貳、英語文領域
一、 基本理念
隨著地球村時代的來臨，國際間政治、經濟、文化往來頻繁，英語的重要性
日益突顯。從資訊、科技、工商業乃至高等教育，英語已成為國際交流的重要溝
通工具。此外，透過英語文學習，學習者能適切回應英語國家的社會文化活動和
增進多元文化的瞭解與尊重，並進而能使用英語能力為 21 世紀的生活做準備，更
被引述為世界公民的必要素質。
為配合政府國際化的政策，提高我國國際競爭力，政府正大力推動各個階段
的英語教育，加上社會各界的殷切期盼，英語教學遂規劃九十四學年度起提前至
國小三年級開始實施。
國民中小學英語課程旨在奠定國人英語溝通能力的基礎、提升英語學習的動
機與興趣、涵詠國際觀、獲致新知，以期未來能增進國人對國際事務的處理能力，
增強國家競爭力。本課程強調營造自然、愉快的語言學習環境，以培養學生的學
習興趣和基本溝通能力。上課宜採輕鬆活潑、互動的教學模式；教材內容及活動
設計宜生活化、實用化及趣味化；體裁宜多樣化。除強調個別語言成分之外，更
應強調聽、說、讀、寫四種技能的培養，透過多元教材與活動練習，循序漸進，
讓學生藉由同儕及師生的互動，多方面接觸英語，並實際運用，而非由老師單向
灌輸文法知識。為了維持學生的學習動機且不增加學習負擔，教材的分量及難易
度宜適中，學生的學習興趣與吸收能力應勝於教學進度的考量。

二、 課程目標
國民中小學英語課程的目標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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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認識，俾能加以比較，並尊重文化差異。

三、 能力指標編碼方式與說明
(一) 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說明〉1.能力指標編號：分段能力指標共有四碼，以「a-b-c-d」方式編碼。
第一個數字「ａ」代表能力類別，其中分為七項：1.聽；2.說；3.讀；
4.寫；5.聽說讀寫綜合應用能力；6.學習英語的興趣與方法；7.文化
與習俗。
第二個數字「ｂ」代表學習階段，分為兩階段：1.第一階段：國小三
至六年級；2.第二階段：國中一、二、三年級。
第三個數字「ｃ」代表流水號。
第四個數字「ｄ」
，代表重點意涵，乃根據原來三個數字能力指標流
水號而接續下來的次分類。新增各能力指標之重點意涵，使能力指
標之解讀更為明確而不易模糊，且能嘉惠更多教師在實務上的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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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一階段部分能力指標以「網底」標示者，代表該能力指標較為基
本，應該優先在國小三、四年級達成。
3.九年一貫英語教學應涵蓋以下所有的能力指標，惟表中標有「*」號
者，表示各校在針對學生的能力特質或各校的不同時數規劃課程
時，可就該項能力指標選取或自行研發深淺、分量不同的教材，進
行適性教學。
4.表格中所列能力指標係配合教育部中小學一貫課程體系之建置。
表 2-1 能力指標編碼方式
能力類別

學習階段

a

1.
2.
3.
4.
5.
6.
7.

流水號

b
c
1. 第一階段：
聽
1-1-1 ~ 1-1-11
國小三至六年 1-2-1 ~ 1-2-5
級
說
2-1-1 ~ 2-1-12
2-2-1 ~ 2-2-8
2. 第二階段：
讀
3-1-1 ~ 3-1-9
國中一、二、 3-2-1 ~ 3-2-9
三年級
寫
4-1-1 ~ 4-1-7
4-2-1 ~ 4-2-5
聽說讀寫綜合應用能力
5-1-1 ~ 5-1-7
5-2-1 ~ 5-2-6
學習英語的興趣與方法
6-1-1 ~ 6-1-16
6-2-1 ~ 6-2-8
文化與習俗
7-1-1 ~ 7-1-4
7-2-1 ~ 7-2-3

重點意涵

d
1~5
1~3
1~5
1~3
1~3
1~4
1~3

(二) 調整後之能力指標
〈說明〉1.能力指標編號：分段能力指標共有四碼，以「a-b-c-d」方式編碼。
第一個數字「ａ」代表能力類別，其中分為七項：1.聽；2.說；3.
讀；4.寫；5.聽說讀寫綜合應用能力；6.學習英語的興趣與方法；
7.文化與習俗。
第二個數字「ｂ」代表學習階段，分為兩階段：1.第一階段：國小
三至六年級；2.第二階段：國中一、二、三年級。
第三個數字「ｃ」代表流水號。
第四個數字「ｄ」
，代表重點意涵，乃根據原來三個數字能力指標流
水號而接續下來的次分類。此為依據認知功能輕微缺損之學生能力
所調整後的指標，使教師在實施教學上能有所參考。
2.標號「*」代表該能力指標在經過調整之後，對認知功能輕微缺損的
學生而言，仍屬有難度的指標，建議可列為進階能力指標；同時教
師在實施教學時，可視學生的學習狀況及能力，就該項能力指標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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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或自行研發深淺、分量不同的教材，進行適性教學。
表 2-2

能力指標編碼方式
能力類別
學習階段
流水號
a
b
c
1. 第一階段：
1. 聽
1-1-1 ~ 1-1-11
國小三至六年級
1-2-1 ~ 1-2-5
2. 說
2-1-1 ~ 2-1-12
2. 第二階段：
2-2-1 ~ 2-2-8
國中一、二、三年級 3-1-1 ~ 3-1-9
3. 讀
3-2-1 ~ 3-2-9
4. 寫
4-1-1 ~ 4-1-7
4-2-1 ~ 4-2-5
5. 聽說讀寫綜合應
5-1-1 ~ 5-1-7
用能力
5-2-1 ~ 5-2-6
6. 學習英語的興趣
6-1-1 ~ 6-1-16
與方法
6-2-1 ~ 6-2-8
7. 文化與習俗
7-1-1 ~ 7-1-4
7-2-1 ~ 7-2-3

重點意涵
d
1~6
1~8
1~8
1~8
1~6
1~6
1~4

四、能力指標在認知功能輕微缺損學生的調整與應用說明
(一) 能力指標調整建議
對照於九年一貫的能力指標，針對認知功能輕微缺損（智障、學障、情障、
自閉症）的學生，在七個學習類別上的各分段能力指標及其重點意涵上，
根據簡化、減量、分解、替代等主要原則，作了以下的能力指標之調整，
其建議及說明如表 2-3 所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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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各能力指標調整建議
表 2-3-1
語言能力--聽
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1-1-1 能聽辨 26 個字母。
1-1-1-1 能聽懂辨別英語 26 個字母的名稱(letter name)。

1-1-2 能聽辨英語的子音與母音。
1-1-2-1 能聽辨英語的子音。
1-1-2-2 能聽辨英語的母音。

1-1-3 能聽辨課堂中所習得的詞彙。
1-1-3-1 能聽懂課堂中所習得的字詞、片語。
1-1-3-2 能聽懂辨別課堂中所習得的字詞、片語。
1-1-4 能聽辨句子的語調。
1-1-4-1 能聽辨句子的句尾語調是上揚或是下降。

指標調整
1-1-1-1 聽到字母後，能複述所聽到的英語字母。
1-1-1-2 聽到字母後，能指認出對應的英語字母。
1-1-1-3 能分辨發音易混淆的字母，如字母中的 Bb/Pp、Dd/Tt、Mm/Nn。
1-1-2-1 能聽辨英語的子音。
1-1-2-2 能聽辨英語的母音。
1-1-2-3 能聽辨發音易混淆的子音，如 b/p、d/t、f/v、g/k、ch/sh、
br/bl、pr/pl 等。
1-1-2-4 能聽辨發音易混淆的母音，如長母音與短母音的差別。
1-1-3-1 聽到課堂中所習得的字詞，能做出指認。
1-1-3-2 聽到課堂中所習得的片語，能做出指認。
1-1-4-1 聽到句子，能察覺並表達出句尾語調的不同處。
1-1-4-2 能聽辨及表達出句尾語調下降的句子。
1-1-4-3 能聽辨及表達出句尾語調上揚的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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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指標調整

1-1-5 能聽辨課堂中所習得的字詞、片語及句子的重音。
1-1-5-1 能聽辨單字的音節數和重音。
1-1-5-1
1-1-5-2 能聽出片語的重音：若是複合詞(compound)，重 1-1-5-2
音通常在第一個字(如 trash can)；若是形容詞加 *1-1-5-3
名詞，重音通常在第二個字(如 hot water)。
1-1-5-3 能聽出句子的重音：能聽出在句子中所要強調的
字詞，即為重音所在。
*1-1-5-4
1-1-6 能聽辨句子的節奏。
1-1-6-1 能聽辨句子中的字詞有強弱之分。
1-1-6-1

能聽辨單字發音，並表達出音節數。
能聽辨單字發音，並表達出重音位置。
能聽辨片語發音，並表達出重音位置，如複合詞「trash
can」，重音在第一個字，形容詞加名詞 「hot water」，重
音在第二個字。
能聽辨句子中的重音，即為句子中所要強調的字詞。

能聽辨句子中重讀與輕讀的字詞位置。
1-1-6-2 能聽辨句子中的節拍快慢。

1-1-7 能聽懂常用的教室用語及日常生活用語。
1-1-7-1 能聽懂課堂中的常語，如 Stand up. Sit down. Open 1-1-7-1 能聽懂基本的教室設備用語，如 desk、chair、book 等。
(Close) your book.等。
1-1-7-2 能聽懂基本的課堂用語，並做出正確的回應，如 Stand up、
1-1-7-2 能聽懂日常生活中的常用語，如 Hello (Hi)! Good
Sit down、Open (Close) your book 等。
morning (afternoon)! Thank you. You＇re welcome. 1-1-7-3 能聽懂日常生活中，關於食、衣、住、行等基本詞彙，如 eat、
Goodbye.等。
car、house 等。

1-1-7-4 能聽懂日常生活用語，如 Hello！ Hi！ Goodbye、Excuse
me、I＇m sorry 等。
1-1-8 能聽懂簡易句型的句子。
1-1-8-1 能聽懂課堂中所習得的簡單句(simple sentence)。
1-1-8-2 能利用學過的字詞瞭解句義。

1-1-8-1 能聽懂課堂中所習得的簡單句，如直述句、命令句、疑問句
等。
1-1-8-2 能聽懂課堂中簡單句的關鍵字，並表達出關鍵字之中文意思。
1-1-8-3 能利用學過的字詞和片語瞭解句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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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1-1-9 能聽懂簡易的日常生活對話。
1-1-9-1 能聽辨日常生活對話中的關鍵字詞。
1-1-9-2 能聽懂日常生活對話的主要內容。

*1-1-10 能聽懂簡易歌謠和韻文的主要內容。
1-1-10-1 能聽懂簡易歌謠和韻文中的關鍵字詞、句子。
1-1-10-2 能聽懂簡易歌謠和韻文的大意。

指標調整
1-1-9-1 能聽懂簡易日常生活對話中的關鍵字詞，如購物、講電話、
點餐等。
*1-1-9-2 能在適當提示下，依據關鍵字詞，聽懂簡易日常生活對話中
的主要內容，如購物、講電話、詢問時間或天氣、自我介紹
等。
1-1-10-1 能聽出簡易歌謠和韻文中重複出 現的韻腳音。
1-1-10-2 能聽出簡易歌謠和韻文中重複出現的字詞或句子。
*1-1-10-3 能聽出簡易歌謠和韻文中每一個段落中的關鍵字詞。
*1-1-10-4 能聽出簡易歌謠和韻文中每一個段落中的關鍵句子。
*1-1-10-5 在適當提示下，能聽辨學過的字詞，並表示出歌謠和韻文
的大意。

*1-1-11 能聽懂簡易兒童故事及兒童短劇的大致內容。
1-1-11-1 能藉由視聽輔助教材教具，如老師的臉部表
情、肢體動作、聲音效果、圖畫、影像、布偶 1-1-11-1 能藉由視聽輔助教材教具，如圖畫、影像、布偶、表情動作
等，聽懂所學的故事或短劇之關鍵字詞、關鍵
等，分段聽懂熟悉且簡易之兒童故事及短劇的關鍵字詞。
句子。
*1-1-11-2 能藉由視聽輔助教材教具，如圖畫、影像、布偶、表情動作
1-1-11-2 能藉由視聽輔助教材教具，如老師的臉部表
等，分段聽懂熟悉且簡易之兒童故事及短劇的關鍵句子。
情、肢體動作、聲音效果、圖畫、影像、布偶 *1-1-11-3 能藉由視聽輔助教材教具，如圖畫、影像、布偶、表情動作
等，聽懂所學的故事或短劇之內容大意。
等，聽懂並表達出熟悉且簡易之兒童故事及短劇的內容大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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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1-2-1 能瞭解簡易歌謠、韻文的節奏、音韻與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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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標調整
1-2-1-1 在聆聽簡易歌謠及韻文的過程中，能感受並表達出所傳達的
氣氛與情緒，如愉悅、感傷等。
1-2-1-2 能聽辨簡易歌謠及韻文的節奏，如重讀、輕讀及速度快慢等。
1-2-1-3 能聽辨簡易歌謠及韻文的音韻，如押韻的字及韻腳等。
*1-2-1-4 能在適當提示下，聽辨學過的字詞，並表示出簡易歌謠及韻
文的大意。

1-2-2 能辨識不同句子語調所表達的情緒和態度。
1-2-2-1 能瞭解直述句表達的是明確的意思，語尾通常為 1-2-2-1 能辨認直述句通常為語尾下降的語調，瞭解表達明確的意思。
下降的語調。
1-2-2-2 能辨認 Yes/No 疑問句一般為上升的語調，表達詢問之意。
1-2-2-2 能瞭解 Yes/No 疑問句一般為上升的語調，其表 1-2-2-3 能辨認 Wh-疑問句一般為下降的語調，通常目的在詢問 Wh達的目的是詢問。
詞的資訊。
1-2-2-3 能瞭解 Wh-疑問句一般為下降的語調，目的在詢 1-2-2-4 能從語調上感受到說話者可能的情緒或態度，如喜怒哀樂、
問 Wh-詞的資訊。
驚訝、恐懼、憂愁、急躁等。
1-2-2-4 能從語調上感受到說話者可能的情緒或態度，如 *1-2-2-5 能知道直述句也可用上揚的語調表示驚訝或疑問。
喜怒哀樂、驚訝、恐懼、憂愁、急躁等，甚至直
述句也可以用上揚的語調表示驚訝或疑問等。
1-2-3 能聽懂日常生活對話和簡易故事。
1-2-3-1 能聽出對話和故事的關鍵字詞、片語。
1-2-3-1 在適當提示下，能聽懂各種日常生活對話情境的關鍵字詞。
1-2-3-2 能聽出對話和故事的內容大意。
1-2-3-2 在適當提示下，能聽懂各種日常生活對話情境的關鍵片語。

1-2-3-3 在適當提示下，能聽懂簡易故事的關鍵字詞。
1-2-3-4 在適當提示下，能聽懂簡易故事的關鍵片語。
1-2-3-5 在適當提示下，依據關鍵字詞及片語，聽懂各種日常生活對
話情境的主要內容。
*1-2-3-6 在適當提示下，依據關鍵字詞及片語，聽懂簡易故事的主要
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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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指標調整

*1-2-4 能辨識對話或訊息的主旨或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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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1 在適當提示下，聽懂對話或訊息中的關鍵字詞和片語。
1-2-4-2 能夠從對話人物的年紀、性別、彼此稱呼等，瞭 1-2-4-2 在適當提示下，從對話人物的年紀、性別或彼此稱呼，聽懂
解他們間的關係(如父母子女、師生、同學等)。
對話或訊息並表達出主要人物間的關係，如親子、手足、師
1-2-4-3 能從對話中的慣用語，瞭解對話的時空場合(如車
生等。
上、商店裡、家中等)以及所表現的溝通功能(如問 *1-2-4-3 在適當提示下，聽懂並表達出對話或訊息中的時空場合，如
路、道歉、購物等)。
車內、商店、家中等。

*1-2-4-4 在適當提示下，聽懂並表達出對話或訊息中的溝通目的，如
問路、道歉、購物等。
*1-2-4-5 能在適當提示下，聽懂並表達出對話或訊息中的主旨大意。
*1-2-5

