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表 12﹚學習領域課程計畫 

新竹市 光復中學附設國中部    107 學年度  七  年級 第 2學期     語文(英語)    領域課程計畫 

        設計者：    陳怡伶    

一、本領域每週學習節數（ 4）節，本學期共﹙80﹚節。 

二、本學期學習目標：﹙以條列式文字敘述﹚ 

1. 培養學生基本的英語溝通能力。 

2. 培養學生學習英語的興趣與方法。 

3. 增進學生對本國與外國文化習俗之認識。   

週次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

數 

使用教

材 
評量方法 

備註(重大議

題) 

1 

(2/11~2/15) 

1-2-3能聽懂日常生活對話和簡易
故事。 
2-2-2能以簡易的英語參與課堂上
老師引導的討論。 
2-2-3能以簡易的英語表達個人的
需求、意願和感受。 
2-2-4能以簡易的英語描述日常生
活中相關的人、事、時、地、物。 
2-2-6能依情境及場合，適切地表
達自我並與他人溝通。 
3-2-4能用適切的語調、節奏朗讀
短文、簡易故事等。 
3-2-5能了解課文的主旨大意。 
4-2-1能依提示填寫簡單的表格。 
5-2-5能看懂日常溝通中簡易的書
信、留言、賀卡、邀請卡等，並能
以口語或書面作簡短的回應。 
6-2-1樂於接觸英語電影、歌曲、
廣播、書籍等。 

1. 能熟悉電話用語。 

2. 能熟悉語氣助動詞 can的用法，並

能詢問或說明自己或他人能做的事。 

3. 能聽、說、讀、寫、拼「應用字彙」；

能認識本單元的「認識字彙」。 

4 

翰林版第

2冊Unit 1  

My Cat Can 

Catch a 

Ball 

1.口語

練習2.

小組互

動3.角

色扮演 

【性別平等教

育】1-4-3了解

自己的性取

向。 

【家政教育】

3-4-3建立合

宜的生活價值

觀。 

2 

(2/18~2/22

) 

1-2-3 能聽懂日常生活對話和簡
易故事。 
2-2-2能以簡易的英語參與課堂
上老師引導的討論。 
2-2-3能以簡易的英語表達個人
的需求、意願和感受。 
2-2-4能以簡易的英語描述日常
生活中相關的人、事、時、地、
物。 
2-2-6能依情境及場合，適切地
表達自我並與他人溝通。 
3-2-4能用適切的語調、節奏朗
讀短文、簡易故事等。 
3-2-5能了解課文的主旨大意。 
4-2-1能依提示填寫簡單的表
格。 
5-2-5能看懂日常溝通中簡易的
書信、留言、賀卡、邀請卡等，
並能以口語或書面作簡短的回
應。 

【Reading】 

1. 秀出閱讀掛圖，請學生猜測大象會

做與不會做的事。 

2. 播放 CD跟著朗讀。 

3. 將學生四人分一組，重新改寫課

文，寫出其他動物會做及不會做的事

並上台發表。 

4. 完成 Listen and write T or F.。 

 

【Exercise】【Challenge】 

1. 打開課本 Exercise 篇完成讀寫與

聽力練習。 

2. 完成挑戰篇的習題。 

 

【Fun with Sounds】 

1. 帶學生唸出 she、short、fish，

讓學生歸納共同發音為何，接著由老

師寫下音標。 

2. 仿步驟 1歸納其他三組的發音規

則，可分組或個人進行。 

3. 之後播放 CD讓學生跟唸 Read the 

tongue twister.。 

 

【Extension】 

1. 聆聽 CD，學習各國的電話招呼語。 

2. 學生也可根據自身經驗提供其他

語言的打招呼方式。 

 

【Comics】 

 

 

 

 

 

 

 

 

 

 

4 

 

 
翰林版第

2冊My Cat 

Can Catch 

a Ball 

1. 檔 案

評量 

2. 口 語

練習 

3. 小 組

互動 

4. 口 說

測驗 

5.作業

書寫 

【家政教育】

4-4-1肯定自

己，尊重他

人。 

【家政教育】

4-4-5參與策

劃家人共同參

與的活動，增

進家人感情。 



週次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

數 

使用教

材 
評量方法 

備註(重大議

題) 

認識西遊記，並能閱讀漫畫輕鬆複習

所學。 

3 

 

(2/25~ 

3/1) 

1-2-3能聽懂日常生活對話和簡
易故事。 
2-2-2能以簡易的英語參與課堂
上老師引導的討論。 
2-2-3能以簡易的英語表達個人
的需求、意願和感受。 
2-2-4能以簡易的英語描述日常
生活中相關的人、事、時、地、
物。 
2-2-6能依情境及場合，適切地
表達自我並與他人溝通。 
3-2-4能用適切的語調、節奏朗
讀短文、簡易故事等。 
3-2-5能了解課文的主旨大意。 
3-2-7能從圖畫、圖示或上下
文，猜測字義或推論文意。 
4-2-1能依提示填寫簡單的表
格。 
5-2-5能看懂日常溝通中簡易的
書信、留言、賀卡、邀請卡等，
並能以口語或書面作簡短的回
應。 
6-2-1樂於接觸英語電影、歌
曲、廣播、書籍等。 
6-2-5了解基本英文閱讀技巧，
進而提升閱讀的興趣與能力。 

【Warm-up】 

藉由暖身篇的圖片，和學生討論每天

會做的事情有哪些？圖片中沒有提到

的還有哪些？讓學生說說看。 

 

【Theme Words】 

1. 秀出 Theme Words 掛圖，逐一做出

其中動作並唸出該單字，讓學生覆誦

該動作的英文。 

2. 完成 Listen and match.練習題。 

 

【Dialogue】 

1. 利用說故事方式介紹 Amy與 Ted

平日的休閒活動。 

2. 播放 CD讓學生跟著朗讀。 

3. 講解課文後，請學生兩兩一組進行

角色扮演練習句子。 

4. 完成 Match.練習題。 

 

【Sentence Pattern】 

1. 將全班分成兩組，每組利用 Theme 

Words造句，例如 I don't use the 

computer.。 

2. 在黑板上畫出一個七天的行事

曆，在每天的空格中打勾，說 every 

day，並讓學生依據事實陳述每日的日

常活動，以此類推練習代換 after 

school、on weekends。 

3. 先將直述句寫在黑板上，之後將句

號代換成問號、句首加上助動詞，再

引導學生說出改寫後的問句。 

4. 接著帶出現在式的 wh疑問句並回

答。  

5. 完成課本練習題。 

4 

翰林版第

2冊Unit 2  

What Do 

You Do 

After 

School? 

1. 檔 案

評量 

2. 口 語

練習 

3. 小 組

互動 

4. 口 說

測驗 

5.作業

書寫 

【家政教育】

4-4-1肯定自

己，尊重他

人。 

【家政教育】

4-4-5參與策

劃家人共同參

與的活動，增

進家人感情。 

4 

(3/4~3/8) 

1-2-3能聽懂日常生活對話和簡
易故事。 
2-2-2能以簡易的英語參與課堂
上老師引導的討論。 
2-2-3能以簡易的英語表達個人
的需求、意願和感受。 
2-2-4能以簡易的英語描述日常
生活中相關的人、事、時、地、
物。 
2-2-6能依情境及場合，適切地
表達自我並與他人溝通。 
3-2-4能用適切的語調、節奏朗
讀短文、簡易故事等。 
3-2-5能了解課文的主旨大意。 
3-2-9能閱讀不同體裁、不同主
題的簡易文章。 
4-2-1能依提示填寫簡單的表

【Reading】 

1. 播放 CD，請學生仔細聆聽並寫出

Magic Girl的活動順序。 

2. 讓學生運用所學的字彙和句型創

造文章，進而為寫作扎根。 

3. 請幾位自願的學生將創造的文章

上台發表，並從自編文章提問同學，

培養自我口說及問答能力。 

4. 完成 Number.練習題。 

 

【Exercise】【Challenge】 

 

 

 

 

 

 

 

 

 

 

 

翰林版第

2冊

Lesson 2 

Unit 2  

What Do 

You Do 

After 

School?  

1. 檔 案

評量 

2. 口 語

練習 

3. 小 組

互動 

4. 口 說

測驗 

5. 作 業

書寫 

 

【家政教育】

4-4-1肯定自

己，尊重他

人。 

【家政教育】

4-4-5參與策

劃家人共同參

與的活動，增

進家人感情。 



週次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

數 

使用教

材 
評量方法 

備註(重大議

題) 

格。 
5-2-4能看懂故事及簡易短文，
並能以簡短的句子說出或寫出其
內容大意。 
6-2-1樂於接觸英語電影、歌
曲、廣播、書籍等。 
6-2-5了解基本英文閱讀技巧，
進而提升閱讀的興趣與能力。 

1. 打開課本 Exercise 篇完成讀寫與

聽力練習。 

2. 完成挑戰篇的習題。 

 

【Fun with Sounds】 

1. 帶學生唸出 drum、fun、Sunday，

讓學生歸納共同發音為何，接著由老

師寫下音標。 

2. 仿步驟 1歸納其他三組的發音規

則，可分組或個人進行。 

3. 之後播放 CD讓學生跟唸 Read the 

tongue twister.。 

 

【Extension】 

1. 在黑板上寫 Batman，讓學生試著

描述其穿著和特徵。 

2. 重複步驟 1，在黑板上寫 Wonder 

Woman來讓學生討論。 

3. 讓每組討論出共同想當的英雄人

物，在紙上寫下其名字、穿著或特徵。 

 

【Comics】 

讓學生聆聽 CD後，分組進行角色扮

演。 

4 

5 

(3/11~3/15) 

1-2-3能聽懂日常生活對話和簡易
故事。 
2-2-2能以簡易的英語參與課堂上
老師引導的討論。 
2-2-3能以簡易的英語表達個人的
需求、意願和感受。 
2-2-4能以簡易的英語描述日常生
活中相關的人、事、時、地、
物。 
2-2-6能依情境及場合，適切地表
達自我並與他人溝通。 
3-2-4能用適切的語調、節奏朗讀
短文、簡易故事等。 
3-2-5能了解課文的主旨大意。 
4-2-1能依提示填寫簡單的表格。 
5-2-1能熟習課綱中所標示之
1200個基本單字，並能應用於日
常生活的溝通中。 

【Warm-up】 

藉由各種學生熟悉的電影角色，認識

身體部位及其外表不同的特色，以帶

出本單元的主題。 

 

【Theme Words】 

1. 利用圖片呈現五官的字彙。 

2. 複習高矮、胖瘦、長短等形容詞，

並搭配五官名詞造句。 

3. 秀出 Theme Words 2 掛圖並引導學

生唸出各活動的英文。 

3. 完成 Listen and point.、Listen 

and check.練習。 

 

【Dialogue】 

1. 秀出對話掛圖圖面，播放 CD讓學

生聆聽對話，再秀出字面，播放 CD

讓學生跟讀。 

2. 將全班分兩組分別代表 Amy及

John，讓學生練習語調。 

3. 完成 Write T or F.練習題。 

 

【Sentence Pattern】 

1. 請學生說出所學的動詞後，介紹第

三人稱單數字尾的變化。 

2. 呈現句型時，建議先呈現答句再帶

 

 

 

 

 

 

 

 

 

 

4 翰林版第

2冊Unit 3  

He Has 

Brown 

Eyes and 

Nice Hair 

1. 檔 案

評量 

2. 口 語

練習 

3. 小 組

互動 

4. 口 說

測驗 

5.作業

書寫 

【家政教育】

3-4-6欣賞多

元的生活文

化，激發創

意、美化生

活。 

【環境教育】

2-1-1認識生

活周遭的自然

環境與人造環

境，以及常見

的動物、植

物、微生物彼

此之間的互動

關係。 



週次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

數 

使用教

材 
評量方法 

備註(重大議

題) 

出問句。 

6 

(3/18~3/22

) 

1-2-2能辨識不同句子語調所表達

的情緒和態度。 

2-2-2能以簡易的英語參與課堂上

老師引導的討論。 

2-2-3能以簡易的英語表達個人的

需求、意願和感受。 

2-2-4能以簡易的英語描述日常生

活中相關的人、事、時、地、物。 

2-2-6能依情境及場合，適切地表

達自我並與他人溝通。 

3-2-4能用適切的語調、節奏朗讀

短文、簡易故事等。 

3-2-5能了解課文的主旨大意。 

5-2-4能看懂故事及簡易短文，並

能以簡短的句子說出或寫出其內

容大意。 

【Reading】 

1. 利用閱讀掛圖將課文介紹一次

後，再帶領學生閱讀短文。 

2. 播放 CD，並解說課文。 

3. 完成 Fill in.改寫。 

 

【Exercise】【Challenge】 

1. 打開課本 Exercise 篇完成讀寫與

聽力練習。 

2. 完成挑戰篇的習題。 

 

【Fun with Sounds】 

1. 將課本發音字列表寫出，邊寫邊帶

唸，用不同顏色粉筆標註並對齊相同

發音處。 

2. 唸 th時，特別提醒學生要將舌頭

伸到上下排牙齒中間，並注意發音是

否正確。  

3. 播放 CD帶讀 Read the tongue 

twister.。 

 

【Comics】 

播放 CD，讓學生聆聽漫畫內容。 

 

 

 

 

 

 

 

 

 

4 
翰林版第

2冊Unit 3  

He Has 

Brown 

Eyes and 

Nice Hair 

1. 檔 案

評量 

2. 口 語

練習 

3. 小 組

互動 

4. 口 說

測驗 

5. 作 業

書寫 

 

【家政教育】
3-4-1 運用
生活相關知
能，肯定自
我與表現自
我。 

【家政教育】
3-4-3 建立
合宜的生活
價值觀。 

7 

(第一次段

考) 

(3/25~3/29) 

1-2-1能瞭解簡易歌謠、韻文的節

奏、音韻與內容。  

2-2-2能以簡易的英語參與課堂

上老師引導的討論。  

2-2-5能依人、事、時、地、物作

提問和回答。  

3-2-4能用適切的語調、節奏朗讀

短文、簡易故事等。  

4-2-2能依提示合併、改寫句子及

造句。 

5-2-1能熟習課綱中所標示之

1200個基本單字，並能應用於日

常生活的溝通中。 

6-2-5瞭解基本英文閱讀技巧，進

而提升閱讀的興趣與能力。 

6-2-6對於教學內容能主動複習

並加以整理歸納。 

複習並運用U1~U3所學完成聽、說、

讀、寫練習題。 

4 
Review

（1） 

1. 檔 案

評量 

2. 口 語

練習 

3. 小 組

互動 

4. 口 說

測驗 

5. 作 業

書寫 

 

【家政教育】

4-4-2運用溝

通技巧，促進

家庭和諧。 



週次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

數 

使用教

材 
評量方法 

備註(重大議

題) 

8 

(4/1~4/5) 

1-2-3能聽懂日常生活對話和簡易

故事。 

2-2-2能以簡易的英語參與課堂上

老師引導的討論。 

2-2-3能以簡易的英語表達個人的

需求、意願和感受。 

2-2-4能以簡易的英語描述日常生

活中相關的人、事、時、地、物。 

2-2-6能依情境及場合，適切地表

達自我並與他人溝通。 

3-2-4能用適切的語調、節奏朗讀

短文、簡易故事等。 

3-2-5能了解課文的主旨大意。 

4-2-1能依提示填寫簡單的表格。 

5-2-4能看懂故事及簡易短文，並

能以簡短的句子說出或寫出其內

容大意。 

7-2-2能應用基本的國際社會禮儀

規範。 

【Warm-up】 

藉由圖片，與學生討論各節日，讓學

生對此課內容有概略了解。 

 

【Theme Words】 

1. 利用月曆直接呈現，並教導學生各

個節的說法。 

2. 利用月曆指著任一日期，讓全班學

生以英文說出。 

3. 完成Fill in.練習題。 

 

【Dialogue】 

1. 秀出對話掛圖圖面，用說故事的方

式說明對話的情節，並引導學生討論

母親節。 

2. 可利用月曆直接呈現五月三號、五

月的第二個禮拜天，教導學生母親節

的相關說法。 

3. 讓學生聆聽完CD後完成Choose.的

練習題。 

 

【Sentence Pattern】 

1. 帶讀Read.學習序數的說法與規

則。 

2. 說出今年的任一節日，並問What's 

the date?，學生以It's _____.猜測。 

2. 問學生特殊節日，如：When is 

Father's Day?讓學生練習日期說法。 

3. 進行Activity。請一位學生上台，

由其他學生猜測他的生日。 

 

【Practice】 

1. 寫下幾個含有代名詞主格、所有

格、受格的句子。 

2. 幫助學生歸納出在動詞及介係詞

之後，需用受格。 

3. 仿課本範例，以代名詞主格、所有

格及受格介紹女性長輩。 

 

 

 

 

 

 

 

 

 

 

 

 

4 

翰林版

Unit 4  

What's 

the Date 

Today? 

