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8-2六年級學校日資料



國語文領域
教學計劃



學
期
能
力
指
標

聆聽後能摘要記下重點，培養做筆
記的習慣。

討論時能有條理的陳述個人主張，
他人表達時專心聆聽，並尊重意見
差異。

即席演講及發表時，能善於援引事
例、言例，提升發言的說服力。

能認識造字原理，並區辨不同語境
的字義使用。

能活用方法寫出正確國字，寫出具
有行氣的作業。

能欣賞中、晚唐楷書碑帖，並運用
結構原則寫好毛筆字。

能依文體特色劃分文章的段落，
擷取要點。

能分析標題、掌握大意，寫出精
確的篇章主旨。

能運用「自我提問」及「比較」
的閱讀方法，深入理解文章內容，
提高閱讀的效果。

能善用修辭方法及各類句型寫作。

能從審題、立意、選材、安排段
落等步驟完成內容具體的成篇文
章。



數學領域
教學計劃





綜合領域
學校日重大活動



週次 日期 學校行事 學年重要活動

一 2/23~2/29 2/25開學日 2/25~26社團第三階段選課

二 3/1~3/7 3/3拍證件照

三 3/8~3/14 3/9社團開始

四 3/15~3/21

五 3/22~3/28

六 3/29~4/4
4/2~3兒童節假期

七 4/5~4/11
4/7複合式防災演練

八 4/12~4/18 4/17升學輔導(參觀鄰近國中)

九 4/19~4/25

十 4/26~5/2
期中評量週

十一 5/3~5/9
5/9管樂團20週年校慶音樂會(中山堂)

十二 5/10~5/16
5/13兒童節園遊會 六年級設攤位

十三 5/17~5/23
5/18~5/22英語週活動

十四 5/24~5/30

十五 5/31~6/6

十六 6/7~6/13 6/12畢業音樂學習發表會

十七 6/14~6/20
6/19社團結束 6/20補上班(課) 6/16~6/18畢業考週

十八 6/21~6/27
6/25端午節

十九 6/28~7/4
7/2畢業典禮 7/2中午放學、晚上畢業典禮

二十 7/5~7/11
期末評量週

二十一 7/12~7/18
7/13課後班結束 7/15暑假開始

重要 8/31開學日



六年級社會領域報告

2020.03.06



六年級社會領域 教學重點

1.能認識人類社會的主要宗教，並瞭解過去與現代世
界主要文化和特色。

2.能理解國際競爭與衝突，以及主要國際組織，建立
世界公民的意識。

3.能瞭解科技發展的危機與立法規範的必要，以及E
臺灣永續發展的願景。

4.能認識地球村的概念，以及全球面臨的問題與發生
的原因，並思考其對策與做法。



社會領域 評量方式

• 紙筆測驗： 期中評量 (第一、二單元)

+ 期末評量 (第三、四單元)

40%

• 平時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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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約四月初分組、選擇主題(地球村的議題)
• 報告重點及注意事項
以整理課本4-2、4-3內容為基本
可用電子檔或書面海報呈現。
包含主要內容、資料來源、補充資料…
若以電子檔呈現：15張以內簡報檔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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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親愛的家長協助

1.請爸媽陪伴孩子盡量每天收看新聞，從一開始設
定收看播放的前五分鐘，期望期末能進展到十分
鐘(每天不限定電視臺)。
在多元議題及視角的激發下，學會關心時事，具
備每個人都是世界公民的意識。

2.多和孩子討論國際相關議題，例如：傳染疾病對
各國的影響、國際競爭的衝突、文化交流與創新、
國際重要組織工作內容、科技對生活的影響、世
界的環境與人權問題…等。

(會請孩子在上課時間針對主題口頭分享1~3分鐘)
~讓學科內容融入實際生活~



姜秀潔(任教601、602、603社會)

學校分機 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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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麗萍(任教604、605社會)

學校分機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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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祐璇(任教606社會)

學校分機 143

E-mail: olivia333@mail.jkes.tp.edu.tw

聯絡方式



108學年度第二學期學校日
六年級 音樂課程教學說明

任課老師:黃燕婷老師

2528-2814分機543



一、教學重點:

1.【演唱】:換聲區轉換、畢業歌曲、斷音唱法、上下行四度、二部和聲。

2.【演奏】:直笛吹奏(高音fa.sol.la)、旋律及節奏樂器合奏。

3.【認譜】:反覆(始)記號、五聲音階、a小調音階

4.【創作】:變奏曲節奏創作、旋律創作。

5.【欣賞及表演】:中西民謠、表演肢體、音樂會禮儀等總結所有音樂元素呈現。



二、具體指標

1.【演唱】能唱準相對音高的四度音程。

2.【演奏】能演奏一首a小調樂曲。

3.【創作】能創作八小節的樂曲。

4.【欣賞】能合宜地使用音樂語彙描述音樂作品及表現，

以分享美感經驗。



1.方式：演奏、演唱、表演、創作、
紙筆等(70%)及學習觀察
(30%)

2.觀察包含學習精神態度、學用品攜帶
情況。

三、 評量內容



•上學期教學重點:體驗~感知 音樂

•下學期教學重點:實踐~總結 呈現

四、畢業音樂學習成果展 課程說明

任何的藝術創作不論好或不好，都是在滋養靈魂，
使靈魂成長的方式，就是----just do it



• 因武漢肺炎疫情，考量全校親師生的健康，畢音音樂成果發表會
將依據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發佈情況做調整，屆時若有更動，
請家長知悉及理解。

• 目前資訊如下:

1.個人節目甄選上傳時間調整為: 3/13(五)16:00以前

2.個人節目4/10公布入選名單

3.畢業音樂成果日期暫訂:6/12(五)

4.考量群聚問題地點暫訂:三樓活動中心

5.其餘相關細節將視屆時疫情發展另行公布

畢業音樂成果發表會說明



五、 配合及傳達事項
演出不是一蹴即成，請家長”不時” 叮嚀參加
的孩子練習。學習過程也請給予孩子鼓勵，以欣
賞角度看待，過程比成果更為重要，這才是最重
要的核心價值。

因應各班大團體節目不一，將會視練習需要，若
有需中午練習加強，敬請見諒。

表演若需準備道具，麻煩請家長協助購買或準備。
(預算已分別告知導師)



108下學期 六年級
自然與生活科技
學校日課程報告

自然科任教師 黃錫芳、林雨墨



課程報告流程

1. 教學理念與方法

2. 各單元教學內容

3. 評分方式

4. 家長配合事項



教學理念與方法

1. 建立常規：舉手發言、傾聽他人、
安全操作、收拾善後。

2. 分組教學：互相協助、分工合作、
充分參與、解決問題

3. 提高興趣：概念引導、實地觀察、
動手實驗、肯定讚美



各單元教學內容重點



第一單元 力與運動

1.認識生活中有各種不同的力，以及力對物體作用會產生形
狀和運動狀態的改變。

2.探討力的大小對物體的形狀和運動快慢的影響，並且能透
過實驗操作，了解影響物體運動快慢的變因。

3.知道物體重量就是物體所受到的重力，並且能運用物體受
力後形狀改變的情形，使用彈簧做為測量力大小的工具。



第二單元 簡單機械

1. 認識槓桿原理，並且能了槓桿省力或費力的應用

2. 認識輪軸與滑輪的作用方式，以及其原理，並且
能應用於生活中。

3. 察覺齒輪在生活中的應用，並了解其作用方式。

4. 察覺動力可以藉由流體傳送。



第三單元 生物、環境與自然資源

1. 知道地球上有許多不同的棲息環境，並有各式各樣的生物
生活在其中。

2. 認識環境變動如何影響生物的生活，以及生物會如何改變
以適應棲息環境。

3. 認識資源的種類，知道有些資源可能會耗盡，所以要節約
資源。

4. 知道人類活動可能造成環境汙染，而影響資源的永續經營



評分方式

• 平時成績 60%

 作業（習作、學習單）40%

 四次複習考 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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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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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應新冠肺炎防疫工作規劃

