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03/06 健康國小四年級

四年級重要行事曆

國數社綜基本能力

健康國小

聯絡方式:
A班群~25282814-241
B班群~25282814-242

四年級班親會資料



一、重要行事曆

週 日 期 行 事 曆

3 3/9 (當週) 社團開始

5 3/26 (三) 直笛發表(錄影模式)

10 4/28~5/1 期中考週

17 6/15 (當週) 社團結束

17 6/20 補6/26(五)課

19 7/1~7/3 期末考

20 7/6~7/8 體育盃活動

21 7/14(二) 結業式(4:00放學)

2020/03/06 健康國小四年級
下一頁

1. 兒童節慶祝活動目前暫
定延後。

2. 原訂5/4(一)寓意深遠
校外教學視情況調整。

3. 多語文比賽時間請參閱
校網頁。



2020/03/06 健康國小四年級

二、基本能力

國語

•能邊聽邊記，再歸納出條理清晰的重點。

•討論時，能善用有條理的語言回應並表達想法

•能運用技巧，針對主題口述發表。

•能認識造字原理，理解字義。

•能掌握外形，寫好國字。

•寫好符合結構原則的毛筆字。

•能找出中心句，掌握文章的段意，畫出完整且合理的篇章結構表。

•能認識說明文及議論文的特色及寫作方法。

•能進行資料剪輯、摘要和整理。

•能應用續寫及縮寫的寫作方式。

•能從內容、詞句方面，修改自己的文章。



2020/03/06 健康國小四年級

數學

幾
何

1.能知道平面圖形全等的意義。

2.用公式算出長方形和正方形的周長和面積，並做單位的換算。

生
活

1.認識公升和毫升、公斤和公克、公里和公尺的複名數計算。

2.能做時間的加減直式計算和跨日的時間加減計算。

3.能正確點數或計算立體形體的體積。

數
的
運
算

1.能用直式做大數的加減乘。

2.取概數到指定位數，並做加減估算。

3.認識等值分數，並做異分母分數的比較，且能用平分理解整數相除的意義。

4.理解連加減的順序規則，並做連乘計算的簡化。

5.能做二位小數的整數倍計算，並做分數和小數的互換



2020/03/06 健康國小四年級

1.能探討不同時期的移民對家鄉的貢獻。
2.能瞭解家鄉人口變化的原因與影響。
3.能瞭解家鄉產業發展的概況。
4.能瞭解家鄉產業與居民生活的關係。
5.能理解家鄉運輸方式的發展。
6.能瞭解家鄉訊息傳遞工具的發展情形及影響。

社
會

1.觀察自然界的生命現象與人的關係。

2.樂於嘗試使用社區機構與資源。

3.參與社區各種文化活動，體會文化與生活的關係。

4.辨識各種環境保護及改善活動的方式，選擇適合的

項目落實於生活中。

綜
合



視覺藝術 108學年度下學期

呂俞樺老師 02-25282814分機531



教學理念與重點

美的感受力與鑑賞力

用具操作與媒材認知

良好的學習態度

實踐生活美學的素養



上課用具

六. 水墨用具:

1. 毛筆:大、小各
一

2. 墨汁(小罐即可)

3. 梅花盤
4. 筆洗(有分隔)

5. 乾抹布
6. 工作服

七、小鏡子
(配合我是什麼樣貌的人)

★請在家清點好畫
筆、顏料狀態並削
好鉛筆。



評分方式

美術作品 50%

學習態度 50 %

平時作業10%

用品攜帶情形 20%

上課表現20%



四年級課程介紹

紙板拼貼版畫

自畫像

母親節卡片

水墨畫

拼貼藝術

小鏡子

水彩顏料



課堂防疫措施

1. 教室每日消毒。
2. 課程結束，請學生洗好手才離開。
3. 有呼吸道症狀請戴口罩。
4. 工具不外借，避免接觸傳染。



中華民國第五十一屆
世界兒童畫展國內作品比賽徵集

校內協助收件04/24截止 請將完整送件資料
送交訓育組

http://www.kaearoc.org.tw/html/）下載。

http://www.kaearoc.org.tw/html/）下載


好好學習

呂俞樺02-25282814分機531

防疫生活



四年級英語教學
108-2學校日報告



Teaching Staff
2019-2020
余美伶 Natalie

馬允如 Ruby

劉佳玲 Jessie

陳瓏尹 Bonita

郭佩芬 Gloria

廖紋璇 Elise

游婷茵 Tina



Syllabus
課程架構

分組教學：２節 (教科書)

eSTAR 4

英語週 Phonics Fun

全班教學：１節 (自編)

Focus on Phonics 8 (黃本)

英語週 + 英語繪本



Materials
eSTAR 4

聽/說：能聽懂問句並以習得之句型及語調做出回應

讀/寫：能辨識字彙及句子並正確摹寫

Grade Listening/Speaking Reading/Writing

G4 60-70% 30-40%



Materials
eSTAR 4
單元 主題 主要句型 生活用語 字母拼讀

SU --
I want some ice cream.
I can’t dance, but I can fly.

