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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基督教會基法小學中華基督教會基法小學中華基督教會基法小學中華基督教會基法小學

周翠茵老師周翠茵老師周翠茵老師周翠茵老師

校本課程規畫、實施

及單元設計經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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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校共全校共全校共全校共13班班班班

-中文科老師共中文科老師共中文科老師共中文科老師共8人人人人

-家長對學生的支援不太足夠家長對學生的支援不太足夠家長對學生的支援不太足夠家長對學生的支援不太足夠

-學生的聽說能力較強學生的聽說能力較強學生的聽說能力較強學生的聽說能力較強，，，，並喜歡思考並喜歡思考並喜歡思考並喜歡思考

-讀寫能力則有待提升讀寫能力則有待提升讀寫能力則有待提升讀寫能力則有待提升

學校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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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本課程發展及實施歷程

2006-07 ：：：：一一一一、、、、四年級四年級四年級四年級

2007-08 ：：：：二二二二、、、、五年級五年級五年級五年級

2008-09 ：：：：三三三三、、、、六年級六年級六年級六年級

�循序漸進循序漸進循序漸進循序漸進，，，，拾級而上拾級而上拾級而上拾級而上

逐年將實踐方法逐年將實踐方法逐年將實踐方法逐年將實踐方法、、、、成功經驗與校內同事分享成功經驗與校內同事分享成功經驗與校內同事分享成功經驗與校內同事分享

�以舊帶新以舊帶新以舊帶新以舊帶新，，，，分享推廣分享推廣分享推廣分享推廣

由參與種籽計畫的同事擬寫單元由參與種籽計畫的同事擬寫單元由參與種籽計畫的同事擬寫單元由參與種籽計畫的同事擬寫單元，，，，逐漸推廣至全校逐漸推廣至全校逐漸推廣至全校逐漸推廣至全校

中文科科任中文科科任中文科科任中文科科任

按第一及第二按第一及第二按第一及第二按第一及第二
學習階段規畫學習階段規畫學習階段規畫學習階段規畫

2006  新課程實施新課程實施新課程實施新課程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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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本課程發展校本課程發展校本課程發展校本課程發展

年份年份年份年份 校本單元校本單元校本單元校本單元 ((((教師自擬教師自擬教師自擬教師自擬)))) 年級年級年級年級

2006

│
2007

單元一單元一單元一單元一：：：：優美的文字優美的文字優美的文字優美的文字
身體篇身體篇身體篇身體篇、、、、動物篇動物篇動物篇動物篇、、、、植物篇植物篇植物篇植物篇

單元二單元二單元二單元二：：：：詩情畫意詩情畫意詩情畫意詩情畫意
郊遊樂郊遊樂郊遊樂郊遊樂、、、、親愛家人親愛家人親愛家人親愛家人

一年級一年級一年級一年級

單元一單元一單元一單元一：：：：中國偉人面面觀中國偉人面面觀中國偉人面面觀中國偉人面面觀

單元二單元二單元二單元二：：：：本土民間信仰與節日風俗本土民間信仰與節日風俗本土民間信仰與節日風俗本土民間信仰與節日風俗

四年級四年級四年級四年級

配合年度主題配合年度主題配合年度主題配合年度主題：：：：

香港人香港人香港人香港人、、、、香港心香港心香港心香港心、、、、香港情香港情香港情香港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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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本課程發展校本課程發展校本課程發展校本課程發展

年份年份年份年份 校本單元校本單元校本單元校本單元((((教師自擬教師自擬教師自擬教師自擬)))) 年級年級年級年級

2007

│
2008

單元一單元一單元一單元一：：：：趣味字中尋趣味字中尋趣味字中尋趣味字中尋

單元二單元二單元二單元二：：：：指事造字指事造字指事造字指事造字

單元三單元三單元三單元三：：：：有形有聲有形有聲有形有聲有形有聲
單元四單元四單元四單元四：：：：親親家人親親家人親親家人親親家人
單元五單元五單元五單元五：：：：智慧一族智慧一族智慧一族智慧一族

