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文學習領域(國語文、英文)
一、編寫說明
以「學生為中心」是特殊教育最基本的理念，特殊教育教師必須依據學生的需求提供適合的教育內容及方法，在當前「最小限制，最大統和」
的前提下，特殊需求孩子應盡可能的參與融合教育環境的學習，即便是認知功能嚴重缺損的孩子，亦不應只限於在隔離的環境中學習。因應特殊
教育與普通教育接軌之需求，九年一貫課程中七大領域、六大議題透過分段能力指標學習進而達成培養十大基本能力之理念，特殊需求學生亦可
全部或部分參與。本手冊之編寫參考「國民中小學九年一貫課程」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領域能力指標，針對認知功能嚴重缺損之學生進行調整設
計，包括低功能自閉症學生、中重度智能障礙學生或中重度智能障礙伴隨有感官、肢體或情緒等其他障礙之多重障礙學生。透過評量學生的學習
需求與身心特質，進而了解學生起點行為與先備能力，分析普通教育課程能力指標和認知障礙嚴重缺損學生學習需求之適配性進行能力指標的調
整，期能透過由低至高逐步設計與調整課程層次，以漸進方式協助學生達成能力指標，並重視特殊需求學生與普通學生之交流與互動。

(一)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國語文學習領域旨在培養學生正確理解和靈活應用本國語言文字的能力。以使學生具備良好的聽、說、讀、寫、作等基本能力，並能使
用語文，充分表情達意，陶冶性情，啟發心智，解決問題。培養學生有效應用語文，從事思考、理解、推理、協調、討論、欣賞、創作，以
擴充生活經驗，拓展多元視野，面對國際思潮。.激發學生廣泛閱讀的興趣，提升欣賞文學作品的能力，以體認本國文化精髓。引導學生學習
利用工具書，結合資訊網路，藉以增進語文學習的廣度和深度，培養學生自學的能力

表1-1 國語文學習領域內涵架構表
國語文學習領域之內涵架構
課程目標：
1.應用語言文字，激發個人潛能，拓展學習空間。
2.培養語文創作之興趣，並提升欣賞評析文學作品之能力。
3.具備語文學習的自學能力，奠定生涯規劃與終身學習之基礎。
4.運用語言文字表情達意，分享經驗，溝通見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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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透過語文互動，因應環境，適當應對進退。
6.透過語文學習體認本國及外國之文化習俗。
7.運用語言文字研擬計畫，並有效執行。
8.結合語文、科技與資訊，提升學習效果，擴充學習領域。
9.培養探索語文的興趣，並養成主動學習語文的態度。
10. 運用語文獨立思考，解決問題。
瞭解自我 欣賞、表 生涯規劃 表達、溝 尊重、關 文化學習 規劃、組 運用科技 主動探索 獨立思考
十項基本能力 與發展潛 現與創新 與終身學 通與分享 懷與團隊 與國際瞭 織與實踐 與資訊
與研究
與解決問
能
習
合作
解
題
注音符號 注音符號 注音符號 注音符號 注音符號 注音符號 注音符號 注音符號 注音符號 注音符號
運用能力 運用能力 運用能力 運用能力 運用能力 運用能力 運用能力 運用能力 運用能力 運用能力
聆聽能力
能 力 指 標 說話能力

聆聽能力

聆聽能力

聆聽能力

聆聽能力

聆聽能力

聆聽能力

聆聽能力

聆聽能力

聆聽能力

說話能力

說話能力

說話能力

說話能力

說話能力

說話能力

說話能力

說話能力

說話能力

目 識字與寫
字能力

識字與寫
字能力

識字與寫
字能力

識字與寫
字能力

識字與寫
字能力

識字與寫
字能力

識字與寫
字能力

識字與寫
字能力

識字與寫
字能力

識字與寫
字能力

閱讀能力

閱讀能力

閱讀能力

閱讀能力

閱讀能力

閱讀能力

閱讀能力

閱讀能力

閱讀能力

閱讀能力

寫作能力

寫作能力

寫作能力

寫作能力

寫作能力

寫作能力

寫作能力

寫作能力

寫作能力

寫作能力

項

國語文的編號方式為第一個數字(1-6)代表能力指標項目序號；第二個數字(1-4)代表階段序號；1為第1階段國小一二年級、2為第2階段國小三四
年級、3為第3階段國小五六年級、4為第4階段國中一二三年級；第三個數字代表能力指標內涵序號；第四個數字則為分項說明序號，部分無分項
說明者，則無此序號。如：(2-1-1-1)即表示聆聽能力，第一階段，指標內涵第一項，及該項下之第一分項說明序號；((2-1-1)即表示聆聽能力，
第一階段小學一二年級，指標內涵第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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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九年一貫課綱能力指標編碼方式說明
學習階段
能力指標項目序號
第一個數字（1-6）
第二個數字（1-4）
1注音符號運用能力
1 第一學習階段：國小 1-2 年級
（編號 1）
2 聆聽能力
2 第二學習階段：國小 3-4 年級
3說話能力
（編號 2）
4 識字與寫字能力
3 第三學習階段：國小 5-6 年級
（編號 3）
5 閱讀能力
4 第四學習階段：國中一二三年級
6 寫作能力
（編號 4）

能力指標內涵序號
第三個數字
流水號

分項說明序號
第四個數字
流水號

流水號

流水號

流水號

流水號

流水號

流水號

流水號

流水號

流水號

流水號

流水號

流水號

流水號

流水號

(二)調整後之能力指標
考量認知功能嚴重缺損學生可能安置於普通學校特教班或各特殊教育學校之中，其課程規劃應參照九年一貫課程，並依學生個別需要及
能力狀況進行調整。如在普通學校特教班就讀之學生，在此領域學習情形與一般學生差異大者，課程內容應以功能性為主要調整依據，如差
異不大，則回普通班級進行此領域之融合教育學習。
本手冊之國語文領域對於認知功能嚴重缺損的學生之指標調整及應用之編號，係依據「國民中小學九年一貫課程」國語文領域分段能力
指標再加以調整而得，共有四碼，前三碼與原分段能力指標編碼相同，第四碼則是根據第三碼能力指標內涵序號經簡化、減量、分解或替代等
方式，調整為該能力指標學習內涵下新增的分項說明流水號，主要考慮學生在生活中應學會的的實用國語文並參酌「特殊教育學校(班)國民
教育階段智能障礙類課程學習目標檢核手冊」等之學生學習目標，將分段能力指標再行調整成適用於中、重度智能障礙學生教學目標之分項。
編碼方式如表 1-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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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九年一貫課綱能力指標調整及應用編碼方式
學習階段
能力指標項目序號
第一個數字（1-6）
第二個數字（1-4）
1注音符號運用能力
1 第一學習階段：國小 1-2
年級（編號 1）
2 聆聽能力
2 第二學習階段：國小 3-4
3 說話能力
年級（編號 2）
4 識字與寫字能力
3 第三學習階段：國小 5-6
5 閱讀能力
年級（編號 3）
4 第四學習階段：國中一二
6 寫作能力
三年級（編號 4）
能力指標調整與應用的編碼方式以四個數字表示之
1.第一碼數字為能力指標項目序號：

能力指標內涵序號
第三個數字
流水號

分項說明序號
第四個數字
流水號

流水號

流水號

流水號
流水號

流水號
流水號

流水號

流水號

流水號

流水號

國語文領域能力指標項目序號共分為 6 大項目，第一大項「注音符號運用能力」第二大項「聆聽能力」，第三大項「說話能力」，第四大項「識
字與寫字能力」，第五大項「閱讀能力」，第六大項「寫作能力」。這些能力指標項目序號分別以 1~6 代表。
2.第二碼數字為學習階段序號：
九年一貫課程安排自小學一年級到國中三年級，將其分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為國小一至二年級，第二階段為國小三至四年級，第三階段為國
小五至六年級。這三個學習階段的序號分別以 1~3 代表。
3.第三碼數字為能力指標內涵序號：
能力指標內涵的序號，表示在該能力指標項目下能力指標內涵的個數。例：第二大項「聆聽能力」在第一學習階段分為「2-1-1 能培養良好的
聆聽態度」、「2-1-2 能確實把握聆聽的方法。」、「2-1-3 能聽出說話者的表達技巧。」3 個能力指標內涵的個數，在第二學習階段分為「2-2-1
能培養良好的聆聽態度」
、
「2-2-2 能確實把握聆聽的方法。」
、
「2-2-3 能學習說話者的表達技巧。」3 個能力指標內涵的個數，在第三學習階段
分為「2-3-1 能培養良好的聆聽態度」「2-3-2 能確實把握聆聽的方法」、「2-3-3 能學習說話者的表達技巧」3 個能力指標內涵的個數。各階段
能力指標之說明文字若有相同或相似者，應依各階段之能力適度調整其難度。
4.第四碼數字經調整後之流水號
將流水號之指標個數再加以簡化、減量、分解或替代等方式，調整成適合認知功能嚴重缺損學生學習能力的學習指標。例如指標【2-1-1-1】
表能力指標項目為聆聽能力，學習階段為第一學習階段國小 1-2 年級，聆聽能力的第一項能力指標內涵下之第一分項說明經調整後，其具體內
容為「能安靜的聆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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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調整應用
(一)應用原則
1.配合認知功能嚴重缺損的學生學習需求，透過課程與教材鬆綁，調整九年一貫課程綱要內容，以適合學生學習的模式。
2.調整的方式採用具體化、生活化，並具功能性的學習目標，選擇重要且實用的學習內容來調整。
3.將九年一貫課程內容與原國民教育階段啟智學校(班)課程綱要的六大領域連結，不致於對原特殊教育的教材及教學內容產生過大的衝擊。
4.以學生的生活為中心，在實際的生活情境活動中營造學習情境進行教學。
5.考慮學生個別差異，若學生能力可達成原九年一貫綜合活動領域之三碼能力指標，則可依其能力指標進行教學，不必再行簡化、減量、分
解或替代之調整指標。
6.教學時以培養學生具備生活實踐的能力為重，對於運用語言文字表情達意，分享經驗，溝通見解；透過語文互動，因應環境，適當應對進
退；運用語文解決問題等均可納入教材中。
7.引導學生透過學習活動，獲得直接體驗與即時回饋，增進對語文的學習興趣。
8.提供學生充足的時間與機會，鼓勵其以多元的方式，從容地表達自己的體驗與省思，建構個人意義。
9.引導學生具備良好的聽、說、讀、寫、作文等基本能力，並能使用語文，充分表情達意，陶冶性情，啟發心智，解決問題。
10.引導學生能利用科技輔具學習，增加閱讀圖字卡能力，藉以增進語文學習的廣度和深度。
(二)應用方式
1.指標的調整係依照九年一貫綜合學習領域中分年細目指標進行調整，在第一欄列出九年一貫原有的能力指標及參考細目供教師參考，教師
在選擇指標時能進行對照，以了解各分年細目指標教學之統整性。建議教師在選擇能力指標時，能考慮學生的個別差異，若學生能力可達
成原九年一貫綜合學習領域之能力指標(如 2-1-1-1)，則可依其能力選擇原有指標「能自然安靜的聆聽」進行教學，不必選擇第二欄所編
列簡化、減量、分解或替代之調整指標，實際教學中以學生 IEP 為主，打破年級界線設計適合學生學習之教學目標。
2.若學生能力無法達成原有指標能力，則教師可以進一步參考第二欄之指標調整，謹以九年一貫能力指標內涵【2-1-1】為例，編輯小組依據
其指標內涵，配合認知能力嚴重缺損學生之能力，調整出【2-1-1-1】
、
【2-1-1-2】
、
【2-1-1-3】
、
【2-1-1-4】
、
【2-1-1-5】
、
【2-1-1-6】
、
【2-1-1-7】
、
【2-1-1-8】、【2-1-1-9】、【2-1-1-10】等十項調整分項說明，教師在教學時可依據個別學生能力，經由調整指標中選擇適合學生學習的教
學目標，或自行調整更適合學生學習的教學目標。編輯小組並於第三攔列出此能力指標的建議教學重點，祈透過教學重點之提供，協助教
師在實際進行教學活動設計時有所參考，衷心希望教師在實際運用時可依循編輯小組所列舉之教學重點，設計發展出更適合學生的教學活
動。第四攔則列出可供運用之教學資源，作為教師選擇教材時之參考，惟編輯小組之人力、時間及能力有限，無法囊括所有適合之教學資
源，若有不足或疏漏之處尚祈見諒。各欄位示例請參見表 1-4。
6

表 1-4 九年一貫課綱能力指標調整及應用說明示例
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指標調整
2. 聆聽能力
2-1-1 能培養良好的聆 2-1-1-1 能安靜的聆聽
聽態度
2-1-1-2 聆聽時能眼神注視著
2-1-1-1 能自然安靜
說話者
的聆聽
2-1-1-3 別人說話時能從頭聽到完
2-1-1-2 喜歡聆聽別
2-1-1-4 聆聽時不任意插嘴
人發表
2-1-1-5 能注視不同的說話對象或
2-1-1-3 能養成仔細
場景
聆聽的習慣
2-1-1-6 聆聽時能隨著說話者的聲
2-1-1-4 能在聆聽時
音注視說話者
禮貌的看著說話者
2-1-1-7 在團體中能輪流等待，不
2-1-1-5 能注意聆聽
打斷他人發言
2-1-1-8 在團體中能禮讓長輩或同
不做不必要的插嘴
2-1-1-6 能禮讓長
學先發言
者或對方先行發言
2-1-1-9 對別人的問話能有禮貌的
2-1-1-7 能學會使
回應
用有禮貌的語言，適當 2-1-1-10 能在聆聽完別人的話後
應對
再適當的與他對話
2-1-1-8 能主動參與
溝通，聆聽對方的說明

教學重點

教學資源

＊引導學生，在課堂中老師說話時，同學必須保持
＊利用教室公約，教師自編
安靜，眼睛看著老師，注意聽老師在說甚麼。（每
/自選故事或談話主題，
天在課堂練習讓學生養成習慣）
日常教室互動情境，市售
＊引導學生，在課堂中當老師請同學回答問題時，其
簡短故事錄音帶或 CD，常
餘同學必須保持安靜，眼睛看著說話的同學，注意
見互動影帶或短片。
聽他在說甚麼。
（每天在課堂練習讓學生養成習慣）
＊安排學生演練，當有人叫他姓名時，會轉頭注視對 ＊特殊教育多媒體資料中
方，並注意聽他講甚麼。
心（2010.12.20）：
＊安排一個短的指示，讓學生練習聽完指示內容。
http://163.19.219.1:8
＊安排一個簡短的談話，讓學生練習從頭聽到完。
080/elearning/index.a
＊播放一段簡易的短故事，讓學生練習從頭聽到完。
sp-人際魔法盒/水果樂
＊引導學生，在課堂中如要發言，必須要先舉手，老
園等單元
師指名後才可發言。
＊安排一個主題，讓學生參與討論並練習，禮讓別人
先說，別人說話時不插嘴，當別人說了一個段落，
輪到自己時才發言。
＊角色扮演，安排不同的場景及角色，讓學生練習關
注到每個場景發生的事及人物的談話內容，能夠專
心聽他們在說甚麼，目光能自然的轉移並注視各說
話的人。
＊讓學生練習，當別人對自己說話時能禮貌的回應，
例如：請、謝謝、不客氣等，如沒聽清楚對方的話
會說「請再說一遍」等。
＊安排團體討論的課程，輪流讓同學練習，先聽別人
的意見，再和他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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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指標調整及教學重點
語文 領域
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2.聆聽能力
2-1-1 能培養良好的
聆聽態度
2-1-1-1 能自然安靜
的聆聽
2-1-1-2 喜歡聆聽別
人發表
2-1-1-3 能養成仔細
聆聽的習慣
2-1-1-4 能在聆聽時

指標調整

2-1-1-1 能安靜的聆聽
2-1-1-2 聆聽時能眼神注視著
說話者
2-1-1-3 別人說話時能從頭聽
到完
2-1-1-4 聆聽時不任意插嘴
2-1-1-5 能注視不同的說話對
象或場景
2-1-1-6 聆聽時能隨著說話者
禮貌的看著說話者
的聲音注視說話者
2-1-1-5 能注意聆聽 2-1-1-7 在團體中能輪流等
不做不必要的插嘴
待，不打斷他人發言
2-1-1-6 能禮讓長
2-1-1-8 在團體中能禮讓長輩
者或對方先行發言
或同學先發言
2-1-1-7 能學會使
2-1-1-9 對別人的問話能有禮
用有禮貌的語言，適 貌的回應
當應對
2-1-1-10 能在聆聽完別人的
2-1-1-8 能主動參與 話後再適當的與他對話
溝通，聆聽對方的說
明

教學重點

教學資源

＊引導學生，在課堂中老師說話時，同學必須保持 安靜， ◎利用教室公約，教師自
眼睛看著老師，注意聽老師在說甚麼。（每天在課堂練習
編/自選故事或談話主
讓學生養成習慣）
題，日常教室互動情
＊引導學生，在課堂中當老師請同學回答問題時，其餘同學
境，市售簡短故事錄音
必須保持安靜，眼睛看著說話的同學，注意聽他在說甚
帶或 CD，常見互動影帶
麼。（每天在課堂練習讓學生養成習慣）
或短片。
＊安排學生演練，當有人叫他姓名時，會轉頭注視對方，並
注意聽他講甚麼。
◎特殊教育多媒體資料中
＊安排一個短的指示，讓學生練習聽完指示內容。
心 （ 2010.12.20 ）：
＊安排一個簡短的談話，讓學生練習從頭聽到完。
http://163.19.219.1:
8080/elearning/index
＊播放一段簡易的短故事，讓學生練習從頭聽到完。
＊引導學生，在課堂中如要發言，必須要先舉手，老師指名
.asp
後才可發言。
-人際魔法盒/水果樂園
等單元
＊安排一個主題，讓學生參與討論並練習，禮讓別人先說，
別人說話時不插嘴，當別人說了一個段落，輪到自己時才
發言。
＊角色扮演，安排不同的場景及角色，讓學生練習關注到每
個場景發生的事及人物的談話內容，能夠專心聽他們在說
甚麼，目光能自然的轉移並注視各說話的人。
＊讓學生練習，當別人對自己說話時能禮貌的回應，例如：
請、謝謝、不客氣等，如沒聽清楚對方的話會說「請再說
一遍」等。
＊安排團體討論的課程，輪流讓同學練習，先聽別人的意
見，再和他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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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2-1-2 能確實把握聆
聽的方法
2-1-2-1 能注意聽
2-1-2-2 能聽得準確
2-1-2-3 能聽出別人
所表達的意思，達成
溝通的目的
2-1-2-4 能有條理的
掌握聆聽到的內容
2-1-2-5 能結合科技
與資訊，提升聆聽的
能力，以提高學習興
趣
2-1-2-6 能邊聆聽邊
思考