-- a, a_e

U1 時間
What time is it?
It’s eight o’clock.
It’s ten thirty.

I’m hungry.
It’s time for lunch.

e, ee

U2 動作

What are you doing?
I’m jumping.
What’s he doing?
He’s sleeping.

I’m tired.
Take a rest.

i, i_e

U3 房間

Where are you?
I’m in the living room.
Where’s Iris?
She’s in the bedroom.

I have an idea!
Follow me!

o, o_e

U4 位置

Where’s the pencil?
It’s under the chair.
Where are the eggs?
They’re in the bag.

It’s over there.
Can you give me a hand?
Sure.

u, u_e



Materials
Focus on Phonics 8 (黃本)

子音群：l blends, r blends, s blends

字母拼讀：能運用字母拼讀法聽音拼字

英語週：中年段字母拼讀法總複習

Phonics Reading

CCVC, CCVCe Short Paragraphs



Evaluation
評量方式
 ４０%

 W10 期中評量：Starter ~ Review 1, 拼讀 L1 ~ 3

 W13    英語週：Phonics Fun (不計分)

 W19 期末評量：Unit 3 ~ Review 2, 拼讀 L4 ~ 5

 ３０% Oral (口語)

 ２０% Workbook (習作)

 １０% Attitude (學習態度)

 學期總成績 = 分組成績 * 2/3 +全班成績 * 1/3

定期評量配分比

Phonics
Language 
Focus

Oral

20% 50% 30%



108學年度第二學期學校日
四年級音樂課程教學

任課老師:黃燕婷老師

李祥菁老師

2528-2814 分機543.542



教學重點

表演:小組肢體創作表演。

音感:辨認四拍子、三拍子、二拍子。

認譜:切分音、附點八分音符及十六分音符。

演唱:視唱、二部輪唱、母音發聲歌唱。

演奏:直笛升fa、高音mi；器樂合奏。

欣賞:嘉禾舞曲、賽馬等；

認識鄧雨賢、布拉姆斯音樂家。



具體指標

1.【演唱】能唱準上下行五度音。

2.【演奏】能以直笛演奏Do到高音Mi組
成的樂曲。

3.【創作】能與小組合作進行肢體創作。

4.【欣賞】能辨認樂曲中的音樂要素。



評量內容

★學習表現(70%) ：
演奏、演唱、表演、創作、作業

★學習態度(30%) ：
不遲到早退、守秩序、學習主動積極、

能與人合作、用品備齊(直笛、課本、譜
夾、鉛筆盒)



配合事項

★光影遊戲課程：攜帶手電筒

★直笛學年觀摩會：3/26(四)下午

直笛認證獎狀樂曲：森林之歌(背譜流暢演奏)

★管樂團、合唱團招生報名。(詳見校外公告)

★鼓勵多接觸欣賞表演、音樂會，培養對美的感知力。



自然科 –四年級學校日簡報



上課方式



上課方式

1.老師講解

搭配課本與補充教材進
行教學

2.個人練習

配合單元概念練習 習
作與學習單

3.小組討論

小組討論，同儕彼此
學習

4.上台報告

發表學習成果，深化
學習

5.實驗操作

操作實驗，做中學習，
驗證科學原理



評量方式



評量方式

習作練習

課堂表現 : 紙筆評量 :

40
%

課堂表現
小組參與、發言、
實驗表現、報告、
組長、小老師

平時測驗20
%

期中評量
期末評量

40
%

( 每次考試
20% )

額外加分



課程安排



課程規劃

1~4 週01

02 04

03
時間的測量

5~8 週
水的移動

11~14 週

昆蟲家族

14~17 週
奇妙的電路

9、10、18、19 週 複習與評量05



防疫工作 規劃



每日定期消毒桌面、地板

窗戶門窗開啟通風

下課時間至戶外通風處休憩

防疫工作



運動能讓孩子健康快樂的成長

江瑛華 老師



認真、負責、合作、流汗

認真—在體育課程中會認真學習。

負責—對於自己的身體健康會勇於負責。

合作—在體育課中學習與同學相互合作。

流汗—在體育課能享受流汗帶來的好處



第一週 體能訓練 第十一週
(暫定5/4)