能透過視覺上的輔助，聽懂簡易影片和短劇的大致
內容。
1-2-5-1 能藉由視聽輔助教材教具，如旁白陳述，並搭配 1-2-5-1 能藉由視聽輔助教材教具，如字幕、旁白陳述等，分段聽懂
影片瞭解影片的大致內容。
簡易影片及短劇中的關鍵字詞。
1-2-5-2 能藉由視聽輔助教材教具瞭解短劇的大致內
*1-2-5-2 能藉由視聽輔助教材教具，如字幕、旁白陳述等，分段聽懂
容，並能掌握其中的簡易對話之大意。
簡易影片及短劇中的關鍵句子。
1-2-5-3 能藉由視聽輔助教材教具瞭解影片或短劇中人 *1-2-5-3 能藉由視聽輔助教材教具，如字幕、旁白陳述等，分段聽懂
物間的關係(如父母子女、師生、同學等)。
簡易影片及短劇並表達出主要人物間的關係，如親子、手足、
1-2-5-4 能藉由視聽輔助教材教具瞭解對話的時空場合
師生等。
(如車上、商店裡、家中等)。
*1-2-5-4 能藉由視聽輔助教材教具，如字幕、旁白陳述等，分段聽懂
1-2-5-5 能藉由視聽輔助教材教具瞭解影片或短劇中呈
簡易影片及短劇並表達出時空場合，如車上、商店裏、家中
現的溝通功能(如問路、道歉、購物等)。
等。

*1-2-5-5 能藉由視聽輔助教材教具，如字幕、旁白陳述等，分段聽懂
簡易影片及短劇並表達出溝通目的，如問路、道歉、購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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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2 語言能力──說
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2-1-1 能說出 26 個字母。
2-1-1-1 能正確說出 26 個字母的名稱。
2-1-1-2 能依序正確說出 26 個字母的名稱。
2-1-2 能唸出英語的語音。
2-1-2-1 能唸出英語的子音
2-1-2-2 能唸出英語的母音
2-1-2-3 能唸出英語子音與母音的基本組合(syllable)。

2-1-3 能說出課堂中所習得的詞彙。
2-1-3-1 能正確覆誦課堂中所習得的字詞、片語。
2-1-3-2 能以正確的(輕)重音說出所習得的字詞、片語。

2-1-4 能以正確的語調說出簡易句型的句子。
2-1-4-1 能正確地覆誦所聽到句子的語調。
2-1-4-2 能以正確的語調說出直述句和問句。
2-1-5 能使用所習得的教室用語。
2-1-5-1 能正確地覆誦所習得的教室用語。
2-1-5-2 能正確地使用所習得的教室用語。

指標調整
2-1-1-1 能仿說 26 個字母的名稱。
2-1-1-2 能分段說出若干個連續的字母名稱，如 abcd、efgh 等。
2-1-1-3 能依序正確說出 26 個字母的名稱。
2-1-2-1 能仿說英語的子音。
2-1-2-2 能仿說雙子音，如 ch、sh、br、pr 等。
2-1-2-3 能仿說英語的母音。
2-1-2-4 能仿說母音組合，如 ee、ea、a_e…等。
2-1-2-5 能拼讀子音與母音的基本組合，如 pan、bat、it、see 等。
2-1-3-1 能仿說課堂中所習得的字詞。
2-1-3-2 能仿說課堂中所習得的片語。
2-1-3-3 能說出課堂中所習得的單音節字詞，如 cat、dog 等。
2-1-3-4 能說出課堂中所習得的多音節字詞，如 apple、teacher 等。
*2-1-3-5 能以正確的(輕)重音說出所習得的片語。
2-1-4-1 能以正確的語調仿說句子。
2-1-4-2 能以正確的語調說出直述句。
2-1-4-3 能以正確的語調說出問句。
2-1-5-1 能仿說所習得的教室用語。
2-1-5-2 在適當提示下，能說出所習得的教室用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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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指標調整

2-1-6 能以簡易的英語介紹自己。
2-1-6-1 能以學過的字詞、片語和句子簡單地介紹自己。 2-1-6-1 能利用學過的字詞及片語說出自己的基本資料，如英語名

字、年齡等。
2-1-6-2 在適當提示下，能使用若干個簡單句介紹自己。
2-1-7 能以簡易的英語介紹家人和朋友。
2-1-7-1 能以學過的字詞、片語和句子簡單地介紹家人和 2-1-7-1 能利用學過的字詞及片語介紹家人或朋友，如英語名字、年
朋友。
齡、職業、特徵（高矮胖瘦）等。

2-1-7-2 在適當提示下，能使用若干個簡單句介紹家人和朋友。
2-1-8 能使用所習得的日常生活用語。
2-1-8-1 能正確覆誦所習得的日常生活用語。
2-1-8-2 能正確使用所習得的日常生活用語。

2-1-8-1 能仿說所習得的日常生活用語，如 Hello(Hi)、 Good morning
(afternoon)、Goodbye！等。
2-1-8-2 在提示下，能在適當情境中正確使用日常生活用語，如問路、
道歉、購物等。

2-1-9 能作簡單的提問、回答和敘述。
2-1-9-1 能運用課堂中習得的字詞、片語和句子作簡單的 2-1-9-1 在適當提示下，能運用課堂中所習得的字詞、片語和句子，
提問、回答和敘述。
作簡單敘述。

2-1-9-2 在適當提示下，能使用 6W 疑問詞作簡單提問，如 When? 、
Where?等。
2-1-9-3 在適當提示下，能使用 be 動詞或助動詞開頭的問句作簡單
提問。
2-1-9-4 能使用 yes、no 或簡單單詞，根據問題作適當回答。
2-1-10 能朗讀和吟唱歌謠韻文。
2-1-10-1 能正確覆誦所習得的歌謠韻文。
2-1-10-2 能正確朗讀和吟唱歌謠韻文。

2-1-10-1 能哼唱歌謠韻文的曲調。
2-1-10-2 能逐句仿說所習得的歌謠韻文。
*2-1-10-3 在適當提示下，能朗讀和吟唱歌謠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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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2-1-11 能以所習得的英語看圖說話。
2-1-11-1 能正確說出與圖意相關的字詞。
2-1-11-2 能運用所習得的字詞、片語和句子表達圖意。

指標調整
2-1-11-1 能正確說出與圖意相關的字詞及片語，如人物、地點等。
2-1-11-2 能運用所習得的字詞表達圖意。
2-1-11-3 能運用所習得的片語表達圖意。
2-1-11-4 在適當提示下，能運用若干簡單句表達圖意。

*2-1-12 能進行簡易的角色扮演(role play)。
2-1-12-1 能以角色扮演進行簡單的對話。
2-1-12-1 在適當提示下，依照指定情境，進行角色扮演前的準備，如參與
2-1-12-2 能參與簡易的兒童短劇或 RT(reader theater)的演
小組討論、擬定對話、準備道具等。
出。
*2-1-12-2 在適當提示下，能看稿唸出台詞。
*2-1-12-3 在適當提示下，能以角色扮演方式進行簡單對話。
*2-1-12-4 在適當提示下，能參與簡易的兒童短劇或 RT（reader theater）
的演出。
2-2-1 能依情境使用所習得的教室用語。
2-2-1-1 能覆誦課堂中所習得的教室用語。
2-2-1-1 能仿說在課堂中新習得的教室用語。
2-2-1-2 能依情境正確使用所習得的教室用語。
2-2-1-2 在提示下，能在適當情境中正確使用所習得的教室用語。
2-2-2 能以簡易的英語參與課堂上老師引導的討論。
2-2-2-1 能依教師的提示以簡易的英語表達意見。
2-2-2-1 在老師引導的討論中，能以簡易的英語作適當的回應。
2-2-2-2 能以簡易的英語參與課堂討論。
*2-2-2-2 在適當提示下，能以簡易的英語表達與討論主題相關的意見。
*2-2-2-3 在適當提示下，能以簡易的英語參與課堂討論。
2-2-3 能以簡易的英語表達個人的需求、意願和感受。
2-2-3-1 能以簡易的英語表達個人的需求(物質的或精神 2-2-3-1 能以簡單的字詞和片語，表達個人的需求，如 want、need 等。
的)與意願(動向、未來規劃等)。
2-2-3-2 能以簡單字詞和片語，表達個人意願，如 would like、like、hate
2-2-3-2 能使用簡易的英語表達個人的各種情緒感受(喜
等。
怒哀樂、驚訝、害怕等)。
2-2-3-3 能以簡單字詞和片語表達個人感受，如 feel、happy、sad 等。
*2-2-3-4 在適當提示下，能使用若干簡單句表達自己的情緒或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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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指標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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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1 能使用簡易的英語描述事件的發生(包括與事件 2-2-4-1 在適當提示下，能使用所學過的字詞及片語，摘要描述事件
相關的人物、過程、時間、地點等)。
的發生，包括與事件相關的人物、過程、時間、地點等。
2-2-4-2 能使用簡易的英語描述日常生活中的人物(包括 2-2-4-2 在適當提示下，能使用簡單的字詞、片語摘要描述日常生活
其身分、年齡、外貌、習慣等)。
中人物的特徵。
2-2-4-3 能使用簡易的英語描述日常生活中的物件(包括 2-2-4-3 在適當提示下，能使用簡單的字詞、片語摘要描述日常生活
其大小、新舊、形狀、功用等)。
中物件的特徵。

*2-2-4-4 在適當提示下，能使用英語簡單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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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1 能正確使用簡易的英語提問(如 who, what, when, 2-2-5-1 在適當提示下，依所要詢問的人，能使用疑問詞「who」開
where, how, why 等問題)。
頭作提問。
2-2-5-2 聽到對方提問時，能針對重點(如 who, what, when, 2-2-5-2 在適當提示下，依所要詢問的物件，能使用疑問詞「what」
where, how, why 等)作正確回應。
開頭作提問。

2-2-5-3 在適當提示下，依所要詢問的時間，能使用疑問詞「when」
或「what time」開頭作提問。
2-2-5-4 在適當提示下，依所要詢問的地點，能使用疑問詞「where」
開頭作提問。
2-2-5-5 在適當提示下，依所要詢問的程度，能使用疑問詞「how」
開頭作提問。
2-2-5-6 在適當提示下，依所要詢問的原因，能使用疑問詞「why」
開頭作提問。
2-2-5-7 在適當提示下，能根據上述任一種詢問的重點作正確的回應。
*2-2-5-8 在適當提示下，能使用完整的簡單句作適當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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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指標調整

*2-2-6 能依情境及場合，適切地表達自我並與他人溝通。
2-2-6-1 能依情境及場合，與他人用英語針對某些主題或 *2-2-6-1 在適當提示下，能依情境及場合，使用簡單的字詞、片語表
事物進行溝通(如討論各自的家人、房間擺設、興
達自我，如討論各自的家人、房間擺設、興趣嗜好等。
趣嗜好等)。
*2-2-6-2 在適當提示下，能依情境及場合，使用若干簡單句表達自我，
2-2-6-2 能在適當的場合，針對不同的對象，說適當的話。
如討論各自的家人、房間擺設、興趣嗜好等。

*2-2-6-3 在適當提示下，能依照情境及場合，使用簡單的字詞、片語
與他人溝通。
*2-2-6-4 在適當提示下，能依照情境及場合，使用若干簡單句，與他
人溝通。
*2-2-7 能參與簡易的短劇表演。
2-2-7-1 能明白短劇台詞涵義，並且能正確地將各句唸
2-2-7-1 在適當提示和說明下，能瞭解短劇台詞涵義。
出。
2-2-7-2 在適當提示下，能逐句仿說短劇劇本的台詞和語調。
2-2-7-2 能依劇情，以正確聲調、配合表情動作，唸出自 *2-2-7-3 在適當提示下，能依劇情的需要，使用適當的聲調以及表情
己的台詞，並與其他演員互動。
動作唸出台詞。

*2-2-7-4 在適當提示下，能依劇情的需要，適當地與其他演員互動，
如正確的走位、手勢、眼神等。
*2-2-8 能以簡易的英語介紹國內外風土民情。
2-2-8-1 能以簡易的英語介紹本國風俗習慣。
2-2-8-1 在適當提示下，能利用學過的相關字詞和片語，描述國內的
2-2-8-2 能以簡易的英語說明國內外節慶、文化、習俗等
風土民情，如節慶、習俗等。
之異同。
2-2-8-2 在適當提示下，能利用學過的相關字詞和片語，描述國外的

風土民情，如節慶、習俗等。
*2-2-8-3 在適當提示下，利用若干簡單句描述國內風土民情。
*2-2-8-4 在適當提示下，利用若干簡單句描述國外風土民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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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3 語言能力──讀
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3-1-1 能辨識印刷體大小寫字母。
3-1-1-1 能正確辨識印刷體的大寫字母；
3-1-1-2 能正確辨識印刷體的小寫字母；
3-1-1-3 能正確辨識印刷體大小寫字母之間對
應的關係。

3-1-2 能辨識課堂中習得的詞彙。
3-1-2-1 能正確辨識課堂中所習得的字詞、片
語。
3-1-2-2 能讀出課堂中所習得的字詞、片語。
3-1-2-3 能瞭解課堂中所習得字詞、片語的語
意。
3-1-3 能看懂簡易的英語標示。
3-1-3-1 能從所看見的英語標示中辨識出已學
過的字詞。
3-1-3-2 能辨識並瞭解常見英語標示的意義。
3-1-3-3 能認識校園內簡易的雙語標示。

指標調整
3-1-1-1 能正確唸讀印刷體的大寫字母。
3-1-1-2 能正確唸讀印刷體的小寫字母。
3-1-1-3 能正確辨識印刷體大小寫字母的外觀是相近的字母，如 Ii、Jj、Uu、Yy 等。
3-1-1-4 能正確辨識印刷體大小寫字母的外觀是不一樣的字母，如 Aa、Ee、Gg、Qq
等。
3-1-1-5 能正確辨識易混淆的印刷體大寫字母，如 E/F、I/J、H/N、U/V、M/W 等。
3-1-1-6 能正確辨識易混淆的印刷體小寫字母，如 b/d、f/t、h/n、m/n、p/q、m/w、
n/u 等。
3-1-1-7 能正確辨識並指認對應的印刷體大小寫字母，如 PEN→pen、book→BOOK 等。
3-1-2-1 在看到課堂中所習得的字詞或片語時，能正確指出相對應的圖片。
3-1-2-2 在看到課堂中所習得的字詞時，能讀出該字詞。
3-1-2-3 在看到課堂中所習得的片語時，能讀出該片語。
3-1-2-4 在看到課堂中所習得的字詞時，能正確表達出其中文語意。
3-1-2-5 在看到課堂中所習得的片語時，能正確表達出其中文語意。
3-1-3-1 能從校園內的簡易英語標示中指出已經學過的字詞或片語，如 Classroom、
Office 等。
3-1-3-2 能正確說出校園內簡易英語標示的中文意思。
3-1-3-3 能看懂生活中常見的簡易英語標示，如「P 」代表停車場，「EXIT」代表出
口，「PUSH」、「PULL」代表推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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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指標調整

3-1-4 能辨識歌謠、韻文、故事中的常用字詞。
3-1-4-1 能正確辨識歌謠、韻文、故事中經常 3-1-4-1 能在歌謠、韻文、故事的讀本中，指出所習得的常用字詞。
出現的字詞。
3-1-4-2 能在歌謠、韻文、故事的讀本中，讀出所習得的常用字詞。
3-1-4-2 能讀出歌謠、韻文、故事中經常出現 3-1-4-3 能在歌謠、韻文、故事的讀本中，表達出所習得之常用字詞的中文意思。
的字詞
3-1-4-3 能瞭解歌謠、韻文、故事中經常出現
字詞的意義。
3-1-5 能看懂簡單的句子。
3-1-5-1 能正確跟讀課堂中所習得的簡單句
3-1-5-1 能正確跟讀課堂中所習得的簡單句。
(simple sentence)。
3-1-5-2 能自行朗讀課堂中所習得的簡單句。
3-1-5-2 能利用習得的字詞理解簡單句的意
3-1-5-3 能默讀課堂中所習得的簡單句。
義。
3-1-5-4 能在讀的過程中利用習得的字詞，表達出簡單句的中文意思。
3-1-6 能辨識英語書寫的基本格式。
3-1-6-1 能辨識英語的字與字間需要有空格。
3-1-6-1 能表達文章句子的閱讀順序是由左到右、由上而下。
3-1-6-2 能辨識英語句首的字母要大寫。
3-1-6-2 能指出英語字與字之間的空格。
3-1-6-3 能辨識英語的書寫格式是由左到右、由 3-1-6-3 能表達出不同英語標點符號的意義。
上到下
3-1-6-4 能依據標點符號的位置及句首大寫字母，表達出句子的開始與結束。
3-1-6-4 能辨識英語句子的句尾要加適當的標
3-1-6-5 能表達出英語句首的字母要大寫。
點符號(.！?等)。
*3-1-6-6 能在句中看到大寫英語字母時，表達出其意義，如專有名詞、強調用法等。
3-1-6-5 能瞭解英語專有名詞(如人名與地名)字
首必須大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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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指標調整

