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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甲)班
星期/日期
上

一
(6/7)

二
(6/8)

級任教師：(劉秋伶)老師
三
(6/9)

四
(6/10)

五
(6/11)

科目(國語)
科目(國語)
畢業典禮-珍重再見
科目(國語)
科目(數學)
■非同步-自主學習:
■非同步-自主學習:
■非同步-自主學習:
■非同步-自主學習:
內容與進度:
內容與進度:
內容與進度:
內容與進度:
│
六下國語複習
六下國語複習
六下國語複習
七年級數學預習
線上學習資源連結
線上學習資源連結
線上學習資源連結
09：20 線上學習資源連結
Learnmoda學習吧六下國語複 Learnmoda學習吧六下國語複 Learnmoda學習吧六下國語複 均一教育平台
https://www.junyiacademy.
習
習
習
https://www.learnmode.net/ https://www.learnmode.net/ https://www.learnmode.net/ org/course-compare/math-g
course/144171
course/144171
course/144171
rade-7-a
作業或評量:
作業或評量:
作業或評量:
作業或評量:
依進度進行線上評量
依進度進行線上評量
依進度進行線上評量
依進度進行線上評量
08：40

午

1

科目(數學)
科目(體育)
科目(閩南語)包含5/27補課 畢業典禮-珍重再見
⬛同步:https://meet.googl ■非同步-自主學習:
⬛非同步-自主學習:
⬛非同步-自主學習: 請填
內容與進度:
e.com/jwj-qzja-cap
1.內容與進度:使用youtube低 內容與進度:1.熟讀第四課課
│
內容與進度:灃食教育第三單 七年級數學預習
強度有氧健身運動與趣味跳躍 文 2.影片欣賞(時間長請分
線上學習資源連結
練習影片來進行線上課程學 成兩段時間觀看)
10：10 元
均一教育平台
線上學習資源連結
習。
線上學習資源連結
http://e-learning.king-a
作業或評量:回傳表單https:/ https://www.junyiacademy.o 2.線上學習資源連結：
/forms.gle/N7rTvEVvFZGvTPi rg/course-compare/math-gra
n.com.tw/data/%E9%98%B2%E
de-7-a
L7
09：30

2

科目(社會)

作業或評量:
依進度進行線上評量

請各位同學點選下列影片網 7%96%AB%E5%B0%88%E5%8D%80
址，並依照影片內容進行運 /TB12/index.html
https://www.youtube.com/w
動。
https://www.youtube.com/wa atch?v=hsdbf83v0os
tch?v=LZAQQOH5n8g 低強度
有氧健身運動
作業或評量:1.利用電子書完
https://www.youtube.com/wa 成p.62--p.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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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排球基本
動作教學ppt來進行線上課程
學習。
使用體育課程與教學資源網之
責任模式融入體育排球教學。
2.線上學習資源連結：
請各位同學點選下列網址，並
依照簡報內容進行排球基本動
作學習。
https://www.slideshare.net
/p23168/ss-1549132
請各位同學點選下列網址，並
依照影片內容進行責任模式融
入排球體育教學：玩遊戲學品
德
https://sportsbox.sa.gov.t
w/material/detail/330
作業或評量:

請使用學習單來進行學習表現
評量。https://forms.gle/MQ
KYa6rZHcnVMqyL8

科目(國語)
科目(英語)
科目(數學)
科目(自然)
畢業典禮-珍重再見
■非同步-自主學習:
■非同步-自主學習:
■非同步-自主學習:
⬛非同步-自主學習:
內容與進度:
內容與進度:
內容與進度:第三單元珍愛家 內容與進度:
│
六下國語複習
均一教育平台-國中七年級英 園
七年級數學預習
線上學習資源連結
線上學習資源連結
線上學習資源連結
11：10 語
Learnmoda學習吧六下國語複
線上學習資源連結
1.人工香料及食品添加物 24: 均一教育平台
https://www.junyiacademy.o 00
https://www.junyiacademy.o 習
rg/junyi-english/eng-junio https://www.youtube.com/wa rg/course-compare/math-gra https://www.learnmode.net
r/eng-junior-bl#topic-page tch?v=lzrQAtYiH94
de-7-a
/course/144171
-anchor-ce-bl-grade-7
作業或評量:
作業或評量:
作業或評量::線上評量
作業或評量:
依進度進行線上評量
https://forms.gle/DAPfoJj4 依進度進行線上評量
依線上進度進行作業
8Jd4xeRx7
10：30

3

畢業典禮-珍重再見
科目(自然)
科目(彈性課程-國際教育)
科目(林森小公民)
科目(國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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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與進度:
內容與進度:第三單元珍愛家 e.com/oko-nqqx-pbq
│
■自主學習: 請填
均一教育平台-國中七年級英 園
六下國語複習
內容與進度:含5/26補課進度 線上學習資源連結
線上學習資源連結
12：00 語
線上學習資源連結
Learnmoda學習吧六下國語複
2.人工色素對人體有害? 據說 影片欣賞
https://www.junyiacademy.o 有種紅的色素竟然來自蟲蟲 2 線上學習資源連結
習
rg/junyi-english/eng-junio 4:00
https://www.learnmode.net
公共電視:下課花路米
r/eng-junior-bl#topic-page https://forms.gle/b7nCUb1i https://www.youtube.com/wa /course/144171
-anchor-ce-bl-grade-7
tch?v=9zJ5Wa5WeRs
作業或評量:
kexTBex3A
11：20

