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20 教科書版本改選報告及課程銜接計畫(變更教科書版本時使用) 

 

臺南市公立新營區瞧瞧國民小學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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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學年度將康軒版更換為翰林版 

一、緣由（更換版本原因） 

因 110 學年度選用康軒版國小英語教科書 Hello, Kids，在實際教學後

發現康軒版在教學上造成許多困擾，在內容編選上較為複雜，或有版面編

排不佳的情形。為避免學生未來有學習上的負擔及教學上的困擾，擬於

111 年度第一學期更換為翰林版國小英語。 

 

二、110學年康軒版 Hello, Kids 使用意見 

1. 句型編排方式於第一冊變學習到一般動詞，另外於同一單元中學習到

所有格與受格，對於初學英語的學生來說易造成學習困擾。 

2. 一課中同時出現 Let’s Sing 與 Let’s Chant，教學的內容過多，學生

無法有足夠的課堂練習時間，亦造成學生學習負擔。 

3. Let’s read的字母教學，拼音代表例字僅一個，無法讓學生了解發音規

則，教師須額外提供代表例字及發音相關朗詩，無法讓學生達到字母及

發音教學的最終教學目標，造成教學困擾。 

4. 課文情境故事缺乏趣味性，課堂上較無法吸引學生興趣。 

 

（二）教學資源 

1. 相關教學操作教具不佳，且有缺漏，造成課堂上授課的困擾。 

    2、110、111學年度使用版本比較 

項目內容 110 學年度（ 康軒 ）版 111 學年度（ 翰林 ）版 

取材正確、客觀性 

1. 全冊採五個單元編排，並加

上一個節慶單元，分兩次段考

時，單元量調配不易，造成教

1. 畫風活潑，清新可愛，備受師

生喜愛。 

    2. 課本編排具邏輯性，先以貫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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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易度分配 

學時數上調配不佳。 

2. Let’s Listen 的句型分布較不

充足，無法適度演練句型。 

3. Let’s read 的字母教學，拼音

代表例字僅一個，無法讓學生

了解發音規則，教師須額外提

供代表例字，造成教學困擾。 

 

單元的 Story 提出單字、主要

句型、日常生活語句後，由點、

線、面的方式呈現，由單字的

學習，再到句型的替換，後至

日常生活的美語教學，教學有

系統性，學生學習更有效率。 

    3. 歌曲也環繞在單字與句型，並

採用經典歌曲曲調，不需特別

花費時間於曲調教學，可直接

融入單元重點，教學更有趣，

學習更樂趣。 

    4. Reading Time 短文教學與閱

讀理解，讓學生能夠以循序漸

進的方式，從已經熟悉的故事

情節，培養英語閱讀能力。 

    5. Phonics 教學採取音組呈現，

符合學生學習方式，更能加深

學習印象。 

    6. Dr. Dino 整理、歸納出學生在

英語學習歷程中重要的文法概

念，以簡易的圖示及輕鬆的語

言提醒學生注意。    

7. 逐步學習，依據學習歷程增多

課程內容，學習無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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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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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材內容銜接分析 

教科書版別 

康軒版 

Hello, Kids 1-４冊 

翰林版 

Dino on the Go! 1-４冊 

銜接課程 

單元主題 單元句型 對應單元名稱  

第一冊 

What’s your name? 

I’m Darbie. 

What’s your name? 

My name is Dino. / I’m Dino. 
無（句型相同） 

Who’s he / she? 

He’s my father. / She’s my 

mother. 

How old are you? 

I’m ten. 
無（康版 B2 U1） 

What’s this / that?  

It’s a pencil. / It’s an eraser. 

What’s this/ that? 

It’s a book / an eraser.  
無（句型相同） 

Is this / that a tree? 

Yes, it is. / No, it’s not. 

What color is this? 

It’s blue. 
無（康版 B1 U5） 

What color is it? It’s green. 無 無 

第二冊 

How old are you? 

