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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縣溪口鄉柴林國民小學 109學年度特殊類型教育-巡迴班語文領域國語科課程教學進度總表   設計者： 侯怡岑   
一、教材來源：□自編   ■編選-參考教材康軒四年級   二、本領域每週學習節數：外加 1節     三、教學對象: 

                                                                  教學對象 

學生姓名 年級 障礙類別/程度 學生姓名 年級 障礙類別/程度 學生姓名 年級 障礙類別/程度 學生姓名 年級 障礙類別/程度 

劉○峰 四 學習障礙          

四、核心素養﹑學習重點﹑學年目標 ﹑評量方式 

領域核心素養 領綱學習重點/調整後領綱學習重點 學年目標 評量方式（含調整） 

A 自主行動 

國-E-A2 

透過國語文學習，掌握文本要旨、發

展學習及解決問題策略、初探邏輯思

維，並透過體驗與實踐，處理日常 

生活問題。  

B 溝通互動 

國-E-B1 

理解與運用國語文在日常生 

活中學習體察他人的感受，並給予適

當的回應，以達成溝通及互動的目

標。 

C 社會參與 

國-E-C1 

閱讀各類文本，從中培養是非判斷的

能力，以了解自己與所處社會的關

係，培養同理心與責任感，關懷自然

生態與增進公民意識。 

1. 識字與寫字：劉生具備基本的識字量，但學過的字容易忘記，

同音異字誤用情形較多且有筆畫缺漏的問題，需要一再提醒，

寫字方面字跡多是潦草的。 

選用學習表現： 

4-II-1 認識常用國字至少 1,800 字，使用 1,200 字。 

減量→認識常用國字 1200 字，使用 800 字。 

4-II -2 利用共同部件，擴充識字量。不調整 

4-II -4 能分辨形近、音近字詞，並正確使用。不調整 

4-II -6 掌握偏旁變化和間架結構要領書寫正確及工整的硬筆字。 

簡化→掌握偏旁變化並書寫正確硬筆字。 

選用學習內容 

Ab-Ⅱ-1 1,800 個常用字的字形、字音和字義 

減量→1000 個常用字的字形、字音和字義。 

Ab-Ⅱ-2 1,200 個常用字的使用。 

減量→800 個常用字的使用。 

Ab-Ⅱ-3 常用字部首及部件的表音及表義功能。不調整 

Ab-Ⅱ-4 多音字及多義字。不調整 

Ab-Ⅱ-6 2,000 個常用語詞的使用 

減量→1000 個常用語詞的使用。 

1. 認識並正確書寫常用字

語常用語詞。 

2. 能利用共用部件，分辨形

近字詞，分辨音近字，擴

充識字量。 

 

1. 採多元評量之方

式，採課程本位評

量、實作評量、問

答及觀察來評定

學習成果。 

2. 提供巡迴班定期

考查成績。 

3. 依 IEP討論及特

推會決議評量調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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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學期課程內涵： 
 

第一學期 

週次 單元名稱/學習內容 週次 單元名稱/學習內容 週次 單元名稱/學習內容 

一 部件字組字練習(一) 

第一課到第七課 

1部件字指認 

2簡化語詞指認 

3簡化語詞組合 

4簡化語詞輸出練習 

 

八 部件字組字練習(二) 

第八課到第十四課 

1部件字指認 

2簡化語詞指認 

3簡化語詞組合 

4簡化語詞輸出練習 

十五 字族生字分類與造詞(一) 

語詞應用練習與釋義(一) 

第一課到第十四課 

1字族生字分類 

2字族生字造詞 

3語詞造句 

4語意義意指認 

二 九 十六 

三 十 十七 

四 十一 十八 

五 十二 十九 

六 十三 二十 

七 十四 二十一 

 

第二學期 

週次 單元名稱/學習內容 週次 單元名稱/學習內容 週次 單元名稱/學習內容 

一 部件字組字練習(三) 

第一課到第七課 

1部件字指認 

2簡化語詞指認 

3簡化語詞組合 

4簡化語詞輸出練習 

 