1. 檔 案

評量 

2. 口 語

練習 

3. 小 組

互動 

4. 口 說

測驗 

5. 作 業

書寫 

 

【家政教育】

1-4-1了解個

人的營養需

求，設計並規

劃合宜的飲

食。 

【家政教育】

1-4-2選購及

製作衛生、安

全、營養且符

合環保的餐

點。 

【家政教育】

3-4-1運用生

活相關知能，

肯定自我與表

現自我。 

9 

(4/8~4/12) 

1-2-3能聽懂日常生活對話和簡易

故事。 

2-2-2能以簡易的英語參與課堂上

老師引導的討論。 

2-2-3能以簡易的英語表達個人的

需求、意願和感受。 

2-2-4能以簡易的英語描述日常生

活中相關的人、事、時、地、物。 

2-2-6能依情境及場合，適切地表

達自我並與他人溝通。 

3-2-4能用適切的語調、節奏朗讀

短文、簡易故事等。 

【Reading】 

1. 與學生討論最好的非物質性母親

節禮物是什麼。 

2. 秀出閱讀掛圖，讓學生邊讀邊指出

重要資訊。 

3. 完成 Check.練習題。 

 

【Exercise】【Challenge】 

1. 打開課本 Exercise 篇完成讀寫與

聽力練習。 

2. 完成挑戰篇的習題。 

 

 

 

 

 

 

 

 

 

 

4 

翰林版

Unit 4  

What's 

the Date 

Today? 

1. 檔 案

評量 

2. 口 語

練習 

3. 小 組

互動 

4. 口 說

測驗 

5.作業

書寫 

【家政教育】

1-4-1了解個

人的營養需

求，設計並規劃

合宜的飲食。 

【家政教育】

1-4-2選購及

製作衛生、安

全、營養且符合

環保的餐點。 

【家政教育】

3-4-1運用生



週次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

數 

使用教

材 
評量方法 

備註(重大議

題) 

3-2-5能了解課文的主旨大意。 

5-2-4能看懂故事及簡易短文，並

能以簡短的句子說出或寫出其內

容大意。 

7-2-2能應用基本的國際社會禮儀

規範。 

【Fun with Sounds】 

1. 將學生分成四人一組練習唸出課

本上的例字，注意聆聽學生的發音和

正確度。 

2. 播放 CD帶讀 Read the tongue 

twister.。 

 

【Extension】 

讓學生打開課本，唸一次關於聖派翠

克節和端午節的短文。 

 

【Comics】 

播放 CD，讓學生聆聽漫畫內容。 

活相關知能，肯

定自我與表現

自我。 

10 

(4/15~4/19

) 

1-2-3能聽懂日常生活對話和簡

易故事。 

2-2-2能以簡易的英語參與課堂

上老師引導的討論。 

2-2-3能以簡易的英語表達個人

的需求、意願和感受。 

2-2-4能以簡易的英語描述日常

生活中相關的人、事、時、地、

物。 

2-2-6能依情境及場合，適切地表

達自我並與他人溝通。 

3-2-4能用適切的語調、節奏朗讀

短文、簡易故事等。 

3-2-5能了解課文的主旨大意。 

5-2-4能看懂故事及簡易短文，並

能以簡短的句子說出或寫出其內

容大意。 

【Warm-up】 

秀出暖身篇海報介紹上面食物後，與

學生討論喜愛的食物。 

 

【Theme Words】 

1. 播放 CD，讓帶讀主題字彙。 

2. 讓學生學習辨認可數/不可數名

詞。 

3. 完成 Listen and circle.練習題。 

 

【Dialogue】 

1. 秀出對話掛圖，先介紹人物及場

景，再將學生分組，依不同角色練習

其對話內容。 

2. 引導學生改寫對話中的食物、店名

及食物價錢，可抽點一兩組上台表演。 

3. 完成 Write T or F.。 

 

【Sentence Pattern】 

1. 運用第 62頁所學的字彙，以 

which問句引導學生回答並複習肯定

句。 

2. 引導學生使用 which問句相互詢

問，進行問答練習。 

3. 完成練習題。 

4. 進行 Activity。引導學生說出學

過的食物、水果、明星藝人、書籍、

動物、運動名稱等名詞並寫在黑板

上，讓學生仿例句進行口說練習。 

 

 

 

 

 

 

 

 

 

 

 

 

 

 

4 

翰林版第

2冊Unit 5  

Which Do 

You Like, 

Rice or 

Noodles? 

1. 檔 案

評量 

2. 口 語

練習 

3. 小 組

互動 

4. 口 說

測驗 

5.作業

書寫 

【家政教育】

3-4-2展現合

宜的禮儀以建

立良好的人際

關係。 

【家政教育】

3-4-6欣賞多

元的生活文

化，激發創

意、美化生

活。 

【家政教育】

4-4-2運用溝

通技巧，促進

家庭和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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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4/26) 

1-2-3能聽懂日常生活對話和簡易

故事。 

2-2-2能以簡易的英語參與課堂上

老師引導的討論。 

2-2-3能以簡易的英語表達個人的

需求、意願和感受。 

2-2-4能以簡易的英語描述日常生

活中相關的人、事、時、地、物。 

【Reading】 

1. 秀出閱讀掛圖，引導學生說出圖中

的場景、人物、食物。 

2. 限時讓學生默讀短文，能以已學過

的單字與句型看懂此篇短文，之後師

生進行問答確認學生的理解程度。 

3. 完成 Check.。 

 

 

 

 

 

 

 

 

 

翰林版第

二冊 Unit 

5  Which 

Do You 

Like, 

Rice or 

Noodles? 

1. 檔 案

評量 

2. 口 語

練習 

3. 小 組

互動 

4. 口 說

測驗 

【家政教育】

3-4-2展現合

宜的禮儀以建

立良好的人際

關係。 

【家政教育】

3-4-6欣賞多

元的生活文



週次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

數 

使用教

材 
評量方法 

備註(重大議

題) 

2-2-6能依情境及場合，適切地表

達自我並與他人溝通。 

3-2-4能用適切的語調、節奏朗讀

短文、簡易故事等。 

3-2-5能了解課文的主旨大意。 

4-2-1能依提示填寫簡單的表格。 

【Exercise】【Challenge】 

1. 打開課本 Exercise 篇完成讀寫與

聽力練習。 

2. 完成挑戰篇的習題。 

 

【Fun with Sounds】 

1. 帶學生唸出 what、when、which，

讓學生歸納共同發音為何，接著由老

師寫下音標。 

2. 仿步驟 1歸納其他三組的發音規

則，可分組或個人進行。 

3. 之後播放 CD讓學生跟唸 Read the 

tongue twister.。 

 

【Extension】 

1. 帶唸課本下方四種常見速食的英

文。  

2. 讓學生兩人一組，分別擔任店員和

顧客練習對話。  

 

【Comics】 

簡單介紹本課情節後播放 CD，讓學生

聆聽漫畫內容。 

 

 

 

4 

5. 作 業

書寫 

 

化，激發創

意、美化生

活。 

【家政教育】

4-4-2運用溝

通技巧，促進

家庭和諧。 

12 

(4/29~5/3) 

1-2-3能聽懂日常生活對話和簡

易故事。 

2-2-2能以簡易的英語參與課堂

上老師引導的討論。 

2-2-3能以簡易的英語表達個人

的需求、意願和感受。 

2-2-4能以簡易的英語描述日常

生活中相關的人、事、時、地、

物。 

2-2-6能依情境及場合，適切地表

達自我並與他人溝通。 

3-2-4能用適切的語調、節奏朗讀

短文、簡易故事等。 

3-2-5能了解課文的主旨大意。 

4-2-1能依提示填寫簡單的表格。 

5-2-4能看懂故事及簡易短文，並

能以簡短的句子說出或寫出其內

容大意。 

【Warm-up】 

藉由暖身篇的圖片，和學生討論舉辦

班級野餐，該準備的東西及數量，引

起學習興趣。 

 

【Theme Words】 

1. 將黑板分成兩區塊，一邊寫上可數

名詞，另一邊寫上不可數名詞。 

2. 帶學生熟悉容器說法後，再帶入

「單位量詞」的概念。 

3. 完成 Talk about it.練習題。 

 

【Dialogue】 

1. 秀出對話掛圖，先介紹人物及場

景，再將學生分成兩組，依不同角色

練習其對話內容。 

2. 完成 Write.練習題。 

 

【Sentence Pattern】 

讓學生觀察 Theme Words 掛圖後，以

How many、How much 句型與學生進行

問答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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翰林版第

二冊 Unit 

6  How 

Much 

Sugar Do 

You Need? 

1. 檔 案

評量 

2. 口 語

練習 

3. 小 組

互動 

4. 口 說

測驗 

5. 作 業

書寫 

 

【環境教育】

3-3-1關切人

類行為對環境

的衝擊，進而

建立環境友善

的生活與消費

觀念。 

【環境教育】

4-1-1能以語

言、文字或圖

畫清楚表達自

己對自然體驗

或環境保護的

想法。 



週次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

數 

使用教

材 
評量方法 

備註(重大議

題) 

13 

(第二次段

考) 

(5/6~5/10) 

1-2-1能瞭解簡易歌謠、韻文的節

奏、音韻與內容。  

2-2-2能以簡易的英語參與課堂上

老師引導的討論。  

2-2-5能依人、事、時、地、物作

提問和回答。  

3-2-4能用適切的語調、節奏朗讀

短文、簡易故事等。  

4-2-2能依提示合併、改寫句子及

造句。 

5-2-1能熟習課綱中所標示之

1200個基本單字，並能應用於日

常生活的溝通中。 

6-2-5瞭解基本英文閱讀技巧，進

而提升閱讀的興趣與能力。 

6-2-6對於教學內容能主動複習並

加以整理歸納。 

複習並運用 U4~U6 所學完成聽、說、

讀、寫練習題。 

4 
Review

（2） 

1. 檔 案

評量 

2. 口 語

練習 

3. 小 組

互動 

4. 口 說

測驗 

5. 作 業

書寫 

 

【性別平等教

育】2-4-2思

考傳統性別角

色對個人學習

與發展的影

響。 

14 

(5/13~5/17) 

1-2-3能聽懂日常生活對話和簡易

故事。 

2-2-2能以簡易的英語參與課堂上

老師引導的討論。 

2-2-3能以簡易的英語表達個人的

需求、意願和感受。 

2-2-6能依情境及場合，適切地表

達自我並與他人溝通。 

3-2-3能看懂常用的英文標示和圖

表。 

3-2-4能用適切的語調、節奏朗讀

短文、簡易故事等。 

5-2-4能看懂故事及簡易短文，並

能以簡短的句子說出或寫出其內

容大意。 

6-2-2樂於嘗試閱讀英文故事、雜

誌或其他課外讀物。 

6-2-3對於世界各地民情文化有興

趣，並樂於接觸與學習。 

6-2-8主動從網路或其他課外材

料，搜尋相關學習資源，並與老師

及同學分享。 

7-2-2能應用基本的國際社會禮儀

規範。 

7-2-3能從多元文化觀點，了解並

尊重不同的文化及習俗。 

【Warm-up】 

藉由暖身篇的圖片，讓學生對常見的

寵物有概念，為進入對話篇做準備。  

 

【Theme Words】 

1. 播放 CD，讓學生跟讀字彙。 

2. 完成 Fill in.以檢測學生對字彙

的應用能力。 

 

【Dialogue】 

1. 播放電子書課文動畫，老師講解

生字後，以角色扮演的方式輪流演練

台詞。 

2. 兩兩一組進行對話練習並互相協

助完成 Check。 

 

【Sentence Pattern】 

1. 利用清楚的表格整理讓學生理解

頻率副詞接在 be動詞後及在一般動詞

前的用法。 

2. 接著讓學生改以 How often...?

為首，分組進行問答描述自己和他人

做某些活動的頻率。 

3. 完成課本練習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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翰林版第

二冊 Unit 

7  How 

Often Do 

You Take a 

Bath? 

1. 檔 案

評量 

2. 口 語

練習 

3. 小 組

互動 

4. 口 說

測驗 

5. 作 業

書寫 

 

【家政教育】

4-4-2運用溝

通技巧，促進

家庭和諧。 

【家政教育】

4-4-5參與策

劃家人共同參

與的活動，增

進家人感情。 

15 

(5/20~5/24) 

1-2-3能聽懂日常生活對話和簡易

故事。 

2-2-2能以簡易的英語參與課堂上

老師引導的討論。 

2-2-3能以簡易的英語表達個人的

需求、意願和感受。 

2-2-4能以簡易的英語描述日常生

【Reading】 

1. 問學生喜歡與寵物做的活動，以第

三人稱問句抽點其他學生回答。 

2. 讓學生思考：有哪些動物可以當朋

友？幫助我們的生活？就所討論的內

容將文章改寫為不同的動物，完畢後

每組齊聲朗誦分享。 

4 翰林版第

二冊 Unit 

7  How 

Often Do 

You Take a 

Bath? 

 

1. 檔 案

評量 

2. 口 語

練習 

3. 小 組

互動 

4. 口 說

【家政教育】

4-4-2運用溝

通技巧，促進

家庭和諧。 

【家政教育】

4-4-5參與策

劃家人共同參



週次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

數 

使用教

材 
評量方法 

備註(重大議

題) 

活中相關的人、事、時、地、物。 

3-2-4能用適切的語調、節奏朗讀

短文、簡易故事等。 

4-2-1能依提示填寫簡單的表格。 

5-2-4能看懂故事及簡易短文，並

能以簡短的句子說出或寫出其內

容大意。 

6-2-2樂於嘗試閱讀英文故事、雜

誌或其他課外讀物。 

6-2-3對於世界各地民情文化有興

趣，並樂於接觸與學習。 

6-2-8主動從網路或其他課外材

料，搜尋相關學習資源，並與老師

及同學分享。 

7-2-2能應用基本的國際社會禮儀

規範。 

7-2-3能從多元文化觀點，了解並

尊重不同的文化及習俗。 

3. 完成 Talk about it.。 

 

【Exercise】【Challenge】 

1. 打開課本 Exercise 篇完成讀寫與

聽力練習。 

2. 完成挑戰篇的習題。 

 

【Fun with Sounds】 

1. 將 Fun with Sounds 的單字唸出，

確認學生發音正確。 

2. 學生熟悉後播放 CD進行辨音練

習。 

3. 播放 CD帶讀 Read the tongue 

twister.。 

 

【Extension】 

讓學生邊看著情境圖片邊聆聽 CD，猜

猜看每個俚語的意思。 

 

【Comics】 

1. 播放 CD，讓學生邊聽 CD 邊跟唸。 

2. 可用角色扮演的方式請各組上台

分享對話成果。 

測驗 

5. 作 業

書寫 

 

與的活動，增

進家人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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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7~5/31) 

1-2-3能聽懂日常生活對話和簡
易故事。 
2-2-2能以簡易的英語參與課堂
上老師引導的討論。 
2-2-3能以簡易的英語表達個人
的需求、意願和感受。 
2-2-4能以簡易的英語描述日常
生活中相關的人、事、時、地、
物。 
3-2-3能看懂常用的英文標示和
圖表。 
3-2-4能用適切的語調、節奏朗
讀短文、簡易故事等。 
4-2-1能依提示填寫簡單的表
格。 
5-2-4能看懂故事及簡易短文，
並能以簡短的句子說出或寫出其
內容大意。 
6-2-2樂於嘗試閱讀英文故事、
雜誌或其他課外讀物。 
6-2-3對於世界各地民情文化有
興趣，並樂於接觸與學習。 
6-2-8主動從網路或其他課外材
料，搜尋相關學習資源，並與老
師及同學分享。 

【Warm-up】 

利用暖身圖片讓學生了解天氣型態。 

 

【Theme Words】 

1. 秀出 Theme Words 掛圖，介紹各個

季節、其溫度變化與描述天氣的形容

詞。 

2. 完成 Listen and check.。 

 

【Dialogue】 

1. 播放 CD後，讓學生兩兩進行角色

扮演並唸出對話。 

2. 完成 Write T or F.。 

 

【Sentence Pattern】 

1. 運用本單元的字彙閃示卡問學生

How is the weather?或 What’s the 

weather like?，讓學生看圖回答問

題。 

2. 打開課本完成練習題。 

3. 進行 Activity。可請學生上台當

氣象主播，試著報導各地的天氣概況。 

4 

翰林版第

二冊 Unit 

8  What's 

the 

Weather 

Like 

Today? 