指標調整
2-1-2-1 能注意聽自然界中的
聲音
2-1-2-2 能注意聽日常生活中
的特定聲音
2-1-2-3 能注意聽警示聲/警語
2-1-2-4 能注意聽別人是對自
己或他人說話
2-1-2-5 能在吵雜的環境聽到
有人在說話
2-1-2-6 能記得大人交代的事
2-1-2-7 能聽清楚別人轉達的
話
2-1-2-8 能聽清楚聽報告事項
2-1-2-9 能對二個以上的指令
分辨哪件事需要先做
2-1-2-10 能聽收音機或錄音機
中的報告或歌曲
2-1-2-11 能在分辨在多項訊息
中那一項是正確或重要的

教學重點
＊讓學生聽自然界的風、雨、雷…的聲音，並知道將發生
甚麼事，例如聽到打雷聲之道快要下雨了。
＊讓學生練習聽到各種自然界的聲音後做正確反應，例如
下雨了要撐傘或穿雨衣，不然就淋濕了。
＊讓學生練習，聽到電話鈴聲能立即去接電話，聽到門鈴
聲會禮貌的詢問是誰，再開門。
＊讓學生練習，聽救火車、救護車的聲音，以及「小心」、
「讓開」等警示語，並練習做反應，例如聽到救火車聲
音要立即讓開，以便可以快速去救火。
＊角色扮演，安排多人講話場景，讓學生分辨誰是在和自
己說話，誰是和別人說話。
＊讓學生練習聽聽看，現在在你周遭你可以聽到那些聲
音，請一一指認或說出來，並聽聽看有人在說甚麼。
＊讓學生練習在一點點吵雜、很吵雜的環境都可以聽到有
人在講話及講甚麼。
＊透過重複、模擬情境的方式，讓學生練習注意聽並記得
大人交代的事。
＊透過重複練習、模擬、比賽、遊戲的方式讓學生注意聽
並說出大人交代要轉達的事。
＊讓學生練習聽學校各處室廣播，並清楚現在在報告甚麼
事。讓學生比賽誰聽得正確
＊透過角色扮演、演練等方式，讓學生練習聽二個有順序
先後的指令，例如：
「先幫老師擦黑板再去倒水」讓學生
判斷那件事要先做，讓學生互相觀摩，誰做得正確。
＊準備收錄音機等視聽器材，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及聆聽
能力。
＊透過重複練習、模擬、比賽、遊戲的方式讓學生注意聽
數個訊息，讓學生想想看，那個是正確或重要的的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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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資源
◎利用市售錄音帶、CD 唱
片、氣象新聞報告，電
話，日常生活常見警示
聲(如：消防車、救護
車…等)，收錄音機、CD
撥放器，校園廣播。
◎選擇各樣課外讀物
(如：有聲書，說故事錄
音帶…等)
◎教師自編/自選適當情
境。
◎特殊教育多媒體資料中
心 （ 2010.12.20 ）：
http://163.19.219.1:
8080/elearning/index
.asp
-熱線你和我等單元

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2-1-3 能聽出說話者
的表達技巧
2-1-3-1 能概略聽

指標調整

2-1-3-1 能聽出說話者肯定的
語氣
2-1-3-2 能聽出說話者否定的
出朗讀時優美的節奏
語氣
2-1-3-2 能聽出說話 2-1-3-3 能聽出說話者疑問的
者的表達技巧
語氣
2-1-3-4 能聽出說話者讚美的
語氣
2-1-3-5 能聽出說話者責備的
語氣

教學重點

教學資源

＊藉由認識學習環境的人事物教學，設計如「我們這一班」
教學單元，介紹班上同學、老師及教室物品，讓學生學
習「我是×××」、「你是×××」、「這是一本書」…等肯定的
語氣。
＊利用各種對話情境如：發聯絡簿時，隨意拿一本給學生，
詢問「這本是你的聯絡簿嗎？」，並要求學生回應是或
否，學生回答「是」則教師需以肯定語說出「這是你的
聯絡簿」；學生回答「不是」，則教師以否定語氣說「這
不是你的聯絡簿」
。在對話情境中讓學生學習聆聽疑問及
肯定、否定等語氣。
＊準備各種實物及圖卡，發給學生 1 張圖卡，讓學生選擇
實物對應，教師可一邊說「你要選哪一個？」
「你選這個
嗎？」如果拿對則要肯定的說「你拿對了」或如果不對
則要說「這不是你的」
，反覆練習，讓學生在自然情境中
學習聽出問句、肯定句及否定句的語氣。
＊透過聲音與情緒圖卡配對，以引起學生學習之樂趣。
＊教師可設計簡單且生活化的對話情境，請學生回答，並
適時的提示適宜的答案。如：今天天氣好不好？早上有
沒有吃早餐？
＊教師隨時觀察學生在學校生活中表現的優點，並適時給
予讚美，讓學生感受讚美的語氣。
＊設計簡單的比賽活動，準備各種獎勵卡，比賽結束讓學
生一一接受頒獎給予鼓勵，讓學生學習接受讚美或誇獎
的語詞。
＊透過錄音、錄影等方式記錄日常生活中出現的對話，讓
學生分辨說話者責備的語氣。

◎錄音機、錄影機
◎文建會兒童文化館－繪
本花園
http://children.cca
.gov.tw/garden/
◎特殊教育多媒體資料中
心：
http://163.19.219.1:
8080/elearning/index
.asp
◎表情圖卡或拼圖
◎圖卡、實物
◎獎勵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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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2-2-1 能培養良好的
聆聽態度
2-2-1-1 能養成仔細
聆聽的習慣
2-2-1-2 能養成喜歡
聆聽不同媒材的習
慣
2-2-1-3 能讓對方充
分表達意見

指標調整

2-2-1-1 能在各種場合都安靜
聆聽
2-2-1-2 能聆聽透過廣播傳達
的訊息
2-2-1-3 能聆聽視聽媒材傳達
的內容
2-2-1-4 能安靜聽對方表達意
見

教學重點
＊以「遊戲教學法」為核心，配合「視覺提示」、「聽覺提
示」等方法，每天不斷反覆操作練習，讓學生從有趣的
遊戲活動中，熟悉語氣，及學習語句。
＊利用週會、朝會等校內活動，讓學生學習聆聽。
＊利用繪本、故事錄音帶說故事，藉由圖畫、聲音吸引學
生，讓學生學習安靜聆聽。
＊利用各種集會時間教導學生注意聽進場音樂播放時開始
排隊。
＊錄製生活中常聽到的廣播，如垃圾車音樂、修理門窗叫
賣廣播、里民服務廣播、資源回收廣播…等讓學生學習
聆聽。
＊錄製各種生活相關的廣播內容，如捷運站轉乘廣播、大
賣場特賣時段、百貨公司週年慶廣播。
＊透過電話讓學生聆聽電話報時、留言訊息、氣象報告、
語音系統。
＊指導學生學習打電話，透過電話交談，讓學生學習安靜
聽對方說話。
＊請父母先預錄手機留言或家中電話留言，老師協助撥打
電話後，讓學生學習聽父母的留言。
＊摘錄電視或廣播內容簡單、具體的訊息，讓學生看或聽。
＊設計「傳話遊戲」讓學生輪流傳話發言，讓學生學習安
靜聽對方說話。
＊設計一個和學生有密切關係的主題，如：我的家人、我
的好朋友、最喜歡吃的水果..等，指導學生輪流發表，
並學習聆聽他人發言。
＊安排團體討論的課程，選擇生活中可能見到且學生感興
趣的事物，如麥當勞、披薩等速食店用餐相關事項，引
11

教學資源

◎文建會兒童文化館－繪
本花園
http://children.cca
.gov.tw/garden/
◎九年一貫百寶箱
（2010.12.12）：
http://kids.yam.com/
edu9/
◎電話、故事錄音帶
◎錄音機
◎特殊教育學校（班）國
民教育階段智能障礙纇
課程—臺北啟智學校編

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指標調整

教學重點

教學資源

導學生討論讓學生學習先聽別人的意見再和他對話。

2-2-2 能確實把握聆
聽的方法
2-2-2-1 能聽出重點
2-2-2-2 能思考說話
者所表達的旨意
2-2-2-3 能發展仔細
聆聽與歸納要點的
能力
2-2-2-4 能在聆聽過
程中感受說話者的
情緒
2-2-2-5 能結合科技
與資訊，提升聆聽學
習的效果

2-2-2-1 能聽出關鍵字
2-2-2-2 能聽出說話者所表達
的重點
2-2-2-3 能藉由聆聽多個關鍵
字，了解一段話的意思
2-2-2-4 能由別人說話語氣感
受到不同的情緒反應
2-2-2-5 能使用科技與資訊產
品，提升聆聽學習的效果

＊藉由「大風吹」遊戲活動，讓學生學習聽出關鍵語，膫 ◎電話、故事錄音帶、圖
解重點
卡
＊透過「老師說」遊戲活動，讓學生學習思考說話者表達 ◎醫療寶典
的重點。
http://www.fhjh.tp.
＊運用「排路隊」行進活動，聆聽說話者指令後進行動作。
edu.tw/pri04/doctor
＊利用抽圖卡遊戲（聽聲音）遊戲做同樣的動作（反應）。
/doctor9105_right.h
＊運用日常生活相關的宣導口訣，如：燙傷處理方法為沖、
tm
脫、蓋、泡、送；預防腸病毒正確洗手方法為濕、搓、 ◎九年一貫百寶箱
沖、捧、擦；經過鐵路平交道必先停、看、聽。教導學
（2010.12.12）：
生透過多個關鍵字瞭解其意思。
http://kids.yam.com/
＊透過角色扮演讓學生與老師或學生對話練習及觀察感受
edu9/
對方的情緒反應。
＊準備情緒的圖卡或字卡讓學生輪流上台抽卡，並依照該
卡賦予情緒朗讀及表情。
＊利用新聞報導、連續劇、廣播內容、錄下各種情緒反應
的談話，讓學生聆聽並感受。
＊指導學生撥打電話查詢時間、天氣等，或經由收聽電視、
電台廣播得到訊息。
＊利用錄音機、錄音筆錄下公車、捷運、大賣場購物的活
動等廣播，透過錄音機、錄音筆播出的內容學習聆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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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指標調整

2-2-3 能學習說話者
的表達技巧
2-2-3-1 能聽出他人
優美的表達技巧

2-2-3-1 能聽出說話者適當的
聲調、節奏
2-2-3-2 在指示下能聽出他人
在各種情境所使用的適當表
達用語
2-2-3-3 能模仿他人優美的表
達技巧
2-2-3-4 在能使用適合情境的
禮貌用語

教學重點

＊透過故事錄音帶，讓學生聆聽。
＊設計角色扮演活動，例如：到朋友家作客、參加慶生會、
探病等的學習活動，讓學生以適當的語言、聲調學習表
達技巧。
＊傳話遊戲（完整表達簡短的語句－讚美）
＊設計模仿遊戲--請您跟我這樣說，讓學生學習反覆練習
說禮貌用語。
＊利用繪本故事教師以溫馨溫暖的語氣說故事，並透過故
事情境，讓學生模仿老師的語氣學習優美的表達。
＊透過情境設計活動讓學生練習以適當禮貌用語，表達謝
意、關懷或祝福，再安排機會到實際情境中練習。
2-3-1 能培養良好的 2-3-1-1 能耐心的聽完他人的 ＊透過社區適應教學活動（如電影院、展覽參觀）
，讓學生
聆聽態度
發言
學習耐心聆聽。
2-3-1-1 能養成耐心 2-3-1-2 能注意聽一段簡短說 ＊藉由各項遊戲及比賽活動進行前解說規則，讓學生學習
明，並適當回應
聆聽，將靜態與動態之學習活動交叉進行，讓學生保持
聆聽本國各種語言
的態度
學習熱度。
2-3-1-2 能仔細聆
＊利用故事錄音帶，讓學生學習安靜聆聽，再輪流讓學生
練習，先聽別人的意見，再和他對話。
聽對方的說明，主動
參與溝通和協調
＊找寶藏遊戲：以語言提示方式。教師應注意口齒清晰與
提示須明確。提示時需說明到學生聽懂為止。
＊透過說明參加各種集會應注意事項，如：參加朝會時要
隨路隊前進、進操場不跑步、進操場不喧嘩、唱國歌要
立正、升旗時要立正敬禮…，讓學生在情境中適當回應。
＊透過重複練習、模擬、比賽、遊戲的方式讓學生注意聽。
2-3-2 能確實把握聆 2-3-2-1 能透過聆聽，理解他 ＊設計闖關遊戲活動，每個關卡老師給予一個指令，讓學
聽的方法
人簡短發表的內容
生在遊戲中學習聆聽理解。
2-3-2-1 能在聆聽過 2-3-2-2 能聆聽不同媒材，理解
13

教學資源
◎教育部六大學習網
http://learning.edu.
tw/sixnet/index.php
◎文建會兒童文化館－繪
本花園
http://children.cca.
gov.tw/garden/
◎臺中教育大學特教資源
中心

◎臺北市立啟智學校核心
課 程 電 子 教 材
(2010.12.15)
：
http://www.tpmr.tp.e
du.tw/releaseRedirec
t.do?unitID=183&page
ID=3067
◎特殊教育學校（班）國
民教育階段智能障礙纇
課程—臺北啟智學校編

◎表情圖卡或拼圖
◎特殊教育多媒體資料中
心：

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指標調整

程中，有系統的歸納
他人發表之內容
2-3-2-2 能在聆聽不
同媒材時，從中獲取
有用的資訊
2-3-2-3 能在聆聽過
程中，以表情或肢體
動作適切回應
2-3-2-4 能簡要歸納
所聆聽的內容
2-3-2-5 能結合科技
與資訊，提升聆聽學
習的效果
2-3-2-6 能具備聆聽
不同媒材的能力
2-3-2-7 能正確記取
聆聽內容的細節與
要點
2-3-2-8 能從聆聽中
，思考如何解決問題

傳達的訊息
2-3-2-3 能在聆聽過程中，以表
情或肢體動作回應
2-3-2-4 聽完一段簡短說明能透
過關鍵字了解內容
2-3-2-5 能使用科技與資訊產
品，提升聆聽學習的效果
2-3-2-6 能具備聆聽不同媒材的
能力
2-3-2-7 能正確記取聆聽內容品
的細節與要點
2-3-2-8 能從聆聽中，了解如何
解決問題

教學重點

教學資源

http://163.19.219.1:
＊說明值日生工作分配表，讓學生理解後，在每日實際情
8080/elearning/index
境中練習。
.asp
＊聆聽廣播內容（捷運站轉乘廣播、大賣場特賣時段、百
◎九年一貫百寶箱
貨公司週年慶廣播），引導學生學習聽取資訊。
（2010.12.12）：
＊讓學生學習聽取手機留言或家中電話留言。
http://kids.yam.com/
＊利用電腦遊戲軟體，讓學生在遊戲中學習聆聽，並正確
edu9/
反應。
◎特殊教育學校（班）國
＊透過每日點名、訂餐、發作業、交作業、發聯絡簿…等
民教育階段智能障礙纇
時機讓學生在實際情境中練習。
課程—臺北啟智學校編
＊設計認識學校行政處室位置的教學活動後，給予學生指
示，讓學生到學校處室繳交資料或詢問事情，並正確回
覆。
＊幫老師傳話：請學生幫教師傳話給另一位學生，請同學
幫忙拿物品到某一地點給某某人。
＊運用學生熟悉故事錄音帶，如：小紅帽等，指導學生找
出人、時、地、物，並由故事內容和學生討論。
＊指導學生學習打電話，先說出自己是誰，並說出找什麼
人，有什麼事。
＊指導學生打電話到同學家拜年、關心、詢問某件事。
＊讓學生聆聽各種媒體器材播放出來的聲音，例:電話筒、
cd 播放器、電視、錄音帶。
＊設計情境給予學生指示，讓學生到學校處室繳交資料或
詢問事情，轉達指示，並正確回覆。
＊利用每次校外教學前說明相關注意事項，如：搭公車要
14

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指標調整

教學重點

教學資源

排隊不爭先恐後，公車、捷運上禁止飲食…等，再經由
實地教學讓學生學習記取老師的教導。
＊機智徵答你問我答：教師設計各種情境及狀況題讓學生
抽籤，受傷時該去哪裡？該找誰？。
＊錄製學校的廣播，如「×年×班×××同學請到××處報到」讓
學生練習聽學校各處室廣播，並清楚現在在報告甚麼事。
＊製作學校路線圖，老師解說讓學生熟悉學校環境後，安
排課程到各教室上課，讓學生學習從教室到指定地點，
藉由每日上課機會反覆練習。
＊透過活動設計，經由一連串的實地教學，在學生搭公車、
搭捷運的機會學習聽廣播，並學會如何解決。如搭公車、
捷運時，聽到下一站「＊＊站」，能反應是否準備下車。
2-3-3 能學習說話者
的表達技巧
2-3-3-1 能主動學
習說話者的表達技
巧

2-3-3-1 能模仿說話者的適當
表達方式
2-3-3-2 能使用適合情境的表
達技巧

＊指導學生每天上學見到師長、同學必須說早安。
（每天練
習讓學生養成習慣）
＊指導學生每天放學離開校園時必須說再見。
（每天練習讓
學生養成習慣）
＊設計模仿遊戲--請您跟我這樣說，讓學生學習反覆練習
說禮貌用語。
＊讓學生練習，當別人對自己說話時能禮貌的回應，例如：
請、謝謝、不客氣等，如沒聽清楚對方的話會說「請再
說一遍」等。
＊設計拜訪處室老師的活動，讓學生學習主動適當的打招
呼。
＊設計角色扮演活動，讓學生在情境中說出禮貌用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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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教育大學特教資源
中心
◎繪本
◎臺北市立啟智學校核心
◎課程電子教材
(2010.12.15)：
http://www.tpmr.tp.
edu.tw/releaseRedir
ect.do?unitID=183&p
ageID=3067
◎文建會兒童文化館－繪
本花園

