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期 9月20日 9月21日 9月22日 9月23日 9月24日

星期 時間 一 二 三 四 五

10：00-10：15
小一國語(南一)

 /第四課紙飛機-1

小一數學(南一)

 /第3單元分與合-1

小一國語(南一)

 /第四課紙飛機-2

10：15-10：30
小一國語(康軒)

 /第三課河馬和河狸-2、複習一

小一數學(康軒)

 /第3單元排順序、比多少-1

小一國語(康軒)

 /第四課笑嘻嘻-1

10：30-10：45
小一國語(翰林)

 /第三課來數數-2

小一數學(翰林)

 /第3單元順序與多少-1

小一國語(翰林)

 /第四課找一找-1

10：45-11：00
小二數學(南一)

 /第2單元二位數的加法-4

小二數學(南一)

 /第3單元幾公分-1

小二國語(南一)

 /第三課勇氣樹-2

11：00-11：15
小二數學(康軒)

 /第3單元二位數的直式加減-2

小二數學(康軒)

 /第3單元二位數的直式加減-3

小二國語(康軒)

 /第三課走過小巷-1

11：15-11：30
小二數學(翰林)

 /第3單元認識公分-1

小二數學(翰林)

 /第3單元認識公分-2

小二國語(翰林)

 /第三課謝謝好朋友-3

日期 9月27日 9月28日 9月29日 9月30日 10月1日

星期 時間 一 二 三 四 五

10：00-10：15
小一數學(南一)

 /第3單元分與合-2

小一國語(南一)

 /第五課好漂亮-1

小一數學(南一)

 /第3單元分與合-3

小一數學(南一)

 /第3單元分與合-4

小一國語(南一)

 /第五課好漂亮-2

10：15-10：30
小一數學(康軒)

 /第3單元排順序、比多少-2

小一國語(康軒)

 /第四課笑嘻嘻-2

小一數學(康軒)

 /第3單元排順序、比多少-3

小一數學(康軒)

 /第3單元排順序、比多少-4

小一國語(康軒)

 /第五課翹翹板-1

10：30-10：45
小一數學(翰林)

 /第3單元順序與多少-2

小一國語(翰林)

 /第四課找一找-2

小一數學(翰林)

 /第3單元順序與多少-3

小一數學(翰林)

 /第3單元順序與多少-4

小一國語(翰林)

 /統整活動一

10：45-11：00
小二數學(南一)

 /第3單元幾公分-2

小二國語(南一)

 /第三課勇氣樹-3

小二國語(南一)

 /第四課牙仙子-1

小二數學(南一)

 /第3單元幾公分-3

小二國語(南一)

 /第四課牙仙子-2

11：00-11：15
小二數學(康軒)

 /第3單元二位數的直式加減-4

小二國語(康軒)

 /第三課走過小巷-2

小二國語(康軒)

 /第三課走過小巷-3

小二數學(康軒)

 /第3單元二位數的直式加減-5

小二國語(康軒)

 /第四課運動會-1

11：15-11：30
小二數學(翰林)

 /第3單元認識公分-3

小二國語(翰林)

 /統整活動一

小二國語(翰林)

 /第四課水草下的呱呱-1

小二數學(翰林)

 /第3單元認識公分-4

小二國語(翰林)

 /第四課水草下的呱呱-2

中秋節連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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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10月4日 10月5日 10月6日 10月7日 10月8日

星期 時間 一 二 三 四 五

10：00-10：15
小一數學(南一)

 /第4單元順序和多少-1

小一國語(南一)

 /第六課剪刀石頭布-1

小一國語(南一)

 /第六課剪刀石頭布-2

小一數學(南一)

 /第4單元順序和多少-2

小一國語(南一)

 /統整活動一

10：15-10：30
小一數學(康軒)

 /第4單元分與合-1

小一國語(康軒)

 /第五課翹翹板-2

小一國語(康軒)

 /第六課謝謝老師-1

小一數學(康軒)

 /第4單元分與合-2

小一國語(康軒)

 /第六課謝謝老師-2、複習二

10：30-10：45
小一數學(翰林)

 /學習加油讚(一)

小一國語(翰林)

 /第五課雨來了-1

小一國語(翰林)

 /第五課雨來了-2

小一數學(翰林)

 /第4單元分與合-1

小一國語(翰林)

 /第六課山坡上的學校-1

10：45-11：00
小二數學(南一)

 /第4單元二位數的減法-1

小二國語(南一)

 /語文天地一

小二數學(南一)

 /第4單元二位數的減法-2

小二數學(南一)

 /第4單元二位數的減法-3

小二國語(南一)

 /第五課一天的時間-1

11：00-11：15
小二數學(康軒)

 /第4單元幾時幾分-1

小二國語(康軒)

 /第四課運動會-2

小二數學(康軒)

 /第4單元幾時幾分-2

小二數學(康軒)

 /第4單元幾時幾分-3

小二國語(康軒)

 /第四課運動會-3

11：15-11：30
小二數學(翰林)

 /第4單元加減應用-1

小二國語(翰林)

 /第四課水草下的呱呱-3

小二數學(翰林)

 /第4單元加減應用-2

小二數學(翰林)

 /第4單元加減應用-3

小二國語(翰林)

 /第五課沙灘上的畫-1

日期 10月11日 10月12日 10月13日 10月14日 10月15日

星期 時間 一 二 三 四 五

10：00-10：15
小一國語(南一)

