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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丁)班
星期/日期
上

一
(6/7)

二
(6/8)

級任教師：(李佳蓉)老師
三
(6/9)

四
(6/10)

五
(6/11)

科目(綜合活動)(1+1含補5/2 科目(國語)
科目(社會)
科目(國語)
科目(國語)
4)
█同步:
█同步:
█同步:
█同步:
https://meet.google.com/hk https://meet.google.com/ko https://meet.google.com/hk https://meet.google.com/hk
█同步:
│
https://meet.google.com/hk q-syxo-hew
u-gmrj-yje
q-syxo-hew
q-syxo-hew
09：20 q-syxo-hew
08：40

午
1

09：30
│
2

10：10

科目(數學)
科目(數學)
科目(自然)
科目(數學)
科目(數學)
█同步:
█同步:
█同步:
█同步:
█同步:
https://meet.google.com/hk https://meet.google.com/hk https://meet.google.com/mx https://meet.google.com/hk https://meet.google.com/hk
q-syxo-hew
q-syxo-hew
p-fuda-dou
q-syxo-hew
q-syxo-hew

10：30
│

3

科目(體育)
科目(英語)
科目(自然)
科目(國際教育)
科目(國語)(1+1含補5/19)
■非同步-自主學習:
█同步:
█同步:
█同步:
█同步:
1.內容與進度:使用youtube低 https://meet.google.com/pd https://meet.google.com/hk https://meet.google.com/mx https://meet.google.com/pd
q-syxo-hew
p-fuda-dou
d-fjmj-obe
強度有氧健身運動與趣味跳躍 d-fjmj-obe

11：10 練習影片來進行線上課程學 作業或評量:
Google classroom 回傳錄音
習。
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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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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籃球教
學。
2.線上學習資源連結：
請各位同學點選下列網址，並
依照簡報內容進行籃球基本動
作學習。
https://docs.google.com/vi
ewer?a=v&pid=sites&srcid=Z
GVmYXVsdGRvbWFpbnxsaXlzMjI

4MDV8Z3g6N2I1NDMyMWMwMzAwM
DFiN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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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學融入籃球學習
https://stv.naer.edu.tw/wa
tch/309710

科目(音樂)(含補5/24)
科目(國際教育)
科目(林森小公民)(1+1含補5/ 科目(自然)
科目(表演) (1+1含補5/28)
█非同步-自主學習:
█同步:
26)
█非同步-自主學習:
█同步:
https://meet.google.com/pd █非同步-自主學習: 內容與 https://meet.google.com/mx 內容與進度:國語L13提及被活
內容與進度:
│
d-fjmj-obe
進度:很多時候，時間就是金 p-fuda-dou
認識音樂家貝多芬
埋的龐貝城。請你想像一下當
錢。日前所發生的長賜號郵輪
時場景，並即興編個短劇，表
12：00 音樂欣賞[歡樂頌]
事件，卡住蘇伊士運河，每1
線上學習資源連結
演給家人看。
https://www.youtube.com/wa
小時，全球貿易會損失新台幣
線上學習資源連結: https://
tch?v=4nw8NKj5E_I
youtu.be/aoLVEtL69Uc
72 ~ 120 億元。請閱讀學習
https://www.youtube.com/wa
吧國際新聞-【2021.04.16】
tch?v=Sg1MinpXVb4
橫卡埃及蘇伊士運河 巨型貨
作業或評量:
輪脫困記。
線上學習資源連結
自主吹奏課堂教過直笛曲(請
11：20

4

填曲目)
https://forms.gle/UXa86Yk8
Ah9csfrd7

12：00
─
13：30

https://www.learnmode.net/
ymca/course/47650/9185963/
book/1655743
作業或評量:完成學習吧內問
題

午 餐（午 間 靜 息）

下

5

13：40

午
│

6

科目(國語)
科目(社會)
█同步:
█同步:
https://meet.google.com/hk https://meet.google.com/ko
q-syxo-hew
u-gmrj-yje

科目(閩語)包含5/27補課
科目(國語)
■非同步-自主學習:
█同步:
https://meet.google.com/hk
內容與進度:
1.利用電子書熟讀第五課課文 q-syxo-hew

14：20

2.影片欣賞
線上學習資源連結
https://webetextbook.knsh.
com.tw/Ebookviewer2/Ebook.
html?id=2101280947566
https://www.youtube.com/wa
tch?v=6JyviKmGDko&list=PLm
rddsoxw7iA6Jrpg2VlQCAhbOM8
Y1oRI&index=2
作業或評量:
1.利用電子書完成p.80--p.83

