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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學年度下學期



 能邊聽邊記，再歸納出條理清晰的重點。 ➜ 聽、寫

 討論時，能善用有條理的語言回應並表達想法。 ➜ 聽、說

 能運用技巧，針對主題口述發表。 ➜ 說

 能認識造字原理，理解字義。➜ 讀

 能掌握外形，寫好國字。 ➜ 寫

 寫好符合結構原則的毛筆字。 ➜ 寫（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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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寫

 能認識說明文及議論文的特色及寫作方法。 ➜ 讀

 能進行資料剪輯、摘要和整理。 ➜ 讀、寫

 能應用續寫及縮寫的寫作方式。 ➜ 寫（作文）

 能從內容、詞句方面，修改自己的文章。 ➜ 寫（作文）



寫作文體 配合單元

議論文
第一單元機智的故事

談○○

記敘文
第二單元藝術天地

我最難忘的一首歌

說明文
第三單元問題與答案

自訂

詩歌
第四單元感受自然

校園景致



108學年度下學期



能用閩語說出課文中臺灣古地名及民俗藝品名稱。

能用閩語說出八種常見童玩與遊戲。

能用閩南語講出五句台灣俗、諺語。



數學領域(南一)
單元 學習重點

一、數與計算

1.第一單元、分數的乘法

(1) 解決帶分數乘以整數的問題。
(2) 解決整數乘以分數的問題。
(3) 解決分數乘以分數的問題。
(4) 在分數乘法中，察覺被乘數、乘數和積的關係。
(5) 解決分數除以整數的問題。

2.第二單元、小數的乘法

(1)能理解多位小數的整數倍的計算，並解決生活中的
計算問題。
(2)能解決生活中整數乘以小數的直式乘法問題。
(3)能解決生活中小數乘以小數的直式乘法問題。
(4)理解小數乘法中，被乘數、乘數和積的關係。

3.第五單元、整數、小數
除以整數

(1)能用直式解決整數除以整數，商為三位小數以內，
沒有餘數的計算。
(2)能用直式解決小數除以整數，商為三位小數以內，
沒有餘數的計算。
(3)能做簡單分數、小數互換，解決生活上的問題。



數學領域
單元 學習重點

一、數與計算

4.第八單元、比率和百分
率

(1)能由生活情境中的問題，理解比率和百分率。
(2)能解決生活中與百分率有關的問題。

5.第十單元、怎樣列式 (1)能從問題中分析題意，用符號表示未知數。
(2)能將整數單步驟的具體情境列成含有未知數符數的
算式。
(3)能解釋算式、求解並驗算。



數學領域
單元 學習重點

二、量與實測

5.第六單元、生活中的大單
位

(1)能認識公噸。
(2)能認識公噸和公斤的關係，並利用此關係進行整數
和小數的換算和計算問題。
(3)能認識公畝、公頃和平方公里。
(4)能認識平方公尺、公畝、公頃和平方公里相互間的
關係，並利用此關係進行整數和小數的換算和計算問
題。

6. 第九單元、容積和容量

(1) 認識體積和容積的關係。
(2) 了解正方體、長方體容積的求法。
(3) 認識容積、容量的關係。
(4) 了解不規則物體體積的算法。



單元 學習重點

三、圖形與空間

1.第三單元、扇形

(1)認識扇形和圓心角。
(2)認識1/2圓、1/3圓、1/4圓、1/6圓…….的扇形。
(3)繪製扇形。
(4)扇形的應用。

2.第四單元、正方體和長
方體

(1) 了解正方體和長方體中構成要素的異同。
(2) 能計算正方體和長方體的表面積。
(3) 了解正方體和長方體的體積公式與應用。
(4) 認識立方公尺的意義，並了解立方公分與立方公尺
間的關係及換算。

3.第七單元、柱體、錐體
和球體

(1)能透過實物、圖片的操作與分類，辨識柱體和錐體。
(2)能透過觀察與操作，了解柱體和錐體的組成要素與
性質。
(3)能透過組成要素的比較，了解角柱和圓柱的異同，
及其要素間的關係。
(4)能透過組成要素的比較，了解角錐和圓錐的異同，
及其要素間的關係。
(5)認識球體。



