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東縣大坡國民小學 110 學年度第一學期 四年級 國語領域課程計畫
教材來源
設計者

南一版第七冊
四年級團隊

教學節數
教學者

1. 認識臺灣欒樹的植物特性。
2. 認識與了解植物對自然的重要性。
3. 能學習善用五官感受以擬人法寫物。
4. 學會欣賞藉物抒情的文章。
5. 學會如何描寫事物。
6. 體會臺灣欒樹與作者家人的關係。
7. 欣賞臺灣欒樹四季的美。
8. 認識不同植物的生長特性。
9. 能用本課四字語詞及句型造句。
10. 學會運用擬人法寫作。
11. 體會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長處，並能欣賞他人與自己不同的特點。
年級課程目標

12. 感受每個生命都有它存在的價值，嘗試找出自己存在的價值，進而認真充實自己。
13. 能具體描述各種水果的特徵。
14. 認識「童詩」的寫作特性與技巧。
15. 運用擬人法寫出有趣生動的詩句。
16. 能用肢體動作進行角色扮演，演出故事內容。
17. 能欣賞並體會與水果們互動的樂趣。
18. 能運用五官仔細觀察事物，並發揮創造力，說出內心感受。
19. 能學會如何去讚美他人。
20. 能從文章角色的對話中，了解角色的情緒並掌握故事情境。
21. 認識童詩特徵，進而欣賞童詩。
22. 認識文房四寶的功能和特色。
23. 欣賞名家碑帖書法作品。
24. 能認識不同國家冬天吃蘿蔔的差異性。

每週 5 節
黃俊銘

25. 認識欣賞臺灣飲食文學。
26. 能用本課句型造句。
27. 學習將例子擴寫成段落。
28. 藉由品嘗不同國家的蘿蔔，吃出品味，將吃提升到飲食文化的層次。
29. 對於美食的尋覓，要用心靈嘗試。
30. 認識蘭嶼飛魚季的風俗和特點。
31. 能了解童話故事的寫作技巧。
32. 學會欣賞故事體結構的文章。
33. 能找出題目的涵義，概括文章的核心主旨。
34. 體會飛魚躍出海面克服恐懼的勇氣與艱辛。
35. 欣賞飛魚和達悟男孩各自完成成年考驗的成就感。
36. 認識與了解先人敬惜字紙的傳統。
37. 了解惜字亭建築的特色。
38. 能用課文句型造句。
39. 認識說明文的表述方式。
40. 能了解先人的敬字文化與珍惜字紙的傳統。
41. 能了解先人敬字惜紙的傳統，進而珍惜資源，愛護地球。
42. 了解奉茶所代表的含意。
43. 能歸納本課的主旨。
44. 藉由「奉茶」的文化見識不同的人文特色。
45. 培養主動關懷人事物的態度。
46. 能認識一篇文章分段的方法有自然段及意義段兩種方式。
47. 能認識外來語的成立方式。
48. 能明白何為段落安排。
49. 知道自然界萬物相依存的關係。
50. 明白樹木和木材有什麼不同。
51. 能思考生活中各事物所具有的功能及價值。
52. 學會運用閱讀策略理解文本。

53. 能發現及尊重「樹」的存在，看到「樹」在我們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
54. 能體會與自然界萬物和諧共存的生活態度。
55. 對新聞人工作內容有基本的了解。
56. 學習如何拍攝新聞照片。
57. 掌握採訪的重點，寫出生動的新聞稿。
58. 學習媒體的實務運作與工作技巧。
59. 明白分工合作的重要，印證團結力量大的道理。
60. 積極參與，體驗一個新的活動，留下美好的回憶。
61. 認識資訊時代網路世界的無遠弗屆。
62. 認識多元媒體對現代生活的影響。
63. 學會本課語詞的意義及用法。
64. 能運用網路傳送或接收各種資訊。
65. 能體會網路雖然便利，真正造成影響的還是人心。
66. 反思資訊時代，個人在網路上所費時間與收穫。
67. 了解當今媒體形式的特色。
68. 建立媒體識讀的基本觀念。
69. 能具備思考提問的技巧。
70. 能根據課文，整理文意重點。
71. 培養關懷世界的胸襟。
72. 能分享自己的媒體經驗與感受。
73. 能學習到訪問主題的相關知識。
74. 能知道報紙標題、副標的位置。
75. 能口頭發表 6Ｗ重點。
76. 能使用關鍵字在網站搜尋資料。
77. 能將網路上搜尋到的資料做儲存。
78. 能了解真正的貧窮是什麼。
79. 能了解故事的寫作技巧。
80. 能建立敘事的邏輯及布局技巧。

81. 能找出題目的含義，概括文章的核心主旨。
82. 能體會出精神層面的富足勝於物質上的優渥。
83. 能體會父親教導孩子的心意。
84. 了解西遊記是中國古典文學名著。
85. 知道西遊記的故事情節。
86. 學會記住臺詞的方法，掌握整個劇情的發展。
87. 面對挫折時，能思考多元的解決方式。
88. 透過戲劇演出，欣賞不同的人物性格。
89. 欣賞神怪小說生動逼真的奇思幻想。
90. 能認識馬克‧吐溫的相關作品，了解馬克‧吐溫幽默風趣的寫作風格。
91. 能覺察人物對話的表面意思與真實想法的差異。
92. 能學習從不同角度思考解決問題的方法。
93. 能從故事中學習說話的技巧。
94. 能體會說服別人最好的方式就是引起他的興趣。
95. 能體會快樂來自於自己的心態。
96. 認識故事體的因果關係。
97. 能理解文章段意、大意及主旨。
98. 能運用故事結構欣賞文意。
99. 能理解別人的需求並給予尊重。
100. 能體會自己認為對別人的好，有時反而是一種傷害。
101. 能讓學生了解勸告別人的目的和時機。
102. 能讓學生認識劇本。
103. 能讓學生了解文章的開頭寫法。
104. 教導學生運用不同結尾法寫文章。
105. 認識電視對家庭和現代社會的影響。
106. 能了解故事中的趣味性，並洞悉熊哥哥「遇鬼」背後的原因。
107. 認識故事中的擬人寫作技巧。
108. 能從故事中連結生活經驗，並和同學分享與討論。

