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5-1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九貫版) 

臺南市公立南區新興國民小學 110學年度第一學期 五 年級   國語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 

 (□普通班/□藝才班/□體育班/■特教班) 

教材版本 康軒 
實施年級 

(班級/組別) 
五年級 教學節數 每週( 4 )節，本學期共( 84 )節 

課程目標 

1.能增進閱讀理解的能力。 

2.能提升讀寫字詞彙的能力。 

3.能增進句型的應用能力。 

領域能力指標 

4-3-1-1能認識常用國字 1,000-1,500字。 

4-3-1-2能透過部件識字教學法，瞭解簡單造字原理，協助識字。 

4-3-1-3能在引導下利用簡易的六書原則，輔助認字，理解字義，如：象形、指事、會意等。 

4-3-1-4能利用生字造生活常用詞彙。 

5-3-1-1能認識常見生字語詞的形音義。 

5-3-3-1能說出文章的重點與取材。 

5-3-5-2能運用不同的閱讀策略，如：圖示、手指輔助唸讀、劃關鍵字、找人事時地物等，增進閱讀的能力。 

6-3-1-1能使用正確文法造句。 

6-3-3-1能知道如何運用各種感官進行觀察。 

6-3-3-2能養成觀察周圍事物的習慣。 

6-3-3-3能透過觀察，思考所觀察的事物作為寫作的材料。 

融入之重大議題 

【生涯發展教育】1-2-2了解工作對個人的重要性。 

【生涯發展教育】3-2-2學習如何解決問題及做決定。 

【生涯發展教育】2-2-4瞭解工作對個人的意義及社會的重要性。 

【環境教育】2-3-1 能了解本土性（如：非核家園）和國際性的環境議題（如：永續發展、全球變遷、生物多樣性）及其

對人類社會的影響。 

【家政教育】4-3-2 了解家人角色意義及其責任 

課程架構脈絡 

教學期程 單元與活動名稱 節數 領域能力指標 
表現任務 

(評量方式) 

融入議題 

能力指標 

9/1~9/4 第一單元擁夢飛翔 

第一課 拔一條河 
4 

4-3-1-1能認識常用國字 1,000-1,500 紙筆評量 【生涯發展教



C5-1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九貫版) 

9/5~9/11 
第一課 拔一條河 4 

字。 

4-3-1-2能透過部件識字教學法，瞭解簡

單造字原理，協助識字。 

4-3-1-3能在引導下利用簡易的六書原

則，輔助認字，理解字義，如：

象形、指事、會意等。 

4-3-1-4能利用生字造生活常用詞彙。 

5-3-1-1能認識常見生字語詞的形音義。 

5-3-3-1能說出文章的重點與取材。 

5-3-5-2能運用不同的閱讀策略，如：圖

示、手指輔助唸讀、劃關鍵字、

找人事時地物等，增進閱讀的能

力。 

6-3-1-1能使用正確文法造句。 

6-3-3-1能知道如何運用各種感官進行觀

察。 

6-3-3-2能養成觀察周圍事物的習慣。 

6-3-3-3能透過觀察，思考所觀察的事物

作為寫作的材料。 

 

 學習策略融入領域: 

