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北市福營國民中學 109學年度八年級第一學期部定課程計畫  設計者：＿＿沈筱芸＿＿＿ 

 
一、課程類別：  

    1.□國語文   2.■英語文   3.□健康與體育   4.□數學   5.□社會   6.□藝術  7.□自然科學 8.□科技  9.□綜合活動 

二、學習節數：每週(3)節，實施(21)週，共(60)節。   

三、課程內涵： 

總綱核心素養 學習領域核心素養 

依總綱核心素養項目及具體

內涵勾選。 

■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 A2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 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 B3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 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英-J-A1:具備積極主動的學習態度，將學習延伸至課堂外，豐富個人知識。運用各種學習與溝通策略，精進

英語文學習與溝通成效。 

英-J-A2:具備系統性理解與推演的能力，能釐清文本訊息間的關係進行推論，並能經由訊息的比較，對國內

外文化的異同有初步的了解。 

英-J-B1:具備聽、說、讀、寫英語文的基礎素養，在日常生活常見情境中，能運用所學字詞、句型及肢體語

言進行適切合宜的溝通與互動。 

英-J-C3:具備基本的世界觀，能以簡易英語介紹國內外主要節慶習俗及風土民情，並加以比較、尊重、接

納。 

 

 

  



 

四、課程架構：(自行視需要決定是否呈現) 

Lesson 1~Review 1 

(規則和不規則)動詞過去式 

授與動詞 

疑問詞 why 

原因副詞子句(because 和 so)及片語(because of) 

Lesson 3~Review 2 

從屬連接詞(when, before, after) 

過去進行式 

時間副詞子句(when) 

不定詞(to V.)和動名詞(V-ing)的詞性及用法 

虛主詞 it 

Lesson 5~Review 3 

未來式 

使役動詞(make, have, let) 

表示「花費」意思的動詞(take, spend, cost) 

問路的用法和搭乘交通工具的搭配詞 

 

 

 

  



 

五、素養導向教學規劃： 

教學期程 
學習重點 

單元/主題名稱與活動內容 節數 教學資源/學習策略 評量方式 融入議題 備註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一 
8/30 

- 

9/5 

[Lesson 1] 

Ab-Ⅳ-2:歌謠、韻文

的節奏與音韻。 

Ab-Ⅳ-3:字母拼讀規

則（含字母拼讀的精

熟能力、字彙拼寫的

輔助）。 

Ac-Ⅳ-4:國中階段所

學字詞（能聽、讀、

說、寫最基本的

1,200字詞）。 

Ad-Ⅳ-1:國中階段所

學的文法句型。 

B-Ⅳ-2:國中階段所

學字詞及句型的生活

溝通。 

B-Ⅳ-6:圖片描述。 

B-Ⅳ-7:角色扮演。 

C-Ⅳ-4:基本的世界

觀。 

D-Ⅳ-1:依綜合資訊

作合理猜測。 

 

[Lesson 1] 

1-Ⅳ-3:能聽懂基本或

重要句型的句子。 

1-Ⅳ-4:能聽懂日常生

活對話的主要內容。 

1-Ⅳ-7:能辨識簡短說

明或敘述的情境及主

旨。 

2-Ⅳ-9:能進行簡易的

角色扮演。 

2-Ⅳ-12:能以簡易的英

語參與引導式討論。 

2-Ⅳ-13:能依主題或情

境以簡易英語進行日常

生活溝通。 

3-Ⅳ-6:能看懂基本的

句型。 

3-Ⅳ-7:能了解對話的

主要內容。 

3-Ⅳ-11:能藉圖畫、標

題、書名等作合理的猜

測。 

3-Ⅳ-12:能熟悉重要的

閱讀技巧，如擷取大

意、猜測字義、推敲文

意、預測後續文意及情

節發展等。 

4-Ⅳ-2:能依圖畫、圖

示書寫英文句子。 

4-Ⅳ-5:能依提示寫出

正確達意的簡單句子。 

5-Ⅳ-2:能掌握國中階

段所學字詞及句型，適

當地使用於日常生活之

溝通。 

5-Ⅳ-3:能聽懂日常生

Lesson 1 I Had a Great 

Summer Vacation 

[Warm Up] 

A. 比手畫腳來猜猜: 猜出

正確的生詞者得分 

1. 每人將自己經歷過的暑

假活動寫在紙張上。 

2. 學生分組進行比手畫

腳，以英文提示隊友，讓

隊友猜出對應的中文暑期

活動。 

 

[Word Bank] 

A. 生詞接龍 

1.老師以 Word Bank 頁面

與學生進行引導活動。 

2.請學生跟讀 Word Bank

頁面並確認發音，每人念

一個接龍完成 Word 

Bank。 

 

B. 單字學習 

1.教師進行單字策略教學

活動。 

3 電子教科書 

學習單 

教學圖卡 

互動遊戲 

補充資料 

口語練習 

作業書寫 

小組互動 

戶外教育  



 

活應對中常用語句，並

能作適當的回應。 

5-Ⅳ-5:能運用字母拼

讀規則讀出及拼寫英文

字詞。 

5-Ⅳ-7:能聽懂日常生

活對話，並能以簡單的

字詞、句子記下要點。 

6-Ⅳ-4:樂於接觸課外

的英語文多元素材，如

歌曲、英語學習雜誌、

漫畫、短片、廣播、網

路等。 

6-Ⅳ-5:主動利用各種

查詢工具，以了解所接

觸的英語文資訊。 

7-Ⅳ-2:善用相關主題

之背景知識，以利閱讀

或聽力理解。 

7-Ⅳ-3:利用語言及非

語言溝通策略（如請求

重述、手勢、表情等）

提升溝通效能。 

8-Ⅳ-5:能具有基本的

世界觀。 

9-Ⅳ-2:能把二至三項

訊息加以比較、歸類、

排序。 

 

2. 教師帶領學生完成單字

學習單。 

3. 教師鼓勵學生按照學習

單上的例句造樣造句。 

 

[Dialogue] 

A. 介紹鹿港與台東 

1. 教師針對鹿港和臺東兩

個地區，建立基本的認識

並探討可在此從事何種活

動。 

 

B. 對話演練 

1.教師請學生翻到對話，

介紹人物及情境，接著帶

領學生朗誦一次。 

2. 教師針對對話內容進行

提問。 

3.分組進行對話朗讀角色

扮演練習。 

 

C. 講解課文 

1.教師挑選對話中重要單

字用電子教科書做教學與

解釋。 

2. 教師帶領學生完成課後

練習題。 



 

二 
  9/6 

- 

9/12 

[Lesson 1] 

Ab-Ⅳ-2:歌謠、韻文

的節奏與音韻。 

Ab-Ⅳ-3:字母拼讀規

則（含字母拼讀的精

熟能力、字彙拼寫的

輔助）。 

Ac-Ⅳ-4:國中階段所

學字詞（能聽、讀、

說、寫最基本的

1,200字詞）。 

Ad-Ⅳ-1:國中階段所

學的文法句型。 

B-Ⅳ-2:國中階段所

學字詞及句型的生活

溝通。 

B-Ⅳ-6:圖片描述。 

B-Ⅳ-7:角色扮演。 

C-Ⅳ-4:基本的世界

觀。 

D-Ⅳ-1:依綜合資訊

作合理猜測。 

 

[Lesson 1] 

1-Ⅳ-3:能聽懂基本或

重要句型的句子。 

1-Ⅳ-4:能聽懂日常生

活對話的主要內容。 

1-Ⅳ-7:能辨識簡短說

明或敘述的情境及主

旨。 

2-Ⅳ-9:能進行簡易的

角色扮演。 

2-Ⅳ-12:能以簡易的英

語參與引導式討論。 

2-Ⅳ-13:能依主題或情

境以簡易英語進行日常

生活溝通。 

3-Ⅳ-6:能看懂基本的

句型。 

3-Ⅳ-7:能了解對話的

主要內容。 

3-Ⅳ-11:能藉圖畫、標

題、書名等作合理的猜

測。 

3-Ⅳ-12:能熟悉重要的

閱讀技巧，如擷取大

意、猜測字義、推敲文

意、預測後續文意及情

節發展等。 

4-Ⅳ-2:能依圖畫、圖

示書寫英文句子。 

4-Ⅳ-5:能依提示寫出

正確達意的簡單句子。 

5-Ⅳ-2:能掌握國中階

段所學字詞及句型，適

當地使用於日常生活之

溝通。 

5-Ⅳ-3:能聽懂日常生

活應對中常用語句，並

能作適當的回應。 

5-Ⅳ-5:能運用字母拼

讀規則讀出及拼寫英文

字詞。 

5-Ⅳ-7:能聽懂日常生

Lesson 1 I Had a Great 

Summer Vacation 

[Grammer] 

A. 說明與介紹 

1. 教師介紹及說明過去式

規則動詞變化的種類和方

式，並進行相關練習。 

2. 教師參考圖表說明過去

式規則動詞的 ed 結尾的發

音方式。 

3. 教師介紹及說明過去式

不規則動詞變化的動詞種

類以及進行相關練習。 

 

B. 複習與測驗 

1. 教師複習動詞變化及發

音。 

2. 學生完成不規則動詞複

習小考。 

 

C. 延伸與補充 

1. 教師補充過去式動詞的

直述句及否定句介紹及練

習。 

2.說明過去式常用的時間

副詞種類。 

3. 教師以表格及練習活動

帶入過去式動詞的 Yes/No

3 電子教科書 

學習單 

教學圖卡 

互動遊戲 

補充資料 

口語練習 

作業書寫 

小組互動 

戶外教育 九年級第 1次複習考 



 

活對話，並能以簡單的

字詞、句子記下要點。 

6-Ⅳ-4:樂於接觸課外

的英語文多元素材，如

歌曲、英語學習雜誌、

漫畫、短片、廣播、網

路等。 

6-Ⅳ-5:主動利用各種

查詢工具，以了解所接

觸的英語文資訊。 

7-Ⅳ-2:善用相關主題

之背景知識，以利閱讀

或聽力理解。 

7-Ⅳ-3:利用語言及非

語言溝通策略（如請求

重述、手勢、表情等）

提升溝通效能。 

8-Ⅳ-5:能具有基本的

世界觀。 

9-Ⅳ-2:能把二至三項

訊息加以比較、歸類、

排序。 

問答句以及 What 開頭的問

答句介紹。 

4. 教師指派課本練習題為

作業。 

 

[Reading] 

1. 教師請學生翻到

Reading，介紹人物及情

境，接著帶領學生朗誦一

次。 

2. 教師挑選對話中重要單

字用電子教科書做教學與

解釋。 

3.引導學生完成習作。 

 

[Pronunciation] 

1.教師介紹該課選文的發

音，然後帶學生念。 

2.教師播放 CD 或電子教科

書，請學生聽發音並跟著

念。請學生歸納共同發音

規則。 

3.分組競賽，每組必須腦

力激盪，完成發音學習

單。 

三 
9/13 

- 

9/19 

[Lesson 2] 

Ac-Ⅳ-3:常見的生活

用語。 

Ac-Ⅳ-4:國中階段所

[Lesson 2] 

1-Ⅳ-3:能聽懂基本或

重要句型的句子。 

1-Ⅳ-4:能聽懂日常生

Lesson 2 Why Didn’t You 

See a Doctor? 