二年級二年級二年級二年級

單元一單元一單元一單元一：：：：中國古代建築趣談中國古代建築趣談中國古代建築趣談中國古代建築趣談
單元二單元二單元二單元二：：：：漫遊中國少數民族漫遊中國少數民族漫遊中國少數民族漫遊中國少數民族

五年級五年級五年級五年級

配合年度主題配合年度主題配合年度主題配合年度主題：：：：

中國人中國人中國人中國人、、、、中國心中國心中國心中國心、、、、中國情中國情中國情中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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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本課程發展校本課程發展校本課程發展校本課程發展

年份年份年份年份 校本單元校本單元校本單元校本單元 ((((教師自擬教師自擬教師自擬教師自擬)))) 年級年級年級年級

2008

│
2009

單元一單元一單元一單元一：：：：我會自己讀我會自己讀我會自己讀我會自己讀
單元二單元二單元二單元二：：：：讀寓言讀寓言讀寓言讀寓言 • 學美德學美德學美德學美德
單元三單元三單元三單元三：：：：細味書中情細味書中情細味書中情細味書中情

三年級三年級三年級三年級

單元一單元一單元一單元一：：：：中華美景中華美景中華美景中華美景 ((((配合教科書配合教科書配合教科書配合教科書))))

單元二單元二單元二單元二：：：：藝術瑰寶藝術瑰寶藝術瑰寶藝術瑰寶
增潤單元增潤單元增潤單元增潤單元：：：：古文拾趣古文拾趣古文拾趣古文拾趣 ((((配合教科書配合教科書配合教科書配合教科書))))

單元三單元三單元三單元三：：：：踏上成長路踏上成長路踏上成長路踏上成長路

六年級六年級六年級六年級

關注事項關注事項關注事項關注事項：：：：

1)提升學生寫作及閱讀能力提升學生寫作及閱讀能力提升學生寫作及閱讀能力提升學生寫作及閱讀能力
2)培養自學培養自學培養自學培養自學、、、、自愛自愛自愛自愛、、、、自律自律自律自律(3S)

三年發展主題三年發展主題三年發展主題三年發展主題：：：：

好學不倦基法人好學不倦基法人好學不倦基法人好學不倦基法人
自強不息基法心自強不息基法心自強不息基法心自強不息基法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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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樣展開校本課程

�參考課程文件參考課程文件參考課程文件參考課程文件

�檢視已有課程的成效檢視已有課程的成效檢視已有課程的成效檢視已有課程的成效

�規畫校本課程規畫校本課程規畫校本課程規畫校本課程，，，，編排各級學習重點編排各級學習重點編排各級學習重點編排各級學習重點

�檢視教科書的學習重點檢視教科書的學習重點檢視教科書的學習重點檢視教科書的學習重點，，，，加入缺乏加入缺乏加入缺乏加入缺乏
的學習重點的學習重點的學習重點的學習重點

�規畫校本課程框架規畫校本課程框架規畫校本課程框架規畫校本課程框架、、、、設計單元框架設計單元框架設計單元框架設計單元框架

�確立各單元的主題及目標確立各單元的主題及目標確立各單元的主題及目標確立各單元的主題及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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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科書教科書教科書教科書

頁三頁三頁三頁三

頁頁頁頁3        語文學習基礎知識語文學習基礎知識語文學習基礎知識語文學習基礎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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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單單單
元元元元