I’m nine years old. 

Are you tall?  
Yes, I am. / No, I'm not. 無（康版 B1 U4） 

Touch your ears. 
Is it a cat? 
Is it a small cat? 
Yes, it is. / No, it isn't. 

無（康版 B1 U4） 

Can you dance?  

Yes, I can. / No, I can’t. 

Who's he / she? 
He's my father. 
She's my mother. 

無（康版 B1 U2） 

Is your mother / father  

a teacher /doctor? 

Are you a student? 
Yes, I am. 
No, I'm not. 
Is he / she a teacher? 
Yes, he / she is. 
No, he / she isn't. 

無（句型相同） 

He / She is tall / short. 無 無 

第三冊 

What’s seven plus five?  

It’s twelve. 

Can you run? 
Yes, I can. / No, I can't. 

無（康版 B2 U3） 

I want a hamburger. 

I want some juice. 

What can you do? I can 
write. 

What can he / she do? 
He / She can dance. 

無（康版 B2 U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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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y I help you? Yes, 

please. 

I want five apple pies. 

We want some tea. 

What are these / those? 
They're papayas. 

 Do you like apples? 
Yes, I do. / No, I don't. 

無（康版 B4 U5） 

Where’s David / Judy?  

He’s / She’s in the 

supermarket.  

He’s / She’s at home. 

What do you want? 
I want two cakes / some 
juice. 

無（康版 B3 U2） 

What are you doing? 

I’m cooking. 
無 無 

第四冊 

What time is it? It’s eleven 

thirty. 

What time is it?   

It's ten o'clock. 
無（句型相同） 

Where are Andy and Betty?  

Where are they?  

They’re in the living room. 

What are you doing? 

I'm swimming. 

What's he / she doing? 

He's / She's swimming. 

無（康版 B4 U3）  

What’s he / she doing? 

He’s / She’s watching TV. 

Where are you?  

I'm in the bedroom. 

Where's Danny / Niki? 

He's / She's in the kitchen. 

無（康版 B4 U2） 

What do you like? I like 

apples. 

What does he / she like? 

He / She likes bananas. 

Where's my / the kite? 

It's in / on / under the box. 
無（康版 B4 U2） 

Do you like cats? 

Yes, I do. / No, I don’t  

Does he / she like dogs?  

Yes, he / she does.  

No, he / she doesn’t. 

無 無 

＊ 翰版教材為螺旋式教學，學習過的句型也會反覆出現，並依據學生學習

階段加深加廣，當課程中出現已學句型時，教師可視當時學生學習程度

進行教學複習的增減，以奠定學生英語基礎。 

 翰版教材同時提供多樣化的教學資源補充強化課程需銜接部份: 

建議內容： 

1. E 化主題海報: 透過不同的主題海報複習及引導學習單字。 

2. Phonics 一把抓: 透過多媒體活動，複習所有字母拼讀發音音組。 

3. E-readers: 電子繪本，透過繪本複習之前所學習過的句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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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Focus 配套系列：提供發音、單字、句型，讓老師靈活選擇運用複習所

需，可做為課程課後延伸使用。 

5. 文法事件簿: 複習句型講解搭配之動畫。 

6. 單字心智圖:以冊為單位，統整單字、句型及相關資源，方便複習使用。 

四、英語領域銜接計畫 

臺南市    國民小學 110 學年度 

五年級「英語」課程領域銜接計畫 

單元 

名稱 

單元學 

習目標 
節數 

能力指標融入重大議

題、學校特色 

評量 

方式 

教材 

來源 

備註（請依實

際銜接教學時

間填） 

領域 彈性 

Starter 
Unit 

1. 能聽懂並跟
讀本課故事對
話。 
2. 能聽懂並以
正確的語調說
出 Where’s 
Dino? He’s 
reading under 
the table. 的句
型。 
3. 能以 
Where’s Dino? 
的句型詢問他
人的位置，並以 
He’s reading 
under the 
table. 的句型
說出他人在該
位置的動作。 
4. 能聽辨本課
子音的不同，及
運用字母拼讀
法嘗試讀出子
音 l 及 r 所組
成的字詞，例
如：lamp, pool, 
seal, rope, 
deer, flour，並
能聽讀本課字
母拼讀韻文。 
5. 能聽辨並說
出數字 10, 
20, … 100。 
 

