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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課 網路資源有哪些？ 

 單元名稱：網路資源有哪些？ 

 年級：四年級 

 教學時間：1 節/每節 40 分/共 40 分 

 能力指標：4-2-1 能操作常用瀏覽器的基本功能。 

 學習內容： 

1.讓學生知道網路資源可區分為學習（數位課程）、影音（趣味影片

YouTube）、新聞（時事、天氣）、資源服務（地圖、電子商務、動畫 e

卡）、社群（Web mail、部落格與網路相簿）、娛樂（遊戲）六大類別。 

2.讓學生能夠根據自己的需求使用網路資源。 

 單元目標： 

1.認識網路資源類別。 

2.瞭解各類別的功能與使用時機。 

3 知道取得網路資源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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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學分析與規劃 

學習條件

分析 

先備經驗 需對網際網路與瀏覽器的使用與功能有基本認識。 

資訊能力 對電腦操作與網際網路的使用有概念。 

相關之能力

指標 

2-2-1 能遵守電腦教室(公用電腦)的使用規範。 

2-2-5 能正確操作鍵盤。 

2-2-6 能熟練中英文輸入。 

3-2-1 能使用編輯器進行文稿之編修。 

學習環境 電腦教室（各種電腦作業系統均可） 

理念說明 本單元旨在介紹網路資源的類別，由介紹學生最常使用的六大類別網路資源

開始，進而讓引導學生了解各項類別使用的時機與功能，最後讓學生了解如

何取得使用的資源，以其培養學生正確使用網路資源的觀念與能力。 

教學建議 1.教師在教授兒童六大類別網路資源之內容時，僅需教導基本概念即可。 

2.教師可指導學生經由實際操作方式，讓學生熟悉各類別網路資源的使用時

機與取得方法，以達到本單元之教學目標。 

教學內容

與單元目

標分析 

請列出並說明本單元所包含之主題 內容屬性(複

選) 

1.主題名稱：網路資源大家庭 

內容說明：讓學生知道網路資源可區分為學習（數位課

程）、影音（趣味影片 YouTube）、新聞（時事、天氣）、

資源服務（地圖、電子商務、動畫 e卡）、社群（Web mail、

部落格與網路相簿）、娛樂（遊戲）六大類別。 

單元目標：認識網路資源類別。 

■事實 

■概念 

□程序 

□後設認知 

2.主題名稱：網路資源大搜奇 

內容說明：讓學生能夠根據自己的需求使用網路資源。 

單元目標： 

（1）瞭解各類別的功能與使用時機。 

（2）知道取得網路資源的方法。 

■事實 

■概念 

■程序 

□後設認知 

評量方式 針對各單元目標規劃之評量說明: 

1.單元目標：認識網路資源類別。 

評量方式：A2、A8 

簡要說明：藉由數位媒材，以配合題的題型，作為評量學生對網路資源類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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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認識程度。 

2.單元目標： 

（1）瞭解各類別的功能與使用時機。 

（2）知道取得網路資源的方法。 

評量方式：A3、A8 

簡要說明：以學習單的方式，請學生上網搜尋數位課程、影片、氣象、地圖、

動畫 e卡、部落格與網路相簿、遊戲網站等網路資源，並且記下該網站名稱。

可實施之評量分為： 

A.實體評量 

1.測驗卷    2.個人口頭報告 3.個人書面報告 4.分組口頭報告 

5.分組書面報告 6.專案實作   7.學習歷程檔案 8.實際操作 

9.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數位評量（包製於數位媒材中） 

1.是非     2.選擇     3.配合題    4.簡答 

5.模擬操作   6.角色扮演   7.遊戲     8.其他______________ 

數位資源

製作 

本單元預計開發數位資源名稱： 

1.網路資源大家庭（課程內容）：介紹網路資源可區分為學習（數位課程）、

影音（趣味影片 YouTube）、新聞（時事、天氣）、資源服務（地圖、電子

商務、動畫 e卡）、社群（Web mail、部落格與網路相簿）、娛樂（遊戲）

六大類別。 

2.網路資源大搜奇（課程內容）：介紹各類別網路資源的功能、使用時機與

取得方法，讓學生能夠根據自己的需求使用網路資源。 

3.找找看！我家在哪裡？（評量內容）：藉由數位媒材，以配合題的題型，

作為評量學生對網路資源類別的認識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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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學流程設計 