科目(社會)
科目(資訊)
█非同步-自主學習:因材網+ █同步:
https://meet.google.com/ko
學習吧
│
u-gmrj-yje
內容與進度:
█自主學習:
15：10 LearnMode 學習吧
登入接收任務完成老師指定作 內容與進度:北部區域
業
線上學習資源連結
https://www.learnmode.net/
home/
https://adl.edu.tw/
作業或評量:
完成老師指定作業

科目(綜合-閱讀)(1+1含補5/2 科目(視覺藝術)(含補5/28)
7綜-閱)
⬛非同步-自主學習:
█非同步-自主學習:
內容與進度：達文西作品、橡
內容與進度:熟讀小學生看世 皮章草稿繪製
界P54-62
線上學習資源連結:

14：30

線上學習資源連結
作業或評量:發表自己的看
法，錄音給老師。

1.最後的晚餐(1) https://vi
meo.com/395897285
2.最後的晚餐(2) https://yo
utu.be/CVs_BofSpPA
3.橡皮章草稿繪製講解影片(6
/7後可看) https://youtube.
com/playlist?list=PLAx5ia6
_RRfSUyKTUd4rqEDMvRptINNx7
評量:
1.請於6/12前https://forms.
gle/Ext23bwwaSnZd9p77

2.橡皮章草稿請於復學後繳
交。

15：10~25
7

休息時間

休息時間

科目(健康)(1+1含補5/24)
科目(綜合)(1+1含補5/25)
█非同步-自主學習:
█非同步-自主學習:
內容與進度:觀看各式牛奶料 內容與進度:
│
理影片
1.U5活動3錢到哪裡去
2.補5/25綜合課(觀看人際關
16：05 線上學習資源連結
1.製作牛奶雪花糕
係動畫影片)
https://www.youtube.com/wa 線上學習資源連結
tch?v=gWgi-0MojGA&ab_chann 1.理財第 1 課：「 想要 」
el=%E6%98%8E%E8%81%B0%E6%9 還是「 必要 」？
8%8E%E8%81%B0
https://www.youtube.com/wa
2.製作芝士烤牛奶
tch?v=67ctd6G5yA4&ab_chann
https://www.youtube.com/wa el=%E6%B3%95%E9%BC%93%E5%B

科目(彈性-特色)
科目(體育)
█非同步-自主學習:(含補5/2 ■非同步-自主學習:
7彈性-特色)
1.內容與進度:使用youtube低
內容與進度:觀看學習吧-國語 強度有氧健身運動與趣味跳躍
日報練習影片來進行線上課程學
110.05.21 水、電都吃緊！用 習。
電燈號怎麼看？
2.線上學習資源連結：
線上學習資源連結
請各位同學點選下列影片網
https://www.learnmode.net/ 址，並依照影片內容進行運
course/131268
動。
作業或評量:在學習吧上寫下 https://www.youtube.com/wa
tch?v=LZAQQOH5n8g 低強度
讀後心得

tch?v=aMT6PwK_tTE&ab_chann 1%B1DDM%E6%B3%95%E9%BC%93%
el=MoLaLaCookMoLaLaCook
E5%B1%B1DDM
作業或評量:跟家人一起作一 2.https://www.youtube.com/
watch?v=elEFcqgbpC4&ab_cha
道含牛奶的菜餚。
nnel=%E5%9D%87%E4%B8%80%E6
%95%99%E8%82%B2%E5%B9%B3%E
5%8F%B0JunyiAcademy%E5%9D%
87%E4%B8%80%E6%95%99%E8%82
%B2%E5%B9%B3%E5%8F%B0Junyi
Acade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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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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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5

3.馬屁精與讚美https://www.
youtube.com/watch?v=Gt63b1
1rUfA&ab_channel=%E6%9E%97
%E6%98%8E%E8%9E%8D%E6%9E%9
7%E6%98%8E%E8%9E%8D
作業或評量:
看完理財第一課的2個影片
後，請依影片裡的舉例劃出

解式球類教學融入體育籃球教
學。
2.線上學習資源連結：
請各位同學點選下列網址，並
依照簡報內容進行籃球基本動
作學習。
https://docs.google.com/vi
ewer?a=v&pid=sites&srcid=Z
GVmYXVsdGRvbWFpbnxsaXlzMjI
4MDV8Z3g6N2I1NDMyMWMwMzAwM
DFiN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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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學融入籃球學習
https://stv.naer.edu.tw/wa
tch/309710
3.請使用線上學習單來進行學
習表現評量。https://forms.
gle/ZgFw2wRb6nnwJJBR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