[Warm Up] 

3 電子教科書 

教學影片 

學習單 

口語練習 

作業書寫 

討論發表 

多元文化教

育 

 



 

學字詞（能聽、讀、

說、寫最基本的

1,200字詞）。 

Ad-Ⅳ-1:國中階段所

學的文法句型。 

Ae-Ⅳ-8:簡易故事及

短文的大意。 

B-Ⅳ-2:國中階段所

學字詞及句型的生活

溝通。 

B-Ⅳ-4:個人的需

求、意願和感受的表

達。 

B-Ⅳ-5:人、事、

時、地、物的描述及

問答。 

C-Ⅳ-3:文化習俗的

了解及尊重。 

C-Ⅳ-4:基本的世界

觀。 

 

活對話的主要內容。 

1-Ⅳ-7:能辨識簡短說

明或敘述的情境及主

旨。 

2-Ⅳ-5:能以簡易的英

語表達個人的需求、意

願和感受。 

2-Ⅳ-6:能依人、事、

時、地、物作簡易的描

述或回答。 

2-Ⅳ-7:能依人、事、

時、地、物作簡易的提

問。 

2-Ⅳ-8:能以正確的發

音、適切的重音及語調

說出基本或重要句型的

句子。 

2-Ⅳ-9:能進行簡易的

角色扮演。 

3-Ⅳ-5:能看懂簡易的

生活用語。 

3-Ⅳ-6:能看懂基本的

句型。 

3-Ⅳ-7:能了解對話的

主要內容。 

4-Ⅳ-5:能依提示寫出

正確達意的簡單句子。 

4-Ⅳ-6:能將簡易的中

文句子譯成英文。 

5-Ⅳ-2:能掌握國中階

段所學字詞及句型，適

當地使用於日常生活之

溝通。 

5-Ⅳ-3:能聽懂日常生

活應對中常用語句，並

能作適當的回應。 

8-Ⅳ-4:能了解、尊重

不同之文化習俗。 

8-Ⅳ-5:能具有基本的

世界觀。 

8-Ⅳ-6:能了解並遵循

基本的國際生活禮儀。 

A.文化差異討論: 教師帶領

討論東西方文化差異 

1. 教師撥放東西方生活習

慣的差異影片。 

2. 教師針對影片內進行提

問。 

3. 學生分組進行討論文化

差異的優缺點並完成學習

單。 

 

[Word Bank] 

A. 生詞終極密碼 

1.老師以 Word Bank 頁面

與學生進行引導活動。 

2.請學生跟讀 Word Bank

頁面並確認發音。 

3. 請學生兩兩一組，每組

擁有兩副生詞撲克牌，每

人設定好生詞炸彈，翻開

生詞撲克牌的人必須正確

唸出生詞。若是念錯或是

翻到炸彈卡，即淘汰出

局。 

 

B. 單字學習 

1.教師進行單字策略教學

活動。 

2. 教師帶領學生完成單字

教學圖卡 

互動遊戲 

補充資料 

小組互動 



 

9-Ⅳ-3:能根據上下文

語境釐清不同訊息間的

因果關係。 

 

學習單。 

3. 鼓勵學生按照學習單上

的例句造樣造句。 

 

[Dialogue] 

A.生病與看病  

1. 教師介紹東西方生病與

看病文化。 

2. 學生經驗分享或討論生

病/看醫生經驗。 

 

B. 對話演練 

1.教師請學生翻到對話，

介紹人物及情境，接著帶

領學生朗誦一次。 

2. 教師針對對話內容進行

提問。 

3.分組進行角色扮演，每

組必須按照抽中的國家文

化扮演醫生和病人，練習

看病情境。 

 

C. 講解課文 

1.教師挑選對話中重要單

字用電子教科書做教學與

解釋。 

2. 教師帶領學生完成課後

練習題。 



 

四 
9/20 

- 

9/26 

[Lesson 2] 

Ac-Ⅳ-3:常見的生活

用語。 

Ac-Ⅳ-4:國中階段所

學字詞（能聽、讀、

說、寫最基本的

1,200字詞）。 

Ad-Ⅳ-1:國中階段所

學的文法句型。 

Ae-Ⅳ-8:簡易故事及

短文的大意。 

B-Ⅳ-2:國中階段所

學字詞及句型的生活

溝通。 

B-Ⅳ-4:個人的需

求、意願和感受的表

達。 

B-Ⅳ-5:人、事、

時、地、物的描述及

問答。 

C-Ⅳ-3:文化習俗的

了解及尊重。 

C-Ⅳ-4:基本的世界

觀。 

 

[Lesson 2] 

1-Ⅳ-3:能聽懂基本或

重要句型的句子。 

1-Ⅳ-4:能聽懂日常生

活對話的主要內容。 

1-Ⅳ-7:能辨識簡短說

明或敘述的情境及主

旨。 

2-Ⅳ-5:能以簡易的英

語表達個人的需求、意

願和感受。 

2-Ⅳ-6:能依人、事、

時、地、物作簡易的描

述或回答。 

2-Ⅳ-7:能依人、事、

時、地、物作簡易的提

問。 

2-Ⅳ-8:能以正確的發

音、適切的重音及語調

說出基本或重要句型的

句子。 

2-Ⅳ-9:能進行簡易的

角色扮演。 

3-Ⅳ-5:能看懂簡易的

生活用語。 

3-Ⅳ-6:能看懂基本的

句型。 

3-Ⅳ-7:能了解對話的

主要內容。 

4-Ⅳ-5:能依提示寫出

正確達意的簡單句子。 

4-Ⅳ-6:能將簡易的中

文句子譯成英文。 

5-Ⅳ-2:能掌握國中階

段所學字詞及句型，適

當地使用於日常生活之

溝通。 

5-Ⅳ-3:能聽懂日常生

活應對中常用語句，並

能作適當的回應。 

8-Ⅳ-4:能了解、尊重

不同之文化習俗。 

Lesson 2 Why Didn’t You 

See a Doctor? 

[Grammer] 

A1. 說明與介紹 

1. 教師介紹及說明授與動

詞，並進行相關練習。 

2. 教師介紹及說明授與動

詞與搭配介系詞用法以及

進行相關練習。 

 

B1. 複習與測驗 

1. 教師複習授與動詞相關

用法。 

2. 學生完成授與動詞複習

小考。 

 

C1. 配對大風吹  

1. 學生抽卡貼在自己身

上，抽到授與動詞者必須

在限時內與一個人及一個

物排成正確順序組成一個

動詞片語，最快排成正確

順序者得最高分。未成隊

伍者淘汰出局。 

 

A2. 說明與介紹 

1.教師介紹與說明原因副

詞(because, so)詞性。 

3 電子教科書 

教學影片 

學習單 

教學字卡 

互動遊戲 

補充資料 

口語練習 

作業書寫 

小組互動 

多元文化教

育 

9/26補上班 

 



 

8-Ⅳ-5:能具有基本的

世界觀。 

8-Ⅳ-6:能了解並遵循

基本的國際生活禮儀。 

9-Ⅳ-3:能根據上下文

語境釐清不同訊息間的

因果關係。 

 

2.教師說明和示範原因副

詞子句用法。 

3.教師以表格及練習活動

帶入 because 和 so 用法。 

 

B2. 複習與測驗 

1. 教師複習原因副詞子句

相關用法。 

2. 學生完成原因副詞子句

複習小考。 

 

C2. 你是我的因果  

1. 學生抽字條貼在自己身

上，抽到原因字條者必須

在時間內與對應的結果字

條者一組，並選出合適的

原因副詞放在兩人之中。 

 

[Reading] 

1. 教師請學生翻到

Reading，介紹人物及情

境，接著帶領學生朗誦一

次。 

2. 教師挑選對話中重要單

字用電子教科書做教學與

解釋。 

3.引導學生完成習作。 

 



 

[Pronunciation] 

1.教師介紹該課選文的發

音，然後帶學生念。 

2.教師播放 CD 或電子教科

書，請學生聽發音並跟著

念。請學生歸納共同發音

規則。 

3.分組競賽，每組組長貼

上一個發音在時間內找齊

其他身上貼有對應字詞發

音的組員們。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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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1] 

Ab-Ⅳ-2:歌謠、韻文

的節奏與音韻。 

Ab-Ⅳ-3:字母拼讀規

則（含字母拼讀的精

熟能力、字彙拼寫的

輔助）。 

Ac-Ⅳ-3:常見的生活

用語。 

Ac-Ⅳ-4:國中階段所

學字詞（能聽、讀、

說、寫最基本的

1,200字詞）。 

Ad-Ⅳ-1:國中階段所

學的文法句型。 

Ae-Ⅳ-8:簡易故事及

短文的大意。 

B-Ⅳ-2:國中階段所

學字詞及句型的生活

溝通。 

B-Ⅳ-4:個人的需

求、意願和感受的表

達。 

B-Ⅳ-5:人、事、

時、地、物的描述及

[Review 1] 

1-Ⅳ-3:能聽懂基本或

重要句型的句子。 

1-Ⅳ-4:能聽懂日常生

活對話的主要內容。 

1-Ⅳ-7:能辨識簡短說

明或敘述的情境及主

旨。 

2-Ⅳ-5:能以簡易的英

語表達個人的需求、意

願和感受。 

2-Ⅳ-6:能依人、事、

時、地、物作簡易的描

述或回答。 

2-Ⅳ-7:能依人、事、

時、地、物作簡易的提

問。 

2-Ⅳ-8:能以正確的發

音、適切的重音及語調

說出基本或重要句型的

句子 

2-Ⅳ-9:能進行簡易的

角色扮演。 

2-Ⅳ-12:能以簡易的英

語參與引導式討論。 

Review 1-L1 

[Word Bank] 

A. 老鷹抓小雞 

1. 學生倆倆分租，相互抽

考單字，輸家小雞必須跟

在贏家老鷹後面。 

2. 贏家老鷹繼續找贏家老

鷹對戰，直到最終贏家老

鷹出現。 

3. 教師給予贏家與其隊伍

獎勵。 

 

B. 生詞複習測驗 

1. 教師給學生進行生詞聽

寫測驗，檢測單字力。 

 

[Dialogue] [Reading] 

2 電子教科書 

教學影片 

學習單 

教學字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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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答。 

B-Ⅳ-6:圖片描述。 

B-Ⅳ-7:角色扮演。 

C-Ⅳ-3:文化習俗的

了解及尊重。 

C-Ⅳ-4:基本的世界

觀。 

D-Ⅳ-1:依綜合資訊

作合理猜測。 

 

2-Ⅳ-13:能依主題或情

境以簡易英語進行日常

生活溝通。 

3-Ⅳ-2:能辨識課堂中

所學的字詞。 

3-Ⅳ-5:能看懂簡易的

生活用語。 

3-Ⅳ-6:能看懂基本的

句型。 

3-Ⅳ-7:能了解對話的

主要內容。 

3-Ⅳ-12:能熟悉重要的

閱讀技巧，如擷取大

意、猜測字義、推敲文

意、預測後續文意及情

節發展等。 

4-Ⅳ-2:能依圖畫、圖

示書寫英文句子。 

4-Ⅳ-5:能依提示寫出

正確達意的簡單句子。 

4-Ⅳ-6:能將簡易的中

文句子譯成英文。 

5-Ⅳ-2:能掌握國中階

段所學字詞及句型，適

當地使用於日常生活之

溝通。 

5-Ⅳ-3:能聽懂日常生

活應對中常用語句，並

能作適當的回應。 

5-Ⅳ-5:能運用字母拼

讀規則讀出及拼寫英文

字詞。 

7-Ⅳ-3:利用語言及非

語言溝通策略（如請求

重述、手勢、表情等）

提升溝通效能。 

7-Ⅳ-4:能對教師或同

學討論的內容觸類旁

通、舉一反三。 

8-Ⅳ-4:能了解、尊重

不同之文化習俗。 

8-Ⅳ-5:能具有基本的

A. 課文配音員大集合 

1. 學生抽卡，卡片上有自

己要扮演的聲音角色，並

自行進行練習。 

2. 教師播出電子書對話動

畫，並將原音效關閉，由

學生來配音。 

3. 配音最佳者得分。 

 

B. 對話複習測驗 

1. 教師將對話標記代號打

散放在學習單上。 

2. 學生按照對話的順序正

確寫出代號出來。 

 

[Grammer] 

A. 動詞的前世今生 

1. 學生抽卡，卡片貼在身

上，卡上有一個動詞，學

生必須找到另一個人身上

貼著該動詞的過去式或現

在式配對一起。 

 

B. 文法複習測驗 

1. 教師複習規則與不規則

動詞 

2. 學生完成填空動詞學習

單。 



 

世界觀。 

8-Ⅳ-6:能了解並遵循

基本的國際生活禮儀。 

9-Ⅳ-2:能把二至三項

訊息加以比較、歸類、

排序。 

9-Ⅳ-3:能根據上下文

語境釐清不同訊息間的

因果關係。 

 

 

[Pronunciation] 

A. 請你跟我這樣念 

1. 教師與學生一起打出節

奏複習發音的字詞。 

2. 由教師開始一起打節奏

給一個發音字詞，並給出

下一個發音，學生必須接

龍說出含有這個發音的生

詞。 

 

B. 發音複習測驗 

1. 教師說出生詞。 

2. 學生在學習單上圈出對

應的發音。 

 

六 

10/4 

- 

10/1

0 

[Review 1] 

Ab-Ⅳ-2:歌謠、韻文

的節奏與音韻。 

Ab-Ⅳ-3:字母拼讀規

則（含字母拼讀的精

熟能力、字彙拼寫的

輔助）。 

Ac-Ⅳ-3:常見的生活

用語。 

Ac-Ⅳ-4:國中階段所

學字詞（能聽、讀、

說、寫最基本的

1,200字詞）。 

Ad-Ⅳ-1:國中階段所

學的文法句型。 

Ae-Ⅳ-8:簡易故事及

短文的大意。 

B-Ⅳ-2:國中階段所

[Review 1] 

1-Ⅳ-3:能聽懂基本或

重要句型的句子。 

1-Ⅳ-4:能聽懂日常生

活對話的主要內容。 

1-Ⅳ-7:能辨識簡短說

明或敘述的情境及主

旨。 

2-Ⅳ-5:能以簡易的英

語表達個人的需求、意

願和感受。 

2-Ⅳ-6:能依人、事、

時、地、物作簡易的描

述或回答。 

2-Ⅳ-7:能依人、事、

時、地、物作簡易的提

問。 

2-Ⅳ-8:能以正確的發

Review 1-L2 

A. 生詞翻牌遊戲 

1. 老師將生詞貼在黑板

上，學生限時間記憶單詞

位置。 

2. 老師將生詞翻面後，學

生開始翻牌並說出該生

詞，才能得分。 

3. 教師給予贏家與其隊伍

獎勵。 

 

