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北市瑞芳國民小學107學年度第1學期四年級資訊教育課程計畫 設計者：張育齊老師 

一、本領域每週學習節數：１節 

二、本學期學習目標： 

 (一) 透過應用軟體的使用，培養電腦資料處理的能力，以為各領域學習之輔助工具。 

 (二) 培養資訊溝通能力及資料搜尋能力，以擴展各學習領域之學習。 

 (三) 熟悉文書處理軟體Writer之操作介面，並利用其中功能進行相關的文書編輯。 

 (四) 透過文書處理軟體Writer相關功能，強化各種資料型態的統整與應用。 

 (五) 運用雲端硬碟儲存資料，管理檔案。 

 (六) 熟悉Google文件之操作介面，並利用其中功能進行相關的文書編輯。 

 (七)導引學生了解資訊倫理、智慧財產權及資訊相關法律等相關議題。 

  



三、本學期課程架構 

大單元名稱 小單元活動名稱 課程主題 

單元一、檔案管理與校務系統 

活動一：學校電子郵件系統與網路硬碟的進階應用。 

秋意上心頭 

活動二：學校教學平台系統之註冊、登入與操作應用。 

活動三：校務行政系統之註冊、登入與操作應用。 

單元二、基礎文書處理 

活動一：Writer文書處理軟體環境介面簡介。 

活動二：文件格式的設定。 

活動三：文字輸入與樣式編輯。 

活動四：圖形繪製與影像匯入。 

活動五：圖形與文字的編排。 

活動六：表格繪製與相關操作。 

單元三、文書處理應用(一)-製作專題報告 

活動一：確定報告主題。 

感恩與惜福 活動二：蒐集並整理相關資料。 

活動三：圖文匯入與編輯。 

活動四：發表與分享活動 

單元四、文書處理應用(二)-製作統計圖表 

活動一：確定表格內容(如功課表、日曆)。 

歡樂綴豐年 

活動二：繪製表格並輸入內容。 

活動三：利用相關圖庫美化表格。 

單元五、雲端硬碟的應用 
活動一：雲端硬碟的登入與登出 

活動二：檔案的上傳與下載 

單元六、google文件的編輯 

活動一：介紹Google文件編輯環境界面 

活動二：圖片與文字的編輯 

活動三：表格的建立與編輯 

單元七、google文件的應用 
活動一：以Google文件製作賀卡 

活動二：Google文件匯出格式的探討 

單元八、程式教育課程 活動一：Micro bit介面簡介。 



活動二：Micro bit基礎指令介紹與練習。 

活動三：Micro bit模擬器上實際編程與除錯。 

活動四：Micro bit模擬完成並實際下載至實體中進行運作。 

 



四、本學期課程內涵：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一周 

/ 

第二周 

1-2-1 瞭解資訊科技在人類生   

   活之應用。 

1-2-3 教導學生注意軟硬體的保

養、備份資料等資訊安全概 

念。 

2-2-2 熟悉視窗環境軟體的操 

作、磁碟的使用、電腦檔案的 

管理、以及電腦輔助教學應用 

軟體的操作等。 

4-2-1 能進行網路基本功能的操

作。 

4-3-1 瞭解電腦網路概念及其  功

能。 

單元一、檔案管理 

活動一：學校電子郵件系統與網路硬碟的進  

    階應用。以校配帳號、密碼登入學   

    校電子郵件系統與網路硬碟，進行  

    檔案管理與相關屬性設定。說明各 

    類儲存媒體的特性以及學校實體硬 

    碟的還原性，強調儲存於網路硬 

    碟之必要。 

活動二：學校教學平台系統之註冊、登入與 

    操作應用。引導學生進行學校教學 

    平台系統之註冊，並登入系統，說 

    明其中相關功能操作，以進行各領 

    域主題式課程活動。 

活動三：校務行政系統之註冊、登入與操作 

    應用。引導學生進行校務行政系統 

    之註冊，登入系統後，介紹其中相 

    關課務功能，使學生適時掌握自身 

    學習狀況。 

 

課間融入中英文打字練習。 

 

程式教育：線上課程（每堂課１０分鐘） 

2 電腦及周邊設備 簡單口頭問

答 

課堂觀察 

操作評量 

 



