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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

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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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養學生應用國語文，從事思考、理解、協調、討論、欣賞、創作，

以融入生活經驗，擴展多元視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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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節數 5 

週次 日期 教學單元/主題 對應能力指標 

重要議題融入 

(請刪除不要的) 

作業/評量

方式 
備註 

一 2/9~2/15 第一課新詩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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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5-3 能喜愛閱讀國內外

具代表性的文學作品。 

【生涯發展教育】3-3-3 培養解

決生涯問題及做決定的能力。 

【性別平等教育】2-4-6 習得性

別間合宜的情感表達方式。 

【性別平等教育】2-4-8 學習處

理與不同性別者的情感關係。 

1.口頭報告 

2.學習單 

3.紙筆測驗 

 

二 2/16～2/22 第二課木蘭詩 

5-4-3 能欣賞作品的寫作風

格、特色及修辭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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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涯發展教育】2-3-2 了解自

己的興趣、性向、價值觀及人格

特質所適合發展的方向。 

【生涯發展教育】3-3-3 培養解

決生涯問題及做決定的能力。 

【性別平等教育】1-4-6 探求不

同性別者追求成就的歷程。 

【性別平等教育】2-4-4 解析人

際互動中的性別偏見與歧視。 

 

1.口頭報告 

2.學習單 

3.紙筆測驗 

2/18~2/19九年級

第一次複習考 

三 2/23～3/1 第二課木蘭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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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7-3 能從閱讀中蒐集、

整理及分析資料，並依循線

索，解決問題。 

6-4-2-1 能精確的遣詞用

字，恰當的表情達意。 

6-4-3-7 能以敘述、描寫、

抒情、說明、議論等不同表

述方式寫作。 

【性別平等教育】3-4-1 運用各

種資訊、科技與媒體資源解決問

題，不受性別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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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口頭報告 

2.學習單 

3.詩歌朗誦 

4.戲劇演出 

2/28和平紀念日 

四 3/2～3/8 
第三課我所知道的康

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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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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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3-3 能經由朗讀、美讀

及吟唱作品，體會文學的美

感。 

【人權教育】2-4-1 了解文化權

並能欣賞、包容文化差異。 

【生涯發展教育】1-3-1 探索自

己的興趣、性向、價值觀及人格

特質。 

【家政教育】3-4-6 欣賞多元的

生活文化，激發創意、美化生

活。 

1.資料蒐集 

2.口頭報告 

3.課文背誦 

 



5-4-3-4 能欣賞作品的內涵

及文章結構。 

 

五 3/9～3/15 
第三課我所知道的康

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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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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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權教育】2-4-1 了解文化權

並能欣賞、包容文化差異。 

【生涯發展教育】1-3-1 探索自

己的興趣、性向、價值觀及人格

特質。 

【家政教育】3-4-6 欣賞多元的

生活文化，激發創意、美化生

活。 

1.學習單 

2.作業檢核 

3.寫作報告 

4.紙筆測驗 

 

六 3/16～3/22 
第四課森林最優美的

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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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7-1 能共同討論閱讀的

內容，交換心得。 

 

【資訊教育】5-4-5 能應用資訊

及網路科技，培養合作與主動學

習的能力。 

【環境教育】1-4-1 覺知人類生

活品質乃繫於資源的永續利用

和維持生態平衡。 

【環境教育】4-1-1 能以語言、

文字或圖畫清楚表達自己對自

然體驗或環境保護的想法。 

 

1.紙筆測驗 

2.報告評量 

3.同儕互評 

4.作業評量 

 

七 3/23～3/29 應用文---書信、便條 

6-4-2-2 能靈活應用各種句

型，充分表達自己的見解。 

6-4-3-7 能以敘述、描寫、

抒情、說明、議論等不同表

述方式寫作。 

6-4-5-1 能配合寫作需要，

恰當選用標點符號和標點

方式，達到寫作效果。 

6-4-7-2 能透過電子網路，

與他人分享作品，並討論寫

作的經驗。 

6-4-8-2 能藉由擴充標題撰

寫、表現技巧、圖文配合、

字體安排等寫作經驗，使作

品具有獨特的風格，並嘗試

應用於編輯學校的刊物。 

【資訊教育】3-4-5 能針對問題

提出可行的解決方法。 

【資訊教育】3-4-9 能判斷資訊

的適用性及精確度。 

1.紙筆測驗 

2.實作評量 

3.作業評量 

3/25-3/26第一次

定評 

八 3/30～4/5 第五課幽夢影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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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7-4 能將閱讀內容，思

考轉化為日常生活中解決

問題的能力。 

6-4-4-2 能將蒐集的材料，

加以選擇，並做適當的運

用。 

6-4-6-2 能靈活的運用修辭

技巧，讓作品更加精緻優

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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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 培養正

確工作態度及價值觀。 

【生涯發展教育】3-3-5 發展規

劃生涯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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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資料蒐集 

2.分組報告 

3.學習單 

4.紙筆測驗 

4/4兒童節放假 

九 4/6～4/12 
第六課為學一首示子

姪 

5-4-3 能欣賞作品的寫作風

格、特色及修辭技巧。 

5-4-5-1 能體會出作品中對

周遭人、事、物的尊重與關

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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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學習單 