109. 能體會熊哥哥因為近視看不清楚感受到的恐慌。
110. 反思自己使用科技產品所費的時間與得失。

主 單
十大基本能力
題 元

能力指標

學習目標

教學活動概述
節
（教學活動重點） 數

二、欣賞、表現 1-2-1 能運用注音符號，理解字詞音義，提升閱讀 1.認識臺灣欒樹的 1.本課的臺灣欒
與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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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能。

植物特性。

樹，長在作者家的

教學資源

評量
方法

重大議題

5 南一電子書 字形檢核 ◎環境教育
聲調檢核 3-2-2 培養對自然環境的熱

四、表達、溝通 1-2-2 能了解注音符號和語調的變化，並應用於朗 2 認識與了解植物 窗口邊，四季呈現

寫字檢核 愛與對戶外活動的興趣，建

與分享。

口語評量 立個人對自然環境的責任

讀文學作品。

對自然的重要性。 不同風貌，像一幅

八、運用科技與 4-2-1-1 能利用部首或簡單造字原理，輔助識字。 3.能學習善用五官 風景畫，使作者家

仿作評量 感。

資訊。

4-2-1-3 能利用新詞造句。

感受以擬人法寫

充滿藝術氣息。

觀察評量 ◎家政教育

九、主動探索與 2-2-1-1 能養成仔細聆聽的習慣。

物。

2.聆聽教師與同

態度評量 3-2-8 認識生活中的美化活

研究。

4.學會欣賞藉物抒 學分享有關觀賞

2-2-2-3 能發展仔細聆聽與歸納要點的能力。

5-2-3-1 能認識文章各種表述方式（如：敘述、描寫、 情的文章。

臺灣欒樹四季之

抒情、說明、議論等）
。

5.學會如何描寫事 美的景象。

5-2-3-2 能了解文章的主旨、取材及結構。

物。

5-2-4-1 能閱讀各種不同表述方式的文章。

6.體會臺灣欒樹與 家附近與生活息

3.分享家中或住

5-2-7-1 能概略讀懂不同語言情境中句子的意思， 作者家人的關係。 息相關的植物，自
並能依語言情境選用不同字詞和句子。

7.欣賞臺灣欒樹四 己和植物的對話

5-2-14-5 能說出文章的寫作技巧或特色。

季的美。

6-2-1-1 能在口述作文和筆述作文中，培養豐富的想
像力。
6-2-5-1 能養成觀察周圍事物，並寫下重點的習慣。
6-2-6-1 能掌握詞語的相關知識，寫出語意完整的句
子。
6-2-8-1 能從內容、詞句、標點方面，修改自己的作
品。

與相處或照顧的
過程及感受。

動。

備註

二、欣賞、表現 1-2-1 能運用注音符號，理解字詞音義，提升閱讀 1.認識不同植物的 1.在本課中，以擬 5 南一電子書 字形檢核 ◎人權教育
與創新。

效能。

生長特性。

人的手法描寫植

聲調檢核 1-2-1 欣賞、包容個別差異

四、表達、溝通 1-2-2 能了解注音符號和語調的變化，並應用於朗 2.能用本課四字語 物的想法，藉此提

寫字檢核 並尊重自己與他人的權利。

與分享。

口語評量 ◎生涯發展教育

讀文學作品。

詞及句型造句。

供讀者重新思考

五、尊重、關懷 4-2-1-2 能利用部首或簡單造字原理，輔助識字。 3.學會運用擬人法 生命的意義，並更

仿作評量 2-2-1 培養良好的人際互動

與團隊合作

觀察評量 能力。

4-2-1-3 能利用生字造詞。

九、主動探索與 2-2-1-1 能養成仔細聆聽的習慣。

寫作。

能欣賞自己的特

4.體會每個人都有 色。

第 研究。

2-2-2-3 能發展仔細聆聽與歸納要點的能力。

二

5-2-3-1 能認識文章的各種表述方式(如：敘述、描 欣賞他人與自己不 學分享有關仙人

課

寫、抒情、說明、議論等)。

同的特點。

花

5-2-3-2 能了解文章的主旨、取材及結構。

5.感受每個生命都 鵑、玫瑰、曇花的

兒

5-2-4-1 能閱讀各種不同表述方式的文章。

有它存在的價值， 相關資料。

的

5-2-7-1 能概略讀懂不同語言情境中句子的意思， 嘗試找出自己存在 3.能和大家分享

心

並能依語言情境選用不同字詞和句子。

的價值，進而認真 關於觀察植物的

事

5-2-14-5 能說出文章的寫作技巧或特色。

充實自己。

態度評量

自己的長處，並能 2.聆聽教師與同

掌、百合花、杜

經驗。

6-2-1-1 能在口述作文和筆述作文中，培養豐富的想

4.自己有哪些特

像力。

點長處，介紹給大

6-2-5-1 能養成觀察周圍事物，並寫下重點的習慣。

家。

6-2-6-1 能掌握詞語的相關知識，寫出語意完整的句
子。
6-2-8-1 能從內容、詞句、標點方面，修改自己的作
品。
第 二、欣賞、表現 1-2-1 能運用注音符號，理解字詞音義，提升閱讀 1.能具體描述各種 1.本課以擬人
三 與創新。

