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竹市立建功高中國中部 108 學年度第一學期 國文 領域/科目課程計畫 

設計者：國文科團隊                                                                       日期：108年 6 月 20 日 

課程類型 ■領域學習課程領域 

□彈性學習課程： 

□統整性探究課程□社團活動與技藝課程□特殊需求領域課程□其他 

課程名稱 國文 實施年級 七 節數 每週 5節本學期共 102節 

設計理念 
關係與表現：體察人與他人的關係，並透過多元表徵表達此關係 

 

 

本教育階段 

總綱核心素養 

A1 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A2 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A3 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1 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2 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B3 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1 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C2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C3 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課程目標 

(可參照領綱) 

國-J-A1透過國語文的學習，認識生涯及生命的典範，建立正向價值觀，提高語文自學的興趣。 

國-J-A2透過欣賞各類文本，培養思辨的能力，並能反思內容主題，應用於日常生活中，有效處理問題。 

國-J-A3運用國語文能力吸收新知，並訂定計畫、自主學習，發揮創新精神，增進個人的應變能力。 

國-J-B1運用國語文表情達意，增進閱讀理解，進而提升欣賞及評析文本的能力，並能傾聽他人的需求、理解他人的觀點，達到良性的人我溝通與互動。 

國-J-B2運用科技、資訊與各類媒體所提供的素材，進行檢索、統整、解釋及省思，並轉化成生活的能力與素養。 

國-J-B3具備欣賞文學與相關藝術的能力，並培養創作的興趣，透過對文本的反思與分享，印證生活經驗，提升審美判斷力。 

國-J-C1閱讀各類文本，從中培養道德觀、責任感、同理心，並能觀察生活環境，主動關懷社會，增進對公共議題的興趣。 

國-J-C2在國語文學習情境中，與他人合作學習，增進理解、溝通與包容的能力，在生活中建立友善的人際關係。 

國-J-C3閱讀各類文本，探索不同文化的內涵，欣賞並尊重各國文化的差異性，了解與關懷多元文化的價值與意義。 

表現任務 

(總體性) 

1-IV-1 以同理心，聆聽各項發言，並加以記錄、歸納。 

1-IV-2 依據不同情境，分辨聲情意涵及表達技巧，適切回應。 

1-IV-3 分辨聆聽內容的邏輯性，找出解決問題的方法。 

1-IV-4 靈活應用科技與資訊，增進聆聽能力，加強互動學習效果。 

2-IV-1 有效把握聽聞內容的邏輯，做出提問或回饋。 

2-IV-2 有效把握聽聞內容的邏輯，做出提問或回饋。 

2-IV-3 依理解的內容，明確表達意見，進行有條理的論辯，並注重言談禮貌。 



2-IV-4 靈活運用科技與資訊，豐富表達內容。 

2-IV-5 視不同情境，進行報告、評論、演說及論辯。 

4-IV-1 認識國字至少 4,500 字，使用 3,500 字。 

4-IV-3 能運用字典或辭典了解一字多音及一字多義的現象。 

5-IV-1 比較不同標點符號的表達效果，流暢朗讀各類文本，並表現情感的起伏變化。 

5-IV-2 理解各類文本的句子、段落與主要概念，指出寫作的目的與觀點。   

5-IV-3 理解各類文本內容、形式和寫作特色。 

5-IV-4 應用閱讀策略增進學習效能，整合跨領域知識轉化為解決問題的能力。 

5-IV-5 大量閱讀多元文本，理解議題內涵及其與個人生活、社會結構的關聯性。 

5-IV-6 運用圖書館(室)、科技工具，蒐集資訊、組織材料，擴充閱讀視野。 

6-IV-1 善用標點符號，增進情感表達及說服力。 

6-IV-2 依據審題、立意、取材、組織、遣詞造句、修改潤飾，寫出結構完整、主旨明確、文辭優美的文章。 

6-IV-3 靈活運用仿寫、改寫等技巧，增進寫作能力。 

6-IV-4 依據需求書寫各類文本。 

6-IV-5 主動創作、自訂題目、闡述見解，並發表自己的作品。 

架構脈絡 

 

 

 

 

 

 

 

 

 

 

教學規劃 

週

次 
教學期程 

主題或單元

活動內容 

學習表現 

(校訂或相關領域) 

學習內容 

(校訂或相關領域) 
節數 教學資源 學習評量 

結合重要

教育工作 
備註 

一 108.8.30~ 

108.8.30 

第一課 

夏夜 

1-IV-2 依據不同情境，分辨聲情意

涵及表達技巧，適切回應。 

1-IV-4 靈活應用科技與資訊，增進

聆聽能力，加強互動學習效果。 

2-IV-1 掌握生活情境，適切表情達

意，分享自身經驗。 

5-IV-2 理解各類文本的句子、段落

Ac-IV-3 文句表達的邏輯與意

義。 

Ad-IV-2 新詩、現代散文、現代

小說、劇本。 

Ba-IV-2 各種描寫的作用及呈

現的效果。 

Bb-IV-5 藉由敘述事件與描寫

1 1.課文朗讀 

2.課文動畫 

3.作者影片 

4.閱讀饗宴聆聽

音檔 

1.學習單 

2.口語表達 

3.圖畫創作 

4.詩歌朗誦 

5.主題寫作 
  

夏夜(新詩) 

論語選(文言文) 

雅量(白話散文) 

標點符號使用法 

欣賞各類文本 

比較不同標點符號的表達效

果，流暢朗讀各類文本，並表

現情感的起伏變化。 

母親的教誨(母愛) 

兒時記趣(閒情) 

背影(父愛) 

閱讀導航與資訊檢索 

以同理心，聆聽各項發言，並加以記

錄、歸納。 

依據不同情境，分辨聲情意涵及表達

技巧，適切回應。 

應用閱讀策略增進學習效能，整合跨

領域知識轉化為解決問題的能力。 

心囚(心的力量) 

無心的錯誤(惡的影響) 

音樂家與職籃巨星(苦練的成就) 

藍色串珠項鍊(善的功效) 

在國語文學習情境中，與他人合作學

習，增進理解、溝通與包容的能力，在

生活中建立友善的人際關係。 

大量閱讀多元文本，理解議題內涵及其

與個人生活、社會結構的關聯性。 



與主要概念，指出寫作的目的與觀

點。   

5-IV-3 理解各類文本內容、形式和

寫作特色。 

6-IV-5 主動創作、自訂題目、闡述

見解，並發表自己的作品。 

景物間接抒情。 

二 108.9.2~ 

108.9.6 

第一課 

夏夜 

1-IV-2 依據不同情境，分辨聲情意

涵及表達技巧，適切回應。 

1-IV-4 靈活應用科技與資訊，增進

聆聽能力，加強互動學習效果。 

2-IV-1 掌握生活情境，適切表情達

意，分享自身經驗。 

5-IV-2 理解各類文本的句子、段落

與主要概念，指出寫作的目的與觀

點。   

5-IV-3 理解各類文本內容、形式和

寫作特色。 

6-IV-5 主動創作、自訂題目、闡述

見解，並發表自己的作品。 

Ac-IV-3 文句表達的邏輯與意

義 

Ad-IV-2 新詩、現代散文、現代

小說、劇本。 

Ba-IV-2 各種描寫的作用及呈

現 

的效果。 

Bb-IV-5 藉由敘述事件與描寫

景物間接抒情。 

5 1.課文朗讀 

2.課文動畫 

3.作者影片 

4.閱讀饗宴聆聽

音檔 

1.學習單 

2.口語表達 

3.圖畫創作 

4.詩歌朗誦 

5.主題寫作 

  

三 108.9.9~ 

108.9.13 

第二課 

論語選 

2-IV-2 有效把握聽聞內容的邏

輯，做出提問或回饋。  

2-IV-3 依理解的內容，明確表達意

見，進行有條理的論辯，並注重言

談禮貌。 

5-IV-2 理解各類文本的句子、段落

與主要概念，指出寫作的目的與觀 

點 

5-IV-3 理解各類文本內容、形式和

寫作特色。 

5-IV-6 運用圖書館 (室)、科技工

具，蒐集資訊、組織材料，擴充閱

讀視野。 

Ab-IV-6 常用文言文的詞義及

語詞結構。 

Ac-IV-3 文句表達的邏輯與意

義。 

Ad-IV-4 非韻文：如古文、古典

小說、語錄體、寓言等。 

Cb-IV-1 各類文本中的親屬關

係、道德倫理、儀式風俗、典

章制度等文化內涵。 

Cc-IV-1 各類文本中的藝術、信

仰、思想等文化內涵。 

5 1.課文朗讀 

2.課文動畫 

3.孔子影片 

4.閱讀饗宴聆聽

音檔 

1.學習單 

2.口語表達 

3.資料蒐集 

  

四 108.9.16~ 

108.9.20 

第二課 

論語選 

2-IV-2 有效把握聽聞內容的邏

輯，做出提問或回饋。 

2-IV-3 依理解的內容，明確表達意

見，進行有條理的論辯，並注重言

談禮貌。 

5-IV-2 理解各類文本的句子、段落

與主要概念，指出寫作的目的與觀 

點 

5-IV-3 理解各類文本內容、形式和

寫作特色。 

5-IV-6 運用圖書館 (室)、科技工

Ab-IV-6 常用文言文的詞義及

語詞結構。 

Ac-IV-3 文句表達的邏輯與意

義。 

Ad-IV-4 非韻文：如古文、古典

小說、語錄體、寓言等。 

Cb-IV-1 各類文本中的親屬關

係、道德倫理、儀式風俗、典

章制度等文化內涵。 

Cc-IV-1 各類文本中的藝術、信

仰、思想等文化內涵。 

5 1.課文朗讀 

2.課文動畫 

3.孔子影片 

4.閱讀饗宴聆聽

音檔 

1.學習單 

2.口語表達 

3.資料蒐集 

  



具，蒐集資訊、組織材料，擴充閱

讀視野。 

五 108.9.23~ 

108.9.27 

第三課 

雅量 

1-IV-1 以同理心，聆聽各項發言，

並加以記錄、歸納。 

2-IV-1 掌握生活情境，適切表情達

意，分享自身經驗。 

2-IV-3 依理解的內容，明確表達意

見，進行有條理的論辯，並注重言

談禮貌。 

2-IV-5 視不同情境，進行報告、評

論、演說及論辯。 

5-IV-2 理解各類文本的句子、段落

與主要概念，指出寫作的目的與觀 

點。 

5-IV-5 大量閱讀多元文本，理解議

題內涵及其與個人生活、社會結構

的關聯性。 

6-IV-3 靈活運用仿寫、改寫等技

巧，增進寫作能力。 

Ab-IV-2 3,500 個常用字使用。 

Ac-IV-1 標點符號在文本中的

不同效果。 

Ac-IV-3 文句表達的邏輯與意

義。 

Ad-IV-1 篇章的主旨、結構、寓

意與分析。 

Bd-IV-2 論證方式如比較、比喻

等。 

Cb-IV-1 各類文本中的親屬關

係、道德倫理、儀式風格、典

章制度等文化內涵。 

Cb-IV-2 各類文本中所反映的

個人與家庭、鄉里、國族及其

他社群的關係。 

5 1.課文朗讀 

2.課文動畫 

3.作者影片 

4.閱讀饗宴聆聽

音檔 

5.YOUTUBE 影

音──丹麥國營

電視台形象廣告

有洋蔥，意外在

全球引起瘋傳 

1.學習單 

2.分組報告 

3.同儕互評 

  