B. 生詞複習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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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字詞及句型的生活

溝通。 

B-Ⅳ-4:個人的需

求、意願和感受的表

達。 

B-Ⅳ-5:人、事、

時、地、物的描述及

問答。 

B-Ⅳ-6:圖片描述。 

B-Ⅳ-7:角色扮演。 

C-Ⅳ-3:文化習俗的

了解及尊重。 

C-Ⅳ-4:基本的世界

觀。 

D-Ⅳ-1:依綜合資訊

作合理猜測。 

 

音、適切的重音及語調

說出基本或重要句型的

句子 

2-Ⅳ-9:能進行簡易的

角色扮演。 

2-Ⅳ-12:能以簡易的英

語參與引導式討論。 

2-Ⅳ-13:能依主題或情

境以簡易英語進行日常

生活溝通。 

3-Ⅳ-2:能辨識課堂中

所學的字詞。 

3-Ⅳ-5:能看懂簡易的

生活用語。 

3-Ⅳ-6:能看懂基本的

句型。 

3-Ⅳ-7:能了解對話的

主要內容。 

3-Ⅳ-12:能熟悉重要的

閱讀技巧，如擷取大

意、猜測字義、推敲文

意、預測後續文意及情

節發展等。 

4-Ⅳ-2:能依圖畫、圖

示書寫英文句子。 

4-Ⅳ-5:能依提示寫出

正確達意的簡單句子。 

4-Ⅳ-6:能將簡易的中

文句子譯成英文。 

5-Ⅳ-2:能掌握國中階

段所學字詞及句型，適

當地使用於日常生活之

溝通。 

5-Ⅳ-3:能聽懂日常生

活應對中常用語句，並

能作適當的回應。 

5-Ⅳ-5:能運用字母拼

讀規則讀出及拼寫英文

字詞。 

7-Ⅳ-3:利用語言及非

語言溝通策略（如請求

重述、手勢、表情等）

1. 教師給學生進行生詞填

空測驗，檢測單字力。 

 

[Dialogue] [Reading] 

A. 課文配音員大集合 

1. 學生抽卡，卡片上有自

己要扮演的聲音角色，並

自行進行練習。 

2. 教師播出電子書對話動

畫，並將原音效關閉，由

學生來配音。 

3. 配音最佳者得分。 

 

B. 對話複習測驗 

1. 學生將空格中的中文對

話翻譯出來。 

 

[Grammer] 

A. 動詞圈圈看 

1. 學生將學習單上的授與

動詞圈出來並講原因副詞

子句畫線起來。 

 

B. 文法複習測驗 

1. 教師複習規則與不規則

動詞 

2. 學生完成填空動詞學習

單。 



 

提升溝通效能。 

7-Ⅳ-4:能對教師或同

學討論的內容觸類旁

通、舉一反三。 

8-Ⅳ-4:能了解、尊重

不同之文化習俗。 

8-Ⅳ-5:能具有基本的

世界觀。 

8-Ⅳ-6:能了解並遵循

基本的國際生活禮儀。 

9-Ⅳ-2:能把二至三項

訊息加以比較、歸類、

排序。 

9-Ⅳ-3:能根據上下文

語境釐清不同訊息間的

因果關係。 

 

 

[Pronunciation] 

A. 請你跟我這樣念 

1. 教師與學生一起打出節

奏複習發音的字詞。 

2. 由教師開始一起打節奏

給一個發音字詞，並給出

下一個發音，學生必須接

龍說出含有這個發音的生

詞。 

 

B. 發音複習測驗 

1. 教師說出生詞。 

2. 學生在學習單上圈出對

應的發音。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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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10/1

7 

[Review 1] 

Ab-Ⅳ-2:歌謠、韻文

的節奏與音韻。 

Ab-Ⅳ-3:字母拼讀規

則（含字母拼讀的精

熟能力、字彙拼寫的

輔助）。 

Ac-Ⅳ-3:常見的生活

用語。 

Ac-Ⅳ-4:國中階段所

學字詞（能聽、讀、

說、寫最基本的

1,200字詞）。 

Ad-Ⅳ-1:國中階段所

學的文法句型。 

Ae-Ⅳ-8:簡易故事及

短文的大意。 

B-Ⅳ-2:國中階段所

[Review 1] 

1-Ⅳ-3:能聽懂基本或

重要句型的句子。 

1-Ⅳ-4:能聽懂日常生

活對話的主要內容。 

1-Ⅳ-7:能辨識簡短說

明或敘述的情境及主

旨。 

2-Ⅳ-5:能以簡易的英

語表達個人的需求、意

願和感受。 

2-Ⅳ-6:能依人、事、

時、地、物作簡易的描

述或回答。 

2-Ⅳ-7:能依人、事、

時、地、物作簡易的提

問。 

2-Ⅳ-8:能以正確的發

Review 1-L1+L2 

A. 段考前複習 

1. 教師發出段考重點講

義，帶領學生複習並完成

講義。 

 

B. 段考後檢討 

1. 教師發還批閱後試卷，

並檢討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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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次段考 

 



 

學字詞及句型的生活

溝通。 

B-Ⅳ-4:個人的需

求、意願和感受的表

達。 

B-Ⅳ-5:人、事、

時、地、物的描述及

問答。 

B-Ⅳ-6:圖片描述。 

B-Ⅳ-7:角色扮演。 

C-Ⅳ-3:文化習俗的

了解及尊重。 

C-Ⅳ-4:基本的世界

觀。 

D-Ⅳ-1:依綜合資訊

作合理猜測。 

 

音、適切的重音及語調

說出基本或重要句型的

句子 

2-Ⅳ-9:能進行簡易的

角色扮演。 

2-Ⅳ-12:能以簡易的英

語參與引導式討論。 

2-Ⅳ-13:能依主題或情

境以簡易英語進行日常

生活溝通。 

3-Ⅳ-2:能辨識課堂中

所學的字詞。 

3-Ⅳ-5:能看懂簡易的

生活用語。 

3-Ⅳ-6:能看懂基本的

句型。 

3-Ⅳ-7:能了解對話的

主要內容。 

3-Ⅳ-12:能熟悉重要的

閱讀技巧，如擷取大

意、猜測字義、推敲文

意、預測後續文意及情

節發展等。 

4-Ⅳ-2:能依圖畫、圖

示書寫英文句子。 

4-Ⅳ-5:能依提示寫出

正確達意的簡單句子。 

4-Ⅳ-6:能將簡易的中

文句子譯成英文。 

5-Ⅳ-2:能掌握國中階

段所學字詞及句型，適

當地使用於日常生活之

溝通。 

5-Ⅳ-3:能聽懂日常生

活應對中常用語句，並

能作適當的回應。 

5-Ⅳ-5:能運用字母拼

讀規則讀出及拼寫英文

字詞。 

7-Ⅳ-3:利用語言及非

語言溝通策略（如請求

重述、手勢、表情等）



 

提升溝通效能。 

7-Ⅳ-4:能對教師或同

學討論的內容觸類旁

通、舉一反三。 

8-Ⅳ-4:能了解、尊重

不同之文化習俗。 

8-Ⅳ-5:能具有基本的

世界觀。 

8-Ⅳ-6:能了解並遵循

基本的國際生活禮儀。 

9-Ⅳ-2:能把二至三項

訊息加以比較、歸類、

排序。 

9-Ⅳ-3:能根據上下文

語境釐清不同訊息間的

因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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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son 3] 

Ab-Ⅳ-2:歌謠、韻文

的節奏與音韻。 

Ab-Ⅳ-3:字母拼讀規

則（含字母拼讀的精

熟能力、字彙拼寫的

輔助）。 

Ac-Ⅳ-3:常見的生活

用語。 

Ac-Ⅳ-4:國中階段所

學字詞（能聽、讀、

說、寫最基本的

1,200字詞）。 

Ad-Ⅳ-1:國中階段所

學的文法句型。 

Ae-Ⅳ-1:簡易歌謠、

韻文、短文、故事及

短劇。 

Ae-Ⅳ-5:不同體裁、

不同主題之簡易文

章。 

B-Ⅳ-2:國中階段所

學字詞及句型的生活

溝通。 

[Lesson 3] 

1-Ⅳ-2:能聽懂常用的

教室用語及日常生活用

語。 

1-Ⅳ-3:能聽懂基本或

重要句型的句子。 

1-Ⅳ-4:能聽懂日常生

活對話的主要內容。 

1-Ⅳ-7:能辨識簡短說

明或敘述的情境及主

旨。 

2-Ⅳ-9:能進行簡易的

角色扮演。 

2-Ⅳ-12:能以簡易的英

語參與引導式討論。 

2-Ⅳ-13:能依主題或情

境以簡易英語進行日常

生活溝通。 

3-Ⅳ-2:能辨識課堂中

所學的字詞。 

3-Ⅳ-6:能看懂基本的

句型。 

3-Ⅳ-7:能了解對話的

主要內容。 

Lesson 3 He Was Having 

Lunch When I Saw Him 

[Warm Up] 

A.小狗找骨頭  

1. 教師給予學生小狗迷宮

圖學習單。 

2. 教師給予提示，學生按

照提示連線引導小狗走出

迷宮吃到骨頭。 

 

[Word Bank] 

A. 生詞心臟病 

1. 教師帶領學生朗誦 Word 

Bank。 

2. 教師秀出單字撲克牌

PPT，學生必須念出撲克

3 電子教科書 

教學影片 

學習單 

教學字卡 

互動遊戲 

補充資料 

口語練習 

作業書寫 

小組互動 

品德教育  



 

D-Ⅳ-1:依綜合資訊

作合理猜測。 

3-Ⅳ-12:能熟悉重要的

閱讀技巧，如擷取大

意、猜測字義、推敲文

意、預測後續文意及情

節發展等。 

5-Ⅳ-3:能聽懂日常生

活應對中常用語句，並

能作適當的回應。 

5-Ⅳ-5:能運用字母拼

讀規則讀出及拼寫英文

字詞。 

5-Ⅳ-7:能聽懂日常生

活對話，並能以簡單的

字詞、句子記下要點。 

7-Ⅳ-3:利用語言及非

語言溝通策略（如請求

重述、手勢、表情等）

提升溝通效能。 

9-Ⅳ-2:能把二至三項

訊息加以比較、歸類、

排序。 

牌上的單字。 

3. 撲克牌樣若為小丑鬼

牌，學生必須拍手通過，

不能發出聲音。出聲音的

人淘汰出局。 

 

B. 單字學習 

1.教師進行單字策略教學

活動。 

2. 教師帶領學生完成單字

學習單。 

3. 教師鼓勵學生按照學習

單上的例句造樣造句。 

 

[Dialogue] 

A.尋狗啟事:你我都是柯南  

1. 教師發布一則尋狗啟

事，並將狗狗的資料和走

失資訊秀在 PPT 上面。 

2. 教師教導學生統整事件

及資訊，建立事故時間

線。 

3. 教師秀出 3 則可能的網

路尋狗留言，請學生判斷

哪個留言才是走失狗狗。 

 

B. 對話演練 

1.教師請學生翻到對話，



 

介紹人物及情境，接著帶

領學生朗誦一次。 

2. 教師針對對話內容進行

提問。 

3. 教師請學生分組以相同

情境創造不同的對話並發

表，增加文章趣味性。 

 

C. 講解課文 

1.教師挑選對話中重要單

字用電子教科書做教學與

解釋。 

2. 教師帶領學生完成課後

練習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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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son 3] 

Ab-Ⅳ-2:歌謠、韻文

的節奏與音韻。 

Ab-Ⅳ-3:字母拼讀規

則（含字母拼讀的精

熟能力、字彙拼寫的

輔助）。 

Ac-Ⅳ-3:常見的生活

用語。 

Ac-Ⅳ-4:國中階段所

學字詞（能聽、讀、

說、寫最基本的

1,200字詞）。 

Ad-Ⅳ-1:國中階段所

學的文法句型。 

Ae-Ⅳ-1:簡易歌謠、

韻文、短文、故事及

短劇。 

Ae-Ⅳ-5:不同體裁、

不同主題之簡易文

[Lesson 3] 

1-Ⅳ-2:能聽懂常用的

教室用語及日常生活用

語。 

1-Ⅳ-3:能聽懂基本或

重要句型的句子。 

1-Ⅳ-4:能聽懂日常生

活對話的主要內容。 

1-Ⅳ-7:能辨識簡短說

明或敘述的情境及主

旨。 

2-Ⅳ-9:能進行簡易的

角色扮演。 

2-Ⅳ-12:能以簡易的英

語參與引導式討論。 

2-Ⅳ-13:能依主題或情

境以簡易英語進行日常

生活溝通。 

3-Ⅳ-2:能辨識課堂中

所學的字詞。 

Lesson 3 He Was Having 

Lunch When I Saw Him 

[Grammer] 