組組組組
織織織織
重重重重
心心心心

學學學學
習習習習
目目目目
標標標標

優美的文字優美的文字優美的文字優美的文字

身體篇身體篇身體篇身體篇

認識部首的認識部首的認識部首的認識部首的

概念概念概念概念

部件識字部件識字部件識字部件識字

象形文字象形文字象形文字象形文字

優美的文字優美的文字優美的文字優美的文字

動物篇動物篇動物篇動物篇

部首識字部首識字部首識字部首識字

字形結構字形結構字形結構字形結構

字形間架字形間架字形間架字形間架

優美的文字優美的文字優美的文字優美的文字

植物篇植物篇植物篇植物篇

部首識字部首識字部首識字部首識字

字形結構字形結構字形結構字形結構

詩情畫意詩情畫意詩情畫意詩情畫意

郊遊樂郊遊樂郊遊樂郊遊樂

部首識字部首識字部首識字部首識字

生活識字生活識字生活識字生活識字

字形結構字形結構字形結構字形結構

部件組合部件組合部件組合部件組合

詩情畫意詩情畫意詩情畫意詩情畫意

親親家人親親家人親親家人親親家人

部首識字部首識字部首識字部首識字

字形結構字形結構字形結構字形結構

字形間架字形間架字形間架字形間架

•學習欣賞詩歌的內容及學習欣賞詩歌的內容及學習欣賞詩歌的內容及學習欣賞詩歌的內容及
表達形式表達形式表達形式表達形式，，，，培養理解能培養理解能培養理解能培養理解能
力力力力

•培養兒童文學欣賞及創培養兒童文學欣賞及創培養兒童文學欣賞及創培養兒童文學欣賞及創
作意識作意識作意識作意識

•品德情意品德情意品德情意品德情意：：：：愛護大自然愛護大自然愛護大自然愛護大自然、、、、
孝順父母孝順父母孝順父母孝順父母

識字、中華文化、文學

•認識漢字的結構美認識漢字的結構美認識漢字的結構美認識漢字的結構美、、、、演變演變演變演變；；；；

•認識兒歌認識兒歌認識兒歌認識兒歌、、、、童謠童謠童謠童謠、、、、童詩聲調韻律的童詩聲調韻律的童詩聲調韻律的童詩聲調韻律的
變化抑揚變化抑揚變化抑揚變化抑揚；；；；

•透過造字法則透過造字法則透過造字法則透過造字法則，，，，初步認識中華文化初步認識中華文化初步認識中華文化初步認識中華文化
中漢字的特徵中漢字的特徵中漢字的特徵中漢字的特徵

一年級一年級一年級一年級「「「「字字字字」」」」得其樂識字課程得其樂識字課程得其樂識字課程得其樂識字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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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年份年份年份 年年年年
級級級級

組織組織組織組織
重心重心重心重心

單元名稱單元名稱單元名稱單元名稱 單元學習重點單元學習重點單元學習重點單元學習重點

2006

│
2007

一一一一 識字識字識字識字
及及及及
中華中華中華中華
文化文化文化文化

優美的文字優美的文字優美的文字優美的文字：：：：

身體篇身體篇身體篇身體篇、、、、
動物篇動物篇動物篇動物篇、、、、
植物篇植物篇植物篇植物篇、、、、

((((兒歌兒歌兒歌兒歌、、、、童詩童詩童詩童詩))))

•識字策略識字策略識字策略識字策略
部首識字部首識字部首識字部首識字，，，，如如如如：：：：手手手手、、、、足足足足、、、、木木木木、、、、艸艸艸艸
部件識字部件識字部件識字部件識字，，，，如如如如：：：：米米米米、、、、青青青青、、、、虫虫虫虫、、、、日日日日
生活識字生活識字生活識字生活識字：：：：水果名稱水果名稱水果名稱水果名稱、、、、海洋生物等海洋生物等海洋生物等海洋生物等

•認識造字法認識造字法認識造字法認識造字法：：：：象形象形象形象形

識字識字識字識字
及及及及
文學文學文學文學

詩情畫意詩情畫意詩情畫意詩情畫意：：：：
郊遊樂郊遊樂郊遊樂郊遊樂、、、、
親愛家人親愛家人親愛家人親愛家人

((((兒歌兒歌兒歌兒歌、、、、童詩童詩童詩童詩、、、、
圖畫書圖畫書圖畫書圖畫書))))

•認識筆畫認識筆畫認識筆畫認識筆畫、、、、筆順筆順筆順筆順
•認識字形間架認識字形間架認識字形間架認識字形間架、、、、結構結構結構結構：：：：

左右左右左右左右、、、、上下上下上下上下、、、、左中右左中右左中右左中右……………………
•認識漢字形音義的特色認識漢字形音義的特色認識漢字形音義的特色認識漢字形音義的特色
•欣賞及創作童詩欣賞及創作童詩欣賞及創作童詩欣賞及創作童詩