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指標調整

教學重點
＊設計慶生會、探病、作客、過新年、等主題教學，讓學生
學習適合情境的用語。
＊可透過生活實例或繪本教學讓學生學習表達適合情境的
用語。
＊錄製教學影帶教導應對時相關禮節，例如說話時要面帶笑
容、看見熟悉的人能主動打招呼等。

3.說話能力
3-1-1 能正確發音並
說流利華語
3-1-1-1 能清楚明白
的口述一件事情
3-1-1-2 能簡單介紹
自己
3-1-1-3 能發音正
確，口齒清晰
3-1-1-4 能正確使用
華語說話
3-1-1-5 能用完整的
語句回答問題
3-1-1-6 能用自然的
態度說話
3-1-1-7 能依照文
意，概略讀出文章的
節奏
3-1-1-8 能清楚說出
自己的意思
3-1-1-9 能清楚複述

3-1-1-1 詢問時能發聲回應
3-1-1-2 能模仿發音
3-1-1-3 能發出韻母
3-1-1-4 能發出聲母
3-1-1-5 能說出簡單字
3-1-1-6 能說出日常生活相關
的簡單詞
3-1-1-7 能說出簡單的肯定句
3-1-1-8 能說出簡單的疑問句
3-1-1-9 能說出簡單的否定句
3-1-1-10 能說出祈使句
3-1-1-11 能口述一件事
3-1-1-12 能在他人詢問時回應
個人的簡單資料
3-1-1-13 能用句子回答問題
3-1-1-14 能用自然的態度說話
3-1-1-15 能讀出句子的節奏
3-1-1-16 能說出自己的意思
3-1-1-17 能複述所聽到的事物
3-1-1-18 能用完整的語句說出

＊透過教學中的互動，增進學生表達的機會，即使只有聲音
也給予鼓勵。
＊以口說、錄音機或溝通輔具的聲音讓學生模仿，讓學生錄
下自己仿說的聲音以提高模仿意願。
＊安排各式情境及遊戲讓學生進行仿說練習。
＊安排各式情境及遊戲讓學生進行聲母及韻母練習。
＊利用耳聰目明等教材讓學生聽日常聲音後，引導同學說出
相關字詞。
＊利用圖卡字卡認讀教學活動，引導同學說出常用字詞。
＊透過各式教學活動指導學生說出簡單名詞:身體名稱、食
物名稱、動作名稱。
＊透過各式教學活動指導學生說出簡單動詞（吃、喝、看、
要……）。
＊透過各式教學活動指導學生說出簡單形容詞（好大、很
熱、好快等）。
＊帶領同學讀繪本，透過故事內容練習肯定疑問及否定句。
＊透過每日例行性基本需求指導學生說出祈使句。
＊提供造句練習，讓學生練習說出句子。
＊透過人、事、物的介紹指導同學在提示下能口述一件事。
＊玩大風吹遊戲，讓輸的同學在老師協助下利用問答進行姓
16

教學資源
http://children.cca
.gov.tw/garden/

◎臺北市立啟智學校核心
課 程 電 子 教 材 ：
http://www.tpmr.tp.e
du.tw/releaseRedirec
t.do?unitID=183&page
ID=3067
◎特殊教育多媒體資料中
心
：
http://163.19.219.1:
8080/elearning/index
.asp
◎九年一貫百寶箱：
http://kids.yam.com/
edu9/
◎彰化縣啟智教育生活教
育補充教材—生活教育
◎信誼基金會出版─耳聰
目明
◎日常生活用品照片或圖
卡

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指標調整

所聽到的事物
想完成的事
3-1-1-10 能主動使 3-1-1-19 能感受表達成就感
用正確語詞說話
3-1-1-20 說話語音可辨識，語
3-1-1-11 能 用 完 整 法正確，速度適當
的語句，說出想要完
成的事
3-1-1-12 能 充 分 感
受表達成就感
3-1-1-13 說 話 語 音
清晰，語法正確，速
度適當

3-1-2 能有禮貌的表 3-1-2-1 能以面部表情和手勢
達意見
表達需求或期望
3-1-2-1 能愉快的與 3-1-2-2 與人應對時能面帶笑
人溝通
容
3-1-2-2 能先想然後 3-1-2-3 與人應對時能看著對
再說，有禮貌的應對 方
3-1-2-3 能表達自己 3-1-2-4 能使用禮貌及道歉用
的意思，與人自然
語
對話
3-1-2-5 能向老師或同學問安
3-1-2-4 能主動問候 或道別
他人，與人問答

教學重點

教學資源

名性別等簡單自我介紹。
＊透過角色扮演，當有人詢問時能練習對答。
＊各式教學活動中若同學以字詞回答問題時能協助造句，再
帶領同學複述句子，以增進表達能力。
＊安排各式教學活動及遊戲鼓勵學生能用自然的態度說話。
＊帶領同學閱讀繪本，練習讀出句子的節奏。
＊準備收錄音機等視聽器材，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
＊利用日常需求引導學生用句子表達需求，例如:我要喝
水。說完給予鼓勵讓他能感受表達的成就感。
＊引導學生，在課堂中老師問話時，同學必須回答。（每天
在課堂練習讓學生養成習慣）並指導說話時要看對方。
＊錄製語音清晰模糊、語法對錯及速度快慢等對比性的對
話，讓同學知道怎麼說別人才會聽懂，並實際練習。
＊利用日常需求引導學生用面部表情和手勢、溝通圖卡或口
說等方式表達，不能以生氣敲桌等負向情緒表達。
＊錄製教學影帶教導表達時相關禮節，例如說話時要面帶笑
容、看著對方，看見熟悉的人能主動打招呼等。
＊將上學同學與師長及同學打招呼納入例行性學習項目。
＊唱放學歌安排與老師及同學互道再見。
＊設計相關的情境，透過角色扮演，適時地引導學生在不同
的場合和地點，注意說話時應有的態度和禮節，並告知對
於別人的問話該有的禮貌。
＊透過唱遊等活動，例如:帶領模仿兒歌中「找朋友行禮握
手」等動作，學習正確互動模式。
＊透過角色扮演讓學生練習，當別人對自己說話時能禮貌的
回應，例如：請、謝謝、不客氣等

◎個人家庭資料(包含姓
名、地址、電話和父母
名稱)字卡、圖卡
◎錄放音器材
◎溝通輔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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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教育學校（班）國
民教育階段智能障礙纇
課程—臺北啟智學校編
◎王欣宜編（2006）
：國小
輕度智能障礙學生社交
技巧教學活動課程設
計。台中市：台中教育
大學特殊教育中心。
◎錄音機、錄影機
◎表情圖卡或拼圖
◎自製教學影帶
◎禮貌用語(請、謝謝、對
不起、不客氣…等) 字
卡、圖卡、投影片、動

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指標調整

教學重點

教學資源
畫
◎招呼用語(早安、午安、
晚安、您好、再見...
等)字詞卡、圖卡、投影
片、動畫
◎基本需求圖卡例如:喝
水如廁等

3-1-3 能生動活潑敘
述故事
3-1-3-1 能流利的說
故事
3-1-3-2 能生動的看
圖說故事

3-1-3-1 能以名、動詞描述圖 ＊利用順序圖卡，引導學生事情有順序性，讓同學練習排出 ◎特殊教育學校（班）國
片或故事書內容
並引導同學以名、動詞描述圖片或故事書內容。
民教育階段智能障礙纇
3-1-3-2 能說簡單的圖畫故事 ＊利用熟悉的故事繪本、故事錄音帶說故事，藉由圖畫等吸
課程—臺北啟智學校編
引學生，並讓學生學習說故事。
3-1-3-3 能說簡單的童話故事
◎參考網站：
＊運用學生熟悉故事影帶，指導學生找出人、時、地、物，
文建會兒童文化館～
並由故事內容關鍵練習說故事。
繪本花園
http://children.cca.
gov.tw/garden/
◎信誼基金會「我會說故
事圖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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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3-1-4 能把握說話主
題
3-1-4-1 發言不偏離
主題
3-1-4-2 使用電話與
人交談時，能掌握說
話主題
3-1-4-3 能依主題表
達意見
3-1-4-4 能簡要作生
活報告

指標調整
教學重點
教學資源
3-1-4-1 能分辨談論的主題
＊利用慶生會、探病、作客、過新年、等單元教學，讓學 ◎特殊教育學校（班）國
3-1-4-2 使用電話與人交談時，
生練習分辨談論的主題。
民教育階段智能障礙纇
能說出打電話的目的
＊設計慶生會、探病、作客、過新年、等主題教學，讓學
課程—臺北啟智學校編
生學習適合情境的用語。
3-1-4-3 接聽電話會替人留言
◎王欣宜編（2006）
：國小
或傳話
＊玩打電話遊戲，使用玩具電話以模擬打電話給家人或好
輕度智能障礙學生社交
3-1-4-4 能針對題目回答
朋友的情境，由老師扮演受話的一方，透過事先設定的
技巧教學活動課程設
3-1-4-5 能以簡單語詞敘述生
主題，讓學生練習發問，並藉由教師的引導，進行簡單
計。台中市：台中教育
活經驗
的通話練習。
大學特殊教育中心
＊讓學生練習撥打電話，練習對話筒說話，聽到有人接聽 ◎電話
能説出自己的名字及找誰以及打電話的目的等。
＊設定的主題，演練後實際打電話給家人，練習應對。
＊在老師引導下能以簡單語詞敘述生活經驗例如:回家做
了那些事，看什麼節目等等。
＊利用日常生活常發生的事，引導學生敘述生活經驗，例
如:媽媽買新鞋等等。

3-2-1 能充分表達意
見
3-2-1-1 在討論問題
或交換意見時能清
楚說出自己的意思
3-2-1-2 在看圖或觀
察事物後，能以完整
語句簡要說明其內
容
3-2-1-3 能清楚說出
自己的意思
3-2-1-4 能清楚複述
所聽到的事物

3-2-1-1 能說出生活周遭相關
的字詞
3-2-1-2 在討論問題或交換意
見時能以句子簡要說出自己的
意思
3-2-1-3 看圖或觀察事物後，
能簡要說明其內容
3-2-1-4 能以但是、可是等連接
詞的複合句簡單表達自己的意
思
3-2-1-5 能簡單複述所聽到的
事物

＊利用圖卡字卡認讀教學活動，引導同學說出生活周遭常 ◎特殊教育學校（班）國
用字詞。
民教育階段智能障礙纇
課程—臺北啟智學校編
＊安排團體討論的課程，輪流讓同學練習，先聽別人的意
◎王欣宜編（2006）
：國小
見，再和他對話。
＊教學上教師可就同學所熟悉的某一事件，例如說出某某
輕度智能障礙學生社交
技巧教學活動課程設
同學的優點，邀請其他同學逐一說出自己覺得某某同學
的優點為何，藉此訓練同學表達自身看法並能增進同學
計。台中市：台中教育
的自信心。
大學特殊教育中心。
＊設定主題，讓同學主動表達自己的意思，例如觀看動物 ◎彰化縣啟智教育生活教
影片後可表達自己喜歡那些動物。
育補充教材—生活教育
＊透過教學中的互動，增進學生表達的機會，讓同學練習
以但是、可是等連接詞的複合句簡單表達自己的意思，
例如:我要出去玩可是下雨了；你很想玩但是上課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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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3-2-2 能合適的表現
語言
3-2-2-1 說話時能保
持適當的速度與音
量
3-2-2-2 能正確、流
暢、有感情的朗讀
文學作品
3-2-2-3 能轉述問題
的內容，並對不理
解的問題，提出詢
問
3-2-2-4 能妥適運用
本國各種語言，與
人良好溝通
3-2-2-5 能說出一段
話或一篇短文的要
點

指標調整

3-2-2-1 說話時能保持適當的
速度
3-2-2-2 說話時能保持適當的
音調
3-2-2-3 說話時能保持適當的
音量
3-2-2-4 與人應對時能保持適
當距離
3-2-2-5 與人應對時能得到別
人同意才發言
3-2-2-6 能在提示下讀繪本或
童謠
3-2-2-7 能簡單轉述問題的內
容
3-2-2-8 能對不理解的問題，
提出詢問
3-2-2-9 在協助下能說出一段
話的要點

教學重點
＊透過重複練習、模擬、比賽、遊戲的方式讓學生練習複
述大人交代要轉達的事。例如去向學務處報告某某同學
今天不搭校車。
＊錄製適當及不適當音量、速度發言影片，讓同學觀看並
討論，使其了解合適音量速度的重要性。
＊利用節拍器、木魚 響板等讓學生練習有節奏的朗讀。
＊運用日常生活相關的宣導口訣，如：燙傷處理方法為沖、
脫、蓋、泡、送；預防腸病毒正確洗手方法為濕、搓、
沖、捧、擦；經過鐵路平交道必先停、看、聽。教導學
生透過多個關鍵字練習說話速度音量及節奏。
＊錄製教學影帶，引導學生說話時禮讓別人先說，別人說
話時不插嘴，當別人說了一個段落，輪到自己時才發言。
＊透過角色扮演讓同學了解說話時靠別人太近別人會不舒
服，離太遠聽不清楚需要大聲吼叫，所以與人應對時能
保持適當距離才是有禮貌的表現。
＊透過說故事時間等活動安排，以一對一或小組方式帶領
同學讀出繪本或童謠。
＊透過重複、模擬情境的方式，讓學生練習轉述問題。
＊在各種情境教學及遊戲中著重平日各種情境中的說話練
習，例如在教室或室內說話要輕聲細語，與人說話時要
保持適當的速度或音量，不可無故生氣或口出惡言。
＊透過重複練習、模擬、比賽、遊戲的方式讓學生注意聽
數個訊息，讓學生想想看，那個重要的的訊息，並練習
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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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資源

◎九年一貫百寶箱：
http://kids.yam.com/
edu9/
◎特殊教育學校（班）國
民教育階段智能障礙纇
課程—臺北啟智學校編
◎特殊教育多媒體資料中
心
：
http://163.19.219.1:
8080/elearning/index
.asp
◎王欣宜編（2006）
：國小
輕度智能障礙學生社交
技巧教學活動課程設
計。台中市：台中教育
大學特殊教育中心。

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指標調整

教學重點

3-2-3 能表現良好的
言談
3-2-3-1 他人與自己
意見不同時，仍能
理性的溝通
3-2-3-2 能用口語表
達對他人的關心
3-2-3-3 能談吐清晰
優雅，風度良好
3-2-3-4 能養成說話
負責的態度
3-2-3-5 說話用詞正
確，語意清晰，內
容具體，主題明確

3-2-3-1 他人與自己意見不同
時能不發脾氣
3-2-3-2 能用口語與人打招呼
表達關心
3-2-3-3 能說出祝福語
3-2-3-4 能答應自己做得到的
事
3-2-3-5 能不亂回答不清楚的
事
3-2-3-6 做錯事能道歉
3-2-3-7 說話時能表達出人地
事物

＊指導同學每人有自己的想法，他人與自己意見不同時能
能不發脾氣
＊在各種情境教學及遊戲中著重平日各種情境中的說話練
習，例如在教室或室內說話要輕聲細語，與人說話時要
保持適當的速度或音量，不可無故生氣或口出惡言。
＊在各種情境教學及遊戲中練習說話時合適的肢體語言、
眼神，並練習控制情緒。

教學資源

◎九年一貫百寶箱：
http://kids.yam.com/
edu9/
◎特殊教育多媒體資料中
心：
http://163.19.219.1:
8080/elearning/index
.asp
＊設計拜訪處室的活動，讓學生學習主動適當的打招呼。 ◎臺北市立啟智學校核心
＊透過各式教學活動指導學生說出祝福語，例如:「祝你生
課程電子教材：
日快樂」、「新年快樂」等。
http://www.tpmr.tp.e
＊透過情境模擬讓同學了解不理性溝通無法解決問題。
du.tw/releaseRedirec
＊透過情境模擬讓同學練習用口語表達對他人的關心
t.do?unitID=183&page
＊錄下愉悅的表情和語調及生氣的表情和語調與人談話。
ID=3067
讓同學感受聽者的感覺，並對鏡練習適當表情及語調。 ◎王欣宜編（2006）
：國小
＊能養成說到做到的態度，例:答應之事能做到。
輕度智能障礙學生社交
＊利用機會教育讓同學對於自己的言論負責。例如:某同學
技巧教學活動課程設
「不要」是他的口頭禪，當發點心給他還是說「不要」，
計。台中市：台中教育
就暫時不給，等引導說出「我要」再給他。另若有同學
大學特殊教育中心。
在老師問誰打翻水等事，明明不知道卻亂回答，老師查
清楚後也可藉此教導不知道時不可亂回答。
＊利用機會教育，例如:打翻杯子裡的水，讓同學練習做錯
事道歉，並於道歉後給予適時增強，以建立合宜行為。
＊在各種情境教學及遊戲中讓同學做說話練習，能將人地
事物表達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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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指標調整

教學重點

教學資源

3-2-4 能把握說話重
點，充分溝通
3-2-4-1 能抓住重點
說話
3-2-4-2 能主動學充
實說話的內容
3-2-4-3 能報告解決
問題的方法
3-2-4-4 能與人討論
問題，提出解決問題
的方法

3-2-4-1 能根據談論的主題發
言
3-2-4-2 能簡單說明自己遇到
的困難
3-2-4-3 能與人討論問題解決
的方法
3-2-4-4 與他人討論後能說明
解決問題的方法
3-2-4-5 使用電話時能針對問
題回答
3-2-4-6 接聽電話會替人留言
或傳話

＊利用慶生會、探病、作客、過新年、等單元教學，讓學
生練習分辨談論的主題並依主題發言。
＊設計遊戲抽取問題讓同學練習說出自己遇到的困難。
＊設計遊戲抽取問題讓同學共同討論解決問題的方法。
＊透過情境模擬讓同學練習解決問題。
＊透過電話遊戲情境模擬在電話中與人聊天，練習針對題
目回答。
＊透過重複練習、模擬、遊戲的方式讓學生接聽電話，練
習替人留言或傳話。