4

作業或評量:

依進度進行線上評量

依線上進度進行作業

12：00
─
13：30
下
午

5

作業或評量:線上評量https:/ 作業或評量:請提交50字心得
/forms.gle/vCHJLQS58WuQmJn 回傳https://forms.gle/PHHg
5A
Spr2ahnUErNa9

午 餐（午 間 靜 息）

科目(藝術與人文-表演)
科目(健康課程)含補5/25一節
■非同步-自主學習:
■非同步-自主學習:
內容與進度:含5/31補課進度 內容與進度:防治疾病一起來
│
活動1.認識傳染病(課本p106認識義大利
p111)
14：20 線上學習資源連結
https://www.youtube.com/wa 活動2.認識心血管疾病(課本p
tch?v=TjP0no4mhttps://www. 112-p115)
youtube.com/watch?v=L6Gii3 線上學習資源連結~
1qnMUcdg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宣導
https://www.youtube.com/wa →輸入疾病名稱或點選疾病名
tch?v=L6Gii31qnMU
稱→觀看
https://www.cdc.gov.tw/Adv
ocacy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健康
久久網站
衛福部國健署 高血壓防治 3C
篇 mp4 - YouTube
作業或評量:
學習單:對傳染病說~No!
13：40

科目(社會)
⬛非同步-自主學習:
內容與進度:自行觀賞複習影
片
線上學習資源連結
1.單元3-1小學堂-人權問題與
保障https://reurl.cc/V33Mp
N
2.單元3-2小學堂-守護人權一
起來https://reurl.cc/9ZZ3z
v
作業或評量:無

畢業典禮-珍重再見

6

14：30

科目(視覺藝術)(含補5/24)

科目(音樂)

科目(社會)

⬛非同步-自主學習:

⬛非同步-自主學習:

⬛非同步-自主學習:

內容與進度:克里斯托(課本45 內容與進度:
頁)
1.跟著影片熟唱[風箏]
2.聆聽並跟著哼唱畢業相關歌
15：10 線上學習資源連結
1.克里斯托https://youtu.be 曲
/3zSZljtNOm0
也可自行搜尋自己喜愛的歌欣
2.克里斯托作品https://yout 賞
u.be/OKyq1YdVKbA
3觀看製作畢業歌曲影片http
3.曼陀羅(一)https://youtu. s://www.youtube.com/watch?
be/35q-JoFmD8U
v=mZWFB6j4xjE畢業歌曲影片
4.曼陀羅(二)https://youtu. 線上學習資源連結
be/TEolgOcFrn4
https://www.youtube.com/wa
5.PTT講解https://youtu.be/ tch?v=BMqvtUt6SPw
omumZtNPwOk
https://www.youtube.com/wa
│

畢業典禮-珍重再見

內容與進度:自行觀賞複習影
片
線上學習資源連結
1.單元4-1小學堂-臺灣的國際
關係https://reurl.cc/YWWq1
L
2.單元4-2小學堂-邁向世界公
民之島https://reurl.cc/R66
e1D
作業或評量:無

作業或評量:6/12前https://f tch?v=zmvU0N8Y298
orms.gle/F9tMA3RiQ4xbVi5x8 作業或評量
https://forms.gle/s17xXDuJ
L9Zm6foK9

休息時間

15：10~25
7

科目(綜合)
科目(綜合)
■非同步-自主學習:
■非同步-自主學習:
內容與進度:含5/31補課進度 內容與進度:含6/1補課進度
│
第五單元世界一家親
灃食教育營養5餐3-1家中有豬
16：05 線上學習資源連結https://www.you 才是家&3-2被大文豪歌頌的紅
tube.com/watch?v=4X55a1sLrjs
燒豬肉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afgIzw
線上學習資源連結家中有豬才是
15：25

7Td8

家2.pptx

作業或評量:請提交50字心得
回傳https://forms.gle/c3Vc8ZcCoCTfuz
Yb7

休息時間
科目(彈性課程-特色課程)
畢業典禮-珍重再見
■非同步-自主學習:
內容與進度:含5/27補課進度
【海洋垃圾】海塑去哪兒｜了
解台灣海底垃圾有哪些？ (我
們的島 第1085集 2020-12-1
4)
線上學習資源連結https://ww
w.youtube.com/watch?v=I5vi
EZsPuJA&ab_channel=%E5%85%

AC%E5%85%B1%E9%9B%BB%E8%A6
%96-%E6%88%91%E5%80%91%E7%
9A%84%E5%B3%B6
作業或評量:請提交50字心得
回傳https://forms.gle/ydBk
cGLWGqAh9gSD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