3-1-7 能朗讀課本中的對話和故事。
3-1-7-1 能正確跟讀課本中的對話和故事。
3-1-7-1 能跟讀課本中的對話內容。
3-1-7-2 在跟讀時能正確指出所讀的字詞。
3-1-7-2 能跟讀課本中的故事內容。
3-1-7-3 能於閱讀時，在適當的地方(meaningful 3-1-7-3 在跟讀時，能用手指指出目前跟讀字詞的位置。
chunk)斷句。
3-1-7-4 在引導協助下，能於閱讀時，在適當的地方斷句。
3-1-7-4 能正確朗讀課本中簡短的對話或故
3-1-7-5 在適當提示下，朗讀課本中簡短的對話內容。
事。
3-1-7-6 在適當提示下，朗讀課本中簡短的故事內容。
*3-1-8 能藉圖畫、圖示等視覺輔助，閱讀並瞭
解簡易故事及兒童短劇中的大致內容。
3-1-8-1 能透過人物的表情、肢體動作，或藉 3-1-8-1 能藉由圖畫、圖示等視覺輔助，分段指認簡易故事及兒童短劇的關鍵
由圖畫、布偶等視覺輔助，辨識簡易
字詞。
故事與兒童短劇中的關鍵字詞及句
*3-1-8-2 能藉由圖畫、圖示等視覺輔助，分段指認簡易故事及兒童短劇的關鍵
子。
句子。
3-1-8-2 能藉圖畫、圖示等視覺輔助，閱讀與 *3-1-8-3 能藉由圖畫、圖示等視覺輔助，分段閱讀並表達出簡易故事及兒童短
理解簡易故事及兒童短劇的內容大
劇的內容大意。
意。
*3-1-9 能藉圖畫、標題、書名，猜測或推論主
題。
3-1-9-1 能藉圖畫、標題、書名，猜測或推論 3-1-9-1 在適當提示下，能藉圖畫、標題、書名，猜測或推論文本的主題大意。
主題。
3-1-9-2 在適當提示下，能藉圖畫、標題、書名，猜測或推論文本標題或書名
3-1-9-2 能藉圖畫、標題、書名或上下文，猜
的字詞意義。
測或推論字詞的意義。
*3-1-9-3 在適當提示下，能藉圖畫、標題、書名，猜測或推論文本的情節發展。
3-1-9-3 能藉圖畫、標題、書名或上下文，猜
測或推論可能的情節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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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能辨識英語字母的連續書寫體(cursive
writing)。
3-2-1-1 能正確辨識連續書寫體大小寫字母的
對應。
3-2-1-2 能閱讀以連續書寫體呈現的字詞。
3-2-1-3 能閱讀以連續書寫體呈現的短文。
3-2-2 能用字典查閱字詞的發音及意義。
3-2-2-1 能瞭解並運用字典編排方式，查閱生
字。
3-2-2-2 能利用字典中的標音系統，讀出所查
生字的發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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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標調整

3-2-1

*3-2-1-1 能察覺該英語字母是以書寫體寫成。
*3-2-1-2 能區辨該英語字母所拼成的字彙或寫成的句子是採用書寫體或印刷體
的格式。
3-2-2-1 能瞭解英語字典的編排方式。
3-2-2-2 能運用字典按照字母順序編排的方式查閱生字。
3-2-2-3 能在字典中指出所查生字的標音系統。
*3-2-2-4 在適當提示下，能在字典中讀出所查生字的發音。
*3-2-2-5 能瞭解字典中，英語詞性略語的意思，如 n.→名詞、adj.→形容詞等。
*3-2-2-6 能在字典中指出所查生字的詞性，如名詞、形容詞、副詞、動詞等。
3-2-2-7 能在字典中指出所查生字的字義。
*3-2-2-8 在適當提示下，能依照閱讀文句或文章的語義，從字典中選取適當的
字義。

3-2-3 能看懂常用的英語標示和圖表。
3-2-3-1 能解讀生活中常見的英語標示(如 No 3-2-3-1 能讀懂生活中常見的英語標示，並表達所傳達的訊息，如 No Smoking、
Smoking 等)。
Caution 等。
3-2-3-2 能辨識校園中常見的英語標示(如
3-2-3-3 能讀懂校園中簡易常見的英語標示，並表達所傳達的訊息，如 toilet、
Language Lab, Toilet / Restroom 等
classroom、office 等。
3-2-3-3 能解讀簡易圖表中(如 bar graph, table) *3-2-3-2 能讀懂簡易圖表，並表達所呈現的訊息，如 bar graph、table 等。
呈現的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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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指標調整

3-2-4

能用適切的語調、節奏朗讀短文、簡易故
事等。
3-2-4-1 能用適切的語調、節奏跟讀短文、簡易故事。
3-2-4-1 能感受短文、簡易故事中說話者的心 3-2-4-2 能在跟讀短文、簡易故事中，能感受並表達出所傳達的氣氛與情緒，
情及說話的語氣。
如愉悅、感傷等。
3-2-4-2 能調整語調、音量、速度，適切地朗 *3-2-4-3 在適當提示下，能用適切的語調、節奏分段朗讀短文、簡易故事。
讀短文、簡易故事等。
3-2-5 能瞭解課文的主旨大意。
3-2-5-1 能以略讀(skimming)的技巧掌握文章段 *3-2-5-1 在適當提示下，能指認文章段落中的關鍵字詞並表達出其中文意義。
落的主旨大意。
*3-2-5-2 在適當提示下，能指認文章段落中的主題句，並表達出其中文意義。
3-2-5-2 能由細節建構出整篇文章的內容大 *3-2-5-3 在適當提示下，能透過關鍵字詞及主題句表達出文章段落的大意。
意。
*3-2-5-4 在適當提示下，能透過文章段落的大意，理解並表達出整篇文章的內

容大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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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6-1 在適當提示下，能從對話文本中找出說話者的重要內容及所要傳達的
3-2-6-1 能從對話中找出說話者的重要內容及
訊息。
所要傳達的訊息。
*3-2-6-2 在適當提示下，能從短文中擷取重要內容大意。
3-2-6-2 能從短文中擷取重要內容大意。
*3-2-6-3 在適當提示下，能從書信中找出寫信者與收信人的關係。
3-2-6-3 能從書信中找出寫信者的重要目的及 *3-2-6-4 在適當提示下，能從書信中找出寫信者的重要目的。
與收信人的關係。
*3-2-6-5 在適當提示下，能從故事及短劇中找出人物角色間的關係。
3-2-6-4 能從故事及短劇中找出重要劇情內容 *3-2-6-6 在適當提示下，能從故事及短劇中找出重要的劇情內容。
及人物角色的關係。
3-2-6-5 能以掃讀(scanning)的技巧掌握所需的
關鍵訊息。

93

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指標調整

3-2-7

能從圖畫、圖示或上下文，猜測字義或推
論文意。
3-2-7-1 能利用各種文章中線索，如上下文
3-2-7-1 能藉圖畫或圖示猜測或推論字義。
意、字形結構、圖畫、圖示等，推敲 *3-2-7-2 在適當提示下，能藉上下文猜測或推論字義。
字義。
3-2-7-3 能藉圖畫或圖示猜測或推論文意。
3-2-7-2 能利用各種文章中線索，如字詞的前 *3-2-7-4 在適當提示下，能藉上下文猜測或推論文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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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辨識故事的要素，如背景、人物、事
件和結局。
3-2-8-1 能瞭解故事的基本結構(beginning,
*3-2-8-1 在適當提示下，能讀懂並表達出故事文本中發生的地點、場景。
development, ending)。
*3-2-8-2 在適當提示下，能讀懂並表達出故事文本中的人物及關係。
3-2-8-2 能知道故事發生的地點、場景。
*3-2-8-3 在適當提示下，能讀懂並表達出故事文本中事件發生的經過。
3-2-8-3 能說出故事中的人物有哪些。
*3-2-8-4 在適當提示下，能讀懂並表達出故事文本中事件發生的結局。
3-2-8-4 能知道故事中事件發生的經過及結
局。
*3-2-9 能閱讀不同體裁、不同主題的簡易文章。
3-2-9-1 能閱讀多樣文體，如日記體、人物傳 *3-2-9-1 在適當提示下，能閱讀不同文體的簡易文章，如應用文、記敘文、說
記、說明文、書信、公告、廣告、新
明文、詩歌等。
聞報導等。
*3-2-9-2 在適當提示下，能閱讀不同主題的簡易文章，如時事、娛樂、科技新
3-2-9-2 能閱讀不同主題、不同人稱觀點
知等。
(perspective)書寫的簡易文章。
*3-2-9-3 在適當提示下，能閱讀不同人稱觀點的簡易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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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4 語言能力──寫
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4-1-1 能書寫印刷體大小寫字母。
4-1-1-1 能熟悉字母的筆順。
4-1-1-2 能在畫有四(或三)線的行間書寫印刷體大小寫
字母。
4-1-1-3 能在僅畫有底線的行間書寫印刷體大小寫字
母。

4-1-2 能書寫自己的姓名。
4-1-2-1 能臨摹抄寫自己的英語名字。
4-1-2-2 能書寫自己的英語名字，瞭解字首必須使用大
寫字母，例如 Adam、Mary。
4-1-2-3 能使用英語的格式書寫自己的英譯中文姓
名，例如護照上之姓(surname / last name / family
name)名(given name / first name)寫法。
4-1-3 能臨摹抄寫課堂中習得的詞彙。
4-1-3-1 能臨摹課堂中所學的字詞、片語。
4-1-3-2 能抄寫課堂中所學的字詞、片語。

指標調整
4-1-1-1 能在適當提示下，用正確的筆順寫出印刷體大小寫字母。
4-1-1-2 能用正確的筆順寫出印刷體大小寫字母。
4-1-1-3 能在畫有四(或三)線的行間正確仿寫印刷體大小寫字母。
4-1-1-4 能在畫有四(或三)線的行間正確書寫印刷體大小寫字母。
4-1-1-5 能在僅畫有底線的行間正確仿寫印刷體大小寫字母。
4-1-1-6 能在僅畫有底線的行間正確書寫印刷體大小寫字母。
4-1-1-7 能獨立正確書寫印刷體大小寫字母。
4-1-1-8 能寫出相對應的 26 個印刷體大小寫字母，如 A→a、b→B、
beef→BEEF 等。
4-1-2-1 能正確仿寫自己的英語名字。
4-1-2-2 能正確書寫自己的英語名字，注意字首必須使用大寫字
母，如 Adam、Mary 等。
4-1-2-3 能依護照上之英語姓名寫法，正確寫出自己的英譯中文姓
名。

4-1-3-1 能仿寫課堂中所學的字詞。
4-1-3-2 能仿寫課堂中所學的片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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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4-1-4 能臨摹抄寫課堂中習得的句子。
4-1-4-1 能臨摹課堂中習得的簡單句(simple sentence)。
4-1-4-2 能抄寫課堂中習得的簡單句(simple sentence)。

指標調整
4-1-4-1 能仿寫課堂中所習得的簡單句。
4-1-4-2 在引導下，能正確抄寫課堂中所習得的簡單句。

4-1-5 能拼寫一些基本常用字詞(至少 180 個)。
4-1-5-1 能使用字母拼讀法(phonics)中基本常用的規則來輔 4-1-5-1 能在適當提示下，使用字母拼讀法中基本常用的規則來練
助拼寫字詞。
習字詞的拼寫。
4-1-5-2 能拼寫至少 180 個基本常用字詞(參考教育部公布 4-1-5-2 能在口頭或視覺提示下，拼寫至少 180 個基本常用字詞。
之國民中小學最基本之 1200 字詞)。
4-1-5-3 能瞭解至少 180 個基本常用字詞之中文語意。
4-1-5-3 能瞭解上述字詞之意涵。
4-1-6 能依圖畫、圖示填寫重要字詞。
4-1-6-1 能瞭解並正確書寫課堂中習得的重要字詞。
4-1-6-2 能運用所學，依圖畫、圖示填寫重要字詞。

4-1-6-1 能瞭解並正確仿寫課堂中習得的重要字詞。
4-1-6-2 能在適當提示下，依照圖畫、圖示填寫重要的字詞，如「狗」圖
片Æ d
、「手」圖片Æ h
d 。
*4-1-6-3 能獨立完成依照圖畫、圖示填寫重要字詞的作業。

4-1-7 能掌握英語書寫格式寫出簡單的句子。
4-1-7-1 能瞭解英語書寫格式，如句首字母大寫、字尾適當 4-1-7-1 書寫句子時，句首字母能使用大寫。
標點、字與字之間保持一定空格等。
4-1-7-2 書寫句子時，字與字之間能保持一定空格。
4-1-7-2 能以正確的書寫格式寫出簡單句(simple sentence)。 4-1-7-3 書寫句子時，能在字尾加上適當的標點符號。
4-1-7-4 書寫句子時，能依正確格式書寫專有名詞，如 Mother＇s Day、
Mr. Lin、January 等。
4-1-7-5 在適當提示下，能以正確的書寫格式寫出簡單句(simple
sent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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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指標調整

4-2-1 能依提示填寫簡單的表格。
4-2-1-1 能依提示在表格內填寫適當的字詞、片語或句子。 4-2-1-1 能瞭解表格項目中的中文語意。
*4-2-1-2 能在引導及協助下，依據表格要求在表格內填寫適當的字詞、
片語或句子。
4-2-2 能依提示合併、改寫句子及造句。
4-2-2-1 能依照提示使用適當的連接詞(如 and, but, or 或
4-2-2-1 能瞭解所提示的兩個句子之各自語意。
when, after, before 等)，合併句子。
4-2-2-2 能在範例提示下，選用適當的連接詞來合併句子。
4-2-2-2 能依照提示將句子作適切地改寫。
4-2-2-3 能在範例提示下，將句子作適當改寫，如用第三人稱的稱謂
4-2-2-3 能根據提示所給的字詞或句型，造出合宜的句子。
改寫句子：I like apples. → He likes apples. ；改寫句
子時態：Mary goes to school everyday. →Mary went to
school yesterday.
4-2-2-4 能依提示將錯置的字詞，正確組合成一正確句子，如 are Dogs
cute →Dogs are cute。
4-2-2-5 能根據句型提示下，仿造出合宜的句子，如 will＋原型 V→His

mother will go shopping tomorr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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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4-2-3

指標調整

能寫簡單的賀卡、書信(含電子郵件)等。

4-2-3-1 能依正確的格式(如受信人和收信人、問候語的位置、信 4-2-3-1 能依正確的格式，在信封上適當的位置書寫收、受信人的姓
封的寫法等)，書寫簡單的賀卡或書信。
4-2-3-2 能寫出內容簡要的賀卡、書信、電子郵件。

4-2-4

名和地址。
4-2-3-2 能在信封上適當的位置貼上郵票。
4-2-3-3 能依正確的賀卡或書信之內文格式，書寫出適當的稱謂及問
候語並標註日期。
*4-2-3-4 在適當提示下，能寫出內容簡要的賀卡、書信、電子郵件等。

能將簡易的中文句子譯成英語。

4-2-4-1 能充分瞭解中文句子的語意，並運用所學的英語字詞、 4-2-4-1 在適當提示下，能充分瞭解中文句子的語意。
片語與句構將其翻譯成通順的相對應英語句子。

4-2-5

4-2-4-2 將簡易的中文句子譯成英語時，能獨立寫出部分中文對應的
英語單字及片語。
*4-2-4-3 在句型提示下，能將簡易句子翻譯成英語。
*4-2-4-4 在提示或協助下，能使用正確的文法，如人稱、詞性、時態
等，將簡易的中文句子翻譯成英語。

能依提示書寫簡短的段落。

4-2-5-1 在適當提示下，能正確運用英語書寫格式寫出單句，如句首
4-2-5-2 句與句之間，能使用適切的連接詞以使文意連貫，整段
字母大寫、字尾適當標點、字與字之間保持一定空格等。
通順達意。
*4-2-5-2 在適當提示下，能在句與句之間，選用適當的連接詞使段落
文意連貫、通順。
4-2-5-1 寫單句時，能正確運用標點符號並注意大小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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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5 語言能力──聽說讀寫綜合應用能力
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5-1-1 能正確地辨識、唸出與寫出 26 個英語字母。
5-1-1-1 能正確的分辨 26 個英語字母大小寫之寫法及二者間之
對應。
5-1-1-2 能正確的唸出 26 個英語字母。
5-1-1-3 能正確的寫出 26 個英語字母之印刷體大小寫。