2 
1-1-8 能聽懂簡易句型的

句子。 

1-1-9 能聽懂簡易的日常

生活對話。 

2-1-2 能唸出英語的語音。 

2-1-8 能使用所習得的日

常生活用語。 

2-1-9 能作簡單的提問、回

答和敘述。 

3-1-2 能辨識課堂中習得

的詞彙。 

3-1-5 能看懂簡單的句子。 

3-1-7 能朗讀課本中的對

話和故事。 

4-1-3 能臨摹抄寫課堂中

習得的詞彙。 

4-1-4 能臨摹抄寫課堂中

習得的句子。 

4-1-5 能拼寫一些基本常

用字詞。 

4-1-6 能依圖畫、圖示填

寫重要字詞。 

4-1-7 能掌握英文書寫格

式寫出簡單的句子。  

5-1-2 能聽懂及辨識課堂

中所習得的英語詞彙。 

5-1-3 在聽讀時，能辨識書

本中相對應的書寫文字。 

5-1-6 能運用字母拼讀法 

(phonics)。 

【人權教育】1-2-1 欣
賞、包容個別差異並尊重
自己與他人的權利。 

作業評量 

口頭評量 

念唱練習 

參與度評

量 

態度評量 

課堂問答 

觀察評量 

Dino on 

the Go! 

(5) 

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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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 1 
How’s 
the 
Weather
? 

1. 能聽辨並說
出本課描述天
氣及休閒活動
的單字 cloudy, 
rainy, snowy, 
sunny, windy, 
go camping, 
go fishing, go 
shopping。 
2. 能聽懂並跟
讀本課故事對
話。 
3. 能聽懂並以
正確的語調說
出 How’s the 
weather? It’s 
sunny. We can 
/ can’t go 
fishing. 的句
型。 
 

2 
 1-1-3 能聽辨課堂中所

習得的詞彙。 

1-1-5 能聽辨課堂中所習

得的字詞、片語及句子的

重音。 

1-1-8 能聽懂簡易句型的

句子。 

1-1-9 能聽懂簡易的日常

生活對話。 

1-1-10 能聽懂簡易歌謠

和韻文的主要內容。 

2-1-3 能說出課堂中所習

得的詞彙。 

2-1-4 能以正確的語調說

出簡易句型的句子。 

2-1-9 能作簡單的提問、

回答和敘述。 

3-1-2 能辨識課堂中習得

的詞彙。 

3-1-5 能看懂簡單的句子。 

3-1-7 能朗讀課本中的對

話和故事。 

3-1-9 能藉圖畫、標題、書

名，猜測或推論主題。 

5-1-2 能聽懂及辨識課堂

中所習得的英語詞彙。 

6-1-1 樂於參與各種課堂

練習活動。堂練習活動。 

【人權教育】1-2-1 欣

賞、包容個別差異並尊重

自己與他人的權利。 

【環境教育】1-1-1 能運

用五官觀察來探究環境

中的事物。 

【生涯發展教育】1-3-1

探索自己的興趣、性向、

價值觀及人格特質。 

作業評量 

口頭評量 

念唱練習 

參與度評

量 

態度評量 

課堂問答 

觀察評量 

Dino on 

the Go! 

(5) 

英語  

Unit 2 
Where 
Are You 
Going? 

1. 能聽懂、辨
識並抄寫課堂
中所習得的單
字與句型。 
2. 能以 
Where are you 
going? / 
Where’s the 
supermarket? 
的句型詢問他
人，並以 I’m 
going to the 
park.及 It’s on 
Blue Street. 做
適當的回答。 
3. 能聽懂並說
出日常用語 
Sorry, I’m late. 