一一一一年級年級年級年級「「「「字字字字」」」」得其樂校本課程得其樂校本課程得其樂校本課程得其樂校本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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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本課程評鑑

�前後測

�問卷 (家長、教師、學生)

�課堂觀察

�進展性、總結性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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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字量 (前後測)

25.89

27.89

26.87

24.524.524.524.5

25252525

25.525.525.525.5

26262626

26.526.526.526.5

27272727

27.527.527.527.5

28282828

增加%增加%增加%增加%

1A1A1A1A

1B1B1B1B

OverallOverallOverallOver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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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感受學生感受學生感受學生感受 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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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級二年級二年級二年級「「「「字字字字」」」」得其樂校本課程得其樂校本課程得其樂校本課程得其樂校本課程
單單單單
元元元元

組組組組
織織織織
重重重重
心心心心

學學學學
習習習習
範範範範
疇疇疇疇

單元一單元一單元一單元一
趣味字中尋趣味字中尋趣味字中尋趣味字中尋

部首識字部首識字部首識字部首識字
字形結構字形結構字形結構字形結構
部件組合部件組合部件組合部件組合

單元二單元二單元二單元二
指事造字指事造字指事造字指事造字

部首識字部首識字部首識字部首識字
字形結構字形結構字形結構字形結構

單元三單元三單元三單元三
有形有聲有形有聲有形有聲有形有聲

部件組合部件組合部件組合部件組合
字形結構字形結構字形結構字形結構
生活識字生活識字生活識字生活識字

單元四單元四單元四單元四
親親家人親親家人親親家人親親家人

字形結構字形結構字形結構字形結構
部件組合部件組合部件組合部件組合
生活識字生活識字生活識字生活識字

中華文化中華文化中華文化中華文化

品德情意品德情意品德情意品德情意

培養尊敬父母培養尊敬父母培養尊敬父母培養尊敬父母、、、、

愛護兄弟的品愛護兄弟的品愛護兄弟的品愛護兄弟的品

德德德德

單元五單元五單元五單元五
智慧一族智慧一族智慧一族智慧一族

中華文化中華文化中華文化中華文化
品德情意品德情意品德情意品德情意

尊敬父母尊敬父母尊敬父母尊敬父母

愛護兄弟愛護兄弟愛護兄弟愛護兄弟

中華文化中華文化中華文化中華文化
品德情意品德情意品德情意品德情意

虛心求學虛心求學虛心求學虛心求學

奮發上進奮發上進奮發上進奮發上進

識字、中華文化

中華文化中華文化中華文化中華文化

象形文字象形文字象形文字象形文字

的由來的由來的由來的由來

中華文化中華文化中華文化中華文化

指事字指事字指事字指事字

的特色的特色的特色的特色

中華文化中華文化中華文化中華文化

形聲字形聲字形聲字形聲字

的特色的特色的特色的特色

橫向連繫

字形結構字形結構字形結構字形結構

部件組合部件組合部件組合部件組合

生活識字生活識字生活識字生活識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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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年份年份年份 年級年級年級年級 組織組織組織組織
重心重心重心重心

單元名稱單元名稱單元名稱單元名稱 單元學習重點單元學習重點單元學習重點單元學習重點

2007-

2008

二二二二 識字識字識字識字
及及及及
中華中華中華中華
文化文化文化文化

趣味趣味趣味趣味
字中尋字中尋字中尋字中尋
童詩童詩童詩童詩、、、、

兒童故事兒童故事兒童故事兒童故事

識字策略識字策略識字策略識字策略：：：：
• 認識造字法認識造字法認識造字法認識造字法((((象形象形象形象形))))，，，，如如如如：：：：雨雨雨雨、、、、禾禾禾禾、、、、田田田田
• 字謎識字字謎識字字謎識字字謎識字((((相同部件相同部件相同部件相同部件))))，，，，如如如如：：：：昌昌昌昌、、、、林林林林、、、、