六 108.9.30~ 

108.10.4 

第三課 

雅量 

1-IV-1 以同理心，聆聽各項發言，

並加以記錄、歸納。 

2-IV-1 掌握生活情境，適切表情達

意，分享自身經驗。 

2-IV-3 依理解的內容，明確表達意

見，進行有條理的論辯，並注重言

談禮貌。 

2-IV-5 視不同情境，進行報告、評

論、演說及論辯。 

5-IV-2 理解各類文本的句子、段落

與主要概念，指出寫作的目的與觀 

點。 

5-IV-5 大量閱讀多元文本，理解議

題內涵及其與個人生活、社會結構

的關聯性。 

6-IV-3 靈活運用仿寫、改寫等技

巧，增進寫作能力。 

Ab-IV-2 3,500 個常用字使用。 

Ac-IV-1 標點符號在文本中的

不同效果。 

Ac-IV-3 文句表達的邏輯與意

義。 

Ad-IV-1 篇章的主旨、結構、寓

意與分析。 

Bd-IV-2 論證方式如比較、比喻

等。 

Cb-IV-1 各類文本中的親屬關

係、道德倫理、儀式風格、典

章制度等文化內涵。 

Cb-IV-2 各類文本中所反映的

個人與家庭、鄉里、國族及其

他社群的關係。 

5 1.課文朗讀 

2.課文動畫 

3.作者影片 

4.閱讀饗宴聆聽

音檔 

5.YOUTUBE 影

音──丹麥國營

電視台形象廣告

有洋蔥，意外在

全球引起瘋傳 

1.學習單 

2.分組報告 

3.同儕互評 

  

七 108.10.7~ 

108.10.11 

(第一次段

考) 

語文常識（一）標

點符號使用法 

2-IV-4 靈活運用科技與資訊，豐富

表達內容。 

5-IV-1 比較不同標點符號的表達

效果，流暢朗讀各類文本，並表現

情感的起伏變化。 

6-IV-1 善用標點符號，增進情感表

達及說服力。 

Ac-IV-1 標點符號在文本中的

不同效果。 

Ac-IV-3 文句表達的邏輯與意

義。 

5 1.標點符號定義

學習單 

2.標點符號文意

學習單 

1.學習單 

2.口語表達 

  



八 108.10.14~ 

108.10.18 

第四課母親的教

誨 

1-IV-1 以同理心，聆聽各項發言，

並簡要記錄。 

2-IV-1 掌握生活情境，適切表情達

意，分享自身經驗。 

4-IV-3 能運用字典或辭典了解一

字多音及一字多義的現象。 

5-IV-2 理解各類文本的句子、段落

與主要概念，指出寫作的目的與觀

點。 

5-IV-3 理解各類文本內容、形式和

寫作特色。 

6-IV-3 靈活運用仿寫、改寫等技

巧，增進寫作能力。 

Ab-IV-1 4,000 個常用字的字

形、字音和字義。 

Ac-IV-1 標點符號在文本中的

不同效果。 

Ac-IV-3 文句表達的邏輯與意

義。 

Ad-IV-1 篇章的主旨、結構、寓

意與分析。 

Ad-IV-2 新詩、現代散文、現代

小說、劇本。 

Ba-IV-2 各種描寫的作用及呈

現的效果。 

Cb-IV-1 各類文本中的親屬關

係、道德倫理、儀式風俗、典

章制度等文化內涵。 

Cb-IV-2 各類文本中所反映的

個人與家庭、鄉里、國族及其

他社群的關係。 

5 1.課文朗讀 

2.課文動畫 

3.作者影片 

4.閱讀饗宴聆聽

音檔 

1.口語表達 

2.學習單 

3.分組報告 

  

九 108.10.21~ 

108.10.25 

第四課母親的教

誨 

1-IV-1 以同理心，聆聽各項發言，

並簡要記錄。 

2-IV-1 掌握生活情境，適切表情達

意，分享自身經驗。 

4-IV-3 能運用字典或辭典了解一

字多音及一字多義的現象。 

5-IV-2 理解各類文本的句子、段落

與主要概念，指出寫作的目的與觀

點。 

5-IV-3 理解各類文本內容、形式和

寫作特色。 

6-IV-3 靈活運用仿寫、改寫等技

巧，增進寫作能力。 

Ab-IV-1 4,000 個常用字的字

形、字音和字義。 

Ac-IV-1 標點符號在文本中的

不同效果。 

Ac-IV-3 文句表達的邏輯與意

義。 

Ad-IV-1 篇章的主旨、結構、寓

意與分析。 

Ad-IV-2 新詩、現代散文、現代

小說、劇本。 

Ba-IV-2 各種描寫的作用及呈

現的效果。 

Cb-IV-1 各類文本中的親屬關

係、道德倫理、儀式風俗、典

章制度等文化內涵。 

Cb-IV-2 各類文本中所反映的

個人與家庭、鄉里、國族及其

他社群的關係。 

5 1.課文朗讀 

2.課文動畫 

3.作者影片 

4.閱讀饗宴聆聽

音檔 

1.口語表達 

2.學習單 

3.分組報告 

  

十 108.10.28~ 

108.11.1 

第五課兒時記趣 

 

1-IV-1 以同理心，聆聽各項發言，

並加以記錄、歸納。 

2-IV-2 有效把握聽聞內容的邏

輯，做出提問或回饋。 

5-IV-2 理解各類文本的句子、段落

與主要概念，指出寫作的目的與觀

點。 

Ab-IV-6 常用文言文的詞義及

語詞結構。 

Ac-IV-3 文句表達的邏輯與意

義。 

Ad-IV-1 篇章的主旨、結構、寓

意與分析。 

Ad-IV-4 非韻文：如古文、古典

5 1.課文朗讀 

2.課文動畫 

3.作者影片 

4.閱讀饗宴聆聽

音檔 

5.網路圖庫 

1.主題寫作 

2.作品發表 

3.圖畫創作 

  



5-IV-3 理解各類文本內容、形式和

寫作特色。 

6-IV-1 善用標點符號，增進情感表

達及說服力。 

6-IV-4 依據需求書寫各類文本。 

小說、語錄體、寓言等。 

Ba-IV-1 順敘、倒敘、插敘與補

敘法。 

Ba-IV-2 各種描寫的作用及呈

現的效果。 

十 

一 

108.11.4~ 

108.11.8 

第五課兒時記趣 1-IV-1 以同理心，聆聽各項發言，

並加以記錄、歸納。 

2-IV-2 有效把握聽聞內容的邏

輯，做出提問或回饋。 

5-IV-2 理解各類文本的句子、段落

與主要概念，指出寫作的目的與觀

點。 

5-IV-3 理解各類文本內容、形式和

寫作特色。 

6-IV-1 善用標點符號，增進情感表

達及說服力。 

6-IV-4 依據需求書寫各類文本。 

Ab-IV-6 常用文言文的詞義及

語詞結構。 

Ac-IV-3 文句表達的邏輯與意

義。 

Ad-IV-1 篇章的主旨、結構、寓

意與分析。 

Ad-IV-4 非韻文：如古文、古典

小說、語錄體、寓言等。 

Ba-IV-1 順敘、倒敘、插敘與補

敘法。 

Ba-IV-2 各種描寫的作用及呈

現的效果。 

5 1.課文朗讀 

2.課文動畫 

3.作者影片 

4.閱讀饗宴聆聽

音檔 

5.網路圖庫 

1.主題寫作 

2.作品發表 

3.圖畫創作 

  

十 

二 

108.11.11~ 

108.11.15 

第六課背影 1-IV-4 靈活應用科技與資訊，增進

聆聽能力，加強互動學習效果。 

2-IV-1 有效把握聽聞內容的邏

輯，做出提問或回饋。 

5-IV-2 理解各類文本的句子、段落

與主要概念，指出寫作的目的與觀

點。 

5-IV-3 理解各類文本內容、形式和

寫作特色。 

6-IV-3 靈活運用仿寫、改寫等技

巧，增進寫作能力。 

6-IV-4 依據需求書寫各類文本。 

Ab-IV-1 4,000 個常用字的字

形、字音和字義。 

Ac-IV-3 文句表達的邏輯與意

義。 

Ad-IV-1 篇章的主旨、結構、寓

意與分析。 

Ad-IV-2 新詩、現代散文、現代

小說、劇本。 

Ba-IV-1 順敘、倒敘、插敘與補

敘法。 

Ba-IV-2 各種描寫的作用及呈

現的效果。 

Bb-IV-1 自我及人際交流的感

受。 

Cb-IV-2 各類文本中所反映的

個人與家庭、鄉里、國族及其

他社群的關係。 

5 1.課文朗讀 

2.課文動畫 

3.作者影片 

4.閱讀饗宴聆聽

音檔 

1.口語表達 

2.作業評量 

3.主題寫作 

  

十 

三 

108.11.28~ 

108.11.22 

第六課背影 1-IV-4 靈活應用科技與資訊，增進

聆聽能力，加強互動學習效果。 

2-IV-1 有效把握聽聞內容的邏

輯，做出提問或回饋。 

5-IV-2 理解各類文本的句子、段落

與主要概念，指出寫作的目的與觀

點。 

5-IV-3 理解各類文本內容、形式和

寫作特色。 

Ab-IV-1 4,000 個常用字的字

形、字音和字義。 

Ac-IV-3 文句表達的邏輯與意

義。 

Ad-IV-1 篇章的主旨、結構、寓

意與分析。 

Ad-IV-2 新詩、現代散文、現代

小說、劇本。 

Ba-IV-1 順敘、倒敘、插敘與補

5 1.課文朗讀 

2.課文動畫 

3.作者影片 

4.閱讀饗宴聆聽

音檔 

1.口語表達 

2.作業評量 

3.主題寫作 

  



6-IV-3 靈活運用仿寫、改寫等技

巧，增進寫作能力。 

6-IV-4 依據需求書寫各類文本。 

敘法。 

Ba-IV-2 各種描寫的作用及呈

現的效果。 

Bb-IV-1 自我及人際交流的感

受。 

Cb-IV-2 各類文本中所反映的

個人與家庭、鄉里、國族及其

他社群的關係。 

十 

四 

108.11.25~ 

108.11.29 

(第二次段

考) 