活動一：引導學生搜尋［一個小時玩程式］ 

    並指導如何進行活動。 

活動二：完成[與Anna和Elsa一起寫程式吧]1 

    －3關以練習寫程式並了解「迴 

    圈」、「函式」的概念。 

 

第三周 

/ 

第四周 

1-2-1 瞭解資訊科技在人類生活之

應用。 

1-2-3 教導學生注意軟硬體的保

養、備份資料等資訊安全概念。 

單元二：基礎文書處理 

活動一：Writer文書處理軟體環境介面簡 

    介。簡述Writer文書處理軟體的特   

    性，並說明環境介面各項(包含標題 

    列、功能表列、工具列、文件編輯 

    區與狀態列)功用與配置。引導學生 

    操作以下工具列設定項目： 

     1.開啟、關閉工具列。 

     2.標準與格式化工具列。 

     3.新增與刪除工具列功能按鈕。 

活動二：文件格式的設定。教師先行備置文  

    件檔案，作為修改的原稿。學生依  

    據以下設定條件，進行文件格式的 

    變更，以了解其設定效果。 

     1.字元設定與使用。 

     2.段落設定(縮排、間隔與行距、 

      對齊、邊框與背景)。 

     3.分欄設定。 

     4.直書與橫書。 

2 電腦及周邊設備 簡單口頭問

答 

課堂觀察 

操作評量 

 

http://hocintw.thealliance.org.tw/


     5.插入、編輯頁首與頁尾。 

    為使資料獲得妥善安排，必須考慮  

    上述設定。 

 

程式教育：線上課程（每堂課１０分鐘） 

活動一：引導學生搜尋［一個小時玩程式］ 

    並指導如何進行活動。 

活動二：完成[與Anna和Elsa一起寫程式吧]4 

    －6關以練習寫程式並了解「迴 

    圈」、「函式」的概念。 

第五周 

/ 

第六周 

1-2-1 瞭解資訊科技在人類生活之

應用。 

3-2-1 能進行編輯、列印的設 

定，並能結合文字、圖畫等完 

成文稿的編輯。盡量使用自由 

軟體。 

4-3-2 能找到合適的網站資源、圖

書館資源及檔案傳輸等。 

4-3-3 能利用資訊科技媒體等搜尋

需要的資料。 

5-3-2 認識網路智慧財產權相關法

律，不侵犯智財權。 

配合學校主題:秋意上心頭 

活動三：文字輸入與樣式編輯。 

指導學生進行以下功能操作： 

     1.中英文、數字與特殊符號的輸 

      入與切換。 

     2.文字樣式的設定與編輯。 

     3.美術字型的應用。 

活動四：圖形繪製與影像匯入。指導學生進 

    行以下功能操作： 

     1.Writer繪圖功能指令 

     2.Writer圖庫資源運用 

     3.從外部資源(隨身碟、光碟或網   

      路)匯入圖片 

活動五：圖形與文字的編排。說明不使用環 

    繞換行、頁面環繞與穿過等三種設 

2 電腦及周邊設備 課堂觀察 

操作評量 

報告 

 

http://hocintw.thealliance.org.tw/


    定的編排效果，引導學生進行文字 

    環繞(圖形)的設定，以達到美觀的 

    要求。課間融入「瑞小祕密基地」 

    活動。 

活動六：表格繪製與相關操作。指導學生進 

    行以下表格繪製功能操作，使學生   

    了解其中設定意義與效果。 

     1.建立表格 

     2.編輯表格 

     3.分割儲存格 

     4.合併儲存格 

     5.調整欄寬與列高 

     6.平均分配欄、列 

     7.改變背景顏色 

     8.設定框線樣式 

 

程式教育：線上課程（每堂課１０分鐘） 

活動一：引導學生搜尋［一個小時玩程式］ 

    並指導如何進行活動。 

活動二：完成[與Anna和Elsa一起寫程式吧]7 

    －9關以練習寫程式並了解「迴 

    圈」、「函式」的概念。 

第七周 

/ 

 單元三：文書處理應用(一)製作專題報告 

本單元在於運用所學，製作專題報告。教師

指導學生進行分組，並揭示專題報告製作流 

2 電腦及周邊設備 課堂觀察 

操作評量 

報告 

 

http://hocintw.thealliance.org.tw/


第八周 程。(融入家庭教育、環境教育課程) 