 

1. 檔 案

評量 

2. 口 語

練習 

3. 小 組

互動 

4. 口 說

測驗 

5. 作 業

書寫 

 

【家政教育】

1-4-4了解並

接納異國的飲

食文化。 

【家政教育】

3-4-2展現合

宜的禮儀以建

立良好的人際

關係。 

【環境教育】

4-1-1能以語

言、文字或圖

畫清楚表達自

己對自然體驗

或環境保護的

想法。 



週次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

數 

使用教

材 
評量方法 

備註(重大議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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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6/7) 

1-2-2能辨識不同句子語調所表
達的情緒和態度。 
1-2-3能聽懂日常生活對話和簡
易故事。 
1-2-4能辨識對話或訊息的情境
及主旨。 
2-2-4能以簡易的英語描述日常
生活中相關的人、事、時、地、
物。 
2-2-7能參與簡易的短劇表演。 
3-2-4能用適切的語調、節奏朗
讀短文、簡易故事等。 
3-2-5能了解課文的主旨大意。 
3-2-8能辨識故事的要素，如背
景、人物、事件和結局。 
4-2-2能依提示合併、改寫句子
及造句。 
4-2-4能將簡易的中文句子譯成
英文。 
4-2-5能依提示書寫簡短的段
落。 
5-2-1能熟習課綱中所標示之
1200個基本單字，並能應用於日
常生活的溝通中。 
5-2-4能看懂故事及簡易短文，
並能以簡短的句子說出或寫出其
內容大意。 
5-2-6能看懂並能填寫簡單的表
格及資料等。 
6-2-5了解基本英文閱讀技巧，
進而提升閱讀的興趣與能力。 

【Reading】 
1. 利用閱讀掛圖引導學生說出合歡
山的氣候。 
2. 讓學生再次聆聽 CD。 
3. 完成 Check.。 
 
【Exercise】【Challenge】 
1. 打開課本 Exercise 篇完成讀寫與
聽力練習。 
2. 完成挑戰篇的習題。 
 
【Fun with Sounds】 
1. 帶學生聆聽 CD，引導學生歸納
-ar, -er, -or, -ur在輕音節和在重
音節時，發音上的差異。 
2. 老師在黑板上寫出單字，讓學生將
音標寫出並唸出正確發音。 
3. 帶唸 Read the tongue twister.
的句子。 
 
【Extension】 
帶學生唸過頁面上的一句 He is 
under the weather.，讓學生看圖猜
測這句的意思，以同樣方式帶出另外
五句的意思。 
 
【Comics】 
播放 CD讓學生專心聆聽並跟唸，也可
以讓學生改寫故事內容並上台發表。 

4 

翰林版第

2冊 

Unit 8  

What's 

the 

Weather 

Like 

Today? 

1. 檔 案

評量 

2. 口 語

練習 

3. 小 組

互動 

4. 口 說

測驗 

5. 作 業

書寫 

 

【性別平等教

育】2-4-2思考

傳統性別角色

對個人學習與

發展的影響。 

【環境教育】

4-1-1能以語

言、文字或圖

畫清楚表達自

己對自然體驗

或環境保護的

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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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0~6/14) 

1-2-3能聽懂日常生活對話和簡易

故事。 

2-2-2能以簡易的英語參與課堂上

老師引導的討論。 

2-2-3能以簡易的英語表達個人的

需求、意願和感受。 

2-2-4能以簡易的英語描述日常生

活中相關的人、事、時、地、物。 

2-2-6能依情境及場合，適切地表

達自我並與他人溝通。 

3-2-4能用適切的語調、節奏朗讀

短文、簡易故事等。 

3-2-5能了解課文的主旨大意。 

4-2-1能依提示填寫簡單的表格。 

5-2-4能看懂故事及簡易短文，並

能以簡短的句子說出或寫出其內

容大意。 

【Warm-up】 

以暖身篇進行人物與地點的配對，引

發學生學習動機。 

 

【Theme Words】 

1. 在月曆上任意圈一日期引導學生

說出日期以練習時間副詞，如 Today 

is June 18.  Yesterday was June 

17.  Last Friday was June 15.等。 

2. 秀出 Theme Words 2 掛圖，帶唸每

個地點數次。 

3. 完成 Fill in.與 Listen and 

circle.。 

 

【Dialogue】 

1. 秀出對話掛圖字面或讓學生打開

課本，全班分成兩組，依不同角色練

習其對話內容。 

2. 播放 CD先聆聽一遍，第二次之後

以問題引導學生回答，測試對內容的

理解程度。 

3. 完成 Fill in.文章改寫。 

 

【Sentence Pattern】 

1. 以機械式練習讓學生熟悉過去式

be動詞及人稱代名詞。 

2. 讓學生以小時候的照片與現在的

自己練習現在式及過去式。 

3. 打開課本，完成練習題。 

 

 

 

 

 

 

 

 

 

 

 

 

 

 

 

 

 

4 

 

 

翰林版第

2冊 

Unit 9  

Where 

Were You 

Then? 

1. 檔 案

評量 

2. 口 語

練習 

3. 小 組

互動 

4. 口 說

測驗 

5. 作 業

書寫 

 

【環境教育】

4-1-1能以語

言、文字或圖

畫清楚表達自

己對自然體驗

或環境保護的

想法。 



週次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

數 

使用教

材 
評量方法 

備註(重大議

題) 

4. 進行 Activity，讓學生看著活動

篇的二張圖片，說出圖中不同處。 

19 

(6/17~6/21) 

1-2-3能聽懂日常生活對話和簡

易故事。 

2-2-2能以簡易的英語參與課堂

上老師引導的討論。 

2-2-3能以簡易的英語表達個人

的需求、意願和感受。 

2-2-4能以簡易的英語描述日常

生活中相關的人、事、時、地、

物。 

2-2-6能依情境及場合，適切地表

達自我並與他人溝通。 

3-2-4能用適切的語調、節奏朗讀

短文、簡易故事等。 

3-2-5能了解課文的主旨大意。 

4-2-1能依提示填寫簡單的表格。 

5-2-4能看懂故事及簡易短文，並

能以簡短的句子說出或寫出其內

容大意。 

【Reading】 

1. 秀出閱讀掛圖，描述細節，引導學

生說出整篇文章的關鍵字。 

2. 播放 CD，完成 Listen and 

choose.。 

 

【Exercise】【Challenge】 

1. 打開課本 Exercise 篇完成讀寫與

聽力練習。 

2. 完成挑戰篇的習題。 

 

【Fun with Sounds】 

1. 帶學生聆聽 CD，引導學生聽辨單

字中的 音。 

2. 帶唸 Read the tongue twister.

的句子。 

 

【Comics】 

1. 讓學生回憶複習 U1—U8的情節，

之後請學生分組預測故事結局。 

2. 播放 CD讓學生專心聆聽並跟著

唸。 

 

【I. Read. & Match】 

透過表格整理列出疑問詞 how的用

法，再將學生分組，每組輪流選擇一

個疑問詞造句，並完成練習題。 

 

【II. Ask and guess.】 

1. 藉由四季溫度表帶領全班複習天

氣狀況的說法。 

2. 讓學生分組，兩組間互相選定一個

地點，進行問答活動。 

 

【III. Sing.】 

讓學生在耳熟能詳的旋律中複習所

學，活化課堂氣氛。 

4 

 

翰林版第

2冊Unit 9  

Where 

Were You 

Then? 

 

1. 檔 案

評量 

2. 口 語

練習 

3. 小 組

互動 

4. 口 說

測驗 

5. 作 業

書寫 

 

【家政教育】

3-4-3建立合

宜的生活價值

觀。 

【環境教育】

4-1-1能以語

言、文字或圖

畫清楚表達自

己對自然體驗

或環境保護的

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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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段

考) 

(6/24~6/28) 

1-2-3能聽懂日常生活對話和簡

易故事。 

2-2-2能以簡易的英語參與課堂

上老師引導的討論。 

2-2-3能以簡易的英語表達個人

的需求、意願和感受。 

2-2-4能以簡易的英語描述日常

生活中相關的人、事、時、地、

物。 

複習並運用U7~U9所學完成聽、說、

讀、寫練習題。 

4 
Review(3

) 

紙筆測

驗 

作業檢

核 

【家政教育】

3-4-3建立合

宜的生活價值

觀。 

【環境教育】

4-1-1能以語

言、文字或圖

畫清楚表達自

己對自然體驗



週次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

數 

使用教

材 
評量方法 

備註(重大議

題) 

2-2-6能依情境及場合，適切地表

達自我並與他人溝通。 

3-2-4能用適切的語調、節奏朗讀

短文、簡易故事等。 

3-2-5能了解課文的主旨大意。 

4-2-1能依提示填寫簡單的表格。 

5-2-4能看懂故事及簡易短文，並

能以簡短的句子說出或寫出其內

容大意。 

或環境保護的

想法。 

 



﹙表 12﹚學習領域課程計畫 

新竹市 光復中學附設國中部    107 學年度  八  年級 第 2學期     語文(英語)    領域課程計畫 

        設計者：   張如君    

一、本領域每週學習節數（4）節，本學期共﹙80﹚節。 

二、本學期學習目標：﹙以條列式文字敘述﹚ 

1. 培養學生基本的英語溝通能力，俾能運用於實際情境中。 

2. 培養學生學習英語的興趣與方法，俾能自發有效地學習。 

3. 增進學生對本國與外國文化習俗之認識，俾能加以比較，並尊重文化差異。 

 

週次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法 備註(重大議題) 

1 

1-2-2 能辨識不同句子語調所表達
的情緒和態度。 
2-2-6 能依情境及場合，適切地表
達自我並與他人溝通。 
3-2-5 能瞭解課文的主旨大意。 
3-2-7 能從圖畫、圖示或上下文，
猜測字義或推論文意。 
4-2-2 能依提示合併、改寫句子及
造句。 
5-2-4 能看懂故事及簡易短文，並
能以簡短的句子說出或寫出其內容
大意。 
6-2-4 能使用英文字典。 
 

【Warm Up】 
1.教師與學生討論課名頁的問題，引起
學習動機。 
【Dialogue】 
1.教師以 Pre-listening Questions 
提示學生對話重點。 
2.教師 以 CD 與電子教科書進行教
學。 
3.教師以電子教科書介紹單字。 
4.以 CD 複習對話與單字。 
5.以聽力習題 True or False 來進行
對話理解測驗。 
【Word Power】 
1.播放 CD ，帶讀本課主題單字。 
2.請學生完成 Listen and Check 練
習。 
【Grammar Focus】 
1.句型重點在介紹雙賓動詞和所有格
代名詞。 
2.以電子教科書介紹新句型，並帶學生
進行口語造句。 
3.分組讓學生相互練習，並完成 Say 

and Write 的練習。 

4 

康軒第 4 冊

--L1 I’m 

Going to Buy 

Her a 

Present 

1.口語練

習2.小組

互動3.角

色扮演 

【性別平等教
育】 
1-3-4 理解性
別特質的多元
面貌。 
【人權教育】 
2-4-1 瞭解文
化權並能欣
賞、包容文化
差異。 

2 

1-2-2 能辨識不同句子語調所表達
的情緒和態度。 
3-2-5 能瞭解課文的主旨大意。 
3-2-7 能從圖畫、圖示或上下文，
猜測字義或推論文意。 
4-2-2 能依提示合併、改寫句子及
造句。 
5-2-4 能看懂故事及簡易短文，並
能以簡短的句子說出或寫出其內容
大意。 
6-2-4 能使用英文字典。 

【Grammar Focus】 
1.複習雙賓動詞和所有格代名詞。 
2.口語練習 Say and Write 的題目。 
【Reading】 
1.教師說明閱讀，並引導學生回答問
題，作為閱讀教學前的預習。 
2.以 CD進行課文教學。 
3.教學後請學生完成 Read and Fill 
In與 Time to Think，檢測閱讀理解
力。 
【Practice】 
1.於 Listen and Repeat 單元播放
CD，讓學生進行口說練習，跟著 CD唸。 
2.播放 CD ，讓學生完成 Listen and 
Choose 的練習。 
【Grab It All】 
1.讓學生完成 Read and Write 單元裡
的練習。 
【Intonation】 
1.播放 CD ，讓學生練習直述句及 Yes 
/ No 問句的語調。 
【Extension】 
教師以電子教科書進行漫畫情境引
導，並向學生說明每格漫畫的情境涵
義，說明成語的真正意義。 

4 

康軒第 4 冊

--L1 I’m 

Going to Buy 

Her a 

Present 

1.檔案評

量 

2.口語練

習 

3.小組互

動 

4.口說測

驗 

5.作業書

寫 

【性別平等教
育】 
1-3-4 理解性
別特質的多元
面貌。 
【人權教育】 
2-4-1 瞭解文
化權並能欣
賞、包容文化
差異。 

3 

1-2-3 能聽懂日常生活對話和簡易
故事。 
1-2-4 能辨識對話或訊息的情境及
主旨。 
2-2-2 能以簡易的英語參與課堂上
老師引導的討論。 
2-2-4 能以簡易的英語描述日常生
活中相關的人、事、時、地、物。 
2-2-5 能依人、事、時、地、物作
提問和回答。 
3-2-6 能瞭解對話、短文、書信、
故事及短劇等的重要內容與情節。 

【Warm Up】 
1.教師與學生討論課名頁的問題，引起
學習動機。 
【Dialogue】 
1.教師以 Pre-listening Questions 
提示學生對話重點。 
2.教師 以 CD 與電子教科書進行教
學。 
3.教師以電子教科書介紹單字。 
4.以 CD 複習對話與單字。 
5.以聽力習題 True or False 來進行
對話理解測驗。 
【Word Power】 
1.播放 CD ，帶讀本課主題單字。 

4 

康軒第 4 冊

--L2 All the 

Food Looks 

Delicious 

1.檔案評

量 

2.口語練

習 

3.小組互

動 

4.口說測

驗 

5.作業書

【家政教育】 
3-2-3 養成良
好的生活習慣。 
3-2-4 表現合
宜的生活禮
儀。 



週次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法 備註(重大議題) 

2.請學生完成 Listen and Check 練
習。 
【Grammar Focus】 
1.句型重點在介紹連綴動詞。 
2.以電子教科書介紹新句型，並帶學生
進行口語造句。 
3.分組讓學生相互練習，並完成 Say 
and Write 的練習。 

寫 

4 

1-2-2 能辨識不同句子語調所表達
的情緒和態度。 
1-2-3 能聽懂日常生活對話和簡易
故事。 
1-2-4 能辨識對話或訊息的情境及
主旨。 
2-2-2 能以簡易的英語參與課堂上
老師引導的討論。 
2-2-4 能以簡易的英語描述日常生
活中相關的人、事、時、地、物。 
2-2-5 能依人、事、時、地、物作
提問和回答。 
3-2-5 能瞭解課文的主旨大意。 
3-2-6 能瞭解對話、短文、書信、
故事及短劇等的重要內容與情節。 
4-2-4 能將簡易的中文句子譯成英
文。 
5-2-4 能看懂故事及簡易短文，並
能以簡短的句子說出或寫出其內容
大意。 

【Reading】 
1.教師以電子教科書進行情境引導。 
2.以 CD 進行課文教學。 
3.教學後請學生完成 Read and Choose 
與 Time to Think，檢測閱讀理解力。 
【Practice】 
1.於 Listen and Repeat 單元播放
CD，讓學生進行口說練習，跟著 CD唸。 
2.播放 CD ，讓學生完成 Listen and 
Choose 的練習。 
【Grab It All】 
1.讓學生完成 Read and Fill In 單元
裡的練習。 
【Intonation】 
1.播放 CD ，讓學生練習 Wh- 問句的
語調。 
【Extension】 
1.教師以電子教科書進行漫畫情境引
導，並向學生說明每格漫畫的情境涵
義，說明成語的真正意義。 
 

4 

康軒第 4 冊

--L2 All the 

Food Looks 

Delicious 

1.檔案評

量 

2.口語練

習 

3.小組互

動 

4.口說測

驗 

5.作業書

寫 

 

【家政教育】 
3-2-3 養成良
好的生活習慣。 
3-2-4 表現合
宜的生活禮儀。 

5 

1-2-2 能辨識不同句子語調所表達
的情緒和態度。 
1-2-3 能聽懂日常生活對話和簡易
故事。 
1-2-4 能辨識對話或訊息的情境及
主旨。 
2-2-2 能以簡易的英語參與課堂上
老師引導的討論。 
2-2-4 能以簡易的英語描述日常生
活中相關的人、事、時、地、物。 
2-2-5 能依人、事、時、地、物作
提問和回答。 
3-2-5 能瞭解課文的主旨大意。 
3-2-6 能瞭解對話、短文、書信、
故事及短劇等的重要內容與情節。 
4-2-4 能將簡易的中文句子譯成英
文。 
5-2-4 能看懂故事及簡易短文，並
能以簡短的句子說出或寫出其內容
大意。 

【Warm Up】 
1.教師與學生討論課名頁的問題，引起
學習動機。 
【Dialogue】 
1.教師以 Pre-listening Questions 
提示學生對話重點。 
2.教師以 CD 進行教學。 
3.教師以電子教科書介紹單字。 
【Dialogue】 
1.以 CD 複習對話與單字。 
2.以聽力習題 True or False 來進行
對話理解測驗。 
【Word Power】 
1.播放 CD ，帶讀本課主題單字。 
2.請學生完成 Listen and Check 練
習。 
【Grammar Focus】 
1.句型重點在介紹 although和 if的用
法。 
2.以電子教科書介紹新句型，並帶學生
進行口語造句。 
3.分組讓學生相互練習，並完成 Say 
and Write 的練習。 
 

4 

康軒第 4 冊

--L3 If the 

Cat Moves, 

the Bell 

Will Ring 

1.檔案評

量 

2.口語練

習 

3.小組互

動 

4.口說測

驗 

5.作業書

寫 

【家政教育】 
3-1-3 察覺個
人的消費行為。 
3-2-1 認識我
們社會的生活
習俗。 
【人權教育】 
1-3-4 瞭解世
界上不同的群
體、文化和國
家，能尊重欣賞
其差異。 
2-4-1 瞭解文
化權並能欣
賞、包容文化差
異。 