森森森森、、、、品品品品、、、、晶晶晶晶、、、、淼淼淼淼、、、、鑫鑫鑫鑫、、、、磊磊磊磊

指事造字指事造字指事造字指事造字
童詩童詩童詩童詩

識字策略識字策略識字策略識字策略：：：：
•認識造字法認識造字法認識造字法認識造字法((((指事指事指事指事))))，，，，如如如如：：：：天天天天、、、、中中中中、、、、刃刃刃刃
寫字寫字寫字寫字：：：：半包圍結構字半包圍結構字半包圍結構字半包圍結構字，，，，如如如如：：：：有有有有、、、、造造造造、、、、開開開開

有形有聲有形有聲有形有聲有形有聲
童詩童詩童詩童詩、、、、

圖畫書圖畫書圖畫書圖畫書

識字策略識字策略識字策略識字策略：：：：認識造字法認識造字法認識造字法認識造字法((((形聲形聲形聲形聲))))、、、、象聲詞象聲詞象聲詞象聲詞
如如如如：：：：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寫字寫字寫字寫字：：：：鞏固漢字的讓位和變形部首鞏固漢字的讓位和變形部首鞏固漢字的讓位和變形部首鞏固漢字的讓位和變形部首

識字識字識字識字
及及及及
品德品德品德品德
情意情意情意情意

親親家人親親家人親親家人親親家人
童詩童詩童詩童詩、、、、三字三字三字三字

經經經經、、、、圖畫書圖畫書圖畫書圖畫書

識字策略識字策略識字策略識字策略：：：：利用部首利用部首利用部首利用部首、、、、部件推測字義和字部件推測字義和字部件推測字義和字部件推測字義和字
音音音音，，，，進行閱讀活動進行閱讀活動進行閱讀活動進行閱讀活動
•培養關愛家人的品德情意培養關愛家人的品德情意培養關愛家人的品德情意培養關愛家人的品德情意

智慧一族智慧一族智慧一族智慧一族
童詩童詩童詩童詩、、、、

童話童話童話童話、、、、圖畫書圖畫書圖畫書圖畫書

識字策略識字策略識字策略識字策略：：：：字謎識字字謎識字字謎識字字謎識字
•小段寫作活動小段寫作活動小段寫作活動小段寫作活動
•培養奮發上進的品德情意培養奮發上進的品德情意培養奮發上進的品德情意培養奮發上進的品德情意

二二二二年級年級年級年級「「「「字字字字」」」」得其樂校本課程得其樂校本課程得其樂校本課程得其樂校本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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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畫三年級課程

�識字策略 閱讀策略

�認識中華文化 培養品德情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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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
年年年年
級級級級

三三三三
年年年年
級級級級

組織重心：識字、中華文化

單元一

趣味

字中尋

單元二

指事造字

單元三

有形有聲

單元四

親親家人

單元五

智慧一族

組織重心：

識字、中華文化

組織重心：

閱讀、品德情意

單元一

我會自己讀
(書法、查字典)

單元二

讀寓言 · 

學美德

單元三

細味

書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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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組織組織組織
重心重心重心重心

單元名稱單元名稱單元名稱單元名稱 單元學習重點單元學習重點單元學習重點單元學習重點

識字識字識字識字
及及及及
中華中華中華中華
文化文化文化文化

我會自己讀我會自己讀我會自己讀我會自己讀 •認識毛筆的執筆認識毛筆的執筆認識毛筆的執筆認識毛筆的執筆、、、、運筆方法運筆方法運筆方法運筆方法，，，，及不同的書體及不同的書體及不同的書體及不同的書體
•鞏固筆畫鞏固筆畫鞏固筆畫鞏固筆畫、、、、筆順筆順筆順筆順、、、、字形間架結構字形間架結構字形間架結構字形間架結構
•鞏固部首鞏固部首鞏固部首鞏固部首、、、、部件識字策略部件識字策略部件識字策略部件識字策略
•認識常用字典及檢索方法認識常用字典及檢索方法認識常用字典及檢索方法認識常用字典及檢索方法，，，，如部首如部首如部首如部首、、、、筆畫筆畫筆畫筆畫