2 
1-1-3 能聽辨課堂中所習

得的詞彙。 

1-1-5 能聽辨課堂中所習

得的字詞、片語及句子的

重音。 

1-1-8 能聽懂簡易句型的

句子。 

1-1-9 能聽懂簡易的日常

生活對話。 

2-1-3 能說出課堂中所習

得的詞彙。 

2-1-4 能以正確的語調說

出簡易句型的句子。 

2-1-9 能作簡單的提問、

回答和敘述。 

作業評量 

口頭評量 

念唱練習 

參與度評

量 

態度評量 

課堂問答 

觀察評量 

Dino on 

the Go! 

(5) 

英語  



C20 教科書版本改選報告及課程銜接計畫(變更教科書版本時使用) 

 

及 Follow me. 
4. 能朗讀及吟
唱本課韻文 To 
the 
Bookstore。 
5. 能辨識、念
讀子音 wh 及
子音 ph。 
6. 能聽辨本課
子音的不同，及
運用字母拼讀
法讀出子音 ph 
及 wh 所組成
的字詞。 
7. 能聽讀本課
字母拼讀韻
文，並能辨識書
本中相對應的
書寫文字。 
 

2-1-10 能朗讀和吟唱歌

謠韻文。 

2-1-11 能以所習得的英

語看圖說話。 

3-1-2 能辨識課堂中習得

的詞彙。 

3-1-5 能看懂簡單的句子。 

3-1-7 能朗讀課本中的對

話和故事。 

5-1-2 能聽懂及辨識課堂

中所習得的英語詞彙。 

【人權教育】1-2-1 欣

賞、包容個別差異並尊重

自己與他人的權利。 

【環境教育】1-1-1 能運

用五官觀察來探究環境

中的事物。 

【生涯發展教育】1-3-1

探索自己的興趣、性向、

價值觀及人格特質。 

Unit 3 

How 

Many 

Lions Are 

There 

能聽懂、辨識並

抄寫課堂中所

習得的單字與

句型。 

2. 能以  What 

do you see? / 
How many 
horses are 

there? 的句型

詢問他人，並以 

I see a 
monkey. / I see 
some turtles. 

及  There is 

one horse. / 
There are two 

horses.  做適

當的回答。 

3. 能聽懂並說

出 日 常 用 語 

Be careful. 及 

Can you give 
me a hand? 

4. 能朗讀及吟

唱 本 課 韻 文 

How Many? 

5. 能辨識、念

讀子音  ch 及 

sh。 

6. 能聽辨本課

子音的不同，及

運用字母拼讀

法讀出子音 ch 

及  sh 所組成

的字詞。 

2 
1-1-3 能聽辨課堂中所習

得的詞彙。 

1-1-8 能聽懂簡易句型的

句子。 

2-1-2 能唸出英語的語音。 

2-1-3 能說出課堂中所習

得的詞彙。 

2-1-4 能以正確的語調說

出簡易句型的句子。 

2-1-9 能作簡單的提問、

回答和敘述。 

3-1-2 能辨識課堂中習得

的詞彙。 

3-1-5 能看懂簡單的句子。 

3-1-8 能藉圖畫、圖示等視

覺輔助，閱讀並瞭解簡易

故事及兒童短劇中的大

致內容。 

4-1-3 能臨摹抄寫課堂中

習得的詞彙。 

4-1-4 能臨摹抄寫課堂中

習得的句子。 

4-1-5 能拼寫一些基本常

用字詞。 

4-1-6 能依圖畫、圖示填寫

重要字詞。 

5-1-2 能聽懂及辨識課堂

中所習得的英語詞彙。 

【人權教育】1-2-1 欣

賞、包容個別差異並尊重

自己與他人的權利。 

【環境教育】1-1-1 能運

用五官觀察來探究環境

作業評量 

口頭評量 

念唱練習 

參與度評

量 

態度評量 

課堂問答 

觀察評量 

Dino on 

the Go! 