◎特殊教育學校（班）國
民教育階段智能障礙纇
課程—臺北啟智學校編
◎九年一貫百寶箱：
http://kids.yam.com/
edu9/
◎教育部教學資源網：
http://etoe.edu.tw/s
cripts/learning/inde
x.asp

3-3-1 能充分表達意
見
3-3-1-1 能和他人交
換意見，口述見聞，
或當眾作簡要演說

3-3-1-1 能說你我他等代名詞
的語句
3-3-1-2 能說出有因果關係的
句子
3-3-1-3 能使用有關時間、空
間或天氣用語於日常表達
3-3-1-4 能以完整長句表達意
思或回答別人問話
3-3-1-5 能敘述生活經驗
3-3-1-6 能說簡單的故事

＊在各種情境教學及遊戲中讓學生做說話練習，以熟悉你我 ◎ 教 育 部 教 學 資 源 網 ：
他等代名詞的語句。
http://etoe.edu.tw/s
＊在各種情境教學及角色扮演讓學生做說話練習，以練習有
cripts/learning/inde
因果關係的句子。例如:如果…就、因為…所以、當…就。
x.asp
＊設計教學活動讓學生能使用有關時間、空間或天氣用語於 ◎特殊教育學校（班）國
日常生活表達。
民教育階段智能障礙纇
＊設計教學活動讓學生培養自我表達的能力，透過課堂中的
課程—臺北啟智學校編
互動，鼓勵學生透過課堂中的互動和他人交換意見主動表 ◎王欣宜編（2006）
：國小
達自己的所見所聞，例如報告假日旅遊狀況。
輕度智能障礙學生社交
＊利用各種教學情境，讓學生練習在引導下敘述簡單生活事
技巧教學活動課程設
件。
計。台中市：台中教育
＊以角色扮演等活動讓學生練習以完整長句表達意思或回
大學特殊教育中心。
答別人問話。
＊運用學生熟悉的童話故事，指導學生找出人、時、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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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指標調整

教學重點

教學資源

物，並試著說出，再應用到生活情境中。
3-3-2 能合適的表現
語言
3-3-2-1 能具體詳細
的講述一件事情
3-3-2-2 能簡要作讀
書報告

3-3-3 能表現良好的
言談
3-3-3-1 能正確、流
利且帶有感情的與
人交談
3-3-3-2 能從言論中
判斷是非，並合理
應對
3-3-3-3 有條理有系
統的說話
3-3-3-4 能利用電子
科技，統整訊息的
內容，作詳細報告

3-3-2-1 能以兩句或兩句以上 ＊設計教學活動讓學生練習事物的描述能力，能以兩句或
的語句描述某事或情境
兩句以上的語句描述某事或情境的人、事、地、物。
3-2-2-2 能轉述別人的話或交 ＊玩傳話遊戲。由老師告知 A 同學一件事，並請他將話傳給
代的內容
下一位同學，直到最後一位，並檢視每個同學傳話的內容
3-3-2-3 能做簡要的生活報告
是否相同，藉此訓練學生的表達及描述的能力。
及心得分享
＊透過重複練習、模擬、比賽、遊戲的方式讓學生練習轉述
問題。
＊在老師引導下讓同學練習會做生活報告，透過輪流方式的
比賽、遊戲、團康、角色扮演等，或使用社交技巧課程，
讓學生學會等待與接話，練習合適的發言。
＊安排社區適應教學活動（如電影院、展覽參觀），讓學生
回校後在協助下能作簡要的心得分享。
3-3-3-1 能用適當的語氣、態 ＊透過影片、簡報檔、網路等多媒體教學指導學生說話時應
有的態度與語氣。
度與人交談
3-3-3-2 能適當說話
＊透過角色扮演、角色互換等各種情境讓學生練習以適當的
3-3-3-3 說話能談吐文雅，態
聲調與節奏作表達。
度良好，不說髒話
＊透過影片、簡報檔、網路等多媒體教學指導學生說話時話
3-3-3-4 說話音量能根據情境
不要太多也不要太少。
調整大小適中
＊透過角色扮演，指導學生說話時能態度良好，不說髒
話，讓學生了解不適當的發言會引起反感。
3-3-3-5 能藉由科技與資訊產
品作語言表達
＊模擬各種情境，例如：廣播、慶典、表演、會議等，讓學
3-3-3-6 能利用播音器材練習
生模仿他人在各種情境下使用適當的用語，以增進語言表
語言表達
達能力。
3-3-3-7 知道如何使用緊急號 ＊可透過投影機、錄音機、擴音機、電話、溝通輔具等電子
碼求救
科技產品，增進學生多方面的訊息來源，培養學生良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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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教學資源網：
http://etoe.edu.tw/s
cripts/learning/inde
x.asp
◎特殊教育學校（班）國
民教育階段智能障礙纇
課程—臺北啟智學校編
◎故事繪本、影片

◎教育部教學資源網：
http://etoe.edu.tw/s
cripts/learning/inde
x.asp
◎九年一貫百寶箱：
http://kids.yam.com/
edu9/
◎特殊教育多媒體資料中
心
http://163.19.219.1:
8080/elearning/index
.asp
◎彰化縣啟智教育生活教

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指標調整

3-3-3-5 能利用播音
器材練習良 好的
語言表達

3-3-3-8 會使用電話取得資訊
或服務

3-3-4 能把握說話重
點，充分溝通
3-3-4-1 能 即 席 演
說，提出自己的見解
與經驗
3-3-4-2 能在討論或
會議中說出重點，充
分溝通
3-3-4-3 能在辯論中
精要的說出有利己
方的意見

3-3-4-1 能在社交互動中循著
一個話題維持雙向的溝通
3-3-4-2 談話主題更換時，會
適當因應
3-3-4-3 會針對環境/情境改變
話題
3-3-4-4 能當眾做自我介紹
3-3-4-5 能當眾說簡單的童話
故事
3-3-4-6 能在談話中針對別人
的意見，陳述自己的觀點
3-3-4-7 會用電話辦事或與人
聊天

教學重點

教學資源

語言表達能力。例如讓同學練習拿麥克風上臺朗誦。讓同
育補充教材—生活教育
學練習拿麥克風上臺唱歌。
◎王欣宜編（2006）
：國小
＊設計教學情境指導學生撥打電話查詢時間、天氣等。
輕度智能障礙學生社交
技巧教學活動課程設
＊透過影片、簡報檔、網路等多媒體教學指導學生認識緊急
計。台中市：台中教育
號碼，以角色扮演的方式用玩具電話練習撥打及對話。
大學特殊教育中心。
◎中央氣象臺全球資訊網
http://www.cwb.gov.t
w/
◎電子科技產品
◎麥克風
◎影片
◎簡報檔
＊利用慶生會、探病、作客、過新年、等單元教學，讓學 ◎ 教 育 部 教 學 資 源 網 ：
http://etoe.edu.tw/s
生練習在社交互動中循著一個話題維持雙向的溝通。
cripts/learning/inde
＊模擬各種情境，練習在社交互動中主題若有更換，要適
x.asp
當因應。
◎特殊教育學校（班）國
＊利用各種節慶或歲末聯歡等活動讓同學練習說簡單的童
民教育階段智能障礙纇
話故事。
課程—臺北啟智學校編
＊利用優良學生選舉活動，提供學生發表意見的機會。
◎王欣宜編（2006）
：國小
＊設計教學活動讓同學能在全班面前做自我介紹，說出自
輕度智能障礙學生社交
己簡單資料及興趣等。
技巧教學活動課程設
計。台中市：台中教育
＊設計各種模擬情境，例如：座談會、記者會、影片觀後
大學特殊教育中心。
感言等，讓學生能注意聽一段簡短說明並能陳述自己的
◎
九年一貫百寶箱：
觀點。
http://kids.yam.com/
＊練習打電話給家人、老師，在電話中依重點與人聊天。
edu9/
＊設計各種模擬情境，例如：生病要請假、想吃點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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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4.識字與寫字能力
4-1-1 能認識常用漢
字 700-800 字
4-1-1-1 能認識常用
漢字 700-800 字
4-1-1-2 能利用部首
或簡單造字原理，輔
助識字
4-1-1-3 能利用生字
造詞
4-1-1-4 能利用新詞
造句
4-1-2 會使用字辭，
並養成查字辭典的
習慣
4-1-2-1 會利用音序
及部首等方法查字
辭典，並養成查字辭
典的習慣

4-1-3 能養成良好的
書寫習慣

指標調整

教學重點

教學資源

練習打電話給老師、家人，練習在電話中請假、要求協
助購物等。

◎配合對話內容的字卡、
詞卡、實物、照片、圖
片

4-1-1-1 能指認生活常見的圖
卡
4-1-1-2 能指認個人常用物品
4-1-1-3 能指認自己和家人的
照片
4-1-1-4 能指認自己的班級
4-1-1-5 能指認生活常見的標
誌

＊指導學生指認生活常用物品。
◎國民教育社群網：
＊指導學生指認簡單的生活圖片，如：便當、書包、聯絡
http://teach.eje.edu
簿、衣服、杯子等。
.tw/resource/resourc
e_SIG.php?login_type
＊指導學生指認自己、家人的照片。
＊指導學生認識自己的教室、班級名。
=&GID=SIG00010
＊指導學生指認教室物品圖卡: 黑板、桌子、椅子、掃把、
門窗等。
＊指導學生指認簡單的標誌，如紅綠燈、化妝室、電梯、
樓梯。

4-1-2-1 能按類別分類圖卡
4-1-2-2 能按生活作息分類圖
卡

＊指導學生指認生活作息的圖卡。
＊指導學生分類生活圖卡:
食：早餐、午餐、晚餐、點心、牛奶、便當、湯匙、碗盤
衣：衣服、褲子、帽子、手套
住：家、房間
行：交通車、公車、計程車
育：學校、教室、活動中心
樂：公園、操場、游泳池、電腦

4-1-3-1 能握筆塗描或仿寫
＊呈現正確／不正確書寫姿勢照片，讓學生區辨。
4-1-3-2 書寫時，能保持良好 ＊指導學生會正確用手指握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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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指標調整

4-1-3-1 能養成良好
的書寫姿勢，並養成
保持整潔的書寫習
慣
4-1-3-2 能正確的使
用和保管寫字工具
4-1-4 能認識楷書基
本筆畫的名稱、筆
順，並掌握運筆則，
練習用硬筆書寫
4-1-4-1 能掌握基本
筆畫的名稱、字形和
筆順
4-1-4-2 能正確認識
楷書基本筆畫的書寫
原則
4-1-4-3 能用硬筆寫
出合理的筆順、正確
的筆畫及形體結構
的漢字
4-1-4-4 能寫出楷書
的基本筆畫
4-1-4-5 能認識楷書
基本筆畫的變化
4-1-4-6 能配合識字
教學，用正確工整
的硬筆字寫作業、寫

的姿勢
4-1-3-3 養成保持整潔的書寫
習慣
4-1-3-4 能正確的使用和保管
文具用品
4-1-4-1 會自己畫線
4-1-4-2 會自己畫幾何圖形
4-1-4-3 會描寫姓名
4-1-4-4 會仿寫姓名

教學重點
＊指導學生塗寫、描寫、仿寫。
＊指導學生在紙上寫字。
＊寫字時，會一手按住址，上半身姿勢正確。
＊書寫時，提醒學生隨時保持坐姿的端正。
＊指導學生書寫時，保持整潔。
＊指導學生珍惜、善用文具用品。
＊指導學生描連虛線。
＊指導學生仿畫線條：直線、斜線、抅狀線。
＊指導學生仿畫幾何圖形：四方形、圓形、三角形。
＊指導學生自己畫直線。
＊指導學生畫圓。
＊指學生畫幾何圖形：四方形、圓形、三角形。
＊指導學生描寫自己的姓名。
＊指導學生仿寫自己的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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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指標調整

教學重點

教學資源

4-1-5 能激發寫字的
興趣
4-1-5-1 能激發寫字
的興趣
4-1-5-2 能自我要求
寫出工整的字

4-1-5-1 能用肢體動作表達意
願
4-1-5-2 能用圖卡表達意願
4-1-5-3 能用簡單口語表達意
願
4-1-5-4 會向他人問候

＊指導學生指認自己感興趣事物的圖卡。
＊指導學生指認自己常用的物品。
＊利用遊戲、增強物、圖示、肢體動作等方式，引導學生
主動表達的意願。
＊指導學生以圖卡、肢體語言或簡單口語表達。
＊多說故事給學生聽，增進聽理解的能力。
＊利用遊戲方式指導學生表述有關自己的基本資料（如：
姓名、生日、年齡、性別）
＊會主動向他人問安、道別。

◎參考網站：
文建會兒童文化館～
繪本花園
http://children.cca.
gov.tw/garden/

4-2-1 能認識常用漢
字 1500-1,800 字
4-2-1-1 能認識常用
漢字 1,500-1,800 字
4-2-1-2 能利用部首
或簡單造字原理，輔
助識字
4-2-1-3 能利用生字
造詞
4-2-1-4 能利用新詞
造句

4-2-1-1 能理解生活作息中的
指令
4-2-1-2 能辨認熟悉的人
4-2-1-3 能指認學校設施
4-2-1-4 能辨認作息時間表
4-2-1-5 能指認住宅設施及隔
間
4-2-1-6 能指認社區重要的場
所

信、日記

＊指導學生聽懂或指認日常作息中常用的指令：上／下車、 ◎生活圖卡/字卡
上／下課、背書包、開／關門、上廁所、吃飯、開/關燈、
穿脫鞋、擦桌子等。
＊指導學生辨認照片中的自己及熟悉的人。
＊指導學生指認學校校內的設施:司令台、操場、花園、籃
球場、走廊等。
＊指導學生指認常見。標誌：「入口」、「出口」、「盥洗室」、
「博愛座」、「請勿飲食」。
＊指導學生指認學校、班級、課表。
＊指導學生指認常見住宅設施：樓梯、電梯、客廳、臥室、
餐廳、浴室、廚房。
＊指導學生指認社區重要的場所：停車場、捷運站、醫院、
公車站牌、便利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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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指標調整

教學重點

教學資源

＊指導學生表達或指認生活中描述性的用語：快一點、輕
輕地、用力地、小心地、慢慢地

4-2-2 會查字辭典，
並能利用字辭典，分
辨字義
4-2-2-1 會查字辭典
，並能利用字辭典，
分辨字義
4-2-2-2 會使用數位
化字辭典
4-2-3 能概略瞭解筆
畫、偏旁變化及結
構原理
4-2-3-1 能流暢寫出
美觀的基本筆畫
4-2-3-2 能應用筆畫
、偏旁變化和間架構
原理寫字
4-2-3-3 能用正確、
美觀的硬筆字書寫
各科作業

4-2-2-1 能使用科技器材，簡
易查詢生活相關訊息

＊指導學生上網查詢:天氣、學校網頁、電子相本、YOUTUBE ◎中央氣象局
頻道。
http://www.cwb.gov.t
w/V6/index.htm
◎電腦

4-2-3-1 能指認簡單的字詞
4-2-3-2 能描寫基本筆畫

＊利用簡易字詞部首，指導學生了解字體偏旁的變化，如： ◎教育部國語小字典:
提手旁的「打」招呼、
「握」手，足字旁「跑」步、
「跳」 http://140.111.1.43/
cgi-bin/gdic/gsweb.c
舞
＊製作海報字卡，透過遊戲方式引導學生了解基本部首，
gi?o=ddictionary
如：木、火、水、土、口、石、月、手、足
◎字卡、海報
＊利用部首偏旁變化遊戲進行組合文字的教學活動
＊利用硬筆指導學生進行書寫，如：寫卡片、寫聯絡簿、
課堂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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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調整

教學重點

4-2-4 能保持良好的
書寫習慣，並且運
筆熟練
4-2-4-1 能養成執
筆、坐姿適當，以及
書寫正確、迅速，保
持整 潔與追求美觀
的習慣
4-2-5 能掌握楷書的
筆畫、形體結構和
書寫方法，並練習
用硬筆、毛筆寫字
4-2-5-1 能正確掌握
筆畫、筆順及形體結
構
4-2-5-2 能掌握楷書
偏旁組合時變化的
搭配要領
4-2-5-3 能掌握楷書
組合時筆畫的變化
4-2-5-4 能認識筆勢
、間架、形體和墨色
4-2-5-5 能配合識字
教學，用正確工整
的硬筆字寫作業、寫
信、日記等

4-2-4-1 書寫時，能保持良好的
姿勢
4-2-4-2 養成保持整潔的書寫
習慣
4-2-4-3 能正確的使用和保管
文具用品

＊指導學生書寫時保持坐姿端正
＊指導學生在作業簿上書寫
＊引導學生觀察生活週遭事物的變化，並將之紀錄起來
＊呈現正確圖示，指導學生書寫時，保持桌面及座椅整潔、
及作業簿的整潔
＊指導學生珍惜、善用文具用品，並能妥善收納保存
＊獎勵表現好的學生。

4-2-5-1 能掌握筆畫、筆順及形
體結構
4-2-5-2 能掌握偏旁的組合變
化
4-2-5-3 能掌握筆畫變化的組
合
4-2-5-4 能配合識字教學進行
書寫

＊用毛筆寫春聯，如：春、福、滿。
＊指導學生在練習本上描摩、仿寫簡單字詞。
＊指導學生書寫，如：寫卡片、寫聯絡簿、學習單、作業
簿。
＊透過文字組合遊戲，讓學生觀察不同偏旁的字，如：吃
／喝，游／泳、花／草，好／媽等。
＊利用圖片與字卡的配對，進行不同偏旁字的解說。如：
煙／火、唱／叫、說／話 。
＊配合學習單元，指導學生書寫，如：作業、便條、表格、
卡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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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紅單字、硬筆練習本

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指標調整

教學重點

4-2-6 能概略認識字
體大小、筆畫粗細
和書法美觀的關係
4-2-6-1 能欣賞優美
的書法
4-2-6-2 能概略認識
字體大小、筆畫粗細
和書寫美觀的關係
4-2-7 能激發寫字的
興趣

4-2-6-1 能欣賞優美的書法
4-2-6-2 能概略認識字體大
小、筆畫粗細和書寫美觀的關
係

＊展示學生優秀作品，說明優點。
◎每日一字影帶
＊參觀同學的作品，觀察並學習他人長處。
＊藉由觀看他人的作品，解說字體大小、筆劃粗細，與字
體的美觀，讓學生能從中欣賞文字之美。
＊學生在練習書寫時，多加以鼓勵，適時給予提示與修正。