6 

1-2-2 能辨識不同句子語調所表達
的情緒和態度。 
1-2-3 能聽懂日常生活對話和簡易
故事。 
1-2-4 能辨識對話或訊息的情境及
主旨。 
2-2-2 能以簡易的英語參與課堂上
老師引導的討論。 
2-2-4 能以簡易的英語描述日常生
活中相關的人、事、時、地、物。 
2-2-5 能依人、事、時、地、物作
提問和回答。 
3-2-5 能瞭解課文的主旨大意。 
3-2-6 能瞭解對話、短文、書信、
故事及短劇等的重要內容與情節。 
3-2-8 能辨識故事的要素，如背
景、人物、事件和結局。 
4-2-4 能將簡易的中文句子譯成英
文。 
5-2-4 能看懂故事及簡易短文，並
能以簡短的句子說出或寫出其內容
大意。 
6-2-1 樂於接觸英語電影、歌曲、

【Reading】 
1.教師以電子教科書進行情境引導。 
2.教師以 CD 進行課文教學。 
3.請學生完成 Read and Fill in 與 
Time to Think，檢測閱讀理解力。 
【Practice】 
1.於 Listen and Repeat 單元播放 
CD，讓學生進行口說練習，跟著 CD唸。 
2.播放 CD ，讓學生完成 Listen and 
Match 的練習。 
【Grab It All】 
1.讓學生完成 Read and Write 單元裡
的練習。 
【Intonation】 
1.播放 CD ，讓學生練習句子中有連續
項目的語調。 
【Extension】 
1.教師以電子教科書進行漫畫情境引
導，並向學生說明每格漫畫的情境涵
義，讓學生認識 The Lion’s Share 的
意思。 
【Practice】 
1.指導學生完成閱讀與填字練習。 

4 

康軒第 4 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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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3 

1.檔案評

量 

2.口語練

習 

3.小組互

動 

4.口說測

驗 

5.作業書

寫 

 

【家政教育】 
3-1-3 察覺個
人的消費行為。 
3-2-1 認識我
們社會的生活
習俗。 
【人權教育】 
1-3-4 瞭解世
界上不同的群
體、文化和國
家，能尊重欣賞
其差異。 
2-4-1 瞭解文
化權並能欣
賞、包容文化差
異。 



週次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法 備註(重大議題) 

廣播、書籍等。 2.從中歸納出一至三課的句型比較。 
3.教師指導學生完成練習。 
【Let’s Sing】 
1.以 CD 進行 How Much Is That 
Doggie in the Window? 歌曲教唱。 

7 

1-2-2 能辨識不同句子語調所表達
的情緒和態度。 
2-2-2 能以簡易的英語參與課堂上
老師引導的討論。 
3-2-3 能看懂常用的英文標示和圖
表。 
6-2-1 樂於接觸英語電影、歌曲、
廣播、書籍等。 
6-2-2 樂於嘗試閱讀英文故事、雜
誌或其他課外讀物。 
6-2-3 對於世界各地民情文化有興
趣，並樂於接觸與學習。 
6-2-4 能使用英文字典。 
【第一次評量週】 

【Warm Up】 
1.教師與學生討論課名頁的問題，引起
學習動機。 
【Dialogue】 
1.教師以 CD 與電子教科書進行教學。 
2.教師以電子教科書介紹單字。 
3.以 CD 複習對話與單字。 
4.以練習題 Read and Circle 來進行
對話理解測驗。 
【Word Power】 
1.以電子教科書介紹主題字詞。 
2.請學生完成 Listen and Check 練
習。 
【Grammar Focus】 
1.句型重點在介紹比較級的用法。 
2.教師介紹新句型。 
3.以電子教科書帶學生進行口語造
句。亦可以自製教具與學生進行句型練
習。 
4.分組讓學生相互練習，並完成 Say 
and Write 的練習。 

4 

康軒第 4 冊

--L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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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es Are 

More 

Beautiful 

1.檔案評

量 

2.口語練

習 

3.小組互

動 

4.口說測

驗 

5.作業書

寫 

 

【環境教育】 
2-3-1 瞭解基
本的生態原
則，以及人類
與自然和諧共
生的關係。 
3-1-1 能經由
親近生物而懂
得愛護與尊重
生命，並瞭解生
態保育的重要
性。 
【家政教育】 
4-3-4 參與家
庭活動、家庭共
學，增進家人感
情。 

8 

1-2-2 能辨識不同句子語調所表達
的情緒和態度。 
2-2-2 能以簡易的英語參與課堂上
老師引導的討論。 
3-2-3 能看懂常用的英文標示和圖
表。 
5-2-5 能看懂日常溝通中簡易的書
信、留言、賀卡、邀請卡等，並能
以口語或書面作簡短的回應。 
6-2-1 樂於接觸英語電影、歌曲、
廣播、書籍等。 
6-2-2 樂於嘗試閱讀英文故事、雜
誌或其他課外讀物。 
6-2-3 對於世界各地民情文化有興
趣，並樂於接觸與學習。 
6-2-4 能使用英文字典。 

【Reading】 
1.教師以電子教科書的情境圖，引導情
節，引起學生的學習興趣。 
2.播放 CD進行課文教學。 
3.請學生完成課本上的 Answer the 
Questions 與 Time to Think，檢測閱
讀理解力。 
【Practice】 
1.於 Listen and Repeat 單元播放
CD，讓學生進行口說練習，跟著 CD唸。 
2.播放 CD ，讓學生完成 Listen and 
Match 的練習。 
【Grab It All】 
1.讓學生完成 Read and Compare 單元
裡的練習。 
【Sentence Stress】 
1.播放 CD ，讓學生練習句子中強調字
詞的語調。 
【Extension】 
1.教師以電子教科書進行每個類似片
語的活動練習。 
【第一次評量補救教學】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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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e 

Beautiful 

1.檔案評

量 

2.口語練

習 

3.小組互

動 

4.口說測

驗 

5.作業書

寫 

 

【環境教育】 
2-3-1 瞭解基
本的生態原
則，以及人類
與自然和諧共
生的關係。 
3-1-1 能經由
親近生物而懂
得愛護與尊重
生命，並瞭解生
態保育的重要
性。 
【家政教育】 
4-3-4 參與家
庭活動、家庭共
學，增進家人感
情。 

9 

1-2-2 能辨識不同句子語調所表達
的情緒和態度。 
2-2-2 能以簡易的英語參與課堂上
老師引導的討論。 
2-2-4 能以簡易的英語描述日常生
活中相關的人、事、時、地、物。 
3-2-5 能瞭解課文的主旨大意。 
3-2-6 能瞭解對話、短文、書信、
故事及短劇等的重要內容與情節。 
4-2-4 能將簡易的中文句子譯成英
文。 
5-2-4 能看懂故事及簡易短文，並
能以簡短的句子說出或寫出其內容

【Warm Up】 
1.教師與學生討論課名頁的問題，引起
學習動機。 
【Dialogue】 
1.以 Pre-listening Questions 提示
學生對話重點。 
2.教師 以 CD 與電子教科書進行教
學。 
3.教師以電子教科書介紹單字。 
【Dialogue】 
1.以 CD 複習對話與單字。 
2.以聽力習題 True or False 來進行
對話理解測驗。 

4 
康軒第 4 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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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檔案評

量 

2.口語練

習 

3.小組互

動 

4.口說測

驗 

【環境教育】 
2-3-1 瞭解基
本的生態原
則，以及人類
與自然和諧共
生的關係。 
3-1-1 能經由
親近生物而懂
得愛護與尊重
生命，並瞭解生
態保育的重要
性。 
【資訊教育】 



週次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法 備註(重大議題) 

大意。 
 

【Word Power】 
1.以電子教科書介紹主題字詞。 
2.請學生完成 Listen and Check 練
習。 
【Grammar Focus】 
1.句型重點在介紹最高級的用法。 
2.教師以電子教科書介紹新句型。 
3.以電子教科書帶學生進行口語造
句。亦可以自製教具與學生進行句型練
習。 
4.請學生完成 Say and Write 的練習。 
 

5.作業書

寫 

4-3-3 遵守區
域網路環境的
使用規範。 
4-3-5 能利用
搜尋引擎及搜
尋技巧尋找合
適的網路資
源。 
【家政教育】 
3-2-1 認識我
們社會的生活
習俗。 

10 

1-2-2 能辨識不同句子語調所表達
的情緒和態度。 
2-2-2 能以簡易的英語參與課堂上
老師引導的討論。 
2-2-4 能以簡易的英語描述日常生
活中相關的人、事、時、地、物。 
3-2-5 能瞭解課文的主旨大意。 
3-2-6 能瞭解對話、短文、書信、
故事及短劇等的重要內容與情節。 
4-2-4 能將簡易的中文句子譯成英
文。 
5-2-4 能看懂故事及簡易短文，並
能以簡短的句子說出或寫出其內容
大意。 
 
 

【Reading】 
1.教師以電子教科書的情境圖，引導情
節，引起學生的學習興趣。 
2.播放 CD進行課文教學。 
3.請學生完成 Time to Think 問題，檢
測閱讀理解力。 
【Practice】 
1.於 Listen and Repeat 單元播放 
CD，讓學生進行口說練習，跟著 CD唸。 
2.播放 CD ，讓學生完成 Listen and 
Choose 的練習。 
【Grab It All】 
1.讓學生完成 Read and Fill In 與 
Who’s Number One? 單元裡的練習。 
【Sentence Stress】 
1.播放 CD，讓學生注意 He wrote a 
story. 與 He wrote it. 兩句重音之
比較。 
【Extension】 
1.教師向學生介紹動物相關俚語的用
法。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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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口語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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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作業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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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教育】 
2-3-1 瞭解基
本的生態原
則，以及人類
與自然和諧共
生的關係。 
3-1-1 能經由
親近生物而懂
得愛護與尊重
生命，並瞭解生
態保育的重要
性。 
【資訊教育】 
4-3-3 遵守區
域網路環境的
使用規範。 
4-3-5 能利用
搜尋引擎及搜
尋技巧尋找合
適的網路資
源。 
【家政教育】 
3-2-1 認識我
們社會的生活
習俗。 

11 

1-2-2 能辨識不同句子語調所表達
的情緒和態度。 
1-2-3 能聽懂日常生活對話和簡易
故事。 
1-2-4 能辨識對話或訊息的情境及
主旨。 
2-2-2 能以簡易的英語參與課堂上
老師引導的討論。 
2-2-4 能以簡易的英語描述日常生
活中相關的人、事、時、地、物。 
3-2-5 能瞭解課文的主旨大意。 
3-2-6 能瞭解對話、短文、書信、
故事及短劇等的重要內容與情節。 
4-2-4 能將簡易的中文句子譯成英
文。 
5-2-4 能看懂故事及簡易短文，並
能以簡短的句子說出或寫出其內容
大意。 
 

【Warm Up】 
1.教師與學生討論課名頁的問題，引起
學習動機。 
【Dialogue】 
1.教師以 CD 與電子教科書進行教學。 
2.教師以電子教科書介紹單字。 
3.以 CD 複習對話與單字。 
4.以聽力習題 True or False 來進行
對話理解測驗。 
【Word Power】 
1.以電子教科書介紹主題字詞。 
2.請學生完成 Listen and Check 練
習。 
【Grammar Focus】 
1.句型重點在介紹感官動詞和反身代
名詞的用法。 
2.教師以電子教科書介紹新句型。 
3.以電子教科書帶學生進行口語造
句。亦可以自製教具與學生進行句型練
習。 
4.請學生完成 Say and Write 的練習。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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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檔案評

量 

2.口語練

習 

3.小組互

動 

4.口說測

驗 

5.作業書

寫 

 

【環境教育】 
2-3-1 瞭解基
本的生態原
則，以及人類與
自然和諧共生
的關係。 
3-1-2 能具有
好奇心，體認人
類在生態中的
角色，以及自然
環境與人的相
互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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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能辨識不同句子語調所表達
的情緒和態度。 
1-2-3 能聽懂日常生活對話和簡易
故事。 
1-2-4 能辨識對話或訊息的情境及
主旨。 
2-2-2 能以簡易的英語參與課堂上
老師引導的討論。 
2-2-4 能以簡易的英語描述日常生
活中相關的人、事、時、地、物。 
3-2-5 能瞭解課文的主旨大意。 
3-2-6 能瞭解對話、短文、書信、
故事及短劇等的重要內容與情節。 
4-2-4 能將簡易的中文句子譯成英
文。 
5-2-4 能看懂故事及簡易短文，並
能以簡短的句子說出或寫出其內容

【Reading】 
1.教師以電子教科書的情境圖，引導情
節，引起學生的學習興趣。 
2.播放 CD進行課文教學。 
3.請學生完成 Read and Check 與 
Time to Think，檢測閱讀理解力。 
【Practice】 
1.於 Listen and Repeat 單元播放 
CD，讓學生進行口說練習，跟著 CD 
唸。 
2.播放 CD ，讓學生完成 Listen and 
Choose的練習。 
3.讓學生完成 Read and Fill In 裡的
練習。 
【Grab It All】 
1.讓學生完成 Read and Rewrite 單元
裡的練習。 

4 

康軒第 4 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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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Wind Blow 

Down Several 

Trees 

Review 2 

1.檔案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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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口語練

習 

3.小組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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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口說測

驗 

5.作業書

寫 

 

【環境教育】 
2-3-1 瞭解基
本的生態原
則，以及人類與
自然和諧共生
的關係。 
3-1-2 能具有
好奇心，體認人
類在生態中的
角色，以及自然
環境與人的相
互關係。 



週次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法 備註(重大議題) 

大意。 
 

【Phrasing】 
1.播放 CD，讓學生作發音斷句的練習。 
【Extension】 
1.要求學生上網搜尋史上發生過造成
重大傷亡及損失的颱風和地震等天
災，並記錄在表格裡。 
【Practice】 
1.指導學生閱讀表格。 
2.從中歸納出四至六課的句型比較。 
3.教師指導學生完成測驗。 
【Let’s Sing】 
1.以 CD 進行 Even the Nights Are 
Better 歌曲教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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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能辨識對話或訊息的情境及
主旨。 
2-2-4 能以簡易的英語描述日常生
活中相關的人、事、時、地、物。 
2-2-8 能以簡易的英語介紹國內外
風土民情。 
3-2-8 能辨識故事的要素，如背
景、人物、事件和結局。 
3-2-9 能閱讀不同體裁、不同主題
的簡易文章。 
4-2-2 能依提示合併、改寫句子及
造句。 
5-2-4 能看懂故事及簡易短文，並
能以簡短的句子說出或寫出其內容
大意。 
6-2-1 樂於接觸英語電影、歌曲、
廣播、書籍等。 
6-2-2 樂於嘗試閱讀英文故事、雜
誌或其他課外讀物。 
6-2-7 利用各種查詢工具，主動瞭
解所接觸英語的內容。 
7-2-3 能從多元文化觀點，瞭解並
尊重不同的文化及習俗。 
【第二次評量週】 

【Warm Up】 
1.教師與學生討論課名頁的問題，引起
學習動機。 
【Dialogue】 
1.以 Pre-listening Questions 提示
學生對話重點。 
2.教師 以 CD 與電子教科書進行教
學。 
3.教師以電子教科書介紹單字。 
【Dialogue】 
1.以 CD 複習對話與單字。 
2.以聽力習題 True or False 進行對
話理解測驗。  
【Word Power】 
1.以電子教科書介紹主題字詞。 
2.請學生完成 Listen and Check 練
習。 
【Grammar Focus】 
1.句型重點在介紹情態副詞的用法。 
2.教師以電子教科書介紹新句型。 
3.以電子教科書帶學生進行口語造
句。亦可以自製教具與學生進行句型練
習。 
4.請學生完成 Say and Write 的練習。 
 

4 

康軒第 4 冊

--L7 Kevin Is 

Doing Quite 

Well 

1.檔案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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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口語練

習 

3.小組互

動 

4.口說測

驗 

5.作業書

寫 

 

【人權教育】 
2-3-1 瞭解人
身自由權並具
有自我保護的
知能。 
【資訊教育】 
4-3-1 能應用
網路的資訊解
決問題。 
4-3-3 能遵守
區域網路環境
的使用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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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能辨識對話或訊息的情境及
主旨。 
2-2-4 能以簡易的英語描述日常生
活中相關的人、事、時、地、物。 
2-2-8 能以簡易的英語介紹國內外
風土民情。 
3-2-8 能辨識故事的要素，如背
景、人物、事件和結局。 
3-2-9 能閱讀不同體裁、不同主題
的簡易文章。 
4-2-2 能依提示合併、改寫句子及
造句。 
5-2-4 能看懂故事及簡易短文，並
能以簡短的句子說出或寫出其內容
大意。 
6-2-1 樂於接觸英語電影、歌曲、
廣播、書籍等。 
6-2-2 樂於嘗試閱讀英文故事、雜
誌或其他課外讀物。 
6-2-7 利用各種查詢工具，主動瞭
解所接觸英語的內容。 
7-2-3 能從多元文化觀點，瞭解並
尊重不同的文化及習俗。 
 

