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表 12﹚學習領域課程計畫 

新竹市三民國民中學     109 學年度年級 第 1學期領域(分科科目;           )課程計畫 

設計者：   語文   領域國文   科                      全體國文         教師 

 

一、本領域每週學習節數： 5 節 

二、本學期學習總目標：國語文教學基本理念，旨在培養學生正確理解和靈活應用國語文字的能力，內容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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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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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本學期課程架構:本冊的教學內容包含：孟子選、詞選、鄉土詩、懷舊文學、譴責小說、飲食文學、駢體文等不同面向選文，並在第十

二課選錄情節高潮迭起、人物對話生動的武俠小說，期使學生培養出正確理解和活用本國語言文字的能力，並能提升讀書興趣及自學能力，

奠定終身學習的基礎。 

（一）〈故鄉的桂花雨〉： 

1.認識琦君及其散文風格。 

2.能善用欣賞的眼光，涵養生活的情趣。 

（二）〈生於憂患死於安樂〉： 

1.能夠善用例證強化文章論點。 

2.培養面對困境的勇氣。 

（三）〈詞選〉： 

1.認識詞的體例與特色。 

2.培養閱讀古典詩詞的興趣。 

（四）〈土〉： 

1.認識鄉土詩的特質。 

2.培養對鄉土的關懷與熱愛。 

（五）〈良馬對〉： 

1.了解岳飛的生平及其愛國精神。 



2.培養自重自愛的情操。 

（六）〈大明湖〉： 

1.認識劉鶚及《老殘遊記》的特色。 

2.培養旅遊興趣，懂得領略山光水色之美。 

（七）〈習慣說〉： 

1.了解「學貴慎始」的道理。 

2.能運用生活事例說明道理。 

（八）〈青鳥就在身邊〉： 

1.認識陳火泉的散文風格。 

2.體會幸福就在身邊，不用捨近求遠的道理。 

（九）〈與宋元思書〉： 

1.認識駢體文的特色。 

2.藉由欣賞大自然的美景，以滌盡俗慮，提升性靈。 

（十）〈豬血糕〉： 

1.認識飲食文學的特色。 

2.學習觀察傳統小吃的特色，並加以描繪。 

（十一）〈寄弟墨書〉： 

1.了解作者對農夫的敬重及對讀書人的期許。 

2.培養真誠待人、淡泊知足的生活態度。 

（十二）〈射鵰英雄傳――智鬥書生〉： 

1.認識金庸及其武俠小說作品。 

2.欣賞武俠小說的趣味性。 

 

 

 

 

 



四、本學期課程內涵：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

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週、月或起

訖 時 間 均

可 

應包括指標標碼與指標內容 例如：單元一 

活動一： 

﹙活動重點之詳略由各校

自行斟酌決定﹚ 

 例如：

○○版

教科書

第一單

元

「○○

○○」 

或：改編

○○版

教科書

第一單

元

「○○

○○」 

或：自編

教材 

或：選自 

例如： 

紙筆測驗、 

態度檢核、 

資料蒐集整

理、 

觀察記錄、 

分組報告、 

參與討論、 

課堂問答、作

業、實測、實

務操作等。 

視需要註明表內

所用符號或色彩

意義，例如： 

●表示表示本校

主題課程＊表示

教科書更換版本

銜接課程 



一 
8/31 

9/4 

1-4-1能運用注音符號，分辨字詞音義，增進閱讀

理解。 

3-4-1-5能口齒清晰、聲音響亮、當眾發表意見，

並注重言談禮貌。 

3-4-2-1能用不同溝通方式，表達自己的意見。 

3-4-3能善用語言適切表情達意。 

3-4-4能自然從容發表、討論和演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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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4-7 能視不同說話目的與情境，進行口頭報

告，發表評論、公開演說。 

4-4-1-2 能概略瞭解文字的結構，理解文字的字

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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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2-5能依據文章內容，進行推測、歸納、總結。 

5-4-3-1能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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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廣泛的閱讀各類讀物，並養成比較閱讀的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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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7-2能統整閱讀的書籍或資料，並養成主動探

索研究的能力。 

6-4-6-2能靈活的運用修辭技巧，讓作品更加精緻

優美。 

引起活動 

1.播放與琦君生平影音，加深

學生對作者的印象。 

2.請學生發表童年往事中美好

的回憶。 

3.請學生分組介紹懷舊文學家

及其著名作品:謝冰瑩、艾雯、

鍾梅英、張秀亞。 

教學活動 

1.講述琦君成長背景、創作歷

程及作品特色。 

2.講解課文內容，針對課文中

易混淆字進行形音義比較說

明。 

3.介紹藉物寓情的寫作技巧。 

4.介紹桂花用途及其所蘊含的

文化意義。 

5.補充現代文壇上的詠絮之

才。 

6.本課是以桂花來表達思鄉情

愁，請學生搜尋古今詩文中，

還有哪些物像常被用來表達思

鄉情愁？並於課堂上分享。（慣

用的物像如：明月、丁香結、

紅豆等） 

總結活動 

針對本課已經習得的知識加以

評量，檢測其學習狀況，並針

對學生該次評量不足的部分予

以加強。 

5 
翰林版第

五冊 

L1〈故鄉

的 桂 花

雨〉 

1.紙筆測驗 

2.報告評量 

3.同儕互評 

4.作業評量 

5.分組報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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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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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9/7 

9/11 

1-4-1能運用注音符號，分辨字詞音義，增進閱讀

理解。 

2-4-2-7能透過各種媒體，認識本國及外國文化，

擴展文化視野。 

3-4-1-1面對不同意見時，能舉證事實，有條理的

進行論辯。 

3-4-1-3能依語氣需要，調整說話速度。 

3-4-1-4能注意抑揚頓挫，發揮說話技巧。 

3-4-4-6能和他人一起討論，分享成果。 

4-4-1能認識常用國字 3,500-4,5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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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2-1能具體陳述個人對文章的思維，表達不同

意見。 

5-4-2-3能培養以文會友的興趣，組成讀書會，共

同討論，交換心得。 

5-4-2-4能從閱讀過程中發展系統性思考。 

5-4-2-5能依據文章內容，進行推測、歸納、總結。 

5-4-3能欣賞作品的寫作風格、特色及修辭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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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3-3能經由朗讀、美讀及吟唱作品，體會文學

的美感。 

5-4-3-4能欣賞作品的內涵及文章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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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7-1能共同討論閱讀的內容，交換心得。 

引起活動 

以「孟母三遷」與「斷杼教子」

的故事帶出本文作者――孟

子。 

教學活動 

1.介紹孟子生平事蹟及其思

想。 

2.說明人在憂患逆境中常能奮

發圖強，因而求得生存，獲得

發展；如果處在安樂順境中，

往往怠惰輕忽，反而會招致毀

滅。 

3.講解課文內容，針對課文中

易混淆字進行形音義比較說

明。 

4.說明本文採先舉例後論證的

手法寫作。接著在這些事例的

基礎上展開說理，加以論述。

最後提出結論：安逸使人精神

委靡，無所作為，往往導致滅

亡。 

總結活動 

針對本週已經習得的知識加以

評量，檢測其學習狀況，並針

對學生該次評量不足的部分予

以加強。 

5 
翰林版第

五冊 

L2〈生於

憂患死於

安樂〉 

1.資料蒐集 

2.分組報告 

3.課文背誦 

4.紙筆測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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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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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9/14 

9/18 

1-4-1能運用注音符號，分辨字詞音義，增進閱讀

理解。 

2-4-2-7能透過各種媒體，認識本國及外國文化，

擴展文化視野。 

3-4-1-1面對不同意見時，能舉證事實，有條理的

進行論辯。 

3-4-1-3能依語氣需要，調整說話速度。 

3-4-1-4能注意抑揚頓挫，發揮說話技巧。 

3-4-4-6能和他人一起討論，分享成果。 

4-4-1能認識常用國字 3,500-4,5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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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2-1能具體陳述個人對文章的思維，表達不同

意見。 

5-4-2-3能培養以文會友的興趣，組成讀書會，共

同討論，交換心得。 

5-4-2-4能從閱讀過程中發展系統性思考。 

5-4-2-5能依據文章內容，進行推測、歸納、總結。 

5-4-3能欣賞作品的寫作風格、特色及修辭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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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3-3能經由朗讀、美讀及吟唱作品，體會文學

的美感。 

5-4-3-4能欣賞作品的內涵及文章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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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7-1能共同討論閱讀的內容，交換心得。 