指標調整
5-1-1-1 在聽到 26 個英語字母時，能正確指認大小寫字母。
5-1-1-2 在看到 26 個英語字母時，能正確說出字母名稱。
5-1-1-3 在聽到 26 個英語字母時，能正確寫出大小寫字母。
5-1-1-4 在看到 26 個英語字母大小寫時，能正確寫出相對應的大小寫字
母。

5-1-2 能聽懂及辨識課堂中所習得的英語詞彙。
5-1-2-1 在聽到課堂中所習得的字詞時，能正確指認該字詞。
5-1-2-1 能聽懂課堂中所學過的字詞、片語。
5-1-2-2 在聽到課堂中所習得的片語時，能正確指認該片語。
5-1-2-2 能辨識課堂中所學過的字詞、片語。
5-1-2-3 能聽懂課堂中所學過的字詞、片語，並能找出該字詞、 5-1-2-3 在看到課堂中所習得的字詞時，能讀出該字詞。
5-1-2-4 在看到課堂中所習得的片語時，能讀出該片語。
片語。
5-1-3 在聽讀時，能辨識書本中相對應的書寫文字。
5-1-3-1 在聽讀字詞時，能在課文中指出(point to)相對應的字詞。
5-1-3-2 在聽讀字詞時，能說出(read aloud)在課文中相對應的字 5-1-3-1 在聽句子時，能在適當提示下於文本中指出相對應的文字。
5-1-3-2 在跟讀句子時，能在文本中跟讀並指出相對應的文字。
詞。
5-1-3-3 在聽讀短文時，能在書本中將所聽到的字一一指出。 *5-1-3-3 能自行一邊指出句子中的字詞，一邊讀出該句子。
5-1-3-4 在聽短文時，能在適當提示下於文本中指出相對應的文字。
5-1-3-5 在跟讀短文時，能在文本中跟讀並指出相對應的文字。
*5-1-3-6 能自行一邊指出短文中的字詞，一邊讀出該短文。

5-1-4

口語部分至少會應用 300 個字詞，書寫部分至少會拼寫其中
5-1-4-1 在適當提示下，依口語或圖畫提示，能說出 300 個字詞。
180 個字詞，以應用於簡易的日常溝通中。
5-1-4-2 在適當提示下，依口語或圖畫提示，能拼寫 180 個英語字詞。
5-1-4-1 能依口語或圖畫提示，說出 300 個字詞。
5-1-4-3 在適當提示下，能應用上述字詞於簡易日常生活的口語溝通中。
5-1-4-2 能依口語或圖畫提示，寫出 180 個字詞。
*5-1-4-4 在適當提示下，能應用上述字詞於簡易日常生活的書寫溝通中。
5-1-4-3 能將上述字詞應用於簡易的日常生活溝通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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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5-1-5 能聽懂日常生活應對中常用語句，並能作適當的回應。
5-1-5-1 能聽懂日常生活應對中表達問候、致謝、道歉、道別等
功能的語句。
5-1-5-2 能以口語、肢體動作等適切的回應所聽到的語句。
5-1-6 能運用字母拼讀法(phonics)。
5-1-6-1 能瞭解字母與發音的對應關係與規則。
5-1-6-2 能運用字母拼讀法，嘗試將看到的字詞讀出。
5-1-6-3 能運用字母拼讀法，嘗試將聽到的字詞拼出。

*5-1-7 能依文字或口語提示寫出重要字詞。
5-1-7-1 能依據上下文提示，適切的寫出相關的重要字詞。
5-1-7-2 能依據口頭提示，適切的寫出相關的重要字詞。

指標調整
5-1-5-1 在適當提示下，能聽懂日常生活應對中的常用功能語句，如問
候、致謝、道歉、道別等。
5-1-5-2 在適當提示下，能以口語或肢體動作等適切回應所聽到的語句，
如問候、致謝、道歉、道別等。
5-1-6-1 看到 26 個英語字母時，在適當提示下，能說出對應的基本字母
音(letter sound)。
5-1-6-2 聽到單音節字詞時，在適當提示下，能分辨出音的單位，如
cup→c-u-p。
5-1-6-3 在適當提示下，能依母音的基本發音規則，拼讀字詞，如 sad、
mad、 dad 等。
5-1-6-4 在適當提示下，能依母音組合(如 ai、ay、ee、ou 等)的基本發
音規則，拼讀字詞。
5-1-6-5 在適當提示下，能依照複合子音(如 sh、th 等)的基本發音規則，
拼讀字詞。
5-1-6-6 在適當提示下，能依照特殊的子音(如 pr、bl、gr、ce 等)和母
音組合的基本發音規則，拼讀字詞。
5-1-7-1 能透過視覺提示，如圖畫、上下文等，適切地寫出相關的重要字
詞。
*5-1-7-2 能透過口頭提示，適切地寫出相關的重要字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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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指標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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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1-1 在課綱中所標示之 1200 個基本單字內，能熟習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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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文本中出現頻率較高的字彙之語意及用法（如字詞
法(如字詞搭配(collocation)及發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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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2 在適當提示下，能將上述在文本中出現頻率較高的字
寫溝通中。
彙適切地應用在各種場合的資訊閱讀中。

*5-2-1-3 在適當提示下，能將上述在文本中出現頻率較高的字
彙適切地應用在各種場合的口語溝通中。
*5-2-1-4 在適當提示下，能將上述在文本中出現頻率較高的字
彙適切地應用在各種場合的書寫溝通中。
5-2-2 能轉述別人簡短的談話。
5-2-2-1 能傾聽他人說話，並掌握大意及關鍵字詞、語句。
5-2-2-2 能轉述所聽到的內容，並且能大致吻合原意。

5-2-2-1 在他人說話時，能專注傾聽。
*5-2-2-2 傾聽他人說話時，能聽出關鍵字詞或語句。
*5-2-2-3 能轉述所聽到的內容中提到的人名、地名、事物等。
*5-2-2-4 能簡略轉述所聽到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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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3-1 在適當提示下，聽到日常生活對話、簡易故事或廣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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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能寫出關鍵字以及關鍵句子。
大意及關鍵字詞、語句。
*5-2-3-2 在適當提示下，聽到日常生活對話、簡易故事或廣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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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能說出關鍵字以及關鍵句子。
易故事、或廣播的主要內容。
*5-2-3-3 在適當提示下，聽日常生活對話、簡易故事或廣播時，

能大致說出內容大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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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指標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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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4-1 對於所讀的故事及簡易短文，能掌握其大意及關鍵字 *5-2-4-1 看完故事及簡易短文後，在適當提示下，能標記出當中的關鍵字
詞以及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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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4-2 看完故事及簡易短文後，在適當提示下，能使用簡單的字詞或片
語來描述出現的人物，如身分、年齡、外貌、習慣等。
物(包括其身分、年齡、外貌、習慣等)、內容或事件的
*5-2-4-3 看完故事及簡易短文後，在適當提示下，能使用簡單的字詞、片
經過(包括其人物、過程、原因、結果等)。
語或簡單句，以人物、過程、因果、地點等項目摘要事件經過。
*5-2-4-4 看完故事及簡易短文後，在適當提示下，能使用簡短的句子來描
述內容大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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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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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5-1 看完書信、留言、賀卡、邀請卡等後，在適當提示下，能標記出
當中的關鍵字詞以及句子。
和句子的語意。
5-2-5-2 能瞭解所讀的書信、留言、賀卡、邀請卡的內容及目的。*5-2-5-2 看完書信、留言、賀卡、邀請卡等後，在適當提示下，能表達出
內容大意及目的。
5-2-5-3 能依情境及場合，以口語或書面方式，用簡單的句子適
*5-2-5-3 在適當提示下，能以口語或書面的方式，根據書信、留言、賀卡、
切表達自我想法及回應書信內容。
邀請卡等內容以簡單的句子作適當的回應。

*5-2-6 能看懂並能填寫簡單的表格及資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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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6-1 在適當提示下，能表達出填寫表格資料的目的。
*5-2-6-2 在適當提示下，能表達出表格上填寫項目的中文意思。
*5-2-6-3 在適當提示下，能依據表格項目的指示，填入適當的字詞、片語
或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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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6 學習英語的興趣與方法
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6-1-1 樂於參與各種課堂練習活動。
6-1-1-1 樂於參與老師在課堂上所安排的全體性
練習活動。
6-1-1-2 樂於在課堂上參與分組練習活動。
6-1-1-3 樂於在課堂上參與個別練習活動。

6-1-2 樂於回答老師或同學所提的問題。
6-1-2-1 課堂上各類練習活動進行時，樂於聆聽
教師或同學所提出的問題，並能做出適
切的回應。
6-1-3 對於老師的說明與演示，能集中注意力。
6-1-3-1 當老師對全體學生進行說明與演示的時
候，能夠集中注意力，並努力去理解教
師所傳達的意思。

指標調整
6-1-1-1 能主動參與課堂上安排的全體性練習活動。如覆誦、唸讀、抄
寫、測驗、記筆記等。
6-1-1-2 能主動參與課堂上的分組練習活動。如討論、研究、記錄、對
話、角色扮演等。
6-1-1-3 能主動參與課堂上的個別練習活動。如朗讀、背誦、歌唱、上
台抄寫等。
6-1-2-1 在課堂上聆聽教師所提出的問題，並能按照提示作出適切的回
應。
6-1-2-2 在課堂上聆聽同學所提出的問題，並能按照提示作出適切的回
應。
6-1-3-1 當老師對個人說明演示時，能夠專注聆聽。
6-1-3-2 當老師對小組說明演示時，能夠專注聆聽。
6-1-3-3 當老師對全班說明演示時，能夠專注聆聽。
6-1-3-4 當老師進行說明演示時，能努力去理解所傳達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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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6-1-4 主動預習、溫習功課。
6-1-4-1 能主動在上課前先預習下次的上課內容，瞭
解內容大意。
6-1-4-2 在每一次上過課之後，能主動聽錄音帶或
CD，以溫習剛學習過的課程內容。
6-1-4-3 除了課本習作之外，能將教師所發的學習單
等文件，妥善收存，以便日後複習。

指標調整
6-1-4-1 能主動對下次上課內容的生字、片語預先查尋並記下字義。
6-1-4-2 能主動對下次上課內容的句子或短文抄寫一遍。
6-1-4-3 能聆聽下次上課內容的錄音帶或 CD，至少ㄧ次。
6-1-4-4 在上過課後，能主動聆聽前一堂課所搭配的錄音帶或 CD，至少一次。
6-1-4-5 在上過課後，能將上一堂教過的內容看過一遍。
6-1-4-6 在上過課後，能主動整理收存老師所發的講義或學習單等文件。

6-1-5 能妥善運用情境中的非語言訊息，以幫助學習。
6-1-5-1 能觀察並運用肢體語言、語調和表情等，以
提升對學習內容的瞭解，增強學習效果。
6-1-5-1 能在適當提示下，觀察並運用肢體語言、語調和表情等，以提升對學
6-1-5-2 能利用情境中出現的圖畫或真實物件，以提
習內容的了解，增強學習效果。
升對學習內容的瞭解，增強學習效果。
6-1-5-2 能在適當提示下，能利用情境中出現的圖畫及真實物件，以提升對學
習內容的瞭解，增強學習效果。
6-1-6 樂於接觸課外英語學習素材。
6-1-6-1 樂於接觸並能主動搜尋英語教科書之外的各 6-1-6-1 在適當提示下，能利用圖書館或網路搜尋課外英語學習素材。
種英語學習素材。
6-1-6-2 在適當提示下，能挑選感興趣的課外英語學習素材來學習英語，如英
6-1-6-2 能與他人分享學習課外英語學習素材的心
語流行歌曲、英語漫畫、英語笑話、每日佳句、小故事…等。
得。
6-1-6-3 在適當提示下，能與他人分享學習課外英語學習素材的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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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6-1-7 不畏犯錯，樂於溝通、表達意見。
6-1-7-1 能在上英語課時主動舉手發表意見。
6-1-7-2 樂於參與各類的教學活動；當老師發問時，
願意嘗試回答。
6-1-7-3 對於學習過程中所犯的錯誤，能夠改進並以
樂觀的態度面對。

指標調整
6-1-7-1 在課堂上聽不懂時，能主動舉手請老師再說一遍。
6-1-7-2 在課堂上發現問題時，能主動舉手發表意見。
6-1-7-3 在參與各類的教學活動中，能主動發表自己的意見。
6-1-7-4 在參與各類的教學活動中，能針對他人意見做適當回應。
6-1-7-5 在課堂中犯錯被指正時，能接受並主動改進。
6-1-7-6 在察覺自己學習過程中所犯的錯誤，能夠主動改進。

6-1-8 主動向老師或同學提出問題。
6-1-8-1 學習英語遇到有困難的地方，能主動尋找老 6-1-8-1 學習英語遇到困難時，能主動尋求老師或同學的協助。
師或同學的協助。
6-1-8-2 能主動請教老師及同學學習英語的心得與方法。
6-1-8-2 能與老師及同學溝通學習的心得與方法，以 6-1-8-3 能在引導下，與他人分享自己學習英語的過程與經驗。
解決學習的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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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調整

6-1-9 在生活中有使用英語機會時，樂於嘗試。
6-1-9-1 能在校園內主動與老師或同學以英語交談。 6-1-9-1 在校園內遇到老師或同學時，能嘗試用簡易英語打招呼。
6-1-9-2 能在校外生活中遇到外國人或出國旅遊時， *6-1-9-2 在英語課堂上，能嘗試與老師或同學以英語進行簡單的對話或表達需
用英語進行簡單的溝通對話(如詢問價錢、詢
求，如上廁所、去洗手等。
問地點或方向、點餐等)。
*6-1-9-3 在校外遇到外國人問路時，能嘗試用所學的英語作溝通。
6-1-9-3 在生活中或網路上看到使用英語表達的指示 *6-1-9-4 在出國旅遊時，嘗試用所學的英語作簡單的溝通，如詢問價錢、詢問
時，能細心閱讀指示，並按照指示操作，如
地點或方向、點餐等。
行動電話操作、電梯操作、電腦遊戲、其他 6-1-9-5 在生活中看到具有功能性的英語指示時，能正確執行，如進出門
遊戲或器具說明等。
「pull」和「push」、電梯開關門的「open」
、「close」等。
6-1-9-4 在教室中能依情境用英語說出自我需求，例 6-1-9-6 在網路上或電動遊戲中看到使用英語表達的簡單指示時，能嘗試完成
如去上廁所、去洗手、借筆等。
指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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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調整

6-1-10

在生活中接觸英語時，樂於探究其含意並嘗試
模仿。
6-1-10-1 樂於翻閱課外英語繪本，並嘗試誦讀其中字
句。
6-1-10-2 聽到英語歌曲或其他流行音樂中有英語片
斷時，能嘗試哼唱並探詢其含意。
6-1-10-3 見到英語標示、標幟、標語或地圖時，能嘗
試閱讀並瞭解其含意。
6-1-10-4 遇有外國節慶之布置或活動時，能細心觀察
布置之特色，且樂於參與活動並提出問題。

6-1-10-1 在適當提示下，能主動跟讀生活中所接觸的英語文本，如繪本、報
紙中的四格漫畫等。
6-1-10-2 在適當提示下，能根據生活中所接觸的英語文本中的圖案，探詢其
涵意，如英語繪本、報紙中的四格漫畫等。
6-1-10-3 聽到英語歌曲或其他流行音樂中有英語片段時，能跟著音樂哼唱。
6-1-10-4 能主動探詢英語歌曲或其他流行音樂的歌詞含意。
6-1-10-5 在適當提示下，見到英語標示、標幟、標語或地圖時，能嘗試閱讀
並瞭解其含意。
6-1-10-6 在適當提示下，能主動參與外國節慶之布置及活動，並在有疑問時，
能主動詢問。