【Reading】 
1.教師以電子教科書的情境圖，引導情
節，引起學生的學習興趣。 
2.播放 CD 進行課文教學。 
3.請學生完成 Look and Fill In 與 
Time to Think，檢測閱讀理解力。 
【Practice】 
1.於 Listen and Repeat 單元播放 
CD，讓學生進行口說練習，跟著CD唸。 
2.播放 CD，讓學生完成 Listen and 
Choose 的練習。 
【Grab It All】 
1.讓學生完成 Look and Fill In 單元
裡的練習。 
【Contraction】 
1.播放 CD，讓學生練習英文句子內的
縮讀（寫）。 
【Extension】 
1.利用簡單漫畫，加深學生對 BULLY
（霸凌）每個字母所代表的意義。 
【第二次評量補救教學週】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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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權教育】 
2-3-1 瞭解人
身自由權並具
有自我保護的
知能。 
【資訊教育】 
4-3-1 能應用
網路的資訊解
決問題。 
4-3-3 能遵守
區域網路環境
的使用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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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能辨識不同句子語調所表達
的情緒和態度。 
1-2-3 能聽懂日常生活對話和簡易
故事。 
1-2-4 能辨識對話或訊息的情境及
主旨。 
2-2-2 能以簡易的英語參與課堂上
老師引導的討論。 
2-2-4 能以簡易的英語描述日常生
活中相關的人、事、時、地、物。 
2-2-5 能依人、事、時、地、物作
提問和回答。 
3-2-5 能瞭解課文的主旨大意。 
3-2-6 能瞭解對話、短文、書信、

【Warm Up】 
1.教師與學生討論課名頁的問題，引起
學習動機。 
【Dialogue】 
1.教師以 Pre-listening Questions 
提示學生對話重點。 
2.教師 以 CD 與電子教科書進行教
學。 
3.教師以電子教科書介紹單字。 
4.以 CD 複習對話與單字。 
5.以聽力習題 True or False 來進行
對話理解測驗。 
【Word Power】 
1.以電子教科書介紹主題字詞。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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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政教育】 
4-2-2 認識自
己與家人在家
庭中的角色。 
4-2-3 適當地
向家人表達自
己的需求與情
感。 
 



週次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法 備註(重大議題) 

故事及短劇等的重要內容與情節。 
4-2-2 能依提示合併、改寫句子及
造句。 
4-2-3 能寫簡單的賀卡、書信(含電
子郵件)等。 
4-2-4 能將簡易的中文句子譯成英
文。 
7-2-1 能以簡易英語介紹國內外風
土民情。 

2.請學生完成 Read and Circle 練習。 
【Grammar Focus】 
1.句型重點在介紹不定代名詞的用法。 
2.教師以電子教科書介紹新句型。 
3.以電子教科書帶學生進行口語造
句。亦可以自製教具與學生進行句型練
習。 
4.讓學生分組相互練習 
5.請學生完成 Say and Write 的練習。 
 

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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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能辨識不同句子語調所表達
的情緒和態度。 
1-2-3 能聽懂日常生活對話和簡易
故事。 
1-2-4 能辨識對話或訊息的情境及
主旨。 
2-2-2 能以簡易的英語參與課堂上
老師引導的討論。 
2-2-4 能以簡易的英語描述日常生
活中相關的人、事、時、地、物。 
2-2-5 能依人、事、時、地、物作
提問和回答。 
3-2-5 能瞭解課文的主旨大意。 
3-2-6 能瞭解對話、短文、書信、
故事及短劇等的重要內容與情節。 
4-2-2 能依提示合併、改寫句子及
造句。 
4-2-3 能寫簡單的賀卡、書信(含電
子郵件)等。 
4-2-4 能將簡易的中文句子譯成英
文。 
7-2-1 能以簡易英語介紹國內外風
土民情。 

【Reading】 
1.教師以電子教科書的情境圖，引導情
節，引起學生的學習興趣。 
2.播放 CD 進行課文教學。 
3.請學生完成 Read and Choose 與 
Time to Think，檢測閱讀理解力。 
【Practice】 
1.於 Listen and Repeat 單元播放 
CD ，讓學生進行口說練習，跟著 CD唸。 
2.播放 CD ，讓學生完成 Listen and 
Choose 的練習。 
【Grab It All】 
1.讓學生完成 Read and Fill In 與 
Read and Choose 單元裡的練習。 
【Articles】 
1.播放 CD ，讓學生作定冠詞和不定冠
詞 a、an、the 的發音練習。 
【Extension】 
1.介紹與母親有關的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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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政教育】 
4-2-2 認識自
己與家人在家
庭中的角色。 
4-2-3 適當地
向家人表達自
己的需求與情
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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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能辨識不同句子語調所表達
的情緒和態度。 
2-2-4 能以簡易的英語描述日常生
活中相關的人、事、時、地、物。 
2-2-8 能以簡易的英語介紹國內外
風土民情。 
5-2-3 能聽懂日常生活對話、簡易
故事或廣播，並能以簡單的字詞、
句子記下要點。 
6-2-3 對於世界各地民情文化有興
趣，並樂於接觸與學習。 
6-2-4 能使用英文字典。 
6-2-6 對於教學內容能主動複習並
加以整理歸納。 
6-2-8 主動從網路或其他課外材
料，搜尋相關學習資源，並與老師
及同學分享。 

【Warm Up】 
1.教師與學生討論課名頁的問題，引起
學習動機。 
【Dialogue】 
1.教師 以 CD 與電子教科書進行教
學。 
2.教師以電子教科書介紹單字。 
3.以 CD 複習對話與單字。 
4.請學生兩人一組，進行對話 Pair 
Work的口語練習。 
【Word Power】 
1.以電子教科書介紹主題字詞。 
2.請學生完成 Listen and Check 練
習。 
【Grammar Focus】 
1.句型重點在介紹 spend、cost 和 
take 的用法。 
2.教師以電子教科書介紹新句型。 
3.以電子教科書帶學生進行口語造
句。亦可以自製教具與學生進行句型練
習。 
4.請學生完成 Say and Write 的練習。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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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政教育】 
3-2-3 養成良
好的生活習慣。 
【環境教育】 
2-3-1 瞭解基
本的生態原
則，以及人類與
自然和諧共生
的關係。 
3-3-1 關切人
類行為對環境
的衝擊，進而建
立環境友善的
生活與消費觀
念。 
【資訊教育】 
4-3-3 能遵守
區域網路環境
的使用規範。 
4-3-5 能利用
搜尋引擎及搜
尋技巧尋找合
適的網路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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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能辨識對話或訊息的情境及
主旨。 
2-2-4 能以簡易的英語描述日常生
活中相關的人、事、時、地、物。 
2-2-8 能以簡易的英語介紹國內外
風土民情。 
3-2-8 能辨識故事的要素，如背
景、人物、事件和結局。 
5-2-3 能聽懂日常生活對話、簡易
故事或廣播，並能以簡單的字詞、
句子記下要點。 
5-2-5 能看懂日常溝通中簡易的書
信、留言、賀卡、邀請卡等，並能
以口語或書面作簡短的回應。 
6-2-1 樂於接觸英語電影、歌曲、
廣播、書籍等。 
6-2-3 對於世界各地民情文化有興
趣，並樂於接觸與學習。 
6-2-4 能使用英文字典。 

【Reading】 
1.教師以電子教科書的情境圖，引導情
節，引起學生的學習興趣。 
2.播放 CD進行課文教學。 
3.請學生完成 Look and Answer 與
Time to Think，檢測閱讀理解力。 
【Practice】 
1.於 Listen and Repeat 單元播放 
CD ，讓學生進行口說練習，跟著 CD
唸。 
2.播放 CD ，讓學生完成 Listen and 
Choose 的練習。 
【Grab It All】 
1.讓學生完成 Read and Answer 單元
裡的練習。 
【Reduction】 
1.播放 CD ，讓學生作介系詞弱化的發
音練習。 
【Exten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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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政教育】 
3-2-3 養成良
好的生活習慣。 
【環境教育】 
2-3-1 瞭解基
本的生態原
則，以及人類與
自然和諧共生
的關係。 
3-3-1 關切人
類行為對環境
的衝擊，進而建
立環境友善的
生活與消費觀
念。 
【資訊教育】 
4-3-3 能遵守
區域網路環境
的使用規範。 



週次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法 備註(重大議題) 

6-2-6 對於教學內容能主動複習並
加以整理歸納。 
 
 

1.利用簡單的漫畫圖像，讓學生學習和
錢有關的俚語。 
2.教師可自行設計活動。 
【Practice】 
1.教師指導學生閱讀表格。 
2.教師從中歸納出句型比較。 
3.教師指導學生完成測驗。 
【Let’s Sing】 
1.以 CD 進行 Yesterday Once More 
歌曲教唱。 

4-3-5 能利用
搜尋引擎及搜
尋技巧尋找合
適的網路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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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能辨識不同句子語調所表達
的情緒和態度。 
1-2-3 能聽懂日常生活對話和簡易
故事。 
1-2-4 能辨識對話或訊息的情境及
主旨。 
2-2-2 能以簡易的英語參與課堂上
老師引導的討論。 
2-2-4 能以簡易的英語描述日常生
活中相關的人、事、時、地、物。 
2-2-5 能依人、事、時、地、物作
提問和回答。 
2-2-8 能以簡易的英語介紹國內外
風土民情。 
3-2-5 能瞭解課文的主旨大意。 
3-2-6 能瞭解對話、短文、書信、
故事及短劇等的重要內容與情節。 
3-2-8 能辨識故事的要素，如背
景、人物、事件和結局。 
3-2-9 能閱讀不同體裁、不同主題
的簡易文章。 
4-2-2 能依提示合併、改寫句子及
造句。 
4-2-4 能將簡易的中文句子譯成英
文。 
5-2-3 能聽懂日常生活對話、簡易
故事或廣播，並能以簡單的字詞、
句子記下要點。 
5-2-4 能看懂故事及簡易短文，並
能以簡短的句子說出或寫出其內容
大意。 
6-2-3 對於世界各地民情文化有興
趣，並樂於接觸與學習。 
6-2-4 能使用英文字典。 
6-2-6 對於教學內容能主動複習並
加以整理歸納。 
7-2-1 能以簡易英語介紹國內外風
土民情。 
 
 

1.利用課本上的插圖，先進行一般性簡
單問答之暖身活動，接著藉由兩個對話
的內容，一方面複習第 book 4 的單字
與句型；另一方面鼓勵學生運用學會的
單字與句型，參照對話的情境，再加上
一些創意，自編對話。 

4 

康軒第 4 冊

--Book 4 總複

習 

1.檔案評

量 

2.口語練

習 

3.小組互

動 

4.口說測

驗 

5.作業書

寫 

 

【環境教育】 
2-3-1 瞭解基
本的生態原
則，以及人類與
自然和諧共生
的關係。 
3-3-1 關切人
類行為對環境
的衝擊，進而建
立環境友善的
生活與消費觀
念。 
【資訊教育】 
4-3-3 能遵守
區域網路環境
的使用規範。 
4-3-5 能利用
搜尋引擎及搜
尋技巧尋找合
適的網路資源。 

20 

1-2-2 能辨識不同句子語調所表達
的情緒和態度。 
1-2-3 能聽懂日常生活對話和簡易
故事。 
1-2-4 能辨識對話或訊息的情境及
主旨。 
2-2-2 能以簡易的英語參與課堂上
老師引導的討論。 
2-2-4 能以簡易的英語描述日常生
活中相關的人、事、時、地、物。 
2-2-5 能依人、事、時、地、物作
提問和回答。 
2-2-8 能以簡易的英語介紹國內外
風土民情。 
3-2-5 能瞭解課文的主旨大意。 
3-2-6 能瞭解對話、短文、書信、
故事及短劇等的重要內容與情節。 
3-2-8 能辨識故事的要素，如背
景、人物、事件和結局。 
3-2-9 能閱讀不同體裁、不同主題
的簡易文章。 
4-2-2 能依提示合併、改寫句子及
造句。 
4-2-4 能將簡易的中文句子譯成英
文。 
5-2-3 能聽懂日常生活對話、簡易
故事或廣播，並能以簡單的字詞、
句子記下要點。 
5-2-4 能看懂故事及簡易短文，並
能以簡短的句子說出或寫出其內容
大意。 
6-2-3 對於世界各地民情文化有興
趣，並樂於接觸與學習。 

1.利用課本上的插圖，先進行一般性簡
單問答之暖身活動，接著藉由兩個對話
的內容，一方面複習第 book 4 的單字
與句型；另一方面鼓勵學生運用學會的
單字與句型，參照對話的情境，再加上
一些創意，自編對話。  
 
【第三次評量補救教學週】 

4 Book 4 總複習 

1.檔案評

量 

2.口語練

習 

3.小組互

動 

4.口說測

驗 

5.作業書

寫 

 

【環境教育】 
2-3-1 瞭解基
本的生態原
則，以及人類與
自然和諧共生
的關係。 
3-3-1 關切人
類行為對環境
的衝擊，進而建
立環境友善的
生活與消費觀
念。 
【資訊教育】 
4-3-3 能遵守
區域網路環境
的使用規範。 
4-3-5 能利用
搜尋引擎及搜
尋技巧尋找合
適的網路資源。 



週次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法 備註(重大議題) 

6-2-4 能使用英文字典。 
6-2-6 對於教學內容能主動複習並
加以整理歸納。 
7-2-1 能以簡易英語介紹國內外風
土民情。 
【第三次評量週】 
【休業式】 

 



﹙表 12﹚學習領域課程計畫 

新竹市 光復中學附設國中部    107 學年度  九  年級 第 2學期     語文(英語)    領域課程計畫 

        設計者：   劉家伶 教師 

一、本領域每週學習節數（ 4）節，本學期共﹙76﹚節。 

二、本學期學習目標： 

 

週次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法 備註 

1 

1-2-3-1 能聽出對話和故事的關鍵字詞、片語。 

1-2-3-2 能聽出對話和故事的內容大意。 

1-2-4-1 能夠從所聽到對話中的關鍵字詞、片語，瞭解對

話或訊息的主旨。 

2-2-2-1 能依教師的提示以簡易的英語表達意見。 

2-2-2-2 能以簡易的英語參與課堂討論。 

2-2-4-1 能使用簡易的英語描述事件的發生(包括與事件

相關的人物、過程、時間、地點等)。 

2-2-5-1 能正確使用簡易的英語提問(如 who, what, when, 

where, how, why 等問題)。 

2-2-5-2 聽到對方提問時，能針對重點(如 who, what, 

when, where, how, why 等)作正確回應。 

2-2-6-1 能依情境及場合，與他人用英語針對某些主題或

事物進行溝通(如討論各自的家人、房間擺設、興

趣嗜好等)。 

2-2-8-1 能以簡易的英語介紹本國風俗習慣。 

2-2-8-2 能以簡易的英語說明國內外節慶、文化、習俗等

之異同。 

3-2-6-1 能從對話中找出說話者的重要內容及所要傳達的

訊息。 

3-2-6-2 能從短文中擷取重要內容大意。 

3-2-8-2 能知道故事發生的地點、場景。 

3-2-8-3 能說出故事中的人物有哪些。 

3-2-8-4 能知道故事中事件發生的經過及結局。 

3-2-9-1 能閱讀多樣文體，如日記體、人物傳記、說明文、

書信、公告、廣告、新聞報導等。 

4-2-1-1 能依提示在表格內填寫適當的字詞、片語或句子。 

4-2-2-3 能根據提示所給的字詞或句型，造出合宜的句子。 

4-2-4-1 能充分瞭解中文句子的語意，並運用所學的英文

字詞、片語與句構將其翻譯成通順的相對應英文句

子。 

4-2-5-1 寫單句時，能正確運用標點符號並注意大小寫。 

5-2-1-1 能熟習課綱中所標示之 1200個基本單字的主要語

Lesson 1 
 We Had Cleaned the House Before 

You Arrived 
過去完成式 

4 南一版 B(6)  紙筆測驗、態度檢

核、資料蒐集整

理、觀察記錄、分

組報告、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作

業、實測、實務操

作等。 

 

一、生涯發展教育 

【1-1-1】發現自己的長

處及優點 

【1-2-1】認識有關自我

的觀念 

【2-1-1】激發對工作世

界的好奇心 

【2-2-1】認識不同類型

的工作角色 

【3-2-1】覺察如何解決

問題及做決定 

【3-2-3】培養規劃及運

用時間的能力 

二、人權教育 

【1-2-2】關心弱勢並知

道人權是普遍的、不容

剝奪的 

【1-4-2】了解關懷弱勢

者行動之規劃、組織與

執行，表現關懷、寬容、

和平與博愛的情懷，並

尊重與關懷生命 

【2-3-5】認識教育權、

工作權與個人生涯發展

的關係 

【2-4-4】了解世界人權

宣言對人權的維護與保

障 

三、資訊教育 
【4-4-1】能利用網際網

路、多媒體光碟、影碟

等進行資料蒐集，並結

合已學過的軟體進行資

料整理與分析。 

. 能以簡單的英語介紹各國跨年特色。 

2. 能以英語描述個人的回憶或曾有過的經驗。 

3. 能運用過去完成式的句型。 

4. 能學會下列三種語言結構： 

(1) When I got to the station, the train had (already) left.  

(2) I thought it was snowing because I had never seen anything like that 

before. 

(3) By the time we arrived in Miaoli, we had already seen many white tung 

blossoms through the windows. 

5. 能用簡易的英語參與課堂上的討論和小組活動。 

6. 能使用簡易英語來描述自己的穿著搭配。 

7. 能了解牛仔褲的由來。 

8. 能學會可分動詞片語和不可分動詞片語的用法。 

(1) You can try on the shoes right now.   