教學活動 

1.比較《孟子》與《論語》的

異同。 

2.補充孟子的名言。 

3.補充鼓勵人面對挫折、挑戰

逆境的名言佳句。 

4.請學生蒐集課本所舉歷史人

物之詳細事蹟，並加以報告。 

5.請學生從生活見聞或歷史掌

故中，找出身處逆境卻能奮發

向上的人物故事，並與同學分

享。 

6.請學生針對日常生活發表應

怎樣發揮憂患意識。 

總結活動 

針對本課已經習得的知識加以

評量，檢測其學習狀況，並針

對學生該次評量不足的部分予

以加強。 

5 
翰林版第

五冊 

L2〈生於

憂患死於

安樂〉 

1.資料蒐集 

2.分組報告 

3.課文背誦 

4.紙筆測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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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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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9/21 

9/25 

1-4-1能運用注音符號，分辨字詞音義，增進閱讀

理解。 

3-4-4-6能和他人一起討論，分享成果。 

4-4-1能認識常用國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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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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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靈活運用不同的閱讀理解策略，發展自己

的讀書方法。 

5-4-2-1能具體陳述個人對文章的思維，表達不同

意見。 

5-4-2-2能活用不同閱讀策略，提升學習效果。 

5-4-2-4能從閱讀過程中發展系統性思考。 

5-4-2-5能依據文章內容，進行推測、歸納、總結。 

5-4-3能欣賞作品的寫作風格、特色及修辭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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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3-3能經由朗讀、美讀及吟唱作品，體會文學

的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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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6-1 能使用各類工具書，廣泛的閱讀各種書

籍。 

引起活動 

1.播放一闋詞改編的相關流行

歌曲，帶領他們認識詞特有的

風格和音樂性。 

2.李煜、辛棄疾作品比較。 

教學活動 

1.解說詞的流變與體制，並比

較與唐詩的差異，可搭配習作

補充教學。 

2.介紹〈虞美人〉作者李煜的

生平、作品特色，及其在詞壇

上的地位與對後世的影響。 

3.講解課文內容，針對課文中

易混淆字進行形音義比較說

明。 

4.說明本詞上片藉「春花秋月」

對比「往事」、「故國」，抒

發物是人非的感慨；下片以「朱

顏改」與「雕闌玉砌」為對比，

抒寫作者失去故國的深愁巨

痛。 

總結活動 

針對本週已經習得的知識加以

評量，檢測其學習狀況，並針

對學生該次評量不足的部分予

以加強。 

5 翰林版第

五冊 

L3〈詞選〉 

1.紙筆測驗 

2.報告評量 

3.同儕互評 

4.作業評量 

5.詞作背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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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資 訊 教 育 】

3-4-9 能判斷資

訊的適用性及精

確度。 



五 
9/28 

10/2 

1-4-1能運用注音符號，分辨字詞音義，增進閱讀

理解。 

3-4-4-6能和他人一起討論，分享成果。 

4-4-1能認識常用國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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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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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靈活運用不同的閱讀理解策略，發展自己

的讀書方法。 

5-4-2-1能具體陳述個人對文章的思維，表達不同

意見。 

5-4-2-2能活用不同閱讀策略，提升學習效果。 

5-4-2-4能從閱讀過程中發展系統性思考。 

5-4-2-5能依據文章內容，進行推測、歸納、總結。 

5-4-3能欣賞作品的寫作風格、特色及修辭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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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3-3能經由朗讀、美讀及吟唱作品，體會文學

的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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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6-1 能使用各類工具書，廣泛的閱讀各種書

籍。 

教學活動 

1.介紹〈南鄉子〉作者辛棄疾

的生平、作品特色，及其在詞

壇上的地位與對後世的影響。 

2.講解課文內容，針對課文中

易混淆字進行形音義比較說

明。 

3.說明本詞把寫景、抒情和議

論結合起來，巧妙化用前人語

言入詞，顯示了活用典故的高

超藝術技巧。 

4.可以現代流行歌曲中相同歌

曲卻可填寫不同歌詞來解釋詞

牌的定義。 

5.利用耳熟能詳的兒歌請學生

自行創作，以了解古人填詞的

難度。 

總結活動 

針對本課已經習得的知識加以

評量，檢測其學習狀況，並針

對學生該次評量不足的部分予

以加強。 

5 翰林版第

五冊 

L3〈詞選〉 

1.紙筆測驗 

2.報告評量 

3.同儕互評 

4.作業評量 

5.詞作背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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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資 訊 教 育 】

3-4-9 能判斷資

訊的適用性及精

確度。 



六 
10/5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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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2-1能具體陳述個人對文章的思維，表達不同

意見。 

5-4-2-4能從閱讀過程中發展系統性思考。 

5-4-2-5能依據文章內容，進行推測、歸納、總結。 

5-4-3能欣賞作品的寫作風格、特色及修辭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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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3-3能經由朗讀、美讀及吟唱作品，體會文學

的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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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人、事、物的尊重

與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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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7-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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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6-1能養成反覆推敲的習慣，使自己的作品更

加完美，更具特色。 

引起活動 

播放與作者吳晟相關的影片，

加深學生對作者的印象。 

教學活動 

1.講述吳晟成長背景、創作歷

程及作品特色。 

2.講解課文內容，針對課文中

易混淆字進行形音義比較說

明。 

3.簡介鄉土詩。 

4.複習現代詩的寫作方法。 

5.請學生翻閱圖書或上網搜

尋，常見的農具有哪些？其用

途為何？並於課堂上與同學分

享。 

總結活動 

針對本週已經習得的知識加以

評量，檢測其學習狀況，並針

對學生該次評量不足的部分予

以加強。 

5  

翰林版第

五冊 

L4〈土〉 

1.紙筆測驗 

2.報告評量 

3.同儕互評 

4.寫作評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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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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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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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10/12 

10/16 

2-4-3能思辨說話者的表達技巧，並練習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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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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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人、事、物的尊重

與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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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7-1能共同討論閱讀的內容，交換心得。 

6-4-2-1能精確的遣詞用字，恰當的表情達意。 

6-4-2-2能靈活應用各種句型，充分表達自己的見

解。 

6-4-4-2能將蒐集的材料，加以選擇，並做適當的

運用。 

引起活動 

1.舉名人趣聯，引起學生學習

興趣。 

2.以簡易的上聯，請學生試著

對出下聯，增進課程活潑性。 

教學活動 

1.複習律詩中的對仗，作為講

解的基礎。 

2.比較對仗與對聯的異同。 

3.教師補充有趣的對聯，讓學

生體會對聯的巧妙。 

4.舉例查考學生對對聯的了

解，如上下聯、行業聯、人物

對聯判斷。可搭配習作教學。 

總結活動 

針對本課已經習得的知識加以

評量，檢測其學習狀況，並針

對學生該次評量不足的部分予

以加強。 

5 翰林版第

五冊 

應用文－

對聯 

1.紙筆測驗 

2.作業評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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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10/19 

10/23 

3-4-1-5能口齒清晰、聲音響亮、當眾發表意見，

並注重言談禮貌。 

3-4-2-1能用不同溝通方式，表達自己的意見。 

3-4-3-1表達意見時，尊重包容別人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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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4能自然從容發表、討論和演說。 

3-4-4-2能有組織有系統的報告每件事。 

4-4-1-1能運用六書的原則，輔助認字。 

4-4-2能運用字辭典、成語辭典等，擴充詞彙，分

辨詞義。 

5-4-3能欣賞作品的寫作風格、特色及修辭技巧。 

5-4-3-1能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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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主動閱讀國內外具代表性的文學名著，擴

充閱讀視野。 

5-4-5-1能體會出作品中對周遭人、事、物的尊重

與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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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7-2能統整閱讀的書籍或資料，並養成主動探

索研究的能力。 

6-4-1能精確表達觀察所得的見聞。 

引起活動 

1.請學生蒐集岳飛的相關故

事，並以三分鐘對同學講述重

點。 

2.請學生分組報告所蒐集到的

與馬有關的故事、成語或俗諺。 

教學活動 

1.介紹岳飛生平事蹟及其詩

詞、文章風格。 

2.複習古人的名、字關係（陶

淵明、杜甫、曹植、白居易、

韓愈、朱熹等）。 

3.講解課文內容，針對課文中

易混淆字進行形音義比較說

明。 

4.說明本文採對比的方式設喻

說理，讓文章寓意更為深遠。

在形式上多用四字句、六字

句，使得敘事說理，簡潔有力。 

5.了解古代時辰與現代時間的

轉換，並搭配應用練習一練

習，強化學生印象。 

6.本課使用到許多容量量詞，

可搭配習作讓學生認識容量量

詞：升、斗、斛、鍾等。 

總結活動 

針對本週已經習得的知識加以

評量，檢測其學習狀況，並針

對學生該次評量不足的部分予

以加強。 

5 翰林版第

五冊 

L5〈良馬

對〉 

1.紙筆測驗 

2.報告評量 

3.課文背誦 

4.作業評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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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 
10/26 