閱讀閱讀閱讀閱讀
及及及及
品德品德品德品德
情意情意情意情意

讀寓言讀寓言讀寓言讀寓言 · · · · 
學美德學美德學美德學美德

•理解故事的寓意理解故事的寓意理解故事的寓意理解故事的寓意，，，，評價人物性格及行為評價人物性格及行為評價人物性格及行為評價人物性格及行為
•培養學生不貪慕虛榮培養學生不貪慕虛榮培養學生不貪慕虛榮培養學生不貪慕虛榮，，，，實事求是和專心致志學習實事求是和專心致志學習實事求是和專心致志學習實事求是和專心致志學習
的人生態度的人生態度的人生態度的人生態度

•訓練學生的創造性思考能力及解決問題的能力訓練學生的創造性思考能力及解決問題的能力訓練學生的創造性思考能力及解決問題的能力訓練學生的創造性思考能力及解決問題的能力

閱讀閱讀閱讀閱讀
及及及及
品德品德品德品德
情意情意情意情意

細味書中情細味書中情細味書中情細味書中情 •應用不同的閱讀策略應用不同的閱讀策略應用不同的閱讀策略應用不同的閱讀策略，，，，體會作者表達的思想感情體會作者表達的思想感情體會作者表達的思想感情體會作者表達的思想感情
•從閱讀中領略快樂的真義從閱讀中領略快樂的真義從閱讀中領略快樂的真義從閱讀中領略快樂的真義，，，，培養學生樂於與人分培養學生樂於與人分培養學生樂於與人分培養學生樂於與人分
享享享享、、、、無私奉獻無私奉獻無私奉獻無私奉獻、、、、愛護家人愛護家人愛護家人愛護家人、、、、勇於自我完善的品德勇於自我完善的品德勇於自我完善的品德勇於自我完善的品德
情意情意情意情意。。。。

三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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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寓言讀寓言讀寓言讀寓言 ···· 學美德學美德學美德學美德

珍惜珍惜珍惜珍惜
恩賜恩賜恩賜恩賜

善用善用善用善用
才幹才幹才幹才幹

孔雀惜羽孔雀惜羽孔雀惜羽孔雀惜羽 烏鴉的故事烏鴉的故事烏鴉的故事烏鴉的故事 猴子棋王猴子棋王猴子棋王猴子棋王 獅子戀愛了獅子戀愛了獅子戀愛了獅子戀愛了

實事求是實事求是實事求是實事求是

不重外表不重外表不重外表不重外表

三思而後行三思而後行三思而後行三思而後行
專心致志專心致志專心致志專心致志

不會寫字的獅子不會寫字的獅子不會寫字的獅子不會寫字的獅子

自讀自讀自讀自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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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發展語文能力

�理解內容大意理解內容大意理解內容大意理解內容大意、、、、主旨主旨主旨主旨、、、、寓意寓意寓意寓意

�評價內容評價內容評價內容評價內容，，，，如人物的性格和行為如人物的性格和行為如人物的性格和行為如人物的性格和行為

�選取合適的素材選取合適的素材選取合適的素材選取合適的素材

�按表達需要運用不同語氣按表達需要運用不同語氣按表達需要運用不同語氣按表達需要運用不同語氣

�聽出故事的寓意聽出故事的寓意聽出故事的寓意聽出故事的寓意

�簡單評價內容簡單評價內容簡單評價內容簡單評價內容，，，，如是非美惡如是非美惡如是非美惡如是非美惡

�語調自然語調自然語調自然語調自然、、、、穩定穩定穩定穩定，，，，並運用聲調變化並運用聲調變化並運用聲調變化並運用聲調變化
((((如輕重如輕重如輕重如輕重、、、、升降升降升降升降、、、、抑揚頓挫抑揚頓挫抑揚頓挫抑揚頓挫))))以表情達意以表情達意以表情達意以表情達意

