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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語文領域 定期評量

期中考範圍：第一、二單元+統整活動一、二
期末考範圍：第三、四單元+統整活動三、四



評量指標

聆聽後，能整理並複述說話者所要
表達的意思。

能依主題先思考再公開發表。

學習活動

筆記、課堂聆聽、討論及回應

加強朗讀技能



評量指標

能辨識、應用形近字擴充詞彙，輔
助閱讀。

能正確運筆，寫好書法基本筆畫。

學習活動

減少錯別字(平時作業)

寫好硬筆字(生字甲乙本)

寫好毛筆字(書法)



評量指標

能運用「6W1H法」找出段落大意。

能從文本中找出連結段落的句子。

能讀懂公告、說明類圖文，並應用
在生活中。

學習活動

提升閱讀技巧。

能正確摘取課文段落大意。

班書共讀：從閱讀、討論、發表，
分析主角、故事情節、故事架構賞
析讀物。



評量指標

能依指定主題，運用摹寫技巧，完
成寫作。

學習活動

作文習寫

指導段落寫作。

記敘文練習：寫人、敘事、寫
景

1.日記：練習敘事完整性。

2.語文推理：熟練語詞的使用
時機及句型、句式的變化使用。

3.完整段落書寫：練習介紹參
觀景點發生有趣的事及感想。

4.習作相關造句、句型練習、
四字詞語的造句與短文寫作。





學習一位十位百位數乘以整十有關的直式乘法
問題(單元一)。
學習公升及毫公升（簡稱毫升），並進行估測
和比較計算(單元二)。
學習時間單位及其間的關係，並做同單位時間
量的加減計算(單元三)。
認識面積，並用平方公分板實測和計算圖形面
積(單元四)。
熟練二位數或三位數除以一位數的意義，解決
除法直式計算問題，並解決商是否加1的問題
(單元五)。



認識重量的單位公斤、公克及其相互關係，並
進行重量的實測與估測(單元六)。

學習同分母分數的大小比較，進行同分母分數
的加減法(單元七)。

理解乘法和除法的關係並進行驗算，熟練加除、
減除的事實(單元八)。

學習一位小數的大小比較及加減計算(單元九)。

報讀生活中常見的直接對應（一維）表格及交
叉對應（二維）表格(單元十)。



• 作業安排
• 數課本、習作、隨堂演練、數學作業簿

• 學期評量方式

• 形成性評量(佔60%)

• 上課態度、學習參與、討論發表、習作、作業

簿、平時測驗等為評分依據

• 總結性評量(佔40%)