期中:第一至第五單元、
加油小站一

期末:第六至第十單元、
加油小站二

定期評量



五年級社會領域報告

2020.03.06

姜秀潔老師(5A)

胡雯淋老師(5B)



五年級社會領域 教學重點
【歷史】
1.能瞭解清代治臺政策和對臺灣社會文化發展的
影響。

2.能認識清末積極建設臺灣的背景和措施。
【經濟】
3.能理解影響生產和消費的因素，並學習如何正
確評估，做出最佳的決策。

4.能有正確的投資理財觀並瞭解適當的消費習慣。
【地理】
5.能探討臺灣常見自然災害發生的原因與因應方
法。

6.能知道臺灣的資源以及面臨的環境議題。



• 紙筆測驗： 期中評量(第1~3單元)

+ 期末評量(第4~6單元)

40%

• 多元評量： 平時小考

+ 習作、作業、學習單

+ 上課參與發表與討論

+ 上課態度

+ 小組報告

60%

社會領域 評量方式



 約四月初分組、選擇主題(臺灣的自然災害)

 報告重點及注意事項

以整理課本第五單元內容為基本

可用電子檔或書面海報呈現。

包含主要內容(自然災害的原因、影響、解決或避難
方式等)、資料來源、補充資料…
若以電子檔呈現：10張以內PPT(含封面)，文字需整理，
一頁最好不超過80字。

若以書面海報呈現：1~2張全開海報，可附圖片輔助說
明。

小組分工合作

第13週(5/18)起開始進行口頭報告，每組10~15分鐘

本學期的小組口頭報告



培養理財觀念不僅是紙上談兵，日常生活中
請爸媽協助：

1.和家人一起購物時，教導孩子如何消費。
2.幫助孩子瞭解哪些物品是需要？哪些是想要？
以強化孩子的控制物慾的能力。

3.教導孩子能運用自己的零用錢，並學習記錄
自己的花費。

4.引導孩子學會判斷商品廣告的真實性。

(會請孩子在上課時間針對主題口頭分享)

請親愛的家長協助



本學期會介紹許多清代留下的建築或文物，如遇假日休閒活動，
且衡量疫情，提供爸媽能帶孩子繼續學習的戶外場所(以北
北基為例)：

1.隘門(芝山岩) 課本P.13
2.瑠公圳(臺灣大學校園附近) 課本P.15
3.三峽祖師廟 課本P.20
4.板橋林本源園邸 課本P.20
5.艋舺 & 龍山寺 課本P.16、22~23
6.淡水牛津學堂、滬尾偕醫館 課本P.28
7.大同區保安宮 & 貴德街 課本P.19 & 27
8.基隆二沙灣砲臺、獅球嶺隧道 課本P.32、33
9.騰雲號火車頭(二二八和平公園) 課本P.33

(上課時願意分享經驗的孩子採取額外加分的獎勵)

請親愛的家長協助



姜秀潔(任教501、502、503社會)

學校分機: 532

E-mail: show@mail.jkes.tp.edu.tw

胡雯淋(任教504、505、506社會)

學校分機: 333

E-mail:linda34545@mail.jkes.tp.edu.tw

聯絡方式



~期望讓學科內容融入實際生活~

您的關心及參與

是孩子的福氣！



108下學期 五年級
自然與生活科技
學校日課程報告

自然科任教師 馮裕婷、李美芳



課程報告流程

1.各單元教學內容

2.科展

3.評分方式

4.請家長配合事項



第一單元 璀璨的星空

透過活動，認識星星有大小、明亮、顏色的差異，是會發光、發

熱的恆星。

實際操作星座盤，尋找當天夜晚可以在天空中觀察到的星星。

實際操作星座盤，並記錄星星一天的位置變化。

對照實際星空圖，認識北斗七星和仙后座與北極星的相對位置。

知道不同季節出現的星星不一樣,並認識春季大三角、夏季大三角、

秋季四邊形、冬季大三角。



第二單元 水溶液

透過自然蒸發水分的方式，取回食鹽水中的食鹽。
認識石蕊試紙並用來檢驗水溶液的酸鹼性。
指導製作紫色高麗菜汁，並滴入已知酸鹼性的水溶
液，以用來檢驗水溶液的酸鹼性。
藉由酸性水溶液和鹼性水溶液混合活動，發覺混合
後的水溶液酸鹼性質會產生變化。
透過實驗操作，發現不同的水溶液的導電性有差別。