You can try the shoes on right now. 

You can try them on right now. 

(2) We should get on the bus after it stops. 

We should get on it after it stops.9. 能用簡易的英語參與課堂上的討論和

小組活動。 

9. 能用簡易的英語參與課堂上的討論和小組活動。 

10.能使用簡易英語討論購買物品及敘述購買二手商品的好處。 

11.能學會下列連接詞用法： 

 (1)  both...and...  

Helen bought both grapes and papayas. 

 (2)  not only...but also... 

Bill ate not only fries but also hamburgers. 

 (3)  either...or...  

You can have either pizza or noodles. 

 (4)  neither...nor... 

Tim neither finished the art report nor studied for the math test. 

12.能聽懂日常生活對話。 

13.能參與課堂上的口語練習並與他人溝通。 

14.能從朗讀課文中領略英詩的韻律節奏和押韻的情形。 

15.能認識詩人 A.A. Milne 和其著作，進而懂得欣賞短詩。 

16.復習國中三年所習得的英語語法中的現在完成式和和過去完成式。 

(1) I have never seen an action movie before. 

(2) When I woke up this morning, the rain had (already) stopped. 

17.能以簡單的英語說出自己的感覺。 

18.學習有關電影的英語。 

19.復習下列兩種語言結構和語調： 

 (1) Yes/No問句當名詞子句。  

  I don’t know if/whether he is interested in love stories.  

    wh-問句當名詞子句。 

  Do you know how long it will take to go there by ship?  

 (2) that引導出受詞子句。 

  I think (that) love stories are boring. 

20.能以簡易的英語討論日常生活。 

21.能以簡易英語敘述未來的生涯規劃。 

22.能以簡易英語表達畢業感受。 

23.復習關係子句的句型結構： 

 (1) I know a cook who is also good at painting. 

 (2) I’m reading the book (that/which) I borrowed from the library. 



週次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法 備註 

意、用法(如字詞搭配(collocation)及發音。 

5-2-3-1 對於所聽到的對話、簡易故事、或廣播內容，能

掌握其大意及關鍵字詞、語句。 

5-2-4-1 對於所讀的故事及簡易短文，能掌握其大意及關

鍵字詞、語句。 

5-2-5-1 能明白所讀的書信、留言、賀卡、邀請卡上的主

要字詞和句子的語意。 

5-2-5-2 能了解所讀的書信、留言、賀卡、邀請卡的內容

及目的。 

5-2-6-2 能依提示，在表格內以適當字詞、片語或句子填

寫。 

6-2-3-2 能樂意以詢問、查詢資料等方式，主動瞭解文化

上的差異。 

6-2-3-3 能於接觸世界各地民情文化後，樂於與他人分享。 

6-2-5-1 在閱讀句子時，能掌握重點字詞，並從上下文理

解其語意。 

6-2-5-2 在閱讀段落時，能掌握內容大意，進而理解全文。 

6-2-5-3 在閱讀短文時，能利用各種文中線索，如字詞的

前後句子（context）或點出段落關係的轉折字詞

（transition words），來推敲文意，以有效掌握

文章內涵。 

7-1-1-1 能認識課堂中介紹的國外節慶中最具代表性的習

俗及活動。 

7-2-3-1 能瞭解不同文化（包含外國及我國、國內各族群

不同文化）間的差異。 

7-2-3-2 能尊重並進而欣賞不同文化之差異性。 

2 

1-2-3-1 能聽出對話和故事的關鍵字詞、片語。 

1-2-3-2 能聽出對話和故事的內容大意。 

1-2-4-1 能夠從所聽到對話中的關鍵字詞、片語，瞭解對

話或訊息的主旨。 

2-2-2-2 能以簡易的英語參與課堂討論。 

2-2-4-3 能使用簡易的英語描述日常生活中的物件（包括

其大小、新舊、形狀、功用等）。 

2-2-5-1 能正確使用簡易的英語提問(如 who, what, when, 

where, how, why 等問題)。 

2-2-5-2 聽到對方提問時，能針對重點(如 who, what, 

when, where, how, why 等)作正確回應。 

2-2-6-1 能依情境及場合，與他人用英語針對某些主題或

事物進行溝通(如討論各自的家人、房間擺設、興

趣嗜好等)。 

3-2-2-3 能依照閱讀文句或文章的語意，就字典提供的字

義中選取適當者。 

3-2-3-3 能解讀簡易圖表中（如 pie chart /  bar graph, 

table）呈現的訊息。 

3-2-6-1 能從對話中找出說話者的重要內容及所要傳達的

訊息。 

3-2-6-2 能從短文中擷取重要內容大意。 

3-2-8-2 能知道故事發生的地點、場景。 

3-2-8-3 能說出故事中的人物有哪些。 

3-2-8-4 能知道故事中事件發生的經過及結局。 

3-2-9-1 能閱讀多樣文體，如日記體、人物傳記、說明文、

書信、公告、廣告、新聞報導等。 

4-2-1-1 能依提示在表格內填寫適當的字詞、片語或句子。 

4-2-2-1 能依照提示使用適當的連接詞（如 and, but, or 

或 when, after, before 等），合併句子。 

5-2-1-1 能熟習課綱中所標示之 1200個基本單字的主要語

意、用法(如字詞搭配(collocation)及發音。 

5-2-3-1 對於所聽到的對話、簡易故事、或廣播內容，能

掌握其大意及關鍵字詞、語句。 

5-2-4-1 對於所讀的故事及簡易短文，能掌握其大意及關

鍵字詞、句。 

5-2-5-1 能明白所讀的書信、留言、賀卡、邀請卡上的主

要字詞和句子的語意。 

5-2-5-2 能了解所讀的書信、留言、賀卡、邀請卡的內容

及目的。 

5-2-6-2 能依提示，在表格內以適當字詞、片語或句子填

寫。 

6-2-5-1 在閱讀句子時，能掌握重點字詞，並從上下文理

解其語意。 

6-2-5-2 在閱讀段落時，能掌握內容大意，進而理解全文。 

6-2-5-3 在閱讀短文時，能利用各種文中線索，如字詞的

Lesson 2 
Try On the Jeans 
可分與不可分的動詞片語 

4 南一版 B(6) 紙筆測驗、態度檢核、資

料蒐集整理、觀察記錄、

分組報告、參與討論、課

堂問答、作業、實測、實

務操作等。 

 

一、生涯發展教育 

【1-1-1】發現自己

的長處及優點 

【1-2-1】認識有關

自我的觀念 

【3-1-2】發展尊敬

他人工作的意識 

【3-2-1】覺察如何

解決問題及做決定 

【3-2-3】培養規劃

及運用時間的能力 

【3-2-4】培養工作

時人際互動的能力 

【3-3-1】學習如何

尋找並運用職業世

界的資訊 

二、人權教育 

【1-2-2】關心弱勢

並知道人權是普遍

的、不容剝奪的 

【1-4-2】了解關懷

弱勢者行動之規

劃、組織與執行，表

現關懷、寬容、和平

與博 

愛的情懷，並尊重與

關懷生命 

【2-3-5】認識教育

權、工作權與個人生

涯發展的關係 

【2-4-4】了解世界

人權宣言對人權的

維護與保 

障 



週次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法 備註 

前後句子（context）或點出段落關係的轉折字詞

（transition words），來推敲文意，以有效掌握文

章內涵。 

3 

1-2-3-1 能聽出對話和故事的關鍵字詞、片語。 

1-2-3-2 能聽出對話和故事的內容大意。 

1-2-4-1 能夠從所聽到對話中的關鍵字詞、片語，瞭解對

話或訊息的主旨。 

2-2-2-2 能以簡易的英語參與課堂討論。 

2-2-4-3 能使用簡易的英語描述日常生活中的物件（包括

其大小、新舊、形狀、功用等）。 

2-2-5-1 能正確使用簡易的英語提問(如 who, what, when, 

where, how, why 等問題)。 

2-2-5-2 聽到對方提問時，能針對重點(如 who, what, 

when, where, how, why 等)作正確回應。 

2-2-6-1 能依情境及場合，與他人用英語針對某些主題或

事物進行溝通(如討論各自的家人、房間擺設、興

趣嗜好等)。 

3-2-2-3 能依照閱讀文句或文章的語意，就字典提供的字

義中選取適當者。 

3-2-3-3 能解讀簡易圖表中（如 pie chart /  bar graph, 

table）呈現的訊息。 

3-2-6-1 能從對話中找出說話者的重要內容及所要傳達的

訊息。 

3-2-6-2 能從短文中擷取重要內容大意。 

3-2-8-2 能知道故事發生的地點、場景。 

3-2-8-3 能說出故事中的人物有哪些。 

3-2-8-4 能知道故事中事件發生的經過及結局。 

3-2-9-1 能閱讀多樣文體，如日記體、人物傳記、說明文、

書信、公告、廣告、新聞報導等。 

4-2-1-1 能依提示在表格內填寫適當的字詞、片語或句子。 

4-2-2-1 能依照提示使用適當的連接詞（如 and, but, or 

或 when, after, before 等），合併句子。 

5-2-1-1 能熟習課綱中所標示之 1200個基本單字的主要語

意、用法(如字詞搭配(collocation)及發音。 

5-2-3-1 對於所聽到的對話、簡易故事、或廣播內容，能

掌握其大意及關鍵字詞、語句。 

5-2-4-1 對於所讀的故事及簡易短文，能掌握其大意及關

鍵字詞、句。 

5-2-5-1 能明白所讀的書信、留言、賀卡、邀請卡上的主

要字詞和句子的語意。 

5-2-5-2 能了解所讀的書信、留言、賀卡、邀請卡的內容

及目的。 

5-2-6-2 能依提示，在表格內以適當字詞、片語或句子填

寫。 

6-2-5-1 在閱讀句子時，能掌握重點字詞，並從上下文理

解其語意。 

6-2-5-2 在閱讀段落時，能掌握內容大意，進而理解全文。 

6-2-5-3 在閱讀短文時，能利用各種文中線索，如字詞的

前後句子（context）或點出段落關係的轉折字詞

（transition words），來推敲文意，以有效掌握文

章內涵。 

Lesson 2 
Try On the Jeans 
可分與不可分的動詞片語 

4 南一版 B(6) 紙筆測驗、態度檢核、資

料蒐集整理、觀察記錄、

分組報告、參與討論、課

堂問答、作業、實測、實

務操作等。 

\一、生涯發展教育 

【2-1-1】激發對工作世界

的好奇心 

【2-2-1】認識不同類型的

工作角色 

【3-1-2】發展尊敬他人工

作的意識 

二、人權教育 

【1-2-2】關心弱勢並知道

人權是普遍的、不容剝奪

的 

【1-4-2】了解關懷弱勢者

行動之規劃、組織與執

行，表現關懷、寬容、和

平與博愛的情懷，並尊重

與關懷生命 

【2-3-5】認識教育權、工

作權與個人生涯發展的關

係 

【2-4-4】了解世界人權宣

言對人權的維護與保障 

4 

1-2-3-1 能聽出對話和故事的關鍵字詞、片語。 

1-2-3-2 能聽出對話和故事的內容大意。 

1-2-4-1 能夠從所聽到對話中的關鍵字詞、片語，瞭解對

話或訊息的主旨。 

1-2-4-3 能從對話中的慣用語，瞭解對話的時空場合(如車

上、商店裡、家中等)以及所表現的溝通功能(如問

路、道歉、購物等)。 

2-2-2-1 能依教師的提示以簡易的英語表達意見。 

2-2-2-2 能以簡易的英語參與課堂討論。 

2-2-3-1 能以簡易的英語表達個人的需求（物質的或精神

的）與意願（動向、未來規劃等）。 

2-2-4-3 能使用簡易的英語描述日常生活中的物件（包括

其大小、新舊、形狀、功用等）。 

2-2-5-1 能正確使用簡易的英語提問(如 who, what, when, 

where, how, why 等問題)。 

2-2-5-2 聽到對方提問時，能針對重點(如 who, what, 

when, where, how, why 等)作正確回應。 

3-2-2-3 能依照閱讀文句或文章的語意，就字典提供的字

義中選取適當者。 

3-2-6-1 能從對話中找出說話者的重要內容及所要傳達的

Lesson 3 

Buy Secondhand Gifts 

A: both…and… 

B: not only…but also… 

C: either…or… 

D: neither…nor… 

4 南一版 B(6)  一、生涯發展教育 

【1-1-1】發現自己的長

處及優點 

【1-2-1】認識有關自我

的觀念 

【2-1-1】激發對工作世

界的好奇心 

【2-2-1】認識不同類型

的工作角色 

【3-1-2】發展尊敬他人

工作的意識 

【3-2-1】覺察如何解決

問題及做決定 

【3-2-3】培養規劃及運

用時間的能力 

【3-2-4】培養工作時人

際互動的能力 

【3-3-1】學習如何尋找

並運用職業世界的資訊 

二、人權教育 

【1-2-2】關心弱勢並知

道人權是普遍的、不容

剝奪的 



週次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法 備註 

訊息。 

3-2-6-2 能從短文中擷取重要內容大意。 

3-2-7-2 能利用各種文章中線索，如字詞的前後句子

(context)或點出段落關係的轉折字詞 

(transition words)，來推敲文意，以有效掌握文

章內涵。 

3-2-8-1 能瞭解故事的基本結構

(beginning,development,ending)。 

3-2-8-2 能知道故事發生的地點、場景。 

3-2-8-3  能說出故事中的人物有哪些。 

3-2-8-4 能知道故事中事件發生的經過及結局。 

3-2-9-1 能閱讀多樣文體，如日記體、人物傳記、說明文、

書信、公告、廣告、新聞報導等。 

3-2-9-2 能閱讀不同主題、不同人稱觀點(perspective)書

寫的簡易章。 

4-2-2-2 能依照提示將句子作適切地改寫。 

4-2-2-3 能根據提示所給的字詞或句型，造出合宜的句子。 

4-2-5-1 寫單句時，能正確運用標點符號並注意大小寫。 

5-2-1-1 能熟習課綱中所標示之 1200個基本單字的主要語

意、用法(如字詞搭配(collocation)及發音。 

5-2-3-1 對於所聽到的對話、簡易故事、或廣播內容，能

掌握其大意及關鍵字詞、語句。 

5-2-3-2 能以簡單的字詞、句子，說出或寫出所聽到的對

話、簡易故事、或廣播的主要內容。 

5-2-4-1 對於所讀的故事及簡易短文，能掌握其大意及關

鍵字詞、語句。 

5-2-4-2 能說出或寫出簡短的句子來描述故事及簡易短文

中的人物（包括其身分、年齡、外貌、習慣等）、

內容或事件的經過（包括其人物、過 程、原因、

結果等）。 

5-2-6-2 能依提示，在表格內以適當字詞、片語或句子填

寫。 

6-2-5-1 在閱讀句子時，能掌握重點字詞，並從上下文理

解其語意。 

6-2-5-2 在閱讀段落時，能掌握內容大意，進而理解全文。 

6-2-5-3 在閱讀短文時，能利用各種文中線索，如字詞的

前後句子（context）或點出段落關係的轉折字詞

（transition words），來推敲文意，以有效掌握文

章內涵。 

【1-4-2】了解關懷弱勢

者行動之規劃、組織與

執行，表現關懷、寬容、

和平與博 

愛的情懷，並尊 

重與關懷生命 

【2-3-5】認識教育權、

工作權與個人生涯發展

的關係 
【2-4-4】了解世界人權

宣言對人權的維護與

保障 

5 

1-2-3-1 能聽出對話和故事的關鍵字詞、片語。 

1-2-3-2 能聽出對話和故事的內容大意。 

1-2-4-1 能夠從所聽到對話中的關鍵字詞、片語，瞭解對

話或訊息的主旨。 

1-2-4-3 能從對話中的慣用語，瞭解對話的時空場合(如車

上、商店裡、家中等)以及所表現的溝通功能(如問

路、道歉、購物等)。 

2-2-2-1 能依教師的提示以簡易的英語表達意見。 

2-2-2-2 能以簡易的英語參與課堂討論。 

2-2-3-1 能以簡易的英語表達個人的需求（物質的或精神

的）與意願（動向、未來規劃等）。 

2-2-4-3 能使用簡易的英語描述日常生活中的物件（包括

其大小、新舊、形狀、功用等）。 

2-2-5-1 能正確使用簡易的英語提問(如 who, what, when, 

where, how, why 等問題)。 

2-2-5-2 聽到對方提問時，能針對重點(如 who, what, 

when, where, how, why 等)作正確回應。 

3-2-2-3 能依照閱讀文句或文章的語意，就字典提供的字

義中選取適當者。 

3-2-6-1 能從對話中找出說話者的重要內容及所要傳達的

訊息。 

3-2-6-2 能從短文中擷取重要內容大意。 

3-2-7-2 能利用各種文章中線索，如字詞的前後句子

(context)或點出段落關係的轉折字詞 

(transition words)，來推敲文意，以有效掌握文

章內涵。 

3-2-8-1 能瞭解故事的基本結構

(beginning,development,ending)。 

3-2-8-2 能知道故事發生的地點、場景。 

3-2-8-3  能說出故事中的人物有哪些。 

3-2-8-4 能知道故事中事件發生的經過及結局。 

3-2-9-1 能閱讀多樣文體，如日記體、人物傳記、說明文、

Lesson 3 

Buy Secondhand Gifts 

A: both…and… 

B: not only…but also… 

C: either…or… 

D: neither…nor… 

4 

南一版 B(6) 

