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師與班級學生連繫管道與方式(班級 Line 群組、School+、手機通話與簡訊。)
☛導師每日固定與學生聯繫時間(晚上 8:00~8:30 有學習疑問，可透過以上管道聯繫導師)

二年級

嘉義市林森國小 109 學年度因應防疫停課課表停課第四週日期：110 年(6)月(7)日至 110 年(6)月(11)日，上課日共(5)日(二甲)

節次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6/7)

(6/8)

(6/9)各班微調

(6/10)

(6/11)

(國語)

(國語)

(國語)

(國語)

(國語)

內容與進度：

內容與進度：

內容與進度：

內容與進度：

內容與進度：

國語第 11 課(標點符號，句子)

國語第 11 課(日記仿作)

國課第 12 課(課文理解)

國課第 12 課(生字)

國課 130~131(句型，說話練習)

國課 118~119

國課 120~121

國課 122-125，128-129

國課 126~127
■線上自主學習

■線上自主學習

■線上自主學習

■線上自主學習

■線上自主學習

康軒第 11 課小讀者樂園

康軒第 11 課小讀者樂園

1.觀看(台南市自主學習網 5/31) 1.觀看(台南市自主學習網 6/1)

康軒第 12 課巨人山

(台南市自主學習網 5/27)

(台南市自主學習網 5/28)

康軒第 12 課巨人山

康軒第 12 課巨人山

https://reurl.cc/1Yg5VG

https://reurl.cc/0jDWoY

https://reurl.cc/2rbQ89

https://reurl.cc/3aNMX9

https://reurl.cc/xGgrZL

1. 如何寫日記(必看)

１

書名號與專名號
https://reurl.cc/mLqxW9

https://reurl.cc/ogDoZV

2.一步一步寫小日記(選看)

2.康軒電子書:
2.完成影片問題。

2. 12 課生字描寫，字詞學習

3.完成國習 P97。

康軒電子書:

3.分享範例:

https://reurl.cc/O0baKA

https://reurl.cc/xGDMbe

https://reurl.cc/0jz8E6
作業練習: 國習 86-90
(拍照回傳)

康軒電子書:
作業練習:
1.國習 92-93
2.日記一篇(題目:線上課)

https://reurl.cc/O0baKA

(若無法直接連結，請將網址貼在瀏覽 https://reurl.cc/j8dZnn
器或輸入康軒電子書搜尋搜尋。)

(若無法直接連結，請將網址貼在瀏覽
器或輸入康軒電子書搜尋搜尋。)

(寫在空白紙上)

(拍照回傳)

1.觀看(台南市自主學習網 6/3)

作業練習: 1.國(12)生字造詞 x18
作業練習:
1.國(11)課圈詞 x13

作業練習:
1.國(11)課圈詞 x13
2.國(12)生字造詞 x9
(拍照回傳)

2.國(12)生字造詞 x9
(拍照回傳)

(拍照回傳)
2. 錄影:介紹一本書
(檔案回傳)

(數學)

(數學)

(數學)

(數學)

(國語)

內容與進度：

內容與進度：

內容與進度：課本 141-143

內容與進度：

內容與進度：

數學第 10 單元

數學第 10 單元

1.複習數學第 8 單元

1.國習 100~101(閱讀及作答)

課本 134-138

數課 139-140

■線上自主學習

2.練習數藍 15、16 回

計算周長:

２

■線上自主學習

■線上自主學習

https://reurl.cc/dGVaZk

周界介紹:

康軒電子書:

康軒電子書:

https://reurl.cc/qgmY2p

https://reurl.cc/R0d7Vn

https://reurl.cc/R0d7Vn

康軒電子書:
https://reurl.cc/R0d7Vn

■自主學習
作業練習:數藍 15、16 回
(拍照回傳)

作業練習:國 12 課藍色圈詞 1 次
(拍照回傳)

(若無法直接連結，請將網址貼 (若無法直接連結，請將網址貼
在瀏覽器搜尋。)

在瀏覽器搜尋。)

(若無法直接連結，請將網址貼
在瀏覽器搜尋。)

作業練習:數習 80-81(拍照回傳) 作業練習:數習 82-83(拍照回傳)

作業練習:數習 78-79(拍照回傳)
(生活)

(生活)

內容與進度：生課 122~123

內容與進度：生課 124~129

■自主學習
進行影子戲的排演，也可以請你
的家人一起幫忙喔!