(5) 

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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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能聽讀本課

字母拼讀韻

文，並能辨識書

本中相對應的

書寫文字 

中的事物。 

【生涯發展教育】1-3-1

探索自己的興趣、性向、

價值觀及人格特質。 

Unit 4 

What’s 

Wrong? 

1. 能聽懂、辨

識並抄寫課堂

中所習得的單

字與句型。 

2. 能 以 

What’s wrong? 

的句型詢問他

人，並以 My / 

His / Her leg 

hurts. 及 He / 

She has a 

headache. 做

適當的回答。 

3. 能聽懂並說

出 日 常 用 語 

Calm down. 

及 Take care! 

4. 能朗讀及吟

唱 本 課 韻 文 

My Leg Hurts 

5. 能辨識、念

讀子音  ng 及 

nk。 

6. 能聽辨本課

子音的不同，及

運用字母拼讀

法讀出子音 ng 

及  nk 所組成

的字詞。 

7. 能聽讀本課

字母拼讀韻

文，並能辨識書

本中相對應的

書寫文字 

2 
1-1-3 能聽辨課堂中所習

得的詞彙。 

1-1-8 能聽懂簡易句型的

句子。 

2-1-2 能唸出英語的語音。 

2-1-3 能說出課堂中所習

得的詞彙。 

2-1-9 能作簡單的提問、

回答和敘述。 

3-1-2 能辨識課堂中習得

的詞彙。 

3-1-5 能看懂簡單的句子。 

3-1-8 能藉圖畫、圖示等視

覺輔助，閱讀並瞭解簡易

故事及兒童短劇中的大

致內容。 

4-1-3 能臨摹抄寫課堂中

習得的詞彙。 

4-1-4 能臨摹抄寫課堂中

習得的句子。 

4-1-5 能拼寫一些基本常

用字詞。 

4-1-6 能依圖畫、圖示填寫

重要字詞。 

5-1-2 能聽懂及辨識課堂

中所習得的英語詞彙。 

【人權教育】1-2-1 欣

賞、包容個別差異並尊重

自己與他人的權利。 

【環境教育】1-1-1 能運

用五官觀察來探究環境

中的事物。 

【生涯發展教育】1-3-1

探索自己的興趣、性向、

價值觀及人格特質。 

作業評量 

口頭評量 

念唱練習 

參與度評

量 

態度評量 

課堂問答 

觀察評量 

Dino on 

the Go! 

(5) 

英語  

Festivals: 

Christma

s 

1. 能認識聖誕
節 (Christmas) 
的由來與節慶
習俗。 
2. 能聽懂、辨
識並說出課堂
中所習得的單
字 a bell, a 
candy cane, a 
Christmas 

2 
1-1-3 能聽辨課堂中所習

得的詞彙。 

1-1-4 能聽辨句子的語調。    

1-1-5 能聽辨課堂中所習

得的字詞、片語及句子的

重音。 

1-1-8 能聽懂簡易句型的

句子。 

2-1-3 能說出課堂中所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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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ee, Santa 
Claus, a star, a 
stocking。 
3. 能朗讀課本
中的對話和故
事。 
4. 能聽懂並說
出聖誕節 
(Christmas) 的
節慶相關用語。 
5. 能朗讀及吟
唱本課歌謠 O 
Christmas 
Tree。 
 