10/30 

1-4-1能運用注音符號，分辨字詞音義，增進閱讀

理解。 

2-4-2-6 能在聆聽過程中適當的反應，並加以評

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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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3能欣賞作品的寫作風格、特色及修辭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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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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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人、事、物的尊重

與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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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1能精確表達觀察所得的見聞。 

6-4-6-2能靈活的運用修辭技巧，讓作品更加精緻

優美。 

引起活動 

1.請學生預先上網瀏覽濟南風

光，並於課堂上簡要介紹千佛

山、趵突泉和大明湖等景點特

色。 

2.複習章回小說的發展、特點

與明清章回小說名著――《西

遊記》、《三國演義》、《儒

林外史》等，引發學生閱讀章

回小說的興趣。 

教學活動 

1.介紹《老殘遊記》一書及其

特色。 

2.介紹作者劉鶚生平。 

3.講解課文內容，針對課文中

易混淆字進行形音義比較說

明。 

總結活動 

針對本週已經習得的知識加以

評量，檢測其學習狀況，並針

對學生該次評量不足的部分予

以加強。 

5 翰林版第

五冊 

L6〈大明

湖〉 

1.紙筆測驗 

2.報告評量 

3.同儕互評 

4.作業評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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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 政 教 育 】

4-4-5 參與策劃

家人共同參與的

活動，增進家人

感情。 



十 
11/2 

11/6 

1-4-1能運用注音符號，分辨字詞音義，增進閱讀

理解。 

2-4-2-6 能在聆聽過程中適當的反應，並加以評

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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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3能欣賞作品的寫作風格、特色及修辭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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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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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人、事、物的尊重

與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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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1能精確表達觀察所得的見聞。 

6-4-6-2能靈活的運用修辭技巧，讓作品更加精緻

優美。 

教學活動 

1.配合課文插圖（遊大明湖），

學習以順敘法描寫景物。 

2.在課文上完後，對於文中作

者遊覽的路線及其所看見的景

物，能有概念性的了解。 

3.可針對學生曾經學習過的

〈記承天夜遊〉與〈大明湖〉

進行記遊文章比較。 

4.搭配應用練習一，認識古今

用語的不同，增加學習趣味。 

5.搭配應用練習二閱讀題組，

進行臺灣鐵道逍遙遊題目練

習。 

總結活動 

針對本課已經習得的知識加以

評量，檢測其學習狀況，並針

對學生該次評量不足的部分予

以加強。 

5 L翰林版

第五冊 

6 〈 大 明

湖〉 

1.紙筆測驗 

2.報告評量 

3.同儕互評 

4.作業評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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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 政 教 育 】

4-4-5 參與策劃

家人共同參與的

活動，增進家人

感情。 



十一 
11/9 

11/13 

1-4-1能運用注音符號，分辨字詞音義，增進閱讀

理解。 

2-4-3能思辨說話者的表達技巧，並練習應用。 

3-4-1-9能依理解的內容，選擇不同的溝通方式，

適當表達。 

3-4-1-10能明確表達意見，並清楚表達情意。 

4-4-1能認識常用國字 3,500-4,5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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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靈活運用不同的閱讀理解策略，發展自己

的讀書方法。 

5-4-2-2能活用不同閱讀策略，提升學習效果。 

5-4-3能欣賞作品的寫作風格、特色及修辭技巧。 

5-4-3-3能經由朗讀、美讀及吟唱作品，體會文學

的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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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人、事、物的尊重

與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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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7-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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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起活動 

1.請學生發表自己的生活中有

哪些積久難改的習慣（包括生

活行為、動作、手勢、口頭禪

或腔調等），並思考對生活是

否產生影響，藉以引起學習動

機。 

2.請學生蒐集與習慣相關的名

言佳句或故事，並於課堂上分

享。 

教學活動 

1.簡介本文的內容及出處。 

2.介紹作者劉蓉生平。 

3.搭配課文前哨站，介紹文人

書齋命名之由來。 

4.講解課文，對於虛字、生難

字詞與相似字，詳加分析比較。 

5.歸納分析文章內容與結構，

加深學生的理解。 

總結活動 

針對本週已經習得的知識加以

評量，檢測其學習狀況，並針

對學生該次評量不足的部分予

以加強。 

5 翰林版第

五冊 

L7〈習慣

說〉 

1.資料蒐集 

2.分組報告 

3.課文背誦 

4.紙筆測驗 

5.寫作評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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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 政 教 育 】

3-4-3 建立合宜

的生活價值觀。 



十二 
11/16 

11/20 

1-4-1能運用注音符號，分辨字詞音義，增進閱讀

理解。 

2-4-3能思辨說話者的表達技巧，並練習應用。 

3-4-1-9能依理解的內容，選擇不同的溝通方式，

適當表達。 

3-4-1-10能明確表達意見，並清楚表達情意。 

4-4-1能認識常用國字 3,500-4,5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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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靈活運用不同的閱讀理解策略，發展自己

的讀書方法。 

5-4-2-2能活用不同閱讀策略，提升學習效果。 

5-4-3能欣賞作品的寫作風格、特色及修辭技巧。 

5-4-3-3能經由朗讀、美讀及吟唱作品，體會文學

的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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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人、事、物的尊重

與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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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7-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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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起活動 

舉辦班級之「超級模仿秀」，

請學生根據平日觀察同學之習

慣，如：習慣動作、口頭禪等，

加以模仿表演。 

教學活動 

1.本文作者劉蓉以「韜光養晦」

中的「養晦」作為書齋名，張

曉風中學時將自己擁有的上鋪

空間命名為「桃源居」。如果

你有自己的書房或個人的小空

間，請為它命名並說明理由。 

2.類文選讀：請學生閱讀有關

習慣主題的作品，如：《命好

不如習慣好》、《讓自己成功

的三十種習慣》、《改造習慣

的十堂課》等，簡要報告文章

主題及感受。 

3.請學生對自己的讀書時間訂

下計畫表，並時時檢覈，以養

成良好的讀書習慣。 

4.搭配習作寫作天地二，以「養

成○○的習慣」為題，寫作一

篇文章。 

總結活動 

針對本課已經習得的知識加以

評量，檢測其學習狀況，並針

對學生該次評量不足的部分予

以加強。 

5 翰林版第

五冊 

L7〈習慣

說〉 

1.資料蒐集 

2.分組報告 

3.課文背誦 

4.紙筆測驗 

5.寫作評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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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 政 教 育 】

3-4-3 建立合宜

的生活價值觀。 



十三 
11/23 

11/27 

1-4-1能運用注音符號，分辨字詞音義，增進閱讀

理解。 

3-4-1-4能注意抑揚頓挫，發揮說話技巧。 

3-4-4-3能察覺問題，並討論歧見。 

3-4-4-4能養成主動表達的能力和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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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3-1能透過模仿，寫出正確、美觀的硬筆字。 

5-4-3能欣賞作品的寫作風格、特色及修辭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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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人、事、物的尊重

與關懷。 

5-4-5-3能喜愛閱讀國內外具代表性的文學作品。 

5-4-7-1能共同討論閱讀的內容，交換心得。 

6-4-2-1能精確的遣詞用字，恰當的表情達意。 

6-4-4-2能將蒐集的材料，加以選擇，並做適當的

運用。 

引起活動 

1.請學生分享個人感受幸福的

經驗，藉以引發學習動機。 

2.播放青鳥的影片，引請學習

動機。 

教學活動 

1.講述本文選自《活在快樂

中》，是一篇論說文。「青鳥」

原為戲劇、童話，是幸福的象

徵。 

2.介紹陳火泉生平事蹟、人生

四書及文學地位。 

3.講解課文內容，針對課文中

易混淆字進行形音義比較說

明。 

4.說明本文闡述追求幸福不需

捨近求遠，能夠知足，便會發

現幸福就在自己身邊。 

總結活動 

針對本課已經習得的知識加以

評量，檢測其學習狀況，並針

對學生該次評量不足的部分予

以加強。 

5 翰林版第

五冊 

L8〈青鳥

就 在 身

邊〉 

1.資料蒐集 

2.口頭報告 

3.學習單 

4.作業檢核 

5.紙筆測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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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資 訊 教 育 】

3-4-9 能判斷資

訊的適用性及精

確度。 



十四 
11/30 

12/4 

1-4-1能運用注音符號，分辨字詞音義，增進閱讀

理解。 

3-4-1-4能注意抑揚頓挫，發揮說話技巧。 

3-4-4-3能察覺問題，並討論歧見。 

3-4-4-4能養成主動表達的能力和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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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3-1能透過模仿，寫出正確、美觀的硬筆字。 

5-4-3能欣賞作品的寫作風格、特色及修辭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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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人、事、物的尊重