•每日以漂白水消毒桌面、抽屜及地板

•窗戶門窗開啟通風

•座位距離盡量拉開

•下課時間至戶外通風處休憩

•勤洗手並注意咳嗽禮節



六年級英語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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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 英語週 InfoCatcher

•全班教學：１節 (自編)
• 字母拼讀複習

• 英語週 + 畢業26問



Materials
Dino on the Go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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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6 50% 50%



單元 主題 主要句型 字母拼讀

SU --
Does she go to the library by bus?
No, she doesn’t.
She goes to the library by bike.

pl, bl,
cl, gl

U1 地點

Where were you yesterday?
I was at the museum yesterday.
Were you at home yesterday?  Yes, I was.
No, I wasn’t. I was at the mall.

cr, gr,
tr, dr

U2
休閒
活動

What did you do yesterday?
I played the piano yesterday.
Did you play basketball yesterday?  Yes, I did.
No, I didn’t. I surfed the Internet yesterday.

sw, sp,
st, sk

U3
季節
與
氣候

What’s your favorite season?
My favorite season is spring.
It’s warm in spring.

Short
Vowels

U4 服裝

How much is the T-shirt?
It‘s ninety-nine dollars.
How much are the pants?
T’hey’re three hundred and fifty dollars.

Long
Vowels



Materials
Phonics Review

• 字母拼讀：聽音拼字，識字讀音

• 英語週：英文字典的自學策略

• 畢業26問：常見句型總複習

Phonics Reading

Phonics Review Short Story



Evaluation
評量方式

• ４０%

• W10 期中評量：Starter ~ Review 1

• W13 英語週：InfoCatcher (不計分)

• W17 期末評量：Unit 3 ~ Review 2, 畢業26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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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學期資訊課
老師：宋定遠



酷
課
雲

貓
咪
程
式

機
器
人

評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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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運算思維
與同學交流
發表創新

設計自己設計獨特遊戲

積木拼圖概念式連結

Scratch



mBlock

從Scratch延生出來的拼圖程式
主要用於編排積木控制機器人
學校將會提供mbot機器人操作

※機器人並不會提供給小孩帶回去



请输入你的题目

酷課雲 10%

01

Scratch 20%

02

mBlock 40%

03

日常評量 30%

04設計出老師指定題目遊戲，並加

以創新。

設計機器人程式，讓機器人完成

指定任務。
修正密碼，成功進入線上課程，

並進行學習。

熱心協助同學、遵守電腦教室規

則、上課態度秩序



視覺藝術/許仲恩 老師 學校分機 531



解構重組
畫

【彩畫】

立體造型
的素描表
現

【線畫】

Logo設計

【版畫】

畢業製作 香包縫製

【立體】

樹的姿態

【水墨】

珍粽再見
祝福卡
【立體】

攜帶
彩繪用具
雙面膠

攜帶
素描鉛筆
HB 2B 4B

攜帶
鉛筆盒
印刷週穿
深色衣服
或帶圍裙

攜帶
鉛筆盒

攜帶
水墨用具

攜帶
彩繪用具
簽字筆
雙面膠



• 星期一美勞教室A會由404班負責消毒

• 星期二美勞教室A會由601班負責消毒

• 星期三美勞教室A會由604班負責消毒

• 星期四美勞教室A會由客語老師帶學生消毒

• 星期五美勞教室A會由606班負責消毒



Semester 2

With Teacher Jalpa

Grad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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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6 TOPICS COVERED:

6年級課題:

Winter Break Review   寒假回顧 + 中國
新年 (Holidays discussions and CNY 

celebrations)

Making Compliments    讚美 (Making and 

receiving compliments – dialogue activity)

Setting Goals    設定目標 (Asking and 

answering questions about personal goals

Vision board project 未來的願景板
(creating a vision board for future dreams)

Foreign Food Culture   外國飲食文化 (Food 

from around the world)

MRT: safety and information notices   捷
運裡的圖案與符號 (MRT etiquette and safety)

Music & International Film Appreciation 

– Bollywood 音樂與國際電影欣賞 - 寶萊塢
(Famous Bollywood songs and Movies)

Moral Dilemmas    良知的困難選擇 (Making 

choices)

Tokyo Olympics 2020 – 2020年東京奧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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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