4-2-7-1 能激發寫字的興趣
4-2-7-2 能寫出能辨識的字

4-3-1 能認識常用漢
字 2,200-2,700 字
4-3-1-1 能認識常用
漢字 2,200-2,700 字
4-3-1-2 能利用簡易
的六書原則，輔助認
字，理解字義
4-3-1-3 能利用生字
造詞
4-3-1-4 能利用新詞

4-3-1-1 會指認公共場所內標
語
4-3-1-2 能指認天氣類別的圖
卡／字詞
4-3-1-3 能指認季節、氣候的
圖卡／字詞
4-3-1-4 能指認衣物的圖卡／
字詞
4-3-1-5 能指認休閒活動的圖
卡／字詞

＊利用遊戲、增強物、圖示、肢體動作等方式，引導學生
激發寫字興趣。
＊指導學生紀錄感興趣的人事物。
＊利用遊戲方式指導學生書寫自己和同學的基本資料（姓
名、生日、電話、性別、校名、學校地址等）。
＊指導學生在個人物品上寫上姓名、校名、班級…等資料。
＊指導學生書寫有關家人稱謂的辭彙，如:爸爸、媽媽、哥
哥、弟弟、妹妹、姐姐…等。
＊利用生字簿指導學生在指定框格內書寫字體。
＊指導學生認識公共場所相關標誌或指示: 「歡迎光臨」、 ◎生活圖卡、字卡、報紙、
「謝謝光臨」、「緊急出口」、「逃生門」、「收銀台」、「無
廣告傳單、衣類標籤、
障礙廁所」、「禁止進入」、「禁止飲食」、「資源回收」。
節目單、帳單、菜單、
＊指導學生指認天氣型態: 晴天、雨天、陰天、颱風。
人體結構圖，
＊指導學生指認季節或節令：春天、夏天、秋天、冬天、 ◎參考網頁：
新年。
http://big5.xinhuane
＊指導學生指認衣物相關名稱：衣服、褲子、帽子、鞋子。
t.com/gate/big5/news
＊指導學生認讀休閒活動名詞：郊遊、兜風、游泳、打球、
.xinhuanet.com/healt
看電視、看電影、野餐、逛街、賞花等。
h/2006-08/24/content
＊指導學生認讀四肢：手、腳、手指、指甲。
_500151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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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造句

4-3-2 會查字辭典，
並能利用字辭典，分
辨字義
4-3-2-1 會 查 字 辭
典，並能利用字辭
典，分辨字義
4-3-2-2 會使用數位
化字辭典
4-3-3 能概略瞭解筆
畫、偏旁變化及結
構原理
4-3-3-1 能流暢寫出
美觀的基本筆畫
4-3-3-2 能應用筆
畫、偏旁變化和間
架結構原理寫字
4-3-3-3 能用正確、
美觀的硬筆字書寫
各科作業

指標調整

教學重點

4-3-1-6 能指認有關身體四肢
的名詞

教學資源

◎台北捷運站網頁：
http://www.trtc.com
.tw/
◎台北捷運路線圖：
http://tools.sopili
.net/metro/taipei/
4-3-2-1 會使用部首進行字的 ＊利用圖示字典的常見字詞指導學生進行部首查詢，如： ◎教育部國語小字典:
查詢
『口』部：吃、喝、吹、咬…等。
http://140.111.1.43
4-3-2-2 會使用筆劃數進行字 ＊教師自選同部首的字給予學生圈選相同字。
/cgi-bin/gdic/gsweb
的查詢
＊利用圖示辭典的筆劃數目指導學生進行常見字詞查詢。
.cgi?o=ddictionary
4-3-2-3 會使用科技器材，簡 ＊指導學生使用電腦工具軟體，從事個人資料文書作業， ◎電腦
易查詢生活相關訊息
如：個人資料輸入(姓名、性別、生日、地址…等)。
＊指導學生利用科技設備進行天氣、節目查詢如：電腦、
網路、電話語音查詢系統等。
4-3-3-1 能寫出基本筆畫
＊利用字詞部首，指導學生了解字體偏旁的變化，如：提 ◎筆順國語字典（龔恆嬅
手旁的「打」招呼、
「握」
，足字旁「跑」
、
「跳」
，門部的
編著，西北國際出版社）
4-3-3-2 能應用筆畫、偏旁變
化原理寫字
「開」、「關」、「閃」。
◎江育民（2008）
。硬筆書
4-3-3-3 能用筆書寫生活上、 ＊製作海報字卡，透過遊戲方式引導學生了解常見部首，
法指導手冊。台北：麋
學習上之需求
如：「人」、「曰」、「日」、「艸」、「艹」、「金」。
研齋
＊藉由部首或偏旁的變化，設計組合文字的教學活動
◎教育部國語小字典:
＊指導學生在練習本上描摩、仿寫簡單字詞。
http://140.111.1.43
＊指導學生書寫，如：寫卡片、寫聯絡簿、學習單、作業
/cgi-bin/gdic/gsweb
簿。
.cgi?o=ddictionary
◎自製字卡
◎如何指導兒童寫字。台
北：台北市政府教育局
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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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指標調整

4-3-4 能掌握楷書的
筆畫、形體結構和
書寫方法，並練習
用硬筆、毛筆寫字
4-3-4-1 能掌握楷書
偏旁組合時變化的
搭配要領
4-3-4-2 能掌握楷書
組合時筆畫的變化

4-3-4-1 能依筆畫、筆順及形體
結構
4-3-4-2 能了解偏旁的組合變
化
4-3-4-3 能了解筆畫變化的組
合
4-3-4-4 能依識字教學進行書
寫

4-3-5 能欣賞楷書名
家碑帖，並辨識各
種書體(篆、隸、
楷、行)的特色
4-3-5-1 能欣賞楷書
名家(歐、顏、柳、
褚等)碑帖
4-3-5-2 能辨識各種
書體(篆、隸、楷、
行)的特色
4-3-5-3 能概略欣賞
行書的字形結構
4-3-5-4 能知道古今
書法名家相關的故
事
4-3-5-5 能就近欣賞
名勝古蹟的書法之
美

教學重點

教學資源

＊用毛筆描寫春聯，如：春、福。
◎描紅練習帖、描紅單字
＊透過組合文字遊戲，讓學生學習不同偏旁的同音異字，
四字春聯紙
如：紅／綠，河／流，螞／蟻。
＊利用圖片與字卡的配對，進行不同偏旁字的解說，讓學
生能加深對字詞的印象，如：姐／妹、奶奶／媽媽、爸
爸／爺爺。
＊配合學習單元，練習書寫，如：作業、便條、表格、卡
片等。

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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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5.閱讀能力
5-1-1 能熟習常用生
字語詞的形音義

指標調整

教學重點

教學資源

5-1-1-1 能覆誦常用語詞
5-1-1-2 能指認圖卡中個人基
本資料
5-1-1-3 能指認常用禮貌用語
5-1-1-4 能指認個人日常生活
常用語詞

＊透過班級作業簿或杯子讓學生指出、讀出自己的姓名。
＊利用教師自編學生個人資料圖卡讓學生指出個人資料中
的姓名、地址、電話和父母名稱。
＊利用教師自編學生個人資料圖卡讓學生讀出個人資料中
的姓名、地址、電話和父母名稱。
＊透過重複練習、模擬、比賽、遊戲的方式讓學生熟悉個人
資料圖卡中的姓名、地址、電話和父母名稱。
＊利用禮貌用語(請、謝謝、對不起、不客氣…等)字詞卡或
圖卡讓學生認讀出正確的禮貌用語。
＊透過重複練習、模擬、遊戲的方式讓學生讀出常用的禮貌
用語(請、謝謝、對不起、不客氣…等)。
＊利用招呼用語(早安、午安、晚安、您好、再見...等)字
詞卡或圖卡讓學生認讀出正確的禮貌用語。
＊透過重複練習、模擬、遊戲的方式讓學生讀出常用的招呼
用語(早安、午安、晚安、您好、再見...等)。
＊利用個人日常生活清潔用品(牙膏、牙刷、毛巾、洗髮精、
肥皂...等)字詞卡或圖卡讓學生認讀出正確的語詞。
＊透過重複練習、模擬、遊戲的方式讓學生讀出常用的個人
日常生活清潔用品語詞(牙膏、牙刷、毛巾、洗髮精、肥
皂...等)。
＊利用個人日常生活衣著用品(裙子、褲子、上衣、皮帶、
髮夾...等)字詞卡或圖卡讓學生認讀出正確的語詞。
＊透過重複練習、模擬、遊戲的方式讓學生讀出常用的個人
日常生活衣著語詞(裙子、褲子、上衣、皮帶、髮夾...
等)。
＊利用個人日常生活食用類(米飯、麵條、麵包、蔬菜、水

◎自己的照片、圖卡、姓
名字卡、個人資料口說
錄音、有自己姓名的作
業簿/聯絡簿…等
◎個人家庭資料(包含姓
名、地址、電話和父母
名稱)字卡、圖卡、投
影片
◎禮貌用語(請、謝謝、
對不起、不客氣…等)
字卡、圖卡、投影片、
動畫
◎招呼用語(早安、午
安、晚安、您好、再
見 ... 等 ) 字 詞 卡 、 圖
卡、投影片、動畫
◎個人日常生活清潔用
品(牙膏、牙刷、毛巾、
洗髮精、肥皂...等)字
詞卡、圖卡、投影片、
實物
◎個人日常生活衣著用
品(裙子、褲子、上衣、
皮帶、髮夾...等)字詞
卡、圖卡、投影片、實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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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指標調整

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指標調整

5-1-2 能讀懂課文內
容，瞭解文章的大意
5-1-2-1 能讀懂課文
容，瞭解文章的大意
5-1-2-2 能分辨基本

5-1-2-1 能指認個人基本資
料
5-1-2-2 能指認五官部位名
稱
5-1-2-3 能指認日常生活中

教學重點
果...等)字詞卡或圖卡讓學生認讀出正確的語詞。
＊透過重複練習、模擬、遊戲的方式讓學生讀出常用的個人
日常生活食用類語詞(米飯、麵條、麵包、蔬菜、水果...
等)。
＊利用個人日常生活居住類(桌子、床、衣櫥、廚房、客廳、
陽台、廁所...等)字詞卡或圖卡讓學生認讀出正確的語
詞。
＊透過重複練習、模擬、遊戲的方式讓學生讀出常用的個人
日常生活居住類語詞(桌子、床、衣櫥、廚房、客廳、陽
台、廁所...等)。
＊利用個人日常生活交通類(腳踏車、公車、汽車、摩托車、
火車、捷運...等)字詞卡或圖卡讓學生認讀出正確的語
詞。
＊透過重複練習、模擬、遊戲的方式讓學生讀出常用的個人
日常生活居住類語詞(腳踏車、公車、汽車、摩托車、火
車、捷運...等)。
＊利用個人日常生活休閒類(跑步、打球、旅遊、逛街、看
書...等)字詞卡或圖卡讓學生認讀出正確的語詞。
＊透過重複練習、模擬、遊戲的方式讓學生讀出常用的個人
日常生活休閒類語詞(跑步、打球、旅遊、逛街、看書...
等)。
教學重點

教學資源
◎個人日常生活食用類
(米飯、麵條、麵包、
蔬菜、水果...等)字詞
卡、圖卡、投影片、實
物
◎個人日常生活居住類
(桌子、床、衣櫥、廚
房、客廳、陽台、廁
所 ... 等 ) 字 詞 卡 、 圖
卡、投影片
◎個人日常生活交通類
(腳踏車、公車、汽車、
摩托車、火車、捷運...
等)字詞卡、圖卡、投
影片
◎個人日常生活休閒類
(跑步、打球、旅遊、
逛街、看書...等)字詞
卡、圖卡、投影片

教學資源

＊能讀出個人基本資料中的姓名、性別、電話、地址、校名、 ◎九年一貫百寶箱
班級。
（2010.12.12）：
＊能用身體部位及五官的圖卡指導學生透過反覆練習、遊戲
http://kids.yam.com
的方式念出身體部位及五官名稱。
/edu9/
◎教育部教學資源網
＊能用日常生活使用說明常用字詞編寫成短句讓學生進行
34

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的文體
5-1-2-3 能概略瞭解
課文的內容與大意

5-1-3 能培養良好的
閱讀興趣、態度和習
慣
5-1-3-1 能培養閱讀
的興趣，並培養良好
的習慣和態度

指標調整
的簡單語詞
5-1-2-4 能指認圖示菜單中
表達的內容

教學重點
閱讀，使其易於瞭解大意。
＊利用常見的速食店菜單(如：麥當勞、肯德基、摩斯漢堡…
等)的圖示或模型指導學生透過反覆練習、遊戲的方式指認
要點餐的食品。
＊引導學生在閱讀前先對生字、生詞、語句進行圈選劃記，
由教師先帶學生朗讀，並講解詞意。
＊透過教材內容中可相關詞語的實物、照片、圖片、或肢體
動作等讓學生瞭解語意，進而瞭解文意。
＊引導學生對於教材內容中陌生的語句進行講解，並提供學
生朗讀機會。
＊透過教材圖示、插圖教導學生練習看圖說出內容。
＊教導學生練習說明簡單短句的主要涵意並給予句子間相互
關係說明。
＊透過提問方式，在學生閱讀前教師先行提問請學生閱讀過
程中注意，並於閱讀後共同來回答問題了解內容。
＊以字詞圖卡的方式呈現短句中的語詞，透過教師逐一解釋
讀音、詞義，再從認字引導到認詞學習，並提供學生朗誦
機會。
＊讓學生每次閱讀後便以自己的方式將教材短句的內容說出
來。
5-1-3-1 能翻閱圖書
＊透過提供各樣書及圖書等讀物，培養學生對於閱讀的興趣
5-1-3-2 能保持圖書的清潔
使其能主動翻閱圖書。
5-1-3-3 能保持圖書的完整性 ＊讓學生利用班級教室學習角讀物或校園圖書館讀物進行閱
讀興趣培養。
5-1-3-4 能整理收拾圖書
＊利用班級時間、班會或朝會時間獎勵固定閱讀圖書讀物學
生。
＊指導學生在閱讀過程中能保持圖書的清潔度，不會任意的
35

教學資源
（2010.12.12）：
http://etoe.edu.tw/
scripts/learning/in
dex.asp
◎教師自編、自選文章
◎配合文章內容詞語的
字卡、詞卡、實物、照
片、圖片

◎校園圖書館、圖書室、
班級圖書區
◎教師自編、自選閱讀文
章
◎九年一貫百寶箱
（2010.12.12）：
http://kids.yam.com
/edu9/

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5-1-4 能喜愛閱讀課
外讀物，擴展閱讀視
野
5-1-4-1 能喜愛閱讀
課外(注音)讀物，擴
展閱讀視野
5-1-4-2 能和別人分
享閱讀的心得

指標調整

教學重點

塗鴉、劃記…等。
＊指導學生在閱讀過程中能保持圖書的完整性，不會將書頁
撕毀、摺頁…等。
＊引導學生在閱讀時看到摺頁處能將該頁翻回平整。
＊透過書櫃整理，指導學生在閱讀後能將書籍放回到原來的
書架上。
＊教師藉由每日或每週數日 30 分鐘時間培養學生閱讀習
慣，從中建立閱讀興趣及閱讀態度。
＊教師提供師生共讀時間，共讀時詢問學生故事情節及內
容，以增加學生對閱讀的興趣及養成習慣。
＊佈置豐富的閱讀環境，包含教室物理環境的規劃，以及放
置在各學習角落促進學生閱讀的物品，例如：借書記錄卡，
各種繪本等等。
5-1-4-1 能閱讀感興趣的繪本 ＊透過介紹各式各樣的課外讀物(如繪本、圖書、有聲書、校
刊…等等)，擴展學生閱讀的範圍與興趣。
5-1-4-2 能安靜閱讀
＊利用各樣課外讀物(如繪本、圖書…等等)給予學生進行選
擇感興趣的課外讀物的機會，並讓學生說出自己喜歡課外
讀物選擇的原因。
＊透過介紹教室內課外讀物的放置位置，讓學生了解可到哪
進行課外讀物閱讀。如：班級教室的學習角落。
＊介紹各種領域的課外閱讀書籍，讓學生了解可以進行閱讀
的各樣領域。
＊提供閱讀分享機會，讓學生將自己喜歡的課外讀物介紹給
其他人。
＊提供閱讀分享機會，讓學生在閱讀課外讀物後可以用說、
讀、畫...等方式表達出內容大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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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資源
◎教育部教學資源網
（2010.12.12）：
http://etoe.edu.tw/
scripts/learning/in
dex.asp

◎校園圖書館、圖書室、
班級圖書區
◎教師自編、自選閱讀文
章
◎選擇各樣課外讀物(如
繪本、圖書、有聲書等)
◎九年一貫百寶箱
（2010.12.12）：
http://kids.yam.com
/edu9/
◎教育部教學資源網
（2010.12.12）：
http://etoe.edu.tw/
scripts/learning/in
dex.asp

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5-1-5 能瞭解並使用
圖書室(館)的設施和
圖書，激發閱讀興趣
5-1-5-1 能瞭解圖書
室的設施、使用途徑
和功能，並能充分利
用，以激發閱讀興趣
5-1-6 認識並學會使
用字典、(兒童)百科
全書等工具書，以輔
助閱讀