與關懷。 

5-4-5-3能喜愛閱讀國內外具代表性的文學作品。 

5-4-7-1能共同討論閱讀的內容，交換心得。 

6-4-2-1能精確的遣詞用字，恰當的表情達意。 

6-4-4-2能將蒐集的材料，加以選擇，並做適當的

運用。 

教學活動 

1.說明借事說理的論說文架

構，進行寫作說明及課堂創作。  

2.補充說明本課引用名言錦句

以加強說服力的寫作技巧。 

3.介紹各國著名童話。 

 

總結活動 

針對本課已經習得的知識加以

評量，檢測其學習狀況，並針

對學生該次評量不足的部分予

以加強。 

5 L8翰林版

第五冊 

〈青鳥就

在身邊〉 

1.資料蒐集 

2.口頭報告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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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資 訊 教 育 】

3-4-9 能判斷資

訊的適用性及精

確度。 



十五 
12/7 

12/11 

1-4-1能運用注音符號，分辨字詞音義，增進閱讀

理解。 

3-4-1-10能明確表達意見，並清楚表達情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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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3能欣賞作品的寫作風格、特色及修辭技巧。 

5-4-3-1能了解並詮釋作者所欲傳達的訊息，進行

對話。 

5-4-3-3能經由朗讀、美讀及吟唱作品，體會文學

的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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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人、事、物的尊重

與關懷。 

5-4-6-1 能使用各類工具書，廣泛的閱讀各種書

籍。 

5-4-7-1能共同討論閱讀的內容，交換心得。 

6-4-2-1能精確的遣詞用字，恰當的表情達意。 

6-4-2-2能靈活應用各種句型，充分表達自己的見

解。 

6-4-3-3能配合各學習領域，練習寫作格式完整的

讀書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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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6-2能靈活的運用修辭技巧，讓作品更加精緻

優美。 

引起活動 

詢問學生出遊的經驗，並分享

「風景照片」。 

教學活動 

1.駢文簡介：說明駢文的由

來、異稱與特色。 

2.題解：本文選自《六朝文絜

箋注》，是一篇寫景作品。 

3.介紹作者吳均的出身、「吳

均體」、《續齊諧記》等作品。 

4.講解課文內容，針對課文中

易混淆字進行形音義比較說

明。 

總結活動 

針對本週已經習得的知識加以

評量，檢測其學習狀況，並針

對學生該次評量不足的部分予

以加強。 

5 翰林版第

五冊 

L9〈與宋

元思書〉 

1.資料蒐集 

2.課文背誦 

3.紙筆測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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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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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六 
12/14 

12/18 

1-4-1能運用注音符號，分辨字詞音義，增進閱讀

理解。 

3-4-1-10能明確表達意見，並清楚表達情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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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3能欣賞作品的寫作風格、特色及修辭技巧。 

5-4-3-1能了解並詮釋作者所欲傳達的訊息，進行

對話。 

5-4-3-3能經由朗讀、美讀及吟唱作品，體會文學

的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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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人、事、物的尊重

與關懷。 

5-4-6-1 能使用各類工具書，廣泛的閱讀各種書

籍。 

5-4-7-1能共同討論閱讀的內容，交換心得。 

6-4-2-1能精確的遣詞用字，恰當的表情達意。 

6-4-2-2能靈活應用各種句型，充分表達自己的見

解。 

6-4-3-3能配合各學習領域，練習寫作格式完整的

讀書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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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6-2能靈活的運用修辭技巧，讓作品更加精緻

優美。 

教學活動 

1.講解「許、綸、經綸、縹、

鳶、鳶飛戾天」等字詞的意思

與用法。 

2.說明本文特色有掃除浮豔、

清新素淡、文筆灑脫、結構嚴

謹、描寫景物靈活多變、修辭

運用手法豐富。 

3.介紹本文使用的修辭：對

偶、誇飾、譬喻、摹寫等。 

4.搭配應用練習，進行本課寫

景句之文意判斷、字義判別，

並從古人文句或詩句中，判斷

其所蘊含的情懷。 

總結活動 

針對本課已經習得的知識加以

評量，檢測其學習狀況，並針

對學生該次評量不足的部分予

以加強。 

5 翰林版第

五冊 

L9〈與宋

元思書〉 

1.資料蒐集 

2.課文背誦 

3.紙筆測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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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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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七 
12/21 

12/25 

2-4-2-4能充分了解對方表達的情意。 

3-4-1-2能口述見聞，或當眾簡要即席演說。 

3-4-1-10能明確表達意見，並清楚表達情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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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2-2能活用不同閱讀策略，提升學習效果。 

5-4-2-4能從閱讀過程中發展系統性思考。 

5-4-2-5能依據文章內容，進行推測、歸納、總結。 

5-4-3能欣賞作品的寫作風格、特色及修辭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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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5-1能體會出作品中對周遭人、事、物的尊重

與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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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7-1能共同討論閱讀的內容，交換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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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6-2能靈活的運用修辭技巧，讓作品更加精緻

優美。 

引起活動 

1.請學生搜尋臺灣小吃的資

訊，如：由來、作法、滋味等，

並於課堂上與同學分享。 

2.播放與飲食相關的影音，

如：電影《總鋪師》、《料理

鼠王》等，引起學生學習興趣。 

教學活動 

1.介紹作者焦桐生平及其創作

風格與特色。 

2.說明何謂飲食文學，並介紹

其特色。 

3.講解課文內容，針對課文中

易混淆字進行形音義比較說

明。 

4.歸納分析文章內容與結構，

加深學生的理解。 

5.課後可讓學生分組設計菜

單，自行為料理命名及編輯故

事、撰寫文案，並上臺簡報，

由老師與其他同學評分。 

6.搭配習作寫作天地三，以「在

○○裡，我發現……」為題，

寫作一篇文章。 

總結活動 

針對本課已經習得的知識加以

評量，檢測其學習狀況，並針

對學生該次評量不足的部分予

以加強。 

5 翰林版第

五冊 

L10〈豬血

糕〉 

1.資料蒐集 

2.分組報告 

3.紙筆測驗 

4.作業評量 

5.寫作評量 

【 家 政 教 育 】

1-4-4 瞭解並接

納異國的飲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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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八 
12/28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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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8能有效把握話語的邏輯並推斷結論。 

3-4-1-10能明確表達意見，並清楚表達情意。 

4-4-1能認識常用國字 3,500-4,5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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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2-1能具體陳述個人對文章的思維，表達不同

意見。 

5-4-3能欣賞作品的寫作風格、特色及修辭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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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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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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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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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2-1能精確的遣詞用字，恰當的表情達意。 

6-4-2-2能靈活應用各種句型，充分表達自己的見

解。 

引起活動 

請學生回想曾經學過的書信體

文章――〈為學一首示子姪〉

的內容，說明對書信體文章的

認識。 

教學活動 

1.簡介〈寄弟墨書〉的內容及

出處。 

2.介紹作者鄭燮生平。 

3.講解課文，對於虛字、生難

字詞與相似字，詳加分析比較。 

4.分析〈為學一首示子姪〉與

本文的異同：形式上均為書

信，內容上，前者談論為學的

道理，訓勉子姪不論資質高

下，都該立志有恆、力學不倦，

以求自立；後者在家書中表露

敬重農夫與悲天憫人的情懷，

並道出對讀書人的期許。 

總結活動 

針對本週已經習得的知識加以

評量，檢測其學習狀況，並針

對學生該次評量不足的部分予

以加強。 

5 翰林版第

五冊 

L11〈寄弟

墨書〉 

1.資料蒐集 

2.分組報告 

3.課文背誦 

4.紙筆測驗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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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 政 教 育 】

3-4-4 運用資源

分析、研判與整

合 家 庭 消 費 資

訊，以解決生活

問題。 



十九 
1/4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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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8能有效把握話語的邏輯並推斷結論。 

3-4-1-10能明確表達意見，並清楚表達情意。 

4-4-1能認識常用國字 3,500-4,5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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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2-1能具體陳述個人對文章的思維，表達不同

意見。 

5-4-3能欣賞作品的寫作風格、特色及修辭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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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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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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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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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2-1能精確的遣詞用字，恰當的表情達意。 

6-4-2-2能靈活應用各種句型，充分表達自己的見

解。 

教學活動 

1.歸納分析文章內容與結構，

加深學生的理解。 

2.補充鄭板橋名言佳句及其詩

文作品。 

3.搭配應用練習，認識通同字。 

4.搭配應用練習，認識各行業

適用的題辭。 

5.家書寫作：寫一封書信給自

己的父母，表達對父母的感謝

和對自我的期許。或想像自己

已經四十五歲了，且有一個念

國中的兒子，打算寫一封信說

明自己的教育態度，並表達對

孩子的祝福與期許。 

總結活動 

針對本課已經習得的知識加以

評量，檢測其學習狀況，並針

對學生該次評量不足的部分予

以加強。 

5 翰林版第

五冊 

L11〈寄弟

墨書〉 

1.資料蒐集 

2.分組報告 

3.課文背誦 

4.紙筆測驗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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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 政 教 育 】