第三單元 動物大觀園

察覺動物的運動方式與構造關係。

了解動物的求生、避敵、禦敵和社會化行為。

觀察動物親代與子代的特徵，知道有些特徵
會遺傳給下一代。



第四單元 防鏽和食品保存

透過實驗，驗證鐵製物品生鏽的
原因，並且觀察到鐵生鏽的現象。

利用放大鏡觀察滋生在食品上的
微生物，及了解微生物對生活的影
響。



科展作業時程表

科展的成績計算列入下學期。沒交作業的孩子可
以補交，上學期科展已達到一定規模的孩子就繼
續增加或修改內容。(老師上課會說明作業內容)

(一)3/23~3/31

繳交書面資料:含題目、研究動機、研究目的、研
究步驟(最少3個實驗)。

(二)5/4~5/8呈現實驗的照片和說明實驗內容

(三)七月初呈現完整實驗數據和結論



評分方式

 平時成績 60%

 作業（習作、學習單、科展）

 四次複習考

 上課態度及參與討論

 定期評量40%

 期中評量 20%、期末評量 20%



家長配合事項

請協助督導孩子帶齊上課所需
課本、習作、文具和實驗器材。

養成課前預習、課後複習的良
好習慣。

用心並準時完成習作、學習單。

作業、考卷訂正並簽名。



若對課程有相關疑問或建議
可利用下列方式聯絡

 裕婷老師 252828分機311

 purple101101@mail.jkes.tp.edu.tw

 美芳老師 252828分機311

 bee6389@mail.jkes.tp.edu.tw



108學年度第二學期學校日
五年級音樂課程教學

李祥菁老師
(APPLE 老師)



教學重點
音感:感知三連音及切分音節奏(鳳陽花鼓)。

認譜:辨識C、F、G大調音階。

演唱:頭腔發聲、視唱；3度、5度和聲曲調。

演奏 :直笛二部曲、打擊樂器頑固伴奏。

創作 :創作四小節樂句(含三連音、切分音)。

欣賞 :西方~認識3位作曲家普羅柯菲夫、貝多芬、蕭邦；

東方~作曲家黃友棣、臺灣本土歌謠。



具體指標
◎【演唱】：能唱準上下行八度音。

◎【演奏】：能與他人樂器合奏。

◎【創作】：能用三連音或切分音型創作曲調。

◎【欣賞】：能認識管弦樂團並分辨樂器音色所代表的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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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行事
5月份 合唱團、管樂團招生報名(詳見校外公告)

★ APPLE老師 (O)：2528-2814 分機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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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削筆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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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年級課程介紹

手與光影

典藏藝術瑰寶

紙孔版

動物陶公仔

探索中國水墨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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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年級英語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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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no on the Go 6

英語週 Quiz Show

全班教學：１節 (自編)

字母拼讀複習

英語週 + 英語繪本



Materials
Dino on the Go 6

聽/說：能以正確的發音及語調進行基本英語對話

讀/寫：能閱讀短文並以習得之句型書寫句子

Grade Listening/Speaking Reading/Writing

G5 50% 50%



單元 主題 主要句型 字母拼讀

SU -- What can we do in the park?
a_e
ai
ay

U1 星期
What day is today?  It’s Wednesday.
Is it Monday today?  Yes, it is.
No, it isn’t. It’s Tuesday.

e_e
ee
ea

U2
三餐
與
點餐

What do you want for dinner?
I want some noodles.
What does he / she want for dinner?
He / She wants a hamburger.

i_e
ie
y

U3
學校
課程

Do you have PE class on Monday?  Yes, I do.
No, I don’t. I have English class.
Does he / she have PE class on Monday?
Yes, he / she does.
No, he / she doesn’t. He / She has art class.

o_e
oa
ow

U4
物品
與
主人

Whose cap is this/that?  It’s my cap.
Whose glasses are these/those?
They’re Tom’s glasses.

u_e
ew
ue



Materials
Phonics Review

字母拼讀：聽音拼字，識字讀音

英語週：謎語體裁的閱讀理解

英語繪本：閱讀仿作

Phonics Reading

Phonics Review Short Story



Evaluation
評量方式
 ４０%

 W10 期中評量：Starter ~ Review 1

 W13 英語週：Quiz Show (不計分)