效能。

水果的特徵。

法，將生活中美味

課 八、運用科技與 1-2-2 能了解注音符號和語調的變化，並應用於朗 2.認識「童詩」的寫 的水果，活靈活現
、水 資訊。

讀文學作品。

作特性與技巧。

呈現於晚會中，更

5 南一電子書 字形檢核 ◎家政教育
聲調檢核 1-2-1 認識飲食對個人健康
寫字檢核 與生長發育的影響。
口語評量 ◎環境教育

果 九、主動探索與 4-2-1-1 能利用部首或簡單造字原理，輔助識字。 3.運用擬人法寫出 針對水果外型及

仿作評量 1-2-2 能藉由感官接觸環境

們 研究 。

觀察評量 中的動、植物和景觀，欣賞

4-2-1-2 能利用生字造詞。

有趣生動的詩句。 特質，賦予演出角

的

2-2-1-1 能養成仔細聆聽的習慣。

4.能用肢體動作進 色，營造溫馨且富

晚

2-2-2-3 能發展仔細聆聽與歸納要點的能力。

行角色扮演，演出 人情味的氛圍。

會

5-2-3-1 能認識文章的各種表述方式(如：敘述、描 故事內容。

態度評量 自然之美，並能以多元的方
式表達內心感受。

2.聆聽教師與同

寫、抒情、說明、議論等)。

5.能欣賞並體會與 學分享有關水果

5-2-3-2 能了解文章的主旨、取材及結構。

水果們互動的樂

的小故事。

5-2-4-1 能閱讀各種不同表述方式的文章。

趣。

3.能有條理的說

5-2-7-1 能概略讀懂不同語言情境中句子的意思， 6.能運用五官仔細 出觀察各種水果
並能依語言情境選用不同字詞和句子。

觀察事物，並發揮 的特徵及過程。

5-2-14-5 能說出文章的寫作技巧或特色。

創造力，說出內心 4.能說出本課大

6-2-1-1 能在口述作文和筆述作文中，培養豐富的想 感受。

意，並分享心得。

像力。

5.從師生共同討

6-2-5-1 能養成觀察周圍事物，並寫下重點的習慣。

論中，能演出故事

6-2-6-1 能掌握詞語的相關知識，寫出語意完整的句

情節，表達自己的

子。

感受，傾聽別人的

6-2-7-4 能配合閱讀教學，練習撰寫心得、摘要等。

看法。

6-2-8-1 能從內容、詞句、標點方面，修改自己的作
品。
3-2-2 能合適的表現語言。

1.能學會如何去讚 1.由衷的讚美可

3-2-3-5 說話用詞正確，語意清晰，內容具體，主題 美他人。

以讓對方感到滿

5 南一電子書 字形檢核
寫字檢核

明確。

2.能從文章角色的 足和快樂，幫助對

仿作評量

語

3-2-4-1 能抓住重點說話。

對話中，了解角色 方建立自信。

觀察評量

文

5-2-4-2 能讀出文句的抑揚頓挫與文章情感。

的情緒並掌握故事 2.在一篇文章

天

5-2-7 能配合語言情境閱讀，並瞭解不同語言情境 情境。

地

中字詞的正確使用。

一

5-2-7-1 能概略讀懂不同語言情境中句子的意思，並 而欣賞童詩。
能依語言情境選用不同字詞和句子。

3.認識童詩特徵，進 對話，可以讓故事
內容更具有畫

4.認識文房四寶的 面，就好像親臨現

5-2-3-1 能認識文章的各種表述方式(如：敘述、描 功能和特色。
寫、抒情、說明、議論等)。

裡，人物間的互動

場，參與其中一

5.欣賞名家碑帖書 樣；我們在閱讀

5-2-4-1 能閱讀各種不同表述方式的文章。

法作品。

時，可以從說話者

4-2-6-1 能欣賞優美的書法。

的語氣或用字遣

4-2-7 能激發寫字的興趣。

詞，來掌握說話者
所要表達的情緒。
3.詩是優美的文
學作品，用字淺顯
易懂，內容充滿童
趣與創意。富有韻
律感的童詩，讓我
們在閱讀時能感
受到文字變化的
樂趣。
4.書法用具有：
筆、墨、紙、硯，
合稱「文房四寶」
。

二、欣賞、表現 1-2-3-2 能就所讀的注音讀物，提出自己的看法，並 1.能認識不同國家 1.在本課中，作者 5 南一電子書 字形檢核 ◎環境教育
與創新。
第
四
二、 課
文化 冬
交響 日
曲

吃
蘿
蔔

做整理歸納。

冬天吃蘿蔔的差異 對於美食的尋

四、表達、溝通 3-2-3-5 說話用詞正確，語意清晰，內容具體，主題 性。
與分享。

明確。

覓，除了用舌頭，

聲調檢核 3-2-3 尊重不同族群與文化
寫字檢核 背景對環境的態度及行為。

2.認識欣賞臺灣飲 更用心靈嘗試。因

口語評量 ◎家政教育

六、文化學習與 4-2-5-1 能正確掌握筆畫、筆順及形體結構。

食文學。

仿作評量 1-2-4 察覺食物在烹調、貯

國際瞭解。

3.能用本課句型造 味，還將吃提升到

觀察評量 存及加工等情況下的變化。

九、主動探索與 2-2-2-3 能發展仔細聆聽與歸納要點的能力。

句。

態度評量

研究。

4.學習將例子擴寫 2.聆聽教師與同

2-2-1-1 能養成仔細聆聽的習慣。

5-2-1 能掌握文章要點，並熟習字詞句型。

5-2-3-1 能認識文章的各種表述方式（如：敘述、描 成段落。

此不僅能吃出品

飲食文化的層次。

學分享有關各地

寫、抒情、說明、議論等）。

5.藉由品嘗不同國 旅遊的經驗。

5-2-3-2 能了解文章的主旨、取材及結構。

家的蘿蔔，吃出品 3.能和大家分享

5-2-4-1 能閱讀各種不同表述方式的文章。

味，將吃提升到飲 關於各國食物的

5-2-7-1 能概略讀懂不同語言情境中句子的意思， 食文化的層次。

差異性。

並能依語言情境選用不同字詞和句子。

6.對於美食的尋

4.把自己知道的

5-2-14-5 能說出文章的寫作技巧或特色。

覓，要用心靈嘗試。 美食推荐給大家。

6-2-1-1 能在口述作文和筆述作文中，培養豐富的想
像力。
6-2-5-1 能養成觀察周圍事物，並寫下重點的習慣。
6-2-6-1 能掌握詞語的相關知識，寫出語意完整的句
子。
6-2-7-4 能配合閱讀教學，練習撰寫心得、摘要等。
6-2-8-1 能從內容、詞句、標點方面，修改自己的作
品。
一、瞭解自我與 1-2-3-2 能就所讀的注音讀物，提出自己的看法，並 1.認識蘭嶼飛魚季 1.飛魚飛飛，在爸 5 南一電子書 字形檢核 ◎環境教育
發展潛能。