A1. 說明與介紹 

1. 教師介紹並說明從屬連

接詞 (when, before, after)詞

性與用法。 

2. 學生練習從屬連接詞相

關習題。 

 

 

B1. 複習與測驗 

1. 教師複習從屬連接詞用

法。 

3 電子教科書 

教學影片 

學習單 

教學字卡 

互動遊戲 

補充資料 

口語練習 

作業書寫 

小組互動 

品德教育  



 

章。 

B-Ⅳ-2:國中階段所

學字詞及句型的生活

溝通。 

D-Ⅳ-1:依綜合資訊

作合理猜測。 

3-Ⅳ-6:能看懂基本的

句型。 

3-Ⅳ-7:能了解對話的

主要內容。 

3-Ⅳ-12:能熟悉重要的

閱讀技巧，如擷取大

意、猜測字義、推敲文

意、預測後續文意及情

節發展等。 

5-Ⅳ-3:能聽懂日常生

活應對中常用語句，並

能作適當的回應。 

5-Ⅳ-5:能運用字母拼

讀規則讀出及拼寫英文

字詞。 

5-Ⅳ-7:能聽懂日常生

活對話，並能以簡單的

字詞、句子記下要點。 

7-Ⅳ-3:利用語言及非

語言溝通策略（如請求

重述、手勢、表情等）

提升溝通效能。 

9-Ⅳ-2:能把二至三項

訊息加以比較、歸類、

排序。 

2. 學生進行複習小考。 

 

C1. 尋找比利  

1. 教師秀出文字雲 PPT，

請學生找出從屬連接詞，

找到者加分。 

 

A2. 說明與介紹 

1. 教師複習現在進行式。 

2. 教師帶入過去進行式，

並說明使用時機。 

 

B2. 複習與測驗 

1. 教師複習過去進行式用

法。 

2. 學生進行複習小考。 

 

C2. 熱線你和我  

1. 學生抽紙條，紙條上寫

明昨天晚上的行程表。 

2. 學生上台打假電話給任

何一人，被 call 到的學生

必須按照紙條上用過去進

行式回答問題。 

 

[Reading] 

1. 教師請學生翻到

Reading，介紹人物及情



 

境，接著帶領學生朗誦一

次。 

2. 教師挑選對話中重要單

字用電子教科書做教學與

解釋。 

3.引導學生完成習作。 

 

[Pronunciation] 

1.教師介紹該課選文的發

音，然後帶學生念。 

2.教師播放 CD 或電子教科

書，請學生聽發音並跟著

念。請學生歸納共同發音

規則。 

3. 教師發下學習單，並撥

放音檔，請學生判斷該字

詞是否對應題目上該發

音。符合者寫 T，不符合

者寫 F。 

十 
11/1 

- 

11/7 

[Lesson 4] 

Ac-Ⅳ-3:常見的生活

用語。 

Ac-Ⅳ-4:國中階段所

學字詞（能聽、讀、

說、寫最基本的

1,200字詞）。 

Ad-Ⅳ-1:國中階段所

學的文法句型。 

Ae-Ⅳ-7:敘述者的觀

點、態度、及寫作目

的。 

B-Ⅳ-2:國中階段所

[Lesson 4] 

1-Ⅳ-3:能聽懂基本或

重要句型的句子。 

1-Ⅳ-4:能聽懂日常生

活對話的主要內容。 

1-Ⅳ-7:能辨識簡短說

明或敘述的情境及主

旨。 

1-Ⅳ-9:能辨識句子語

調所表達的情緒和態

度。 

2-Ⅳ-5:能以簡易的英

語表達個人的需求、意

Lesson 4 I Want to Be a 

YouTuber 

[Warm Up] 

A.我適合什麼職業呢?  

1. 教師發下職業探索學習

單給學生。 

2. 教師帶領學生勾選表格

中職業的人格特質。 

3. 教師公布各項人格特質

3 電子教科書 

教學影片 

學習單 

教學字卡 

互動遊戲 

補充資料 

口語練習 

作業書寫 

小組互動 

資訊教育 

生涯規劃教

育 

 



 

學字詞及句型的生活

溝通。 

B-Ⅳ-3:語言與非語

言的溝通策略（如請

求重述、手勢、表情

等）。 

B-Ⅳ-4:個人的需

求、意願和感受的表

達。 

B-Ⅳ-5:人、事、

時、地、物的描述及

問答。 

B-Ⅳ-7:角色扮演。 

B-Ⅳ-8:引導式討

論。 

 

願和感受。 

2-Ⅳ-6:能依人、事、

時、地、物作簡易的描

述或回答。 

2-Ⅳ-7:能依人、事、

時、地、物作簡易的提

問。 

2-Ⅳ-8:能以正確的發

音、適切的重音及語調

說出基本或重要句型的

句子。 

3-Ⅳ-5:能看懂簡易的

生活用語。 

3-Ⅳ-6:能看懂基本的

句型。 

3-Ⅳ-7:能了解對話的

主要內容。 

3-Ⅳ-12:能熟悉重要的

閱讀技巧，如擷取大

意、猜測字義、推敲文

意、預測後續文意及情

節發展等。 

4-Ⅳ-3:能掌握正確書

寫格式寫出英文句子。 

4-Ⅳ-5:能依提示寫出

正確達意的簡單句子。 

4-Ⅳ-6:能將簡易的中

文句子譯成英文。 

4-Ⅳ-8:能依提示書寫

簡短的段落。 

5-Ⅳ-2:能掌握國中階

段所學字詞及句型，適

當地使用於日常生活之

溝通。 

5-Ⅳ-3:能聽懂日常生

活應對中常用語句，並

能作適當的回應。 

7-Ⅳ-3:利用語言及非

語言溝通策略（如請求

重述、手勢、表情等）

提升溝通效能。 

9-Ⅳ-2:能把二至三項

對應的職業。 

 

[Word Bank] 

A. 生詞文字雲 

1. 教師秀出文字雲 PPT。 

2. 學生必須猜出該朵文字

雲中最大的單字。猜中者

得分。 

 

B. 單字學習 

1.教師進行單字策略教學

活動。 

2. 教師帶領學生完成單字

學習單。 

3. 教師鼓勵學生按照學習

單上的例句造樣造句。 

 

[Dialogue] 

A.如果要創業，我想要?  

1. 教師介紹當年度年輕人

的夢幻職業排行榜並進行

優缺點討論。 

2. 教師空白發下學習單給

學生。 

3. 學生分組寫出和畫出一

種自創的職業，並描述該

職業的特性和優缺點。 

4. 教師請各組發表自創的



 

訊息加以比較、歸類、

排序。 

 

職業，並討論各自的想

法。 

 

B. 對話演練 

1.教師請學生翻到對話，

介紹人物及情境，接著帶

領學生朗誦一次。 

2. 教師針對對話內容進行

提問。 

3. 教師將對話角色性別對

調，請學生角色扮演演練

對話。 

 

C. 講解課文 

1.教師挑選對話中重要單

字用電子教科書做教學與

解釋。 

2. 教師帶領學生完成課後

練習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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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son 4] 

Ac-Ⅳ-3:常見的生活

用語。 

Ac-Ⅳ-4:國中階段所

學字詞（能聽、讀、

說、寫最基本的

1,200字詞）。 

Ad-Ⅳ-1:國中階段所

學的文法句型。 

Ae-Ⅳ-7:敘述者的觀

點、態度、及寫作目

的。 

B-Ⅳ-2:國中階段所

[Lesson 4] 

1-Ⅳ-3:能聽懂基本或

重要句型的句子。 

1-Ⅳ-4:能聽懂日常生

活對話的主要內容。 

1-Ⅳ-7:能辨識簡短說

明或敘述的情境及主

旨。 

1-Ⅳ-9:能辨識句子語

調所表達的情緒和態

度。 

2-Ⅳ-5:能以簡易的英

語表達個人的需求、意

Lesson 4 I Want to Be a 

YouTuber 

[Grammer] 

A1. 說明與介紹 

1. 教師介紹及說明不定詞

(to V.)和動名詞(V-ing)的

用法。 

2. 學生完成課本相關練習

題。 

3 電子教科書 

教學影片 

學習單 

教學字卡 

互動遊戲 

補充資料 

口語練習 

作業書寫 

小組互動 

資訊教育 

生涯規劃教

育 

  



 

學字詞及句型的生活

溝通。 

B-Ⅳ-3:語言與非語

言的溝通策略（如請

求重述、手勢、表情

等）。 

B-Ⅳ-4:個人的需

求、意願和感受的表

達。 

B-Ⅳ-5:人、事、

時、地、物的描述及

問答。 

B-Ⅳ-7:角色扮演。 

B-Ⅳ-8:引導式討

論。 

 

願和感受。 

2-Ⅳ-6:能依人、事、

時、地、物作簡易的描

述或回答。 

2-Ⅳ-7:能依人、事、

時、地、物作簡易的提

問。 

2-Ⅳ-8:能以正確的發

音、適切的重音及語調

說出基本或重要句型的

句子。 

3-Ⅳ-5:能看懂簡易的

生活用語。 

3-Ⅳ-6:能看懂基本的

句型。 

3-Ⅳ-7:能了解對話的

主要內容。 

3-Ⅳ-12:能熟悉重要的

閱讀技巧，如擷取大

意、猜測字義、推敲文

意、預測後續文意及情

節發展等。 

4-Ⅳ-3:能掌握正確書

寫格式寫出英文句子。 

4-Ⅳ-5:能依提示寫出

正確達意的簡單句子。 

4-Ⅳ-6:能將簡易的中

文句子譯成英文。 

4-Ⅳ-8:能依提示書寫

簡短的段落。 

5-Ⅳ-2:能掌握國中階

段所學字詞及句型，適

當地使用於日常生活之

溝通。 

5-Ⅳ-3:能聽懂日常生

活應對中常用語句，並

能作適當的回應。 

7-Ⅳ-3:利用語言及非

語言溝通策略（如請求

重述、手勢、表情等）

提升溝通效能。 

9-Ⅳ-2:能把二至三項

 

B1. 複習與測驗 

1. 教師複習不定詞(to V.)

和動名詞(V-ing)。 

2. 學生完成不定詞(to V.)

和動名詞(V-ing)複習小

考。 

 

C1. 默契大考驗  

1. 學生分組，坐成一排，

每人中間隔起隔板。每人

手上有兩個牌子(toV.和 V-

ing)。 

2. 教師提問，隊伍每人必

須在 3 秒內舉牌作答。若

是集體答錯或有人舉錯

牌，即全隊淘汰。 

3.時間內答對最多題的隊

伍獲勝，教師給予獎勵。 

 

A2. 說明與介紹 

1. 教師介紹及說明虛主詞

it 的用法。 

2. 學生完成課本相關練習

題。 

 

B2. 複習與測驗 

1. 教師複習虛主詞 it 的用



 

訊息加以比較、歸類、

排序。 

 

法。 

2. 學生完成虛主詞 it 的複

習小考。 

 

C2. 尋找影分身  

1. 教師將挑出遊戲組一位

學生貼上虛主詞 it 在背

上，並告知是影分身。 

2. 遊戲組學生抽到卡片，

將卡片貼在身上。 

3. 其他人必須從中猜出誰

才是虛主詞影分身。 

 

[Reading] 

1. 教師請學生翻到

Reading，介紹人物及情

境，接著帶領學生朗誦一

次。 

2. 教師挑選對話中重要單

字用電子教科書做教學與

解釋。 

3.引導學生完成習作。 

 

[Pronunciation] 

1.教師介紹該課選文的發

音，然後帶學生念。 

2.教師播放 CD 或電子教科

書，請學生聽發音並跟著



 

念。請學生歸納共同發音

規則。 

3. 教師帶領學生完成課本

上的練習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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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2] 

Ab-Ⅳ-2:歌謠、韻文

的節奏與音韻。 

Ab-Ⅳ-3:字母拼讀規

則（含字母拼讀的精

熟能力、字彙拼寫的

輔助）。 

Ac-Ⅳ-3:常見的生活

用語。 

Ac-Ⅳ-4:國中階段所

學字詞（能聽、讀、

說、寫最基本的

1,200字詞）。 

Ad-Ⅳ-1:國中階段所

學的文法句型。 

Ae-Ⅳ-1:簡易歌謠、

韻文、短文、故事及

短劇。 

Ae-Ⅳ-5:不同體裁、

不同主題之簡易文

章。 

Ae-Ⅳ-7:敘述者的觀

點、態度、及寫作目

的。 

B-Ⅳ-2:國中階段所

學字詞及句型的生活

溝通。 

B-Ⅳ-3:語言與非語

言的溝通策略（如請

求重述、手勢、表情

等）。 

B-Ⅳ-4:個人的需

求、意願和感受的表

達。 

B-Ⅳ-5:人、事、

[Review 2] 