6-1-11 運用已學過字詞之聯想以學習新的字詞。
6-1-11-1 能透過已學過的單字，聯想新字的意義
*6-1-11-1 在適當提示下，能透過已學過的單字，聯想新字的意義，如 backpak、
(如 backpack, indoor, inside 等)。
indoor、inside 等。
6-1-11-2 能運用字首和字尾，推測新字詞的意
*6-1-11-2 在適當提示下，能運用字首和字尾，推測新字詞的意義，如
義。
telephone/television、 teacher/worker。
6-1-11-3 能運用上下文中已學過的字詞，推測並
*6-1-11-3 在適當提示下，能根據上下文文意，推測並學習新字詞的意義。如
學習新字詞的意義。
Ｉlike going to the zoo. There, I can see tigers, lions, and
6-1-11-4 能運用 Word Family 概念，學習新的單
elephants.。
字。
*6-1-11-4 在適當提示下，能運用 Word Family 概念，學習新的單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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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調整
6-1-12 樂於參與有助提升英語能力的活動。
6-1-12-1 樂於參加英語社團、休閒營隊活動，如 6-1-12-1 能在引導鼓勵下，樂於參加英語社團、休閒營隊活動，如英
英語夏令營或英語戲劇營等。
語夏令營或英語戲劇營等。
6-1-12-2 樂於觀賞英語電視節目、電影或教學錄 6-1-12-2 能樂於觀賞有中文字幕的英語電視節目、電影或教學錄影帶。
影帶。
6-1-12-3 能在引導鼓勵下，主動參與校內外英語文競賽或表演，如英
6-1-12-3 樂於參加校內外英語競賽或學藝表演
語歌唱比賽，短劇表演等。
(如歌謠、詩歌朗誦、短劇表演等)活動。
6-1-13 能認真完成教師交待的作業。
6-1-13-1 能主動瞭解教師所交待的作業內容、範 6-1-13-1 能正確記下教師所交代的作業內容及範圍。
圍、應達成的標準及交作業的時間。
6-1-13-2 能主動完成教師所交代的作業內容及範圍。
6-1-13-2 能主動在完成作業的過程中發揮自己
6-1-13-3 能準時繳交作業。
的語言能力，並能以創意和巧思使作品 6-1-13-4 在書寫作業過程中，能盡力達到教師所要求的標準，如書寫
更加完善。
工整、內容的完整性。
6-1-13-3 在分組活動中能主動積極協助同組同 *6-1-13-5 在書寫作業過程中，能發揮創意和巧思使作品更加完善，如簡
學完成作業。
單的圖畫日記等。
6-1-13-6 在適當提示下，能參與並完成分組活動中的作業及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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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調整
*6-1-14 具有好奇心，並對教師或同學討論的內容
能舉出示例或反例。
6-1-14-1 在引導協助下，能參與老師和同學間的討論。
6-1-14-1 對於不知道的概念或知識充滿好奇
6-1-14-2 對於不知道的概念或知識，在尚未得知答案時，能樂意提出問
心，在尚未得知答案時，樂意提出問題
題或做適當的猜測。
或做適當的猜測。
6-1-14-3 能在適當提示下，對於討論的主題，願意嘗試發表自己的意見
6-1-14-2 在和教師及同學討論某一方面的主題
或舉出例子。
時，樂意發表自己的意見、舉出實例或
舉出相反的例子。
*6-1-15 主動查閱圖畫字典。
6-1-15-1 能在預習學習單元時，主動查閱圖畫字 *6-1-15-1 在預習學習單元時，能主動查閱圖畫字典。
典。
*6-1-15-2 能在適當提示下，於課堂上全體一起做練習的時候，主動查閱
6-1-15-2 能在課堂上全體一起做練習的時候，主
圖畫字典。
動查閱圖畫字典。
*6-1-15-3 能在適當提示下，於課堂上分組作練習的時候，主動查閱圖畫
6-1-15-3 能在課堂上二人或分組做練習的時
字典。
候，主動查閱圖畫字典。
*6-1-15-4 能在學習單元結束之前，尚有不熟或不懂的內容時，能主動查
6-1-15-4 能在學習單元結束之前，做到複習的工
閱圖畫字典，以利日後複習。
作，主動查閱圖畫字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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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調整

*6-1-16 會在生活中或媒體上注意到學過的英語。
6-1-16-1 能在日常生活所接觸的廣告看板、路上標 6-1-16-1 能在日常生活所接觸的事物中，注意到所學過的英語字母、單字、片語和
句子，如廣告傳單、看板、路上及公共場所內的標示、手機簡訊、ＭＳＮ
示，注意到所學過的英語字母、單字和句子。
等。
6-1-16-2 能在日常生活所聽到的英語廣播或是電視
*6-1-16-2 能在日常生活所聽到的英語中，注意到所學過的單字、片語和句子，如在
節目中，注意到所學過的單字和句子。
公車、捷運、飛機、百貨公司中的英語廣播、英語廣播電台、電視節目等。

6-2-1 樂於接觸英語電影、歌曲、廣播、書籍等。
6-2-1-1 針對老師介紹推薦的英語電影、歌曲、廣播、 6-2-1-1 在引導協助下，能閱讀或聆聽老師所介紹推薦的英語電影、歌曲、廣
書籍等，願意嘗試閱聽，並瞭解、欣賞其內容。
播、書籍等。
6-2-1-2 能自動選擇尋找有興趣的英語電影、歌曲、廣 6-2-1-2 在引導協助下，能選擇自己感興趣的英語電影、歌曲、廣播、書籍等
播、書籍等，嘗試閱聽，並瞭解、欣賞其內容。
來進行閱讀或聆聽。
6-2-1-3 能於接觸英語電影、歌曲、廣播、書籍後，樂 6-2-1-3 在引導協助下，能與他人分享所聆聽或閱讀之後的英語電影、歌曲、
於與他人分享。
廣播、書籍等。
6-2-2

樂於嘗試閱讀英語故事、雜誌或其他課外讀物。

6-2-2-1 能主動瀏覽教科參考書以外的英語故事書、雜
誌及其他課外讀物。
6-2-2-2 在閱讀英語故事、雜誌及其他課外讀物時，遇
到不明白處，會積極尋求解答。
6-2-2-3 能在閱讀英語故事、雜誌及其他課外讀物後，
樂於分享自己所閱讀的故事、雜誌及其他課外
讀物的內容及心得。

6-2-2-1 能在引導協助下，主動瀏覽教科參考書以外的英語故事書、雜誌及其他
課外讀物。
6-2-2-2 在閱讀英語故事、雜誌及其他課外讀物時，遇到困難，能利用各種管道
尋求協助，如詢問老師、查尋資料等。
6-2-2-3 在閱讀英語故事、雜誌及其他課外讀物後，能在邀請及協助下，願意分
享閱讀的內容及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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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調整
6-2-3 對於世界各地民情文化有興趣，並樂於接觸
與學習。
6-2-3-1 能夠察覺其他國家與本國在文化上的差 6-2-3-1 能樂於利用各種管道，如詢問他人、翻閱書籍，查尋網路等，
異。
接觸與學習世界各地民情文化。
6-2-3-2 能樂意以詢問、查尋資料等方式，主動 6-2-3-2 在引導協助下，能察覺其他國家與本國在文化上的差異。
瞭解文化上的差異。
6-2-3-3 在接觸世界各地民情文化後，能在邀請及協助下，願意與他人
6-2-3-3 能於接觸世界各地民情文化後，樂於與
分享心得與經驗。
他人分享心得與經驗。
6-2-4 能使用英語字典。
6-2-4-1 能使用英語字典查尋字詞的語義及其發 6-2-4-1 在適當提示下，能使用英語字典查尋字詞的語義及其發音。
音。
6-2-5 瞭解基本英語閱讀技巧，進而提升閱讀的興
趣與能力。
6-2-5-1 在閱讀句子時，能掌握重點字詞，並從 6-2-5-1 在閱讀文本段落時，能在未曾學過的字詞做上記號。
上下文理解其語意。
*6-2-5-2 在適當提示下，能利用各種文中線索，如字句的上下文或轉折
6-2-5-2 在閱讀段落時，能掌握內容大意，進而
字詞，推敲未曾學過的字詞語意以瞭解句子。
理解全文。
*6-2-5-3 在適當提示下，能從段落各句掌握段落大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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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5-4 能運用上述基本英語閱讀技巧，增加閱讀興趣進而提升閱讀能
如字詞的前後句子(context)或點出段落關
力。
係的轉折字詞 (transition words)，來推敲
文意，以有效掌握文章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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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調整
6-2-6 對於教學內容能主動複習並加以整理歸納。
6-2-6-1 能培養課後必定複習上課內容的習慣。
6-2-6-2 能以有效的方式整理歸納上課內容，以 6-2-6-1 能培養課後必定複習上課內容的習慣，如聆聽該單元的 CD 或
供日後查尋複習。
錄音帶、研讀上課筆記等。
*6-2-6-2 在引導協助下，能以有效的方式，如錄音、借閱小老師的上課
筆記等，來歸納上課內容，以供日後查尋複習。
*6-2-7 利用各種查尋工具，主動瞭解所接觸英語
的內容。
6-2-7-1 能利用各種查尋工具所列的例句，進一 6-2-7-1 能瞭解各種查尋工具的使用方法，如電子字典、網際網路、百
步瞭解字詞的用法。
科全書等。
6-2-7-2 能從各種查尋工具，加深對所接觸英語 *6-2-7-2 能嘗試利用各種查尋工具，查索所接觸的任一英語內容，如字
的瞭解。
義、發音、用法及例句、異國文化知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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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8-1 瞭解如何在網路上利用英語做基本搜
*6-2-8-1 在適當提示下，能利用關鍵字在網路上做基本搜尋。
尋。6-2-8-2 能從百科全書、字典、書籍 *6-2-8-2 在適當提示下，能利用百科全書、字典、書籍或其他工具查尋
或其他工具查尋與課程有關的更多英語
與課程有關的更多英語資訊。
資訊。
*6-2-8-3 在適當提示下，能主動與老師及同學分享所搜尋到的學習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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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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7 文化與習俗
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7-1-1 能認識課堂中所介紹的國外主要節慶習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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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1-2 能認識課堂中介紹的國外主要節慶的英語名
稱。
7-1-1-3 能認識國外節慶最具代表性的事物、活動及其
英語用語。
7-1-2 能認識課堂中所介紹的國內主要節慶習俗。
7-1-2-1 能認識課堂中介紹的國內節慶中最具代表性
的習俗及活動。
7-1-2-2 能認識課堂中介紹的國內主要節慶的英語名
稱。
7-1-2-3 能認識國內節慶最具代表性的事物、活動及其
英語用語。

指標調整
7-1-1-1 能表達出課堂中所介紹的國外主要節慶的英語名稱，如聖
誕節、萬聖節、感恩節等。
7-1-1-2 能瞭解課堂中所介紹的國外主要節慶的由來和意義。
7-1-1-3 能認識課堂中所介紹的國外主要節慶中最具代表性的習俗
活動，如復活節彩蛋、萬聖節 trick or treat。
7-1-1-4 能認識課堂中所介紹的國外主要節慶中相關英語用語，如
Christmas tree、Jack O＇ Lantern 等。
7-1-2-1 能表達出課堂中所介紹的國內主要節慶的英語名稱，如農
曆新年、中秋節、端午節等。
7-1-2-2 能瞭解課堂中所介紹的國內主要節慶的由來和意義。
7-1-2-3 能認識課堂中所介紹的國內主要節慶中最具代表性的習俗
活動，如端午節划龍舟、中秋節賞月等。
7-1-2-4 能認識課堂中所介紹的國內主要節慶中相關英語用語，如
Red envelop、Moon Cake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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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指標調整
7-1-3 能瞭解基本的國際社會禮儀規範。
7-1-3-1 能感受、認識國際社會生活文化與語言表達的 7-1-3-1 能認識基本的國際禮儀，如為女性開門、寒暄時的介紹方
多樣性(如為女性開門等)。
法等。
7-1-3-2 能瞭解國際社會生活文化的多樣性。
7-1-3-3 能瞭解國際社會語言表達的多樣性。
7-1-4 能認識外國風土民情。
7-1-4-1 能瞭解課堂教材中所介紹外國的生活習俗(如 7-1-4-1 能瞭解課堂中所介紹的外國生活習俗，如使用刀叉進食等。
節慶、生活方式、飲食、歌謠等)。
7-1-4-2 能認識課堂中所介紹的外國生活習俗中相關英語字詞與句
7-1-4-2 能認識與上述生活習俗有關的英語字詞與句
子。
子。
7-1-4-3 能藉由課外讀物中認識外國風土民情。
*7-1-4-4 能從周遭生活中接觸和認識外國風土民情，如去外國特色
餐廳用餐、鄰居或朋友為外國人等。
*7-2-1 能以簡易英語介紹國內外風土民情。
7-2-1-1 能具備並使用相關之英語字詞與句子以書面 *7-2-1-1 在適當提示下，能應用學過的相關字詞或片語，書面介紹
或口語方式，簡略的介紹國內外風土民情。
國內風土民情。
*7-2-1-2 在適當提示下，能應用學過的相關字詞或片語，書面介紹
國外風土民情。
*7-2-1-3 在適當提示下，能應用所學過的簡單句子，口語介紹國內
風土民情。
*7-2-1-4 在適當提示下，能應用所學過的簡單句子，口語介紹國外
風土民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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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指標調整
*7-2-2 能應用基本的國際社會禮儀規範。
7-2-2-1 能瞭解國際社會的基本禮儀規範(例如第一次 7-2-2-1 能瞭解國際社會的基本禮儀規範，如首次見面相互介紹、
見面時，應該如何介紹不同年齡、性別的朋友
進餐禮儀、坐車座位等。
等)。
*7-2-2-2 在適當提示下，能依照不同情境，選用適當的禮儀用語及
7-2-2-2 能依不同的情境，選用適當的禮儀用語。
肢體語言。
*7-2-2-3 在適當提示下，在相同情境中，能夠使用不同的禮儀用語，
如「再見」可使用 See you!或 Goodbye!；見面時可以使用
How are you?或 What＇s up?等。
*7-2-3 能從多元文化觀點，瞭解並尊重不同的文化及習
俗。
7-2-3-1 能瞭解不同文化(包含外國及我國、國內各族群 *7-2-3-1 在適當提示下，表達出國內各族群文化間的特色與差異。
不同文化)間的差異
*7-2-3-2 在適當提示下，表達出國內與國外文化間的特色與差異。
7-2-3-2 能尊重並進而欣賞不同文化之差異性。
*7-2-3-3 能尊重並進而欣賞不同文化間之特色與差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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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能力指標應用原則
除了上述各分段能力指標的調整建議，對於認知功能輕微缺損的學生在教
學上仍須充分考量學生學習狀況及需求，透過學習內容、學習歷程、學習環境
及學習評量等四大軸向的調整，以達到適性發展的教育目的，其重點分述如下：
1. 學習內容
(1) 主題和體裁：
A. 對認知功能輕微缺損的學生而言，教學主題涵蓋的層面宜多元，以日
常生活相關的主題，如家庭、學校、食物、動植物、節慶習俗、職
業、旅遊、運動、休閒等為主要內容，可參考九年一貫課程綱要英
語學習領域的附錄二〈主題與體裁參考表〉
；教材編寫及活動設計亦
應多樣化，並融入各種不同體裁，如歌謠、韻文、賀卡、便條、書信、
簡易故事、幽默短文、短劇、謎語、笑話、卡通、漫畫等。
B. 課程設計應符合趣味化、實用化及生活化的原則，使認知功能輕微
缺損學生容易學習及運用，例如：認識並熟用英語字母和數字，進
而可以說出車牌號碼(例如爸爸的車牌號碼 8D-9638)、電話號碼(例
如自己家的電話號碼 28845677)、功能詞彙(例如電器用品的開關
ON、OFF 和 UP、DOWN，入口和出口(逃生口)ENTRANCE、EXIT，門的
拉推 PULL、PUSH 等)、交通用語(例如 BUS、TAXI、MRT(捷運)…)、
商 店 名 ( 例 如 便 利 店 7-eleven 、 屈 臣 氏 Watson＇s 、 麥 當 勞
McDonald＇s、肯德基 KFC …)及舉凡日常生活的常用語、流行語(例
如 VCD、DVD、KTV、DIY、AIDS、SARS….)。
(2) 溝通功能：九年一貫國小國中課程中培養的溝通能力屬於基本常用
者，包括日常交談、社交應對等一般人際溝通的語言能
力，例如：問候、感謝、道歉、同意、請求、問路、打電
話等類別。對於認知功能輕微缺損的學生，可依照學生的
需求，在適當提示下，如：簡化對話的內容、詳答改成簡
答、使用圖卡圖示提示以及反覆的練習之下，仍然可以學
習基本的溝通能力。
(3) 語言成分：
A. 字母︰教材中英語字母教學包括印刷體大小寫及連續書寫體大小
寫。針對認知功能輕微缺損學生而言，首要目標應放在熟悉
且較易辨識的印刷體大小寫字母，因初學階段，教材中及教
室書寫主要採用印刷體，待學生熟練印刷體後，才能進一步
考量學生是否有辨識連續書寫體的需求。
a. 發音︰第一階段(國小)除了單音的聽、說模仿外，發音教學應注重
音的組成、音節、重音的練習，並將英語的基本語音適時融
入單字中介紹。發音是學習英語字彙拼字和拼音的基礎，因
此即使是認知功能輕微缺損學生，教師仍須善用字母拼讀
法，盡可能讓學生熟悉字母與發音的對應關係，並能主動看
字讀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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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音標符號：第二階段(國中)課程中會開始出現音標符號，音標符號
本身僅是一種學習工具，用來幫助學生在面臨不熟悉或
不符合字母拼讀法規則的詞彙時，可藉由查閱字典中的
音標讀出字音，學生必需在對英語語音具備基本聽說能
力以及字母符號的穩固建構下，才有辦法開始學習音標
符號，對於認知功能輕微缺損的學生而言，倘若在符號
學習上的確有明顯困難，例如學習障礙學生，在字音學
習上，可斟酌是否教導 KK 音標，而改在字彙教學中，
利用機會多提供拼音規則反例的拼音示範，其反例的拼
音規則，例如：a_e 按照發音規則會發長音/e/的音，像
是 cake、plate、face，但是仍有常用但發音特殊的英
語單字，例如：have 的發音是/hæv/而非/hev/，a_e
的發音方式即為例外的發音規則。
B. 字彙：九年一貫課程綱要提供常用 1200 及 2000 字參考字彙表。對
於認知功能輕微缺損的學生而言，仍宜優先學習常用 1200 字
詞(即參考字彙表中有畫底線的字詞)。字彙量部分仍可與一
般學生有相同的目標，可先以各教學單元中的「應用字彙」
(words for production)為主要教學目標，學生至少需瞭解
字義、聽懂讀音等，善用各種記憶策略幫助學生學習，但書
面和口頭的讀寫，以及未來應用的部分，則應視學生個別情
況訂定以及給予適當提示。
C. 句型結構：句型上以基本常用為主。學生先透過有意義的情境瞭解
句型的語意，再介紹句型結構，並以循序漸進、由簡而
繁的方式呈現，在教學協助上，應以逐步褪除的方式進
行，如句型結構示範、例句仿寫→句型結構示範、關鍵
字填入→句型結構示範、自行書寫等等，視學生學習狀
況作褪除的調整。在教學上適時重複，讓學生有充分機
會練習所學句型，進而能靈活應用。
2. 學習歷程
認知功能輕微缺損的學生包含智能障礙、學習障礙、情緒障礙、自閉
症等，這類學生普遍都有記憶力和理解力上的缺陷，專注力和學習動機上
亦不足，在班級中常常是學習成就普遍性的低落。因此在教導學生時，可
參考下列的調整原則：
(1). 學習策略教導：學生學習的內容主題可以千變萬化，但更重要的是要
學會學習的方法。
A. 在提升詞彙能力教導上，可以搭配能力指標【1-1-2 能聽辨英語的子
音與母音】
、
【2-1-2 能唸出英語的語音】
、
【2-1-3 能說出課堂中所習得
的詞彙】、【5-1-6 能運用字母拼讀法】等，並參考每個指標之下的重
點意涵等細項之調整建議，帶領學生找出英語發音的通用規則，進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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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C.