八 部件字組字練習(四) 

第八課到第十四課 

1部件字指認 

2簡化語詞指認 

3簡化語詞組合 

4簡化語詞輸出練習 

 

十五 字族生字分類與造詞(二) 

語詞應用練習與釋義(二) 

第一課到第十四課 

1字族生字分類 

2字族生字造詞 

3語詞造句 

4語意義意指認 

二 九 十六 

三 十 十七 

四 十一 十八 

五 十二 十九 

六 十三 二十 

七 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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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縣溪口鄉柴林國民小學 109學年度特殊類型教育-巡迴班數學領域數學科課程教學進度總表  設計者： 侯怡岑   
一、教材來源：□自編   ■編選-參考教材翰林四年級   二、本領域每週學習節數：外加 1節     三、教學對象:  

                                                                  教學對象 

學生姓名 年級 障礙類別/程度 學生姓名 年級 障礙類別/程度 學生姓名 年級 障礙類別/程度 學生姓名 年級 障礙類別/程度 

劉○峰 四 學習障礙          

四、核心素養﹑學習重點﹑學年目標 ﹑評量方式 

領域核心素養 領綱學習重點/調整後領綱學習重點 學年目標 評量方式（含調整） 

A自主行動 

數-E-A2 

具備基本的算術操作能

力、並能指認基本的形

體與相對關係，在日常

生活情境中，用數學表

述與解決問題。 

B溝通互動 

數-E-B2 

具備報讀、製作基本統

計圖表之能力。 

C社會參與 

數-E-C2 

樂於與他人合作解決問

題並尊重不同的問題解

決想法。 

 

1. 數與量：劉生在計算式上沒有太多困難，但是在應用題上需要簡化

設計生活情境以協助理解。 

學習表現： 

n-II-1理解一億以內數的位值結構，並據以作為各種運算與估算之基礎。 

n-II-2熟練較大位數之加、減、乘計算或估算，並能應用於日常解題。 

n-II-3理解除法的意義，能做計算與估算，並能應用於日常解題。 

n-II-4解決四則估算之日常應用問題。 

n-II-5在具體情境中，解決兩步驟應用問題。 

n-II-6理解同分母分數的加、減、整數倍的意義、計算與應用。認識等值分

數的意義，並應用於認識簡單異分母分數之比較與加減的意義。 

n-II-7理解小數的意義與位值結構，並能做加、減、整數倍的直式計算與應

用。 

n-II-8能在數線標示整數、分數、小數並做比較與加減，理解整數、分數、

小數都是數。 

n-II-9解長度、角度、面積、容量、重量的常用單位與換算，培養量感與估

測能力，並能做計算和應用解題。認識體積。 

n-II-10理解時間的加減運算，並應用於日常的時間加減問題。 

 

1. 能讀寫至 1-10000000 的數值

並能進行計算與比較。 

2. 能熟悉辨別比較各類分數，且

進行通分計算。 

3. 能熟悉辨別比較各類小數，且

進行加減計算。 

4. 能熟悉整數的四則混合計算能

力原則知道運算的技巧計算。 

5. 能正確熟悉度長度、重量、容

量等度量衡單位並進行計算。 

6. 認識概數並熟悉各種進位法與

計算。 

7. 能辨識幾何圖形並計算周長與

面積以及體積 

8. 能報讀圖表，利用圖表的訊息

進行紀錄或判讀。 

9. 能具備使用操作量角器並正確

量出角度。 

1. 採多元評量之方

式，採課程本位

評量、實作評

量、問答及觀察

來評定學習成

果。 

2. 提供巡迴班定期

考查成績。 

3. 依 IEP討論及特

推會決議評量調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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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內容： 