1-Ⅳ-3:能聽懂基本或

重要句型的句子。 

1-Ⅳ-4:能聽懂日常生

活對話的主要內容。 

1-Ⅳ-7:能辨識簡短說

明或敘述的情境及主

旨。 

1-Ⅳ-9:能辨識句子語

調所表達的情緒和態

度。 

2-Ⅳ-5:能以簡易的英

語表達個人的需求、意

願和感受。 

2-Ⅳ-6:能依人、事、

時、地、物作簡易的描

述或回答。 

2-Ⅳ-8:能以正確的發

音、適切的重音及語調

說出基本或重要句型的

句子。 

2-Ⅳ-12:能以簡易的英

語參與引導式討論。 

2-Ⅳ-13:能依主題或情

境以簡易英語進行日常

生活溝通。 

3-Ⅳ-5:能看懂簡易的

生活用語。 

3-Ⅳ-6:能看懂基本的

句型。 

3-Ⅳ-7:能了解對話的

主要內容。 

3-Ⅳ-12:能熟悉重要的

閱讀技巧，如擷取大

意、猜測字義、推敲文

Review 2-L3 

[Word Bank] 

A. 生詞賓果遊戲 

1. 老師將空白井字格發給

學生，學生自行填入該課

生詞。 

2. 老師隨機念出該課生

詞，學生必須在紙上圈出

生詞。 

3. 教師給予連線最多者獎

勵。 

 

B. 生詞複習測驗 

1. 教師給學生進行生詞中

翻英測驗，檢測單字力。 

 

[Dialogue] [Reading] 

A. 課文默劇演員大集合 

1. 學生抽卡，卡片上有自

己要扮演的角色，並自行

進行練習。 

2. 教師播出電子書對話動

畫的聲音，並將畫面關

閉，由學生來演出。 

3 電子教科書 

教學影片 

學習單 

教學字卡 

互動遊戲 

補充資料 

口語練習 

作業書寫 

小組互動 

品德教育  



 

時、地、物的描述及

問答。 

B-Ⅳ-7:角色扮演。 

B-Ⅳ-8:引導式討

論。 

D-Ⅳ-1:依綜合資訊

作合理猜測。 

 

意、預測後續文意及情

節發展等。 

4-Ⅳ-3:能掌握正確書

寫格式寫出英文句子。 

4-Ⅳ-5:能依提示寫出

正確達意的簡單句子。 

4-Ⅳ-6:能將簡易的中

文句子譯成英文。 

4-Ⅳ-8:能依提示書寫

簡短的段落。 

5-Ⅳ-2:能掌握國中階

段所學字詞及句型，適

當地使用於日常生活之

溝通。 

5-Ⅳ-5:能運用字母拼

讀規則讀出及拼寫英文

字詞。 

7-Ⅳ-3:利用語言及非

語言溝通策略（如請求

重述、手勢、表情等）

提升溝通效能。 

9-Ⅳ-2:能把二至三項

訊息加以比較、歸類、

排序。 

 

3. 演出最佳者得分。 

 

B. 對話複習測驗 

1. 學生將學習單上的對話

選出最適合的回應答案。 

 

[Grammer] 

A. 情境你和我 

1. 教師秀出各式情境的

PPT。 

2. 學生搶答出最適合的從

屬連接詞。 

 

B. 文法複習測驗 

1. 教師複習從屬連接詞的

用法 

2. 學生完成填空學習單。 

 

[Pronunciation] 

A. 請你跟我這樣念 

1. 教師與學生一起打出節

奏複習發音的字詞。 

2. 由教師開始一起打節奏

給一個發音字詞，並給出

下一個發音，學生必須接

龍說出含有這個發音的生

詞。 

 



 

B. 發音複習測驗 

1. 教師說出生詞。 

2. 學生在學習單上圈出對

應的發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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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2] 

Ab-Ⅳ-2:歌謠、韻文

的節奏與音韻。 

Ab-Ⅳ-3:字母拼讀規

則（含字母拼讀的精

熟能力、字彙拼寫的

輔助）。 

Ac-Ⅳ-3:常見的生活

用語。 

Ac-Ⅳ-4:國中階段所

學字詞（能聽、讀、

說、寫最基本的

1,200字詞）。 

Ad-Ⅳ-1:國中階段所

學的文法句型。 

Ae-Ⅳ-1:簡易歌謠、

韻文、短文、故事及

短劇。 

Ae-Ⅳ-5:不同體裁、

不同主題之簡易文

章。 

Ae-Ⅳ-7:敘述者的觀

點、態度、及寫作目

的。 

B-Ⅳ-2:國中階段所

學字詞及句型的生活

溝通。 

B-Ⅳ-3:語言與非語

言的溝通策略（如請

求重述、手勢、表情

等）。 

B-Ⅳ-4:個人的需

求、意願和感受的表

達。 

B-Ⅳ-5:人、事、

[Review 2] 

1-Ⅳ-3:能聽懂基本或

重要句型的句子。 

1-Ⅳ-4:能聽懂日常生

活對話的主要內容。 

1-Ⅳ-7:能辨識簡短說

明或敘述的情境及主

旨。 

1-Ⅳ-9:能辨識句子語

調所表達的情緒和態

度。 

2-Ⅳ-5:能以簡易的英

語表達個人的需求、意

願和感受。 

2-Ⅳ-6:能依人、事、

時、地、物作簡易的描

述或回答。 

2-Ⅳ-8:能以正確的發

音、適切的重音及語調

說出基本或重要句型的

句子。 

2-Ⅳ-12:能以簡易的英

語參與引導式討論。 

2-Ⅳ-13:能依主題或情

境以簡易英語進行日常

生活溝通。 

3-Ⅳ-5:能看懂簡易的

生活用語。 

3-Ⅳ-6:能看懂基本的

句型。 

3-Ⅳ-7:能了解對話的

主要內容。 

3-Ⅳ-12:能熟悉重要的

閱讀技巧，如擷取大

意、猜測字義、推敲文

Review 2-L4 

A. 生詞跳舞機大賽 

1. 老師將生詞貼在地板

上，學生限時間記憶地板

上單詞位置。 

2. 老師開始播出一段音樂

或 rap，聽到一次生詞就踩

一次對應在地板上的生詞

塊。 

3. 教師給予最佳舞王獎

勵。 

 

B. 生詞複習測驗 

1. 教師給學生進行生詞英

翻中測驗，檢測單字力。 

 

[Dialogue] [Reading] 

A. 課文叫地鼠 

1. 學生抽卡，卡片上有自

己要扮演的詞性角色或是

字詞角色。 

2. 教師朗誦課文，念到學

生抽到的角色字詞的時

3 電子教科書 

教學影片 

學習單 

教學字卡 

互動遊戲 

補充資料 

口語練習 

作業書寫 

小組互動 

資訊教育 

生涯規劃教

育 

 



 

時、地、物的描述及

問答。 

B-Ⅳ-7:角色扮演。 

B-Ⅳ-8:引導式討

論。 

D-Ⅳ-1:依綜合資訊

作合理猜測。 

 

意、預測後續文意及情

節發展等。 

4-Ⅳ-3:能掌握正確書

寫格式寫出英文句子。 

4-Ⅳ-5:能依提示寫出

正確達意的簡單句子。 

4-Ⅳ-6:能將簡易的中

文句子譯成英文。 

4-Ⅳ-8:能依提示書寫

簡短的段落。 

5-Ⅳ-2:能掌握國中階

段所學字詞及句型，適

當地使用於日常生活之

溝通。 

5-Ⅳ-5:能運用字母拼

讀規則讀出及拼寫英文

字詞。 

7-Ⅳ-3:利用語言及非

語言溝通策略（如請求

重述、手勢、表情等）

提升溝通效能。 

9-Ⅳ-2:能把二至三項

訊息加以比較、歸類、

排序。 

 

候，學生必須站起來並複

誦一次。 

 

B. 對話複習測驗 

1. 學生將空格中的英文對

話翻譯中文出來。 

 

[Grammer] 

A. 123 選邊站 

1. 教師將地板貼出不定詞

(to V.)和動名詞(V-ing)

區。 

2. 教師秀出題目 PPT，學

生必須在 3 秒內站到其中

一區作答。作答成功者留

在圈圈內，作答失敗者站

到圈圈外。 

3. 作答到最後一題還留在

圈圈內的人得分，教師給

予獎勵。 

 

B. 文法複習測驗 

1. 教師複習 L4 文法 

2. 學生完成文法學習單。 

 

[Pronunciation] 

A. 請你跟我這樣念 

1. 教師與學生一起打出節



 

奏複習發音的字詞。 

2. 由教師開始一起打節奏

給一個發音字詞，並給出

下一個發音，學生必須接

龍說出含有這個發音的生

詞。 

 

B. 發音複習測驗 

1. 教師說出生詞。 

2. 學生在學習單上圈出對

應的發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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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2] 

Ab-Ⅳ-2:歌謠、韻文

的節奏與音韻。 

Ab-Ⅳ-3:字母拼讀規

則（含字母拼讀的精

熟能力、字彙拼寫的

輔助）。 

Ac-Ⅳ-3:常見的生活

用語。 

Ac-Ⅳ-4:國中階段所

學字詞（能聽、讀、

說、寫最基本的

1,200字詞）。 

Ad-Ⅳ-1:國中階段所

學的文法句型。 

Ae-Ⅳ-1:簡易歌謠、

韻文、短文、故事及

短劇。 

Ae-Ⅳ-5:不同體裁、

不同主題之簡易文

章。 

Ae-Ⅳ-7:敘述者的觀

點、態度、及寫作目

的。 

B-Ⅳ-2:國中階段所

[Review 2] 

1-Ⅳ-3:能聽懂基本或

重要句型的句子。 

1-Ⅳ-4:能聽懂日常生

活對話的主要內容。 

1-Ⅳ-7:能辨識簡短說

明或敘述的情境及主

旨。 

1-Ⅳ-9:能辨識句子語

調所表達的情緒和態

度。 

2-Ⅳ-5:能以簡易的英

語表達個人的需求、意

願和感受。 

2-Ⅳ-6:能依人、事、

時、地、物作簡易的描

述或回答。 

2-Ⅳ-8:能以正確的發

音、適切的重音及語調

說出基本或重要句型的

句子。 

2-Ⅳ-12:能以簡易的英

語參與引導式討論。 

2-Ⅳ-13:能依主題或情

境以簡易英語進行日常

Review 2-L3+L4 

A. 段考前複習 

1. 教師發出段考重點講

義，帶領學生複習並完成

講義。 

 

B. 段考後檢討 

1. 教師發還批閱後試卷，

並檢討題目。 

 

*英文合唱比賽:選曲 

1. 教師依照當年度合唱主

題協助學生選曲，評估英

語歌詞難易度和複雜度給

予選曲建議。 

3 電子教科書 

教學影片 

學習單 

教學字卡 

互動遊戲 

補充資料 

口語練習 

作業書寫 

小組互動 

品德教育 

資訊教育 

生涯規劃教

育 

第 2次段考 

英文合唱比賽 
 



 

學字詞及句型的生活

溝通。 

B-Ⅳ-3:語言與非語

言的溝通策略（如請

求重述、手勢、表情

等）。 

B-Ⅳ-4:個人的需

求、意願和感受的表

達。 

B-Ⅳ-5:人、事、

時、地、物的描述及

問答。 

B-Ⅳ-7:角色扮演。 

B-Ⅳ-8:引導式討

論。 

D-Ⅳ-1:依綜合資訊

作合理猜測。 

 

生活溝通。 

3-Ⅳ-5:能看懂簡易的

生活用語。 

3-Ⅳ-6:能看懂基本的

句型。 

3-Ⅳ-7:能了解對話的

主要內容。 

3-Ⅳ-12:能熟悉重要的

閱讀技巧，如擷取大

意、猜測字義、推敲文

意、預測後續文意及情

節發展等。 

4-Ⅳ-3:能掌握正確書

寫格式寫出英文句子。 

4-Ⅳ-5:能依提示寫出

正確達意的簡單句子。 

4-Ⅳ-6:能將簡易的中

文句子譯成英文。 

4-Ⅳ-8:能依提示書寫

簡短的段落。 

5-Ⅳ-2:能掌握國中階

段所學字詞及句型，適

當地使用於日常生活之

溝通。 

5-Ⅳ-5:能運用字母拼

讀規則讀出及拼寫英文

字詞。 

7-Ⅳ-3:利用語言及非

語言溝通策略（如請求

重述、手勢、表情等）

提升溝通效能。 

9-Ⅳ-2:能把二至三項

訊息加以比較、歸類、

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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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son 5] 

Ab-Ⅳ-2:歌謠、韻文

的節奏與音韻。 

Ab-Ⅳ-3:字母拼讀規

則（含字母拼讀的精

熟能力、字彙拼寫的

[Lesson 5] 

1-Ⅳ-3:能聽懂基本或

重要句型的句子。 

2-Ⅳ-5:能以簡易的英

語表達個人的需求、意

願和感受。 

Lesson 5 My Family Will 

Take a Trip to Japan 

[Warm Up] 