得的詞彙。 

2-1-9 能作簡單的提問、

回答和敘述。 

2-1-10 能朗讀和吟唱歌

謠韻文。 

3-1-5 能看懂簡單的句子。 

3-1-7 能朗讀課本中的對

話和故事。 

5-1-2 能聽懂及辨識課堂

中所習得的英語詞彙。 

【人權教育】1-2-1 欣

賞、包容個別差異並尊重

自己與他人的權利。 

【環境教育】1-1-1 能運

用五官觀察來探究環境

中的事物。 

【生涯發展教育】1-3-1

探索自己的興趣、性向、

價值觀及人格特質。 

Starter 

Unit 

1. 能聽懂並跟
讀本課故事對
話。 
2. 能聽懂並以
正確的語調說
出 What can 
we do in the 
park? 的句型。 
3. 能以 What 
can we do in 
the park? 的句
型詢問他人的
意見，並以 We 
can play ball.
的句型做適當
的回應。 
4. 能聽辨本課
長短母音的不
同，及運用字母
拼讀法嘗試讀
出長母音音組 
a_e, ai, ay 所
組成的字詞，例
如：Kate, lake, 
rain, wait, lay, 
stay，並能聽讀
本課字母拼讀
韻文。 

5. 能聽辨並說
出數字 100, 

200, … 1000。 

2 
1-1-8 能聽懂簡易句

型的句子。 

1-1-9 能聽懂簡易的

日常生活對話。 

2-1-2 能唸出英語的

語音。 

2-1-8 能使用所習得

的日常生活用語。 

2-1-9 能作簡單的提

問、回答和敘述。 

3-1-2 能辨識課堂中

習得的詞彙。 

3-1-5 能看懂簡單的

句子。 

3-1-7 能朗讀課本中

的對話和故事。 

4-1-3 能臨摹抄寫課

堂中習得的詞彙。 

4-1-4 能臨摹抄寫課

堂中習得的句子。 

4-1-5 能拼寫一些基

本常用字詞。 

4-1-6 能依圖畫、圖示填

寫重要字詞。 

4-1-7 能掌握英文書

寫格式寫出簡單的句子。  

5-1-2 能聽懂及辨識

課堂中所習得的英語詞

彙。 

5-1-3 在聽讀時，能

辨識書本中相對應的書

寫文字。 

5-1-6 能運用字母拼讀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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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nics)。 

【人權教育】1-2-1 欣

賞、包容個別差異並尊重

自己與他人的權利。 

【環境教育】1-1-1 能運

用五官觀察來探究環境

中的事物。 

【生涯發展教育】1-3-1

探索自己的興趣、性向、

價值觀及人格特質。 

Unit 1 

What 

Day Is 

Today? 

1. 能聽辨並說
出本課介紹星
期的單字
Sunday, 
Monday, 
Tuesday, 
Wednesday, 
Thursday, 
Friday, 
Saturday。 
2. 能聽懂並跟
讀本課故事對
話。 
3. 能聽懂並以
正確的語調說
出 What day is 
today? It’s 
Wednesday. 
與 Is it 
Monday 
today? Yes, it 
is. / No, it isn’t. 
的句型。 

 

2 
1-1-3 能聽辨課堂中所習

得的詞彙。 

1-1-5 能聽辨課堂中

所習得的字詞、片語及句

子的重音。 

1-1-8 能聽懂簡易句型的

句子。 

1-1-9 能聽懂簡易的

日常生活對話。 

1-1-10 能聽懂簡易歌謠

和韻文的主要內容。 

2-1-3 能說出課堂中所習

得的詞彙。 

2-1-4 能以正確的語調說

出簡易句型的句子。 

2-1-9 能作簡單的提問、

回答和敘述。 

3-1-2 能辨識課堂中

習得的詞彙。 

3-1-5 能看懂簡單的

句子。 

3-1-7 能朗讀課本中的對

話和故事。 

3-1-9 能藉圖畫、標題、書

名，猜測或推論主題。 

5-1-2 能聽懂及辨識課堂

中所習得的英語詞彙。 

6-1-1 樂於參與各種課堂

練習活動。 

【人權教育】1-2-1 欣

賞、包容個別差異並尊重

自己與他人的權利。 

【環境教育】1-1-1 能運

用五官觀察來探究環境

中的事物。 

【生涯發展教育】1-3-1

探索自己的興趣、性向、

價值觀及人格特質。 

 Dino on 

the Go!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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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 2 