3-4-4 運用資源

分析、研判與整

合 家 庭 消 費 資

訊，以解決生活

問題。 



二十 
1/11 

1/15 

5-4-2能靈活運用不同的閱讀理解策略，發展自己

的讀書方法。 

5-4-2-1能具體陳述個人對文章的思維，表達不同

意見。 

5-4-2-4能從閱讀過程中發展系統性思考。 

5-4-2-5能依據文章內容，進行推測、歸納、總結。 

5-4-3能欣賞作品的寫作風格、特色及修辭技巧。 

5-4-3-2能分辨不同文類寫作的特質和要求。 

5-4-5-1能體會出作品中對周遭人、事、物的尊重

與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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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7-1能共同討論閱讀的內容，交換心得。 

6-4-4-2能將蒐集的材料，加以選擇，並做適當的

運用。 

6-4-4-3 能依據寫作步驟，精確的表達自己的思

想，並提出佐證或辯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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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6-2能靈活的運用修辭技巧，讓作品更加精緻

優美。 

6-4-7-1 能透過電子網路，與他人分享寫作的樂

趣。 

6-4-8-1能主動創作，並發表自己的作品。 

引起活動 

請學生欣賞有關金庸武俠小說

的書籍或影音媒體，從中選出

自己最喜歡的角色，並說明原

因。 

教學活動 

1.《射鵰英雄傳》的背景簡介。 

2.作者介紹――金庸（成長背

景、生平事蹟）及小說創作特

質。 

3.透過「課中人物簡介」及「前

情提要」，讓學生快速掌握本

課內容。 

4.講解本課重要內容。 

5.播放金庸射雕英雄傳本課作

品片段。 

總結活動 

針對本課已經習得的知識加以

評量，檢測其學習狀況，並針

對學生該次評量不足的部分予

以加強。 

5 翰林版第

五冊 

L12〈射鵰

英雄傳―

―智鬥書

生〉 

1.資料蒐集 

2.口頭報告 

3.分組討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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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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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廿一 
1/18 

1/22 

5-4-2能靈活運用不同的閱讀理解策略，發展自己

的讀書方法。 

5-4-2-1能具體陳述個人對文章的思維，表達不同

意見。 

5-4-2-4能從閱讀過程中發展系統性思考。 

5-4-2-5能依據文章內容，進行推測、歸納、總結。 

5-4-3能欣賞作品的寫作風格、特色及修辭技巧。 

5-4-3-2能分辨不同文類寫作的特質和要求。 

5-4-5-1能體會出作品中對周遭人、事、物的尊重

與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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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7-1能共同討論閱讀的內容，交換心得。 

6-4-4-2能將蒐集的材料，加以選擇，並做適當的

運用。 

6-4-4-3 能依據寫作步驟，精確的表達自己的思

想，並提出佐證或辯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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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6-2能靈活的運用修辭技巧，讓作品更加精緻

優美。 

6-4-7-1 能透過電子網路，與他人分享寫作的樂

趣。 

6-4-8-1能主動創作，並發表自己的作品。 

教學活動 

1講解課本生難字 

2.對聯練習 

3.搭配應用練習及問題討論，

帶領學生熟悉、了解本課內容。 

4.智賽諸葛：請同學找尋有關

「析字」的謎語，各組整理後

出題，由班上各小組搶答，答

對最多者褒獎鼓勵。 

5.搭配習作寫作天地四，將〈智

鬥書生〉首段加以縮寫。 

總結活動 

針對本課已經習得的知識加以

評量，檢測其學習狀況，並針

對學生該次評量不足的部分予

以加強。 

5 翰林版第

五冊 

L12〈射鵰

英雄傳―

―智鬥書

生〉 

1.資料蒐集 

2.分組討論 

3.寫作練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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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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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補充說明﹙例如：說明本學期未能規劃之課程銜接內容，提醒下學期課程規劃需注意事項……﹚ 

 

 

 

 



新竹市三民國民中學     109 學年度年級 第 2學期領域(分科科目;           )課程計畫 

設計者：語文  領域國文    科                                                 全體國文     教師 

一、本領域每週學習節數： 5 節 

二、本學期學習總目標：國語文教學基本理念，旨在培養學生正確理解和靈活應用國語文字的能力，內容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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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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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本學期課程架構:本冊教學內容包含：戰國策選文、元曲選、地景文學、自然文學、演講詞等不同面向選文，並在第十課選錄世界著作

劇作家莎士比亞作品，期使學生培養出正確理解和活用語言文字的能力，並能提升讀書興趣及自學能力，奠定終身學習的基礎。  

（一）〈鄒忌諷齊王納諫〉： 

 1.認識《戰國策》的內容與特色。 

 2.能運用生活經驗來敘事說理。 

（二）〈管好舌頭〉： 

1.了解慎言與善用口才的重要性。 

2.學習運用對比的論說方式，使說理更加周延。 

（三）〈元曲選〉： 

1.認識散曲的形式特色。 

2.體會元曲的韻文之美。 

（四）〈石滬〉： 

1.認識描寫「地景」詩文的特色。 

2.學習從不同觀點切入主題的寫作手法。 

（五）〈座右銘〉： 

1.認識座右銘的性質及作用，並學習以白話文寫作一則座右銘。 



2.培養勤勉樸實的性格，與知足感恩的心態。 

（六）〈求知若渴，永保傻勁――賈伯斯的人生三堂課〉： 

1.能運用親身經驗以闡述事理。 

2.培養堅持理想，熱愛生命的人生態度。 

（七）〈大鼠〉： 

1.認識《聊齋志異》的特色與價值。 

2.培養冷靜、忍耐、不意氣用事的處世態度。 

（八）〈與荒野相遇〉： 

1.認識作者及其山居生活經驗。 

2.學習摹寫景物的技巧。 

（九）〈運動家的風度〉： 

1.善用事例與名言強化論點。 

2.從日常生活中培養「運動家的風度」。 

（十）〈羅密歐與茱麗葉樓臺會〉： 

1.認識莎士比亞及其文學成就。 

2.培養並提升閱讀劇本的興趣及素養。 

  



四、本學期課程內涵：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

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週、月或起

訖 時 間 均

可 

應包括指標標碼與指標內容 例如：單元一 

活動一： 

﹙活動重點之詳略由各校

自行斟酌決定﹚ 

 例如：

○○版

教科書

第一單

元

「○○

○○」 

或：改編

○○版

教科書

第一單

元

「○○

○○」 

或：自編

教材 

或：選自 

例如： 

紙筆測驗、 

態度檢核、 

資料蒐集整

理、 

觀察記錄、 

分組報告、 

參與討論、 

課堂問答、作

業、實測、實

務操作等。 

視需要註明表

內所用符號或

色彩意義，例

如： 

●表示表示本

校主題課程＊

表示教科書更

換版本銜接課

程 



一 
2/15 

2/19 

2-4-3能思辨說話者的表達技巧，並練習應用。 

3-4-1-9能依理解的內容，選擇不同的溝通方式，

適當表達。 

3-4-1-11能明白說出一篇作品的優缺點。 

3-4-3-7能運用說話技巧，擔任不同戲劇角色。 

5-4-2-1能具體陳述個人對文章的思維，表達不同

意見。 

5-4-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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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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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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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起活動 

1.請同學翻閱《戰國策》，

每組報告一則與齊國有關

的小故事。 

2.配合課文朗讀 CD，引導

學生誦讀。 

‧教學活動 

1.題解說明―講述本文選

自《戰國策‧齊策》，是

記敘鄒忌以自身的事例，

委婉諷勸齊王廣納臣民意

見。 

2.作者講解―關於《戰國

策》在文學史上的地位，

介紹《戰國策》其書體例，

並介紹編者―劉向。 

3.課文內容教學。 

.語文天地―「朝、期、誠、

間」等形音義講解。 

4.課文賞析―講解本文記

敘鄒忌以巧妙的方式，勸

說齊威王接納雅言，改進

國政。 

5.修辭特色―講解本文使

用層遞、排比、轉品、倒

裝等。 

‧總結活動 

針對本課已經習得的知識

加以評量，檢測其學習狀

況，並針對同學該次評量

不足的部分予以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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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冊 

L1〈鄒忌

諷齊王納

諫〉 

1.資料蒐集 

2.分組報告 

3.課文背誦 

4.紙筆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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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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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5 探究