做整理歸納。

的風俗和特點。

媽鼓勵下，衝出海

聲調檢核 3-2-3 尊重不同族群與文化

六、文化學習與 4-2-1-3 能利用新詞造句。

2.能了解童話故事 面，完成成年考

寫字檢核 背景對環境的態度及行為。

國際瞭解。

的寫作技巧。

口語評量 ◎生涯發展教育

4-2-5-1 能正確掌握筆畫、筆順及形體結構。

八、運用科技與 2-2-1-1 能養成仔細聆聽的習慣。
第 資訊。

2-2-2-3 能發展仔細聆聽與歸納要點的能力。

驗。而達悟男孩在

3.學會欣賞故事體 長老的指導和鼓

仿作評量 1-2-1 培養自己的興趣、能

結構的文章。

觀察評量 力。

勵下，做拼板舟、

五 九、主動探索與 5-2-1 能掌握文章要點，並熟習字詞句型。

4.能找出題目的涵 練習划槳，跟著家

課 研究。

5-2-3-2 能了解文章的主旨、取材及結構。

義，概括文章的核 族出海捕飛魚。

飛

5-2-10 能思考並體會文章中解決問題的過程。

心主旨。

魚

5-2-4-1 能閱讀各種不同表述方式的文章。

5.體會飛魚躍出海 意見時，能清楚的

成

5-2-7-1 能概略讀懂不同語言情境中句子的意思， 面克服恐懼的勇氣 說出自己的看法

年

並能依語言情境選用不同字詞和句子。

與艱辛。

禮

5-2-14-5 能說出文章的寫作技巧或特色。

6.欣賞飛魚和達悟 3.能學習他人表

2.在討論及交換

和想法。

6-2-1-1 能在口述作文和筆述作文中，培養豐富的想 男孩各自完成成年 達意見時的技巧。
像力。

考驗的成就感。

4.能表達出課文

6-2-5-1 能養成觀察周圍事物，並寫下重點的習慣。

深層寓意。

6-2-6-1 能掌握詞語的相關知識，寫出語意完整的句

5.能聆聽同學分

子。

享有關達悟族的

態度評量

6-2-8-1 能從內容、詞句、標點方面，修改自己的作

飛魚季，及不同族

品。

群成年禮的涵義。
6.能分享自己觀
賞達悟族捕飛魚
的心情感受。

四、表達、溝通 1-2-3-2 能就所讀的注音讀物，提出自己的看法，並 1.認識與了解先人 1.本課藉由敘述
與分享。

第

做整理歸納。

5 南一電子書 字形檢核 ◎家政教育

敬惜字紙的傳統。 惜字亭的由來及

聲調檢核 3-2-1 認識我們社會的生活

九、主動探索與 4-2-1-3 能利用新詞造句。

2.了解惜字亭建築 對拾字紙工作者

寫字檢核 習俗。

研究。

的特色。

口語評量 ◎環境教育

4-2-5-1 能正確掌握筆畫、筆順及形體結構。

的敬重，讓讀者了

十、獨立思考與 2-2-1-1 能養成仔細聆聽的習慣。

3.能用課文句型造 解先人的敬惜字

仿作評量 3-2-3 瞭解並尊重不同族群

解決問題。

2-2-2-3 能發展仔細聆聽與歸納要點的能力。

句。

觀察評量 文化對環境的態度及行為。

5-2-1 能掌握文章要點，並熟習字詞句型。

4.認識說明文的表 2.仔細聆聽同學

六
課
敬
字
紙
與
惜
字
亭

5-2-3-1 能認識文章的各種表述方式（如：敘述、描 述方式。

紙之情。

與老師分享有關

寫、抒情、說明、議論等）。

5.能了解先人的敬 惜字亭的相關資

5-2-3-2 能了解文章的主旨、取材及結構。

字文化與珍惜字紙 料與圖片介紹。

5-2-4-1 能閱讀各種不同表述方式的文章。

的傳統。

態度評量 ◎生涯發展教育
2-2-3 認識不同類型工作內
容。

3.能和大家介紹

5-2-7-1 能概略讀懂不同語言情境中句子的意思， 6.能了解先人敬字 自己最喜歡的建
並能依語言情境選用不同字詞和句子。

惜紙的傳統，進而 築及其特色。

5-2-14-5 能說出文章的寫作技巧或特色。

珍惜資源，愛護地

6-2-1-1 能在口述作文和筆述作文中，培養豐富的想 球。
像力。
6-2-5-1 能養成觀察周圍事物，並寫下重點的習慣。
6-2-6-1 能掌握詞語的相關知識，寫出語意完整的句
子。
6-2-8-1 能從內容、詞句、標點方面，修改自己的作
品。

第 二、欣賞、表現 1-2-1 能運用注音符號，理解字詞音義，提升閱讀 1.了解奉茶所代表 1.課文中，土地公 5 南一電子書 字形檢核 ◎家政教育
七 與創新。

效能。

的含意。

走訪人間時，發現

聲調檢核 3-2-1 認識我們社會的生活

課 四、表達、溝通 1-2-2 能了解注音符號和語調的變化，並應用於朗 2.能用本課四字語 每一個疲憊的過

寫字檢核 習俗。

奉 與分享。

口語評量 ◎生涯發展教育

讀文學作品。

茶 六、文化學習與 4-2-1 能認識常用國字 1,500-1,800 字。
國際瞭解。

詞及句型造句。

路人，喝了茶壺裡

3.能歸納本課的主 的水立刻精神百

4-2-1-1 能利用部首或簡單造字原理，輔助識字。 旨。

倍。藉由好心人免

九、主動探索與 4-2-1-2 能利用生字造詞。

4.藉由「奉茶」的文 費供應的奉茶，為

研究。

5-2-1 能掌握文章要點，並熟習字詞句型。

化見識不同的人文 路人解渴，處處充

5-2-3-2 能了解文章的主旨、取材及結構。

特色。

觀察評量 2-2-4 瞭解工作對個人的意
態度評量 義及社會的重要性。

滿人情味，帶領我

5-2-8-2 能理解作品中對周遭人、事、物的尊重與關 5.培養主動關懷人 們看到不一樣的
懷。

事物的態度。

文化。

5-2-13 能讀懂課文內容，了解文章的大意。

2.能和大家分享

5-2-3-1 能認識文章的各種表述方式(如：敘述、描

關於奉茶文化的

寫、抒情、說明、議論等)。

時代背景及淳樸

5-2-13-2 能從閱讀中認識不同文化的特色。

民風。

5-2-14-3 能從閱讀的材料中，培養分析歸納的能力。

3.聆聽教師與同

5-2-14-5 能說出文章的寫作技巧或特色。

學分享各地的特

6-2-1-1 能在口述作文和筆述作文中，培養豐富的想

殊文化。

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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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語
文
天
地
二

