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義市林森國小因應新冠疫情停課期間0607-0611實施「線上學習」課程表
班級：(四)年(丁)班
星期/日期
上

08：40
│

午

09：20

1

一
(6/7)
科目(國語文)

二
(6/8)
科目(社會)

級任教師：(張適蓁)老師
三
(6/9)
科目(國語文)

四
(6/10)
科目(自然)

⬛同步：https://meet.goog ⬛同步:https://meet.googl ⬛同步：https://meet.goog ⬛同步:
le.com/iic-aidb-wkq

e.com/kyq-pkae-mxx?pli=1&a le.com/iic-aidb-wkq
uthuser=1

五
(6/11)
科目(表演藝術)
⬛非同步-自主學習:

https://meet.google.com/we 內容與進度:能說善演我最棒
z-ebnb-zrg
線上學習資源連結
補充教材https://drive.goog 四乙能說善演展演影片
le.com/file/d/1ayGeuVfGQr7 https://drive.google.com/f
kvN0VVAKHX8rPYGo-LJF3/view ile/d/1orTWUlO7X9YPkgVynlP
課程教材
tQYf0HocScayp/view?usp=sha
https://drive.google.com/f ring
ile/d/1zpPC1VLlQWNLvZ0ZeOp 四丁影片
yPti45U6QFmVD/view
https://drive.google.com/f
ile/d/17z7Z00lvwM2VxxDO4Jx
uNfVeUalds-Hl/view?usp=sha
ring
作業或評量:
觀看完請完成學習單
(1)四乙影片欣賞後學習單
https://forms.gle/6zAjtwSK
KfhtJuux5
(2)四丁影片欣賞後學習單

https://forms.gle/KGK4dvnP
PCwMKaBo9

09：30
│
10：10

2

科目(英語)

科目(國語文)

科目(閩南語)包含5/27補課

⬛同步：https://meet.goog ⬛同步：https://meet.goog ⬛非同步-自主學習:
le.com/nbb-fpiw-jrd

le.com/iic-aidb-wkq

內容與進度:
1.念讀p.56---p.57熟讀第四
課課文
2.影片欣賞
線上學習資源連結
https://webetextbook.knsh.
com.tw/Ebookviewer2/Ebook.
html?id=2101280947260
https://www.youtube.com/wa
tch?v=FPn7mmI4Y_s&list=PLC
YA3rYIr_fIAqQk4RQDt_9qSFC6
pOWBm&index=4
作業或評量:
1.利用電子書完成p.52--p.55
2.利用電子書完成p.58--p.59

科目(國語文)

科目(視覺藝術(含補5/19-5/2
⬛同步：https://meet.goog 8課程)
⬛非同步-自主學習:
le.com/iic-aidb-wkq
內容與進度：Henna指甲花彩
繪
學生準備：剪刀、白紙、彩繪
用具
線上學習資源連結：
1.教師實作示範(6/7後可看)
https://youtube.com/playli
st?list=PLAx5ia6_RRfRiUr6R
A_RfCfRub-1eyDXk
2.完成後的作品請拍照記錄並
於復學後繳交。

10：30
│
3

科目(數學)

⬛同步:https://meet.googl ⬛同步:

科目(數學)

科目(林森小公民--數學)

科目(國語文)

⬛同步:

⬛同步:

⬛同步：https://meet.goog

e.com/kyq-pkae-mxx?pli=1&a https://meet.google.com/ii https://meet.google.com/ii https://meet.google.com/ii le.com/iic-aidb-wkq
uthuser=1
c-aidb-wkq
c-aidb-wkq
c-aidb-wkq

11：10

科目(音樂)(含補5/26課程) 科目(健康)
█非同步-自主學習:
⬛同步:https://meet.googl ⬛非同步-自主學習:
⬛非同步-自主學習:
內容與進度:
e.com/kyq-pkae-mxx?pli=1&a 內容與進度:
內容與進度:
│
音樂欣賞stomp
uthuser=1
認識便條
6-1拒絕菸害
自主吹奏課本教過直笛曲p126 6-2空氣汙染與沙塵暴
線上學習資源連結
12：00
-128
認識便條
6-3(1)樂音與噪音
線上學習資源連結
快樂寫作-便條寫法
6-3(2)認識分貝
https://www.youtube.com/wa 6-3(3)如何避免噪音
tch?v=US7c9ASVfNc
作業或評量:
寫一張便條，主題是邀請家人 作業或評量
線上學習資源連結
來參加文藝芳鄰，欣賞班級演 https://forms.gle/gDKQXZkT 6-1-1
6-1-2
出，完成後須拍照回傳給老 YuBRDuSc6
11：20

4

科目(社會)

科目(社會)

科目(特色課程)

師。

6-1-36-1-1
6-1-2
6-1-3
6-2
6-3(1)
6-3(2)
6-3(3)
作業
看完三個小短片後，請完成學
習單。

科目(數學)
⬛同步:
https://meet.google.com/ii
c-aidb-wkq

https://forms.gle/LTML6HVq
gP7qoN4f9

12：00
─
13：30
下

5

13：40

午
│

午 餐（午 間 靜 息）
科目(綜合活動-閱讀)

科目(國際教育)

科目(綜合)

科目(自然)

⬛同步:

⬛同步:https://meet.googl

⬛非同步-自主學習:

⬛同步:

https://meet.google.com/ii e.com/nbb-fpiw-jrd
c-aidb-wkq

14：20 ⬛自主學習:
內容與進度:
線上學習資源連結
森林大熊https://www.youtub
e.com/watch?v=T-jHsKyBzFY&
t=172s
我的媽媽真麻煩
https://www.youtube.com/wa
tch?v=OKtYOIt47kE
小水滴的旅行(滴滴)
https://www.youtube.com/wa
tch?v=PKAL3ZADMq4
https://www.youtube.com/wa
tch?v=FPvk8K4K8oY
自來水的旅行
https://www.youtube.com/wa
tch?v=Cpkz4CMzTOw&t=160s

內容與進度：第四單元文化小 https://meet.google.com/we
z-ebnb-zrg
使者
線上學習資源連結： https:/
/tung.hakka.gov.tw/
補充教材https://drive.goog
作業或評量：學習單 https:/ le.com/file/d/1ayGeuVfGQr7
/reurl.cc/6ag9zV
kvN0VVAKHX8rPYGo-LJF3/view
課程教材
https://drive.google.com/f
ile/d/1zpPC1VLlQWNLvZ0ZeOp
yPti45U6QFmVD/view

作業或評量:
1完成我的媽媽真麻煩以及小
水滴的旅行觀看後心得50字
2書寫完拍照/電腦打字亦可
3完成後寄相片檔或夾帶檔到
老師信箱

6

14：30

科目(國際教育)

⬛非同步-自主學習:

⬛同步:https://meet.googl
內容與進度:記敘文寫作練習 e.com/nbb-fpiw-jrd
│
最難忘的一件事
15：10 線上學習資源連結
教學講義已寄送至每位學生個
人信箱中
作業或評量:
1.敘事類的記敘文練習
2.配合能說善演展演活動進行
書寫
書寫完拍照/電腦打字亦可
3完成後寄相片檔或夾帶檔到
老師信箱

15：10~25
7

科目(特色課程)

休息時間

科目(體育)
科目(資訊素養)
■非同步-自主學習:
■同步:https://meet.googl
1.內容與進度:使用youtube低 e.com/kyq-pkae-mxx?pli=1&a
│
強度有氧健身運動與趣味跳躍 uthuser=1
16：05 練習影片來進行線上課程學
習。
2.線上學習資源連結：
15：25

科目(綜合)

科目(自然)

⬛非同步-自主學習:

⬛同步:

內容與進度：第四單元文化小 https://meet.google.com/we
z-ebnb-zrg
使者
線上學習資源連結：https:// 補充教材https://drive.goog
tung.hakka.gov.tw/
le.com/file/d/1ayGeuVfGQr7
作業或評量：學習單 https:/ kvN0VVAKHX8rPYGo-LJF3/view
/reurl.cc/6ag9zV
課程教材
https://drive.google.com/f
ile/d/1zpPC1VLlQWNLvZ0ZeOp
yPti45U6QFmVD/view

休息時間
科目(體育)
■非同步-自主學習:
1.內容與進度:使用youtube低
強度有氧健身運動與趣味跳躍
練習影片來進行線上課程學
習。
2.線上學習資源連結：

請各位同學點選下列影片網
址，並依照影片內容進行運
動。
https://www.youtube.com/wa
tch?v=LZAQQOH5n8g 低強度
有氧健身運動
https://www.youtube.com/wa
tch?v=LWQxUoHtoVo 趣味跳
躍教學

請各位同學點選下列影片網
址，並依照影片內容進行運
動。
https://www.youtube.com/wa
tch?v=LZAQQOH5n8g 低強度
有氧健身運動
https://www.youtube.com/wa
tch?v=LWQxUoHtoVo 趣味跳
躍教學

(以下內容為補5/19-5/28體育
課內容)

(以下內容為補5/19-5/28體育
課內容)

1.內容與進度:使用籃球基本
動作教學ppt簡報來進行線上
課程學習。
使用體育課程與教學資源網之
理解式球類教學融入體育足球
教學。
2.線上學習資源連結：
請各位同學點選下列網址，並
依照簡報內容進行足球基本動
作學習。
樂樂足球 PPT
https://eb1.hcc.edu.tw › e
du › data › research

1.內容與進度:使用籃球基本
動作教學ppt簡報來進行線上
課程學習。
使用體育課程與教學資源網之
理解式球類教學融入體育足球
教學。
2.線上學習資源連結：
請各位同學點選下列網址，並
依照簡報內容進行足球基本動
作學習。
樂樂足球 PPT
https://eb1.hcc.edu.tw › e
du › data › research

請各位同學點選下列網址，並
依照影片內容進行理解式球類
教學融入足球學習
https://www.youtube.com/wa
tch?v=vnd-Ambkv1I (樂樂足
球)

請各位同學點選下列網址，並
依照影片內容進行理解式球類
教學融入足球學習
https://www.youtube.com/wa
tch?v=vnd-Ambkv1I (樂樂足
球)

作業或評量:
請使用線上學習單來進行學習
表現評量。
https://forms.gle/676ciFLV
kuCftix6A

作業或評量:
請使用線上學習單來進行學習
表現評量。
https://forms.gle/676ciFLV
kuCftix6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