紙筆測驗、態度檢核、資

料蒐集整理、觀察記錄、

分組報告、參與討論、課

堂問答、作業、實測、實

務操作等。 

一、生涯發展教育 

【1-1-1】發現自己的長

處及優點 

【1-2-1】認識有關自我

的觀念 

【2-1-1】激發對工作世

界的好奇心 

【2-2-1】認識不同類型

的工作角色 
【3-1-2】發展尊敬他人工

作的意識 



週次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法 備註 

書信、公告、廣告、新聞報導等。 

3-2-9-2 能閱讀不同主題、不同人稱觀點(perspective)書

寫的簡易章。 

4-2-2-2 能依照提示將句子作適切地改寫。 

4-2-2-3 能根據提示所給的字詞或句型，造出合宜的句子。 

4-2-5-1 寫單句時，能正確運用標點符號並注意大小寫。 

5-2-1-1 能熟習課綱中所標示之 1200個基本單字的主要語

意、用法(如字詞搭配(collocation)及發音。 

5-2-3-1 對於所聽到的對話、簡易故事、或廣播內容，能

掌握其大意及關鍵字詞、語句。 

5-2-3-2 能以簡單的字詞、句子，說出或寫出所聽到的對

話、簡易故事、或廣播的主要內容。 

5-2-4-1 對於所讀的故事及簡易短文，能掌握其大意及關

鍵字詞、語句。 

5-2-4-2 能說出或寫出簡短的句子來描述故事及簡易短文

中的人物（包括其身分、年齡、外貌、習慣等）、

內容或事件的經過（包括其人物、過 程、原因、

結果等）。 

5-2-6-2 能依提示，在表格內以適當字詞、片語或句子填

寫。 

6-2-5-1 在閱讀句子時，能掌握重點字詞，並從上下文理

解其語意。 

6-2-5-2 在閱讀段落時，能掌握內容大意，進而理解全文。 

6-2-5-3 在閱讀短文時，能利用各種文中線索，如字詞的

前後句子（context）或點出段落關係的轉折字詞

（transition words），來推敲文意，以有效掌握文

章內涵。 

6 

1-2-3-1 能聽出對話和故事的關鍵字詞、片語。 

1-2-3-2 能聽出對話和故事的內容大意。 

1-2-4-1 能夠從所聽到對話中的關鍵字詞、片語，瞭解對

話或訊息的主旨。 

1-2-4-3 能從對話中的慣用語，瞭解對話的時空場合(如車

上、商店裡、家中等)以及所表現的溝通功能(如問

路、道歉、購物等)。 

2-2-2-1 能依教師的提示以簡易的英語表達意見。 

2-2-2-2 能以簡易的英語參與課堂討論。 

2-2-3-1 能以簡易的英語表達個人的需求（物質的或精神

的）與意願（動向、未來規劃等）。 

2-2-4-3 能使用簡易的英語描述日常生活中的物件（包括

其大小、新舊、形狀、功用等）。 

2-2-5-1 能正確使用簡易的英語提問(如 who, what, when, 

where, how, why 等問題)。 

2-2-5-2 聽到對方提問時，能針對重點(如 who, what, 

when, where, how, why 等)作正確回應。 

3-2-2-3 能依照閱讀文句或文章的語意，就字典提供的字

義中選取適當者。 

3-2-6-1 能從對話中找出說話者的重要內容及所要傳達的

訊息。 

3-2-6-2 能從短文中擷取重要內容大意。 

3-2-7-2 能利用各種文章中線索，如字詞的前後句子

(context)或點出段落關係的轉折字詞 

(transition words)，來推敲文意，以有效掌握文

章內涵。 

3-2-8-1 能瞭解故事的基本結構

(beginning,development,ending)。 

3-2-8-2 能知道故事發生的地點、場景。 

3-2-8-3  能說出故事中的人物有哪些。 

3-2-8-4 能知道故事中事件發生的經過及結局。 

3-2-9-1 能閱讀多樣文體，如日記體、人物傳記、說明文、

書信、公告、廣告、新聞報導等。 

3-2-9-2 能閱讀不同主題、不同人稱觀點(perspective)書

寫的簡易章。 

4-2-2-2 能依照提示將句子作適切地改寫。 

4-2-2-3 能根據提示所給的字詞或句型，造出合宜的句子。 

4-2-5-1 寫單句時，能正確運用標點符號並注意大小寫。 

5-2-1-1 能熟習課綱中所標示之 1200個基本單字的主要語

意、用法(如字詞搭配(collocation)及發音。 

 

Lesson 3 

Buy Secondhand Gifts 

A: both…and… 

B: not only…but also… 

C: either…or… 

D: neither…nor… 

4 

南一版 B(6) 

紙筆測驗、態度檢核、資

料蒐集整理、觀察記錄、

分組報告、參與討論、課

堂問答、作業、實測、實

務操作等。 

一、生涯發展教育 

【1-1-1】發現自己的長

處及優點 

【1-2-1】認識有關自我

的觀念 

【2-1-1】激發對工作世

界的好奇心 

【2-2-1】認識不同類型

的工作角色 
【3-1-2】發展尊敬他人工

作的意識 

7 
1-2-1-1 能感受歌謠、韻文所傳達的氣氛與情緒(如愉悅、

感傷、激動等)。 

1-2-1-2 能感受歌謠、韻文吟唱時的節拍快慢與強弱。 

第一次段考 

 

4 南一版 B(6) 紙筆測驗、態度檢核、資

料蒐集整理、觀察記錄、

分組報告、參與討論、課

堂問答、作業、實測、實

 



週次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法 備註 

1-2-1-3 能聽出押韻的字及其韻腳。 

1-2-1-4 能瞭解歌謠、韻文的主要內容。 

1-2-3-1 能聽出對話和故事的關鍵字詞、片語。 

1-2-3-2 能聽出對話和故事的內容大意。 

1-2-4-1 能夠從所聽到對話中的關鍵字詞、片語，瞭解對

話或訊息的主旨。 

2-2-2-1 能依教師的提示以簡易的英語表達意見。 

2-2-2-2 能以簡易的英語參與課堂討論。 

2-2-3-1 能以簡易的英語表達個人的需求（物質的或精神

的）與意願（動向、未來規劃等）。 

2-2-3-2 能使用簡易的英語表達個人的各種情緒感受(喜

怒哀樂、驚訝、害怕等)。 

2-2-5-1 能正確使用簡易的英語提問(如 who, what, when, 

where, how, why 等問題)。 

2-2-5-2 聽到對方提問時，能針對重點(如 who, what, 

when, where, how, why 等)作正確回應。 

2-2-6-1 能依情境及場合，與他人用英語針對某些主題或

事物進行溝通(如討論各自的家人、房間擺設、興

趣嗜好等)。 

3-2-2-3 能依照閱讀文句或文章的語意，就字典提供的字

義中選取適當者。 

3-2-4-1 能感受短文、簡易故事中說話者的心情及說話的

語氣。 

3-2-4-2 能調整語調、音量、速度，適切地朗讀短文、簡

易故事等。 

3-2-6-1 能從對話中找出說話者的重要內容及所要傳達的

訊息。 

3-2-6-2 能從短文中擷取重要內容大意。 

3-2-8-2 能知道故事發生的地點、場景。 

3-2-9-1 能閱讀多樣文體，如日記體、人物傳記、說明文、

書信、公告、廣告、新聞報導等。 

4-2-2-2 能依照提示將句子作適切地改寫。 

4-2-2-3 能根據提示所給的字詞或句型，造出合宜的句子。 

4-2-5-1 寫單句時，能正確運用標點符號並注意大小寫。 

5-2-1-1 能熟習課綱中所標示之 1200個基本單字的主要語

意、用法(如字詞搭配(collocation)及發音。 

5-2-3-1 對於所聽到的對話、簡易故事、或廣播內容，能

掌握其大意及關鍵字詞、語句。 

5-2-4-1 對於所讀的故事及簡易短文，能掌握其大意及關

鍵字詞、語句。 

5-2-6-2 能依提示，在表格內以適當字詞、片語或句子填

寫。 

6-2-5-1 在閱讀句子時，能掌握重點字詞，並從上下文理

解其語意。 

6-2-5-2 在閱讀段落時，能掌握內容大意，進而理解全文。 

6-2-8-3 願意主動與他人(如老師及同學)分享所搜尋到的

資料。 

務操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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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1 能感受歌謠、韻文所傳達的氣氛與情緒(如愉悅、

感傷、激動等)。 

1-2-1-2 能感受歌謠、韻文吟唱時的節拍快慢與強弱。 

1-2-1-3 能聽出押韻的字及其韻腳。 

1-2-1-4 能瞭解歌謠、韻文的主要內容。 

1-2-3-1 能聽出對話和故事的關鍵字詞、片語。 

1-2-3-2 能聽出對話和故事的內容大意。 

1-2-4-1 能夠從所聽到對話中的關鍵字詞、片語，瞭解對

話或訊息的主旨。 

2-2-2-1 能依教師的提示以簡易的英語表達意見。 

2-2-2-2 能以簡易的英語參與課堂討論。 

2-2-3-1 能以簡易的英語表達個人的需求（物質的或精神

的）與意願（動向、未來規劃等）。 

2-2-3-2 能使用簡易的英語表達個人的各種情緒感受(喜

怒哀樂、驚訝、害怕等)。 

2-2-5-1 能正確使用簡易的英語提問(如 who, what, when, 

where, how, why 等問題)。 

2-2-5-2 聽到對方提問時，能針對重點(如 who, what, 

when, where, how, why 等)作正確回應。 

2-2-6-1 能依情境及場合，與他人用英語針對某些主題或

事物進行溝通(如討論各自的家人、房間擺設、興

趣嗜好等)。 

3-2-2-3 能依照閱讀文句或文章的語意，就字典提供的字

義中選取適當者。 

Lesson 4 
The More It Snows 
複習：現在完成式、過去完成

式 

 

 

4 南一版 B(6) 紙筆測驗、態度檢核、

資料蒐集整理、觀察記

錄、分組報告、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作業、

實測、實務操作等。 

 



週次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法 備註 

3-2-4-1 能感受短文、簡易故事中說話者的心情及說話的

語氣。 

3-2-4-2 能調整語調、音量、速度，適切地朗讀短文、簡

易故事等。 

3-2-6-1 能從對話中找出說話者的重要內容及所要傳達的

訊息。 

3-2-6-2 能從短文中擷取重要內容大意。 

3-2-8-2 能知道故事發生的地點、場景。 

3-2-9-1 能閱讀多樣文體，如日記體、人物傳記、說明文、

書信、公告、廣告、新聞報導等。 

4-2-2-2 能依照提示將句子作適切地改寫。 

4-2-2-3 能根據提示所給的字詞或句型，造出合宜的句子。 

4-2-5-1 寫單句時，能正確運用標點符號並注意大小寫。 

5-2-1-1 能熟習課綱中所標示之 1200個基本單字的主要語

意、用法(如字詞搭配(collocation)及發音。 

5-2-3-1 對於所聽到的對話、簡易故事、或廣播內容，能

掌握其大意及關鍵字詞、語句。 

5-2-4-1 對於所讀的故事及簡易短文，能掌握其大意及關

鍵字詞、語句。 

5-2-6-2 能依提示，在表格內以適當字詞、片語或句子填

寫。 

6-2-5-1 在閱讀句子時，能掌握重點字詞，並從上下文理

解其語意。 

6-2-5-2 在閱讀段落時，能掌握內容大意，進而理解全文。 

6-2-8-3 願意主動與他人(如老師及同學)分享所搜尋到的

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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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1 能聽出對話和故事的關鍵字詞、片語。 

1-2-3-2 能聽出對話和故事的內容大意。 

1-2-4-1 能夠從所聽到對話中的關鍵字詞、片語，瞭解對

話或訊息的主旨。 

2-2-2-1 能依教師的提示以簡易的英語表達意見。 

2-2-2-2 能以簡易的英語參與課堂討論。 

2-2-3-1 能以簡易的英語表達個人的需求（物質的或精神

的）與意願（動向、未來規劃等）。 

2-2-5-1 能正確使用簡易的英語提問(如 who, what, when, 

where, how, why 等問題)。 

2-2-5-2 聽到對方提問時，能針對重點(如 who, what, 

when, where, how, why 等)作正確回應。 

2-2-6-1 能依情境及場合，與他人用英語針對某些主題或

事物進行溝通(如討論各自的家人、房間擺設、興

趣嗜好等)。 

3-2-2-3 能依照閱讀文句或文章的語意，就字典提供的字

義中選取適當者。 

3-2-4-1 能感受短文、簡易故事中說話者的心情及說話的

語氣。 

3-2-4-2 能調整語調、音量、速度，適切地朗讀短文、簡

易故事等。 

3-2-6-1 能從對話中找出說話者的重要內容及所要傳達的

訊息。 

3-2-6-2 能從短文中擷取重要內容大意。 

3-2-7-2 能利用各種文章中線索，如字詞的前後句子

(context)或點出段落關係的轉折字詞 

(transition words)，來推敲文意，以有效掌握文

章內涵。 

3-2-8-2 能知道故事發生的地點、場景。 

4-2-1-1 能依提示在表格內填寫適當的字詞、片語或句子。 

4-2-2-2 能依照提示將句子作適切地改寫。 

4-2-2-3 能根據提示所給的字詞或句型，造出合宜的句子。 

4-2-5-1 寫單句時，能正確運用標點符號並注意大小寫。 

5-2-1-1 能熟習課綱中所標示之 1200個基本單字的主要語

意、用法(如字詞搭配(collocation)及發音。 

5-2-3-1 對於所聽到的對話、簡易故事、或廣播內容，能

掌握其大意及關鍵字詞、語句。 

5-2-3-2 能以簡單的字詞、句子，說出或寫出所聽到的對

話、簡易故事、或廣播的主要內容。 

5-2-4-1 對於所讀的故事及簡易短文，能掌握其大意及關

鍵字詞、語句。 

5-2-6-2 能依提示，在表格內以適當字詞、片語或句子填

寫。 

6-2-5-1 在閱讀句子時，能掌握重點字詞，並從上下文理

解其語意。 

Lesson 5 
Different Movies for Different 

People 
複習：名詞片語 

 

 

 

4 南一版 B(6) 紙筆測驗、態度檢核、資

料蒐集整理、觀察記錄、

分組報告、參與討論、課

堂問答、作業、實測、實

務操作等。 

 



週次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法 備註 

6-2-5-2 在閱讀段落時，能掌握內容大意，進而理解全文。 

6-2-5-3 在閱讀短文時，能利用各種文中線索，如字詞的

前後句子（context）或點出段落關係的轉折字詞

（transition words），來推敲文意，以有效掌握

文章內涵。 

6-2-6-1 能培養課後必定複習上課內容的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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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1 能聽出對話和故事的關鍵字詞、片語。 

1-2-3-2 能聽出對話和故事的內容大意。 

1-2-4-1 能夠從所聽到對話中的關鍵字詞、片語，瞭解對

話或訊息的主旨。 

1-2-4-2 能夠從對話人物的年紀、性別、彼此稱呼等，瞭

解他們間的關係(如父母子女、師生、同學等)。 

1-2-4-3 能從對話中的慣用語，瞭解對話的時空場合(如車

上、商店裡、家中等)以及所表現的溝通功能(如問

路、道歉、購物等)。 

2-2-2-1 能依教師的提示以簡易的英語表達意見。 

2-2-2-2 能以簡易的英語參與課堂討論。 

2-2-3-1 能以簡易的英語表達個人的需求（物質的或精神

的）與意願（動向、未來規劃等）。 

2-2-3-2 能使用簡易的英語表達個人的各種情緒感受(喜

怒哀樂、驚訝、害怕等)。 

2-2-4-1 能使用簡易的英語描述事件的發生(包括與事件

相關的人物、過程、時間、地點等)。 

2-2-4-3 能使用簡易的英語描述日常生活中的物件（包括

其大小、新舊、形狀、功用等）。 

2-2-5-1 能正確使用簡易的英語提問(如 who, what, when, 

where, how, why 等問題)。 

2-2-5-2 聽到對方提問時，能針對重點(如 who, what, 

when, where, how, why 等)作正確回應。 

2-2-6-1 能依情境及場合，與他人用英語針對某些主題或

事物進行溝通(如討論各自的家人、房間擺設、興

趣嗜好等)。 

3-2-3-3 能解讀簡易圖表中（如 pie chart /  bar graph, 

table）呈現的訊息。 

3-2-4-1 能感受短文、簡易故事中說話者的心情及說話的

語氣。 

3-2-4-2 能調整語調、音量、速度，適切地朗讀短文、簡

易故事等。 

3-2-6-1 能從對話中找出說話者的重要內容及所要傳達的

訊息。 

3-2-6-2 能從短文中擷取重要內容大意。 

3-2-6-5 能以掃讀（scanning）的技巧掌握所需的關鍵訊

息。 

3-2-9-1 能閱讀多樣文體，如日記體、人物傳記、說明文、

書信、公告、廣告、新聞報導等。 

3-2-9-2 能閱讀不同主題、不同人稱觀點(perspective)書

寫的簡易文章。 

4-2-1-1 能依提示在表格內填寫適當的字詞、片語或句子。 

4-2-2-3 能根據提示所給的字詞或句型，造出合宜的句子。 

5-2-1-1 能熟習課綱中所標示之 1200個基本單字的主要語

意、用法(如字詞搭配(collocation)及發音。 

5-2-1-2 能將上述基本單字適切地應用於日常生活的聽、

說、讀、寫溝通中。 

5-2-3-1 對於所聽到的對話、簡易故事、或廣播內容，能

掌握其大意及關鍵字詞、語句。 

5-2-3-2 能以簡單的字詞、句子，說出或寫出所聽到的對

話、簡易故事、或廣播的主要內容。 

5-2-6-1 能理解表格上的文字敘述。 

5-2-6-2 能依提示，在表格內以適當字詞、片語或句子填

寫。 

6-2-5-3 在閱讀短文時，能利用各種文中線索，如字詞的

前後句子（context）或點出段落關係的轉折字詞

（transition words），來推敲文意，以有效掌握

文章內涵。 

第二次月考 4 南一版 B(6) 紙筆測驗、態度檢核、資

料蒐集整理、觀察記錄、

分組報告、參與討論、課

堂問答、作業、實測、實

務操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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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1 能聽出對話和故事的關鍵字詞、片語。 

