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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丙)班
星期/日期
上

一
(6/7)

二
(6/8)

級任教師：(馮雍雅)老師
三
(6/9)

四
(6/10)

五
(6/11)

科目(綜合活動)(含補5/24課 科目(國語)
科目(國語)(含補5/19課程) 科目(國語)
科目(國語)
程)
■同步:
■同步:(https://meet.googl ■同步:
■同步:
https://meet.google.com/od e.com/odx-htmh-eky
https://meet.google.com/od https://meet.google.com/od
█非同步-自主學習:
│
x-htmh-eky
x-htmh-eky
內容與進度:單元三生活調味 x-htmh-eky
09：20 料
線上學習資源連結
品格故事 | 我不想生氣 | Su
perKids - YouTube
https://www.youtube.com/wa
tch?v=h6VTHdzcZPU
08：40

午
1

09：30
│
10：10
2

科目(數學)
科目(英語)
■同步:
■同步:https://meet.googl
https://meet.google.com/od e.com/uxj-emex-chf
x-htmh-eky

科目(數學)(含補5/19課程) 科目(數學)
科目(音樂)(含補5/28課程)
■同步:
■同步:
█非同步-自主學習:
https://meet.google.com/od https://meet.google.com/od 內容與進度:
x-htmh-eky
x-htmh-eky
音樂欣賞管樂器
自主律動
線上學習資源連結
https://www.youtube.com/wa
tch?v=xZO5KTJTwhE
https://www.youtube.com/wa
tch?v=Dl_EOXIX7hI
作業或評量:

自主吹奏課堂教過直笛曲(請
填曲目)
https://forms.gle/UXa86Yk8
Ah9csfrd7

科目(國際教育)
■同步:https://meet.googl
e.com/uxj-emex-chf
│
■非同步-自主學習:
11：10 內容與進度:繪本ＰＰＴ
作業或評量:Peardeck互動平
台
10：30

3

科目(體育)
科目(社會)(含補5/19第四節
科目(資訊素養)(含補5/25第 科目(閩語)包含5/26補課
■非同步-自主學習:
課程已事先線上告知學生)
三節課程已事先線上告知學 ■非同步-自主學習:
內容與進度:
內容與進度:
■同步:
生)
https://meet.google.com/zk
1.唸讀p.62--p.63,熟度第五 暖身操、簡易體能運動
■同步:
https://meet.google.com/zk 課課文
f-odfn-ixt
線上學習資源連結
f-odfn-ixt
2.影片欣賞
暖身及動作教學
https://streamable.com/pch
線上學習資源連結
http://e-learning.king-an. 2hm
com.tw/data/防疫專區/TB06/ https://streamable.com/7qu
index.html
ul8
學習單回傳及影片心得
https://www.youtube.com/wa https://forms.gle/EkDGazf2
tch?v=lOp2F2cuA7c&list=PLC QUEDa43L8
YA3rYIr_fIAqQk4RQDt_9qSFC6 影片欣賞(補5/24)心得三十字
pOWBm&index=2
https://www.youtube.com/wa
tch?v=0alAkxLuXBI
作業或評量:熟讀p.56---p.59
p.60--p.61各完成照樣造句一
句(寫在課本或白紙)

11：20
│
4

12：00 內容與進度:繪本ＰＰＴ
作業或評量:Peardeck互動平
台

12：00
─
13：30
下
午

5

科目(國際教育)
科目(社會)(含補5/19課程) 科目(特色課程)(含補5/27課
科目(自然)
■同步:https://meet.googl █同步: https://meet.googl ■同步:
程)
e.com/uxj-emex-chf
e.com/avh-xbbb-dvv
https://meet.google.com/zk █非同步-自主學習:
■非同步-自主學習:
f-odfn-ixt
內容與進度:認識記敘文