 W19 期末評量：Unit 3 ~ Review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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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動能讓孩子健康快樂的成長

501~503 江瑛華 老師
504~506 朱英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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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樂樂棒球 第十五週 游泳5

第六週 樂樂棒球 第十六週 籃球

第七週 籃球 第十七週 陀螺

第八週 籃球 第十八週 樂樂棒球

第九週 跳高 第十九週 樂樂棒球

第十週 跳高 第二十週 樂樂棒球

第二十一周 陀螺※游泳課
1.等待教育局公告是否上泳課
2.每週五上午：B班群0830-1000、A班群1020-1150



運動技能:

(游泳、籃球、樂樂棒球、跳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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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英偉老師25282814#124、江瑛華老師25282814#532)



謝謝大家！

敬請指教！



臺北市松山區健康國民小學108學年度下學期

資訊課程概述
健康國小資訊組長 黃思嘉



本學期課程內容

1 2 3

音訊剪輯

照片MV剪輯

ScratchAudacity Photo Story

兒童程式語言





初階 Scratch 課程



評量方式

學習態度

30%
出缺勤、努力程度

課堂任務

20%

課堂作品

50%
* 非常好色25%
* 小畫家25%



Q & A

黃思嘉
omiga629@mail.jkes.tp.edu.tw

2528-2814 轉118

mailto:omiga629@mail.jkes.tp.edu.tw


綜合領域



綜 合

1.英語課程：外聘講師進行協同教學。

2.情緒教育：情緒課程講座

3.兒童節慶祝活動

4.戶外探索體驗活動 (大地遊戲、野炊體驗、山訓課程……)

5.配合處室宣導活動-防災演練、交通安全、特教宣導、健康教育、營養教育、口腔衛生保健、
法治教育……。

 1.於參與活動時，探索並表現自己在團體中的角色。（自我探索）配合第二、四單元

 2.能運用生活中的各種資源幫助自己並支援他人。(生活經營)配合第一單元

 3.在活動中，尊重並關懷不同的族群。（社會參與）配合第三單元

 4.參與計畫並從事戶外活動，從體驗中尊重自然及人文環境。（保護自我及環境）配合第五單元



Semester 2

With Teacher Jalpa

Grad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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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5 TOPICS COVERED:

5年級課題:

Winter Break Review     寒假回顧 + 中國新
年 (Holidays discussions and CNY celebrations)

Personal Safety and Awareness 人身安全
和意識 – (Discussions and dialogue – how to be 

safe)

Space and Aliens    外太空和外星人
(speaking activities and quizzes)

Family   家庭 (Different types of families)

Emotional Control   情緒管理 (Positive and 

negative emotions)

The Environment  環境: 問題,環境, 污染
(Climate change, extreme weather and recycling)

Camping   露營(G5 camping trip)

Music Appreciation     古典音樂賞析
(Various genres of music and instruments)

Holidays: planning and role-play   假日規
劃和假日角色扮演 (Planning a vacation, 

booking a flight & hotel, dialogue and role-play)

Dragon Boat Festival    端午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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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學期重要行事

 2/28-3/1 和平紀念日，放假三天

 3/9起，多語文競賽開始

 4/2-4/5 兒童節/清明節，放假四天

 游泳週： (依教育局來文公告)

 4/28~5/1 期中評量週

 5/11 陶藝課程開始

 5/13 兒童節活動/園遊會

 5/18-5/22 英語週活動

 5/25-5/26 戶外探索體驗活動

 6/20(六)補上6/26(五)的課

 6/25-6/28端午節，放假四天

 7/1~7/3 期末評量週

 7/14(二)結業式(上整天課)

 7/15暑假開始(8/31開學日)



班級支出費用預估

• 影印費 50元(預估)

• 英語適性教學 427元

• 護童費 320元 (有弟妹者不用繳交)

• 冷氣費 300元(預估)

• 聯絡本 40元

• 數學練習簿 35元

• 社會練習簿 35元

• 自然練習簿 35元

• 合計約 1242元/每生

此為全學年共同預估，各班實際狀況不同，

再請各班導師與家長討論並決議收費款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