D.

(2)
A.

B.

提升學生看字讀音和聽音拼字的能力。
在閱讀策略的教導上，可以搭配能力指標【3-2-5 能瞭解課文的主旨
大意】到【3-2-9 能閱讀不同題裁、不同主題的簡易文章】、【6-2-5
瞭解基本英語閱讀技巧，進而提升閱讀的興趣與能力】等，並參考每
個指標之下的重點意涵等細項之調整建議，讓學生學習找出關鍵字
句、推測上下文、推測文意、找出主要元素、摘要、略讀、精讀等。
在聽說能力的教導上，聽力教學以語意理解為主，可透過多元化之平
面及有聲教材，包括錄音帶、錄影帶、電腦多媒體、書本、圖片等，
引導學生接觸童謠、歌曲、節奏韻文（jazz chants）、簡易故事、卡
通等，來訓練學生聽與說之能力，增進學生對語意的掌握；教學時可
配合目標進行，例如能力指標【1-2-5 能透過視覺上的輔助，聽懂簡
易影片和短劇的大致內容】
，並參考該指標之下的重點意涵等細項之調
整建議。另一方面，口說教學也以語意表達為主，教學時應盡量以英
語進行，以增加學生聽說的機會，並突破由教師作單向知識灌輸的模
式，儘量透過情境化的活動、雙向互動的練習，鼓勵學生開口回答，
讓學生從活動中學習。教學時可以搭配能力指標【2-1-9 能作簡單的
提問、回答和敘述】、【2-2-2 能以簡易的英語參與課堂上老師引導的
討論】
，並參考該指標之下的重點意涵等細項之調整建議等。
工具書的使用也是重要的，可以搭配能力指標【3-2-2 能用字典查閱
字詞的發音及意義】
、【6-1-15 主動查閱圖畫字典】、
【6-2-7 利用各種
查尋工具，主動瞭解所接觸的英語內容】等，並參考每個指標之下的
重點意涵等細項之調整建議，帶領學生學習如何正確使用工具書，除
了直接教導策略外，同時也要在課堂中有讓學生可以反覆練習的機會。
教學活動調整：教學活動調整上，分成目標設定、教學方式、活動內
容以及時間調配等四部分作說明：
在目標設定上，認知功能輕微缺損的學生，學習速度本身就比較慢，
即使是與原班學生一起上課，每堂課的目標設定仍不宜多，要能與學
生初始能力作調整，可以將原目標分解成數個小目標，漸進式地讓學
生容易達成，例如能力指標【4-1-7-2 能以正確的書寫格式寫出簡單
句(simple sentence)】可分解成【書寫句子時，句首字母能使用大
寫】、【書寫句子時，字與字之間能保持一定空格】、【書寫句子時，能
在字尾加上適當的標點符號】
、【書寫句子時，能依正確格式書寫專有
名詞，如 Mother＇s Day、Mr. Lin、January 等】
、【在適當提示下，
能以正確的書寫格式寫出簡單句(simple sentence)】等。
在教學方式上，要考慮學生的優勢能力選取呈現方式，如對於聽理解
較有困難的學生，在講解時，最好搭配圖片及文字一起呈現。在教學
過程中若遇到較為複雜的概念或內容，可將之拆解為小步驟，一步一
步地教導學生完成步驟，同時也學會該項內容。例如某單元的對話句
型在介紹家人的職業，以及 who 的問句使用方式，在教學過程中，宜
先用圖片及直接口語問答的方式，讓學生在圖片對應下先熟悉句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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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範例：
T：Amy
S：Amy
T: Who
S：Who
T：Who
Amy
T: Who
S: Amy

is
is
is
is
is
is
is
is

a
a
a
a
a
a
a
a

nurse.（秀出 Amy 護士圖）
nurse.（學生複述）
nurse? (肢體動作表示不知道)
nurse? (鼓勵學生用動作表示不知道)
nurse? (肢體動作表示不知道)
nurse. (指著圖片說明，恍然大悟的表情)
nurse? (詢問學生)
nurse.

以此類推到不同的圖片，例如：John is a doctor. 重複口語對話的
教學，接著將句型寫在黑板上，把 Amy 和 Who 劃出底線，強調 who 是
在問「誰」的意思。
確認學生瞭解對話句型以及 who 的用法後，接著進入書寫練習，英語
的書寫有特定格式（例如標點符號、句首字母需大寫、單詞間的空格
等等）
，這部分因認知功能輕微缺損學生在類化能力上較差，練習書寫
句子時要特別教導並注意的格式，因此在教學時，可以將特定格式的
提醒重點寫在黑板上，作為一開始書寫練習的示範提醒。
範例： [Amy is
步驟一:
步驟二:
步驟三:

a nurse.] 造原問句。
先看清楚畫線的部分，問甚麼? >>問人名
選擇適當的 WH 疑問詞>>選用 who
將畫線的部分改成疑問詞後面照抄（詞與詞間空格
要空出來） >>Who is a nurse
步驟四: 記得句尾加上問號>>Who is a nurse ?

以上教學時可參考能力指標【4-2-2 能依提示合併、改寫句子及造
句】，並參照該指標之下的重點意涵等細項之調整建議。
C. 在活動內容調整上，學生很容易因為過去累積許多挫敗的經驗，使得
他們在學習動機上不足，不論是新教的內容或是複習、練習，也該以
各種形式來呈現，可選用唱歌、寫學習單或玩遊戲等不同活動進行課
程，當複習同樣的主題時；選擇可以完整呈現新教內容的進行課程方
式，同時考慮多樣性，吸引學生目光。
D. 在時間調配方面，因學生長期記憶上也較弱，常需要不斷反覆練習、
複習。所以在課堂的時間分配上，約三分之ㄧ為新教內容，其他時間
再分配作為複習、練習、引起動機及總結之用，則較為適當。其中複
習的部分，若能盡量與該堂課的新教內容有所關連，學生在學習新的
內容時，將更容易上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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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學習環境
(1) 調整教室環境：
A. 教室環境調整，以舒適、明亮為其首要原則，牆壁的粉刷應採柔和的
顏色(例如粉紅色可安定心情)；多媒體設備應健全，方便老師上課時
使用，以增加各種不同的教學方式，吸引學生目光，強化學習動機。
B. 提供結構化的教室環境，在教室內動線、教室規定等也要維持簡單明
瞭並且一致，除了讓學生能培養遵守公共場所規定的習慣，對某些固
執行為的學生來說，例如自閉症學生，也較能專心在學習上，不受外在
事物干擾。同時避免會分散注意力的刺激，例如教室中電風扇或冷氣
機的聲音、戶外的交通噪音等。
C. 在座位調整上，讓學生座位靠近老師，當教師給予指示或呈現教材時
可以讓學生容易清楚地看到；同時安排坐在英語小老師的旁邊，上課
中適時給予協助。
D. 營造英語環境，可在教室中設置一個英語角落區，鼓勵學生下課在這
裡透過英語書籍、漫畫、益智玩具、拼圖等學習素材加深對英語的認
識和興趣。
(2) 調整教學環境：
A. 這些學生多半在班上屬於較為退縮的一群，因而需創造一個學生願意
主動參與上課的學習環境，例如從簡單、有趣並與本身有關的主題開
始，引導學生回答和分享，設計生動活潑的活動內容，激發學習動機
和提高興趣。
B. 教學時，課堂上的內容呈現要簡單清楚，不複雜，一次最多呈現一個
概念，在過程中老師實質鼓勵學生的進步，無論是社會性增強，或是
物質性的增強，例如設置增強板，不論是公布欄式的公開表揚，也有
聯絡簿或增強別冊，讓學生明確看到自己的努力以及自己的進步。
C. 教學時，將重要訊息或授課內容的關鍵字彙寫在黑板上，字體應放大，
並且容許學生上課錄音以便課後或回家溫習，另外可利用計時器協助完
成作業。
D. 在上課時可用非語言的方式提醒學生專注，例如老師和學生約定一個
彼此看得懂的手勢及表情，以提醒他表現好的行為，並適時讚美學生
特殊優良的表現。
4. 學習評量
(1) 採取多元評量模式：對認知功能輕微缺損的學生而言，多樣性且具
彈性的多元評量方式是必要的。其中不限於單一的紙筆測驗，評量
模式亦包括聽力與口語測驗、實作評量、口語評量、檔案評量、表
演遊戲評量、動態評量、溝通能力表現、期末成果展示等多項。同
時瞭解學生的學習起點，在逐步評量個別進步的情形，不僅以單次
考試做為評量的最終結果，亦需觀察其平常上課表現、學習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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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4)

(5)

以及作業與學習單的完成狀況，給予全面性綜合的評量。
依學生優勢能力作為調整：認知功能輕微缺損學生的障礙類別有所
不同，能力上也有不同的落差。因此不應單純選用一種評量方式及
一種評量標準，而須按照課堂上個別學生的優勢能力及程度，來訂
立個人的評量標準及方式，例如具有書寫障礙的學生，可採用電腦
方式或口頭回答方式來取代傳統的紙筆測驗作答；在辨識文字、符
號上有困難的學生，則應以口頭的提問代替文字呈現；具有聽說理
解困難的學生，宜採用文字呈現評量考試題目。
彈性化的評量方式：紙筆測驗時，應避免冗長的測驗，可分段施測，
考試時多給一些額外的作答時間，避免讓學生有時間限制或全部做
完的壓力；可事先告訴學生測驗的題目，容許學生看書作答，甚至
可讓學生將考卷帶回家寫。而作業單或學習單一次只給一張，以容
易完成作業為目標，不以書寫能力、字的美醜評定成績。
正面性地解釋評量結果：教師在解釋評量結果時，應避免偏向悲觀
化、負面化、責備化，使得學生遭受甚多挫折，應多給予正面的鼓
勵和支持，欣賞富創造力的答案，不以一般標準去看待並抹煞之。
特殊學生常須面對許多挫折，因為在與一般學生的學習表現比較起
來總是有段差距和落後，所以教師呈現評量結果時應兼採自我比較
或標準參照之方式，來給予積極、正面的評價和評分，如此可增進
學生正向的自我概念，強化其自信心，激勵自己有更好的表現。
評量人員多元化與合作：以往一般人認為成績評量是教師的責任，
但從學生學習成果綜合表現來看，評量應由導師、家長、特教老師
及專業人員等共同合作，擬定並施行個別化教育計畫(IEP)，透過客
觀評估、診斷、支援服務等有效地幫助學生達成學習目標，而依據
達成的程度作為評量的依據，必要時施予補救教學和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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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BBC-Schools - Words and Pictures。提供各階段 phonics 的課程設計、
遊戲、學習單、教學資源等。
http://www.bbc.co.uk/schools/wordsandpictures/index.shtml