‧組織策略  

1-1-3-2能標記學習材料的重點（如：關

鍵字句劃線） 

‧記憶策略  

1-2-2-1 能運用不同的反覆處理策略複習

學習過的內容 

‧理解策略 

觀察評量 

口語評量 

育】3-2-2 

9/12~9/18 第二課 從空中看臺灣 4 紙筆評量 

觀察評量 

口語評量 

【環境教育】2-

3-1 9/19~9/25 第二課 從空中看臺灣 4 

9/29~10/2 第三課 蚊帳大使 4 

10/3~10/9 
第四課「不一樣的醫生」 4 

觀察評量 

口語評量 

紙筆評量 

【生涯發展教

育】2-2-4 

10/10~10/16 
第五課 分享的力量 4 

【生涯發展教

育】2-2-4 

10/17~10/23 第六課「田裡的魔法師」 4 紙筆評量 

觀察評量 

口語評量 

【 生 涯 發 展 教

育】 

3-2-2 2-2-4  

10/24~10/30 第七課 從失敗中覺醒 4 

10/31~11/6 複習一-七課 

定期評量 
4 

11/7~11/13 第三單元觀察與探索 

第八課 火星人，你好嗎？ 
4 

紙筆評量 

觀察評量 

口語評量 

【環境教育】2-

3-1 

11/14~11/20 第八課「火星人，你好嗎？」 4 

11/21~11/27 第九課「溪谷間的野鳥」 4 

11/28~12/4 第十課 海豚 4 

12/5~12/11 第四單元文學步道—人與環境 

第十一課 你想做人魚嗎？ 
4 

觀察評量 

口語評量 

紙筆評量 

【生涯發展教

育】 1-2-2 

【家政教育】4-

3-2 

12/12~12/18 第十二課 衝破逆境 4 

12/19~12/25 第十三課 想念的季節 4 

12/26~1/1 第十四課「小樹」 4 

1/2~1/8 第十四課「小樹」 

複習八-十四課 
4 

1/9~1/15 複習八-十四課 

定期評量 
4 

1/16~1/20 閱讀階梯一  永不掉落的葉子 4 



C5-1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九貫版) 

閱讀階梯二  珍惜水資源 1-1-4-3能解釋常見字、詞的涵義 

1-1-4-4能註記自己不瞭解的內容 

‧學習輔助策略  

3-2-2-2 能運用網路檢索特定的學習資訊

（如：網站、圖片等） 

‧考試策略 

3-3-3-4能運用策略選擇可能的正確答案

（如：刪除法、題項對應法等） 

◎教學期程請敘明週次起訖，如行列太多或不足，請自行增刪。 

◎「表現任務-評量方式」請具體說明。 

◎敘寫融入議題能力指標，填入代號即可。 

◎集中式特教班採全班以同一課綱實施敘寫。 

 

 

臺南市公立南區新興國民小學 110學年度第二學期 五 年級   國語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 

 (□普通班/□藝才班/□體育班/■特教班) 

教材版本 康軒 
實施年級 

(班級/組別) 
五年級 教學節數 每週( 4 )節，本學期共(  84  )節 

課程目標 

1.能增進閱讀理解的能力。 

2.能提升讀寫字詞彙的能力。 

3.能增進句型的應用能力。 

4.能增寫作的應用能力。 

領域能力指標 

4-3-1-1能認識常用國字 1,000-1,500字。 

4-3-1-2能透過部件識字教學法，瞭解簡單造字原理，協助識字。 

4-3-1-3能在引導下利用簡易的六書原則，輔助認字，理解字義，如：象形、指事、會意等。 

4-3-1-4能利用生字造生活常用詞彙。 

5-3-1-1能認識常見生字語詞的形音義。 

5-3-3-1能說出文章的重點與取材。 



C5-1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九貫版) 

5-3-5-2能運用不同的閱讀策略，如：圖示、手指輔助唸讀、劃關鍵字、找人事時地物等，增進閱讀的能力。 

6-3-1-1能使用正確文法造句。 

6-3-3-1能知道如何運用各種感官進行觀察。 

6-3-3-2能養成觀察周圍事物的習慣。 

6-3-3-3能透過觀察，思考所觀察的事物作為寫作的材料。 

6-3-4-1能自己使用簡單敘述、描寫等表述方式，並練習書寫 100字至 200字以內的短文。 

6-3-4-3能在提示或協助下應用仿寫、續寫、縮寫等方式寫作。 

融入之重大議題 

【生涯發展教育】3-2-2學習如何解決問題及做決定。 

【家政教育】 4-3-3探索家庭生活問題及其對個人的影響。 

【資訊教育】 4-3-5能利用搜尋引擎及搜尋技巧尋找合適的網路資源。 

【生涯發展教育】2-2-4瞭解工作對個人的意義及社會的重要性。 

【環境教育】 2-3-1能了解本土性（如：非核家園）和國際性的環境議題（如：永續發展、全球變遷、生物多樣性）及其

對人類社會的影響。 

課程架構脈絡 

教學期程 單元與活動名稱 節數 領域能力指標 
表現任務 

(評量方式) 