 /第七課布萊梅樂隊-1

小一數學(南一)

 /第4單元順序和多少-3

小一數學(南一)

 /第5單元數到30-1

小一國語(南一)

 /第七課布萊梅樂隊-2

10：15-10：30
小一國語(康軒)

 /第七課龜兔賽跑-1

小一數學(康軒)

 /第4單元分與合-3

小一數學(康軒)

 /第4單元分與合-4

小一國語(康軒)

 /第七課龜兔賽跑-2

10：30-10：45
小一國語(翰林)

 /第六課山坡上的學校-2

小一數學(翰林)

 /第4單元分與合-2

小一數學(翰林)

 /第4單元分與合-3

小一國語(翰林)

 /第七課值日生-1

10：45-11：00
小二國語(南一)

 /第五課一天的時間-2

小二國語(南一)

 /第六課小書蟲-1

小二數學(南一)

 /第4單元二位數減法-4

小二國語(南一)

 /第六課小書蟲-2

11：00-11：15
小二國語(康軒)

 /詩歌賞析創作

小二國語(康軒)

 /第五課水上木偶戲-1

小二數學(康軒)

 /第4單元幾時幾分-4

小二國語(康軒)

 /第五課水上木偶戲-2

11：15-11：30
小二國語(翰林)

 /第五課沙灘上的畫-2

小二國語(翰林)

 /第六課草叢裡的星星-1

小二數學(翰林)

 /第4單元加減應用-4

小二國語(翰林)

 /第六課草叢裡的星星-2

國慶日連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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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10月18日 10月19日 10月20日 10月21日 10月22日

星期 時間 一 二 三 四 五

10：00-10：15
小一數學(南一)

 /第5單元數到30-2

小一國語(南一)

 /第八課小蝌蚪找媽媽-1

小一國語(南一)

 /第八課小蝌蚪找媽媽-2

小一數學(南一)

 /第5單元數到30-3

小一國語(南一)

 /第九課動物狂歡節-1

10：15-10：30
小一數學(康軒)

 /第4單元分與合-5

小一國語(康軒)

 /第八課拔蘿蔔-1

小一國語(康軒)

 /第八課拔蘿蔔-2

小一數學(康軒)

 /第5單元方盒、圓罐、球-1

小一國語(康軒)

 /第九課動物狂歡會-1

10：30-10：45
小一數學(翰林)

 /第4單元分與合-4

小一國語(翰林)

 /第七課值日生-2

小一國語(翰林)

 /第八課運動會-1

小一數學(翰林)

 /第5單元認識形狀-1

小一國語(翰林)

 /第八課運動會-2

10：45-11：00
小二數學(南一)

 /第5單元容量-1

小二國語(南一)

 /第七課從自己開始-1

小二數學(南一)

 /第5單元容量-2

小二數學(南一)

 /加油小站一-1

小二國語(南一)

 /第七課從自己開始-2

11：00-11：15
小二數學(康軒)

 /第4單元幾時幾分-5

小二國語(康軒)

 /第五課水上木偶戲-3

小二數學(康軒)

 /第4單元幾時幾分-6

小二數學(康軒)

 /第5單元面積-1

小二國語(康軒)

 /第六課小鎮的柿餅節-1

11：15-11：30
小二數學(翰林)

 /第5單元容量-1

小二國語(翰林)

 /第六課草叢裡的星星-3

小二數學(翰林)

 /第5單元容量-2

小二數學(翰林)

 /第5單元容量-3

小二國語(翰林)

 /統整活動二

日期 10月25日 10月26日 10月27日 10月28日 10月29日

星期 時間 一 二 三 四 五

10：00-10：15
小一數學(南一)

 /第5單元數到30-4

小一國語(南一)

 /第九課動物狂歡節-2

小一數學(南一)

 /加油小站一-1

小一數學(南一)

 /加油小站一-2

小一國語(南一)

 /統整活動二、三

10：15-10：30
小一數學(康軒)

 /第5單元方盒、圓罐、球-2

小一國語(康軒)

 /第九課動物狂歡會-2

小一數學(康軒)

 /第5單元方盒、圓罐、球-3

小一數學(康軒)

 /第5單元方盒、圓罐、球-4

小一國語(康軒)

 /複習三、我會自己讀

10：30-10：45
小一數學(翰林)

 /第5單元認識形狀-2

小一國語(翰林)

 /第九課做卡片

小一數學(翰林)

 /第5單元認識形狀-3

小一數學(翰林)

 /看繪本學數學(一)

小一國語(翰林)

 /統整活動二、來閱讀

10：45-11：00
小二數學(南一)

 /加油小站一-2

小二國語(南一)

 /第七課從自己開始-3

小二國語(南一)

 /語文天地二

小二數學(南一)

 /加油小站一-3

小二國語(南一)

 /第一、二單元複習

11：00-11：15
小二數學(康軒)

 /第5單元面積-2

小二國語(康軒)

 /第六課小鎮的柿餅節-2

小二國語(康軒)

 /第六課小鎮的柿餅節-3

小二數學(康軒)

 /第5單元面積-3

小二國語(康軒)

 /總複習、我會自己讀

11：15-11：30
小二數學(翰林)

 /學習加油讚(一)

小二國語(翰林)

 /來閱讀(一)

小二國語(翰林)

 /總複習-我會認字

小二數學(翰林)

 /看繪本學數學(一)

小二國語(翰林)

 /總複習-我會寫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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