社會建構下，性

別歧視與偏見

所造成的困境。 

【資訊教育】

3-4-1 能利用軟

體工具分析簡

單的數據資料。 

【環境教育】

1-3-1 能藉由觀

察 與 體 驗 自

然，以創作文

章、美勞、音

樂、戲劇表演等

形式表現自然

環境之美與對

環境的關懷。 



二 
2/22 

3/26 

1-4-1能運用注音符號，分辨字詞音義，增進閱讀

理解。 

2-4-2-4能充分了解對方表達的情意。 

2-4-2-7能透過各種媒體，認識本國及外國文化，

擴展文化視野。 

2-4-3能思辨說話者的表達技巧，並練習應用。 

3-4-1-1面對不同意見時，能舉證事實，有條理的

進行論辯。 

3-4-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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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2-4能從閱讀過程中發展系統性思考。 

5-4-2-5能依據文章內容，進行推測、歸納、總結。 

5-4-3能欣賞作品的寫作風格、特色及修辭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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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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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7-1能共同討論閱讀的內容，交換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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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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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起活動 

請同學發表收集到的與舌

頭有關的中國名言典故，

以及從中所體悟到的感

想。 

‧教學活動 

1.題解―提出「管好舌頭」

的重要性，呼籲要慎思謹

言，勿逞口舌之強，並要

「存好心、說好話」，造

福別人也造福自己。 

2.作者介紹―黃永武的作

品及寫作風格。 

3.解說對比式論說文的特

色。 

4.語文天地―講解「數、

重、縱、溺、調」等字音。 

5.課文賞析―講解本文特

色，文章措詞淺白，旁徵

博引，引用言例、事例，

強化自己的論點。 

6.修辭特色―設問、引

用、排比、譬喻、轉化、

映襯等。 

‧總結活動 

針對本週已經習得的知識

加以評量，檢測其學習狀

況，並針對同學該次評量

不足的部分予以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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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冊 

L2〈管好

舌頭〉 

1.紙筆測驗 

2.寫作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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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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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5 探究

社會建構下，性

別歧視與偏見

所造成的困境。 

【資訊教育】

3-4-1 能利用軟

體工具分析簡

單的數據資料。 

【環境教育】

1-3-1 能藉由觀

察 與 體 驗 自

然，以創作文

章、美勞、音

樂、戲劇表演等

形式表現自然

環境之美與對

環境的關懷。 



三 
3/1 

3/5 

5-4-2-2能活用不同閱讀策略，提升學習效果。 

5-4-2-5能依據文章內容，進行推測、歸納、總結。 

5-4-3能欣賞作品的寫作風格、特色及修辭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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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3-3能經由朗讀、美讀及吟唱作品，體會文學

的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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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7-1能共同討論閱讀的內容，交換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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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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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起活動 

配合課文吟唱 CD，引導學

生朗讀。 

‧教學活動 

1.解說曲的流變與體制。 

2.題解說明―本課第一首

小令〈天淨沙〉寫馬致遠

藉秋日蕭條淒清的景物，

抒發遊子漂泊異鄉的悲苦

情感。 

3.作者講解―馬致遠為元

曲四大家之一，自號東籬

的隱逸思想，及其生平、

時代背景與雜劇作品。 

4.語文天地―「枯估沽怙

咕蛄錮故固、涯崖捱」等

易混淆字辨析。 

5.課文賞析―講解〈天淨

沙〉藉描寫秋天淒清的景

物，襯托出遊子的思鄉之

情。 

6.請同學背誦曲作，佐以

吟唱加速背誦。亦可搭配

吟唱 CD練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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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冊 

L3〈元曲

選〉 

1.紙筆測驗 

2.課文背誦 

3.作業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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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 了解環境

與經濟發展間

的關係。 

【環境教育】

3-4-1 關懷弱勢

團體及其生活

環境。 



四 
3/8 

3/12 

5-4-2-5能依據文章內容，進行推測、歸納、總結。 

5-4-3能欣賞作品的寫作風格、特色及修辭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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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3-3能經由朗讀、美讀及吟唱作品，體會文學

的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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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7-1能共同討論閱讀的內容，交換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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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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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6-1能養成反覆推敲的習慣，使自己的作品更

加完美，更具特色。 

‧教學活動 

1.題解說明―本課第二首

小令〈沉醉東風〉白樸描

寫漁人閒適自在的隱逸生

活，反映自己寄情山水，

蔑視功名富貴的生活態

度。 

2.作者講解―同為元曲四

大家的白樸生平及其雜劇

作品。 

3.語文天地―「蘆盧廬顱

爐、蘋頻瀕顰、蓼寥廖膠

戮、灘攤癱難、刎吻忽匆、

叟搜瞍嗖」等形音義講解。 

4.課文賞析―講解〈沉醉

東風〉藉由遠離塵世「漁

夫」生活的刻畫，表達作

者淡泊忘機的心志。 

5.請同學背誦曲作，佐以

吟唱加速背誦。亦可搭配

吟唱 CD練唱。 

6.韻文「詩詞曲」結構比

較。 

‧總結活動 

針對本課已經習得的知識

加以評量，檢測其學習狀

況，並針對同學該次評量

不足的部分予以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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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冊 

L3〈元曲

選〉 

1.學習單 

2.課文背誦 

3.紙筆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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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探索

自己的興趣、性

向、價值觀及人

格特質。 

【家政教育】

3-4-3 建立合宜

的生活價值觀。 

【環境教育】

1-3-1 能藉由觀

察 與 體 驗 自

然，以創作文

章、美勞、音

樂、戲劇表演等

形式表現自然

環境之美與對

環境的關懷。 



五 
3/15 

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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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4能養成主動聆聽進行探索學習的能力。 

2-4-2-8能有效把握話語的邏輯並推斷結論。 

3-4-1-9能依理解的內容，選擇不同的溝通方式，

適當表達。 

3-4-1-10能明確表達意見，並清楚表達情意。 

4-4-2能運用字辭典、成語辭典等，擴充詞彙，分

辨詞義。 

5-4-2-1能具體陳述個人對文章的思維，表達不同

意見。 

5-4-2-4能從閱讀過程中發展系統性思考。 

5-4-2-5能依據文章內容，進行推測、歸納、總結。 

5-4-3能欣賞作品的寫作風格、特色及修辭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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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5-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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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6-1 能使用各類工具書，廣泛的閱讀各種書

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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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起活動 

1.播放澎湖相關的人文風

景影片介紹。 

2.請學生分組介紹台灣各

地獨特的人文風景。 

‧教學活動 

1.作者講解―渡也生平、

成長背景、寫作動機，以

及寫作風格的轉變：從鄉

愁與愛情到關注社會現

實。 

2.課文賞析―講解本文賦

予許多典故與詩文新的意

象，化用「魚躍龍門」、

「世外桃源」、「人為刀

俎，我為魚肉」，以及《孟

子‧梁惠王》：「叟！不

遠千里而來。」和仿樂府

〈江南可採蓮〉等，使人

物、地景、物事煥發出戲

劇性效果，添增了富情味

的詩趣。 

3.修辭特色―講解本文使

用象徵、引用等。 

4.搭配習作寫作天地二，

將〈石滬〉改寫成散文形

式。 

‧總結活動 

針對本課已經習得的知識

加以評量，檢測其學習狀

況，並針對同學該次評量

不足的部分予以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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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冊 

L4〈石滬〉 

1.作業檢核 

2.紙筆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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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探索

自己的興趣、性

向、價值觀及人

格特質。 

【家政教育】

3-4-3 建立合宜

的生活價值觀。 



六 
3/22 

3/26 

3-4-1-10能明確表達意見，並清楚表達情意。 

3-4-1-11能明白說出一篇作品的優缺點。 

4-4-2能運用字辭典、成語辭典等，擴充詞彙，分

辨詞義。 

5-4-2-1能具體陳述個人對文章的思維，表達不同

意見。 

5-4-2-4能從閱讀過程中發展系統性思考。 

5-4-3能欣賞作品的寫作風格、特色及修辭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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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3-3能經由朗讀、美讀及吟唱作品，體會文學

的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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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5-2能廣泛閱讀臺灣各族群的文學作品，理解

不同文化的內涵。 

5-4-6-1 能使用各類工具書，廣泛的閱讀各種書

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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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2-2能靈活應用各種句型，充分表達自己的見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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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6-2能靈活的運用修辭技巧，讓作品更加精緻

優美。 

‧引起活動 

1.請同學分享自己或聽過

的座右銘，並說明座右銘

意義。 

2.介紹有名文人的座右銘

及小故事 

‧教學活動 

1.課文前哨站、題解說明

―座右銘的作用。 

2.作者講解―勤奮好學的

崔瑗生平及其良師益友。 

3.講解課文，韻腳說明。 

4.語文天地―字形辨正如

「綱鋼剛崗網惘、臧藏

贓、涅捏隉、緇錙淄」等。 

5.修辭特色―講解本文使

用映襯、譬喻、設問法等。 

5 翰林版第

六冊 

L5〈座右

銘〉 

1.口頭報告 

2.同儕互評 

3.課文背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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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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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 了解基本