語文常識（二）閱

讀導航與資訊檢

索 

1-IV-4 靈活應用科技與資訊，增進

聆聽能力，加強互動學習效果。 

2-IV-4 靈活運用科技與資訊，豐富

表達內容。 

4-IV-3 能運用字典或辭典了解一

字多音及一字多義的現象。 

5-IV-6 運用圖書館 (室)、科技工

具，蒐集資訊、組織材料，擴充閱

讀視野。 

Ab-IV-4 6,500 個常用語詞的認

念。 

Ac-IV-3 文句表達的邏輯與意

義。 

5 資料搜索學習

單。 

1.作業評量 

2.口語表達 

  

十 

五 

108.12.2~ 

108.12.6 

第七課心囚 1-IV-1 以同理心，聆聽各項發言，

並加以記錄、歸納。 

2-IV-3 依理解的內容，明確表達意

見，進行有條理的論辯，並注重言

談禮貌。 

4-IV-1 認識國字至少 4,500 字，

使用 3,500 字。 

5-IV-2 理解各類文本的句子、段落

與主要概念，指出寫作的目的與觀

點。 

5-IV-5 大量閱讀多元文本，理解議

題內涵及其與個人生活、社會結構

的關聯性。 

6-IV-3 靈活運用仿寫、改寫等技

巧，增進寫作能力。 

Ab-IV-5 5,000 個常用語詞的使

用。 

Ad-IV-1 篇章的主旨、結構、寓

意與分析。 

Ad-IV-2 新詩、現代散文、現代

小說、劇本。 

Ac-IV-3 文句表達的邏輯與意

義。 

Bd-IV-2 論證方式如比較、比喻

等。 

Cc-IV-1 各類文本中的藝術、信

仰、思想等文化內涵。 

5 1.課文朗讀 

2.課文動畫 

3.作者影片 

4.閱讀饗宴聆聽

音檔 

1.學習單 

2.小組報告 

3.紙筆測驗 

  

十 

六 

108.12.9~ 

108.12.13 

第七課心囚 1-IV-1 以同理心，聆聽各項發言，

並加以記錄、歸納。 

2-IV-3 依理解的內容，明確表達意

見，進行有條理的論辯，並注重言

談禮貌。 

4-IV-1 認識國字至少 4,500 字，

使用 3,500 字。 

5-IV-2 理解各類文本的句子、段落

與主要概念，指出寫作的目的與觀

點。 

5-IV-5 大量閱讀多元文本，理解議

Ab-IV-5 5,000 個常用語詞的使

用。 

Ad-IV-1 篇章的主旨、結構、寓

意與分析。 

Ad-IV-2 新詩、現代散文、現代

小說、劇本。 

Ac-IV-3 文句表達的邏輯與意

義。 

Bd-IV-2 論證方式如比較、比喻

等。 

Cc-IV-1 各類文本中的藝術、信

5 1.課文朗讀 

2.課文動畫 

3.作者影片 

4.閱讀饗宴聆聽

音檔 

1.學習單 

2.小組報告 

3.紙筆測驗 

  



題內涵及其與個人生活、社會結構

的關聯性。 

6-IV-3 靈活運用仿寫、改寫等技

巧，增進寫作能力。 

仰、思想等文化內涵。 

十 

七 

108.12.16~ 

108.12.20 

第八課無心的錯

誤 

1-IV-3 分辨聆聽內容的邏輯性，找

出解決問題的方法。 

2-IV-4 靈活運用科技與資訊，豐富

表達內容。 

5-IV-4 應用閱讀策略增進學習效

能，整合跨領域知識轉化為解決問

題的能力。 

5-IV-6 運用圖書館 (室)、科技工

具，蒐集資訊、組織材料，擴充閱

讀視野。 

Ab-IV-5 5,000 個常用語詞的使

用。 

Ac-IV-3 文句表達的邏輯與意

義。 

Ad-IV-1 篇章的主旨、結構、寓

意與分析。 

Bd-IV-1 以事實、理論為論據，

達到說服、建構、批判等目的。 

Cc-IV-1 各類文本中的藝術、信

仰、思想等文化內涵。 

5 1.課文朗讀 

2.課文動畫 

3.作者影片 

4.閱讀饗宴聆聽

音檔 

5.網站資源─網

站標錯價格的法

律爭議 

1.資料蒐集 

2.口語表達 

3.分組報告 

  

十 

八 

108.12.23~ 

108.12.27 

第八課無心的錯

誤 

1-IV-3 分辨聆聽內容的邏輯性，找

出解決問題的方法。 

2-IV-4 靈活運用科技與資訊，豐富

表達內容。 

5-IV-4 應用閱讀策略增進學習效

能，整合跨領域知識轉化為解決問

題的能力。 

5-IV-6 運用圖書館 (室)、科技工

具，蒐集資訊、組織材料，擴充閱

讀視野。 

Ab-IV-5 5,000 個常用語詞的使

用。 

Ac-IV-3 文句表達的邏輯與意

義。 

Ad-IV-1 篇章的主旨、結構、寓

意與分析。 

Bd-IV-1 以事實、理論為論據，

達到說服、建構、批判等目的。 

Cc-IV-1 各類文本中的藝術、信

仰、思想等文化內涵。 

5 1.課文朗讀 

2.課文動畫 

3.作者影片 

4.閱讀饗宴聆聽

音檔 

5.網站資源─網

站標錯價格的法

律爭議 

1.資料蒐集 

2.口語表達 

3.分組報告 

  

十 

九 

108.12.30~ 

109.1.3 

第九課 

音樂家與職籃巨

星 

1-IV-4 靈活應用科技與資訊，增進

聆聽能力，加強互動學習效果。 

2-IV-3 依理解的內容，明確表達意

見，進行有條理的論辯，並注重言

談禮貌。 

5-IV-3 理解各類文本內容、形式和

寫作特色。 

5-IV-4 應用閱讀策略增進學習效

能，整合跨領域知識轉化為解決問

題的能力。 

6-IV-2 依據審題、立意、取材、組

織、遣詞造句、修改潤飾，寫出結

構完整、主旨明確、文辭優美的文

章。 

Ab-IV-1 4,000 個常用字的字

形、字音和字義。 

Ac-IV-3 文句表達的邏輯與意

義。 

Ad-IV-1 篇章的主旨、結構、寓

意與分析。 

Ad-IV-2 新詩、現代散文、現代

小說、劇本。 

Bd-IV-1 以事實、理論為論據，

達到說服、建構、批判等目的。 

5 1.課文朗讀 

2.課文動畫 

3.作者影片 

4.閱讀饗宴聆聽

音檔 

5. YOUTUBE 影

音─【小時光麵

館】第九話 英雄

不流淚 -獻給每

一位，在人生

中，故作堅強的

你 

6.YOUTUBE 影

音─【永不放棄】 

1.資料蒐集 

2.學習單 

3.主題寫作 

  

二 

十 

109.1.6~ 

109.1.10 

第九課 

音樂家與職籃巨

星 

1-IV-4 靈活應用科技與資訊，增進

聆聽能力，加強互動學習效果。 

2-IV-3 依理解的內容，明確表達意

見，進行有條理的論辯，並注重言

談禮貌。 

Ab-IV-1 4,000 個常用字的字

形、字音和字義。 

Ac-IV-3 文句表達的邏輯與意

義。 

Ad-IV-1 篇章的主旨、結構、寓

5 1.課文朗讀 

2.課文動畫 

3.作者影片 

4.閱讀饗宴聆聽

音檔 

1.資料蒐集 

2.學習單 

3.主題寫作   



5-IV-3 理解各類文本內容、形式和

寫作特色。 

5-IV-4 應用閱讀策略增進學習效

能，整合跨領域知識轉化為解決問

題的能力。 

6-IV-2 依據審題、立意、取材、組

織、遣詞造句、修改潤飾，寫出結

構完整、主旨明確、文辭優美的文

章。 

意與分析。 

Ad-IV-2 新詩、現代散文、現代

小說、劇本。 

Bd-IV-1 以事實、理論為論據，

達到說服、建構、批判等目的。 

5. YOUTUBE 影

音─【小時光麵

館】第九話 英雄

不流淚 -獻給每

一位，在人生

中，故作堅強的

你 

6.YOUTUBE 影

音─【永不放棄】 

二 

十 

一 

109.1.13~ 

109.1.17 

(期末考週) 

第十課藍色串珠

項鍊 

(第三次段考) 

1-IV-1 以同理心，聆聽各項發言，

並加以記錄、歸納。 

1-IV-2 依據不同情境，分辨聲情意

涵及表達技巧，適切回應。 

2-IV-5 視不同情境，進行報告、評

論、演說及辯論。 

5-IV-2 理解各類文本的句子、段落

與主要概念，指出寫作的目的與觀

點。 

5-IV-3 理解各類文本內容、形式和

寫作特色。 

5-IV-5 大量閱讀多元文本，理解議

題內涵及其與個人生活、社會結構

的關聯性。 

Ac-IV-3 文句表達的邏輯與意

義。 

Ad-IV-1 篇章的主旨、結構、寓

意與分析。 

Ad-IV-2 新詩、現代散文、現代

小說、劇本。 

Ba-IV-1 順敘、倒敘、插敘與補

敘法。 

Ba-IV-2 各種描寫的作用及呈

現的效果。 

Cb-IV-1 各類文本中的親屬關

係、道德倫理、儀式風俗、典

章制度等文化內涵。 

5 1.課文朗讀 

2.課文動畫 

3.作者影片 

4.閱讀饗宴聆聽

音檔 

1.資料蒐集 

2.小組報告 

3.學習單 

4.戲劇表演 

5.同儕互評 

  

二 

十 

二 

109.1.20 

(結業式) 

 

第十課藍色串珠

項鍊 

5-IV-5 大量閱讀多元文本，理解議

題內涵及其與個人生活、社會結構

的關聯性。 

Cb-IV-1 各類文本中的親屬關

係、道德倫理、儀式風俗、典

章制度等文化內涵。 

1  小組報告 

  

 

新竹市立建功高中國中部 108學年度第二學期 國文 領域/科目課程計畫 

設計者：國文科教師群                                                                  日期：108年 6 月 20 日 

課程類型 ■領域學習課程領域 

□彈性學習課程： 

□統整性探究課程□社團活動與技藝課程□特殊需求領域課程□其他 

課程名稱 國文 實施年級 七 節數 每週 5節本學期共 102節 

設計理念 關係與表現：體察人與環境的關係，並透過多元表徵表達此關係 



 

 

本教育階段 

總綱核心素養 

A1 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A2 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A3 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1 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2 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B3 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1 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C2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C3 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課程目標 

(可參照領綱) 