科目(社會)
■同步:
https://meet.google.com/zk
f-odfn-ixt

線上學習資源連結
https://www.youtube.com/wa
tch?v=Ie7hixmNQiU&t=184s
作業或評量:訂正作文簿

午 餐（午 間 靜 息）

科目(國語)
科目(視覺藝術)(含補5/25課
■同步:
程)
https://meet.google.com/od ■非同步-自主學習：
│
x-htmh-eky
內容與進度:單元二 連續之美
線上學習資源連結：
14：20
1.連續之美https://youtu.be
/EniLVluhghk
2.藝術家的圖案世界https://
youtu.be/PpjU4dbZlD8
3.連續圖案與包裝紙https://
youtu.be/UbE6p_A72rQ
4.教師實作示範(6/7後可看)
https://youtube.com/playli
st?list=PLAx5ia6_RRfQXqKzf
BAwc2QhbaJvYtZt6
作業或評量：
1.表單評量6/12前https://fo
rms.gle/1eMfKsDkdwPuxfar8
13：40

2.完成後的作品請復學後繳
交。

科目(自然)
科目(林森小公民)(含補5/28
█同步: https://meet.googl 課程)
e.com/avh-xbbb-dvv
■同步:
https://meet.google.com/od
x-htmh-eky

6

科目(體育)
科目(藝術與人文-表演)(含補
■非同步-自主學習:
5/25課程)
內容與進度:
■非同步-自主學習:
│
暖身操、簡易體能運動
內容與進度:貳表演任我行
線上學習資源連結
15：10 線上學習資源連結
大家一起唱歌仔戲 【下課花
暖身及動作教學
https://streamable.com/pch 路米 116】 - YouTube
2hm
https://streamable.com/7qu
ul8
麻煩老師提醒同學回傳上週學
習單
14：30

科目(自然)
科目(閱讀)(含補5/28課程)
█同步: https://meet.googl █非同步-自主學習:
e.com/avh-xbbb-dvv
內容與進度:水資源繪本閱讀
線上學習資源連結
豆豆族與水妖精(上) - YouTu
be
豆豆族與水妖精(下) - YouTu
be
作業或評量:閱讀水保表單請6
/12前完成https://docs.goog
le.com/forms/d/e/1FAIpQLSe
F1OEWy2SvgUCFMBDHvQ27WfhO_

影片觀賞-適應體育學習(補5/
20)
https://www.youtube.com/wa
tch?v=x9m2dP9aZn0
15：10~25
7

休息時間

科目(特色課程)(含補5/24課 科目(健康)(含補5/25課程)
程)
█非同步-自主學習:
█非同步-自主學習:
內容與進度:第三單元健康百
│
內容與進度:蔬菜
分百
線上學習資源連結
16：05 線上學習資源連結
盆栽種菜樂趣多 【下課花路 TPEC原創防疫繪本動畫2 防疫
米 831】 - YouTube
小隊 - YouTube
作業或評量:蔬菜交響曲和盆 別把病毒帶回家! 防疫6步驟
栽種菜樂趣多表單請6/12前完 隨身物也要消毒｜TVBS新聞 成https://docs.google.com/ YouTube
forms/d/e/1FAIpQLSdpmKOefp 作業或評量:不受歡迎的陌生
RSPqC9MAZfnNMoLtsWcZbWW6Qj 訪客表單請6/12前完成https:
//docs.google.com/forms/d/
15：25

WfxdUlJke7E9XxWJasopw/view
form?usp=sf_link

休息時間
科目(綜合活動)(含補5/27課
程)
█非同步-自主學習:
內容與進度:單元三生活調味
料
線上學習資源連結
https://www.youtube.com/wa
tch?v=Mr5NjIZSqu4&t=469s
作業或評量:綜合-單元三生活
調味料表單請6/12前完成http
s://docs.google.com/forms/
d/e/1FAIpQLSfHeHGO_muSjYp9
Ol41l0YGlJ_QgEZmpV42HzWj28

QrRQUKCpHstoOg/viewform?us e/1FAIpQLSdBhGu9xWwRsze_Y2
p=sf_link
80XqWb-V_bFv1IyPZa-xARtF-g
Nbb9pQ/viewform?usp=sf_lin
k

im6eBE_Q/viewform?usp=sf_l
in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