的生態原則，以

及人類與自然

和諧共生的關

係。 



七 
3/29 

4/2 

3-4-1-10能明確表達意見，並清楚表達情意。 

3-4-1-11能明白說出一篇作品的優缺點。 

4-4-2能運用字辭典、成語辭典等，擴充詞彙，分

辨詞義。 

5-4-2-1能具體陳述個人對文章的思維，表達不同

意見。 

5-4-2-4能從閱讀過程中發展系統性思考。 

5-4-3能欣賞作品的寫作風格、特色及修辭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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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3-3能經由朗讀、美讀及吟唱作品，體會文學

的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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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5-2能廣泛閱讀臺灣各族群的文學作品，理解

不同文化的內涵。 

5-4-6-1 能使用各類工具書，廣泛的閱讀各種書

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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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2-2能靈活應用各種句型，充分表達自己的見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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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6-2能靈活的運用修辭技巧，讓作品更加精緻

優美。 

‧教學活動 

1.課文賞析―講解作者期

勉自己努力修養，才能成

為一個有德的君子。 

2.相關名言佳句補充。 

3.比較同為銘文的〈陋室

銘〉與〈座右銘〉之異同。 

4.成語練習與補充。 

5.請同學背誦課文，佐以

吟唱加速背誦。亦可搭配

吟唱 CD練唱。 

‧總結活動 

針對本課已經習得的知識

加以評量，檢測其學習狀

況，並針對同學該次評量

不足的部分予以加強。 

5 翰林版第

六冊 

L5〈座右

銘〉 

1.課文背誦 

2..紙筆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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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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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 了解基本

的生態原則，以

及人類與自然

和諧共生的關

係。 



八 
4/5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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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2能將聆聽所得充分應用。 

3-4-1-6能針對他人演說的內容發表自己的意見。 

3-4-1-10能明確表達意見，並清楚表達情意。 

3-4-4-4能養成主動表達的能力和習慣。 

4-4-2能運用字辭典、成語辭典等，擴充詞彙，分

辨詞義。 

5-4-2-1能具體陳述個人對文章的思維，表達不同

意見。 

5-4-2-2能活用不同閱讀策略，提升學習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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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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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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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1能精確表達觀察所得的見聞。 

‧引起活動 

播放賈伯斯介紹 iPad 或

iPhone 的影片，讓學生感

受賈伯斯的演講魅力。 

‧教學活動 

1.題解、課文、注釋、賞

析的講解說明。 

2.文章結構與寫作手法分

析。 

3.講解「輟掇綴、墜墮隧、

蓄畜搐、倖悻」等易混淆

字。 

4.講解修辭：映襯、轉化、

排比、設問等。 

5.補充與處世態度有關的

成語。 

6.請學生運用 SWOT模式找

出自己的優勢、劣勢、發

展機會、可能面臨的危

機，規畫未來生涯發展方

向。 

7.搭配習作寫作天地三，

以「我們這個○○世代」

為題，寫作一篇文章。 

‧總結活動 

針對本課已經習得的知識

加以評量，檢測其學習狀

況，並針對同學該次評量

不足的部分予以加強。 

5 翰林版第

六冊 

L6〈求知

若渴，永

保傻勁―

―賈伯斯

的人生三

堂課〉 

1.資料蒐集 

2.紙筆測驗 

3.報告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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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培養

解決生涯問題

及做決定的能

力。 

【家政教育】

3-4-6 欣賞多元

的生活文化，激

發創意、美化生

活。 

【資訊教育】

3-4-5 能針對問

題提出可行的

解決方法。 



九 
4/12 

4/16 

2-4-2-2能將聆聽所得充分應用。 

3-4-3-6能擔任廣播劇或其他表演藝術的演出。 

3-4-4-5能主動報告讀書心得。 

5-4-2-1能具體陳述個人對文章的思維，表達不同

意見。 

5-4-2-2能活用不同閱讀策略，提升學習效果。 

5-4-2-5能依據文章內容，進行推測、歸納、總結。 

5-4-3能欣賞作品的寫作風格、特色及修辭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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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3-3能經由朗讀、美讀及吟唱作品，體會文學

的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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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人、事、物的尊重

與關懷。 

5-4-6-1 能使用各類工具書，廣泛的閱讀各種書

籍。 

5-4-7-1能共同討論閱讀的內容，交換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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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3-1能配合各項學習活動，撰寫演說稿、辯論

稿或劇本。 

‧引起活動 

請同學先蒐集查閱《聊齋

志異》與蒲松齡的相關資

料，並分享其中印象最深

刻的故事。 

‧教學活動 

1.題解說明―本文選自

《聊齋志異》，是一篇文

言短篇小說。全文描寫細

膩，生動有趣，涵義深刻。 

2.作者講解―蒲松齡生平

事蹟、文學歷程、創作特

色。 

3.語文天地―易混淆字

「扉誹蜚悱、咸箴緘鍼、

齕齜齷齧」與「貢復疾掬」

等字義辨析。 

4.課文賞析―講解本文描

述貓鼠相鬥的過程，並說

明寧鬥智不鬥力的道理。 

5.補充―說明運用「嗚

嗚」、「啾啾」等聲音的

描寫手法，與視覺摹寫的

對比技巧。 

‧總結活動 

針對本課已經習得的知識

加以評量，檢測其學習狀

況，並針對同學該次評量

不足的部分予以加強。 

5 翰林版第

六冊 

L7〈大鼠〉 

1.資料蒐集 

2.口頭報告 

3.課文背誦 

4.紙筆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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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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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培養

解決生涯問題

及做決定的能

力。 



十 
4/19 

4/23 

2-4-2-3能理解對方說話的用意和觀點。 

4-4-2能運用字辭典、成語辭典等，擴充詞彙，分

辨詞義。 

5-4-2-1能具體陳述個人對文章的思維，表達不同

意見。 

5-4-2-4能從閱讀過程中發展系統性思考。 

5-4-2-5能依據文章內容，進行推測、歸納、總結。 

5-4-3能欣賞作品的寫作風格、特色及修辭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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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5-1能體會出作品中對周遭人、事、物的尊重

與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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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5-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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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7-3能從閱讀中蒐集、整理及分析資料，並依

循線索，解決問題。 

5-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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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6-1能養成反覆推敲的習慣，使自己的作品更

加完美，更具特色。 

‧引起活動 

發下學習單，請同學觀察

校園中的某一種植物，觀

察它的生長型態、花朵、

香味、用途等，並分享觀

察植物的感受及有關此植

物的見聞或故事。 

‧教學活動 

1.講解課文，引導學生留

意作者心境的變化。 

2.請學生踴躍發表若有機

會在荒野中生活，會有什

麼樣的心情感受。 

3.引導學生摹寫（視覺、

聽覺、嗅覺、觸覺、味覺）

技巧之判斷。 

4.請同學備好紙筆，觀察

校園植物，描繪其形貌，

並概略敘述植物之生長特

點、用途等。 

‧總結活動 

針對本課已經習得的知識

加以評量，檢測其學習狀

況，並針對同學該次評量

不足的部分予以加強。 

5 翰林版第

六冊 

L8〈與荒

野相遇〉 

1.學習單 

2.作業評量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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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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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 
4/26 

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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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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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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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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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人、事、物的尊重

與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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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7-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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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起活動 

1.請學生談談自己最喜歡

的運動明星，並說明喜歡

的理由。 

2.請學生蒐集資料，上臺

分享各領域名人展現風度

的事蹟。 

‧教學活動 

1.作者講解―概述作者生

平，以及他在白話文運動

上的貢獻。 

2.題解、課文、注釋講解

說明。 

3.針對課文中易混淆字進

行形音義比較說明，如「倡

猖昌、屑霄宵銷峭鞘」等。 

4.修辭特色―講解本文使

用引用、映襯法等。 

‧總結活動 

針對本週已經習得的知識

加以評量，檢測其學習狀

況，並針對學生該次評量

不足的部分予以加強。 

5 翰林版第

六冊 

L9〈運動

家 的 風

度〉 

1.資料蒐集 

2.口頭報告 

3.紙筆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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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 培養

正確工作態度

及價值觀。 



十二 
5/3 

5/7 

3-4-3-6能擔任廣播劇或其他表演藝術的演出。 

3-4-3-7能運用說話技巧，擔任不同戲劇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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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4-2能有組織有系統的報告每件事。 

5-4-2-1能具體陳述個人對文章的思維，表達不同

意見。 

5-4-3-2能分辨不同文類寫作的特質和要求。 

5-4-3-3能經由朗讀、美讀及吟唱作品，體會文學

的美感。 

5-4-4能廣泛的閱讀各類讀物，並養成比較閱讀的

能力。 

5-4-5能主動閱讀國內外具代表性的文學名著，擴

充閱讀視野。 

5-4-5-1能體會出作品中對周遭人、事、物的尊重

與關懷。 

5-4-5-3能喜愛閱讀國內外的文學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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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7-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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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4-2能將蒐集的材料，加以選擇，並做適當的