5-2-3-2 能瞭解文章的主旨、取材及結構。

1.能認識一篇文章 1.為了有條理的

5-2-13-2 能從閱讀中認識不同文化的特色。

分段的方法有自然 呈現內容，一篇文

5 南一電子書 字形檢核
聲調檢核

6-2-4-1 能概略知道寫作的步驟，如：從蒐集材料到 段及意義段兩種方 章通常會分成許

寫字檢核

審題、立意、選材及安排段落、組織成篇。

口語評量

式。

多段落，每個段落

6-2-6 能正確流暢的遣詞造句、安排段落、組織成 2.能認識外來語的 具有一個較完整

觀察評量

篇。

態度評量

成立方式。

的意思。自然段及

3.能明白何為段落 意義段是區分段
安排。

落的兩種方式。
2.「外來語」是從
外國語言中吸收
而來的新語詞，常
常出現在日常生
活中或文章裡。
3.寫一篇文章
時，經過審題、立
意、選材之後，接
著就是段落安
排，合宜的安排段
落，寫出來的文章
才會條理分明。

二、欣賞、表現 2-2-1-1 能養成仔細聆聽的習慣。

1.知道自然界萬物 1.本課透過主角

與創新。

相依存的關係。

2-2-2-3 能發展仔細聆聽與歸納要點的能力。

的敘述，說明樹木

5 南一電子書 字形檢核 ◎環境教育
聲調檢核 3-2-2 培養對自然環境的熱

閱 十、獨立思考與 3-2-1-3 能清楚說出自己的意思。

2.明白樹木和木材 對人類及大自然

寫字檢核 愛與對戶外活動的興趣，建

讀 解決問題。

3-2-4-3 能報告解決問題的方法。

有什麼不同。

口語評量 立個人對自然環境的責任

列

5-2-3-1 能認識文章的各種表述方式(如：敘述、描 3.能思考生活中各 學生從中培養尊

仿作評量 感。

車

寫、抒情、說明、議論等)。

事物所具有的功能 重與愛護樹木的

觀察評量 ◎家政教育

5-2-3-2 能了解文章的主旨、取材及結構。

及價值。

態度評量 3-2-6 認識個人生活中可回

樹

5-2-4-1 能閱讀各種不同表述方式的文章。

4.學會運用閱讀策 2.在討論及交換

木

5-2-7-1 能概略讀懂不同語言情境中句子的意思，並 略理解文本。

意見時，能清楚的

真

能依語言情境選用不同字詞和句子。

5.能發現及尊重

說出自己的看法

重

5-2-10 能思考並體會文章中解決問題的過程。

「樹」的存在，看 和想法。

要

動物的重要性，讓

情懷。

到「樹」在我們生 3.能學習他人表
活中所扮演的角

達意見時的技巧。

色。

4.能聆聽老師和

收的資源。

6.能體會與自然界 同學的報告，並從
萬物和諧共存的生 中了解林木的相
活態度。

關訊息。
5.從文章中，引導
學生說出自己對
保育林木的看法。
6.從師生共同討
論中，引導學生思
考如何維護大自
然的生態環境。

一、瞭解自我與 4-2-1 能認識常用國字 1,500-1,800 字。
發展潛能。

1.對新聞人工作內 1.本課主要內容

4-2-1-1 能利用部首或簡單造字原理，輔助識字。 容有基本的了解。 是透過「小小記者

寫字檢核 2-2-1 培養良好的人際互動

四、表達、溝通 4-2-1-2 能利用生字造詞。

2.學習如何拍攝新 研習營」
，說明如

仿作評量 能力。

與分享。

聞照片。

何學習當個會採

觀察評量 2-2-2 激發對工作世界的好

第 八、運用科技與 2-2-1-1 能養成仔細聆聽的習慣。

3.掌握採訪的重

訪、會寫稿、知道

態度評量 奇心。

八 資訊。

點，寫出生動的新 攝影技巧，還會編

◎資訊教育

聞稿。

4-2-1 能操作常用瀏覽器的

4-2-5-1 能正確掌握筆畫、筆順及形體結構。

2-2-2-3 能發展仔細聆聽與歸納要點的能力。

課 九、主動探索與 5-2-3-2 能了解文章的主旨、取材及結構。

輯報紙的新聞

三、 、小 研究。

5-2-10 能思考並體會文章中解決問題的過程。

4.學習媒體的實務 人。文末透過活動

媒體 小

5-2-4-1 能閱讀各種不同表述方式的文章。

運作與工作技巧。 參與，明白分工合

二三 記

5-2-7-1 能概略讀懂不同語言情境中句子的意思， 5.明白分工合作的 作的重要，印證團

事

5 南一電子書 字形檢核 ◎生涯發展教育

者

並能依語言情境選用不同字詞和句子。

重要，印證團結力 結力量大的道理。

研

5-2-14-5 能說出文章的寫作技巧或特色。

量大的道理。

習

6-2-1-1 能在口述作文和筆述作文中，培養豐富的想 6.積極參與，體驗一 學分享有關「記

營

像力。

2.聆聽教師與同

個新的活動，留下 者」或「新聞人」

6-2-5-1 能養成觀察周圍事物，並寫下重點的習慣。 美好的回憶。

的工作內容以及

6-2-6-1 能掌握詞語的相關知識，寫出語意完整的句

相關活動報導。

子。

3.能和大家分享

6-2-7-4 能配合閱讀教學，練習撰寫心得、摘要等。

生活中除了課業

基本功能。

6-2-8-1 能從內容、詞句、標點方面，修改自己的作

之外的個人興

品。

趣，並了解自我與
發展潛能。

四、表達、溝通 4-2-1 能認識常用國字 1,500-1,800 字。
與分享。

1.認識資訊時代網 1.本課改寫自真

4-2-1-1 能利用部首或簡單造字原理，輔助識字。 路世界的無遠弗

5 南一電子書 字形檢核 ◎資訊教育

人真事，說明一個

聲調檢核 1-2-1 能瞭解資訊科技在日

動念能產生的影

寫字檢核 常生活之應用。

八、運用科技與 4-2-1-2 能利用生字造詞。

屆。

資訊。

2.認識多元媒體對 響和網路力量強

口語評量 4-2-1 能操作常用瀏覽器的

九、主動探索與 2-2-1-1 能養成仔細聆聽的習慣。

現代生活的影響。 大。

仿作評量 基本功能。

研究。

3.學會本課語詞的 2.聆聽教師與同

觀察評量 ◎人權教育

第 十、獨立思考與 5-2-3-2 能了解文章的主旨、取材及結構。

意義及用法。

態度評量 1-2-3 說出權利與個人責任

九 解決問題。

5-2-10 能思考並體會文章中解決問題的過程。

4.能運用網路傳送 應用的相關資料。

的關係，並在日常生活中實

課

5-2-4-1 能閱讀各種不同表述方式的文章。

或接收各種資訊。 3.能反思自己在

踐。

、網

4-2-5-1 能正確掌握筆畫、筆順及形體結構。

2-2-2-3 能發展仔細聆聽與歸納要點的能力。

學分享有關網路

5-2-7-1 能概略讀懂不同語言情境中句子的意思， 5.能體會網路雖然 網路上所花費的

◎生涯發展教育

繫

並能依語言情境選用不同字詞和句子。

便利，真正造成影 時間和收穫，並和

2-2-4 瞭解工作對個人的意

人

5-2-14-5 能說出文章的寫作技巧或特色。

響的還是人心。

義及社會的重要性。

間

6-2-1-1 能在口述作文和筆述作文中，培養豐富的想 6.反思資訊時代，個 驗。

情

像力。

大家分享相關經

人在網路上所費時 4.在討論及交換

6-2-5-1 能養成觀察周圍事物，並寫下重點的習慣。 間與收穫。

意見時，能清楚說

6-2-6-1 能掌握詞語的相關知識，寫出語意完整的句

出自己的看法。

子。
6-2-7-4 能配合閱讀教學，練習撰寫心得、摘要等
6-2-8-1 能從內容、詞句、標點方面，修改自己的作
品。
第 四、表達、溝通 4-2-1-1 能利用部首或簡單造字原理，輔助識字。 1.了解當今媒體形 1.本課帶領孩子
十 與分享。