5-1-7 能掌握基本的
閱讀技巧
5-1-7-1 能流暢朗讀
出文章表達的情感
5-1-7-2 能理解在閱
讀過程中所觀察到的
訊息

指標調整
教學重點
教學資源
5-1-5-1 能根據圖書擺放的位 ＊利用教室中的學習角讓學生知道班級教室內圖書的位置， ◎班級圖書區、校園圖書
提供學生自行由班級教室前往閱讀的機會。
館、圖書室
置取放書籍
5-1-5-2 能在學習角落內安靜 ＊透過介紹校內課外讀物的放置位置，讓學生了解可到哪進 ◎圖書借書/還書規則
閱讀
行課外讀物閱讀。如：校園圖書室、校園圖書館…等。
＊提供機會讓家長和學生能前往自己居住區附近的圖書館進
行借閱書活動。
＊透過閱讀時間活動的舉辦，讓學生實際有和同學進行共同
閱讀的練習，並在提示下指導學生念出閱讀內容。
5-1-6-1 能指出圖、字卡
＊提供日常生活相關圖示字卡讓學生進行指認、配對、分類 ◎教師自編圖卡、字卡
5-1-6-2 閱讀圖、字卡時遇到 等遊戲方式學習。
◎教師自編、自選閱讀文
問題會尋求協助
＊指導學生在進行閱讀(如：繪本、故事書…等)時，遇到生
章
字詞時能將自己不熟悉的生字詞以筆或色筆圈起來。
◎選擇各樣課外讀物(如
＊提供作業練習本請學生將自己遇到的生字詞抄在生字詞本
繪本、圖書、有聲書…
上，在協助下練習念讀。
等)
＊提供練習、競賽與平常時機指導學生遇到問題時能舉手向
師長發問。
＊指導學生在閱讀(如：繪本、故事書…等)時遇到自己不熟
悉生圖示字詞時可以請求師長的指導和說明。

5-1-7-1 能覆誦短句
＊利用錄音機、撥放器等相關器材或老師帶讀來指導學生覆
5-1-7-2 能讀出日常物品的商 誦所聽到的短句。
標名稱
＊藉由日常生活中常見物品商標指導學生認讀出其名稱，
5-1-7-3 能讀出日常物品的製 如：7-11、統一麵包…等。
造日期
＊利用常見物品的使用說明，如：洗滌方式、牙膏使用、牙
線使用方式說明…等，來指導學生讀出其中的關鍵字。
＊利用飲料、麵包、餅乾等食品外觀包裝上的說明，指導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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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錄音機、播放機
◎九年一貫百寶箱
（2010.12.12）：
http://kids.yam.com
/edu9/
◎教育部教學資源網
（2010.12.12）：

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5-1-7-3 能從閱讀的
材料中，培養分析歸
納的能力

5-2-1 能掌握文章要
點，並熟習字詞句型

指標調整

教學重點
生讀出製造日期。
＊指導學生正確的讀法，如:由左到右由上到下閱讀。
＊指導學生閱讀技巧，如：手指著字一個字一個字讀。
＊指導學生以適當速度將所見的文字念讀出來。
＊指導學生閱讀時有圈選生字詞的閱讀技巧。
＊透過閱讀過程中重要關鍵字的圈選，讓學生了解文中的關
鍵字詞。
＊指導學生利用筆、手指、尺等逐步呈現段落文字，讓學生
逐字念完。
＊透過教師帶領，讓學生藉由模仿與反覆練習來掌握朗讀技
巧。
＊藉由教師帶領，讓學生隨著教師朗讀句子來增進閱讀技巧。

5-2-1-1 能認讀家庭基本資
料
5-2-1-2 能認讀簡單句型

＊指導學生在老師帶讀後或自己念讀後能說出繪本圖書中要
表達的內容與大意。
＊利用家庭資料圖卡，指導學生認讀家庭資料常見字詞，如：
稱謂、職務、公司電話、住址、校名、班級…等。
＊利用日常生活圖卡，指導學生認讀日常生活常見字詞，如：
洗衣機、公車、公園、價格…等。
＊透過字詞圖卡，讓學生了解生詞的意思。
＊閱讀時挑選出關鍵字、關鍵詞讓學生熟讀。
＊提供反覆練習的機會，讓學生熟悉熟悉常見字詞。
＊提供肯定句型，如：我吃早餐了、上課時間到了、進教室
要脫鞋…等，供學生練習，熟悉使用的時機。
＊指導學生認識基本問候句型，如：你好嗎、好久不見…等。
＊指導學生認識基本禮貌句型，如：請、謝謝、對不起…等。
＊提供基本句型架構，讓學生進行句型辨認練習。
38

教學資源
http://etoe.edu.tw/
scripts/learning/in
dex.asp

◎文章內容生字詞卡、圖
卡、投影片、實物
◎文章內容句型掛圖、鏤
空句卡、詞卡
◎臺北市教育入口網
(2010.12.12):
http://www.tp.edu.t
w/composition/r/ess
ay/01.jsp
◎九年一貫百寶箱
（2010.12.12）：
http://kids.yam.com
/edu9/

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指標調整

教學重點
＊透過基本句型的練習，讓學生在閱讀時能知道文章的內容
意思。
＊提供造句練習，讓學生熟悉字詞的運用。

5-2-2 能調整讀書方
法，提升閱讀的速度
和效能

5-2-2-1 能利用書籍的插圖，
增加閱讀的理解
5-2-2-2 能使用工具協助專心
閱讀
5-2-2-3 能圈選指定字詞
5-2-2-4 能利用色筆劃記字詞

＊提供色筆讓學生在文章段落閱讀時，遇到重要句子可劃線
註記。
＊利用直尺輔助，讓學生在閱讀時給予非閱讀句子遮掩，提
供學生視覺線索的指引。
＊指導學生利用手指逐字提醒，增加閱讀字句的效能。
＊透過閱讀時指導學生圈選關鍵字詞，讓學生增加閱讀速
度。
＊透過指導學生查看文章段落中的插圖，結合文章閱讀提升
閱讀效能。
＊利用有聲書，搭配文章段落文字讓學生提升閱讀效能。
＊利用反覆的閱讀練習，指導學生閱讀的技巧以提升閱讀的
速度。
＊指導學生使用色筆畫記、插圖、關鍵詞句圈選等技巧，幫
助學生專心看書。

5-2-3 能認識文章的
各種表述方式
5-2-3-1 能認識文章
的各種表述方式
(如：敘述、描寫、抒
情、說明、議論等)

5-2-3-1 能辨認常用資料表格
5-2-3-2 能辨認歌謠的內容
5-2-3-3 能辨認用藥說明
5-2-3-4 能辨認簡單食譜製作
的方法

＊利用日常生活常見的表單，如：圖示廣告、傳單、圖示折
價眷…等，讓學生學習辨認常見的內容。
＊提供歌曲內容的字詞，讓學生熟悉歌曲旋律和了解內容。
＊利用用藥使用說明讓學生了解服藥時要注意的事項以及可
能發生的不舒服感表述方式。
＊指導學生利用圖示步驟流程的說明讓學生指認或排序食譜
上製作的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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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資源
◎教育部教學資源網
（2010.12.12）：
http://etoe.edu.tw/
scripts/learning/in
dex.asp
◎教師自編、自選閱讀文
章、選擇各樣課外讀物
(如繪本、圖書、有聲
書…等)
◎電腦、喇叭、念報讀軟
體
◎九年一貫百寶箱
（2010.12.12）：
http://kids.yam.com
/edu9/
◎教育部教學資源網
（2010.12.12）：
http://etoe.edu.tw/
scripts/learning/in
dex.asp
◎教師自編、自選日常生
活常見表單(如圖示廣
告、傳單、圖示折價
眷…等)、童歌謠、藥
袋、圖示簡單食譜…等
◎文章架構掛圖、圖示

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5-2-3-2 能瞭解文章
的主旨、取材及結構

指標調整

5-2-4 能閱讀不同表
述方式的文章，擴充
閱讀範圍。
5-2-4-1 能閱讀各種
不同表述方式的文章
5-2-4-2 能讀出文句
的抑揚頓挫與文章情
感

5-2-4-1 在指導下能閱讀各種
圖示語詞
5-2-4-2 能閱讀日常生活中各
種表單
5-2-4-3 在指導下能讀出文句
的抑揚頓挫

教學重點

＊提供各式表述方式的圖示語詞或設計閱讀教學活動讓學生
進行閱讀。
＊利用圖示購物廣告、宣傳單提供學生進行指認分類與認讀
的活動。
＊藉由教師帶讀，讓學生模仿短文中文語句的抑揚頓挫。
＊利用錄音設備錄製學生讀文章的活動記錄，再放給學生聽
其語調與感情表現給予回饋。
＊提供學生反覆的練習，讓學生對於語句情感的表現更加正
確。
＊提供相關朗讀的機會讓學生實際的進行朗讀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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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資源
◎九年一貫百寶箱
（2010.12.12）：
http://kids.yam.com
/edu9/
◎教育部教學資源網
（2010.12.12）：
http://etoe.edu.tw/
scripts/learning/in
dex.asp
◎教師自編、自選閱讀文
章
◎九年一貫百寶箱
（2010.12.12）：
http://kids.yam.com
/edu9/
◎臺北市教育入口網
(2010.12.12):
http://www.tp.edu.t
w/composition/r/ess
ay/01.jsp
◎教育部教學資源網
（2010.12.12）：
http://etoe.edu.tw/
scripts/learning/in
dex.asp

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5-2-5 能利用不同的
閱讀方法，增進閱讀
的能力

指標調整
教學重點
5-2-5-1 能利用圖卡增進閱讀 ＊提供各種的閱讀策略(如：圖卡、字卡、詞卡…等)增進學
生的閱讀能力。
的能力
5-2-5-2 能利用視聽媒體增進 ＊藉由各種不同的媒介(如：圖卡、錄音帶、錄影帶…等)增
閱讀的能力
進學生的閱讀能力。
＊將閱讀短文中之內容轉化成圖卡，讓學生藉由圖卡增加短
文內容概念。
＊提供重要插畫及圖卡增加學生閱讀速度。
＊提供圖例的字卡詞卡，讓學生閱讀時可參閱圖例，增加短
文內容的理解。
＊藉由簡單的動畫或連格插畫幫助學生閱讀後短文內容理解
的能力。
＊提供句型劃記讓學生能了解閱讀的短文段落大意。
＊提供短文架構練習，讓學生閱讀時能有脈絡依循的閱讀技
巧。
＊提供反覆的閱讀練習機會，讓學生閱讀能力提升。

5-2-6 能熟練利用工
具書，養成自我解決
問題的能力
5-2-6-1 能利用圖書
館檢索資料，增進自
學的能力

＊提供各類圖示字卡，指導學生依指定方式進行分類，如：
5-2-6-1 能將圖卡分類
顏色類、動物類、植物類…等。
5-2-6-2 能將字卡分類
5-2-6-3 能請他人協助解決閱 ＊透過圖示工具書查詢練習，讓學生知道自己遇到生字詞時
可以用來進行查詢。
讀問題
＊透過練習和比賽讓學生瞭解使用圖示工具書的技巧。
＊引導學生面對不能自己解決問題時，能主動請求他人協助
解決所遇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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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資源
◎教師自編、自選閱讀文
章
◎文章內容圖卡、插畫、
字卡、詞卡、連格插
畫、動畫…等
◎九年一貫百寶箱
（2010.12.12）：
http://kids.yam.com
/edu9/
◎臺北市教育入口網
(2010.12.12):
http://www.tp.edu.t
w/composition/r/ess
ay/01.jsp
◎教育部教學資源網
（2010.12.12）：
http://etoe.edu.tw/
scripts/learning/in
dex.asp
◎字典、辭典、兒童百科
全書
◎教育部國語小字典
(2010.12.12):
http://dict.mini.mo
e.edu.tw/cgi-bin/gd
ic/gsweb.cgi?o=dict
ionary

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5-2-7 能配合語言情
境閱讀，並瞭解不同
語言情境中字詞的正
確使用
5-2-7-1 能概略讀懂
不同語言情境中句子
的意思，並能依語言
情境選用不同字詞和
句子

指標調整
教學重點
＊指導學生看懂不同的時刻表(如:火車時刻表、高鐵時刻
5-2-7-1 在指導下能看懂日常
表、公車時刻表…等)，內容不同的時間。
生活中的時刻表
5-2-7-2 在指導下能看懂圖示 ＊提供不同的廣告單，指導學生認讀廣告單上不同常見的字
詞，如：特價、現時。日期、價格…等。
廣告單上不同的字詞
＊利用動畫、影片等指導學生依據講話的語氣不同，同樣的
句子解釋及代表的意思會不同。
＊提供學生不同語言情境中字詞辨認的練習機會。
＊指導學生在不同的語言情境中可以選擇適當的字詞來作表
達。
＊提供學生練習與復習的機會，增加熟悉不同情境中適當圖
示字詞的使用。

教學資源
◎火車、高鐵、公車時刻
表
◎對話動畫、影片
◎九年一貫百寶箱
（2010.12.12）：
http://kids.yam.com/
edu9/
◎教育部教學資源網
（2010.12.12）：
http://etoe.edu.tw/s
cripts/learning/inde
x.asp
＊利用新聞時事，帶領學生相互說出教師指定的問題回應。 ◎教師自編、自選閱讀文
＊藉由共同閱讀活動，培養學生分享內容心得的能力。
章
＊利用圖書繪本讓學生指出故事主角的插圖
◎九年一貫百寶箱
＊指導學生在閱讀過程中能找出故事對於人、事、物的描述。 （2010.12.12）：
如，剛剛誰是主角、發生什麼事。
http://kids.yam.com/
＊提供討論機會，讓在閱讀過程中學生能參與文章內容討論。 edu9/
＊指導學生參與團體討論時需遵守的禮，如：發言前要舉手，
◎教育部教學資源網
等候別人發言，給與發言者鼓勵…等。
（2010.12.12）：
＊提供發言討論的機會讓每個學生都參與討論，提出對故事
http://etoe.edu.tw/s
的理解，想法，意見交流，問題可由老師決定，也可讓學
cripts/learning/inde
生自己提出。
x.asp

5-2-8 能共同討論閱
讀的內容，並分享心
得
5-2-8-1 能討論閱讀
的內容，分享閱讀的
心得
5-2-8-2 能理解作品
中對周遭人、事、物
的尊重與關懷
5-2-8-3 能在閱讀過
程中，培養參與團體
的精神，增進人際互
動

5-2-8-1 在討論閱讀過程中能
回應相關問題
5-2-8-2 能指出閱讀內容中的
人物
5-2-8-3 能指出閱讀內容中的
事件
5-2-8-4 團體閱讀討論時，能
表現合適的人際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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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5-2-9 能結合電腦科
技，提高語文與資訊
互動學習和應用能力
5-2-9-1 能利用電腦
和其他科技產品，提
升語文認知和應用能
力

5-2-10 能思考並體會
文章中解決問題的過
程

指標調整
5-2-9-1 能利用科技輔具，增
進閱讀圖卡能力
5-2-9-2 能利用科技輔具，增
加閱讀字卡能力
5-2-9-3 能利用科技輔具，提
升語詞學習
5-2-9-4 能利用科技輔具，增
進詞彙數量

教學重點
教學資源
＊提供科技器材(如：語文錄音帶、影帶說名、溝通筆)語文 ◎教師自編、自選閱讀文
教學，指導學生熟悉常見字詞、符號、英文、數字…等。
章
＊提供科技語文教學，指導學生熟悉書寫語文輸入、指導學 ◎電視、MP3、CD、錄影帶、
生跟讀電腦發音報讀、利用新注音中的輸入法整合器來書
收錄音器材、電腦、各
寫目標字詞。
樣輸入法(新注音輸入
＊利用軟體工具，如「劃線標記」
、
「底色選擇」
、
「醒目提示」 法、注音輸入…等)、即
標示重點，或將文章加以標記提示。
時訊息軟體、電子郵
＊結合相關教育網頁，如：教育部國語詞典簡編本網頁，可
件、Office2007word 軟
以提供真人報讀目標詞和解釋。
體工具、IE、動畫…等
＊利用收錄音等器材，將語言教學提供給學生反覆聽講，熟 ◎九年一貫百寶箱
悉運用及能力。
（2010.12.12）：
＊藉由動畫播映，提供學生對於與文學習的興趣與能力表現。 http://kids.yam.com/
＊透過重複、實際操作的練習方式，讓學生熟悉科技器材的
edu9/
使用。
◎教育部教學資源網
＊利用電腦報讀提升學生閱讀效能。
（2010.12.12）：
http://etoe.edu.tw/s
cripts/learning/inde
x.asp
5-2-10-1 能瞭解日常生活上 ＊提供藥袋上的用藥須知內容使學生能練習了解注意事項的 ◎藥袋、附有使用說明等
的使用說明
說明要項，如：適用症、副作用、一天吃幾次…等。
日常生活相關用品
5-2-10-2 能依流程說明完成 ＊提供物品的使用說明，如：洗面乳、沐浴乳、牙刷、茶包… (如：洗面乳、沐浴乳、
圖示步驟
等，指導學生讀懂使用說明中的關鍵字詞，並能依步驟操
牙刷、茶包…等)、購票
說明、簡單食譜、洗衣
作使用。
＊提供購票流程的說明、注意事項，指導學生讀出流程的步
清洗標籤…等
驟以及需攜帶物品等相關購票應注意事項。
◎九年一貫百寶箱
＊利用簡單食譜，指導學生學習依說明步驟來讀作法流程，
（2010.12.12）：
如：第一步先準備好器材…等。
http://kids.ya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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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指標調整

5-2-11 能喜愛閱讀課
外讀物，主動擴展閱
讀視野
5-2-11-1 能和別人
分享閱讀的心得
5-2-11-2 能喜愛閱讀
課外讀物，進而主動
擴展閱讀視野

5-2-11-1 能主動選取有興趣
的圖書
5-2-11-2 能與他人交換喜愛
圖書
5-2-11-3 能說出閱讀的大概
內容

5-2-12 能培養良好的
閱讀興趣、態度和習
慣
5-2-12-1 能在閱讀中
領會並尊重作者的想
法
5-2-12-2 能與父母或
師友共同安排讀書計
畫

5-2-12-1 能安靜不干擾他
人閱讀
5-2-12-2 能主動利用課餘時
間閱讀
5-2-12-3 能在固定的時段閱
讀
5-2-12-4 能與師友或父母共
同閱讀