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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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8-1能主動創作，並發表自己的作品。 

6-4-3-1能配合各項學習活動，撰寫演說稿、辯論

稿或劇本。 

‧引起活動 

1.播放《羅密歐與茱麗葉》

電影部分劇情或預告片給

學生欣賞，以感受莎翁戲

劇的魅力。 

2.請學生在課堂上分享聽

過、讀過或搜尋到的動人

愛情故事，並發表感想。 

‧教學活動 

1.介紹莎士比亞劇本的特

色及其文學成就。 

2.劇本簡介。 

3.學生朗讀課文，以廣播

劇方式呈現課文情感。 

4.講解課文內容，針對課

文中易混淆字「嫉疾」、

「纖讖懺」等進行形音義

比較說明。 

‧總結活動 

針對本週已經習得的知識

加以評量，檢測其學習狀

況，並針對學生該次評量

不足的部分予以加強。 

5 翰林版第

六冊 

L10〈羅密

歐與茱麗

葉 樓 臺

會〉 

1.資料蒐集 

2.報告評量 

3.同儕互評 

4.作業檢核 

 

【人權教育】

1-3-4 瞭解世界

上 不 同 的 群

體、文化和國

家，能尊重欣賞

其差異。 

【性別平等教

育】1-2-4 瞭解

並尊重不同族

群文化中兩性

互動的模式。 



十三 
5/10 

5/14 

3-4-3-6能擔任廣播劇或其他表演藝術的演出。 

3-4-3-7能運用說話技巧，擔任不同戲劇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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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4-2能有組織有系統的報告每件事。 

5-4-2-1能具體陳述個人對文章的思維，表達不同

意見。 

5-4-3-2能分辨不同文類寫作的特質和要求。 

5-4-3-3能經由朗讀、美讀及吟唱作品，體會文學

的美感。 

5-4-4能廣泛的閱讀各類讀物，並養成比較閱讀的

能力。 

5-4-5能主動閱讀國內外具代表性的文學名著，擴

充閱讀視野。 

5-4-5-1能體會出作品中對周遭人、事、物的尊重

與關懷。 

5-4-5-3能喜愛閱讀國內外的文學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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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7-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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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4-2能將蒐集的材料，加以選擇，並做適當的

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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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8-1能主動創作，並發表自己的作品。 

6-4-3-1能配合各項學習活動，撰寫演說稿、辯論

稿或劇本。 

 

‧教學活動 

1.說明劇本的特色主要是

藉對話來推展情節，並表

達出劇中人物的心理情

緒。 

2.補充莎士比亞的名言。 

3.請學生分組依劇本進行

〈羅密歐與茱麗葉樓臺

會〉表演，增加對文本的

理解，劇本則可依學生的

情況作適度改編。 

4.搭配習作寫作天地四，

以「與○○的相遇」為題，

寫作一篇文章。 

 

‧總結活動 

針對本週已經習得的知識

加以評量，檢測其學習狀

況，並針對學生該次評量

不足的部分予以加強。 

5 翰林版第

六冊 

L10〈羅密

歐與茱麗

葉 樓 臺

會〉 

1.紙筆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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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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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3 建立合宜

的生活價值觀。 

【資訊教育】

3-4-1 能利用軟

體工具分析簡

單的數據資料。 

【環境教育】

3-4-1 關懷弱勢

團體及其生活

環境。 



十四 
5/17 

5/21 

2-1-1-8能主動參與溝通，聆聽對方的說明。 

3-1-3-1能流利的說故事。 

3-1-3-2能生動的看圖說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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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話本小說介紹。 

2.詳讀「杜十娘怒沉百寶

箱」的故事內容。 

3.分組探討故事題目並以

此故事主角設計提問 

4. 請學生分組依劇本進

行表演，增加對文本的理

解，劇本則可依學生的情

況作適度改編。 

。 

5 小 說 選

讀 : 杜 十

娘怒沉百

寶箱 
1. 課 堂 表 現

50% 

2. 戲 劇 表 現

50% 

【生涯發展教

育】3-2-1 培養

規劃及運用時

間的能力。 

【生涯發展教

育】3-2-2 學習

如何解決問題

及做決定。 

資 訊 教 育 】

3-4-5 能 針 對

問題提出可行

的解決方法。 

 

十五 
5/24 

5/28 

2-1-1-8能主動參與溝通，聆聽對方的說明。 

3-2-3-5說話用詞正確，語意清晰，內容具體，主

題明確。 

3-4-3-6能擔任廣播劇或其他表演藝術的演出。 

3-4-3-7能運用說話技巧，擔任不同戲劇角色。 

3-4-3-8能修正自己說話的內容，使之更動聽，更

感人。 

5-1-2能讀懂課文內容，瞭解文章的大意。 

5-1-7-1能流暢朗讀出文章表達的情感。 

5-1-7-2能理解在閱讀過程中所觀察到的訊息。 

1.帶領學生閱讀金庸選

文，並引導學生掌握文章

重點。 

2.將同學分組，並分配重

新詮釋的古文一篇。 

3.觀看金庸天龍八部，讓

學生欣賞了解武俠美學。 

4.讓學生分組討論，改寫

金庸名篇。 

5.讓學生發表分享。 

5 武 林 大

會 : 金 庸

武俠小說

選讀 1. 寫 作 表 現

50% 

2. 課 堂 表 現

50% 

 

【資訊教育】

3-4-6 能 規 劃

出問題解決的

程序。 

【資訊教育】

3-4-7 能 評 估

問題解決方案

的適切性。 



十六 
5/31 

6/4 

2-1-1-8能主動參與溝通，聆聽對方的說明。 

2-3-2-7能正確記取聆聽內容的細節與要點。 

2-3-2-8能從聆聽中，思考如何解決問題。 

1.學生分組，進行小組競

賽。 

2 限時猜謎：.成語猜謎學

習單上進行 100 題猜謎活

動。(其中可加入干擾學生

的成語) 

3.比手畫腳猜成語:每次

每組派四人參與比賽，上

台比手畫腳一人一字，最

終猜對組別獲得一分，分

數採累計制度。 

5 成語猜猜

看 

1. 闖 關 表 現

80% 

2. 課 堂 表 現

20% 

【生涯發展教

育】2-1-1 培養

互助合作的生

活態度。 

【生涯發展教

育】2-2-1 培養

良好的人際互

動能力。 

十七 
6/7 

6/11 

2-3-2-8能從聆聽中，思考如何解決問題。 

6-4-8發揮思考及創造的能力，使作品具有獨特的

風格。 

6-4-8-1能主動創作，並發表自己的作品。 

1.了解飲食文學。 

2.學生能夠分組，並設計

一分菜單。 

3.這份菜餙具備色、香、

味三者。 

4.讓學生實際操作，將各

組所設計的菜單具體呈

現。 

5 美食的饗

宴 : 美 食

文學選讀 

1.學習單 45% 

2. 課 堂 表 現

55% 

【家政教育】

1-1-1 察 覺 食

物與健康的關

係。 

【家政教育】

1-1-2 察 覺 飲

食衛生的重要

性。 

【家政教育】

1-1-3 願 意 與

他人分享自己

所喜歡的食物。 

【家政教育】

1-2-3 選 用 有

益自己身體健

康的食物。 

【家政教育】

1-3-3 接納他人

所喜歡的食物。 



十八 
6/14 

6/18 

2-3-2-8能從聆聽中，思考如何解決問題。 

6-4-8發揮思考及創造的能力，使作品具有獨特的

風格。 

6-4-8-1能主動創作，並發表自己的作品。 

1.了解飲食文學著名作

家。 

2.學生能夠分組，並設計

謝師宴菜單。 

3.設計謝師宴邀請卡。 

4.讓學生實際操作，發放

謝師卡並實施謝師宴菜

單。 

5 感 恩 的

心 : 謝 師

宴自己辦 

1.課堂表現 

2.邀請卡設計 

3.老師回饋 

家 政 教 育 】

1-1-1 察 覺 食

物與健康的關

係。 

【家政教育】

1-1-2 察 覺 飲

食衛生的重要

性。 

【家政教育】

1-1-3 願 意 與

他人分享自己

所喜歡的食物。 

【家政教育】

1-2-3 選 用 有

益自己身體健

康的食物。 

【家政教育】

1-3-3 接納他人

所喜歡的食物。 

十九 
6/21 

6/25 
 

     

二十 
6/28 

6/30 
 

     

五、補充說明﹙例如：說明本學期未能規劃之課程銜接內容，提醒下學期課程規劃需注意事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