4-2-1 能認識常用國字 1,500-1,800 字。

式的特色。

建立基礎的媒體

5 南一電子書 字形檢核 ◎資訊教育
聲調檢核 1-2-1 能瞭解資訊科技在日

課 八、運用科技與 4-2-1-2 能利用生字造詞。

2.建立媒體識讀的 識讀觀念，建構現

寫字檢核 常生活之應用。

從 資訊。

基本觀念。

口語評量 4-2-1 能操作常用瀏覽器的

4-2-1-3 能利用新詞造句。

媒 九、主動探索與 5-2-1 能掌握文章要點，並熟習字詞句型。

代人與媒體形式

3.能具備思考提問 互動的重要態

仿作評量 基本功能。

體 研究。

5-2-3-2 能了解文章的主旨、取材及結構。

的技巧。

度，在面對多元便

學 十、獨立思考與 5-2-8-2 能理解作品中對周遭人、事、物的尊重與關 4.能根據課文，整理 利且快速更新的
思 解決問題。

懷。

文意重點。

考

5-2-13 能讀懂課文內容，了解文章的大意。

5.培養關懷世界的 備思考判斷的技

5-2-3-1 能認識文章的各種表述方式(如：敘述、描 胸襟。
寫、抒情、說明、議論等)。

觀察評量 ◎人權教育
態度評量 1-2-3 說出權利與個人責任

媒體訊息時，應具

的關係，並在日常生活中實
踐。

巧與智慧。

◎生涯發展教育

6.能分享自己的媒 2.能仔細聆聽他

5-2-7-1 能概略讀懂不同語言情境中句子的意思， 體經驗與感受。

人分享生活中的

並能依語言情境選用不同字詞和句子。

媒體經驗、相關報

5-2-14-3 能從閱讀的材料中，培養分析歸納的能力。

導與背景知識。

5-2-14-5 能說出文章的寫作技巧或特色。

3.能分享與回應

6-2-1-1 能在口述作文和筆述作文中，培養豐富的想

課堂中關於新聞

像力。

事件及課文文意

6-2-5-1 能養成觀察周圍事物，並寫下重點的習慣。

的提問與討論，敘

6-2-6-1 能掌握詞語的相關知識，寫出語意完整的句

說自己的理解與

子。

收穫。

6-2-8-1 能從內容、詞句、標點方面，修改自己的作

4.能流暢的朗讀

品。

課文文句。

3-2-1-1 在討論問題或交換意見時，能清楚說出自己 1.能學習到訪問主 1.以第八課為

3-2-2 學習如何解決問題及
做決定。

5 南一電子書 字形檢核

的意思。

題的相關知識。

例，引導學生對訪

聲調檢核

3-2-2-1 說話時能保持適當的速度與音量。

2.能知道報紙標

問有基本的認識。

寫字檢核

語

3-2-2-3 能轉述問題的內容，並對不理解的問題，提 題、副標的位置。 2.師生共同討

文

出詢問。

3.能口頭發表 6Ｗ

論，訪問前中後該

天

3-2-3-3 能談吐清晰優雅，風度良好。

重點。

好哪些準備工

地

3-2-3-5 說話用詞正確，語意清晰，內容具體，主題 4.能使用關鍵字在 作、注意哪些事

三

明確。

網站搜尋資料。

5-2-4-1 能閱讀各種不同表述方式的文章。

5.能將網路上搜尋 3.說明報紙名稱

5-2-14 能掌握基本的閱讀技巧。

到的資料做儲存。 及有幾個版面；其

5-2-14-2 能理解在閱讀過程中所觀察到的訊息。

情。

次瀏覽各版面版

口語評量

5-2-14-4 學會自己提問，自己回答的方法，幫助自

名與標題。

己理解文章的內容。

4.說明網際網路

4-2-2-2 會使用數位化字辭典。

的便捷與快速，引

5-2-9 能結合電腦科技，提高語文與資訊互動學習

導學生如何善用

和應用能力。

網際網路。

5-2-9-1 能利用電腦和其他科技產品，提升語文認知

5.學生試著實際

和應用能力。

操作，分享自己常
用的專業網站。

四、表達、溝通 4-2-1-1 能利用部首或簡單造字原理，輔助識字。 1.能了解真正的貧 1.本課是記敘
與分享。

4-2-1-2 能利用生字造詞。

窮是什麼。

文，以富商兒子寄

聲調檢核 1-2-4 覺知自己的生活方式

五、尊重、關懷 4-2-1-3 能利用新詞造句。

2.能了解故事的寫 居在鄉下時的觀

寫字檢核 對環境的影響。

與團隊合作。 2-2-1-1 能養成仔細聆聽的習慣。

作技巧。

口語評量 ◎生涯發展教育

察所得，來表達作

第 十、獨立思考與 2-2-2-3 能發展仔細聆聽與歸納要點的能力。

3.能建立敘事的邏 者對「貧窮」的看

仿作評量 2-2-5 培養對不同類型工作

十 解決問題。

3-2-4-3 能報告解決問題的方法。

輯及布局技巧。

觀察評量 的態度。

一

5-2-1 能掌握文章要點，並熟習字詞句型。

4.能找出題目的含 在物質轉向更多

法，引導孩子從外

四、 課

5-2-3-1 能認識文章的各種表述方式(如：敘述、描 義，概括文章的核 心靈的體悟。

故事 有

寫、抒情、說明、議論等)。

心主旨。

典藏 錢

5-2-3-2 能了解文章的主旨、取材及結構。

5.能體會出精神層 意見時，能清楚的

人

5-2-4-1 能閱讀各種不同表述方式的文章。

面的富足勝於物質 說出自己的看法

可

5-2-7-1 能概略讀懂不同語言情境中句子的意思，並 上的優渥。

能

能依語言情境選用不同字詞和句子。

6.能體會父親教導 3.能學習他人表

