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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班
星期/日期
上

一
(6/7)

二
(6/8)

級任教師：(林妙齡)老師
三
(6/9)

四
(6/10)

五
(6/11)

科目(數學)
科目(數學)
科目(數學)
畢業典禮-珍重再見
科目(國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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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七年級數學預習
七年級數學預習
七年級數學預習
六下國語複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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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均一教育平台
均一教育平台
Learnmoda學習吧六下國語複 均一教育平台
https://www.junyiacademy.o https://www.junyiacademy.o https://www.junyiacademy.
習
https://www.learnmode.net/ rg/course-compare/math-gra rg/course-compare/math-gra org/course-compare/math-g
course/144171
de-7-a
de-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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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閩南語)(含補5/27課程 畢業典禮-珍重再見
科目(國語)
進度)(ps.6/03當日含補5/20
■非同步-自主學習:
⬛v自主學習:
⬛非同步-自主學習:
課程)
1.內容與進度:使用youtube低 內容與進度:第三單元珍愛家 內容與進度:
│
■同步:https://meet.googl
六下國語複習
強度有氧健身運動與趣味跳躍 園
e.com/zkf-odfn-ixt?pli=1&
線上學習資源連結
10：10 練習影片來進行線上課程學 線上學習資源連結
習。
1.人工香料及食品添加物 24: Learnmoda學習吧六下國語複 authuser=1
造句p74-75
習
2.線上學習資源連結：
00
請各位同學點選下列影片網 https://www.youtube.com/wa https://www.learnmode.net/ 習作p76-77
course/144171
聽力練習p78-79
址，並依照影片內容進行運 tch?v=lzrQAtYiH94
作業或評量:
文白音練習p80-81
作業或評量::線上評量
動。
09：30

2

科目(體育)

科目(自然)

https://www.youtube.com/wa https://forms.gle/DAPfoJj4 依進度進行線上評量
tch?v=LZAQQOH5n8g 低強度 8Jd4xeRx7
有氧健身運動
https://www.youtube.com/wa

https://meet.google.com/z
kf-odfn-ixt?pli=1&authuse
r=1
補充教材連結

tch?v=LWQxUoHtoVo
躍教學

https://jen-pin.com.tw/ne
ws_intro.php?id=106
https://jen-pin.com.tw/ne
ws_intro.php?id=132
https://jen-pin.com.tw/ne
ws_intro.php?id=141
■非同步-自主學習:
內容與進度:
線上學習資源連結講台語的
火箭阿伯人體骨骼名稱

趣味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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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0
│

3

科目(健康課程)含補5/25一節 科目(體育)
科目(國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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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斯托(課本45 內容與進度:防治疾病一起來 1.內容與進度:使用youtube低 內容與進度:
活動1.認識傳染病(課本p106- 強度有氧健身運動與趣味跳躍 六下國語複習
頁)
科目(視覺藝術)(含補5/24)

p111)
練習影片來進行線上課程學 線上學習資源連結
11：10 線上學習資源連結
Learnmoda學習吧六下國語複
1.克里斯托https://youtu.be 活動2.認識心血管疾病(課本p 習。
112-p115)
習
/3zSZljtNOm0
2.線上學習資源連結：
2.克里斯托作品https://yout 線上學習資源連結~
請各位同學點選下列影片網 https://www.learnmode.net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宣導 址，並依照影片內容進行運 /course/144171
u.be/OKyq1YdVKbA
作業或評量:
3.曼陀羅(一)https://youtu. →輸入疾病名稱或點選疾病名 動。
稱→觀看
be/35q-JoFmD8U
https://www.youtube.com/wa 依進度進行線上評量
4.曼陀羅(二)https://youtu. https://www.cdc.gov.tw/Ad tch?v=LZAQQOH5n8g 低強度
vocacy
be/TEolgOcFrn4
有氧健身運動
5.PTT講解https://youtu.be/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健康 https://www.youtube.com/wa
久久網站
omumZtNPwOk
tch?v=LWQxUoHtoVo 趣味跳
作業或評量:6/12前https://f 衛福部國健署 高血壓防治 3C 躍教學
orms.gle/F9tMA3RiQ4xbVi5x8 篇 mp4 - YouTube
作業或評量:
(以下內容為補5/19-5/28體育
學習單:對傳染病說~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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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畢業典禮-珍重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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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

科目(藝文~表演)
科目(國語)
科目(社會)
■非同步-自主學習:(含補5/2 ⬛同步:https://meet.googl ■非同步-自主學習:

科目(國語)
■非同步-自主學習:

內容與進度:
4課程進度)
內容與進度:
e.com/jwj-qzja-cap
六下國語複習
認識劇場服裝設計師林璟如 內容與進度:灃食教育第三單 六下國語複習
線上學習資源連結
線上學習資源連結
元
12：00 (課本8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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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線上學習資源連結
https://www.youtube.com/wa 作業或評量:回傳表單https:/ 習
習
tch?v=ahTLA-3eivw
/forms.gle/N7rTvEVvFZGvTPi https://www.learnmode.net/ https://www.learnmode.net
作業或評量:
course/144171
/course/144171
L7
作業或評量:
作業或評量:
請至班級FB社群或LINE及老師
依進度進行線上評量
依進度進行線上評量
信箱分享心得(50字)
│

4

12：00
─
13：30

午 餐（午 間 靜 息）

畢業典禮-珍重再見

下

5

13：40

午

科目(英文)
■同步:https://meet.googl
e.com/uxj-emex-chf
■非同步-自主學習:

科目(音樂)
⬛非同步-自主學習:

內容與進度:
1.跟著影片熟唱[風箏]
14：20 內容與進度:Story book PPT 2.聆聽並跟著哼唱畢業相關歌
線上學習資源連結:No
曲
作業或評量:Kahoot
也可自行搜尋自己喜愛的歌欣
│

畢業典禮-珍重再見
科目(國際教育)
■同步:https://meet.googl
e.com/uxj-emex-chf
內容與進度:Story book PPT

賞
3觀看製作畢業歌曲影片http
s://www.youtube.com/watch?
v=mZWFB6j4xjE
畢業歌曲影片
線上學習資源連結
https://www.youtube.com/wa
tch?v=BMqvtUt6SPw
https://www.youtube.com/wa
tch?v=zmvU0N8Y298
作業或評量:
https://forms.gle/s17xXDuJ
L9Zm6foK9
6

14：30

科目(國際教育)
■非同步-自主學習:學習吧

科目(彈性~特色課程)
■非同步-自主學習:(含補5/2

內容與進度:聽力練習
5課程進度)
線上學習資源連結：https:// 內容與進度:
【海洋垃圾】海塑去哪兒｜了
15：10 www.learnmode.net/home/
作業或評量:
解台灣海底垃圾有哪些？ (我
學習吧線上繳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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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科目(資訊)
⬛非同步-自主學習:
內容與進度:(含補課進度)
 進階簡報製作及期末實作
測驗
請同學連結下方「學習吧」之
課程連結進入自主學習:http
s://www.learnmode.net/cour
se/251674?passcode=675141
登入「學習吧」平台之方式及
密碼:請同學到自己的GMAIL信

畢業典禮-珍重再見

%96-%E6%88%91%E5%80%91%E7%
9A%84%E5%B3%B6
作業或評量:
請至班級FB社群或LINE及老師
信箱繳交心得(錄音~約1分鐘)

休息時間

15：10~25
7

科目(綜合)
科目(綜合~閱讀)
■非同步-自主學習:(含補5/2
■非同步-自主學習:
4課程進度)
內容與進度:
│
由下列學習資源擇一連結，閱 內容與進度:
灃食教育營養5餐
16：05 讀一本書或一篇文章
3-1家中有豬才是家&3-2被大
線上學習資源連結：
1.繪本花園-文化部-兒童文化 文豪歌頌的紅燒豬肉
線上學習資源連結
館
15：25

https://children.moc.gov.t 家中有豬才是家2.pptx
w/animate_list?type=1
作業或評量:
2.未來兒童/未來少年
請至班級FB社群或LINE及老師
至 #6/20 前線上�免費看 信箱繳交心得(50字)
�《未來少年》
�《未來兒童》
https://futureparenting.cw
gv.com.tw/youth/freeRead?u
tm_source=Facebook&utm_med
ium=MF_post&utm_campaign=2
10517_2000
3.國語日報~ 防疫閱讀專區

箱收信,老師已將步驟及密碼
寄給大家了唷!!
如果沒收到信件之學生再寄信
跟老師告知101999@lses.cy.e
du.tw
作業或評量:請同學利用時間
完成「學習吧」課程內指定的
學習單及作業!!

休息時間
畢業典禮-珍重再見
科目(綜合)
■非同步-自主學習:(含補5/2
7課程進度)
內容與進度:
第五單元世界一家親
線上學習資源連結https://ww
w.youtube.com/watch?v=4X55
a1sLrjs
https://www.youtube.com/wa
tch?v=lafgIzw7Td8
作業或評量:
請至班級FB社群或LINE及老師
信箱繳交心得(50字)

https://www.mdnkids.com/20
20COVID-19/index/?utm_sour
ce=HomePage&utm_medium=300
X120Banner&utm_campaign=20
20COVID-19
作業或評量:
請至班級FB社群或LINE及老師
信箱繳交心得(錄音~約1分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