• 以紙筆測驗(期中、期末考)為主



學習總目標:認識家鄉、探索家鄉的生活與故事

期中評量:第一至三單元；期末評量:第四至六單元

三年級下學期社會內容，主要是擴大範圍至與
學生日常生活十分貼近的家鄉內容(松山區)。

第一單元 家鄉的活動
第1課鄰里生活 第2課鄉鎮市區生活 第3課便利的家鄉生活

第二單元 家鄉的活動
第1課居民總動員 第2課多元的生活面貌

第三單元 家鄉的消費與生活
第1課商店與生活 第2課買東西學問大

第四單元 家鄉風情畫
第1課家鄉的故事 第2課家鄉的特產

第五單元 家鄉的地名
第1課地名的由來 第2課探索家鄉地名

第六單元 守護我家鄉
第1課關懷家鄉的問題 第2課愛護家鄉的活動



1.因教學內容多與學生實際周遭生活有關，故會與
實際家鄉(松山區)活動配合說明及進行。

2.社會課是個與日常時事十分密切的課，故會常配
合現在或過去新聞事件，來進行課程實際案例的
思考。

3.了解家鄉地名及臺灣其他地方地名的由來演變。

4.重視學生對家鄉各類空間分布的了解，如松山區
鄰里分布、松山區重要商家分布、家鄉圖書館的
分布。

5.著重學生分組討論，鼓勵提供多元的想法。

6.開始建立學生針對問題尋找答案的管道及方法。



一、班級自治活動：選舉班級幹部

二、寒假生活分享：分享寒假自主學習成果

三、育藝深遠：參觀美術館

5月1號 9:30-11:30  302和305

6月5號 9:30-11:30 301和304

6月19號 9:30-11:30 303和306 

四、其他課程：家庭教育（搭配社會）、環境教育、

性平教育、性侵害/性騷擾防治教育、交通安全宣導、法治

教育、健康教育、環境教育、營養教育、特教宣導等活動

五、兒童節系列活動：園遊會（5月13日 (三)）

六、EQ課程



108下學期三年級
自然與生活科技課程報告

廖千茹老師 25282814轉142

李美芳老師 25282814轉311

馮裕婷老師 25282814轉311



一、各單元教學內容



各單元教學內容

第一單元蔬菜的成長

 藉由種植、觀察、紀錄常見蔬菜的成長過程

 知道蔬菜成長過程可能出現的問題及解決的
方法



各單元教學內容

第二單元奇妙的水

 藉由觀察、操作，認識水的基本物理性質與三態
的特性差異

 透過物品在水中的浮沉，認識水的浮力



各單元教學內容

第三單元動物的身體和運動

 透過觀察動物的外形及特徵，了解動物的身體
各部位

 知道動物的外形構造不同，運動方式也不同



各單元教學內容

第四單元認識天氣

 藉由觀察、測量、實作，來了解雲、氣溫、
雨量和天氣的關係

 透過討論、紀錄來探討天氣對生活的影響



二、課程進度定期考範圍
第一次定期評量範圍：（109/04/28~05/01）

單元一、蔬菜的成長(課p.4~p.25)

單元二、奇妙的水(課p.26~p.49)

第二次定期評量範圍：(109/07/01~03）

單元三、動物的身體和運動 (課p.50~p.69)

單元四、認識天氣 (課p.70~p.89)

＊ 評量內容包括課本、習作、學習單等



三、評分方式



評分方式

 平時成績 60%(包含以下項目，由任課老師調整說明)

 上課態度

 上課參與（小組討論、發表、實驗……）

 作業（習作、學習單……）

 隨堂評量

 定期評量 40%

 期中、期末評量



請家長協助事項
 習作

1.請協助督導孩子準時繳交作業，並督促訂正。

2.習作每個單元1個成績(登記在每單元的第一頁)，請家長簽

名在成績旁。

3.當天補交不扣分，遲交一天扣5分，作業字體潦草酌予扣分。

 小考
1.各單元結束後，安排1次小考。(會事先通知)

2.考試完畢，孩子訂正後請家長協助簽名。

 實驗小材料準備
1.若需準備材料，會在課程開始前二週左右公布，請協助孩子

準備。



108三下視覺藝術

謝美芬老師
25282814轉531



貼在聯絡簿

★家長簽名：______



陶板刻字:四字座右銘 陶藝課自備口罩、圍裙

請家長一起討論



水墨用具 毛筆一支，可用書法毛筆

梅花盤為水墨畫必用，水彩調色盤不能取代，
希望家長要準備。



水彩顏料
準備12色的水彩，透明
或不透明皆可。

為了清理容易，調色盤
和筆洗教室提供。

三支圓頭水彩筆
(18 、8、2號)

牛頓牌水彩



作品請留存到下學期11月份參加台北市兒童美
術創作。參加複審名單每班增為十名，有送件就
有獲獎機會。

陶板刻字，學生大都選平平安安、大吉大利
……希望家長能幫忙找更有意涵的佳句，或是以
名字其中一字來找成語。

謝謝大家!