很

5-2-14-5 能說出文章的寫作技巧或特色。

孩子的心意。

窮

6-2-1-1 能在口述作文和筆述作文中，培養豐富的想

4.能表達出課文

像力。

深層寓意。

館

5 南一電子書 字形檢核 ◎環境教育

6-2-5-1 能養成觀察周圍事物，並寫下重點的習慣。
6-2-6-1 能掌握詞語的相關知識，寫出語意完整的句
子。

2.在討論及交換

和想法。

達意見時的技巧。

態度評量

6-2-7-4 能配合閱讀教學，練習撰寫心得、摘要等。
6-2-8-1 能從內容、詞句、標點方面，修改自己的作
品。
二、欣賞、表現 4-2-1-1 能利用部首或簡單造字原理，輔助識字。 1.了解西遊記是中 1.藉由故事中接
與創新。

第
十
二
課
孫
悟
空
三
借
芭
蕉
扇

4-2-1-2 能利用生字造詞。

5 南一電子書 字形檢核 ◎環境教育

國古典文學名著。 二連三的得扇又

聲調檢核 1-2-4 覺知自己的生活方式

四、表達、溝通 4-2-1-3 能利用新詞造句。

2.知道西遊記的故 失扇，引導學生體

寫字檢核 對環境的影響。

與分享。

事情節。

口語評量 2-2-2 認識生活周遭的環境

5-2-1 能掌握文章要點，並熟習字詞句型。

會：成功時莫大

五、尊重、關懷 2-2-1-1 能養成仔細聆聽的習慣。

3.學會記住臺詞的 意，失敗時莫灰

仿作評量 問題形成的原因，並探究可

與團隊合作。 2-2-2-3 能發展仔細聆聽與歸納要點的能力。

方法，掌握整個劇 心。為了扭轉劣

觀察評量 能的改善方法。

5-2-3-1 能認識文章的各種表述方式(如：敘述、描 情的發展。

勢，要不斷尋求機

態度評量 ◎人權教育

寫、抒情、說明、議論等)。

4.面對挫折時，能思 會，累積能量，就

1-2-3 說出權利與個人責任

5-2-3-2 能了解文章的主旨、取材及結構。

考多元的解決方

能和成功重逢。

的關係，並在日常生活中實

5-2-10 能思考並體會文章中解決問題的過程。

式。

2.聆聽老師講述

踐。

5-2-4-1 能閱讀各種不同表述方式的文章。

5.透過戲劇演出，欣 西遊記中主角的

5-2-7-1 能概略讀懂不同語言情境中句子的意思， 賞不同的人物性

特徵與人格特質。

並能依語言情境選用不同字詞和句子。

格。

3.聆聽老師講述

5-2-14-5 能說出文章的寫作技巧或特色。

6.欣賞神怪小說生 完整的孫悟空三

3-2-1-2 在看圖或觀察事物後，能以完整語句簡要說 動逼真的奇思幻

借芭蕉扇的故事。

明其內容。

4.討論、分享其他

想。

6-2-1-1 能在口述作文和筆述作文中，培養豐富的想

中國古典小說的

像力。

精采章回。

6-2-7-4 能配合閱讀教學，練習撰寫心得、摘要等。

5.以分組方式的

6-2-8-1 能從內容、詞句、標點方面，修改自己的作

演出課文內容，並

品。

注意角色的性格
和聲調配合。
6.事後能表達、分
享合作經驗的心
得。

四、表達、溝通 4-2-1-1 能利用部首或簡單造字原理，輔助識字。 1.能認識馬克‧吐溫 1.本課記敘了一
與分享。

第

的相關作品，了解 個頑童──湯

聲調檢核 3-2-8 認識生活中的美化活

五、尊重、關懷 4-2-1-3 能利用新詞造句。

馬克‧吐溫幽默風 姆，他運用機智，

寫字檢核 動。

與團隊合作。 2-2-1-1 能養成仔細聆聽的習慣。

趣的寫作風格。

口語評量 ◎生涯發展教育

九、主動探索與 2-2-2-3 能發展仔細聆聽與歸納要點的能力。

2.能覺察人物對話 為他刷油漆，完成

仿作評量 2-2-1 培養良好的人際互動

研究。

5-2-1 能掌握文章要點，並熟習字詞句型。

的表面意思與真實 姨媽交代的工

觀察評量 能力。

3-2-4-3 能報告解決問題的方法。

想法的差異。

態度評量

十
三
課
快
樂
的
油
漆
工

4-2-1-2 能利用生字造詞。

5 南一電子書 字形檢核 ◎家政教育

讓許多孩子自願

作，還額外得到了

5-2-3-1 能認識文章的各種表述方式(如：敘述、描 3.能學習從不同角 許多東西。
寫、抒情、說明、議論等)。

度思考解決問題的 2.在討論及交換

5-2-3-2 能了解文章的主旨、取材及結構。

方法。

5-2-4-1 能閱讀各種不同表述方式的文章。

4.能從故事中學習 說出自己的看法

5-2-7-1 能概略讀懂不同語言情境中句子的意思， 說話的技巧。

意見時，能清楚的

和想法。

並能依語言情境選用不同字詞和句子。

5.能體會說服別人 3.能學習他人表

5-2-14-5 能說出文章的寫作技巧或特色。

最好的方式就是引 達意見時的技巧。

3-2-1-2 在看圖或觀察事物後，能以完整語句簡要說 起他的興趣。
明其內容。

4.能表達出課文

6.能體會快樂來自 深層寓意。

6-2-1-1 能在口述作文和筆述作文中，培養豐富的想 於自己的心態。
像力。
6-2-7-4 能配合閱讀教學，練習撰寫心得、摘要等。
6-2-8-1 能從內容、詞句、標點方面，修改自己的作
品。
第 四、表達、溝通 4-2-1-1 能利用部首或簡單造字原理，輔助識字。 1.認識故事體的因 1.作者藉由巨人
十 與分享。