N-4-1一億以內的數：位值單位 「萬」、「十萬」、「百萬」、「千萬」。建立應

用大數時 之計算習慣，如「30萬 1200」與「21萬 300」的加減法。 

N-4-2較大位數之乘除計算：處理乘數與除數為多位數之 乘除直式計算。教

師用位值的概念說明直式計算的合理性。 

N-4-3題：兩步驟應用問題（乘除，連除）。乘與除、連除之應用解題。 

N-4-4解題：對大數取概數。具體生活情境。四捨五入法、無條件進入、無

條件捨去。含運用概數做估算。近似符號「≈」的使用。 

N-4-5同分母分數：一般同分母分數教學（包括「真分數」、「假分數」、「帶

分數」名詞引入）。假分數和帶分數之變換。同分母分數的比較、加、

減與整數倍。 

N-4-6等值分數：由操作活動中理解等值分數的意義。簡單異分母分數的比

較、加、減的意義。簡單分數與小數的互換。 

N-4-7二位小數：位值單位「百分位」。位值單位換算。比較、計算與解題。

用直式計算二位小數的加、減與整數倍。 

N-4-8數線與分數、小數：連結分小數長度量的經驗。以標記和簡單的比較

與計算，建立整數、分數、小數一體的認識。 

N-4-9長度：「公里」。生活實例 之應用。含其他長度單位的換算與計算。 

N-4-10角度：「度」（同 S-4-1）。量角器的操作。實測、估測 與計算。以角

的合成認識 180 度到 360度之間的角度。「平角」、「周角」。 指定角度

作圖。 

N-4-11 面積：「平方公尺」。實測、量感、估測與計算。 

N-4-12體積與「立方公分」：以具體操作為主。體積認識基於 1 立方公分之

正方體。 

N-4-13解題：日常生活的時間加 減問題。跨時、跨午、跨日、24 小時制。

含時間單位換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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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空間與形狀：劉生需以操作活動來了解角度的測量與計算。 

學習表現： 

s-II-1 理解正方形和長方形的面積與周長公式與應用。 

s-II-2 認識平面圖形全等的意義。 

s-II-3 透過平面圖形的構成要素，認識常見三角形、常見四邊形與圓。 

s-II-4 在活動中，認識幾何概念的應用，如旋轉角、展開圖與空間形體。 

學習內容： 

S-4-1角度：「度」（同 N-4-10）。量角器的操作。實測、估測與計算。以角

的合成認識 180 度到 360 度之間的角度。「平角」、「周角」。 指定角

度作圖。 

S-4-2解題：旋轉角。以具體操作為主，並結合計算。以鐘面 為模型討論從

始邊轉到終邊所轉的角度。旋轉有兩個方向：「順時針」、「逆時針」。「平

角」、「周角」。 

S-4-3正方形與長方形的面積與周長：理解邊長與周長或面積的關係，並能

理解其公式與應用。簡單複合圖形。 

S-4-4體積：以具體操作為主。在活動中認識體積的意義與比較。認識 1 立

方公分之正方體，能理解並計數正方體堆疊的體積。 

S-4-5垂直與平行：以具體操作為主。直角是 90度。直角常用記號。垂直於

一線的兩 線相互平行。平行線間距離 處處相等。作垂直線；作平行線。 

S-4-6平面圖形的全等：以具體操作為主。形狀大小一樣的兩圖形全等。能

用平移、旋 轉、翻轉做全等疊合。全等圖形之對應角相等、對應邊相

等。 

S-4-7三角形：以邊與角的特徵認識特殊三角形並能作圖。如正三角形、等

腰三角形、直角三角形、銳角三角形、鈍角三角形。 

S-4-8四邊形：以邊與角的特徵（含平行）認識特殊四邊形並能作圖。如正

方形、長方形、平行四邊形、菱形、梯形。 

3. 關係：劉生理解關係較為困難將課程佐以具體情境、生活情境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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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其具體理解。 