(生活)
內容與進度：生課 130~135

(生活)

(健康)

內容與進度：生課 136-140

健康:第 5 單元 P52-61

■線上自主學習

■線上自主學習

■線上自主學習

南一電子書:

南一電子書:

南一電子書:

https://reader.oneclass.com.tw/33f https://reader.oneclass.com.tw/33f https://reader.oneclass.com.tw/33f
68f307cee3084(若無法直接連結，請將 68f307cee3084(若無法直接連結，請將 68f307cee3084(若無法直接連結，請將

３

網址貼在瀏覽器搜尋。)

作業練習:

網址貼在瀏覽器搜尋。)

■線上自主學習
1.南一電子書
https://reader.oneclass.com.t
w/a70eaf4a5746ff31(若無法直接連
結，請將網址貼在瀏覽器搜尋。)

網址貼在瀏覽器搜尋。)

2.認識食品安全及標章
作業練習: 電子作業簿第 17 回

作業練習: 作業簿第 19 回

請將影子戲拍攝下來在 6/13 前傳 (線上作答完，由家長批改，不需回傳)

(線上作答完，由家長批改，不需回傳)

給老師。

https://reader.oneclass.com.t

https://reader.oneclass.com.t

w/580c88a1ee00859a

w/580c88a1ee00859a

https://reurl.cc/Q97VGO

(體育)
■線上自主學習

(彈性課程)
內容與進度：閱讀智慧王 2 回

(體育)

(彈性課程)

(閩南語)

■線上自主學習

■自主學習

■線上自主學習

內容與進度：

內容與進度：

內容與進度：

內容與進度：

1.暖身操

1.暖身操

成語小行家:總複習、看圖猜成語 1.利用電子書唸讀 50--53,唸讀第

2.跟著影片做簡易版的體能運動

2.跟著影片做簡易版的體能運動

四課課文.

影片的動作為一循環，做兩循

影 片 的 動 作 為 一 循 環 ， 做 四 循 作業練習:p84~92

2.觀賞連結 2 影片

環！

環！

https://streamable.com/e6lkpm

https://streamable.com/e6lkpm

真平電子書:

https://streamable.com/2v47cc

https://streamable.com/2v47cc

https://k9q5uqlkgunhfvxajlybyqon.drv.tw/B4/

４

影片：

3.唐朝小栗子(運動家精神)

3. 心靈環保兒童生活教育動畫

https://reurl.cc/DgvVXQ

(愛的接力賽)

https://www.facebook.com/100000260506688/vid
eos/864855556866453

https://reurl.cc/yEn3kl

作業練習:
1.請利用 50 頁第三句照樣造句.
2.52,53 猜謎,請猜猜看並寫下答
案
3.完成 56—57.

午餐靜息

５

(生活-美勞)

(生活-音樂)

(彈性-國際教育)

■線上自主學習

■線上自主學習

■線上自主學習

內容與進度：

內容與進度：

內容與進度：

(一)主題：小小螢火蟲

1.觀看公視-古典魔力客

複習 1: Numbers

材料：圖畫紙、粉蠟筆

https://reurl.cc/5roa07

https://reurl.cc/xGDAaN

進度:
1.接續上週的進度，今天要利用

2.跟著音樂起來律動一下

複習 2: Fruit and Vegetables

粉蠟筆上色。

(1)(洗手歌)

https://reurl.cc/ogDARl

2.記得將完成的圖畫拍照傳給老

https://reurl.cc/j8qOMm

師。
實作示範:

(2)(香蕉歌)

https://reurl.cc/xGDAl5

https://reurl.cc/Dgv8g6
作業練習:

(二)主題:粽子摺紙

請家人幫忙拍一張律動照片回傳
材料:請同學準備 3 張 15X15 公分

老師的信箱

的正方形紙張。(可用色紙或一般紙張)

cherrykuo1124@gmail.com

1.端午節介紹
https://reurl.cc/Dgv5EO
2.摺紙實作示範
https://reurl.cc/xGDAl5
作業
(拍照回傳)

備註

1.國(11)課生字造詞 x 9

1.國(11)課生字造詞 x 9

1.國(11)課圈詞 x13

1.國(11)課圈詞 x13

1.國(12)圈詞 x 28

2.國習 86-90

2.國習 92-93

2.國(12)生字造詞 x9

2.國(12)生字造詞 x9

2 錄影:介紹一本書

3.數習 78-79

3.數習 80-81

3.數習 82-83

3.數習 82-83

3.閩南語:造句錄音

如果無法如期復課，下週將進行各科線上測驗，利用(google 表單呈現)
國語:9-12 課，數學:8-10 單元，生活 4-6 單元，成語 12-16 週，健康常識 1-5
■線上同步(健康關懷、學習關
懷)

晚間連線

https://meet.google.com/xcthf

7:30-8:00

cx-pyz

手機輸入代碼: xct-hfcx-pyz

■線上同步(健康關懷、學習關
懷)
https://meet.google.com/xcth
fcx-pyz

手機輸入代碼: xct-hfcx-pyz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