融入議題 

能力指標 

2/6~2/12 第一單元 機智的故事 
第一課 名人記趣  4 

4-3-1-1能認識常用國字 1,000-1,500 

字。 

4-3-1-2能透過部件識字教學法，瞭解簡

單造字原理，協助識字。 

4-3-1-3能在引導下利用簡易的六書原

則，輔助認字，理解字義，如：

象形、指事、會意等。 

4-3-1-4能利用生字造生活常用詞彙。 

5-3-1-1能認識常見生字語詞的形音義。 

5-3-3-1能說出文章的重點與取材。 

觀察評量 

口語評量 

紙筆評量 

【生涯發展教

育】3-2-2 
2/13~2/19 第一課 名人記趣 4 

2/20~2/26 

第二課 秋江獨釣 4 

觀察評量 

口語評量 

紙筆評量 

【家政教育】 

4-3-3 

2/27~3/5 第三課 智救養馬人 4 觀察評量 

口語評量 

紙筆評量 

【生涯發展教

育】3-2-2 3/6~3/12 
第三課 智救養馬人 4 

3/13~3/19 第二單元  藝術天地 4 觀察評量 【資訊教育】 



C5-1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九貫版) 

第四課故宮挖「寶」趣 5-3-5-2能運用不同的閱讀策略，如：圖

示、手指輔助唸讀、劃關鍵字、

找人事時地物等，增進閱讀的能

力。 

6-3-1-1能使用正確文法造句。 

6-3-3-1能知道如何運用各種感官進行觀

察。 

6-3-3-2能養成觀察周圍事物的習慣。 

6-3-3-3能透過觀察，思考所觀察的事物

作為寫作的材料。 

6-3-4-1能自己使用簡單敘述、描寫等表

述方式，並練習書寫 100字至

200字以內的短文。 

6-3-4-3能在提示或協助下應用仿寫、續

寫、縮寫等方式寫作。 

 

 學習策略融入領域: 

‧組織策略  

1-1-3-2能標記學習材料的重點（如：關

鍵字句劃線） 

‧記憶策略  

1-2-2-1 能運用不同的反覆處理策略複習

學習過的內容 

‧理解策略 

1-1-4-3能解釋常見字、詞的涵義 

1-1-4-4能註記自己不瞭解的內容 

‧學習輔助策略  

3-2-2-2 能運用網路檢索特定的學習資訊

口語評量 

紙筆評量 

4-3-5 

【環境教育】 

2-3-1 

3/20~3/26 
第四課故宮挖「寶」趣 4 

3/27~4/2 

第五課 恆久的美 4 

觀察評量 

口語評量 

紙筆評量 

【資訊教育】 

4-3-5 

4/3~4/9 第六課戲迷 4 觀察評量 

口語評量 

紙筆評量 

【生涯發展教

育】2-2-4 

【資訊教育】 

4-3-5 

4/10~4/16 第七課舞動美麗人生 4 

4/17~4/23 複習一-七課 

定期評量 
4 

4/24~4/30 第三單元  問題與答案 

第八課「動物的尾巴」 
4 

觀察評量 

口語評量 

紙筆評量 

【生涯發展教

育】 3-2-2 

 5/1~5/7 第九課生命中的「大石頭」 4 

5/8~5/14 第十課 果真如此嗎？ 4 

5/15~5/21 第四單元  文學步道—感受自

然 

第十一課湖光山色 

4 

觀察評量 

口語評量 

紙筆評量 

【環境教育】 

2-3-1 2-3-1  

5/22~5/28 第十二課 田園交響曲 4 

5/29~6/4 第十三課 山豬學校，飛鼠大學 4 

6/5~6/11 第十三課「山豬學校，飛鼠大

學」 
4 

6/12~6/18 第十四課 湖濱散記 4 

6/19~6/25 複習八-十四課 

定期評量 

閱讀階梯一 要挑最大的閱讀

階梯二 蜘蛛的電報線 

4 

6/26~6/30 閱讀階梯二 蜘蛛的電報線 

休業式 
4 



C5-1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九貫版) 

（如：網站、圖片等） 

‧考試策略 

3-3-3-4能運用策略選擇可能的正確答案

（如：刪除法、題項對應法等） 

3-4-3-2能圈選出題幹的關鍵字或答題線

索  

 

◎教學期程請敘明週次起訖，如行列太多或不足，請自行增刪。 

◎「表現任務-評量方式」請具體說明。 

◎敘寫融入議題能力指標，填入代號即可。 

◎集中式特教班採全班以同一課綱實施敘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