2.分組報告 

3.心得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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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3-6 能撰寫自己的工作

計畫、擬定各項計畫。 

【生涯發展教育】3-3-5 發展規

劃生涯的能力。 

十 4/13～4/19 
第六課為學一首示子

姪 

5-4-3 能欣賞作品的寫作風

格、特色及修辭技巧。 

5-4-5-1 能體會出作品中對

周遭人、事、物的尊重與關

懷。 

5-4-7-4 能將閱讀內容，思

考轉化為日常生活中解決

問題的能力。 

6-4-3-6 能撰寫自己的工作

計畫、擬定各項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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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涯發展教育】3-3-5 發展規

劃生涯的能力。 

1.學習單 

2.分組報告 

3.心得報告 

4.紙筆測驗 

 

十一 4/20～4/26 第七課一粒珍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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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涯發展教育】3-3-3 培養解

決生涯問題及做決定的能力。 

【生涯發展教育】3-3-5 發展規

劃生涯的能力。 

【環境教育】3-4-1 關懷弱勢團

體及其生活環境。 

1.學習單 

2.分組報告 

3.心得報告 

4.紙筆測驗 

 

十二 4/27～5/3 第八課甜美的剎那 

6-4-1 能精確表達觀察所得

的見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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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涯發展教育】3-3-3 培養解

決生涯問題及做決定的能力。 

【生涯發展教育】3-3-5 發展規

劃生涯的能力。 

【家政教育】3-4-6 欣賞多元的

生活文化，激發創意、美化生

活。 

1.學習單 

2.分組報告 

3.心得報告 

4.紙筆測驗 

5/1-5/2九年級第

二次複習考 

十三 5/4～5/10 
第八課甜美的剎那

（2）、作文（2） 

6-4-2-2 能靈活應用各種句

型，充分表達自己的見解。 

6-4-3-7 能以敘述、描寫、

抒情、說明、議論等不同表

述方式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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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涯發展教育】3-3-3 培養解

決生涯問題及做決定的能力。 

【生涯發展教育】3-3-5 發展規

劃生涯的能力。 

【家政教育】3-4-6 欣賞多元的

生活文化，激發創意、美化生

活。 

1.學習單 

2.作業檢核 

3.寫作報告 

4.紙筆測驗 

5/7-5/8 

第二次定評 

十四 5/11～5/17 應用文｜題辭 

5-4-3-4 能欣賞作品的內涵

及文章結構。 

5-4-4-1 能廣泛閱讀課外讀

物及報刊雜誌，並養成比較

閱讀的習慣。 

5-4-5-3 能喜愛閱讀國內外

具代表性的文學作品。 

5-4-6 能靈活應用各類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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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9 能判斷資訊

的適用性及精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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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資料蒐集 

2.分組報告 

3.學習單 

4.作業檢核 

5.紙筆測驗 

5/17-5/18國中會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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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 5/18～5/24 第九課陋室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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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6-1 能養成反覆推敲的

習慣，使自己的作品更加完

美，更具特色。 

【生涯發展教育】3-3-3 培養解

決生涯問題及做決定的能力。 

【生涯發展教育】3-3-5 發展規

劃生涯的能力。 

1.口頭報告 

2.學習單 

3.課文吟唱 

 

十六 5/25～5/31 第九課陋室銘 

5-4-3-4 能欣賞作品的內涵

及文章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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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1 能精確表達觀察所得

的見聞。 

6-4-2-2 能靈活應用各種句

型，充分表達自己的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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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 培養正

確工作態度及價值觀。 

【生涯發展教育】3-3-3 培養解

決生涯問題及做決定的能力。 

【生涯發展教育】3-3-5 發展規

劃生涯的能力。 

1.口頭報告 

2.學習單 

3.課文吟唱 

4.寫作報告 

5/27-5/28作業抽

查 

十七 6/1～6/7 
第十課來到部落的文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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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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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1 能精確表達觀察所得

的見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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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培養解

決生涯問題及做決定的能力。 

【環境教育】2-4-1 了解環境與

經濟發展間的關係。 

1.紙筆測驗 

2.報告評量 

3.作業評量 

4.課堂參與 

6/2端午節放假 

十八 6/8～6/14 第十一課空城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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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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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訊教育】3-4-9 能判斷資訊

的適用性及精確度。 

1.學習單 

2.資料蒐集 

3.紙筆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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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九 6/15～6/21 第十一課空城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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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3-2 能分辨不同文類寫

作的特質和要求。 

【資訊教育】3-4-5 能針對問題

提出可行的解決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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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學習單 

2.資料蒐集 

3.紙筆測驗 
 

二十 6/22～6/28 第十二課定伯賣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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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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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訊教育】3-4-5 能針對問題

提出可行的解決方法。 

【資訊教育】3-4-6 能規劃出問

題解決的程序。 

1.紙筆測驗 

2.報告評量 

3.同儕互評 

4.作業評量 

6/26~6/27 

78 年級第三次定

期評量 

給分依據及 

家長注意事項 

一、 給分依據 

 日常評量：25% 

 

 定期評量：75% 
 

二、 家長注意事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