國-J-A1透過國語文的學習，認識生涯及生命的典範，建立正向價值觀，提高語文自學的興趣。 

國-J-A2透過欣賞各類文本，培養思辨的能力，並能反思內容主題，應用於日常生活中，有效處理問題。 

國-J-A3運用國語文能力吸收新知，並訂定計畫、自主學習，發揮創新精神，增進個人的應變能力。 

國-J-B1運用國語文表情達意，增進閱讀理解，進而提升欣賞及評析文本的能力，並能傾聽他人的需求、理解他人的觀點，達到良性的人我溝通與互動。 

國-J-B2運用科技、資訊與各類媒體所提供的素材，進行檢索、統整、解釋及省思，並轉化成生活的能力與素養。 

國-J-B3具備欣賞文學與相關藝術的能力，並培養創作的興趣，透過對文本的反思與分享，印證生活經驗，提升審美判斷力。 

國-J-C1閱讀各類文本，從中培養道德觀、責任感、同理心，並能觀察生活環境，主動關懷社會，增進對公共議題的興趣。 

國-J-C2在國語文學習情境中，與他人合作學習，增進理解、溝通與包容的能力，在生活中建立友善的人際關係。 

國-J-C3閱讀各類文本，探索不同文化的內涵，欣賞並尊重各國文化的差異性，了解與關懷多元文化的價值與意義。 

表現任務 

(總體性) 

1-Ⅳ-1 以同理心，聆聽各項發言，並加以記錄、歸納。 

1-Ⅳ-2 依據不同情境，分辨聲情意涵及表達技巧，適切回應。 

1-Ⅳ-4 靈活應用科技與資訊，增進聆聽能力，加強互動學習效果。 

2-Ⅳ-1 掌握生活情境，適切表情達意，分享自身經驗。 

2-Ⅳ-2 有效把握聽聞內容的邏輯，做出提問或回饋。 

2-Ⅳ-3 依理解的內容，明確表達意見，進行有條理的論辯，並注重言談禮貌。 

2-Ⅳ-4 靈活運用科技與資訊，豐富表達內容。 

2-Ⅳ-5 視不同情境，進行報告、評論、演說及論辯。 

4-Ⅳ-1 認識國字至少 4,500 字，使用 3,500 字。 

4-Ⅳ-3 能運用字典或辭典了解一字多音及一字多義的現象。 

4-IV-6 能夠寫出正確美觀的硬筆字。 

5-Ⅳ-1 比較不同標點符號的表達效果，流暢朗讀各類文本，並表現情感的起伏變化。 

5-Ⅳ-2 理解各類文本的句子、段落與主要概念，指出寫作的目的與觀點。 

5-Ⅳ-3 理解各類文本內容、形式和寫作特色。 

5-Ⅳ-4 應用閱讀策略增進學習效能，整合跨領域知識轉化為解決問題的能力。 

5-Ⅳ-5 大量閱讀多元文本，理解議題內涵及其與個人生活、社會結構的關聯性。 

5-Ⅳ-6 運用圖書館(室)、科技工具，蒐集資訊、組織材料，擴充閱讀視野。 

6-Ⅳ-2 依據審題、立意、取材、組織、遣詞造句、修改潤飾，寫出結構完整、主旨明確、文辭優美的文章。 

6-Ⅳ-3 靈活運用仿寫、改寫等技巧，增進寫作能力 

6-Ⅳ-4 依據需求書寫各類文本。 



架構脈絡 

 

 

 

 

 

 

 

 

 

 

 

教學規劃 

週

次 
教學期程 

主題或單元

活動內容 

學習表現 

(校訂或相關領域) 

學習內容 

(校訂或相關領域) 
節數 教學資源 學習評量 

結合重要

教育工作 
備註 

一 109.2.24~ 

109.2.27 

第一課 

小詩選 

1-Ⅳ-4 靈活應用科技與資訊，增進聆聽能

力，加強互動學習效果。 

2-Ⅳ-1 掌握生活情境，適切表情達意，分

享自身經驗。 

4-Ⅳ-1 認識國字至少 4,500 字，使用 3,500 

字。 

4-Ⅳ-3 能運用字典或辭典了解一字多音及

一字多義的現象。 

4-IV-6 能夠寫出正確美觀的硬筆字。 

5-Ⅳ-1 比較不同標點符號的表達效果，流

暢朗讀各類文本，並表現情感的起伏變化。 

5-Ⅳ-3 理解各類文本內容、形式和寫作特

色。 

6-Ⅳ-3 靈活運用仿寫、改寫等技巧，增進

寫作能力 

6-Ⅳ-4 依據需求書寫各類文本。 

Ab-Ⅳ-1 4,000 個常用字的字

形、字音和字義。 

Ab-Ⅳ-2 3,500 個常用字的使

用。 

Ab-Ⅳ-4 6,500 個常用語詞的

認念。 

Ab-Ⅳ-5 5,000 個常用語詞的

使用。 

Ac-Ⅳ-1 標點符號在文本中

的不同效果。 

Ac-Ⅳ-3 文句表達的邏輯與

意義。 

Ad-Ⅳ-2 新詩、現代散文、

現代小說、劇本。 

Bb-Ⅳ-5 藉由敘述事件與描

寫景物間接抒情。 

Cb-Ⅳ-2 各類文本中所反映

的個人與家庭、鄉里、國族

及其他社群的關係。 

5 1.課文朗讀 

2.課文動畫 

3.作者影片 

4. 閱讀饗宴聆

聽音檔 

1.學習單 

2.新詩朗誦 

3.新詩習作 

4.口頭報告 

 

 

二 109.3.2~ 

109.3.6 

第一課 

小詩選 

1-Ⅳ-4 靈活應用科技與資訊，增進聆聽能

力，加強互動學習效果。 

2-Ⅳ-1 掌握生活情境，適切表情達意，分

享自身經驗。 

Ab-Ⅳ-1 4,000 個常用字的字

形、字音和字義。 

Ab-Ⅳ-2 3,500 個常用字的使

用。 

5 1.課文朗讀 

2.課文動畫 

3.作者影片 

4. 閱讀饗宴聆

1.學習單 

2.新詩朗誦 

3.新詩習作 

4.口頭報告 

 
 

小詩選 

紙船印象 

五柳先生傳 

漢字的結構 

聲音鐘 

孩子的鐘塔 

謝天 

漢字形體的演變與書法欣賞 

石虎是我們的龍貓 

森林最優美的一天 

貓的天堂 

近體詩選 

1-Ⅳ-1 以同理心，聆聽各項發言，

並加以記錄、歸納。 

4-Ⅳ-1 認識國字至少 4,500 字，使

用 3,500 字。 

1-Ⅳ-2 依據不同情境，分辨聲情意涵及表

達技巧，適切回應。 

4-IV-6 能夠寫出正確美觀的硬筆字。 

2-Ⅳ-1 掌握生活情境，適切表情達意，分享自

身經驗。 

5-Ⅳ-5 大量閱讀多元文本，理解議題內涵及其

與個人生活、社會結構的關聯性。 



4-Ⅳ-1 認識國字至少 4,500 字，使用 3,500 

字。 

4-Ⅳ-3 能運用字典或辭典了解一字多音及

一字多義的現象。 

4-IV-6 能夠寫出正確美觀的硬筆字。 

5-Ⅳ-1 比較不同標點符號的表達效果，流

暢朗讀各類文本，並表現情感的起伏變化。 

5-Ⅳ-3 理解各類文本內容、形式和寫作特

色。 

6-Ⅳ-3 靈活運用仿寫、改寫等技巧，增進

寫作能力 

6-Ⅳ-4 依據需求書寫各類文本。 

Ab-Ⅳ-4 6,500 個常用語詞的

認念。 

Ab-Ⅳ-5 5,000 個常用語詞的

使用。 

Ac-Ⅳ-1 標點符號在文本中

的不同效果。 

Ac-Ⅳ-3 文句表達的邏輯與

意義。 

Ad-Ⅳ -1 篇章的主旨、結

構、寓意與分析。 

Ad-Ⅳ-2 新詩、現代散文、

現代小說、劇本。 

Bb-Ⅳ-5 藉由敘述事件與描

寫景物間接抒情。 

Cb-Ⅳ-2 各類文本中所反映

的個人與家庭、鄉里、國族

及其他社群的關係。 

聽音檔 

三 109.3.9~ 

109.3.13 

第二課 

石虎是我們的龍

貓 

1-Ⅳ-1 以同理心，聆聽各項發言，並加以

記錄、歸納。 

1-Ⅳ-2 依據不同情境，分辨聲情意涵及表

達技巧，適切回應。 

2-Ⅳ-1 掌握生活情境，適切表情達意，分

享自身經驗。 

2-Ⅳ-2 有效把握聽聞內容的邏輯，做出提

問或回饋。 

4-Ⅳ-1 認識國字至少 4,500 字，使用 3,500 

字。 

4-Ⅳ-3 能運用字典或辭典了解一字多音及

一字多義的現象。 

4-IV-6 能夠寫出正確美觀的硬筆字。 

5-Ⅳ-2 理解各類文本的句子、段落與主要

概念，指出寫作的目的與觀點。 

5-Ⅳ-3 理解各類文本內容、形式和寫作特

色。 

5-Ⅳ-4 應用閱讀策略增進學習效能，整合

跨領域知識轉化為解決問題的能力。 

6-Ⅳ-2 依據審題、立意、取材、組織、遣

詞造句、修改潤飾，寫出結構完整、主旨

明確、文辭優美的文章。 

Ab-Ⅳ-1 4,000 個常用字的字

形、字音和字義。 

Ab-Ⅳ-2 3,500 個常用字的使

用。 

Ab-Ⅳ-4 6,500 個常用語詞的

認念。 

Ab-Ⅳ-5 5,000 個常用語詞的

使用。 

Ac-Ⅳ-3 文句表達的邏輯與

意義。 

Ad-Ⅳ -1 篇章的主旨、結

構、寓意與分析。 

Ba-Ⅳ-1 順敘、倒敘、插敘與

補敘法。 

Ba-Ⅳ-2 各種描寫的作用及

呈現的效果。 

Bb-Ⅳ-5 藉由敘述事件與描

寫景物間接抒情。 

Cc-Ⅳ -1 各類文本中的藝

術、信仰、思想等文化內涵。 

Cb-Ⅳ-2 各類文本中所反映

的個人與家庭、鄉里、國族

及其他社群的關係。 

5 1.課文吟唱 CD 

2.教學 DVD 

1.口頭報告 

2.學習單 

3.作業評量 

 

 

四 109.3.16~ 

109.3.20 

第二課 

石虎是我們的龍

貓 

1-Ⅳ-1 以同理心，聆聽各項發言，並加以

記錄、歸納。 

1-Ⅳ-2 依據不同情境，分辨聲情意涵及表

Ab-Ⅳ-1 4,000 個常用字的字

形、字音和字義。 

Ab-Ⅳ-2 3,500 個常用字的使

5 1.課文吟唱 CD 

2.教學 DVD 

1.口頭報告 

2.學習單 

3.作業評量 
 

 



