. 用英文去連結更多的可能 
六 

年 

級 

自由開創，運用所學做變化，找到自己

和英文持續接觸的連結和方法。 

 

各年級的教學方法 

三年級：以課本為主軸，配合習作和學習單的書寫練習。每個單元搭配繪本故事聆聽，透過情境

來練習對話，穿插動態活動，靜態桌遊，戲劇扮演、動手做點心、節慶主題活動，讓孩

子覺得英文好好玩。 

四年級：以課本為軸線，有對話練習、遊戲中的練習、創造實際使用英文的經驗，並搭配習作和

學習單做實質的書寫練習，小書閱讀和背誦，接觸有趣有視野的英文素材。 

五年級：以課本為軸線，有問卷採訪、兩兩對話練習、讀者劇場練習、繪本選讀、學習單練習。 

六年級：用不同的媒材和方法，做英文聽說讀寫能力的累積。我們會朗讀文章、跟讀模仿、上台

介紹、30秒回答問題、繪本、文章選讀、日記短文書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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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年級的課程訊息 

年級 授課老師 教材 上課時數  準備工具 回家作業 檢測 

三 潔欣 康軒 Hello kids 1 

(康軒出版) 

每週2堂 課本、習作 

資料夾 

每堂課後都有

學習單與任務 
不定期 

四 瑋寧 
Explore Our World 1 

(國家地理出版) 

+ 教師自選 

每週2堂 課本、習作 

資料夾 

每堂課後都有

學習單與任務 
不定期 

五 舒涵 Explore Our World 1 

(國家地理出版) 

每週3堂 課本、習作 

資料夾 
每週兩次 隔週一次 

六 舒涵 教師自選 每週3堂 筆記本、資料夾 每週兩次 每週一次 

 

＊本學期英四採用的教材是國家地理出版社的 Explore Our World 1  

  教材相關資訊：  

https://www.cavesbooks.com.tw/EC/Books_Prod_ERP_Content.aspx?SHOPID=WSP2012121214 

0137M5P&GID=GDS20150420090539KL0  

  孩子具備教材的方式有：  

     1. 自備教材    2. 不想買的孩子，學校備有公用本，可以影印使用 

     3. 由學校代收代付購買 課本+工作本+CD 收取費用 800 元，其餘部分學校吸收  

        (請於試課週第一堂課，告知瑋寧是否要訂書，學校可以協助作代收代付)    

 

各年級的老師自述 

潔欣(英三):  

潔欣曾經在澳洲有一段美好的學習英文時光，在動物園、溜冰場、城市沙灘、古蹟中進行一個又

一個好玩的活動，跟來自世界各地的朋友一起聊天說地，那段經驗深深支持與陪伴著潔欣長大，

我小時候的願望是英文可以變成我的好朋友，幫助我與世界交流。希望英文也能夠成為你們的好

朋友，讓我們一起來玩吧。 

潔欣的部落格：https://hsinseeding.wordpres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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瑋寧(英四) : 

瑋寧從小就著迷於不同口音的英文發音，很喜歡英文歌曲，小時候會把歌詞抄起來貼在浴室的牆

壁上洗澡的時候唱給自己聽；很喜歡看英文電影，會像鸚鵡一樣跟著影片唸自己聽得懂的句子；

去土耳其和義大利等非英語系國家旅行時，發現標準的英文口音其實不存在，學英文的意義在於

你能不能加上表情、加上動作、加上手繪用盡所有的方式跟不同世界的人們溝通。 

我自己，也是個還在學英文的學習者。邀請進來課堂的孩子，跟我一起繼續英文學習這趟旅程。 

                                                    瑋寧的Email： iweining@gmail.com 

舒涵(英五、英六) :  

小時候學英文，是被媽媽抓著進安親班，那時候，覺得英文真是個討厭的東西 

國中時學英文，是有好多的美劇要追，能用自己的耳朵聽懂，真是神奇，真是開心 

長大後學英文，是發現有了它，世界變得真是大，能四處旅行，聽聽不同的故事、看看別人的生

活 

那你/妳學英文，是因為什麼呢？ 

進這堂課之前，我想邀請你，先和自己好好對話這個問題。 

舒涵的英文課，你會聽說，有點可怕、有點嚴厲 

實際上課之後，你會發現，的確，需要勇氣、需要耐力 

那麼，你/妳準備好了嗎？                           

                                                   舒涵的Email： carol9704@gmail.com 

家長可以提供的學習協同和陪伴 

心態建立 

把學習英文想成是建構的過程，用每個孩子的步調，一點一點的累積語感和學習英文的正確習慣。 

每天都「有意識的 input」，至少 10分鐘。 

要留意的是，孩子有了 input之後，可能會經過一段沉默期才有 output，大人要有耐心、包容

孩子的沉默期，千萬別太心急而打壞孩子的學習胃口。 

方法推薦 

親子共聽：兒童歌謠、韻文，或是床邊故事、英文歌曲，讓孩子以「聽力訓練」為主，生活中與

孩子用英文對話就是大量的聽力練習。 

親子共說：會話的練習最重要的就是日常生活的應用，這部分最重要的是持續、堅持，可以從最

簡單的日常生活用語開始，再慢慢比較進階。 

親子共讀：親子共讀可以以繪本、重複型故事、預測型故事等作為閱讀文本。最重要的給孩子「符

合程度」的讀本，進而挑選符合孩子程度、又感興趣的英文讀物。共讀英文繪本，一開始唸給孩

子聽，後來媽媽唸一句、孩子唸一句；再更熟悉之後，就可以開始對話，一人演一個角色、講書

中的內容。 

親子共寫：家長可以與孩子用寫交換明信片、日記的方式，培養寫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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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文連結 

<兒童英文學習的７個關鍵祕訣> 

https://gfamily.cwgv.com.tw/content/index/12818 

<打破你的五個英文學習迷思>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LI7xTebE6w 

<家長是孩子最好的學習夥伴> 

https://udn.com/upf/udn/Englishlearning/parent.html 

 

https://gfamily.cwgv.com.tw/content/index/12818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LI7xTebE6w
https://udn.com/upf/udn/Englishlearning/parent.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