聽：

讀：

說：

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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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策略及學習活動教學策略及學習活動教學策略及學習活動教學策略及學習活動

• 角色代入

• 討論

• 觀看「致知達德」動畫

• 情意卡

• 「智慧之思」(個人反思)

• 故事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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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7

四年級四年級四年級四年級

2007-08

五年級五年級五年級五年級

2008-09

六年級六年級六年級六年級

單元一單元一單元一單元一

中國偉人面面觀中國偉人面面觀中國偉人面面觀中國偉人面面觀

單元二單元二單元二單元二

本土民間信仰與節日風俗本土民間信仰與節日風俗本土民間信仰與節日風俗本土民間信仰與節日風俗

單元一單元一單元一單元一

中華美景中華美景中華美景中華美景

單元二單元二單元二單元二

藝術瑰寶藝術瑰寶藝術瑰寶藝術瑰寶

增潤單元增潤單元增潤單元增潤單元

古文拾趣古文拾趣古文拾趣古文拾趣

單元三單元三單元三單元三

踏上成長路踏上成長路踏上成長路踏上成長路

四至六年級四至六年級四至六年級四至六年級 校本課程發展路向校本課程發展路向校本課程發展路向校本課程發展路向

單元一單元一單元一單元一

中國古代建築趣談中國古代建築趣談中國古代建築趣談中國古代建築趣談

單元二單元二單元二單元二

漫遊中國少數民族漫遊中國少數民族漫遊中國少數民族漫遊中國少數民族

中
華
文
化

中
華
文
化

中
華
文
化

中
華
文
化

品德情意品德情意品德情意品德情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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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化教科書單元

上下學期 刪減一冊教科書

以文言短文為學習材料以文言短文為學習材料以文言短文為學習材料以文言短文為學習材料，，，，

帶出正確的價值觀念和倫理道德帶出正確的價值觀念和倫理道德帶出正確的價值觀念和倫理道德帶出正確的價值觀念和倫理道德

六年級校本單元六年級校本單元六年級校本單元六年級校本單元

培養學生心繫祖國的情懷培養學生心繫祖國的情懷培養學生心繫祖國的情懷培養學生心繫祖國的情懷
及仁民愛物的精神及仁民愛物的精神及仁民愛物的精神及仁民愛物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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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上成長路踏上成長路踏上成長路踏上成長路

品德情意 學習材料

�學習尊重別人學習尊重別人學習尊重別人學習尊重別人，，，，建立正確的價值觀建立正確的價值觀建立正確的價值觀建立正確的價值觀

�考慮別人的感受和體諒別人的難處考慮別人的感受和體諒別人的難處考慮別人的感受和體諒別人的難處考慮別人的感受和體諒別人的難處

�培養學生自律守規培養學生自律守規培養學生自律守規培養學生自律守規、、、、敬愛師長敬愛師長敬愛師長敬愛師長、、、、
愛護同學的品德情意愛護同學的品德情意愛護同學的品德情意愛護同學的品德情意

�培養學生勇於自我反省培養學生勇於自我反省培養學生勇於自我反省培養學生勇於自我反省

《《《《當乃平遇上乃萍當乃平遇上乃萍當乃平遇上乃萍當乃平遇上乃萍》》》》
((((圖畫書圖畫書圖畫書圖畫書))))

《《《《旋風阿達旋風阿達旋風阿達旋風阿達》》》》((((少年小說少年小說少年小說少年小說))))

《《《《搗搗搗搗蛋鬼蛋鬼蛋鬼蛋鬼》》》》((((少年小說少年小說少年小說少年小說))))

《《《《偏偏偏偏心心心心》》》》 ((((少年小說少年小說少年小說少年小說))))

自擬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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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校本課程的得着

� 提高學習興趣

� 提升語文能力

� 認識中華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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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規畫時注意事項

�善用教科書設計單元

�按學生能力，調節學習重點

�校方行政支援

(校長、課程主任擬寫計畫書)

�圖書主任協作支援

�全方位學習活動

�配合測考，利用評估工具完善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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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肩攜手

培育幼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