4-2-1-2 能利用生字造詞。

5 南一電子書 字形檢核 ◎環境教育

果關係。

想把春天占為己

聲調檢核 1-2-4 覺知自己的生活方式

四 五、尊重、關懷 4-2-1-3 能利用新詞造句。

2.能理解文章段

有，讓讀者明白即

寫字檢核 對環境的影響。

課 與團隊合作。 2-2-1-1 能養成仔細聆聽的習慣。

意、大意及主旨。 使私藏春天，卻反

口語評量 2-2-2 認識生活周遭的環境

巨 六、文化學習與 2-2-2-3 能發展仔細聆聽與歸納要點的能力。

3.能運用故事結構 而為自己帶來孤

觀察評量 問題形成的原因，並探究可

人 國際瞭解。

3-2-4-3 能報告解決問題的方法。

欣賞文意。

態度評量 能的改善方法。

和

5-2-1 能掌握文章要點，並熟習字詞句型。

4.學會運用閱讀策 另一個「內在我」

寂。同時運用巨人

◎人權教育

春

5-2-3-1 能認識文章的各種表述方式(如：敘述、描 略理解文本。

的聲音，讓巨人體

1-2-2 知道人權是普遍的、

天

寫、抒情、說明、議論等)。

5.能理解別人的需 悟留住春天最好

不容剝奪的，並能關心弱

5-2-3-2 能了解文章的主旨、取材及結構。

求並給予尊重。

勢。

5-2-4-1 能閱讀各種不同表述方式的文章。

6.能體會自己認為 自由。

的方法，就是給他

5-2-7-1 能概略讀懂不同語言情境中句子的意思，並 對別人的好，有時 2.在討論及交換
能依語言情境選用不同字詞和句子。

反而是一種傷害。 意見時，能清楚的

5-2-14-5 能說出文章的寫作技巧或特色。

說出自己的看法

3-2-1-2 在看圖或觀察事物後，能以完整語句簡要說

和想法。

明其內容。

3.能學習他人表

6-2-1-1 能在口述作文和筆述作文中，培養豐富的想

達意見時的技巧。

像力。

4.能表達出課文

6-2-7-4 能配合閱讀教學，練習撰寫心得、摘要等。

深層寓意。

6-2-8-1 能從內容、詞句、標點方面，修改自己的作

5.能說出本文的

品。

內容大意，以及能
依老師的提問回
答。
6.能說出自己曾
經閱讀的童話故
事。

3-2-2 能合適的表現語言。

1.能讓學生了解勸 1.教師指導學生

5 南一電子書 字形檢核

3-2-3-5 說話用詞正確，語意清晰，內容具體，主題 告別人的目的和時 自行閱讀本文，針

聲調檢核

語

明確。

機。

對「如何勸告」提

寫字檢核

文

3-2-4-1 能抓住重點說話。

2.能讓學生認識劇 出問題，鼓勵學生

口語評量

天

5-2-3 能認識文章的各種表述方式。

本。

仿作評量

踴躍回答。

地

3.能讓學生了解文 2.教師說明「劇

觀察評量

四

章的開頭寫法。

態度評量

本」的定義。

4.教導學生運用不 3.教師講解「劇
同結尾法寫文章。 本」的格式。

4.教師指導學生
如何將一個故事
改寫成「劇本」
。
5.教師引導學生
了解文章開頭的
重要性。
6.教師帶領學生
認識課文的開頭
法與結尾法。
7.引導學生分組
討論。
8.教師多鼓勵學
生口頭發表，說出
開頭法與結尾法
的重點，並適時給
予指導。
閱
讀
列
車

怕
鬼
的
熊
哥
哥

5-2-1 能掌握文章要點，並熟習字詞句型。

1.認識電視對家庭 1.閱讀這個故

5 南一電子書 字形檢核 ◎生涯發展教育

5-2-3-1 能認識文章的各種表述方式（如：敘述、描 和現代社會的影

事，提醒學生注意

聲調檢核 3-2-1 培養規劃及運用時間

寫、抒情、說明、議論等）。

響。

視力保健，別沉溺

寫字檢核 的能力。

5-2-3-2 能了解文章的主旨、取材及結構。

2.能了解故事中的 於電視、電玩等聲

口語評量 3-2-2 學習如何解決問題及

5-2-5 能利用不同的閱讀方法，增進閱讀的能力。 趣味性，並洞悉熊 光世界中，而損害

仿作評量 做決定。

5-2-8-1 能討論閱讀的內容，分享閱讀的心得。

觀察評量 ◎家政教育

哥哥「遇鬼」背後 了寶貴的靈魂之

5-2-8-2 能理解作品中對周遭人、事、物的尊重與關 的原因。

窗。

懷。

3.認識故事中的擬 2.聆聽教師與同

5-2-11-1 能和別人分享閱讀的心得。

人寫作技巧。

5-2-12 能培養良好的閱讀興趣、態度和習慣。

4.能從故事中連結 看到恐怖怪東西

5-2-14-2 能理解在閱讀過程中所觀察到的訊息。

生活經驗，並和同 的看法。

5-2-14-3 能從閱讀的材料中，培養分析歸納的能力。 學分享與討論。

學分享對熊哥哥

3.能和大家分享

態度評量 4-2-4 察覺家庭生活與家人
關係。

5-2-14-4 學會自己提問，自己回答的方法，幫助自 5.能體會熊哥哥因 自己在家看電視
己理解文章的內容。

為近視看不清楚感 的情況。

5-2-14-5 能說出文章的寫作技巧或特色。

受到的恐慌。

4.能分享自己閱

6.反思自己使用科 讀文章的心得。
技產品所費的時間 5.能說明電視對
與得失。

人類的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