1-2-3-2 能聽出對話和故事的內容大意。 

1-2-4-1 能夠從所聽到對話中的關鍵字詞、片語，瞭解對

話或訊息的主旨。 

1-2-4-2 能夠從對話人物的年紀、性別、彼此稱呼等，瞭

解他們間的關係(如父母子女、師生、同學等)。 

1-2-4-3 能從對話中的慣用語，瞭解對話的時空場合(如車

Lesson 6 

Preparing to Turn to the 

Next Page 

複習：關係子句 

4 南一版 B(6) 紙筆測驗、態度檢核、資

料蒐集整理、觀察記錄、

分組報告、參與討論、課

堂問答、作業、實測、實

務操作等。 

一、生涯發展教育 

【1-1-1】發現自己的長

處及優點 

【1-2-1】認識有關自我

的觀念 

【2-1-1】激發對工作世

界的好奇心 

【2-2-1】認識不同類型



週次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法 備註 

上、商店裡、家中等)以及所表現的溝通功能(如問

路、道歉、購物等)。 

2-2-2-1 能依教師的提示以簡易的英語表達意見。 

2-2-2-2 能以簡易的英語參與課堂討論。 

2-2-3-1 能以簡易的英語表達個人的需求（物質的或精神

的）與意願（動向、未來規劃等）。 

2-2-3-2 能使用簡易的英語表達個人的各種情緒感受(喜

怒哀樂、驚訝、害怕等)。 

2-2-4-1 能使用簡易的英語描述事件的發生(包括與事件

相關的人物、過程、時間、地點等)。 

2-2-4-3 能使用簡易的英語描述日常生活中的物件（包括

其大小、新舊、形狀、功用等）。 

2-2-5-1 能正確使用簡易的英語提問(如 who, what, when, 

where, how, why 等問題)。 

2-2-5-2 聽到對方提問時，能針對重點(如 who, what, 

when, where, how, why 等)作正確回應。 

2-2-6-1 能依情境及場合，與他人用英語針對某些主題或

事物進行溝通(如討論各自的家人、房間擺設、興

趣嗜好等)。 

3-2-3-3 能解讀簡易圖表中（如 pie chart /  bar graph, 

table）呈現的訊息。 

3-2-4-1 能感受短文、簡易故事中說話者的心情及說話的

語氣。 

3-2-4-2 能調整語調、音量、速度，適切地朗讀短文、簡

易故事等。 

3-2-6-1 能從對話中找出說話者的重要內容及所要傳達的

訊息。 

3-2-6-2 能從短文中擷取重要內容大意。 

3-2-6-5 能以掃讀（scanning）的技巧掌握所需的關鍵訊

息。 

3-2-9-1 能閱讀多樣文體，如日記體、人物傳記、說明文、

書信、公告、廣告、新聞報導等。 

3-2-9-2 能閱讀不同主題、不同人稱觀點(perspective)書

寫的簡易文章。 

4-2-1-1 能依提示在表格內填寫適當的字詞、片語或句子。 

4-2-2-3 能根據提示所給的字詞或句型，造出合宜的句子。 

5-2-1-1 能熟習課綱中所標示之 1200個基本單字的主要語

意、用法(如字詞搭配(collocation)及發音。 

5-2-1-2 能將上述基本單字適切地應用於日常生活的聽、

說、讀、寫溝通中。 

5-2-3-1 對於所聽到的對話、簡易故事、或廣播內容，能

掌握其大意及關鍵字詞、語句。 

5-2-3-2 能以簡單的字詞、句子，說出或寫出所聽到的對

話、簡易故事、或廣播的主要內容。 

5-2-6-1 能理解表格上的文字敘述。 

5-2-6-2 能依提示，在表格內以適當字詞、片語或句子填

寫。 

6-2-5-3 在閱讀短文時，能利用各種文中線索，如字詞的

前後句子（context）或點出段落關係的轉折字詞

（transition words），來推敲文意，以有效掌握

文章內涵。 

的工作角色 
【3-1-2】發展尊敬他人工

作的意識 

12 

1-2-3-1 能聽出對話和故事的關鍵字詞、片語。 

1-2-3-2 能聽出對話和故事的內容大意。 

1-2-4-1 能夠從所聽到對話中的關鍵字詞、片語，瞭解對

話或訊息的主旨。 

1-2-4-2 能夠從對話人物的年紀、性別、彼此稱呼等，瞭

解他們間的關係(如父母子女、師生、同學等)。 

1-2-4-3 能從對話中的慣用語，瞭解對話的時空場合(如車

上、商店裡、家中等)以及所表現的溝通功能(如問

路、道歉、購物等)。 

2-2-2-1 能依教師的提示以簡易的英語表達意見。 

2-2-2-2 能以簡易的英語參與課堂討論。 

2-2-3-1 能以簡易的英語表達個人的需求（物質的或精神

的）與意願（動向、未來規劃等）。 

2-2-3-2 能使用簡易的英語表達個人的各種情緒感受(喜

怒哀樂、驚訝、害怕等)。 

2-2-4-1 能使用簡易的英語描述事件的發生(包括與事件

相關的人物、過程、時間、地點等)。 

2-2-4-3 能使用簡易的英語描述日常生活中的物件（包括

其大小、新舊、形狀、功用等）。 

2-2-5-1 能正確使用簡易的英語提問(如 who, what, when, 

總復習 review L1~L6 4   一、生涯發展教育 

【1-1-1】發現自己的長

處及優點 

【1-2-1】認識有關自我

的觀念 

【2-1-1】激發對工作世

界的好奇心 

【2-2-1】認識不同類型

的工作角色 
【3-1-2】發展尊敬他人工

作的意識 



週次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法 備註 

where, how, why 等問題)。 

2-2-5-2 聽到對方提問時，能針對重點(如 who, what, 

when, where, how, why 等)作正確回應。 

2-2-6-1 能依情境及場合，與他人用英語針對某些主題或

事物進行溝通(如討論各自的家人、房間擺設、興

趣嗜好等)。 

3-2-3-3 能解讀簡易圖表中（如 pie chart /  bar graph, 

table）呈現的訊息。 

3-2-4-1 能感受短文、簡易故事中說話者的心情及說話的

語氣。 

3-2-4-2 能調整語調、音量、速度，適切地朗讀短文、簡

易故事等。 

3-2-6-1 能從對話中找出說話者的重要內容及所要傳達的

訊息。 

3-2-6-2 能從短文中擷取重要內容大意。 

3-2-6-5 能以掃讀（scanning）的技巧掌握所需的關鍵訊

息。 

3-2-9-1 能閱讀多樣文體，如日記體、人物傳記、說明文、

書信、公告、廣告、新聞報導等。 

3-2-9-2 能閱讀不同主題、不同人稱觀點(perspective)書

寫的簡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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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1 能聽出對話和故事的關鍵字詞、片語。 

1-2-3-2 能聽出對話和故事的內容大意。 

1-2-4-1 能夠從所聽到對話中的關鍵字詞、片語，瞭解對

話或訊息的主旨。 

1-2-4-2 能夠從對話人物的年紀、性別、彼此稱呼等，瞭

解他們間的關係(如父母子女、師生、同學等)。 

1-2-4-3 能從對話中的慣用語，瞭解對話的時空場合(如車

上、商店裡、家中等)以及所表現的溝通功能(如問

路、道歉、購物等)。 

2-2-2-1 能依教師的提示以簡易的英語表達意見。 

2-2-2-2 能以簡易的英語參與課堂討論。 

2-2-3-1 能以簡易的英語表達個人的需求（物質的或精神

的）與意願（動向、未來規劃等）。 

2-2-3-2 能使用簡易的英語表達個人的各種情緒感受(喜

怒哀樂、驚訝、害怕等)。 

2-2-4-1 能使用簡易的英語描述事件的發生(包括與事件

相關的人物、過程、時間、地點等)。 

2-2-4-3 能使用簡易的英語描述日常生活中的物件（包括

其大小、新舊、形狀、功用等）。 

2-2-5-1 能正確使用簡易的英語提問(如 who, what, when, 

where, how, why 等問題)。 

2-2-5-2 聽到對方提問時，能針對重點(如 who, what, 

when, where, how, why 等)作正確回應。 

2-2-6-1 能依情境及場合，與他人用英語針對某些主題或

事物進行溝通(如討論各自的家人、房間擺設、興

趣嗜好等)。 

 

第三次月考 

B (6)全 

4 

南一 B(6)   

一、生涯發展教育 

【1-1-1】發現自己的長

處及優點 

【1-2-1】認識有關自我

的觀念 

【2-1-1】激發對工作世

界的好奇心 

【2-2-1】認識不同類型

的工作角色 
【3-1-2】發展尊敬他人

工作的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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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3 能解讀簡易圖表中（如 pie chart /  bar graph, 

table）呈現的訊息。 

3-2-4-1 能感受短文、簡易故事中說話者的心情及說話的

語氣。 

3-2-4-2 能調整語調、音量、速度，適切地朗讀短文、簡

易故事等。 

3-2-6-1 能從對話中找出說話者的重要內容及所要傳達的

訊息。 

3-2-6-2 能從短文中擷取重要內容大意。 

3-2-6-5 能以掃讀（scanning）的技巧掌握所需的關鍵訊

息。 

3-2-9-1 能閱讀多樣文體，如日記體、人物傳記、說明文、

書信、公告、廣告、新聞報導等。 

3-2-9-2 能閱讀不同主題、不同人稱觀點(perspective)書

寫的簡易文 

教育會考 4 

南一 B(6)   

一、生涯發展教育 

【1-1-1】發現自己的長

處及優點 

【1-2-1】認識有關自我

的觀念 

【2-1-1】激發對工作世

界的好奇心 

【2-2-1】認識不同類型

的工作角色 
【3-1-2】發展尊敬他人

工作的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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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1 能聽出對話和故事的關鍵字詞、片語。 

1-2-3-2 能聽出對話和故事的內容大意。 

1-2-4-1 能夠從所聽到對話中的關鍵字詞、片語，瞭解對

話或訊息的主旨。 

2-2-2-1 能依教師的提示以簡易的英語表達意見。 

2-2-2-2 能以簡易的英語參與課堂討論。 

2-2-4-1 能使用簡易的英語描述事件的發生(包括與事件

相關的人物、過程、時間、地點等)。 

文化議題: 

討倫各國不同的文化習俗及

文化禁忌 

用戲劇、上台報告方式來呈

現。 

4 南一 B( 6)    

一、生涯發展教育 

【1-1-1】發現自己

的長處及優點 

【1-2-1】認識有關

自我的觀念 

【2-1-1】激發對工

作世界的好奇心 



週次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法 備註 

2-2-5-1 能正確使用簡易的英語提問(如 who, what, when, 

where, how, why 等問題)。 

2-2-5-2 聽到對方提問時，能針對重點(如 who, what, 

when, where, how, why 等)作正確回應。 

2-2-6-1 能依情境及場合，與他人用英語針對某些主題或

事物進行溝通(如討論各自的家人、房間擺設、興

趣嗜好等)。 

2-2-8-1 能以簡易的英語介紹本國風俗習慣。 

2-2-8-2 能以簡易的英語說明國內外節慶、文化、習俗等

之異同。 

 

【2-2-1】認識不同

類型的工作角色 

【3-1-2】發展尊敬

他人工作的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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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3 能從對話中的慣用語，瞭解對話的時空場合(如車

上、商店裡、家中等)以及所表現的溝通功能(如問

路、道歉、購物等)。 

2-2-2-1 能依教師的提示以簡易的英語表達意見。 

2-2-2-2 能以簡易的英語參與課堂討論。 

2-2-3-1 能以簡易的英語表達個人的需求（物質的或精神

的）與意願（動向、未來規劃等）。 

2-2-3-2 能使用簡易的英語表達個人的各種情緒感受(喜

怒哀樂、驚訝、害怕等)。 

2-2-4-1 能使用簡易的英語描述事件的發生(包括與事件

相關的人物、過程、時間、地點等)。 

2-2-4-3 能使用簡易的英語描述日常生活中的物件（包括

其大小、新舊、形狀、功用等）。 

2-2-5-1 能正確使用簡易的英語提問(如 who, what, when, 

where, how, why 等問題)。 

2-2-5-2 聽到對方提問時，能針對重點(如 who, what, 

when, where, how, why 等)作正確回應。 

2-2-6-1 能依情境及場合，與他人用英語針對某些主題或

事物進行溝通(如討論各自的家人、房間擺設、興

趣嗜好等)。 

 

 

環保議題 : 氣候變遷對地球

的影響。 

分組方式討論並上台發表。 

4 南一 B( 6)  環境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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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1 能聽出對話和故事的關鍵字詞、片語。 

1-2-3-2 能聽出對話和故事的內容大意。 

1-2-4-1 能夠從所聽到對話中的關鍵字詞、片語，瞭解對

話或訊息的主旨。 

2-2-2-1 能依教師的提示以簡易的英語表達意見。 

2-2-2-2 能以簡易的英語參與課堂討論。 

2-2-4-1 能使用簡易的英語描述事件的發生(包括與事件

相關的人物、過程、時間、地點等)。 

2-2-5-1 能正確使用簡易的英語提問(如 who, what, when, 

where, how, why 等問題)。 

2-2-5-2 聽到對方提問時，能針對重點(如 who, what, 

when, where, how, why 等)作正確回應。 

2-2-6-1 能依情境及場合，與他人用英語針對某些主題或

事物進行溝通(如討論各自的家人、房間擺設、興

趣嗜好等)。 

2-2-8-1 能以簡易的英語介紹本國風俗習慣。 

2-2-8-2 能以簡易的英語說明國內外節慶、文化、習俗等

之異同。 

 

旅行: 分組編短劇。在旅行中

會遇到的問題，場景。製作簡

單道具。 

4 

南一 B( 6)  

文化教育、生涯規劃 

一、生涯發展教育 

【1-1-1】發現自己

的長處及優點 

【1-2-1】認識有關

自我的觀念 

【2-1-1】激發對工

作世界的好奇心 

【2-2-1】認識不同

類型的工作角色 

【3-1-2】發展尊敬

他人工作的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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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1 能聽出對話和故事的關鍵字詞、片語。 

1-2-3-2 能聽出對話和故事的內容大意。 

1-2-4-1 能夠從所聽到對話中的關鍵字詞、片語，瞭解對

話或訊息的主旨。 

2-2-2-1 能依教師的提示以簡易的英語表達意見。 

2-2-2-2 能以簡易的英語參與課堂討論。 

2-2-4-1 能使用簡易的英語描述事件的發生(包括與事件

相關的人物、過程、時間、地點等)。 

2-2-5-1 能正確使用簡易的英語提問(如 who, what, when, 

where, how, why等問題)。 

2-2-5-2 聽到對方提問時，能針對重點(如 who, what, 

when, where, how, why 等)作正確回應。 

 

旅行: 

延續上周課程，將所編短劇演

出。 

 

4 

南一 B( 6)  

生涯規劃 

文化教育 

一、生涯發展教育 

【1-1-1】發現自己

的長處及優點 

【1-2-1】認識有關

自我的觀念 

【2-1-1】激發對工

作世界的好奇心 

【2-2-1】認識不同

類型的工作角色 

【3-1-2】發展尊敬

他人工作的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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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6-1 能依情境及場合，與他人用英語針對某些主題或

事物進行溝通(如討論各自的家人、房間擺設、興

趣嗜好等)。 

2-2-8-1 能以簡易的英語介紹本國風俗習慣。 

2-2-8-2 能以簡易的英語說明國內外節慶、文化、習俗等

之異同。 

 

結業式 (畢業典禮排演、畢業

典禮) 

4 

南一 B( 6)  

生涯規劃 

文化教育 

一、生涯發展教育 

【1-1-1】發現自己

的長處及優點 

【1-2-1】認識有關

自我的觀念 



週次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法 備註 

【2-1-1】激發對工

作世界的好奇心 

【2-2-1】認識不同

類型的工作角色 

【3-1-2】發展尊敬

他人工作的意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