達技巧，適切回應。 

2-Ⅳ-1 掌握生活情境，適切表情達意，分

享自身經驗。 

2-Ⅳ-2 有效把握聽聞內容的邏輯，做出提

問或回饋。 

4-Ⅳ-1 認識國字至少 4,500 字，使用 3,500 

字。 

4-Ⅳ-3 能運用字典或辭典了解一字多音及

一字多義的現象。 

4-IV-6 能夠寫出正確美觀的硬筆字。 

5-Ⅳ-2 理解各類文本的句子、段落與主要

概念，指出寫作的目的與觀點。 

5-Ⅳ-3 理解各類文本內容、形式和寫作特

色。 

5-Ⅳ-4 應用閱讀策略增進學習效能，整合

跨領域知識轉化為解決問題的能力。 

6-Ⅳ-2 依據審題、立意、取材、組織、遣

詞造句、修改潤飾，寫出結構完整、主旨

明確、文辭優美的文章。 

6-Ⅳ-4 依據需求書寫各類文本。 

用。 

Ab-Ⅳ-4 6,500 個常用語詞的

認念。 

Ab-Ⅳ-5 5,000 個常用語詞的

使用。 

Ac-Ⅳ-3 文句表達的邏輯與

意義。 

Ad-Ⅳ -1 篇章的主旨、結

構、寓意與分析。 

Ba-Ⅳ-1 順敘、倒敘、插敘與

補敘法。 

Ba-Ⅳ-2 各種描寫的作用及

呈現的效果。 

Bb-Ⅳ-5 藉由敘述事件與描

寫景物間接抒情。 

Cc-Ⅳ -1 各類文本中的藝

術、信仰、思想等文化內涵。 

Cb-Ⅳ-2 各類文本中所反映

的個人與家庭、鄉里、國族

及其他社群的關係。 

五 109.3.23~ 

109.3.27 

 

第三課 

紙船印象 

1-Ⅳ-1 以同理心，聆聽各項發言，並加以

記錄、歸納。 

1-Ⅳ-2 依據不同情境，分辨聲情意涵及表

達技巧，適切回應。 

2-Ⅳ-1 掌握生活情境，適切表情達意，分

享自身經驗。 

2-Ⅳ-2 有效把握聽聞內容的邏輯，做出提

問或回饋。 

4-Ⅳ-1 認識國字至少 4,500 字，使用 3,500 

字。 

4-Ⅳ-3 能運用字典或辭典了解一字多音及

一字多義的現象。 

4-IV-6 能夠寫出正確美觀的硬筆字。 

5-Ⅳ-1 比較不同標點符號的表達效果，流

暢朗讀各類文本，並表現情感的起伏變化。 

5-Ⅳ-2 理解各類文本的句子、段落與主要

概念，指出寫作的目的與觀點。 

5-Ⅳ-3 理解各類文本內容、形式和寫作特

色。 

5-Ⅳ-4 應用閱讀策略增進學習效能，整合

跨領域知識轉化為解決問題的能力。 

5-Ⅳ-5 大量閱讀多元文本，理解議題內涵

及其與個人生活、社會結構的關聯性。 

Ab-Ⅳ-1 4,000 個常用字的字

形、字音和字義。 

Ab-Ⅳ-2 3,500 個常用字的使

用。 

Ab-Ⅳ-4 6,500 個常用語詞的

認念。 

Ab-Ⅳ-5 5,000 個常用語詞的

使用。 

Ac-Ⅳ-3 文句表達的邏輯與

意義。 

Ad-Ⅳ -1 篇章的主旨、結

構、寓意與分析。 

Ad-Ⅳ-2 新詩、現代散文、

現代小說、劇本。 

Bb-Ⅳ-1 自我及人際交流的

感受。 

Bb-Ⅳ-5 藉由敘述事件與描

寫景物間接抒情。 

Ca-Ⅳ -1 各類文本中的飲

食、服飾、建築形式、交通

工具、名勝古蹟及休閒娛樂

等文化內涵。 

Cb-Ⅳ-2 各類文本中所反映

5 1.教學 DVD 

2. 趣看現代作

家─洪醒夫 

1.口頭發表 

2.作業評量 

3.學習單 

 

 



6-Ⅳ-2 依據審題、立意、取材、組織、遣

詞造句、修改潤飾，寫出結構完整、主旨

明確、文辭優美的文章。 

6-Ⅳ-3 靈活運用仿寫、改寫等技巧，增進

寫作能力。 

的個人與家庭、鄉里、國族

及其他社群的關係。 

Cc-Ⅳ -1 各類文本中的藝

術、信仰、思想等文化內涵。 

六 109.3.30~ 

109.4.2 

 

第三課 

紙船印象 

1-Ⅳ-1 以同理心，聆聽各項發言，並加以

記錄、歸納。 

1-Ⅳ-2 依據不同情境，分辨聲情意涵及表

達技巧，適切回應。 

2-Ⅳ-1 掌握生活情境，適切表情達意，分

享自身經驗。 

2-Ⅳ-2 有效把握聽聞內容的邏輯，做出提

問或回饋。 

4-Ⅳ-1 認識國字至少 4,500 字，使用 3,500 

字 

4-Ⅳ-3 能運用字典或辭典了解一字多音及

一字多義的現象。 

4-IV-6 能夠寫出正確美觀的硬筆字。 

5-Ⅳ-1 比較不同標點符號的表達效果，流

暢朗讀各類文本，並表現情感的起伏變化。 

5-Ⅳ-2 理解各類文本的句子、段落與主要

概念，指出寫作的目的與觀點。 

5-Ⅳ-3 理解各類文本內容、形式和寫作特

色。 

5-Ⅳ-4 應用閱讀策略增進學習效能，整合

跨領域知識轉化為解決問題的能力。 

5-Ⅳ-5 大量閱讀多元文本，理解議題內涵

及其與個人生活、社會結構的關聯性。 

6-Ⅳ-2 依據審題、立意、取材、組織、遣

詞造句、修改潤飾，寫出結構完整、主旨

明確、文辭優美的文章。 

6-Ⅳ-3 靈活運用仿寫、改寫等技巧，增進

寫作能力。 

Ab-Ⅳ-1 4,000 個常用字的字

形、字音和字義。 

Ab-Ⅳ-2 3,500 個常用字的使

用。 

Ab-Ⅳ-3 基本的造字原則：

象形、指事、會意、形聲。 

Ab-Ⅳ-4 6,500 個常用語詞的

認念。 

Ab-Ⅳ-5 5,000 個常用語詞的

使用。 

Ad-Ⅳ-2 新詩、現代散文、

現代小說、劇本。 

 

Bc-Ⅳ-1 具邏輯、客觀、理性

的說明，如科學知識、產品、

環境、制度等說明。 

Bc-Ⅳ-2 描述、列舉、因果、

問題解決、比較、分類、定

義等寫作手法。 

Bc-Ⅳ-3 數據、圖表、圖片、

工具列等輔助說明。 

Ca-Ⅳ -1 各類文本中的飲

食、服飾、建築形式、交通

工具、名勝古蹟及休閒娛樂

等文化內涵。 

Cb-Ⅳ-1 各類文本中的親屬

關係、道德倫理、儀式風俗、

典章制度等文化內涵。 

Cc-Ⅳ -1 各類文本中的藝

術、信仰、思想等文化內涵。 

5 1.教學 DVD 

2. 趣看現代作

家─洪醒夫 

1.口頭發表 

2.作業評量 

3.學習單 

 

 

七 109.4.7~ 

109.4.10 

(第一次段

考) 

語文常識(一) 

漢字的結構 

(第一次段考) 

1-Ⅳ-4 靈活應用科技與資訊，增進聆聽能

力，加強互動學習效果。 

2-Ⅳ-2 有效把握聽聞內容的邏輯，做出提

問或回饋。 

2-Ⅳ-3 依理解的內容，明確表達意見，進

行有條理的論辯，並注重言談禮貌。 

2-Ⅳ-4 靈活運用科技與資訊，豐富表達內

容。 

Ab-Ⅳ-1 4,000 個常用字的字

形、字音和字義。 

Ab-Ⅳ-2 3,500 個常用字的使

用。 

Ab-Ⅳ-3 基本的造字原則：

象形、指事、會意、形聲。 

Ab-Ⅳ-4 6,500 個常用語詞的

認念。 

5 ‧教學 DVD 1.學習單 

2.資料蒐集 

3.口頭報告 

 

 



4-Ⅳ-1 認識國字至少 4,500 字，使用 3,500 

字。 

4-Ⅳ-2 認識造字的原則，輔助識字，了解

文字的形、音、義。 

4-IV-6 能夠寫出正確美觀的硬筆字。 

5-Ⅳ-6 運用圖書館(室)、科技工具，蒐集資

訊、組織材料，擴充閱讀視野。 

Ab-Ⅳ-5 5,000 個常用語詞的

使用。 

Ad-Ⅳ-2 新詩、現代散文、

現代小說、劇本。 

Bc-Ⅳ-1 具邏輯、客觀、理性

的說明，如科學知識、產品、

環境、制度等說明。 

Bc-Ⅳ-2 描述、列舉、因果、

問題解決、比較、分類、定

義等寫作手法。 

Bc-Ⅳ-3 數據、圖表、圖片、

工具列等輔助說明。 

Ca-Ⅳ -1 各類文本中的飲

食、服飾、建築形式、交通

工具、名勝古蹟及休閒娛樂

等文化內涵。 

Cb-Ⅳ-1 各類文本中的親屬

關係、道德倫理、儀式風俗、

典章制度等文化內涵。 

Cc-Ⅳ -1 各類文本中的藝

術、信仰、思想等文化內涵。 

八 109.4.13~ 

109.4.17 

第四課 

聲音鐘 

1-Ⅳ-2 依據不同情境，分辨聲情意涵及表

達技巧，適切回應。 

2-Ⅳ-1 掌握生活情境，適切表情達意，分

享自身經驗。 

2-Ⅳ-2 有效把握聽聞內容的邏輯，做出提

問或回饋。 

2-Ⅳ-5 視不同情境，進行報告、評論、演

說及論辯。 

4-Ⅳ-1 認識國字至少 4,500 字，使用 3,500 

字。 

4-Ⅳ-3 能運用字典或辭典了解一字多音及

一字多義的現象。 

4-IV-6 能夠寫出正確美觀的硬筆字。 

5-Ⅳ-2 理解各類文本的句子、段落與主要

概念，指出寫作的目的與觀點。 

5-Ⅳ-3 理解各類文本內容、形式和寫作特

色。 

5-Ⅳ-4 應用閱讀策略增進學習效能，整合

跨領域知識轉化為解決問題的能力。 

6-Ⅳ-2 依據審題、立意、取材、組織、遣

詞造句、修改潤飾，寫出結構完整、主旨

明確、文辭優美的文章。 

Ab-Ⅳ-1 4,000 個常用字的字

形、字音和字義。 

Ab-Ⅳ-2 3,500 個常用字的使

用。 

Ab-Ⅳ-4 6,500 個常用語詞的

認念。 

Ab-Ⅳ-5 5,000 個常用語詞的

使用。 

Ac-Ⅳ-3 文句表達的邏輯與

意義。 

Ad-Ⅳ -1 篇章的主旨、結

構、寓意與分析。 

Ad-Ⅳ-2 新詩、現代散文、

現代小說、劇本。 

Ba-Ⅳ-2 各種描寫的作用及

呈現的效果。 

Ca-Ⅳ -1 各類文本中的飲

食、服飾、建築形式、交通

工具、名勝古蹟及休閒娛樂

等文化內涵。 

Cb-Ⅳ-2 各類文本中所反映

的個人與家庭、鄉里、國族

5 1.課文吟唱 CD 

2.教學 DVD 

1.學習單 

2.口頭報告 

3.紙筆測驗 

 