活動一：確定報告主題。訂立主題宜以學生 

    自身學習或生活經驗為主，教師務   

    必確實審視其主題之可行性(如資料 

    取得的難易)，避免日後窒礙難行、  

    徒勞無功。 

活動二：蒐集並整理相關資料。確立主題以 

    後，必須構思專題報告的大綱，再 

    利用圖書館或網路蒐集資料，並重 

    整報告內容。在蒐集資料時，教師 

    可提及智慧財產權、資訊倫理與資 

    訊安全的相關議題。 

 

單元四：文書處理應用(二)製作統計圖表 

本單元旨在運用所學，解決日常生活事務，

期能學有所用。(融入家庭教育、環境教育課

程) 

活動一：確定表格內容。學生自行選定表格 

    標題與內容(如功課表、日曆)，利 

    用Writer表格功能建立符合欄位的 

    表格。 

活動二：繪製表格並輸入內容。在文件中輸 

    入標題，並逐一在表格欄位中，輸 

    入資料內容，完成後，進行字型、 

    顏色、大小、對齊等樣式的設定。 



活動三：利用相關圖庫美化表格。設定框線 

    粗細、顏色、背景顏色等樣式，調 

    整欄寬與列高，並利用內建美工圖 

    案進行裝飾，增其美觀。 

 

程式教育：線上課程（每堂課１０分鐘） 

活動一：引導學生搜尋［一個小時玩程式］ 

    並指導如何進行活動。 

活動二：完成[與Anna和Elsa一起寫程式 

    吧]10－12關以練習寫程式並了解   

    「迴圈」、「函式」的概念。 

第九周 

/ 

第十一周 

1-2-1 瞭解資訊科技在人類生活之

應用。 

3-4-1 能利用軟體工具進行圖表製

作。盡量使用自由軟體。 

4-3-1 瞭解電腦網路概念及其功

能。 

4-3-2 能找到合適的網站資源、圖

書館資源及檔案傳輸等。 

4-3-3 能利用資訊科技媒體等搜尋

需要的資料。 

5-2-1 認識網路規範，了解網 

路虛擬特性，並懂得保護自 

己。 

5-3-2 認識網路智慧財產權相關法

配合學校主題:感恩與惜福 

活動三：圖文匯入與編輯。撰寫、編輯文 

    稿，並匯入圖檔。教師於巡堂期     

    間，可適時針對資料呈現的方式， 

    提供建議與指導。 

活動四：發表與分享活動。教師於課後評選 

    優良作品，陳列於展示櫃，供學生  

    瀏覽、交流。 

 

 

程式教育：線上課程（每堂課１０分鐘） 

活動一：引導學生搜尋［一個小時玩程式］ 

    並指導如何進行活動。 

活動二：完成[與Anna和Elsa一起寫程式 

3 電腦及周邊設備 課堂觀察 

發表 

報告 

 

http://hocintw.thealliance.org.tw/
http://hocintw.thealliance.org.tw/


律，不侵犯智財權。 

 

環境教育： 

2-2-2 能持續觀察與記錄社區 

的環境問題並探究其原因。 

 

家庭教育： 

3-2-6 察覺個人生活中可利用的資

源 。 

    吧]13－14關以練習寫程式並了解   

    「迴圈」、「函式」的概念。 

 

 

 

 

 

第十周：期中評量周[10/30(二)-10/31(三)] 

第十二周 

/ 

第十四周 

1-2-1 瞭解資訊科技在人類生活之

應用。 

3-4-1 能利用軟體工具進行圖表製

作。盡量使用自由軟體。 

 

家庭教育： 

3-2-6 察覺個人生活中可利用的資

源。 

單元五：雲端硬碟的運用 

活動一：雲端硬碟的登入與登出向學生告知 

    新北市行政帳號、密碼，並登入 

    Google雲端硬碟。說明雲端硬碟之 

    環境界面與各項功能操作。 

活動二：檔案的上傳與下載教師示範說明檔 

    案的上傳與下載等操作，透過檔案 

    的傳送，使學生正確管理雲端硬碟 

    的資料。 

活動三：Google雲端郵件處理教師指導學生 

    進行寄信、收信、回信、轉信和附 

    加檔案等郵件處理。課間融入行動 

    載具操作及APP下載。 

 