A.我的旅行幸運地  

3 電子教科書 

教學影片 

學習單 

教學字卡 

口語練習 

作業書寫 

小組互動 

觀察記錄 

戶外教育 英文合唱比賽 



 

輔助）。 

Ac-Ⅳ-3:常見的生活

用語。 

Ac-Ⅳ-4:國中階段所

學字詞（能聽、讀、

說、寫最基本的

1,200字詞）。 

Ad-Ⅳ-1:國中階段所

學的文法句型。 

Ae-Ⅳ-4:簡易賀卡、

書信、電子郵件。 

B-Ⅳ-2:國中階段所

學字詞及句型的生活

溝通。 

B-Ⅳ-4:個人的需

求、意願和感受的表

達。 

B-Ⅳ-5:人、事、

時、地、物的描述及

問答。 

D-Ⅳ-1:依綜合資訊

作合理猜測。 

D-Ⅳ-2:二至三項訊

息的比較、歸類、排

序的方法。 

 

2-Ⅳ-6:能依人、事、

時、地、物作簡易的描

述或回答。 

2-Ⅳ-7:能依人、事、

時、地、物作簡易的提

問。 

2-Ⅳ-8:能以正確的發

音、適切的重音及語調

說出基本或重要句型的

句子。 

2-Ⅳ-10:能以簡易的英

語描述圖片。 

2-Ⅳ-12:能以簡易的英

語參與引導式討論。 

2-Ⅳ-13:能依主題或情

境以簡易英語進行日常

生活溝通。 

3-Ⅳ-5:能看懂簡易的

生活用語。 

3-Ⅳ-6:能看懂基本的

句型。 

3-Ⅳ-7:能了解對話的

主要內容。 

3-Ⅳ-8:能了解短文、

簡訊、書信的主要內

容。 

3-Ⅳ-12:能熟悉重要的

閱讀技巧，如擷取大

意、猜測字義、推敲文

意、預測後續文意及情

節發展等。 

3-Ⅳ-15:能分析及判斷

文章內容，了解敘述者

的觀點、態度及寫作目

的。 

4-Ⅳ-3:能掌握正確書

寫格式寫出英文句子。 

4-Ⅳ-5:能依提示寫出

正確達意的簡單句子。 

5-Ⅳ-3:能聽懂日常生

活應對中常用語句，並

能作適當的回應。 

1. 教師利用占星網站將個

人出生資訊輸入，講解地

圖上個人旅行幸運地落

點。 

2. 學生實作一次，並記錄

下自己的旅行幸運地。 

 

[Word Bank] 

A. 猜猜我是誰 

1. 教師秀出一段英文解釋

或注釋 PPT。 

2. 學生猜猜看對應課本哪

個單字。猜對者得分。 

 

B. 單字學習 

1.教師進行單字策略教學

活動。 

2. 教師帶領學生完成單字

學習單。 

3. 教師鼓勵學生按照學習

單上的例句造樣造句。 

 

[Dialogue] 

A.我的旅行計畫  

1. 教師或學生分享旅遊經

驗。 

2. 教師發下空白學習單給

學生。 

互動遊戲 

補充資料 



 

7-Ⅳ-3:利用語言及非

語言溝通策略（如請求

重述、手勢、表情等）

提升溝通效能。 

7-Ⅳ-4:能對教師或同

學討論的內容觸類旁

通、舉一反三。 

9-Ⅳ-2:能把二至三項

訊息加以比較、歸類、

排序。 

 

3. 學生可依前次的旅行幸

運地或是自己想去的國家

作為目標，寫出專屬於自

己的旅行計畫。 

4. 大家票選出最佳的旅行

計畫，教師給予獲獎學生

獎勵。 

 

B. 對話演練 

1.教師請學生翻到對話，

介紹人物及情境，接著帶

領學生朗誦一次。 

2. 教師針對對話內容進行

提問。 

 

C. 講解課文 

1.教師挑選對話中重要單

字用電子教科書做教學與

解釋。 

2. 教師帶領學生完成課後

練習題。 

 

*英文合唱比賽:教唱歌詞 

1. 教師帶領學生朗誦歌

詞，並教授歌詞意義和連

音發音。 

2. 學生接龍念出歌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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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son 5] 

Ab-Ⅳ-2:歌謠、韻文

的節奏與音韻。 

Ab-Ⅳ-3:字母拼讀規

則（含字母拼讀的精

熟能力、字彙拼寫的

輔助）。 

Ac-Ⅳ-3:常見的生活

用語。 

Ac-Ⅳ-4:國中階段所

學字詞（能聽、讀、

說、寫最基本的

1,200字詞）。 

Ad-Ⅳ-1:國中階段所

學的文法句型。 

Ae-Ⅳ-4:簡易賀卡、

書信、電子郵件。 

B-Ⅳ-2:國中階段所

學字詞及句型的生活

溝通。 

B-Ⅳ-4:個人的需

求、意願和感受的表

達。 

B-Ⅳ-5:人、事、

時、地、物的描述及

問答。 

D-Ⅳ-1:依綜合資訊

作合理猜測。 

D-Ⅳ-2:二至三項訊

息的比較、歸類、排

序的方法。 

 

[Lesson 5] 

1-Ⅳ-3:能聽懂基本或

重要句型的句子。 

2-Ⅳ-5:能以簡易的英

語表達個人的需求、意

願和感受。 

2-Ⅳ-6:能依人、事、

時、地、物作簡易的描

述或回答。 

2-Ⅳ-7:能依人、事、

時、地、物作簡易的提

問。 

2-Ⅳ-8:能以正確的發

音、適切的重音及語調

說出基本或重要句型的

句子。 

2-Ⅳ-10:能以簡易的英

語描述圖片。 

2-Ⅳ-12:能以簡易的英

語參與引導式討論。 

2-Ⅳ-13:能依主題或情

境以簡易英語進行日常

生活溝通。 

3-Ⅳ-5:能看懂簡易的

生活用語。 

3-Ⅳ-6:能看懂基本的

句型。 

3-Ⅳ-7:能了解對話的

主要內容。 

3-Ⅳ-8:能了解短文、

簡訊、書信的主要內

容。 

3-Ⅳ-12:能熟悉重要的

閱讀技巧，如擷取大

意、猜測字義、推敲文

意、預測後續文意及情

節發展等。 

3-Ⅳ-15:能分析及判斷

文章內容，了解敘述者

的觀點、態度及寫作目

的。 

4-Ⅳ-3:能掌握正確書

Lesson 5 My Family Will 

Take a Trip to Japan 

[Grammer] 

A1. 說明與介紹 

1. 教師複習現在式和過去

式用法。 

2. 教師帶入未來式的用

法。 

3. 教師介紹及說明使役動

詞用法。 

4. 學生完成課本相關練習

題。 

 

B1. 複習與測驗 

1. 教師複習未來式和使役

動詞的用法。 

2. 學生完成未來式和使役

動詞的複習小考。 

 

C1.比手畫腳來造句  

1. 學生分組，其中一位負

責猜出情境並造出正確句

子，其他人負責比手畫腳

提示句子的一部份。每人

中間都隔板阻擋，避免洩

題。 

2. 教師出題，第一人走到

最後一人前面比手畫腳提

3 電子教科書 

教學影片 

學習單 

教學字卡 

互動遊戲 

補充資料 

口語練習 

作業書寫 

小組互動 

戶外教育 英文合唱比賽 



 

寫格式寫出英文句子。 

4-Ⅳ-5:能依提示寫出

正確達意的簡單句子。 

5-Ⅳ-3:能聽懂日常生

活應對中常用語句，並

能作適當的回應。 

7-Ⅳ-3:利用語言及非

語言溝通策略（如請求

重述、手勢、表情等）

提升溝通效能。 

7-Ⅳ-4:能對教師或同

學討論的內容觸類旁

通、舉一反三。 

9-Ⅳ-2:能把二至三項

訊息加以比較、歸類、

排序。 

 

示，接下來第二人，依此

類推。 

3. 最終猜對題數最多隊伍

獲勝，教師給予獎勵。 

 

A2. 說明與介紹 

1. 教師說明和介紹花費動

詞的使用及差異。 

2. 學生完成課本相關練習

題。 

 

B2. 複習與測驗 

1. 教師複習花費動詞的用

法。 

2. 學生完成花費動詞的複

習小考。 

 

C2. 誰是大富翁  

1. 學生分組上台坐成一

排，其中有一人是大富翁

或是時光機主人，其他人

是平民。台下同學必須猜

出大富翁或時光機主人，

才能得分。 

2. 教師會發出卡片給台上

的同學，裡面有一張大富

翁卡或是時光機卡，拿到

該卡片的同學必須隱藏自



 

己身分(=不能用錯花費動

詞)才能獲勝。 

3. 教師出題，平民可以亂

作答，答對或答錯花費動

詞都沒關係。大富翁或時

光機主人則不行。 

 

[Reading] 

1. 教師請學生翻到

Reading，介紹人物及情

境，接著帶領學生朗誦一

次。 

2. 教師挑選對話中重要單

字用電子教科書做教學與

解釋。 

3.引導學生完成習作。 

 

[Pronunciation] 

1.教師介紹該課選文的發

音，然後帶學生念。 

2.教師播放 CD 或電子教科

書，請學生聽發音並跟著

念。請學生歸納共同發音

規則。 

3. 學生抽卡，卡上有對應

的發音，請學生貼在身

上。當教師唸到該發音或

字詞的時候，學生就要站



 

起來。 

 

*英文合唱比賽:發音咬字 

1. 教師聆聽學生合唱歌

曲，並給予發音咬字上的

修改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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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son 6] 
Ab-Ⅳ-1:句子的發音、

重音及語調。 

Ac-Ⅳ-3:常見的生活用

語。 

Ac-Ⅳ-4:國中階段所學

字詞（能聽、讀、說、

寫最基本的 1,200 字

詞）。 

Ad-Ⅳ-1:國中階段所學

的文法句型。 

Ae-Ⅳ-7:敘述者的觀

點、態度、及寫作目

的。 

B-Ⅳ-2:國中階段所學字

詞及句型的生活溝通。 

B-Ⅳ-4:個人的需求、意

願和感受的表達。 

B-Ⅳ-5:人、事、時、

地、物的描述及問答。 

B-Ⅳ-8:引導式討論。 

D-Ⅳ-1:依綜合資訊作合

理猜測。 

D-Ⅳ-2:二至三項訊息的

比較、歸類、排序的方

法。 

D-Ⅳ-4:藉文字線索，對

客觀事實及主觀意見的

分辨。 

[Lesson 6] 
1-Ⅳ-1:能聽懂課堂中所學

的字詞。 

1-Ⅳ-2:能聽懂常用的教室

用語及日常生活用語。 

1-Ⅳ-3:能聽懂基本或重要

句型的句子。 

2-Ⅳ-1:能說出課堂中所學

的字詞。 

2-Ⅳ-2:能依情境使用日常

生活用語。 

2-Ⅳ-5:能以簡易的英語表

達個人的需求、意願和感

受。 

2-Ⅳ-6:能依人、事、時、

地、物作簡易的描述或回

答。 

2-Ⅳ-7:能依人、事、時、

地、物作簡易的提問。 

2-Ⅳ-8:能以正確的發音、

適切的重音及語調說出基

本或重要句型的句子。 

2-Ⅳ-9:能進行簡易的角色

扮演。 

2-Ⅳ-10:能以簡易的英語

描述圖片。 

2-Ⅳ-12:能以簡易的英語

參與引導式討論。 

2-Ⅳ-13:能依主題或情境

以簡易英語進行日常生活

溝通。 

3-Ⅳ-2:能辨識課堂中所學

的字詞。 

3-Ⅳ-5:能看懂簡易的生活

用語。 

3-Ⅳ-6:能看懂基本的句

型。 

Lesson 6 How Do I Get 

There from the Station 

[Warm Up] 

A.我的上學路途  

1. 教師詢問學生上學使用

交通工具。 

2. 學生口頭分享並討論上

學交通工具的議題。 

 

[Word Bank] 

A. 瞎拚 ABC 

1. 學生分組，一個人猜

字，一個人提示。 

2. 教師秀出該單字，學生

必須用中文解釋讓對方猜

出該英文單字。猜對累積

最多者得分。 

 

B. 單字學習 

1.教師進行單字策略教學

活動。 

2. 教師帶領學生完成單字

3 電子教科書 

教學影片 

學習單 

教學字卡 

互動遊戲 

補充資料 

口語練習 

作業書寫 

小組互動 

觀察記錄 

資訊教育 九年級第 2次複習考 

英文合唱比賽 



 