(2011.01.12)
z Between the Lions Dub Cubs / PBS Kids!提供好玩的 phonics 線上遊
戲。http://pbskids.org/lions/games/ (2011.01.12)
z Learn to Read with Phonics。利用動畫的方式呈現 ABC 字母、自然發
音、簡單讀本等。http://www.starfall.com/ (2011.01.12)
z LIVEABC 圖解字典。利用主題呈現相關的圖片及英文詞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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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m (2010.0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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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詳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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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國中英語輔導網。匯集各縣市國中英語輔導團之英語教學資源。
http://210.240.55.2/~english/ (2010.07.17)
z 教育學習/教材及教學資源/語文教學/英文教材等包括英文學習(內有
74 個網站)及 44 個英文相關網站
http://dir.yam.com.tw/edu/edumr/edumr_langu/edumr_english/
(2010.08.07)
(五) 其他
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金會製作(2007)。 e4kids 兒童英語樂園 [錄影資料].
第三季。臺北市 : 公共電視。
東西圖書編著(2004)。Phonics kids : 動畫 VCD 。台北市 : 東西圖書。
草莓資訊股份有限公司[製作](2002)。亞瑟小子英語閱讀遊戲 [電子資
源]。 臺北市 : 草莓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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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個別化教育計畫與課程結合之應用實例
以下即以在國中階段取得學習障礙資格之特殊需求學生為例，說明如何透過
團隊評估後，應用語文領域中的英語課程能力指標來擬定個別化教育計畫中的學
年及學期目標，並據此來執行教學，達到學生有意義的參與學校活動。
(ㄧ) 個案說明
蕭○○（以下簡稱蕭生）目前為某國中二年級的學習障礙學生，在國一上
學期時，班級導師發現蕭生常常呆坐於教室內，對於老師上課的內容，反應總
是慢半拍，作業也常常沒有寫完，老師交代的事情常常一轉頭就忘記，當老師
對他嚴厲的告誡或生氣時，發現蕭生常常沒有感覺的只是低著頭，不大願意說
話，故轉介至校內的學習輔導加強班。爾後，協助上加強班課程的特教老師發
現蕭生在學習時，不論反覆練習多少遍，記憶單位一旦超過 5 個，就會出現記
憶困難的狀況，因此進而轉介特教組進一步觀察評估和輔導。
經過一個學期的觀察與輔導，發現蕭生其國文基礎能力停留在小三水準，
雖有基本識字的能力，但識字量不足；數學基礎能力停留在小五水準，雖有基
本運算概念，但因熟練度不夠，使其在與原班學習時，花費太多時間在辨識或
計算上，相對導致理解速度慢；而在英語科的表現上，由於對國小階段所教過
的 26 個英語字母仍不熟悉，且常有相似字混淆的情形，因此對基本的單字辨讀
亦有困難，遑論其他句型以及閱讀的學習。綜觀蕭生的學習狀況與能力，要跟
上七年級的程度著實有困難，因而決定向台北縣鑑定輔導委員會提報特殊教育
資格，並於國一下學期初取得學習障礙資格，隨即開始進行抽離及外加的課程。
由家長、導師、任課老師、特教老師、特教組長所組成的 IEP 團隊，在蕭
生國一期末時，召開 IEP 檢討會議，考量蕭生將升上二年級，國、數的基本能
力慢慢建立熟練，但是英語部分隨著課本單字量越來越多，句型文法從簡單式
進入較複雜的過去式，課本閱讀量也開始增加，蕭生恐有越來越無法適應的感
覺，且在學校與同儕互動的情形不佳，臉部表情和話語皆不多，常讓周遭的同
學難以接近，也不大表達需求，導致人際關係越來越糟，被班上同學排擠等等
的情形，因此 IEP 團隊評估蕭生的能力現況後，會議中決議如下：
1.普通教育課程方面：
(1) 考量蕭生的認知功能以及學業表現現況，主要仍以參與普通班課程和活
動為主，一來蕭生絕大部分的課程仍可跟著班上的進度，二來在原班可
以在同學互動中學習社會技巧以改善人際關係。
(2) 國文採取外加式，加強蕭生的基本識字量及應用詞彙句型的能力。編擬
其學年目標為【自 99/9/1 起至 100/6/30，每兩個月評量 1 次，透過識
字策略及閱讀學習，能逐步增加識字量達 3000 字，正確率達 100％。】
及【自 99/9/1 起至 100/6/30，每兩個月評量 1 次，在口頭提示下，能
運用新詞彙進行至少兩句的前後連貫造句，正確率達 80％】。
(3) 數學亦採取外加式，加強蕭生的基礎運算能力以及解題的能力。編擬其
學年目標為【自 99/9/1 起至 100/6/30，每個月評量 1 次，在無提示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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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熟練整數及分數四則混和運算，20 題的題目當中正確率達 80％】。
(4) 英語採取抽離的方式，除了使用簡化之後的教材，讓蕭生瞭解課本的基
本句型，另外使用字母拼讀法，持續教導蕭生看字讀音的能力。編擬其
學年目標為【自 99/9/1 起至 100/6/30，每個月評量 1 次，能辨識、念
出及寫出 26 個英文字母大小寫，正確率達 100％】
、
【自 99/9/1 起至
100/6/30，每個月評量 1 次，能運用策略學習，將 40 個單字詞正確讀
出，正確率達 80％】
、
【自 99/9/1 起至 100/6/30 每兩個月評量 1 次，能
透過策略學習，說出 40 個英語單字詞之中文意思及正確運用，正確率
達 80％】
、
【自 99/9/1 起至 100/6/30，每兩個月評量 1 次，在無提示下，
能夠將所教導的句型，進行正確的提示合併及改寫句子，正確率達 75
％】、
【自 99/9/1 起至 100/6/30，每星期至少 2 次的上課觀察中，在課
堂上表現出主動積極的學習態度及提升英語學習興趣】。
(5) 針對英語科的學習目標上，依據蕭生能力現況和配合九年一貫課程綱要
進行個別化調整，在教學材料上仍採用與普通班相同之課本，但在目標
選擇上，因蕭生在最基礎的聽說讀寫能力上仍須加強，除了國中階段得
參考九年一貫較基礎的國小階段指標，並在學習內容及學習歷程上進行
調整，其說明如下：
A. 學習內容調整
a. 分解：蕭生轉介入加強班進行補救教學時，她對英語字母僅有初
淺的認識，加上記憶能力較弱，因此加強班時期，教師不僅將英
語字母序列分段式處理，先教導 A→K，再進入 L→Z，並分散在不
同時間點完成，又將九年一貫領域中的第 2 項語言能力「說」之
能力指標【2-1-1 能說出 26 個字母】，分解成指標【能仿說 26
個字母的名稱】
、
【能分段說出若干個連續的字母，如 abcd、efgh
等】
、
【能依序正確說出 26 個字母的名稱】等，一方面減輕蕭生記
憶上的負擔，二方面增加反覆練習的機會。
進入資源班後，逐漸將焦點放在字母的辨識、唸讀及書寫，
故選定九年一貫的第 5 項語言能力「聽說讀寫綜合應用能力」之
能力指標【5-1-1 能正確地辨識、唸出與寫出 26 個英語字母】作
為擬定 IEP 學年目標的根據。
在第一學期的目標選定上，考量蕭生在相似字母辨讀上一直
有困難，故將 5-1-1 指標先進行分解處理，並選用調整後之能力
指標【3-1-1-5 能正確辨識易混淆的印刷體大寫字母，如 E/F、
I/J、H/N、U/V、M/W 等】、
【3-1-1-6 能正確辨識易混淆的印刷體
小寫字母，如 b/d、f/t、h/n、m/n、p/q、m/w、n/u 等】及【4-1-1-8
能寫出相對應的 26 個印刷體大小寫字母，如 A→a、b→B、beef
→BEEF 等】作為擬定 IEP 中之學期目標【1-1 自 99/9/1 至
100/1/10，每個星期評量一次，在無提示下，抽取 10 個具有相似
字母的單字(例如:b,d,p,q)，進行字母念讀以及大小寫轉換，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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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率達 100%】。
b. 簡化：蕭生的英語基礎能力弱，單字量少，無法像一般學生在學習
句型時，可以舉一反三自行看圖造出句子，但蕭生在句子學習上，
有較優勢的地方，即在瞭解單字中文意思以及給予句型架構的提示
下，可以自行將英文單字依據句型的排法進行重組，故蕭生實際上
仍可以學習九年一貫的第 4 項語言能力「寫」之能力指標【4-2-2
能依提示合併、改寫句子及造句】，故選定能力指標 4-2-2 作為根
據，形成 IEP 中學年目標【4.自 99/9/1 起至 100/6/30，每兩個月
評量 1 次，在無提示下，能夠將所教導的句型，進行正確的提示合
併及改寫句子，正確率達 75％】；然而一般學生在提示上可能只需
提示關鍵單字即可完成完整句子，但依蕭生的現階段能力無法獨立
看圖直接寫出句子，因此需將此目標進行簡化，選定調整後之能力
指標【4-2-2-2 能在範例提示下，選用適當連接詞來合併句子】及
【4-2-2-4 能依提示將錯置的字詞，正確組合成一正確句子】，寫成
學期目標【4-1 自 99/9/1 至 100/1/10，每兩個星期評量一次，能在
句型結構及關鍵字，包含 before、after/be 動詞過去式/both、all/
頻率副詞的提示下，在 10 個句子的改寫或合併中，正確完成 7 個句
子】，讓學生在學習句型時給予簡化協助。
範例：

I wash my face ＿(before)

I brush my teeth.

一般學生的提示僅單純要求使用 before 或者 after 造句，即可
寫出完整句子。但蕭生在學習此句型時可以透過給予適當提示，並
簡化學習內容，例如：呈現圖片，或者寫出重要的英語詞彙中文意
思：洗臉（wash face）、刷牙（brush teeth）等。蕭生依據圖示或
單字提示將 before 或是 after 填入空格中。當蕭生熟悉 before 和
after 用法後，再利用字卡的方式，分成主詞卡、動詞卡以及連接
詞卡，進行不同圖片的造句排列，以協助蕭生熟悉該句型的使用，
最後慢慢褪除圖片的協助。
c. 減量：英語單字教學中，每個單元中單字量多達 20-26 個不等，對
於記憶有明顯困難的蕭生是很大的挑戰，除了在教學設計中必須逐
步的教導蕭生記憶策略，並積極加強字母拼讀法的學習外，也應考
慮減少學習的內容，在原有的九年一貫指標聽說讀寫等能力類別中
都會提到要學習課堂中習得的詞彙，例如九年一貫的第 3 項語言能
力「讀」之能力指標【3-1-2 能辨識課堂中習得的詞彙】
，而在九年
一貫的第 5 項語言能力「聽說讀寫綜合應用能力」之能力指標中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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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詞彙量的部分，例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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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對蕭生而言，1200 個
基本單字即使分解了，因為本身的限制，學到國三都還不見得可以
全部學習完畢，與其空泛的學習，不如進行減量並紮實的吸收、學
習，經過國一階段的初步嘗試，決定每個單元選取 10 個蕭生一定要
學會的重要單字，其餘單字雖亦介紹，但將不會是學習的重點，每
學期約有 9 個單元，學習 90 個生字，三年目標將是 540 個單字左右，
回歸九年一貫課程綱要來看學習內容上並不會抵觸原有【3-1-2】的
能力指標，但是對【5-2-1】來說，學習內容上是減量的。
d. 替代：在英語的文化與習俗的教學中，許多能力指標強調要用簡單
英語來作介紹，例如九年一貫的第 7 項語言能力「文化與習俗」之
能力指標【7-2-1 能以簡易英語介紹國內外風土民情】
，然而對於蕭
生而言，使用簡單英語句子介紹是困難的，且文化與習俗的教學中，
重點應放在瞭解不同的風土民情，而不是考驗學生的英語表達能
力，因此在教到類似單元時，可使用替代策略調整，替代的方法從
最難到最簡單的方式分別是「用簡單的英語句子介紹」、
「用簡單的
英語單字、片語作介紹」、
「用中英夾雜方式作介紹」、
「完全用中文
介紹」等。
B. 學習歷程調整
蕭生在學習歷程調整上，分成學習策略、教學活動及學習動機三大
項來說明：
a. 學習策略教導
I. 加強拼讀能力：對蕭生的英語領域學習策略上，從國一開始將
焦點放在字母拼讀法及記憶策略應用。字母拼讀法能夠讓蕭生
學習英語發音的基本規則，並避免除了 26 個英語字母以外，重
新再學一套符號系統—KK 音標，漸進式的從瞭解英語字母的發
音、區辨不同的字母音、利用字母音進行拼音，並進行到能看
單音節的英語詞彙進行拼音，從規則的變化進入不規則變化，
從單一的子音及母音，進入雙子音、雙母音的組合，蕭生越熟
悉字母拼讀法，也越能提升她在閱讀中嘗試拼音的能力，降低
英語單字學習和記憶的焦慮，並提高學習效能。其中可參考九
年一貫之能力指標，例如第 1 項語言能力「聽」之指標【1-1-1
能聽辨 26 個字母】
、【1-1-2 能聽辨英語的子音與母音】；第 2
項語言能力「說」之指標【2-1-1 能說出 26 個字母】
、
【2-1-2 能
唸出英語的語音】；第 5 項語言能力「聽說讀寫綜合應用能力」
之能力指標【5-1-6 能運用字母拼讀法(phonics)】等，根據上
述所列指標之調整後的各項重點意涵指標，作為教學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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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加強記憶能力：
i. 利用音節背單字：要協助簫生容易記住英文單字（字彙）
，可
善用英文的音節幫助記憶，例如要記 television 這個單字，
與其 T-E-L-E-V-I-S-I-O-N 一直唸個不停地靠死記，不如先
熟悉它的正確發音，然後邊唸這個單字的每個音節時，一邊
在紙上寫著，當唸 te 時並寫下 t-e，唸 le 時並寫下 l-e，唸
vi 時並寫下 v-i，唸 sion 時並寫下 s-i-o-n，寫完之後再唸
一遍，有了聲音的輔助，同時運用眼、耳、口、手等操作練
習多次，便可輕鬆地將這個單字記住，即便再長難背的單字
都可迎刃而解。
ii. 利用趣味聯結背誦詞彙：蕭生的記憶單位是少量的，會限制
大量學習英語的能力，除了反覆的練習外，將蕭生的記憶與
生活常見事物連結也是重要的，利用有趣的諧音或聯想的方
式建立連結，亦能加深蕭生對學習內容的印象，例如：十二
月份中的五月（May）、六月(June)、七月(July)的諧音背誦
採用「聽完 May Day（五月天 May）的演唱會後，小王相約去
喝酒（台語 June）
，小李說馬上就來（July）」
，讓蕭生朗朗
上口，進而記住五月、六月、七月的發音以及排序，再搭配
字母拼讀法，提醒蕭生注意 June 和 July 有相同 ju 音，加強
蕭生的單字記憶以及拼音練習。
b. 教學活動的調整
蕭生的英語課程除了單純的聽、說、讀、寫練習外，也會針對
其不擅與人互動的需求，設計活動讓同組學生有機會透過互動來加
強英語學習及人際關係，活動設計除了有趣外，重點是要實際幫助
學生練習，像是利用字卡和樸克牌，借用抽鬼、排七等規則，讓學
生在遊戲中練習過去式動詞的規則變化，或者小組競爭的方式，透
過賓果喊號，練習英語數字的說法，或者互相出題讓彼此速度進行
字卡拼湊成句子的遊戲，不著痕跡的將英語枯燥的反覆練習帶入課
堂活動中。

接龍練習圖例（以國一名詞複數+es, +s 等轉換為例）

c. 學習動機的提升
從蕭生學習態度及動機上，可發現另一個學習潛在優勢，若
給予蕭生大量鼓勵，可增進作業完成率，而與教師熟悉度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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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可以慢慢影響學習英文的表現，因此在 IEP 學年目標加入九年
一貫之能力指標第 6 項語言能力「學習英語的興趣與方法」
，形成
學年目標【5.自 99/9/1 起至 100/6/30，每星期至少 2 次的上課觀
察中，在課堂上表現出主動積極的學習態度及提升英語學習興
趣】，並選定調整後指標【6-1-7-1 在課堂上聽不懂時，能主動舉
手請老師再說一遍】
、【6-1-13-2 能主動完成教師所交代的作業內
容及範圍】以及【6-2-5-1 在閱讀文本段落時，能在未曾學過的字
詞做上記號】等等，形成 IEP 中學期目標 【5-1 自 99/9/1 至
100/1/10，每星期兩次的課堂觀察中，在課堂上聽不懂時，每次
都能主動舉手請老師再說一遍】
、
【5-2 自 99/9/1 至 100/1/10，每
星期兩次的課堂觀察中，在閱讀文本段落時，每次都能在未曾學
過的字詞做上記號】
、
【5-3 自 99/9/1 至 100/1/10，能主動完成教
師所交代的作業內容及範圍，作業完成度達 90％】
。另外，在課堂
安排上，也多利用增強制度給予蕭生正向主動積極的學習態度大
量鼓勵，協助蕭生在英語學習過程中產生挫折時，能夠勇於求助
及面對。
2.特殊需求課程方面：
由於蕭生大部分時間需在班級中與同學相處，但在班上呈現退縮的情形且與同
儕間互動不佳，因此可利用自習課的時間作為加強，社會技巧課程著重於蕭生
的情緒覺察、處理及自我表達的能力，以原班的生活事件為教學材料，讓蕭生
加以練習及類化。另外，根據觀察分析，發現蕭生能主動地幫忙老師，且能在
少量協助下獨立完成老師交代的任務或作業，這項優點將幫助自己改善在原班
的人際關係，導師可使其擔任股長或排長等職務，在服務同學的過程中，增加
運用言語、表情及肢體語言等互動機會，且長期下來與同儕間產生的信任和情
誼，必能增進人際關係，補強其不足的社會技巧。其學年目標可編擬為【自
99/9/1 起至 100/6/30，每兩個星期觀察輔以口頭問答，在無提示下，能夠主動
覺察、表達不同情境中自己和他人的情緒並做出合適的反應】
。
3.相關支援服務方面：
(1) 學習環境：
A. 蕭生目前的英語科全部抽離至資源班上課，在座位安排上，因為是採小組
六個人上課，自然可讓老師隨時注意蕭生的學習表現，適時地觀察、提醒
及調整。
B. 在教室環境規劃上，蕭生容易因為接受訊息太多或背景太吵雜的因素而導
致上課分心，因此教室的黑板端，應該要盡可能的簡單明瞭，教師在進行
板書時，也應注意黑板區域的規劃，例如，可以分成三塊，中間屬於學生
的視覺焦點處，應作為上課主要的內容呈現，右邊或左邊端的黑板可以分
別顯示該堂課程進度以及班規或增強機制的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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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強機制
班規提醒

課程流程
□ vocabualry

課堂主要內容

□ 句型練習
□ 小小測驗

老師
學生

學生

學生

學生
學生

學生

C. 若此間資源班主要常作英語課程教學使用，可在後面布置規劃英語專區或
角落，讓學生擁有自主學習的機會，例如：放置可更換式的英語詞卡、可
操作式的英語句型拼貼等等，隨著當月主要的課程內容進行更換，在下課
時間也可以有機會透過有趣的實際演練操作方式自主學習。
(2) 學習評量：蕭生的英語學習與普通班學生有明顯的落差，在讀寫能力尚未
建立且熟練之前，老師在教學評量的方式上，可改用透過學生的聽力表
現、仿說能力、透過策略學習獨立說出的能力以及實際動手操作字卡造句
順序的能力等來觀察蕭生在資源班的英語學習成效，也可協助教師確認是
否達到該能力指標。另外考量蕭生的識字能力仍有限，且聽覺理解能力仍
優於自行閱讀理解的狀況下，在考試評量服務上輔以報讀，協助參加學校
內定期考試評量，使能在考試中發揮較好的潛力。
(3) 教師諮詢服務：特教老師應隨時給予普通班老師諮詢服務，協助普通班老
師能夠有策略的協助蕭生在原班的學習適應力並增加社會技巧能力。
(4) 課程安排：由於蕭生屬跨領域學習的輔導個案，因此在課程安排上需採抽
離及外加兩種方式進行，另請教務處在期初時候協調原班導師及任課老師
的排課，盡量給予蕭生最適合之課表，施行個別化教育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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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個別化教育計畫範例