 



及其他社群的關係。 

Cc-Ⅳ -1 各類文本中的藝

術、信仰、思想等文化內涵。 

九 109.4.20~ 

109.4.24 

第四課 

聲音鐘 

1-Ⅳ-2 依據不同情境，分辨聲情意涵及表

達技巧，適切回應。 

2-Ⅳ-1 掌握生活情境，適切表情達意，分

享自身經驗。 

2-Ⅳ-2 有效把握聽聞內容的邏輯，做出提

問或回饋。 

2-Ⅳ-5 視不同情境，進行報告、評論、演

說及論辯。 

4-Ⅳ-1 認識國字至少 4,500 字，使用 3,500 

字。 

4-Ⅳ-3 能運用字典或辭典了解一字多音及

一字多義的現象。 

4-IV-6 能夠寫出正確美觀的硬筆字。 

5-Ⅳ-2 理解各類文本的句子、段落與主要

概念，指出寫作的目的與觀點。 

5-Ⅳ-3 理解各類文本內容、形式和寫作特

色。 

5-Ⅳ-4 應用閱讀策略增進學習效能，整合

跨領域知識轉化為解決問題的能力。 

6-Ⅳ-2 依據審題、立意、取材、組織、遣

詞造句、修改潤飾，寫出結構完整、主旨

明確、文辭優美的文章。 

Ab-Ⅳ-1 4,000 個常用字的字

形、字音和字義。 

Ab-Ⅳ-2 3,500 個常用字的使

用。 

Ab-Ⅳ-4 6,500 個常用語詞的

認念。 

Ab-Ⅳ-5 5,000 個常用語詞的

使用。 

Ac-Ⅳ-3 文句表達的邏輯與

意義。 

Ad-Ⅳ -1 篇章的主旨、結

構、寓意與分析。 

Ad-Ⅳ-2 新詩、現代散文、

現代小說、劇本。 

Ba-Ⅳ-2 各種描寫的作用及

呈現的效果。 

Ca-Ⅳ -1 各類文本中的飲

食、服飾、建築形式、交通

工具、名勝古蹟及休閒娛樂

等文化內涵。 

Cb-Ⅳ-2 各類文本中所反映

的個人與家庭、鄉里、國族

及其他社群的關係。 

Cc-Ⅳ -1 各類文本中的藝

術、信仰、思想等文化內涵。 

5 1.課文吟唱 CD 

2.教學 DVD 

1.學習單 

2.口頭報告 

3.紙筆測驗 

 

 

十 109.4.27~ 

109.5.1 

第五課 

近體詩選 

1-Ⅳ-2 依據不同情境，分辨聲情意涵及表

達技巧，適切回應。 

2-Ⅳ-1 掌握生活情境，適切表情達意，分

享自身經驗。 

2-Ⅳ-2 有效把握聽聞內容的邏輯，做出提

問或回饋。 

2-Ⅳ-5 視不同情境，進行報告、評論、演

說及論辯。 

4-Ⅳ-1 認識國字至少 4,500 字，使用 3,500 

字。 

4-Ⅳ-3 能運用字典或辭典了解一字多音及

一字多義的現象。 

4-IV-6 能夠寫出正確美觀的硬筆字。 

5-Ⅳ-2 理解各類文本的句子、段落與主要

概念，指出寫作的目的與觀點。 

Ab-Ⅳ-1 4,000 個常用字的字

形、字音和字義。 

Ab-Ⅳ-2 3,500 個常用字的使

用。 

Ab-Ⅳ-4 6,500 個常用語詞的

認念。 

Ab-Ⅳ-5 5,000 個常用語詞的

使用。 

Ab-Ⅳ-6 常用文言文的詞義

及語詞結構。 

Ab-Ⅳ -7 常用文言文的字

詞、虛字、古今義變。 

Ac-Ⅳ-3 文句表達的邏輯與

意義。 

Ad-Ⅳ -1 篇章的主旨、結

5 1.課文朗讀 

2.課文動畫 

3.作者影片 

4. 閱讀饗宴聆

聽音檔 

1.學習單 

2.詩歌背誦、吟唱 

3.作業評量 

 

 



5-Ⅳ-3 理解各類文本內容、形式和寫作特

色。 

5-Ⅳ-4 應用閱讀策略增進學習效能，整合

跨領域知識轉化為解決問題的能力。 

構、寓意與分析。 

Ad-Ⅳ-3 韻文：如古體詩、

樂府詩、近體詩、詞、曲等。 

Bb-Ⅳ-1 自我及人際交流的

感受。 

Bb-Ⅳ-4 直接抒情。 

Bb-Ⅳ-5 藉由敘述事件與描

寫景物間接抒情。 

Ca-Ⅳ -1 各類文本中的飲

食、服飾、建築形式、交通

工具、名勝古蹟及休閒娛樂

等文化內涵。 

Cb-Ⅳ-1 各類文本中的親屬

關係、道德倫理、儀式風俗、

典章制度等文化內涵。 

Cb-Ⅳ-2 各類文本中所反映

的個人與家庭、鄉里、國族

及其他社群的關係。 

Cc-Ⅳ -1 各類文本中的藝

術、信仰、思想等文化內涵。 

十 

一 

109.5.4~ 

109.5.8 

第五課 

近體詩選 

1-Ⅳ-2 依據不同情境，分辨聲情意涵及表

達技巧，適切回應。 

2-Ⅳ-1 掌握生活情境，適切表情達意，分

享自身經驗。 

2-Ⅳ-2 有效把握聽聞內容的邏輯，做出提

問或回饋。 

2-Ⅳ-5 視不同情境，進行報告、評論、演

說及論辯。 

4-Ⅳ-1 認識國字至少 4,500 字，使用 3,500 

字。 

4-Ⅳ-3 能運用字典或辭典了解一字多音及

一字多義的現象。 

4-IV-6 能夠寫出正確美觀的硬筆字。 

5-Ⅳ-2 理解各類文本的句子、段落與主要

概念，指出寫作的目的與觀點。 

5-Ⅳ-3 理解各類文本內容、形式和寫作特

色。 

5-Ⅳ-4 應用閱讀策略增進學習效能，整合

跨領域知識轉化為解決問題的能力。 

Ab-Ⅳ-1 4,000 個常用字的字

形、字音和字義。 

Ab-Ⅳ-2 3,500 個常用字的使

用。 

Ab-Ⅳ-4 6,500 個常用語詞的

認念。 

Ab-Ⅳ-5 5,000 個常用語詞的

使用。 

Ab-Ⅳ-6 常用文言文的詞義

及語詞結構。 

Ab-Ⅳ -7 常用文言文的字

詞、虛字、古今義變。 

Ac-Ⅳ-3 文句表達的邏輯與

意義。 

Ad-Ⅳ -1 篇章的主旨、結

構、寓意與分析。 

Ad-Ⅳ-3 韻文：如古體詩、

樂府詩、近體詩、詞、曲等。 

Bb-Ⅳ-1 自我及人際交流的

感受。 

Bb-Ⅳ-4 直接抒情。 

Bb-Ⅳ-5 藉由敘述事件與描

寫景物間接抒情。 

5 1.課文朗讀 

2.課文動畫 

3.作者影片 

4. 閱讀饗宴聆

聽音檔 

1.學習單 

2.詩歌背誦、吟唱 

3.作業評量 

 

 



Ca-Ⅳ -1 各類文本中的飲

食、服飾、建築形式、交通

工具、名勝古蹟及休閒娛樂

等文化內涵。 

Cb-Ⅳ-1 各類文本中的親屬

關係、道德倫理、儀式風俗、

典章制度等文化內涵。 

Cb-Ⅳ-2 各類文本中所反映

的個人與家庭、鄉里、國族

及其他社群的關係。 

Cc-Ⅳ -1 各類文本中的藝

術、信仰、思想等文化內涵。 

十 

二 

109.5.11~ 

109.5.15 

 

第六課 

森林最優美的一

天 

1-Ⅳ-4 靈活應用科技與資訊，增進聆聽能

力，加強互動學習效果。 

2-Ⅳ-1 掌握生活情境，適切表情達意，分

享自身經驗。 

2-Ⅳ-2 有效把握聽聞內容的邏輯，做出提

問或回饋。 

4-Ⅳ-1 認識國字至少 4,500 字，使用 3,500 

字。 

4-Ⅳ-2 認識造字的原則，輔助識字，了解

文字的形、音、義。 

5-Ⅳ-2 理解各類文本的句子、段落與主要

概念，指出寫作的目的與觀點。 

5-Ⅳ-3 理解各類文本內容、形式和寫作特

色。 

5-Ⅳ-4 應用閱讀策略增進學習效能，整合

跨領域知識轉化為解決問題的能力。 

5-Ⅳ-5 大量閱讀多元文本，理解議題內涵

及其與個人生活、社會結構的關聯性。 

5-Ⅳ-6 運用圖書館(室)、科技工具，蒐集資

訊、組織材料，擴充閱讀視野。 

6-Ⅳ-4 依據需求書寫各類文本。 

6-Ⅳ-5 主動創作、自訂題目、闡述見解，

並發表自己的作品。 

6-Ⅳ-6 運用資訊科技編輯作品，發表個人

見解、分享寫作樂趣。 

Ab-Ⅳ-1 4,000 個常用字的字

形、字音和字義。 

Ab-Ⅳ-5 5,000 個常用語詞的

使用。 

Ac-Ⅳ-1 標點符號在文本中

的不同效果。 

Ac-Ⅳ-2 敘事、有無、判斷、

表態等句型。 

Ac-Ⅳ-3 文句表達的邏輯與

意義。 

Ad-Ⅳ -1 篇章的主旨、結

構、寓意與分析。 

Ad-Ⅳ-2 新詩、現代散文、

現代小說、劇本。 

Ba-Ⅳ-1 順敘、倒敘、插敘與

補敘法。 

Ba-Ⅳ-2 各種描寫的作用及

呈現的效果。 

Cc-Ⅳ -1 各類文本中的藝

術、信仰、思想等文化內涵。 

5 1.課文朗讀 CD 

2.教學 DVD 

1.紙筆測驗 

2.報告評量 

3.同儕互評 

4.作業評量 

 