提醒



藝文領域~音樂



三下課程重點:
1. 歌唱-發聲、異曲同唱、輪唱
2. 器樂-直笛、節奏樂器頑固伴

奏(含認譜+樂理)
3. 欣賞-故事中音樂配樂的變化。



三下評量指標

1.【演唱】能唱準上下行三度音。

2.【演奏】能用直笛演奏Sol~高Re組
成的樂曲。

3.【創作】能依不同音色創作頑固節奏。

4.【欣賞】能記錄故事中音樂配樂的變
化。



給家長們的建議

鼓勵多聽各類型音樂

多參加各類藝術活動

叮嚀帶齊學用品

直笛請用笛套或塑膠夾鏈袋

裝好，注意衛生。防疫期間會以樂

理及欣賞為主軸，歌唱、直笛其次。



2020/3/4

臺北市松山區健康國民小學
健康與體育領域

三年級體育科任教師

張文遙老師



2020/3/4

•認真、負責、合作、流汗

•認真—在體育課程中不論簡單或困難會認
真的學習

•負責—對於自己的身體健康會勇於負責

•合作—在體育課中我會和同學相互合作

•流汗—在認真上完體育課之後，能享受流
汗帶來的好處

健康體育課的要求



2020/3/4

體育課的課程介紹
•第一至二週 體能訓練(2/24~3/06)

•第三至四週 體適能測驗(3/9~3/20)-坐姿前彎.立定跳遠.仰臥起
坐.800M跑走

•第五至七週 體操(3/23~4/10)－前滾翻

•第八到十週 足球(4/13~5/1)

•第十一至十五週 游泳(5/4~6/5)-提醒孩子們攜帶泳裝、泳帽、
泳鏡，若有特殊情形無法下水請孩子主動告知第

•十六~十七週 民俗體育(6/8~6/19)－跳繩

•第十八至二十週 球類(6/22~7/10)－排球

•第二十一週運動競技及欣賞(7/13~7/14)



2020/3/4

體育課的準備與請託

•穿著體育服裝上課

1.學校運動服.

2.吸汗替代服裝

3.包覆性的運動球鞋

•身體不舒服要主動告知老師

•如有特殊事情可透過聯絡簿、導師、或直
接電話聯繫25282814#532 張文遙老師

•



2020/3/4

謝謝大家！



三年級英語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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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St. Patrick’s Day

英語週 MIP

全班教學：１節 (自編)

Focus on Phonics 5 (紅本)

英語週 + 英語繪本



Materials
eSTA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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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3 60-70% 30-40%



Materials
eSTAR 2
單元 主題 主要句型 生活用語 字母拼讀

SU -- It’s a blue cat. -- -ad, -at

U1 寵物
Is it a bird?
Yes, it is.
No, it isn’t. It’s a cat.

I don’t know.
Let’s play.  OK.

-en, -et

U2
身材
外型

Are you a girl/tall?
Yes, I am.
No, I’m not.

Excuse me.
Are you ready?  Yes.

-id, -ig

U3
家人
介紹

Who’s he/she?
He’s my father.
She’s my mother.

Good morning.
Good afternoon.

-op, -ot

U4 職業
Is he/she a teacher?
Yes, he/she is.
No, he/she isn’t.

Are you OK?  Yes, I am.
Goodbye. See you.

-ug, -ut



Materials
Focus on Phonics 5 (紅本)

複合子音：th, wh, ph, ch, sh, ng, nk

字母拼讀：能辨識字彙的發音

英語週：低年段認識字彙總複習

Phonics Reading

CVC, CVCC Short Sentences



Materials
週 St. Patrick’s Day 聖派翠克節

1 韻文教學 + 單字教學

2 小書創作 + 影片欣賞

3 小書創作 + 影片欣賞

4 用餐禮儀教學

5

用餐禮儀教學

*3/24(二)1:30家長工作坊
餐會工作分配及場地復原說明

*3/25(三)10:30體驗活動-綠色餐會

協助孩子準備綠色裝扮
老師們選出Best Diner與Best Costume各2名







Evaluation
評量方式
 ４０%

 W5 檔案評量：St. Patrick’s Day學習檔案

 W10 期中評量：Starter ~ Unit 1, 拼讀 L1 ~ 2, St. Patrick

 W13    英語週：M1P (不計分)

 W19 期末評量：Unit 2 ~ Review 2, 拼讀 L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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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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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好色

小畫家

Hour of Code



一個小時玩程式 https://hourofcod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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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