教學活動 教學流程、學習重點與評量 教學策略 預估時間 
教材、媒體

與網站使用

引起動機 

複習如何

以瀏覽器

搜尋資

料。 

將學生分組，以分組方式討論如

何使用瀏覽器找資料，並紀錄下

來上台發表。 

評量：態度檢核、發表內容完整

度 

討論 

發表 

7 分 

 

 

 

介紹網路

資源的類

別。 

 

教師配合數位媒體「網路資源大

家庭」與相關網站，介紹網路資

源的基本概念。分別為學習（數

位課程）、影音（趣味影片

YouTube）、新聞（時事、天氣）、

資源服務（地圖、電子商務、動

畫 e卡）、社群（Web mail、部

落格與網路相簿）、娛樂（遊戲）

六大類別。 

評量：藉由數位媒材「找找看！

我家在哪裡？」，以配合題的題

型，作為評量學生對網路資源類

別的認識程度。 

數位媒體教

學 

 

18 分 數位媒體：

網路資源大

家庭（課程

內容） 

 

找找看！我

家在哪裡？

（評量內

容） 

介紹各類

別的功

能、使用

時機以及

取得網路

資源的方

法。 

1. 教師利用數位媒材「網路資

源大搜奇」介紹各類別網路

資源的功能、使用時機與取

得方法，讓學生能夠根據自

己的需求使用網路資源。 

2. 教師利用電腦實際操作，引

導學生如何觀看、儲存網頁

中的文字、圖片與檔案。 

評量：以學習單的方式，請學生

上網搜尋數位課程、影片、氣

數位媒體教

學 

 

實際操作 

15 分 網路資源大

搜奇（課程

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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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 教學流程、學習重點與評量 教學策略 預估時間 
教材、媒體

與網站使用

象、地圖、動畫 e卡、部落格與

網路相簿、遊戲網站等網路資

源，並且記下該網站名稱。 

 

 課後評量 

12-2 動動腦時間 

小朋友，經過這個課程的學習，你是不是對網路資源的類別、功能，與如

何取得各類資源更熟悉了呢？休息一下，請你上網搜尋不同類別的網路資

源各一個，並記下該網站名稱。 

解答範例： 

1.學習：教育部六大學習網 http://learning.edu.tw/sixnet/index.php      

2.影音：小蕃薯動畫卡通             

3.新聞：腸病毒開始流行新聞事件   yahoo 新聞 http://tw.yahoo.com/            

4.資源服務：GOOGLE 地圖                             

5.社群：班級網站留言板                                  

6.娛樂：到小蕃薯網站認養蕃薯寶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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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充教材 

網站網址，應用說明： 

教育部六大學習網  http://learning.edu.tw/sixnet/index.php 

文建會兒童文化館  http://children.cca.gov.tw/home.php 

蕃薯藤  http://www.yam.com/ 

故宮 e學園  http://elearning.npm.gov.tw/ 

YouTube  http://www.youtube.com/?hl=zh-TW&gl=TW   

YAHOO!奇摩新聞（時事、天氣）  http://tw.news.yahoo.com/ 

Google 地圖  

http://maps.google.com/maps?ie=utf-8&oe=utf-8&hl=zh-TW&tab=wl 

無名小站  http://www.wretch.cc/ 

 

類別 內容 代表網站 

學習 數位課程 故宮 e學園、小蕃薯 

影音 趣味影片 YouTube 

新聞 時事、天氣 奇摩新聞 

服務資源 地圖、電子商務、動畫 e卡 Google 地圖、小蕃薯 

社群 Web mail、部落格與網路相

簿 

無名小站 

娛樂 遊戲 小蕃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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