What Do 

You Want 

for 

1. 能聽懂、辨

識並抄寫課堂

中所習得的單

字與句型。 

2. 能以  What 

do you want 

for dinner? 及

2 
1-1-3 能聽辨課堂中所習

得的詞彙。 

1-1-5 能聽辨課堂中

所習得的字詞、片語及句

子的重音。 

1-1-8 能聽懂簡易句型的

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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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nner? What does he / 
she want for 

dinner? 的 句

型詢問他人，並

以  I want 

some noodles. 

及 He / She 

wants a 

hamburger. 做

適當的回答。 

3. 能聽懂並說

出 日 常 用 語 

May I help 

you? 及 

You’re 
welcome. 
4. 能朗讀及吟

唱本課韻文  I 

Love Rice 

5. 能辨識、念

讀長母音音組 

i_e, ie, y。 

6. 能聽辨本課

長短母音的不

同，及運用字母

拼讀法讀出長

母音音組  i_e, 

ie, y 所組成的

字詞。 

7. 能聽讀本課
字母拼讀韻
文，並能辨識書
本中相對應的
書寫文字。 

1-1-9 能聽懂簡易的

日常生活對話。 

2-1-3 能說出課堂中所習

得的詞彙。 

2-1-4 能以正確的語調說

出簡易句型的句子。 

2-1-9 能作簡單的提問、

回答和敘述。 

2-1-10 能朗讀和吟唱歌

謠韻文。 

2-1-11 能以所習得的英

語看圖說話。 

3-1-2 能辨識課堂中

習得的詞彙。 

3-1-5 能看懂簡單的

句子。 

3-1-7 能朗讀課本中的對

話和故事。 

5-1-2 能聽懂及辨識課堂

中所習得的英語詞彙。 

【人權教育】1-2-1 欣

賞、包容個別差異並尊重

自己與他人的權利。 

【環境教育】1-1-1 能運

用五官觀察來探究環境

中的事物。 

【生涯發展教育】1-3-1

探索自己的興趣、性向、

價值觀及人格特質。 

Unit 3 Do 

You Have 

PE Class 

on 

Monday? 

1. 能聽懂、辨

識並抄寫課堂

中所習得的單

字與句型。 

2. 能以 Do you 

have PE class 

on Monday?、 

Does he / she 
have PE class 
on Monday? 

的句型詢問他

人，並以 Yes, I 

do.、Yes, he / 

she does. 或 

No, I don’t. I 
have English 
class.、No, he / 

she doesn’t. 
He / She has 
art class. 做適

當的回答。 

3. 能聽懂並說

出 日 常 用 語 

Good for you! 

2 
1-1-3 能聽辨課堂中所習

得的詞彙。 

1-1-8 能聽懂簡易句型的

句子。 

2-1-2 能唸出英語的

語音。 

2-1-3 能說出課堂中所習

得的詞彙。 

2-1-9 能作簡單的提問、

回答和敘述。 

3-1-2 能辨識課堂中

習得的詞彙。 

3-1-5 能看懂簡單的

句子。 

3-1-8 能藉圖畫、圖

示等視覺輔助，閱讀並瞭

解簡易故事及兒童短劇

中的大致內容。 

4-1-3 能臨摹抄寫課

堂中習得的詞彙。 

4-1-4 能臨摹抄寫課

堂中習得的句子。 

4-1-5 能拼寫一些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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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I see. 

4. 能朗讀及吟

唱 本 課 韻 文 

Do You Have 
Art Class? 