 

十 

三 

109.5.18~ 

109.5.22 

第六課 

森林最優美的一

天 

1-Ⅳ-4 靈活應用科技與資訊，增進聆聽能

力，加強互動學習效果。 

2-Ⅳ-1 掌握生活情境，適切表情達意，分

享自身經驗。 

2-Ⅳ-2 有效把握聽聞內容的邏輯，做出提

問或回饋。 

Ab-Ⅳ-1 4,000 個常用字的字

形、字音和字義。 

Ab-Ⅳ-5 5,000 個常用語詞的

使用。 

Ac-Ⅳ-1 標點符號在文本中

的不同效果。 

5 1.課文朗讀 CD 

2.教學 DVD 

1.紙筆測驗 

2.報告評量 

3.同儕互評 

4.作業評量 
 

 



4-Ⅳ-1 認識國字至少 4,500 字，使用 3,500 

字。 

4-Ⅳ-2 認識造字的原則，輔助識字，了解

文字的形、音、義。 

5-Ⅳ-2 理解各類文本的句子、段落與主要

概念，指出寫作的目的與觀點。 

5-Ⅳ-3 理解各類文本內容、形式和寫作特

色。 

5-Ⅳ-4 應用閱讀策略增進學習效能，整合

跨領域知識轉化為解決問題的能力。 

5-Ⅳ-5 大量閱讀多元文本，理解議題內涵

及其與個人生活、社會結構的關聯性。 

5-Ⅳ-6 運用圖書館(室)、科技工具，蒐集資

訊、組織材料，擴充閱讀視野。 

6-Ⅳ-4 依據需求書寫各類文本。 

6-Ⅳ-5 主動創作、自訂題目、闡述見解，

並發表自己的作品。 

6-Ⅳ-6 運用資訊科技編輯作品，發表個人

見解、分享寫作樂趣。 

Ac-Ⅳ-2 敘事、有無、判斷、

表態等句型。 

Ac-Ⅳ-3 文句表達的邏輯與

意義。 

Ad-Ⅳ -1 篇章的主旨、結

構、寓意與分析。 

Ad-Ⅳ-2 新詩、現代散文、

現代小說、劇本。 

Ba-Ⅳ-1 順敘、倒敘、插敘與

補敘法。 

Ba-Ⅳ-2 各種描寫的作用及

呈現的效果。 

Cc-Ⅳ -1 各類文本中的藝

術、信仰、思想等文化內涵。 

十 

四 

109.5.25~ 

109.5.29 

(第二次段

考) 

語文常識(二) 

漢字形體的演變

與書法欣賞 

(第二次段考) 

1-Ⅳ-4 靈活應用科技與資訊，增進聆聽能

力，加強互動學習效果。 

2-Ⅳ-2 有效把握聽聞內容的邏輯，做出提

問或回饋。 

2-Ⅳ-3 依理解的內容，明確表達意見，進

行有條理的論辯，並注重言談禮貌。 

2-Ⅳ-4 靈活運用科技與資訊，豐富表達內

容。 

4-Ⅳ-1 認識國字至少 4,500 字，使用 3,500 

字。 

4-Ⅳ-4 認識各種書體，欣賞名家碑帖。 

4-Ⅳ-5 欣賞書法的行款和布局、行氣及風

格。 

4-IV-6 能夠寫出正確美觀的硬筆字。 

5-Ⅳ-6 運用圖書館(室)、科技工具，蒐集資

訊、組織材料，擴充閱讀視野。 

Ab-Ⅳ-1 4,000 個常用字的字

形、字音和字義。 

Ab-Ⅳ-2 3,500 個常用字的使

用。 

Ab-Ⅳ-4 6,500 個常用語詞的

認念。 

Ab-Ⅳ-5 5,000 個常用語詞的

使用。 

Ab-Ⅳ-8 各體書法與名家碑

帖的認識與欣賞。 

Ad-Ⅳ-2 新詩、現代散文、

現代小說、劇本。 

Bc-Ⅳ-1 具邏輯、客觀、理性

的說明，如科學知識、產品、

環境、制度等說明。 

Bc-Ⅳ-2 描述、列舉、因果、

問題解決、比較、分類、定

義等寫作手法。 

Bc-Ⅳ-3 數據、圖表、圖片、

工具列等輔助說明。 

Ca-Ⅳ -1 各類文本中的飲

食、服飾、建築形式、交通

工具、名勝古蹟及休閒娛樂

等文化內涵。 

5 ‧教學 DVD 1.實作評量  

2.學習單 

 

 



Ca-Ⅳ-2 各類文本中表現科

技文明演進、生存環境發展

的文化內涵。 

Cb-Ⅳ-2 各類文本中所反映

的個人與家庭、鄉里、國族

及其他社群的關係。 

Cc-Ⅳ -1 各類文本中的藝

術、信仰、思想等文化內涵。 

十 

五 

109.6.1~ 

109.6.5 

第七課 

五柳先生傳 

1-Ⅳ-2 依據不同情境，分辨聲情意涵及表

達技巧，適切回應。 

2-Ⅳ-2 有效把握聽聞內容的邏輯，做出提

問或回饋。 

2-Ⅳ-5 視不同情境，進行報告、評論、演

說及論辯。 

4-Ⅳ-1 認識國字至少 4,500 字，使用 3,500 

字。 

4-Ⅳ-3 能運用字典或辭典了解一字多音及

一字多義的現象。 

4-IV-6 能夠寫出正確美觀的硬筆字。 

5-Ⅳ-2 理解各類文本的句子、段落與主要

概念，指出寫作的目的與觀點。 

5-Ⅳ-3 理解各類文本內容、形式和寫作特

色。 

5-Ⅳ-4 應用閱讀策略增進學習效能，整合

跨領域知識轉化為解決問題的能力。 

6-Ⅳ-2 依據審題、立意、取材、組織、遣

詞造句、修改潤飾，寫出結構完整、主旨

明確、文辭優美的文章。 

6-Ⅳ-3 靈活運用仿寫、改寫等技巧，增進

寫作能力。 

Ab-Ⅳ-1 4,000 個常用字的字

形、字音和字義。 

Ab-Ⅳ-2 3,500 個常用字的使

用。 

Ab-Ⅳ-4 6,500 個常用語詞的

認念。 

Ab-Ⅳ-5 5,000 個常用語詞的

使用。 

Ab-Ⅳ-6 常用文言文的詞義

及語詞結構。 

Ab-Ⅳ -7 常用文言文的字

詞、虛字、古今義變。 

Ac-Ⅳ-3 文句表達的邏輯與

意義。 

Ad-Ⅳ -1 篇章的主旨、結

構、寓意與分析。 

Ad-Ⅳ-4 非韻文：如古文、

古典小說、語錄體、寓言等。 

Ba-Ⅳ-1 順敘、倒敘、插敘與

補敘法。 

Ba-Ⅳ-2 各種描寫的作用及

呈現的效果。 

Ca-Ⅳ -1 各類文本中的飲

食、服飾、建築形式、交通

工具、名勝古蹟及休閒娛樂

等文化內涵。 

Cb-Ⅳ-1 各類文本中的親屬

關係、道德倫理、儀式風俗、

典章制度等文化內涵。 

Cb-Ⅳ-2 各類文本中所反映

的個人與家庭、鄉里、國族

及其他社群的關係。 

Cc-Ⅳ -1 各類文本中的藝

術、信仰、思想等文化內涵。 

5 1.課文吟唱 CD 

2.教學 DVD 

3. 作者動畫─

陶淵明 

1.學習單 

2.自我評量 

3.作業評量 

4.同儕評量 

 

 



十 

六 

109.6.8~ 

109.6.12 

第七課 

五柳先生傳 

1-Ⅳ-2 依據不同情境，分辨聲情意涵及表

達技巧，適切回應。 

2-Ⅳ-2 有效把握聽聞內容的邏輯，做出提

問或回饋。 

2-Ⅳ-5 視不同情境，進行報告、評論、演

說及論辯。 

4-Ⅳ-1 認識國字至少 4,500 字，使用 3,500 

字。 

4-Ⅳ-3 能運用字典或辭典了解一字多音及

一字多義的現象。 

4-IV-6 能夠寫出正確美觀的硬筆字。 

5-Ⅳ-2 理解各類文本的句子、段落與主要

概念，指出寫作的目的與觀點。 

5-Ⅳ-3 理解各類文本內容、形式和寫作特

色。 

5-Ⅳ-4 應用閱讀策略增進學習效能，整合

跨領域知識轉化為解決問題的能力。 

6-Ⅳ-2 依據審題、立意、取材、組織、遣

詞造句、修改潤飾，寫出結構完整、主旨

明確、文辭優美的文章。 

6-Ⅳ-3 靈活運用仿寫、改寫等技巧，增進

寫作能力。 

Ab-Ⅳ-1 4,000 個常用字的字

形、字音和字義。 

Ab-Ⅳ-2 3,500 個常用字的使

用。 

Ab-Ⅳ-4 6,500 個常用語詞的

認念。 

Ab-Ⅳ-5 5,000 個常用語詞的

使用。 

Ab-Ⅳ-6 常用文言文的詞義

及語詞結構。 

Ab-Ⅳ -7 常用文言文的字

詞、虛字、古今義變。 

Ac-Ⅳ-3 文句表達的邏輯與

意義。 

Ad-Ⅳ -1 篇章的主旨、結

構、寓意與分析。 

Ad-Ⅳ-4 非韻文：如古文、

古典小說、語錄體、寓言等。 

Ba-Ⅳ-1 順敘、倒敘、插敘與

補敘法。 

Ba-Ⅳ-2 各種描寫的作用及

呈現的效果。 

Ca-Ⅳ -1 各類文本中的飲

食、服飾、建築形式、交通

工具、名勝古蹟及休閒娛樂

等文化內涵。 

Cb-Ⅳ-1 各類文本中的親屬

關係、道德倫理、儀式風俗、

典章制度等文化內涵。 

Cb-Ⅳ-2 各類文本中所反映

的個人與家庭、鄉里、國族

及其他社群的關係。 

Cc-Ⅳ -1 各類文本中的藝

術、信仰、思想等文化內涵。 

5 1.教學 DVD 1.學習單 

2.口頭發表 

3.寫作評量 

 

 

十 

七 

109.6.15~ 

109.6.19 

(暫定國中

畢業週) 

第八課 

謝天 

1-Ⅳ-2 依據不同情境，分辨聲情意涵及表

達技巧，適切回應。 

2-Ⅳ-1 掌握生活情境，適切表情達意，分

享自身經驗。 

2-Ⅳ-2 有效把握聽聞內容的邏輯，做出提

問或回饋。 

2-Ⅳ-3 依理解的內容，明確表達意見，進

行有條理的論辯，並注重言談禮貌。 

2-Ⅳ-5 視不同情境，進行報告、評論、演

Ab-Ⅳ-1 4,000 個常用字的字

形、字音和字義。 

Ab-Ⅳ-2 3,500 個常用字的使

用。 

Ab-Ⅳ-4 6,500 個常用語詞的

認念。 

Ab-Ⅳ-5 5,000 個常用語詞的

使用。 

Ac-Ⅳ-3 文句表達的邏輯與

5 1.課文吟唱 CD 

2.教學 DVD 

3. 趣看作家剪

影─陳之藩 

1.學習單 

2.口頭報告 

3.作業評量 

 