程式教育：線上課程（每堂課１０分鐘） 

活動一：引導學生搜尋［一個小時玩程式］ 

3 電腦及周邊設備 課堂觀察 

發表 

報告 

 

http://hocintw.thealliance.org.tw/


    並指導如何進行活動。 

活動二：完成[與Anna和Elsa一起寫程式 

    吧]15－17關以練習寫程式並了解   

    「迴圈」、「函式」的概念。 

第十五周 

/ 

第十六周 

1-2-1 瞭解資訊科技在人類生活之

應用。 

3-4-1 能利用軟體工具進行圖表製

作。盡量使用自由軟體。 

4-3-1 瞭解電腦網路概念及其功

能。 

4-3-2 能找到合適的網站資源、圖

書館資源及檔案傳輸等。 

配合學校主題:歡樂綴豐年 

單元六：Google文件的編輯 

活動一：介紹Google文件編輯環境界面，教 

    師同時開啟Google文件與Writer文 

    書處理軟體，藉以比較其間之異 

    同，然後介紹Google文件編輯環境 

    與各項功能操作。 

活動二：圖片與文字的編輯。教師指導學生 

    在文件中輸入文字、插入圖片，並 

    進行編排與美化。其中包含樣式設 

    定與細節變更。 

活動三：表格的建立與編輯教師指導學生如 

    何建立表格，說明欄、列、儲存格 

    的意義，說明合併、分割、插入、 

    刪除欄列的操作。 

 

程式教育：線上課程（每堂課１０分鐘） 

活動一：引導學生搜尋［一個小時玩程式］ 

    並指導如何進行活動。 

活動二：完成[與Anna和Elsa一起寫程式 

    吧]18－20關以練習寫程式並了解   

2 
電腦及周邊設備 課堂觀察 

學習評量 

操作評量 

 

http://hocintw.thealliance.org.tw/


    「迴圈」、「函式」的概念。 

第十七周 

/ 

第十九周 

1-2-1 瞭解資訊科技在人類生活之

應用。 

3-4-1 能利用軟體工具進行圖表製

作。盡量使用自由軟體。 

4-3-1 瞭解電腦網路概念及其功

能。 

4-3-2 能找到合適的網站資源、圖

書館資源及檔案傳輸等。 

 

家庭教育： 

3-2-6 察覺個人生活中可利用的資

源 。 

單元七：Google文件的應用 

（融入家庭教育） 

活動一：以Google文件製作賀卡利用

Google 

    文件，製作歲末感恩卡，表達對家 

    長或師長的感恩之情。 

活動二：Google文件匯出格式的探討講述 

    Google文件匯出格式的種類與實際 

    運用。 

 

單元八：程式教育： ［Micro bit］（一） 

活動一：引導學生線上搜尋模擬器並指導該 

    網頁內容及相關性。 

活動二：介紹基本功能及應用範圍並引導學 

        生完成入門指引及介面介紹。 

2 

 

 

 

 

 

1 

電腦及周邊設備 課堂觀察 

學習評量 

操作評量 

 

第二十周 

/ 

第二十一

周 

1-2-1 瞭解資訊科技在人類生活之

應用。 

3-4-1 能利用軟體工具進行圖表製

作。盡量使用自由軟體。 

4-3-1 瞭解電腦網路概念及其功

能。 

活動三：指導學生利用模擬器上的虛擬按鍵

A 

    與B之功能並建構與設計簡單的光

影 

    與音訊並在模擬器上嘗試除錯。 

活動四：成功撥放LED訊號及簡單音樂並將

完 

    成之程式碼載入實體中，實際進行   

    體驗學生自行編寫之程式碼，體驗 

2 電腦及周邊設備 

Micro板 

課堂觀察 

學習評量 

操作評量 

 

http://microbit.org/hk/teach/


    實際的應用。 

 

第二十週：期末評量週[1/10(四)-1/11(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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