3-Ⅳ-7:能了解對話的主要

內容。 

3-Ⅳ-12:能熟悉重要的閱

讀技巧，如擷取大意、猜

測字義、推敲文意、預測

後續文意及情節發展等。 

3-Ⅳ-15:能分析及判斷文

章內容，了解敘述者的觀

點、態度及寫作目的。 

4-Ⅳ-1:能拼寫國中階段基

本常用字詞。 

4-Ⅳ-3:能掌握正確書寫格

式寫出英文句子。 

4-Ⅳ-5:能依提示寫出正確

達意的簡單句子。 

4-Ⅳ-6:能將簡易的中文句

子譯成英文。 

5-Ⅳ-1:能聽懂、讀懂國中

階段基本字詞，並使用於

簡易日常溝通。 

5-Ⅳ-3:能聽懂日常生活應

對中常用語句，並能作適

當的回應。 

5-Ⅳ-10:能讀懂簡易故事

及短文，並能以簡短的句

子說出或寫出其內容大

意。 

6-Ⅳ-1:樂於參與課堂中各

類練習活動，不畏犯錯。 

6-Ⅳ-4:樂於接觸課外的英

語文多元素材，如歌曲、

英語學習雜誌、漫畫、短

片、廣播、網路等。 

7-Ⅳ-3:利用語言及非語言

溝通策略（如請求重述、

手勢、表情等）提升溝通

效能。 

7-Ⅳ-4:能對教師或同學討

論的內容觸類旁通、舉一

反三。 

9-Ⅳ-1:能綜合相關資訊作

合理的猜測。 

9-Ⅳ-2:能把二至三項訊息

加以比較、歸類、排序。 

9-Ⅳ-3:能根據上下文語境

釐清不同訊息間的因果關

係。 

9-Ⅳ-4:能依上下文所提供

學習單。 

3. 教師鼓勵學生按照學習

單上的例句造樣造句。 

 

[Dialogue] 

A.地頭蛇指點迷津  

1. 教師事先指派作業，請

學生至捷運站或公車站協

助迷路的人，並幫忙指點

迷津。(以外國人為主) 

2. 學生紀錄並回到課堂上

分享。 

3. 教師分享各國有趣路

標。 

 

B. 對話演練 

1.教師請學生翻到對話，

介紹人物及情境，接著帶

領學生朗誦一次。 

2. 教師針對對話內容進行

提問。 

 

C. 講解課文 

1.教師挑選對話中重要單

字用電子教科書做教學與

解釋。 

2. 教師帶領學生完成課後

練習題。 



 

的文字線索（如 in my 

opinion、maybe）分辨客

觀事實與主觀意見。 

 

*英文合唱比賽:合唱彩排 

1. 教師帶領學生練習合唱

及隊形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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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son 6] 
Ab-Ⅳ-1:句子的發音、

重音及語調。 

Ac-Ⅳ-3:常見的生活用

語。 

Ac-Ⅳ-4:國中階段所學

字詞（能聽、讀、說、

寫最基本的 1,200 字

詞）。 

Ad-Ⅳ-1:國中階段所學

的文法句型。 

Ae-Ⅳ-7:敘述者的觀

點、態度、及寫作目

的。 

B-Ⅳ-2:國中階段所學字

詞及句型的生活溝通。 

B-Ⅳ-4:個人的需求、意

願和感受的表達。 

B-Ⅳ-5:人、事、時、

地、物的描述及問答。 

B-Ⅳ-8:引導式討論。 

D-Ⅳ-1:依綜合資訊作合

理猜測。 

D-Ⅳ-2:二至三項訊息的

比較、歸類、排序的方

法。 

D-Ⅳ-4:藉文字線索，對

客觀事實及主觀意見的

分辨。 

[Lesson 6] 
1-Ⅳ-1:能聽懂課堂中所學

的字詞。 

1-Ⅳ-2:能聽懂常用的教室

用語及日常生活用語。 

1-Ⅳ-3:能聽懂基本或重要

句型的句子。 

2-Ⅳ-1:能說出課堂中所學

的字詞。 

2-Ⅳ-2:能依情境使用日常

生活用語。 

2-Ⅳ-5:能以簡易的英語表

達個人的需求、意願和感

受。 

2-Ⅳ-6:能依人、事、時、

地、物作簡易的描述或回

答。 

2-Ⅳ-7:能依人、事、時、

地、物作簡易的提問。 

2-Ⅳ-8:能以正確的發音、

適切的重音及語調說出基

本或重要句型的句子。 

2-Ⅳ-9:能進行簡易的角色

扮演。 

2-Ⅳ-10:能以簡易的英語

描述圖片。 

2-Ⅳ-12:能以簡易的英語

參與引導式討論。 

2-Ⅳ-13:能依主題或情境

以簡易英語進行日常生活

溝通。 

3-Ⅳ-2:能辨識課堂中所學

的字詞。 

3-Ⅳ-5:能看懂簡易的生活

用語。 

3-Ⅳ-6:能看懂基本的句

型。 

3-Ⅳ-7:能了解對話的主要

內容。 

3-Ⅳ-12:能熟悉重要的閱

Lesson 6 How Do I Get 

There from the Station 

[Grammer] 

A1. 說明與介紹 

1. 教師說明和介紹問路和

交通工具相關文法。 

2. 學生完成課本相關練習

題。 

 

B1. 複習與測驗 

1. 教師複習問路相關文法

的用法。 

2. 學生完成問路相關文法

的複習小考。 

 

C1. 車裡有鯊魚  

1. 學生分組並派出代表站

到黑板前方。 

2. 教師出題，每題都有一

隻鯊魚躲在交通工具裡

面。遊戲代表必須選擇黑

板上一個交通工具並用課

本文法回答問題。 

3. 教師會公布成功抵達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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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技巧，如擷取大意、猜

測字義、推敲文意、預測

後續文意及情節發展等。 

3-Ⅳ-15:能分析及判斷文

章內容，了解敘述者的觀

點、態度及寫作目的。 

4-Ⅳ-1:能拼寫國中階段基

本常用字詞。 

4-Ⅳ-3:能掌握正確書寫格

式寫出英文句子。 

4-Ⅳ-5:能依提示寫出正確

達意的簡單句子。 

4-Ⅳ-6:能將簡易的中文句

子譯成英文。 

5-Ⅳ-1:能聽懂、讀懂國中

階段基本字詞，並使用於

簡易日常溝通。 

5-Ⅳ-3:能聽懂日常生活應

對中常用語句，並能作適

當的回應。 

5-Ⅳ-10:能讀懂簡易故事

及短文，並能以簡短的句

子說出或寫出其內容大

意。 

6-Ⅳ-1:樂於參與課堂中各

類練習活動，不畏犯錯。 

6-Ⅳ-4:樂於接觸課外的英

語文多元素材，如歌曲、

英語學習雜誌、漫畫、短

片、廣播、網路等。 

7-Ⅳ-3:利用語言及非語言

溝通策略（如請求重述、

手勢、表情等）提升溝通

效能。 

7-Ⅳ-4:能對教師或同學討

論的內容觸類旁通、舉一

反三。 

9-Ⅳ-1:能綜合相關資訊作

合理的猜測。 

9-Ⅳ-2:能把二至三項訊息

加以比較、歸類、排序。 

9-Ⅳ-3:能根據上下文語境

釐清不同訊息間的因果關

係。 

9-Ⅳ-4:能依上下文所提供

的文字線索（如 in my 

opinion、maybe）分辨客

觀事實與主觀意見。 

是被鯊魚吃掉。成功抵達

者得分。 

 

A2. 說明與介紹 

1. 教師複習前一課的花費

動詞用法。 

2. 教師帶入更多花費動詞

的使用及差異。 

3. 學生完成課本相關練習

題。 

 

B2. 複習與測驗 

1. 教師複習花費動詞的用

法。 

2. 學生完成花費動詞的複

習小考。 

 

C2. 機會與命運  

1. 教師秀出黑色圖 PPT。 

2. 同學必須猜猜看買下布

幕後的物品要用哪種花費

動詞。 

3. 教師公布該物，猜對並

用對花費動詞得分。 

4. 得分最多者獲勝，教師

給予鼓勵。 

 

[Reading] 



 

1. 教師請學生翻到

Reading，介紹人物及情

境，接著帶領學生朗誦一

次。 

2. 教師挑選對話中重要單

字用電子教科書做教學與

解釋。 

3.引導學生完成習作。 

 

[Pronunciation] 

1.教師介紹該課選文的發

音，然後帶學生念。 

2.教師播放 CD 或電子教科

書，請學生聽發音並跟著

念。請學生歸納共同發音

規則。 

3. 教師分給各族族長一個

發音貼紙，族長將發音貼

紙覆蓋在自己胸前。 

4. 其他學生會拿到字詞，

一一去尋找族長。若是有

族外人告發出族長的發音

符號，該族即滅族淘汰。 

 

*英文合唱比賽 

1. 教師帶領學生進行合唱

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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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3] 
Ab-Ⅳ-1:句子的發音、

重音及語調。 

Ab-Ⅳ-2:歌謠、韻文的

節奏與音韻。 

Ab-Ⅳ-3:字母拼讀規則

（含字母拼讀的精熟能

力、字彙拼寫的輔

助）。 

Ac-Ⅳ-3:常見的生活用

語。 

Ac-Ⅳ-4:國中階段所學

字詞（能聽、讀、說、

寫最基本的 1,200 字

詞）。 

Ad-Ⅳ-1:國中階段所學

的文法句型。 

Ae-Ⅳ-4:簡易賀卡、書

信、電子郵件。 

Ae-Ⅳ-7:敘述者的觀

點、態度、及寫作目

的。 

B-Ⅳ-2:國中階段所學字

詞及句型的生活溝通。 

B-Ⅳ-4:個人的需求、意

願和感受的表達。 

B-Ⅳ-5:人、事、時、

地、物的描述及問答。 

B-Ⅳ-8:引導式討論。 

D-Ⅳ-1:依綜合資訊作合

理猜測。 

D-Ⅳ-2:二至三項訊息的

比較、歸類、排序的方

法。 

D-Ⅳ-4:藉文字線索，對

客觀事實及主觀意見的

分辨。 

[Review 3] 
1-Ⅳ-1:能聽懂課堂中所學

的字詞。 

1-Ⅳ-2:能聽懂常用的教室

用語及日常生活用語。 

1-Ⅳ-3:能聽懂基本或重要

句型的句子。 

2-Ⅳ-1:能說出課堂中所學

的字詞。 

2-Ⅳ-2:能依情境使用日常

生活用語。 

2-Ⅳ-5:能以簡易的英語表

達個人的需求、意願和感

受。 

2-Ⅳ-6:能依人、事、時、

地、物作簡易的描述或回

答。 

2-Ⅳ-7:能依人、事、時、

地、物作簡易的提問。 

2-Ⅳ-8:能以正確的發音、

適切的重音及語調說出基

本或重要句型的句子。 

2-Ⅳ-9:能進行簡易的角色

扮演。 

2-Ⅳ-10:能以簡易的英語

描述圖片。 

2-Ⅳ-12:能以簡易的英語

參與引導式討論。 

2-Ⅳ-13:能依主題或情境

以簡易英語進行日常生活

溝通。 

3-Ⅳ-2:能辨識課堂中所學

的字詞。 

3-Ⅳ-5:能看懂簡易的生活

用語。 

3-Ⅳ-6:能看懂基本的句

型。 

3-Ⅳ-7:能了解對話的主要

內容。 

3-Ⅳ-8:能了解短文、簡

訊、書信的主要內容。 

3-Ⅳ-12:能熟悉重要的閱

讀技巧，如擷取大意、猜

測字義、推敲文意、預測

後續文意及情節發展等。 

3-Ⅳ-15:能分析及判斷文

章內容，了解敘述者的觀

點、態度及寫作目的。 

Review 3-L5 

[Word Bank] 

A. 生詞密碼破解王 

1. 老師秀出單字字母數的

空格 PPT，並給予第一個

字母提示。 

2. 教師逐次給予空格上的

字母。 

3. 學生按照提示搶答單

字，答對者加分。 

 

B. 生詞複習測驗 

1. 教師給學生進行生詞中

英配對測驗，檢測單字

力。 

 

[Dialogue] [Reading] 

A. 課文狼人殺 

1. 學生抽卡，卡片上有自

己要扮演的狼人殺角色，

並複習課文。(課文的角色

指派狼人殺角色功能)。 

2. 根據課文的內容，學生

必須扮演課文角色，接著

老師扮演的先知給予對話

角色中誰是狼人的提示，

學生猜出哪個角色是狼人

得到勝利。 

3 電子教科書 

教學影片 

學習單 

教學字卡 

互動遊戲 

補充資料 

口語練習 

作業書寫 

小組互動 

戶外教育  



 