一、

基本資料

（一）個人資料
學生姓名 蕭○○

性

別 女

出生日期 86. ○. ○ 實足年齡 13 歲
家長姓名 ○○○

關

係 母女

身份證字號

**********

聯絡電話

(H) *********
(O)
行動

7月

戶籍地址 台北縣
通訊地址 台北縣
鑑輔會鑑定類別

特教類別 學習障礙

核准文號

（二）家庭狀況
1. 家中有四人，父親為工人，母親於公所上班，姊姊目前就讀建
教合作班。
家庭狀況簡述
2. 家庭成員彼此互動良好，姊姊亦常會協助妹妹的學習和生活，
平時主要照顧者為母親。
1. 學習上，家長期望蕭生能夠有基本的學業能力即可，快快樂
樂的學習。
家長期望
2. 生活適應上，期望能夠多提升其人際關係的互動能力。
3. 未來發展上，家長期待能夠讓蕭生學習一技之長。
家中對個案的支 1. 家庭成員互動良好，在生活中，能常常彼此分享學校事情。
持
2. 成員都很關心蕭生在校的學習，能夠配合督促蕭生。
（三）生長發展史及醫療健康史
1. 出生有早產的情況。
生長發展史
2. 母親表示生長速度較慢，兩歲以後才會走路。
1. 幼年常生病，曾得過傷寒，亦動過盲腸炎手術。
2. 曾經在國小時期摔斷腿，但經過治療後，並不會影響走路狀
況。
醫療健康史
3. 散光 200 度左右，裸視右眼 0.5，左眼 0.8，醫生表示不需配
戴眼鏡。
（四）教育史
1. 從小二開始接受資源班的國語和數學抽離課程，小三鑑定為智
能障礙，但畢業時未提報轉銜。
正式教育
2. 國一上學期經導師轉介至校內學科加強班，任課老師發現其有
注意力不集中，且整體動作和學習的速度緩慢，故轉特教組。
3. 國一下經鑑輔會鑑定為學習障礙，正式進入資源班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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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正式教育

二、

1. 小學三年級有上過外面的安親班，常需要教師一對一教學。
2. 小學六年級有在外面補習英語和數學一年左右因成效不彰而
停止。

評量記錄

評量方式或工具 評量日期 評量者
結果摘要
99/05/02 心評教師 語文智商 68 知覺組織 105 語文理解
魏氏兒童
智力量表第三
69 作業智商 99（達顯著差異，知覺組織
版
代）專心注意 64 處理速度 80
1. 語文與知覺組織差達 31 有內在的差
異。
2. 專心注意與處理速度相較於知覺組
織是明顯弱勢能力。
3. 作業量表中圖畫補充是明顯優勢，符
號替代是明顯弱勢
99/05/01 特教教師 第一次：個案自己念讀→正確題數：3 題
閱讀理解困難
第二次：給予報讀協助→正確題數：10
篩選測驗
題
但皆未過小六的切截標準（13）
識字量有限，對文章的理解亦不大行。
聽理解好於自行閱讀理解。
99/05/01 特教教師 1. 原始分數 52 未過國一切截標準
中文年級
（105）
(個別施
認字量表
2. 年級分數 G3
測)
3. 個案表示不會注音符號，以念讀施測
99/05/01 特教教師 1. 在借位減法之後的題目，多會使用紙
基礎數學
概念評量
筆計算、手指輔助、口語協助幫助計
算。
2. 九九乘法、空格運算、三則運算、應
用問題皆未過國一的切截標準。
3. 基本加減乘運算沒問題，但速度緩
慢，需要借位或進位的題目，在時間
內大部分做不到五題，三則運算中，
沒有（）的概念，應用問題採報讀方
式，但受限於理解的影響，有空格概
念的題目，不會倒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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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測驗
不進位加法

做對/全部％
70%

做對/做完％
100%

進位加法

30%

100%

不借位減法

62,5%

100%

加強班課堂觀
察

98/09
至 99/01

與導師訪談

99/01

三、

借位減法（1） 22.22%

100%

借位減法（2） 22.22

66.67%

借位減法(6)

33.3 %

100%

九九乘法

31.25%

1%

橫式運算

37.50%

75%

三則運算

40%

40%

應用問題

25%

50%

英語老師 加強班課程為英語科。
特教教師 1. 蕭生背單字的記憶量有限，最多只能
記 3-5 個字母的英語單字。
2. 無法完整唸完 26 個英語字母，且相
似字形容易混淆，無法看單字嘗試拼
音念讀。
3. 但是可以在給予句型結構以及英語
單字的協助下，完成句子的仿寫。
4. 在交代事情時，常常感覺蕭生抓不到
老師的重點。
5. 對熟悉的老師有較多對談，對不熟事
情，易有退縮行為出現。
特教教師 1. 學習速度緩慢，跟不上同學進度，也
容易心不在焉。
2. 常常問話不回答，容易受情緒影響回
答的意願。

學生能力描述

（一）現況描述
項目
能力現況
1. 散光 200 度，裸視右眼 0.5，左眼 0.8，醫生評估不需戴
感官功能
眼鏡。
2. 其他感官功能正常。
認知能力 1. 語文智商 68，作業智商由知覺組織替代 105，操作比語
文好，智力正常。
2. 短期記憶短且量少，記憶單位約 5 個左右，容易忘記。
3. 注意力方面，上課容易分心。
4. 聽力理解能力上，較難抓到老師交代的事情重點，需要
重覆確認。
學業能力 1. 識字量約 2000 字有小三的水準，但看不懂注音符號。
2. 能書寫字或簡單詞句描述事件，但前後句邏輯矛盾，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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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

溝通能力

生活自理
能力

社會人際
能力

型多為簡單句。
3. 能順序背誦英語字母 a-k，但無法獨立辨識字母，相似字
母也常混淆。
4. 英語識字量少，有字母音概念，例如：b→ㄅ等，但單字
拼讀上仍有困難。
5. 書寫表現有筆畫問題，會超出格子之外，像在畫畫一樣。
6. 在給予適當的單字以及句型提示下，可以仿寫英文句型。
7. 數學有基本運算能力，但速度緩慢，超過兩步驟的應用
題理解上有困難。
8. 在學習動機上需要很多鼓勵，會準時繳交作業，對老師
的熟悉程度會影響學習態度。
1. 與熟悉對象對談時，會有較多主動性表達；對不熟悉對
象，音量變小，眼神逃避，常需對方猜測意思。
2. 多使用簡單句陳述事件，偶需問題引導，才能將事件完
整說明。
3. 在家中的交談，會主動分享事情，在校常以喃喃自語來
回答問題。
1. 教室座位及家中房間凌亂，需要他人叮嚀。
2. 能夠做基本的家事：洗碗盤、倒垃圾等。
3. 能大致保持自己的衣著及髮型整潔。
4. 盥洗、如廁等生活自理，皆能獨立操作。
1. 對陌生環境需要較長時間方能適應，班上團體活動需要
同學邀請才加入。
2. 經常和老師打小報告，易造成同學間的不愉快。
3. 在一對一情況下，對熟悉的老師之間會有比較好的互
動，會主動幫忙老師做事。
4. 處理人際技巧不夠好，與別班同學擦撞，卻不做任何反
應，致對方誤會。
面對他人大聲說話或生氣時，會退縮、低頭不語，或以哭來
表達。

情緒行為
表現
動作行動 1. 粗大與精細動作與一般同學無異。
2. 能夠自行搭公車上下學，但很少到學校和家以外的地方去。
能力
其他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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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學習特性及需求綜合摘要表

（一）學習特性優弱勢分析
優勢
弱勢
（打小報告、摩擦
1. 在適當鼓勵下，能夠有意 1.不大會處理人際之間的互動。
等）。
願學習。
2.表達能力仍偏簡單句，且會受到情緒以及對對
2. 會主動幫老師忙。
3. 能夠少量協助下獨立完成 方熟悉程度所影響。
老師交代的任務或作業。 3.識字量少，符號學習困難，閱讀理解受限。
4. 在給予適當單字詞及句型 4.數學雖有基本運算能力，但在生活應用及算術
提示下，可以進行模仿造 題理解上，仍有困難。
5.上課容易分心做自己的事情。
句。
（二）障礙狀況對其在普通班學習及生活的影響
學習層面
生活層面
1. 識字量少，符號辨識困難，造成書 1. 表現退縮，不主動參與班級活動，與
面閱讀理解能力受限，不同語言學
同學顯得疏離。
習上皆產生挫折，聽覺理解比自行 2. 人際互動上，常出現不適當的技巧（例
閱讀好。
如：打小報告、不會處理衝突事件
2. 數學上已有基本運算能力，但缺乏
等），導致衝突與誤會。
生活應用，對抽象概念和應用題理
解仍有困難。
3. 記憶單位約 3-5 左右，影響原班學
習吸收。
（三）特殊需求分析
1. 提升識字量、閱讀技巧及基本語句理解的能力。
2. 提升數學基礎能力及生活化應用能力。
3. 培養學習策略，如記憶策略方法。
4. 增加好的人際關係應對技巧策略。
5. 鼓勵主動且清楚表達需求的能力。
6. 鼓勵獨立完成簡單學習任務，建立自信心。

五、教育安置與服務方式
(一)安置類型
□自足式特殊班
□在家教育

■資源教室
□巡迴輔導

□普通班輔以諮詢服務
□其他：＿＿＿＿＿＿＿

(二)特殊教育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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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 繼 更
領域
次 續 換
9
國文
9

地點

節課/週

起迄時間

國文教室

2 節/週

99/9/1~
100/6/30

英語

英語教室

4 節/週

數學

數學教室

3 節/週

99/9/1~
100/6/30
99/9/1~
100/6/30

1 節/週

99/9/1~
100/6/30

9

9

社會
技巧

國文教室

(三)個案學生課表

負責教師 備註
○○○
○○○
○○○

○○○

利用第八節
進行國文課程
共2節
抽離原班英語
共4節
利用第八節
進行數學課程
共3節
應用原班自習
時間，進行社會
技巧共 1 節

99 學年度課表

週一

週二

週三

週四

週五

第一節

數學

國文

數學

數學

藝術人文

第二節

健體

英語
(英語)

英語
(英語)

自然

藝術人文

第三節

英語
(英語)

綜合活動

國文

國文

自然

第四節

自然

綜合活動

自然

社會

數學

第五節

國文

健體

社會技巧
(自習)

社會

綜合活動

第六節

國文

社會

社團

健體

綜合活動

第七節

健體

藝術人文

社團

英語
(英語)

國文

第八節

數學

國文

數學

國文

數學

(四)相關專業服務（語言、職能、物理、心裡治療或社工等）
首繼更
服務方式
頻率
服務內容
起迄日期 負責人
次續換
（直接治療或諮詢等） 次/週、幾分鐘
無

(五)行政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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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單位
（人）
教務處
考試評量 1. 根據鑑輔會決議於段考提供報讀服務。
特教組
調整
2. 英語一科抽離，由資源班給予平時成績。
普通班任課
老師
針對蕭生學習及行為特性需求，給予普通班老師諮詢 特教組
諮詢服務
服務。
1.英語採抽離上課，需排入排課組群。
教務處
排課協調 2.國文和數學採外加方式上課，須知會導師及任課老 特教組
師。
支援項目

支援內容

六、 學年與學期目標
領域

學年目標
1. 自 99/9/1 起至 100/6/30，每兩個月評量 1 次，透過識字策略及
閱讀學習，能逐步增加識字量達 3000 字，正確率達 100％。
國文
2. 自 99/9/1 起至 100/6/30，每兩個月評量 1 次，在口頭提示下，
能運用新詞彙進行至少兩句的前後連貫造句，正確率達 80％。
1. 自 99/9/1 起至 100/6/30，每個月評量 1 次，能辨識、念出及寫
出 26 個英文字母大小寫，正確率達 100％。
2. 自 99/9/1 起至 100/6/30，每個月評量 1 次，能運用策略學習，
將 40 個單字詞正確讀出，正確率達 80％。
3. 自 99/9/1 起至 100/6/30，每兩個月評量 1 次，能透過策略學習，
英語
說出 40 個英語單字詞之中文意思及正確運用，正確率達 80％。
4. 自 99/9/1 起至 100/6/30，每兩個月評量 1 次，在無提示下，能
夠將所教導的句型，進行正確的提示合併及改寫句子，正確率達
75％。
5. 自 99/9/1 起至 100/6/30，每星期至少 2 次的上課觀察中，在課
堂上表現出主動積極的學習態度及提升英語學習興趣。
自 99/9/1 起至 100/6/30，每個月評量 1 次，在無提示下，能熟練整
數學
數及分數四則混和運算，20 題的題目當中正確率達 80％。
自 99/9/1 起至 100/6/30，每兩個星期觀察輔以口頭問答，在無提示
社會技巧 下，能夠主動覺察、表達不同情境中自己和他人的情緒並做出合適的
反應。
代號

國文第一學期目標

評量結果與修改

1-1

自 99/9/1 至 100/1/10，每兩個月評量一次，可
透過部件識字教學策略在自編識字量測驗中，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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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識字量達 2600 字，正確率達 100％。

2-1

自 99/9/1 至 100/1/10 每兩個月評量一次，在口
頭提示下，能夠將每星期教導的 10 個新詞彙正
確運用在造句中，並使用適當的連結詞連結兩個
句子，正確率達 80％。

代號

英語第一學期目標

1-1

2-1

2-2

2-3

3-1

3-2

4-1

5-1

5-2
5-3

評量結果與修改

自 99/9/1 至 100/1/10，每個星期評量一次，在
無提示下，抽取 10 個具有相似字母的單字(例
如:b,d,p,q)，進行字母念讀以及大小寫轉換，
正確率達 100％。
自 99/9/1 至 99/10/1，每星期評量一次，在無
提示下，能夠在 26 個英語字母中抽取 5 個字母，
唸出該字母名及字母音，正確率達 100％。
自 99/10/1 至 100/1/10，每兩個星期評量一次，
每次抽取課本文章中符合發音規則的單字 10
個，能運用字母拼讀法獨立拼讀出，正確率達
80％。
自 99/9/1 至 100/1/10，每個星期評量一次，能
夠透過諧音記憶策略，念讀每單元中重要的 10
個單字發音，正確率達 80％。
自 99/11/1 至 100/1/10，每個星期評量一次，
在無提示下，能夠說出每單元中重要的 10 個單
字中文意思，正確率達 80％。
自 99/11/1 至 100/1/10，每個星期評量一次，
在無提示下，能在閱讀句子過程中利用習得的字
詞，表達出簡單句的中文意思達 80%。
自 99/9/1 至 100/1/10，每兩個星期評量一次，
能在句型結構及關鍵字，包含 before、after/be
動詞過去式/both、all/頻率副詞的提示下，在
10 個句子的改寫或合併中，正確完成 7 個句子。
自 99/9/1 至 100/1/10，每星期兩次的課堂觀察
中，在課堂上聽不懂時，每次都能主動舉手請老
師再說一遍。
自 99/9/1 至 100/1/10，每星期兩次的課堂觀察
中，在閱讀文本段落時，每次都能在未曾學過的
字詞做上記號。
自 99/9/1 至 100/1/10，能主動完成教師所交代
的作業內容及範圍，作業完成度達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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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號
1-1

1-2
代號
1-1

1-2

數學第一學期目標

評量結果與修改

自 99/9/1 至 99/11/1，每兩個星期評量一次，
在無提示下，在 20 題四則運算題目中，能夠運
用「先乘除後加減」的原則進行四則運算，正確
達 18 題以上。
自 99/11/1 至 100/1/10，每兩個星期評量一次，
在無提示下，在 20 題四則運算題目中，能夠運
用「括號內運算先進行」的原則進行四則運算，
正確達 18 題以上。
社會技巧第一學期目標

評量結果與修改

自 99/9/1 至 99/11/1，每兩個星期觀察一次，
在無提示下，在 5 次生活事件中，至少 4 次能夠
正確的界定出他人的情緒。
自 99/11/1 至 100/1/10，每兩個星期觀察一次，
在無提示下，在 5 次生活事件中，至少 3 次能夠
正確的覺察並說出自己的情緒。

七、參與 IEP 擬定人員簽名欄
學生

家長

相關專業人員 專任老師

導師

行政人員

蕭○○

○○○

無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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