游泳1

第二週 體能訓練 第十二週 游泳2

第三週 體適能 第十三週 游泳3

第四週 體適能 第十四週 游泳4

第五週 桌球 第十五週 游泳5

第六週 桌球 第十六週 跳箱

第七週 桌球 第十七週 兩人三腳

第八週 籃球 第十八週 兩人三腳

第九週 籃球 第十九週 跳遠

第十週 跳箱 第二十週 跳遠

第二十一周 展望與回顧※游泳課
1.等待教育局公告是否上泳課
2.每週三上午：B班群0845-1010、A班群1030-1200



運動技能:

(游泳、籃球、桌球、兩人三腳)

上課表現:

(學習態度、運動精神)



穿著體育服裝上課

1.學校運動服、吸汗替代服裝

2.包覆性的運動球鞋、毛巾、更換衣服

身體不舒服要主動告知老師

如有特殊事情可用聯絡簿、導師或直接電話聯繫
(江瑛華老師25282814#532)



謝謝大家！

敬請指教！



108學年度下學期

四年級課程



台北市酷課雲

目前正在進行，將孩子加入酷課雲線上課程中
若因新冠肺炎，停課，須利用到線上教學
請點選連結：https://cooc.tp.edu.tw/

帳號：jkes+學號
密碼：身分證後6碼 (預設)
登入之後會請您更改密碼：@@+學號
本周3/6(五)部分學生已經更改
預計3/13(五)全部學生更改完畢，並加入課堂

有其他相關問題請聯繫我：宋定遠 alex830517@stu.jkes.tp.edu.tw

https://cooc.tp.edu.tw/
https://cooc.tp.edu.tw/


Google

應
用
程
式

 認識Gmail、雲端硬碟、地圖等應用

 撰寫一封信，內嵌檔案、圖片、連結



PHOTO

IMPACT

 認識Photo Impact介面

 利用程式內建功能，編輯影像



Blockly

Game

 應用積木拼圖完成任務

 撰寫簡單英文積木程式執行積木



課程作品(70%)：撰寫信件(20%)、雲端應用(20%)
Photo Impact作品(20%)、程式積木撰寫(10%)

學習態度(30%)：熱心協助同學、遵守電腦教室規則、上課態度秩序

課程評量



感謝聆聽



Semester 2

With Teacher Jalpa

Grade 4 Humanities’ 

Class

外師綜合活動



外師綜合活動

This semester (February to July 2020) we will have lessons about:

這個學期 (二月至七月 2020) 我們會有課程:

G4 TOPICS COVERED:

4年級課題:

Winter Break Review     寒假回顧 + 

中國新年 (Holidays discussions and CNY 

celebrations)

Geography: Taipei, Taiwan, Asia, The 

World 地理:台北,台灣,亞洲,世界
(Famous landmarks and cities within Taiwan and 

the rest of the world) 

Safety:  walking, cycling, MRT, 

Riverside 安全:步行, 騎腳踏車, 台北
捷運 , 河濱公園 (Street safety and being 

safe while using the MRT and riverside)

Friendship: 友誼 (what makes a good 

friend and why friends are important)

Children’s Day 春節+兒童節 – (Art 

project)

Mother’s Day Project - 母親節
(Making mother’s day cards and 

poems)

Puppet Show project    木偶戲活
動 (Rumpelstiltskin with puppets for final 

performances)

https://www.google.co.uk/url?sa=i&rct=j&q=&esrc=s&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0ahUKEwjk89CU7d7RAhXDnZQKHTABBuEQjRwIBw&url=https://clipartfest.com/categories/view/361a44bb4e0536d009d594fd4d1cf16169a12484/clipart-kids-riding-bike.html&psig=AFQjCNFvJXYjRjwoRDQ0-suajUXvu3XHFw&ust=1485487152927833


Assessments

It is very important for you to 

encourage your children to: 

請鼓勵您的孩子：

• Honestly assess their progress 

this year. 

誠實地評估今年的進展

• Try their best. 盡力而為

• Participate in and complete 

the activity. 參與並完成活動。

• Discuss my assessment of their 

progress with you. 

討論我對他們與你的進展的評
估

The assessments will 

take place at the end 

of each semester. 

評估將在每個學期結束
時進行。

This assessment is more of a self 

assessment for the students. I will have a 

discussion with the students about what I 

think about their progress for the whole 

year. 



外師綜合活動

In this class we expect students to:

評量內容:

 Participate      活動參與

 Behave well     良好的行為

 Try to use English    嘗試用英文

 Try to complete all work  嘗試完成所有工作

Work well with other students 與其他學生合作

EXPECTATIONS

http://www.google.co.uk/url?sa=i&rct=j&q=&esrc=s&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0ahUKEwiguuuhlfzOAhWIoJQKHdr5AGUQjRwIBw&url=http://worldartsme.com/girl-in-class-clipart.html&psig=AFQjCNFJh-FcAq_-DdHRLVulg7f-Bi_QVA&ust=14733001649383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