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8-3教科書版本改選報告及課程銜接計畫 

 

臺南市公立永康區西勢國民中(小)學 110 學年度 

 五 年級「_英語_」課程教科書版本改選報告及課程銜接計畫 

110學年度將康軒版更換為何嘉仁版 

 

一、緣由（更換版本原因） 

109學年度選用康軒版國小英語領域教科書，實際使用後發現造成教學上相當的困擾，為

避免耽誤學生學習，擬於 110學年度更換為何嘉仁版國小英語領域教材。 

二、109、110學年度使用版本比較 

項目內容 109學年度（康軒）版 110學年度（何嘉仁）版 

取材正確、客觀性 1.一冊四單元，每單元 16 頁，

各單元所附練習多為較低層次的

聽選，未能挑戰高年級學生批判

思考的層次。  

2.對話情境故事較不貼近學生生

活，使學生容易將閱讀與生活分

開。  

3.每單元無諺語及文化/常識單

元。  

4.習作的短文式閱讀練習篇幅太

少，是可惜之處。 

1.課文為貼近學生生活的情境故

事，讓學生容易將故事與句型、

單字聯想，增加學習效果。版面

簡潔，容易閱讀，學習目標清楚。

自高年段起更分別於課文開頭及

結尾增加主題句與結尾句，增加

學生閱讀長句之機會。  

2.每單元均設計檢測式練習，讓

學生即學即練，亦方便老師馬上

掌握學生學習成效。  

3.主教學單元編有諺語單元，可

增進學生認識英語名言佳句之機

會。  

4.發音單元除教授發音代表字，

亦編有拼讀及聽辨練習、短句繞

口令及發音韻文（基礎及進階

版），依循學習、練習、檢測之步

驟，讓學生穩定基礎，並逐步發

展良好的英語拼讀能力。  

5.每單元均編有一文化/常識單

元，培養學生國際觀及加深其對

生活常識之認知。  

6.習作份量與難易適中，有效達

成學習目的。習作附錄之閱讀練

習，更增加學生練習閱讀篇章之

機會。 

難易度分配 

取材適切、實用性 

內容份量的多寡 

取材時宜、多元性 

習作內容的規劃 

明確的教學目標 

教材內容的連貫性 

其他 

○項目內容可自行增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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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材內容銜接分析 

年級 / 學期 五年級/上學期 

教科書版別 
109學年度 

（康軒）版 

110學年度 

（何嘉仁）版 銜接課程（活動） 

單元主題 單元名稱 對應單元名稱 

 

Unit 1  

You Are the Apple of 

My Eye  

Unit 1  

Where Are You Going?  

無需銜接 

Unit 2  

This Is My Cup of Tea  

Unit 2  

What DoYou See?  

 

 Unit 3  

It’s Not My Day!  

Unit 3   

What Would You Like 

for Dinner?  

無需銜接 

Unit 4  

They’re like Two 

Peas in a Pod  

Unit 4   

How Do You Feel?  

無需銜接 

Culture  Food 

Festivals  

Culture & Festivals 

Moon Festival  

無需銜接 

年級 / 學期 五年級/下學期 

教科書版別 
109學年度 

（康軒）版 

110學年度 

（何嘉仁）版 銜接課程（活動） 

單元主題 單元名稱 對應單元名稱 

 

Unit 1   

It’s a Piece of Cake  

Unit 1   

What day is today?  

無需銜接 

Unit 2  

We’re in the Same 

Boat  

Unit 2   

What subject do you 

like?  

無需銜接 

Unit 3  

Face the Music  

Unit 3   

What does he/she 

need?  

無需銜接 

 Unit 4   

Don’t Be a Couch 

Potato  

Unit 4  

How much is the 

T-shirt?  

無需銜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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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ure  

Transportation 

around the  

World  

Culture & Festivals  

Merry Christmas and 

Happy New Year  

無需銜接 

 

承辦人： 教務主任：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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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公立永康區西勢國民中(小)學 110 學年度 

 五 年級「_健康與體育_」課程教科書版本改選報告及課程銜接計畫 

110學年度將康軒版更換為翰林版 

 

一、緣由（更換版本原因） 

109學年度選用康軒版國小健康與體育領域教科書，實際使用後發現造成教學上相當的困

擾，為避免耽誤學生學習，擬於 110學年度更換為翰林版國小健康與體育領域教材。 

二、109、110學年度使用版本比較 

項目內容 109學年度（康軒）版 110學年度（翰林）版 

取材正確、客觀性 (一)課程安排欠缺邏輯性，較難

引導學生學習。  

(二)活動單調，不易提升學生學

習興趣；此外所設計的活動亦不

易執行。  

(三)所設計的活動不易達成教學

目標。  

(四)教冊整體架構凌亂，不利教

師閱讀及使用。  

(五)所提供教學媒體不實用、提

供之周邊資源不夠完整。 

(一)教學內容活潑，單元創新，

巧妙結合時事，例如：5上 P.127 

～P.128、5下 P.140～P.143。 

(二)課程安排邏輯有層次，課文

鋪排順暢，容易引導學生學習。  

(三)圖照比例均衡，整體版面美

觀，易激發兒童學習興趣。  

(四)提供多元評量，便於檢核學

生學習成效。  

(五)教冊內容周詳，方便教師對

照參閱。  

(六)完整教學媒體配套，提升教

學效能。  

(七)周邊資源豐富，輔助教學。 

難易度分配 

取材適切、實用性 

內容份量的多寡 

取材時宜、多元性 

習作內容的規劃 

明確的教學目標 

教材內容的連貫性 

其他 

○項目內容可自行增減 

三、教材內容銜接分析 

年級 / 學期 四年級/上學期 

教科書版別 
109學年度 

（康軒）版 

110學年度 

（翰林）版 銜接課程（活動） 

單元主題 單元名稱 對應單元名稱 

 

一、逗陣來玩球  一、球兒攻防戰  無需銜接  

二、危機總動員  二、籃球球來瘋  無需銜接  

三、跑跑跳跳樂  三、飛躍羚羊  無需銜接  

 四、飲食與運動  四、一起來運動  無需銜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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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滾跳好體能  五、健康守護者  無需銜接  

六、口腔保衛戰 六、防災小尖兵 無需銜接 

 七、舞動一身   

年級 / 學期 四年級/下學期 

教科書版別 
109學年度 

（ 康軒 ）版 

110學年度 

（ 翰林 ）版 銜接課程（活動） 

單元主題 單元名稱 對應單元名稱 

 

一、我們是球友 一、大家來運動 無需銜接  

二、迎向青春期 二、足下風雲 無需銜接  

三、槓鈴平衡樂 三、體適能加油站 無需銜接  

 四、天然災害知多少 四、水中蛟龍 無需銜接  

五、舞蹈小精靈 五、飲食智慧王 無需銜接  

六、健康耳鼻喉 六、環境偵查員 無需銜接 

 七、跑跳水中游 七、走出新方向  

 

承辦人： 教務主任： 校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