教學重點
教學資源
＊利用洗衣注意事項的標籤，指導學生認讀標籤上的洗滌注
edu9/
意事項以及清洗流程。
◎教育部教學資源網
＊引導學生以自己的方式正確牌列出使用牙刷刷牙的步驟流
（2010.12.12）：
程圖示。
http://etoe.edu.tw/s
cripts/learning/inde
x.asp
＊利用合適課外讀物(如繪本、圖書、有聲書…等)，提供學 ◎校園圖書館、圖書室、
生選擇機會。
班級圖書區
＊引導學生閱讀圖書後，能將自己喜歡的那本圖書拿出來與 ◎教師自編、自選閱讀文
他人分享、交換閱讀。
章
＊舉辦說故事活動，鼓勵學生將所閱讀的內容說出來和他人 ◎各樣課外讀物(如繪
分享。
本、圖書、有聲書…等)
＊提供故事內容活動，讓學生能將閱讀後的心得、寫出、畫 ◎教育部教學資源網
出…等方式呈現出來。
（2010.12.12）：
＊提供學生表達機會，請學生說出自己喜歡的課外讀物。
http://etoe.edu.tw/s
＊提供學生多元圖書，讓學生進行圖書翻閱。
cripts/learning/inde
x.asp
＊提供閱讀教學、培養良好的閱讀興趣、態度和習慣，如： ◎校園圖書館、圖書室、
閱讀時不吃東西、不吵鬧…等。
班級圖書區
＊利用班級教室的閱讀區，提供班級學生定期閱讀的習慣養 ◎教師自編、自選閱讀故
成。
事
＊指導學生記錄閱讀的時間，如：早上有看圖書請在聯絡簿 ◎各樣課外讀物(如繪
打勾…等。
本、圖書、有聲書…等)
＊提供閱讀時間計劃擬訂活動，讓家長在家撥時間陪伴學生
閱讀。
＊藉由練習與實際的閱讀活動參與，提供學生接觸翻閱圖書
的頻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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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指標調整

5-2-13 能讀懂課文內
容，瞭解文章的大意
5-2-13-1 能從閱讀中
認識華語文的優美
5-2-13-2 能從閱讀中
認識不同文化的特色

5-2-13-1 能在指導下說出故
事內容
5-2-13-2 能指出老師指定的
字詞
5-2-13-3 能在老師引導的閱
讀中認識不同文化的特色

教學重點
＊提供機會或時間讓學生可以和師長或家人的陪伴下共同閱
讀。

教學資源

＊提供教師自編自選故事、播放故事錄音帶後，指導學生能 ◎教師自編、自選閱讀文
說出故事內容。
章
＊引導學生看故事書時能指出常見的主詞，如：你、我、他…。
＊老師先將指定詞語寫在黑板，指導學生在故事中將指定詞 ◎九年一貫百寶箱
語圈出。
（2010.12.12）：
＊帶領學生從閱讀不同文化故事中，，讓學生知道故事內容
http://kids.yam.com/
中所包含的不同文化特色。如:中國人女生穿裙子、蘇格蘭 edu9/
男生穿裙子…等
◎教育部教學資源網
（2010.12.12）：
http://etoe.edu.tw/
scripts/learning/in
dex.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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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5-2-14 能掌握基本的
閱讀技巧
5-2-14-1 能流暢朗讀
出文章表達的情感
5-2-14-2 能理解在閱
讀過程中所觀察到的
訊息
5-2-14-3 能從閱讀的
材料中，培養分析歸
納的能力
5-2-14-4 學會自己提
問，自己回答的方
法，幫助自己理解文
章的內容
5-2-14-5 能說出文章
的寫作技巧或特色
5-3-1 能掌握文章要
點，並熟習字詞句型
5-3-1-1 熟習活用生
字語詞的形音義，並
能分辨語體文及文言
文中詞語的差別

指標調整
教學重點
教學資源
5-2-14-1 能覆誦語詞
＊藉由教師帶讀帶領學生覆誦語詞內容，指導學生流暢覆誦 ◎教師自編、自選閱讀文
出語詞。
章
5-2-14-2 能從上到下進行字
詞認讀
＊藉由教師的故事帶讀，融入教師音量的變化、語調、語氣，
5-2-14-3 能從左到右進行字
使故事聲聲入扣，表現出短文的情感表達讓學生體現。
◎彩色筆、蠟筆、螢光筆、
詞認讀
＊引導學生朗讀時可以加上適當的肢體動作，豐富故事表達
鉛筆…等
5-2-14-4 能適當的斷句
的情感。
＊指導學生在朗讀後能說出故事中所描述的訊息，並能將閱 ◎九年一貫百寶箱
讀的短文內容進行簡單分析，如：人、事、時、地、物…
（2010.12.12）：
等。
http://kids.yam.com/
＊提供手指提示及反覆練習機會，讓學生熟悉逐字將故事念
edu9/
出。
＊在引導下，能將從上到下念出語詞內容(如，故事內容、廣 ◎教育部教學資源網
告招牌…等)，並提供反覆練習機會，讓學生熟悉。
（2010.12.12）：
＊在引導下，能將從左到右念出語詞內容(如，故事標題、報 http://etoe.edu.tw/s
紙標題…等)，並提供反覆練習機會，讓學生熟悉。
cripts/learning/inde
＊利用教師帶讀，指導下能在適當標點符號處(如：句號、頓 x.asp
號、逗點…)停頓。
5-3-1-1 能了解日常生活中的 ＊練習肯定句、否定句、疑問句的簡單用法。
◎小便條紙、藥盒包裝、
生活訊息
＊觀察標點符號與字詞指認句型，如看到「不」是否定句，
餅乾糖果包裝。
5-3-1-2 能用基本訊息表達日 看到「？」是疑問句。
◎安全警告標示的圖片、
常需求
＊引導學生練習需求、分享等基本句型，如「我想要…」
、
「我 照片。
5-3-1-3 能了解別人想表達的 覺得…」。
◎文學點心屋
重要訊息
＊帶領學生練習日常生活常需閱讀的簡短文字，如便條、用
http://paper.udn.com
藥說明、食品包裝等，了解這些文字主要表達的意思。
/ZOPE/UDN/
5-3-1-4 能簡短回應別人
＊帶領學生認識安全警示標語的簡短文字，如「過馬路請停
Children/paper/d102.
看聽」、「小心高壓電，請注意」、「水深請注意，請勿游泳
html
等」。
◎九年一貫百寶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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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指標調整

5-3-2 能調整讀書方
法，提升閱讀的速度
和效能
5-3-2-1 能養成主動
閱讀課外讀物的習慣
5-3-2-2 能調整讀書
方法，提升閱讀的速
度和效能

5-3-2-1 能讀生活周遭常見的
文字
5-3-2-2 能利用生活環境中的
文字增加閱讀興趣
5-3-2-3 能利用文字與圖片的
關係增進閱讀理解
5-3-2-4 課餘時主動閱讀自己
有興趣的讀物

5-3-3 能認識文章的
各種表述方式
5-3-3-1 能瞭解文章
的主旨、取材及結構
5-3-3-2 能認識文章
的各種表述方式
(如：敘述、描寫、
抒情、說明、議論等)
5-3-3-3 能理解簡易
的文法及修辭

5-3-3-1 能瞭解句子的意思
5-3-3-2 能讀基本標點符號
5-3-3-3 能理解口語中的簡單
譬喻

5-3-4 能認識不同的
文類及題材的作品，
擴充閱讀範圍

5-3-4-1 能認識各種語文作品
5-3-4-2 能體驗不同主題的展
演

教學重點
＊引導學生注意聆聽他人的話語，並說出回應。
＊製造機會練習校園中與師長的對談、物品的購買等。
＊帶動小遊戲，讓學生對文字感興趣，例如從認識自己的名
子開始、介紹同學、老師的名字、學校的名稱等。
＊運用圖片和文字做提示或配對，提醒學生文字的意義。
＊引導學生，指認街上招牌的字、注意的警示語、學校的公
告、新聞報紙、食譜等。
＊舉學生喜歡的事物為例，引導學生作簡單文字與圖片的配
對，如:橘子-橘子圖片；娃娃-娃娃圖片。
＊引導學生注意到字體的狀態，例如：較大的字、不同顏色
的字、一眼就看到的字。
＊透過重複練習、模擬、比賽、遊戲的方式讓學生習慣讀圖
片語文字的意思，了解大意。
＊教師先舉生活對話的例子，如: 「你吃飽了嗎？」
「我吃飽
了」的問答句。引導學生平常最常聽到哪些話，哪些是問
句？哪些是希望得到回答的？
＊指導學生可以看表情來了解對方講話的感覺，是生氣的、
高興的、還是難過的。
＊帶學生認識問號(?)、驚嘆號(!)與句號(。)的簡單意義，
代表不同口吻。
＊透過重覆練習、遊戲和比賽來熟悉句子口吻的辨別。
＊引導學生了解譬喻的意思，可說出 A 像 B，例如：乒乓球
像蛋黃、圓臉像月亮。
＊透過觀察教室內的物品，讓學生聯想相似物的譬喻練習。
＊生活中的語文作品包括：(1)紙上的散文、小說、書信(2)
表演的詩歌、戲劇等。
＊舉校內或身邊的例子，如學校的成果發表會就是戲劇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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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資源
http://kids.yam.com/
edu9/(語文教材)
◎自己與同學名字的字
卡、學校校名圖片。
◎招牌、公告照片、報紙
剪報等。
◎九年一貫百寶箱：
http://kids.yam.com/
edu9/
◎教育部學習資源入口網
-學習加油站
http://content.edu.t
w/
◎綜合圖卡、大海報、標
點符號字卡。
◎教育部全國閱讀推動網
(閱讀資源)
https://read.moe.edu
.tw/

◎戲劇影片、書信範例、
明信片
◎教育部學習資源入口網

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指標調整
5-3-4-1 能認識不同
5-3-4-3 能接觸各類語文作品
的文類(如：詩歌、散
文、小說、戲劇等)
5-3-4-2 能主動閱讀
不同文類的文學作品
5-3-4-3 能主動閱讀
不同題材的文學作品
5-3-4-4 能將閱讀材
料與實際生活經驗相
結合

5-3-5 能運用不同的
閱讀策略，增進閱讀
的能力
5-3-5-1 能運用不同
的閱讀策略，增進閱
讀的能力
5-3-5-2 能運用組織
結構的知識(如：順
序、因果、對比關係)
閱讀
5-3-5-3 能用心精
讀，記取細節，深究
內容，開展思路

5-3-5-1 能瞭解短句的簡單大
意
5-3-5-2 能辨別標語中的圖片
或照片
5-3-5-3 能辨別句子中的特殊
字體
5-3-5-4 能透過圖片與文字了
解文章大意

教學重點

教學資源
種…
-學習加油站
＊配合實物(一封信)或影片來呈現這些文學作品，如詩歌可
http://content.edu.t
以唱、小說是個故事、放在信封裡的是書信。
w/
＊在教室內利用多媒體播放詩歌或戲劇表演，並製造模擬情 ◎教育部全國閱讀推動網
境(如關燈看歌劇表演影片)，讓學生體驗不同感覺。
(閱讀資源)
＊鼓勵家長帶學生於假日參與各種藝文活動、表演，親身體
https://read.moe.edu
驗。
.tw/
＊引導學生寫簡易的明信片或便條，貼上郵票後寄出。
◎文學點心屋
http://paper.udn.com
/ZOPE/UDN/
Children/paper/d102.
html
＊引導學生接觸生活中常見標語的意義，如:水深危險、請勿 ◎雜誌、報紙剪報
觸摸、禁止進入等。
◎字卡、句型卡
＊引導學生尋找標語中的圖案或符號，瞭解意思，如小人、 ◎教育部學習資源入口網
表禁止的紅圈。
-學習加油站
＊引導學生尋找文字標語中較特殊的字體，如紅字、大字體、 http://content.edu.t
標題、畫線字或框起來的文字。
w/
＊讓學生練習由文字中的圖片、照片和特殊文字了解意義，
由多方資訊來解讀，非單一線索。
＊教師可在口頭念出句子時，於重點部分加重音調，音量放
大或速度放慢，強調重要性。
＊藉由遊戲，培養多看、多聽、多練習語文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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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5-3-6 能熟練利用工
具書，養成自我解決
問題的能力
5-3-6-1 能利用圖書
館檢索資料，增進自
學的能力
5-3-6-2 能熟練利用
工具書，養成自我解
決問題的能力
5-3-6-3 學習資料剪
輯、摘要和整理的能
力
5-3-7 能配合語言情
境閱讀，並瞭解不同
語言情境中字詞的正
確使用
5-3-7-1 能配合語言
情境，欣賞不同語言
情境中詞句與語態在
溝通和表達上的效果

指標調整
5-3-6-1 遇到問題時能尋求他
人協助
5-3-6-2 能請他人利用工具書
協助解決問題
5-3-6-3 能請他人利用電腦或
科技器材協助解決問題
5-3-6-4 能運用各種不同的協
助管道，解決問題

教學重點
教學資源
＊引導學生，遇到問題時該怎麼辦？該向誰尋求援助？可向 ◎百科圖書、圖集、電子
同學、老師、父母或身旁的人求助。
溝通板
＊讓學生了解解決問題的方法管道：教室內的書、圖片集、 ◎自編課程：何開口向人
老師教過的書、詢問他人，皆能解決問題，如動物圖集、
尋求協助？
建築圖集等。
＊讓學生了解也能利用教室內的輔具、電子書、溝通版、圖
卡翻譯機或電腦，查詢想知道的答案和訊息。
＊設計課程：如何開口向人尋求協助？並做有禮貌的回應。
＊透過遊戲和模擬情境，訓練學生解決問題的反應，利用多
種管道互相運用的能力

5-3-7-1 能瞭解正向的語言情 ＊教師在課堂中示範日常說的話，配合不同面部表情和語
◎面部表情教具
境
調，讓學生分辨感覺的不同。
◎教育部學習資源入口網
-學習加油站
5-3-7-2 能瞭解負向的語言情 ＊引導學生，哪一種表達方式較令人感到愉悅(正向的)，哪
境
一種表達方式令人感到生氣、不舒服(負向的)？
http://content.edu.t
5-3-7-3 能運用適當的語言表 ＊讓學生輪流說出簡單的一句話，如「要不要一起出去玩」， w/
讓每位學生分享聽到的感覺，哪些聽起來比較舒服。
達適當情緒
＊藉由週間的遊戲，獎勵學生用正向的語言態度跟老師、同
學說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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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5-3-8 能共同討論閱
讀的內容，並分享心
得
5-3-8-1 能討論閱讀
的內容，分享閱讀的
心得
5-3-8-2 能理解作品
中對周遭人、事、物
的尊重與關懷
5-3-8-3 能在閱讀過
程中，培養參與團體
的精神，增進人際互
動
5-3-8-4 能主動記下
個人感想及心得，並
對作品內容摘要整理
5-3-9 能結合電腦科
技，提高語文與資訊
互動學習和應用能力
5-3-9-1 能利用電腦
和其他科技產品，提
升語文認知和應用能
力

指標調整
教學重點
教學資源
5-3-8-1 能複述聽到的內容 ＊在老師分享完一段經驗或敘事之後，請學生分享聽到的內 ◎臺北益教網-教學資源
容，或是自己相關的生活經驗。
(說話能力)
5-3-8-2 能說出自己的感覺
5-3-8-3 能面帶笑容地與朋友 ＊教師藉由講一個故事，讓學生分組討論自己剛剛聽到了什
http://etweb.tp.edu.
交談
麼，還想補充說些什麼。
tw/share/
5-3-8-4 能參與團體討論
＊藉由遊戲讓學生進行故事接龍，一人接一句話，訓練表達
soulst.aspx?CDE=FDT2
感覺的能力。讓學生透過全程參與體會團體合作重要性。
0060727143636G3Z
＊讓學生練習，想主動參與小組討論時，應表達「可以讓我 ◎教育部全國閱讀推動網
加入嗎」？
(閱讀資源)
＊能將學習過的溝通技巧，如：先聆聽，在表達自己的看法； https://read.moe.edu
別人在講話時不插話，運用在小組討論上。
.tw/
◎九年一貫百寶箱：
http://kids.yam.com/
edu9/
(語文教材)

5-3-9-1 會使用一般輔具學習
日常語文
5-3-9-2 會使用電腦輔具學習
日常語文
5-3-9-3 能操作輔具瞭解意思
5-3-9-3 能操作輔具，說出句
子的關鍵字

＊讓學生練習看看身旁的日常資源，如新聞大標題，看到了
哪些？哪些是你知道的？
＊使用溝通版或圖卡翻譯機，以圖片對應文字進行教學。
＊引導學生運用電腦網路瀏覽圖片與簡短訊息。
＊讓學生練習運用外接麥克風輸入語音訊息轉成文字，並由
電腦做自動修正。
＊運用電腦軟體，讓學生透過編序教學或互動式遊戲，提高
學習興趣。
＊綜合聽、說、讀、寫管道學習語文，以科技輔具進行互動
式練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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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5-3-10 能思考並體會
文章中解決問題的過
程
5-3-10-1 能思考並
體會文章中解決問
題的過程
5-3-10-2 能夠思考
和批判文章的內容

5-4-1 能熟習並靈活
應用語體文及文言文
作品中詞語的意義

指標調整
教學重點
教學資源
5-3-10-1 能敘述故事簡要情 ＊帶學生閱讀一段故事之後，讓學生輪流說出故事中遇到了 ◎教育部學習資源入口
什麼問題？他們怎麼解決？
網-學習加油站
節
5-3-10-2 能表達對故事的感 ＊引導學生針對同一個故事，能有哪些其他的解決問題方
http://content.edu.
覺
法？
tw
5-3-10-3 能說出解決問題的 ＊利用不同的繪本、電子書、口頭故事讓學生踴躍發表，並 ◎教育部全國閱讀推動
方法
說出自己的感覺。
網(閱讀資源)
＊日常生活中，有哪些決問題的情境？如：忘記帶傘、沒帶
https://read.moe.ed
餐具、突然生病了…
u.tw/
＊教師帶全班討論可能的解決方法，共同討論最好的一個方
法來做。
5-4-1-1 能瞭解常用詞語可以 ＊由教師舉例，例如「我要吃午餐」或「我要用餐」
，都表達 ◎九年一貫百寶箱：
一一樣的意思；
「我要上廁所」
、
「我要小號」
、
「我要上洗手
用多種方式表達
http://kids.yam.com
間」。都是要上廁所的意思。
/edu9/(語文教材)
＊引導學生練習常見的相似詞，藉由反覆練習、熟悉，養成
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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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6.寫作能力
6-1-1 能經由觀摩、分享與欣
賞，培養良好的寫作態度與興趣
6-1-1-1 能學習觀察簡單的圖畫
和事，並練習寫成一段文字
6-1-1-2 能在口述作文和筆述作
文中，培養豐富的想像力
6-1-1-3 能相互觀摩作品
6-1-1-4 能經由作品欣賞、朗
讀、美讀等方式，培養寫作的興
趣