學習表現： 

r-II-3 理解兩步驟問題的併式計算與四則混合計算之約定。 

r-II-4 認識兩步驟計算中加減與部分乘除計算的規則並能應用。 

學習內容： 

R-4-1兩步驟問題併式：併式是代數學習的重要基礎。含四則混合計算的約

定（由左往 右算、先乘除後加減、括號 先算）。學習逐次減項計算。 

R-4-2四則計算規律（I）：兩步驟計算規則。加減混合計 算、乘除混合計算。

在四則混合計算中運用數的運算 性質。 

4. 資料與不確定性：劉生可以判讀簡單的資料。 

學習表現： 

d-II-1 報讀與製作一維表格、二維表格與長條圖，報讀折線圖，並據以做

簡單推論。 

簡化→報讀與製作一維表格、二維表格與長條圖，報讀折線圖。 

學習表現： 

D-4-1報讀長條圖與折線圖以及製作長條圖：報讀與說明生活中的長條圖與

折線圖。配合其他領域課程，學習製作長條圖。 

 

 

 

 

 

 

 

 

 

 

五、本學期課程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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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學期 

    

週次 單元名稱/學習內容 週次 單元名稱/學習內容 

1-2週 

單元一 一億以內的數 

位值單位「萬」、「十萬」、「百萬」、「千萬」。建立應用大數

時之計算習慣，如「 30 萬 1200」與「 21 萬 300」的加

減法。 

11-12週 

單元六 整數四則計算 

熟練較大位數之加、減、乘計算或估算，並能應用於日常

解題。 

3-4週 

單元二 整數的乘法 

處理乘數與除數為多位數之乘除直式計算，用位值的概念說

明直式計算的合理性。 

13-14週 

單元七 分數 

同分母分數：同分母分數（包括「真分數」、「假分數」、「帶

分數」名詞引入）。 

5-6週 

單元三 角度 

角器的操作。實測、估測與計算。以角的合成認識 180 度

到 360 度之間的角度。「平角」、「周角」。 

15-16週 

單元八 容量與重量的計算 

重量：「公斤」、「公克」；容量：「公升」、「毫升」。實測、

量感、估測與計算及單位換算。 

7-8週 

單元四 整數的除法 

處理乘數與除數為多位數之乘除直式計算，用位值的概念說

明直式計算的合理性。 

17-19週 

單元九 小數 

位值單位「百分位」。位值單位換算。比較、計算與解題。 

用直式計算二位小數的加、減與整數倍。 

9-10週 

單元五 三角形  

認識以邊與角的特徵認識特殊三角形並能作圖。如正三角

形、等腰三角形、直角三角形、銳角三角形、鈍角三角形。 

20-22週 

單元十 統計圖 

報讀與說明生活中的長條圖與折線圖。 

 

 

 

 

 

第二學期 

週次 單元名稱/學習內容 週次 單元名稱/學習內容 

1-2週 
單元一 整數四則混合計算 

兩步驟計算規則。加減混合計算、乘除混合計算。 
11-12週 

單元六  小數的乘法 

二位小數： 位值單位「百分位」。位值單位換算。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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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四則混合計算中運用數的運算性質。熟練較大位數之加、

減、乘計算或估算，並能解決四則估算之日常應用問題。 
計算與解題。用直式計算二位小數的加、減與整數倍。 

3-4週 

單元二 公里 

「公里」。含其他長度單位的換算與計算。 13-14週 

單元七  概數 

對大數取概數。 具體生活情境。四捨五入法、無條件進入、

無條件捨去。含運用概數做估算。近似符號「 ≈」的使用。 

5-6週 

單元三 分數 

認識等值分數：理解等值分數的意義。簡單異分母分數的比

較、加、減的意義，簡單分數與小數的互換。 

15-16週 

單元八 周長與面積 

繪製正方形與長方形的面積與周長：邊長與周長或面積的

關係理解其公式與應用。簡單複合圖形。 

7-8週 

單元四 四邊形 

認識正方形與長方形的面積與周長：邊長與周長或面積的關

係理解其公式與應用。簡單複合圖形。 

17-18週 

單元九 時間的計算 

日常生活的時間加減問題。 跨時、跨午、跨日、24 小時

制。含時間單位換算。 

9-10週 

單元五 億以上的數 

認識整數的十進位結構，與大數的加減。 19-21週 

單元十  體積 

在活動中認識體積的意義與比較。認識 1 立方公分之正方

體，能理解並計數正方體堆疊的體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