5. 能辨識、念

讀長母音音組 

o_e, oa, ow。 

6. 能聽辨本課

長短母音的不

同，及運用字母

拼讀法讀出長

母音音組 o_e, 

oa, ow 所組成

的字詞。 

7. 能聽讀本課
字母拼讀韻
文，並能辨識書
本中相對應的
書寫文字。 

本常用字詞。 

4-1-6 能依圖畫、圖示填寫

重要字詞。 

5-1-2 能聽懂及辨識課堂

中所習得的英語詞彙。 

【生涯發展教育】1-3-1

探索自我的興趣、性向、

價值觀及人格特質 

Unit 4 

Whose 

Workboo

k Is This? 

1. 能聽懂、辨

識並抄寫課堂

中所習得的單

字與句型。 

2. 能 以 

Whose cap is 

this / that? 或 

Whose 
glasses are 
these / those? 

的句型詢問他

人，並以  It’s 

my cap. 或 

They’re Tom’s 

glasses. 做 適

當的回答。 

3. 能聽懂並說

出 日 常 用 語 

What’s the 
matter? 及 

Amazing! 

4. 能朗讀及吟

唱 本 課 韻 文 

What’s the 
matter? 

5. 能辨識、念

讀長母音音組 

u_e, ew, ue。 

6. 能聽辨本課

長短母音的不

同，及運用字母

拼讀法讀出長

母音音組 u_e, 

ew, ue 所組成

的字詞。 

7. 能聽讀本課
字母拼讀韻

2 
1-1-3 能聽辨課堂中所習

得的詞彙。 

1-1-8 能聽懂簡易句型的

句子。 

2-1-2 能唸出英語的

語音。 

2-1-3 能說出課堂中所習

得的詞彙。 

2-1-9 能作簡單的提問、

回答和敘述。 

3-1-2 能辨識課堂中

習得的詞彙。 

3-1-5 能看懂簡單的

句子。 

3-1-8 能藉圖畫、圖

示等視覺輔助，閱讀並瞭

解簡易故事及兒童短劇

中的大致內容。 

4-1-3 能臨摹抄寫課

堂中習得的詞彙。 

4-1-4 能臨摹抄寫課

堂中習得的句子。 

4-1-5 能拼寫一些基

本常用字詞。 

4-1-6 能依圖畫、圖

示填寫重要字詞。 

5-1-2 能聽懂及辨識課堂

中所習得的英語詞彙。 

【生涯發展教育】1-3-1

探索自我的興趣、性向、

價值觀及人格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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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並能辨識書
本中相對應的
書寫文字。 

Festivals: 

Dragon 

Boat 

Festival 

1. 能認識端午
節(The Dragon 
Boat Festival) 
的由來與節慶
習俗。 
2. 能聽懂、辨
識並說出課堂
中所習得的單
字 dragon 
boat race, egg 
standing, a 
sachet, a 
zongzi。 
3. 能朗讀課本
中的對話和故
事。 
4. 能聽懂並說
出端午節 
(Dragon Boat 
Festival) 的節
慶相關用語。 
5. 能朗讀及吟
唱本課歌謠
Happy Dragon 
Boat Festival! 

2 
1-1-3 能聽辨課堂中所習

得的詞彙。 

1-1-8 能聽懂簡易句型的

句子。 

2-1-2 能唸出英語的

語音。 

2-1-3 能說出課堂中所習

得的詞彙。 

2-1-9 能作簡單的提問、

回答和敘述。 

3-1-2 能辨識課堂中

習得的詞彙。 

3-1-5 能看懂簡單的

句子。 

3-1-8 能藉圖畫、圖

示等視覺輔助，閱讀並瞭

解簡易故事及兒童短劇

中的大致內容。 

4-1-3 能臨摹抄寫課

堂中習得的詞彙。 

4-1-4 能臨摹抄寫課

堂中習得的句子。 

4-1-5 能拼寫一些基

本常用字詞。 

4-1-6 能依圖畫、圖

示填寫重要字詞。 

5-1-2 能聽懂及辨識課堂

中所習得的英語詞彙。 

【生涯發展教育】1-3-1

探索自我的興趣、性向、

價值觀及人格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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