 



說及論辯。 

4-Ⅳ-1 認識國字至少 4,500 字，使用 3,500 

字。 

4-Ⅳ-3 能運用字典或辭典了解一字多音及

一字多義的現象。 

4-IV-6 能夠寫出正確美觀的硬筆字。 

5-Ⅳ-1 比較不同標點符號的表達效果，流

暢朗讀各類文本，並表現情感的起伏變化。 

5-Ⅳ-2 理解各類文本的句子、段落與主要

概念，指出寫作的目的與觀點。 

5-Ⅳ-3 理解各類文本內容、形式和寫作特

色。 

5-Ⅳ-4 應用閱讀策略增進學習效能，整合

跨領域知識轉化為解決問題的能力。 

6-Ⅳ-2 依據審題、立意、取材、組織、遣

詞造句、修改潤飾，寫出結構完整、主旨

明確、文辭優美的文章。 

意義。 

Ad-Ⅳ -1 篇章的主旨、結

構、寓意與分析。 

Ad-Ⅳ-2 新詩、現代散文、

現代小說、劇本。 

Ba-Ⅳ-2 各種描寫的作用及

呈現的效果。 

Bd-Ⅳ-1 以事實、理論為論

據，達到說服、建構、批判

等目的。 

Bd-Ⅳ-2 論證方式如比較、

比喻等。 

Ca-Ⅳ -1 各類文本中的飲

食、服飾、建築形式、交通

工具、名勝古蹟及休閒娛樂

等文化內涵。 

Cb-Ⅳ-1 各類文本中的親屬

關係、道德倫理、儀式風俗、

典章制度等文化內涵。 

Cb-Ⅳ-2 各類文本中所反映

的個人與家庭、鄉里、國族

及其他社群的關係。 

Cc-Ⅳ -1 各類文本中的藝

術、信仰、思想等文化內涵。 

十 

八 

109.6.22~ 

109.6.26 

第八課 

謝天 

1-Ⅳ-2 依據不同情境，分辨聲情意涵及表

達技巧，適切回應。 

2-Ⅳ-1 掌握生活情境，適切表情達意，分

享自身經驗。 

2-Ⅳ-2 有效把握聽聞內容的邏輯，做出提

問或回饋。 

2-Ⅳ-3 依理解的內容，明確表達意見，進

行有條理的論辯，並注重言談禮貌。 

2-Ⅳ-5 視不同情境，進行報告、評論、演

說及論辯。 

4-Ⅳ-1 認識國字至少 4,500 字，使用 3,500 

字。 

4-Ⅳ-3 能運用字典或辭典了解一字多音及

一字多義的現象。 

4-IV-6 能夠寫出正確美觀的硬筆字。 

5-Ⅳ-1 比較不同標點符號的表達效果，流

暢朗讀各類文本，並表現情感的起伏變化。 

5-Ⅳ-2 理解各類文本的句子、段落與主要

概念，指出寫作的目的與觀點。 

Ab-Ⅳ-1 4,000 個常用字的字

形、字音和字義。 

Ab-Ⅳ-2 3,500 個常用字的使

用。 

Ab-Ⅳ-4 6,500 個常用語詞的

認念。 

Ab-Ⅳ-5 5,000 個常用語詞的

使用。 

Ac-Ⅳ-3 文句表達的邏輯與

意義。 

Ad-Ⅳ -1 篇章的主旨、結

構、寓意與分析。 

Ad-Ⅳ-2 新詩、現代散文、

現代小說、劇本。 

Ba-Ⅳ-2 各種描寫的作用及

呈現的效果。 

Bd-Ⅳ-1 以事實、理論為論

據，達到說服、建構、批判

等目的。 

5 1.教學 DVD 1.口頭發表 

2.寫作評量 

 

 



5-Ⅳ-3 理解各類文本內容、形式和寫作特

色。 

5-Ⅳ-4 應用閱讀策略增進學習效能，整合

跨領域知識轉化為解決問題的能力。 

6-Ⅳ-2 依據審題、立意、取材、組織、遣

詞造句、修改潤飾，寫出結構完整、主旨

明確、文辭優美的文章。 

Bd-Ⅳ-2 論證方式如比較、

比喻等。 

Ca-Ⅳ -1 各類文本中的飲

食、服飾、建築形式、交通

工具、名勝古蹟及休閒娛樂

等文化內涵。 

Cb-Ⅳ-1 各類文本中的親屬

關係、道德倫理、儀式風俗、

典章制度等文化內涵。 

Cb-Ⅳ-2 各類文本中所反映

的個人與家庭、鄉里、國族

及其他社群的關係。 

Cc-Ⅳ -1 各類文本中的藝

術、信仰、思想等文化內涵。 

十 

九 

109.6.29~ 

109.7.3 

第九課 

孩子的鐘塔 

1-Ⅳ-1 以同理心，聆聽各項發言，並加以記

錄、歸納。 

1-Ⅳ-2 依據不同情境，分辨聲情意涵及表達

技巧，適切回應。 

2-Ⅳ-1 掌握生活情境，適切表情達意，分享

自身經驗。 

2-Ⅳ-2 有效把握聽聞內容的邏輯，做出提問

或回饋。 

2-Ⅳ-3 依理解的內容，明確表達意見，進行

有條理的論辯，並注重言談禮貌。 

4-Ⅳ-1 認識國字至少 4,500 字，使用 3,500

字。 

4-Ⅳ-3 能運用字典或辭典了解一字多音及

一字多義的現象。 

4-IV-6 能夠寫出正確美觀的硬筆字。 

5-Ⅳ-1 比較不同標點符號的表達效果，流暢

朗讀各類文本，並表現情感的起伏變化。 

5-Ⅳ-2 理解各類文本的句子、段落與主要概

念，指出寫作的目的與觀點。 

5-Ⅳ-3 理解各類文本內容、形式和寫作特

色。 

5-Ⅳ-4 應用閱讀策略增進學習效能，整合跨

領域知識轉化為解決問題的能力。 

5-Ⅳ-5 大量閱讀多元文本，理解議題內涵及

其與個人生活、社會結構的關聯性。 

Ab-Ⅳ-14,000 個常用字的字

形、字音和字義。 

Ab-Ⅳ-23,500 個常用字的使

用。 

Ab-Ⅳ-46,500 個常用語詞的

認念。 

Ab-Ⅳ-55,000 個常用語詞的

使用。 

Ac-Ⅳ-1 標點符號在文本中

的不同效果。 

Ac-Ⅳ-3 文句表達的邏輯與

意義。 

Ad-Ⅳ-1 篇章的主旨、結構、

寓意與分析。 

Ad-Ⅳ-2 新詩、現代散文、現

代小說、劇本。 

Ba-Ⅳ-2 各種描寫的作用及

呈現的效果。 

Bb-Ⅳ-1 自我及人際交流的

感受。 

Bb-Ⅳ-2 對社會群體與家國

民族情感的體會。 

Bb-Ⅳ-5 藉由敘述事件與描

寫景物間接抒情。 

Ca-Ⅳ -1 各類文本中的飲

食、服飾、建築形式、交通

工具、名勝古蹟及休閒娛樂

等文化內涵。 

Cb-Ⅳ-1 各類文本中的親屬

5 1.課文吟唱 CD 

2.教學 DVD 

3. 趣看作家剪

影─李黎 

1.口頭報告 

2.學習單 

3.作業評量 

 

 



關係、道德倫理、儀式風俗、

典章制度等文化內涵。 

Cb-Ⅳ-2 各類文本中所反映

的個人與家庭、鄉里、國族

及其他社群的關係。 

Cc-Ⅳ -1 各類文本中的藝

術、信仰、思想等文化內涵。 

二 

十 

109.7.6~ 

109.7.10 

(期末考週) 

第十課 

貓的天堂 

 

1-Ⅳ-1 以同理心，聆聽各項發言，並加以

記錄、歸納。 

1-Ⅳ-2 依據不同情境，分辨聲情意涵及表

達技巧，適切回應。 

2-Ⅳ-1 掌握生活情境，適切表情達意，分

享自身經驗。 

2-Ⅳ-2 有效把握聽聞內容的邏輯，做出提

問或回饋。 

4-Ⅳ-1 認識國字至少 4,500 字，使用 3,500 

字。 

4-Ⅳ-3 能運用字典或辭典了解一字多音及

一字多義的現象。 

4-IV-6 能夠寫出正確美觀的硬筆字。 

5-Ⅳ-2 理解各類文本的句子、段落與主要

概念，指出寫作的目的與觀點。 

5-Ⅳ-3 理解各類文本內容、形式和寫作特

色。 

5-Ⅳ-4 應用閱讀策略增進學習效能，整合

跨領域知識轉化為解決問題的能力。 

5-Ⅳ-5 大量閱讀多元文本，理解議題內涵及

其與個人生活、社會結構的關聯性。 

6-Ⅳ-2 依據審題、立意、取材、組織、遣

詞造句、修改潤飾，寫出結構完整、主旨

明確、文辭優美的文章。 

Ab-Ⅳ-1 4,000 個常用字的字

形、字音和字義。 

Ab-Ⅳ-2 3,500 個常用字的使

用。 

Ab-Ⅳ-4 6,500 個常用語詞的

認念。 

Ab-Ⅳ-5 5,000 個常用語詞的

使用。 

Ac-Ⅳ-3 文句表達的邏輯與

意義。 

Ad-Ⅳ -1 篇章的主旨、結

構、寓意與分析。 

Ba-Ⅳ-1 順敘、倒敘、插敘與

補敘法。 

Ba-Ⅳ-2 各種描寫的作用及

呈現的效果。 

Bb-Ⅳ-5 藉由敘述事件與描

寫景物間接抒情。 

Cc-Ⅳ -1 各類文本中的藝

術、信仰、思想等文化內涵。 

Cb-Ⅳ-2 各類文本中所反映

的個人與家庭、鄉里、國族

及其他社群的關係。 

5 1.課文吟唱 CD 

2.教學 DVD 

1.口頭報告 

2.學習單 

3.作業評量 

 

 

二 

十 

一 

109.7.13~ 

109.7.14 

 

第十課 

貓的天堂 

 

5-Ⅳ-5 大量閱讀多元文本，理解議題內涵及

其與個人生活、社會結構的關聯性。 

 

Cb-Ⅳ-2 各類文本中所反映

的個人與家庭、鄉里、國族

及其他社群的關係。 

2  口頭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