4-Ⅳ-1:能拼寫國中階段基

本常用字詞。 

4-Ⅳ-3:能掌握正確書寫格

式寫出英文句子。 

4-Ⅳ-5:能依提示寫出正確

達意的簡單句子。 

4-Ⅳ-6:能將簡易的中文句

子譯成英文。 

5-Ⅳ-1:能聽懂、讀懂國中

階段基本字詞，並使用於

簡易日常溝通。 

5-Ⅳ-3:能聽懂日常生活應

對中常用語句，並能作適

當的回應。 

5-Ⅳ-10:能讀懂簡易故事

及短文，並能以簡短的句

子說出或寫出其內容大

意。 

6-Ⅳ-1:樂於參與課堂中各

類練習活動，不畏犯錯。 

6-Ⅳ-4:樂於接觸課外的英

語文多元素材，如歌曲、

英語學習雜誌、漫畫、短

片、廣播、網路等。 

7-Ⅳ-3:利用語言及非語言

溝通策略（如請求重述、

手勢、表情等）提升溝通

效能。 

7-Ⅳ-4:能對教師或同學討

論的內容觸類旁通、舉一

反三。 

9-Ⅳ-1:能綜合相關資訊作

合理的猜測。 

9-Ⅳ-2:能把二至三項訊息

加以比較、歸類、排序。 

9-Ⅳ-3:能根據上下文語境

釐清不同訊息間的因果關

係。 

9-Ⅳ-4:能依上下文所提供

的文字線索（如 in my 

opinion、maybe）分辨客

觀事實與主觀意見。 

3. 狼人若是除掉其他角色

則得勝。 

 

B. 對話複習測驗 

1. 學生完成學習單上的角

色與對話配對。 

 

[Grammer] 

A. 唐國師來預言 

1. 教師給予學生占星新月

許願情境。 

2. 學生在紙條上寫下自己

的祈願主代號和近期的願

望，並折起來丟入大桶子

裡。 

3. 學生輪流抽出一支願

望，並用使役動詞造句子

當作預言給祈願主實現願

望，並將句子寫在紙條上

交還給祈願主。 

 

B. 文法複習測驗 

1. 教師複習使役動詞和未

來式的用法 

2. 學生完成文法學習單。 

 

[Pronunciation] 

A. 請你跟我這樣念 



 

1. 教師與學生一起打出節

奏複習發音的字詞。 

2. 由教師開始一起打節奏

給一個發音字詞，並給出

下一個發音，學生必須接

龍說出含有這個發音的生

詞。 

 

B. 發音複習測驗 

1. 教師說出生詞。 

2. 學生在學習單上圈出對

應的發音。 

二十 
1/10 

- 

1/16 

[Review 3] 
Ab-Ⅳ-1:句子的發音、

重音及語調。 

Ab-Ⅳ-2:歌謠、韻文的

節奏與音韻。 

Ab-Ⅳ-3:字母拼讀規則

（含字母拼讀的精熟能

力、字彙拼寫的輔

助）。 

Ac-Ⅳ-3:常見的生活用

語。 

Ac-Ⅳ-4:國中階段所學

字詞（能聽、讀、說、

寫最基本的 1,200 字

詞）。 

Ad-Ⅳ-1:國中階段所學

的文法句型。 

Ae-Ⅳ-4:簡易賀卡、書

信、電子郵件。 

Ae-Ⅳ-7:敘述者的觀

點、態度、及寫作目

的。 

B-Ⅳ-2:國中階段所學字

詞及句型的生活溝通。 

B-Ⅳ-4:個人的需求、意

願和感受的表達。 

[Review 3] 
1-Ⅳ-1:能聽懂課堂中所學

的字詞。 

1-Ⅳ-2:能聽懂常用的教室

用語及日常生活用語。 

1-Ⅳ-3:能聽懂基本或重要

句型的句子。 

2-Ⅳ-1:能說出課堂中所學

的字詞。 

2-Ⅳ-2:能依情境使用日常

生活用語。 

2-Ⅳ-5:能以簡易的英語表

達個人的需求、意願和感

受。 

2-Ⅳ-6:能依人、事、時、

地、物作簡易的描述或回

答。 

2-Ⅳ-7:能依人、事、時、

地、物作簡易的提問。 

2-Ⅳ-8:能以正確的發音、

適切的重音及語調說出基

本或重要句型的句子。 

2-Ⅳ-9:能進行簡易的角色

扮演。 

2-Ⅳ-10:能以簡易的英語

描述圖片。 

Review 3-L6 

A. 唐伯虎點”生詞” 

1. 老師秀出單字圖片的

PPT，圖片切成好幾塊用

黑格子擋住。 

2. 教師逐次拿掉圖片上的

黑格子。 

3. 學生按照提示搶答單

字，答對者加分。 

 

B. 生詞複習測驗 

1. 教師給學生進行單字填

空測驗，檢測單字力。 

 

[Dialogue] [Reading] 

A. 課文沒有你我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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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Ⅳ-5:人、事、時、

地、物的描述及問答。 

B-Ⅳ-8:引導式討論。 

D-Ⅳ-1:依綜合資訊作合

理猜測。 

D-Ⅳ-2:二至三項訊息的

比較、歸類、排序的方

法。 

D-Ⅳ-4:藉文字線索，對

客觀事實及主觀意見的

分辨。 

2-Ⅳ-12:能以簡易的英語

參與引導式討論。 

2-Ⅳ-13:能依主題或情境

以簡易英語進行日常生活

溝通。 

3-Ⅳ-2:能辨識課堂中所學

的字詞。 

3-Ⅳ-5:能看懂簡易的生活

用語。 

3-Ⅳ-6:能看懂基本的句

型。 

3-Ⅳ-7:能了解對話的主要

內容。 

3-Ⅳ-8:能了解短文、簡

訊、書信的主要內容。 

3-Ⅳ-12:能熟悉重要的閱

讀技巧，如擷取大意、猜

測字義、推敲文意、預測

後續文意及情節發展等。 

3-Ⅳ-15:能分析及判斷文

章內容，了解敘述者的觀

點、態度及寫作目的。 

4-Ⅳ-1:能拼寫國中階段基

本常用字詞。 

4-Ⅳ-3:能掌握正確書寫格

式寫出英文句子。 

4-Ⅳ-5:能依提示寫出正確

達意的簡單句子。 

4-Ⅳ-6:能將簡易的中文句

子譯成英文。 

5-Ⅳ-1:能聽懂、讀懂國中

階段基本字詞，並使用於

簡易日常溝通。 

5-Ⅳ-3:能聽懂日常生活應

對中常用語句，並能作適

當的回應。 

5-Ⅳ-10:能讀懂簡易故事

及短文，並能以簡短的句

子說出或寫出其內容大

意。 

6-Ⅳ-1:樂於參與課堂中各

類練習活動，不畏犯錯。 

6-Ⅳ-4:樂於接觸課外的英

語文多元素材，如歌曲、

英語學習雜誌、漫畫、短

片、廣播、網路等。 

7-Ⅳ-3:利用語言及非語言

溝通策略（如請求重述、

1. 教師說明規則，學生必

須把課文中的你我他跳

過，並改成角色原來的名

字唸出。 

2. 學生接龍念課文，每人

念一句，接續完成接龍。 

 

B. 對話複習測驗 

1. 學生將空格中的中文翻

譯出來。 

 

[Grammer] 

A. 文法競標賽 

1. 教師將拍賣物秀在 PPT

上。 

2. 學生必須舉牌競標，利

用本課的花費動詞造句競

標，出價最高者得標。 

3. 得標最多的一組，教師

給予獎勵。 

 

B. 文法複習測驗 

1. 教師複習花費動詞和問

路相關的文法 

2. 學生完成文法學習單。 

 

[Pronunciation] 

A. 請你跟我這樣念 



 

手勢、表情等）提升溝通

效能。 

7-Ⅳ-4:能對教師或同學討

論的內容觸類旁通、舉一

反三。 

9-Ⅳ-1:能綜合相關資訊作

合理的猜測。 

9-Ⅳ-2:能把二至三項訊息

加以比較、歸類、排序。 

9-Ⅳ-3:能根據上下文語境

釐清不同訊息間的因果關

係。 

9-Ⅳ-4:能依上下文所提供

的文字線索（如 in my 

opinion、maybe）分辨客

觀事實與主觀意見。 

1. 教師與學生一起打出節

奏複習發音的字詞。 

2. 由教師開始一起打節奏

給一個發音字詞，並給出

下一個發音，學生必須接

龍說出含有這個發音的生

詞。 

 

B. 發音複習測驗 

1. 教師說出生詞。 

2. 學生在學習單上圈出對

應的發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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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3] 
Ab-Ⅳ-1:句子的發音、

重音及語調。 

Ab-Ⅳ-2:歌謠、韻文的

節奏與音韻。 

Ab-Ⅳ-3:字母拼讀規則

（含字母拼讀的精熟能

力、字彙拼寫的輔

助）。 

Ac-Ⅳ-3:常見的生活用

語。 

Ac-Ⅳ-4:國中階段所學

字詞（能聽、讀、說、

寫最基本的 1,200 字

詞）。 

Ad-Ⅳ-1:國中階段所學

的文法句型。 

Ae-Ⅳ-4:簡易賀卡、書

信、電子郵件。 

Ae-Ⅳ-7:敘述者的觀

點、態度、及寫作目

的。 

B-Ⅳ-2:國中階段所學字

詞及句型的生活溝通。 

B-Ⅳ-4:個人的需求、意

願和感受的表達。 

[Review 3] 
1-Ⅳ-1:能聽懂課堂中所學

的字詞。 

1-Ⅳ-2:能聽懂常用的教室

用語及日常生活用語。 

1-Ⅳ-3:能聽懂基本或重要

句型的句子。 

2-Ⅳ-1:能說出課堂中所學

的字詞。 

2-Ⅳ-2:能依情境使用日常

生活用語。 

2-Ⅳ-5:能以簡易的英語表

達個人的需求、意願和感

受。 

2-Ⅳ-6:能依人、事、時、

地、物作簡易的描述或回

答。 

2-Ⅳ-7:能依人、事、時、

地、物作簡易的提問。 

2-Ⅳ-8:能以正確的發音、

適切的重音及語調說出基

本或重要句型的句子。 

2-Ⅳ-9:能進行簡易的角色

扮演。 

2-Ⅳ-10:能以簡易的英語

描述圖片。 

Review 3-L5+L6 

A. 段考前複習 

1. 教師發出段考重點講

義，帶領學生複習並完成

講義。 

 

B. 段考後檢討 

1. 教師發還批閱後試卷，

並檢討題目。 

2 電子教科書 

教學影片 

學習單 

教學字卡 

互動遊戲 

補充資料 

口語練習 

作業書寫 

小組互動 

戶外教育 

品德教育 

1/18、19第 3次段考 

1/20休業式 



 

B-Ⅳ-5:人、事、時、

地、物的描述及問答。 

B-Ⅳ-8:引導式討論。 

D-Ⅳ-1:依綜合資訊作合

理猜測。 

D-Ⅳ-2:二至三項訊息的

比較、歸類、排序的方

法。 

D-Ⅳ-4:藉文字線索，對

客觀事實及主觀意見的

分辨。 

2-Ⅳ-12:能以簡易的英語

參與引導式討論。 

2-Ⅳ-13:能依主題或情境

以簡易英語進行日常生活

溝通。 

3-Ⅳ-2:能辨識課堂中所學

的字詞。 

3-Ⅳ-5:能看懂簡易的生活

用語。 

3-Ⅳ-6:能看懂基本的句

型。 

3-Ⅳ-7:能了解對話的主要

內容。 

3-Ⅳ-8:能了解短文、簡

訊、書信的主要內容。 

3-Ⅳ-12:能熟悉重要的閱

讀技巧，如擷取大意、猜

測字義、推敲文意、預測

後續文意及情節發展等。 

3-Ⅳ-15:能分析及判斷文

章內容，了解敘述者的觀

點、態度及寫作目的。 

4-Ⅳ-1:能拼寫國中階段基

本常用字詞。 

4-Ⅳ-3:能掌握正確書寫格

式寫出英文句子。 

4-Ⅳ-5:能依提示寫出正確

達意的簡單句子。 

4-Ⅳ-6:能將簡易的中文句

子譯成英文。 

5-Ⅳ-1:能聽懂、讀懂國中

階段基本字詞，並使用於

簡易日常溝通。 

5-Ⅳ-3:能聽懂日常生活應

對中常用語句，並能作適

當的回應。 

5-Ⅳ-10:能讀懂簡易故事

及短文，並能以簡短的句

子說出或寫出其內容大

意。 

6-Ⅳ-1:樂於參與課堂中各

類練習活動，不畏犯錯。 

6-Ⅳ-4:樂於接觸課外的英

語文多元素材，如歌曲、

英語學習雜誌、漫畫、短

片、廣播、網路等。 

7-Ⅳ-3:利用語言及非語言

溝通策略（如請求重述、



 

手勢、表情等）提升溝通

效能。 

7-Ⅳ-4:能對教師或同學討

論的內容觸類旁通、舉一

反三。 

9-Ⅳ-1:能綜合相關資訊作

合理的猜測。 

9-Ⅳ-2:能把二至三項訊息

加以比較、歸類、排序。 

9-Ⅳ-3:能根據上下文語境

釐清不同訊息間的因果關

係。 

9-Ⅳ-4:能依上下文所提供

的文字線索（如 in my 

opinion、maybe）分辨客

觀事實與主觀意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