指標調整
6-1-1-1 能從簡單圖畫、溝通
卡指出人物名稱
6-1-1-2 能從簡單圖畫、溝通
卡說出或指出事件
6-1-1-3 能從簡單圖畫、溝通
卡說出或指出地點
6-1-1-4 能從簡單圖畫、溝通
卡說出或指出物品名稱
6-1-1-5 能指出或簡單回答圖
片大致內容
6-1-1-6 能描寫簡單圖畫、溝
通卡語詞
6-1-1-7 能依照故事內容排列
圖卡順序
6-1-1-8 能透過閱讀圖片、繪本
增進書寫興趣

教學重點

教學資源

＊教師挑選精美活潑生動繪本吸引學生注 ◎簡易圖片繪本「三隻小猪」、
目，藉由圖片清楚明確地告知學生人、
影片
事、地、物。
◎教育部國語小字典
＊由教師生動活潑的肢體語言、臉部表情與 (2010.12.12):
http://dict.mini.moe.ed
聲調吸引學生注意力，導引學生加入並反
應、回答問題。挑選簡易圖片或繪本讓學
u.tw/cgi-bin/gdic/gsweb
.cgi?o=ddictionary
生清楚地從圖片得到他要的訊息。
＊製作貼紙，讓學生能在老師說故事時學生 ◎九年一貫百寶箱
口頭回答或使用貼紙黏貼於圖畫中做為
（2010.12.12）：
回答。
http://kids.yam.com/edu
9/
＊可透過坊間與生活有關之圖示繪本、圖卡
讓學生學習日常常用、常見之物品名稱。 ◎教育部教學資源網
如：盥洗用品、進食用具、衣物、文具 （2010.12.12）：
用品、水果、動物、顏色、交通工具、電 http://etoe.edu.tw/scrip
子用品、簡易廚房用品、形狀、雨具、簡 ts/learning/index.asp
易天氣圖..等等並進行「分類」教學。
＊觀察學生肢體語言、動作瞭解學生，並建
立無口語能力學生之溝通能力---使用溝
通卡，讓學生使用溝通卡達到溝通目的。
越是無口語能力學生月應建立溝通管
道，避免造成日後情緒累積而產生情緒問
題。
＊能練習書寫溝通卡或簡易圖卡上語詞，由
描寫、仿寫方式進而達到書寫能力。
＊聽完故事內容之後，教師製作簡易故事連
環圖畫：由 2 張開始練習慢慢增加至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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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6-1-2 能擴充詞彙，正確的遣詞
造句，並練習常用的基本句型
6-1-2-1 能運用學過的字詞，造
出通順的短語或句子
6-1-2-2 能仿寫簡單句型

指標調整

6-1-2-1 能使用溝通卡表達日
常生活基本需求
6-1-2-2 能分類日常生活上使
用的語詞
6-1-2-3 能擴充與學校生活相
關語詞
6-1-2-4 能擴充與家庭生活相
關語詞
6-1-2-5 能用口語說出簡單句
傳達需求、意思
6-1-2-6 能描、仿寫單字詞

教學重點
張、4 張。目的讓學生瞭解時間先後順
序、事情發生之先後順序。
＊學生有需求時要求學生必須使用口語或
溝通卡與人溝通落實教學在生活中。
＊教學應以學生日常生活所需之物品名
稱、人物稱謂、日常招呼語、日常常做或
必需做之事物為主、基本顏色、文具用
品、動物名稱、水果名稱，教師留意其生
活實用性。並可將以上語詞做一分類。
＊能熟習學過的單字造詞，如：大—大聲、
大哥、大姊、大號（便便）…等。
＊短語，如：大聲—大聲一點、大哥哥好、
老師早安、同學再見…等等。以日常生活
應用的短語、人物稱謂、招呼語為主。
＊在協助下運用描寫、仿寫等方式書寫出短
詞。
＊以上述之短詞、語為基礎擴充其句長使其
變成一完整簡單短詞，如：動詞＋受詞（名
詞）
：去遊戲、拿杯子、拿便當、拿書包、
脫鞋子等。
＊書寫練習應以訓練學生握筆為先再以描
畫點、線、基本圖形為訓練方式。
＊在訓練握筆書寫前，首要讓學生學會意思
傳達，無論是用溝通圖卡、口語或肢體，
讓學生熟悉圖卡內容知道每張圖卡所能
傳達的訊息，教導學生運用且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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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資源

◎高雄啟智學校—國文教材
◎九年一貫百寶箱
（2010.12.12）：
http://kids.yam.com/edu
9/
◎教育部教學資源網
（2010.12.12）：
http://etoe.edu.tw/scri
pts/learning/index.asp
◎教育部國語小字典
(2010.12.12):
http://dict.mini.moe.ed
u.tw/cgi-bin/gdic/gsweb
.cgi?o=ddictionary

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6-1-3 能運用各種簡單的方式練
習提早寫作
6-1-3-1 能練習寫作簡短的文章
6-1-3-2 能配合日常生活，練習
寫簡單的應用文(如：賀卡、便
條、書信及日記等)
6-1-3-3 能認識並欣賞童詩

指標調整
教學重點
6-1-3-1 能描、仿寫自己的姓
＊以認識的字為基礎讓學生造詞，逐步增加
新字、新詞，但須以低年級、以日常生活
名、電話號碼、班級
6-1-3-2 能使用圖字卡拼出簡
為中心之日常生活用語為首要教學目標。
單字詞
＊在教師協助下書寫賀卡、便條、關心語
6-1-3-3 在卡片上能描寫賀詞。
詞。如： 教師教過之新字、新詞由教學
6-1-3-4 在小紙條上能描寫字
者代為書寫，學生學習的新字詞在教學者
詞
帶領下書寫。
＊短句，如：說話大聲一點，大哥哥你好、
我要上大號…等等。
＊在協助下跟隨節奏打拍子或隨著節奏念
童詩。教師選擇童詩並配合圖片（繪本）
講解內容讓學生瞭解後引起學生學習興
趣。
6-1-4 能練習運用各種表達方式 6-1-4-1 能用肢體語言表示關 ＊首先需先學會傳遞表達基本需求給對
習寫作文
心及反應情緒
方，如：要喝水—（1）先學手勢比杯子、
6-1-4-1 能利用卡片寫作，傳達 6-1-4-2 能使用圖、字卡表
喝水手勢或學生慣用某手勢表達；
（2）自
對他人的關心
達對別人的關心及反應情緒
行拿取杯子告訴對方想喝水（3）圖、字
6-1-4-3 能描寫、仿寫對別人
卡、口語表達等等(4)口語傳達。
關心的簡單短詞 2-3 句
＊寫作之前需先練習握筆、塗鴉、畫線、仿
6-1-4-4 能在固定範圍內挑選
畫基本線條與基本圖形，進而描寫而後仿
與目的相關聯之卡片
寫等順序進行教學。
＊學習付出，知道並表現出禮貌性語言，如:
請、謝謝、對不起以及關心周遭人物的變
化，如：某同學生病沒到校、同學發燒、
不舒服等情況變化，用不同形式鼓勵學生
付出關心，其方式包括口語問候、肢體、
書寫慰問、關心卡片、生日卡…等等，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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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資源
◎九年一貫百寶箱
（2010.12.12）：
http://kids.yam.com/edu
9/
◎坊間市售童謠。

◎九年一貫百寶箱
（2010.12.12）：
http://kids.yam.com/edu
9/
◎教育部國語小字典
(2010.12.12):
http://dict.mini.moe.ed
u.tw/cgi-bin/gdic/gsweb
.cgi?o=ddictionary
◎自製卡片、購買坊間卡片
◎台北市立啟智學校—國中
部核心課程教材

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6-1-5 能概略分辨出作品中文句
的錯誤
6-1-5-1 能指出作品中有明顯錯
誤的句子

指標調整

教學重點
教學資源
生可透過簽名、蓋章方式以卡片傳達心
意。
＊在購買卡片及書寫內容，可能不部分需由
教學者協助，教師可告知使用目的並強調
其目的，讓學生自己挑選適合之卡片(可
在固定區域之內挑選)；書寫內容之目的
需同樣但具多重選擇性讓學生自主挑選
文句使用書寫，如：早日康復、身體健康、
聽醫生的話、按時吃藥、早睡早起身體
好…等等。如生日：生日快樂、生日快快
樂樂…等等。
＊培養學生自主權之前須先培養選擇能力。
先從小主題、小範圍培養。
6-1-5-1 能從圖、字卡中找出正 ＊將教習過的單字製作成小手冊，與學生說 ◎教育部國語小字典
話時如使用到學生認識的字，請學生翻小
(2010.12.12):
確的卡片
6-1-5-2 能從文句中找出認識
冊子告知。請學生隨身攜帶單字小冊子，
http://dict.mini.moe.ed
的字
反覆翻閱練習，增加學生熟悉度。
u.tw/cgi-bin/gdic/gsweb
6-1-5-3 能從文句中找出認識
＊可在句子上讓學生使用紅筆圈讀認識的
.cgi?o=ddictionary
的語詞
單字、詞。
◎作業本、字卡、字卡小冊子
6-1-5-4 能從認識的單字中找
＊為了讓學生能熟習學過的新字、新詞，教 ◎隨身小字卡、作業簿
師製作練習本、字卡，讓學生回家後練
出錯誤
習，並透過日常教學與生活，鼓勵學生使
用口語或字卡方式溝通，每日早自習時間
亦可反覆複習，增強學生記憶。
＊已認識單字作為基本，讓學習練習拼出字
詞。
＊教師可以拿錯誤卡片、字卡讓學生選擇，
55

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指標調整

教學重點
訓練學生專注立及辨識能力。
＊運用拼圖方式將單字拼出，請學生者出錯
誤點，剛開始錯誤電須非常明顯，等學生
熟悉後再將難度提高。教學過程中請循序
漸進，增加學生好勝心、成就感，讓學生
喜歡上課。

6-1-6 能認識並練習使用常用的
標點符號

教學資源

6-1-6-1 能指認逗號、句號、問 ＊認識符號順序：句號→問號→驚嘆號→逗 ◎標點符號圖卡
號、驚嘆號、頓號
號。
6-1-6-2 能仿寫逗號、句點、問 ＊低年級學生大略會使用到短句，而短句於
號、驚嘆號、頓號
句尾會使用句號、問號、驚嘆號、頓號以
及逗號，如：句中提到「加油！生日快樂！
6-1-6-3 在句中能正確使用逗
對不起！」
「可以站起來嗎？」
「可以站起
號、句點、問號、驚嘆號、
頓號
來。」…等等。其次使用較長句子時才會
使用到逗點。
＊多帶領學生進行朗讀、閱讀繪本過程中運
用符號停頓、休息、斷句、結束。
6-2-1 能經由觀摩、分享與欣
6-2-1-1 在口述繪本中，能培養 ＊教師利用繪本內豐富生動圖片吸引學生 ◎繪本、坊間童謠書、童謠錄
音帶、影片。
注意，一邊運用豐富肢體、臉部表情敘述
賞，培養良好的寫作態度與興趣 豐富想像力
6-2-1-1 能在口述作文和筆述作 6-2-1-2 能相互觀賞繪本
故事內容，一邊引導學生想像力。引導之 ◎樂器，如：木魚等
文中，培養豐富的想像力
6-2-1-3 能跟隨教師朗讀短句
故事內容可以是符合學生日常生活經
6-2-1-2 能相互觀摩作品
驗、社會故事也可以是寓言故事、類似安
童謠、繪本，培養寫作興趣
6-2-1-3 能經由作品欣賞、朗
6-2-1-4 能互相傾聽同學間朗
徒生童話…等。教導正確閱讀態度。
讀、美讀等方式，培養寫作的興 讀童謠、童詩
＊固定時間或在午休時間播放錄音帶，讓學
趣
生能安安靜靜的聽別人（錄音帶）說故事
＊帶領學生閱讀、教師說故事等方式，培養
學生朗讀能力（注意力、聽與跟讀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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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指標調整

6-2-2 能運用各種簡單的方式練
習寫作
6-2-2-1 能練習寫作簡短的文章
6-2-2-2 能配合日常生活，練習
寫簡單的應用文(如：賀卡、便
條、書信及日記等)

6-2-2-1 能指認熟人名及稱謂
6-2-2-2 能書寫自己基本資料
6-2-2-3 能書寫父母親及教師
姓名
6-2-2-4 配合日常生活需要能
書寫簡單的資料
6-2-2-5 能書寫聯絡簿上年月
日等資料
6-2-2-6 能指認學校師長姓
名、各處室名稱
6-2-2-7 能書寫學校師長職稱
及各處室名稱

教學重點
教學資源
力），朗讀過程若遇學生認識的字、詞請
學生圈選；為圈選出的字詞讓學生再次描
寫或仿寫增加其印象，安靜坐在坐在座位
上寫字。
＊在帶領朗讀或透過視聽器材時可運用各
種方式以團隊、小組、個人方式朗讀，過
程中讓學生能安靜聆聽和有著背景音樂
陪襯下聽同學朗讀童詩、童謠。培養低年
級學生要採多元生動趣味性高的方式，
如：跟隨朗讀童詩、童謠時教師可以分發
樂器教導學生打拍子或由教師打拍子，亦
可運用背景音樂增加學生興趣。
＊教師運用各種方式:生動表情與聲調、活
潑音樂、逗趣布偶陪襯增加學生聽故事興
趣。
＊書寫姓名、電話號碼、簡易地址、父母親 卡片、便條
姓名、導師姓名、校車路線號碼。
◎教育部國語小字典
(2010.12.12):
＊以姓名字卡、稱謂字卡配合相片指認同學
姓名、兄弟姐妹姓名、校名、其他教師等。
http://dict.mini.moe.ed
＊依照每位學生在家、在校用詞與用字教導
u.tw/cgi-bin/gdic/gsweb
學生認寫、認讀。由單字→字詞→短句。
.cgi?o=ddictionary
＊日常生活會書寫之書信有賀卡、便條等。
配合節慶、節日設計「寄卡片」教學單元，
教導學生寫賀卡，如：教師節、過年、耶
誕節、同學生日…等等；生活上需要使用
的便條書寫亦很重要，如：書寫姓名、班
級、替教師借用校內物品時、電話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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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指標調整
6-2-2-8 能書寫與學校相關資
料

教學重點
家裡地址、記同學家電話、填寫簡易表
格…等等。

教學資源

＊
6-2-3 能練習運用卡片或短文等
方式習寫作文
6-2-3-1 能利用卡片寫作，傳達
對他人的關心
6-2-3-2 能以短文寫出自己身邊
的人、事、物
6-2-3-3 能以短文表達自己對日
常生活的想法

6-2-3-1 能仿寫聯絡簿上攜帶
＊充份運用聯絡簿讓徐生練習書寫，家長亦
物品事項
可從連絡簿中了解、掌握學生學習情形，
6-2-3-2 能到各處室填寫資料
並從中得知該如何協助學生在家進行教
借用特別教室鑰匙
學。
6-2-3-3 配合學校活動，能仿寫 ＊教師可以使用描寫、仿寫方式，在卡片上
小卡片
書寫短句並傳達對他人的關心。
6-2-3-4 能寫出與自己相關人
＊所謂在協助下除了使用點描、描寫、仿寫
物的人名或稱謂
之外，學生亦可用電腦注音符號輸入法書
6-2-3-5 能說出或指出自己生
寫短文、短詞、簡單句子表達情意。若無
活經驗
法馬上知道注音符號鍵盤位置，教師可在
6-2-3-6 能表達自己意願
旁協助指導，或在國字旁書寫注音符號協
助學生使用注音符號輸入。
＊幫助學生多注意周遭環境人、事、物以及
看到的事物、聽到的聲音，並鼓勵能使用
口語的學生多使用口語表達。無法使用口
語的學生能使用溝通卡、溝通圖卡表達意
思或傳達情緒及意願，如:喜歡、不喜歡
或討厭；要、不要；可以、不可以；去、
不去；走、不走等等表現意願。
6-2-4 能概略知道寫作的步驟， 6-2-4-1 能運用已學習的單字
＊教師製作學生已學會的單字為基礎，再由
這些字配搭成為新語詞，字卡以單字方式
逐步豐富內容，進行寫作
增加成為新語詞
6-2-4-1 能概略知道寫作的步
6-2-4-2 能看課表指出每節課
呈現，如：學→學生、學校、學習等。
驟，如：從蒐集材料到審題、立 名稱與教師姓名
＊例如：注意到 00 同學今天沒來，告訴老
意、選材及安排段落、組織成篇 6-2-4-3 能表達在學校與哪些
師 00 同學沒來或指認某同學姓名、書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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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建會兒童文化館～
繪本花園
http://children.cca.go
v.tw/garden/信誼基金會
「我會
◎說故事圖卡」

◎同學姓名字卡、身體部位圖
字卡、日程常用圖字卡、校
內使用物品名等
◎學生常接觸之家人、親戚照
片等

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6-2-4-2 能練習利用不同的途徑
和方式，蒐集各類寫作的材料
6-2-4-3 練習利用不同的途徑和
方式，蒐集各類可供寫作的材
料，並練習選擇材料，進行寫作

指標調整
同學、教師接觸
6-2-4-4 能表達每天在家與哪
些家人接觸
6-2-4-5 能表達昨天在家從事
的活動
6-2-4-6 能每天寫出與生活相
關短句
6-2-4-7 能仿寫聯絡簿

教學重點
教學資源
出同學名字等方式告訴教師。東西不見了 ◎教育部數位教學入口網
http://isp.moe.edu.tw/
--想要找出的物品名稱、說出、指出身體
不舒服部位…等。
＊製作家長作業告知學生在家從事哪些活
動；與哪些家人、親戚接觸；吃了哪些食
物、水果等，做為教師引導學生說出昨天
做了哪些事情的依據。教師依據資料引導
學生說出、指出以生活相關事件為軸心發
展話題。
＊製作個人小課表放置座位桌上，在每次上
課鈴聲響時教導學生讀、看課表。依學生
能力修正課表內容，如：讓學生在空白課
表上黏貼字卡，依照授課時間、教師姓
名、課程名稱。
＊鼓勵並協助學生觀察，運用短詞書寫短句
表達意思、情意、生活上的相關事情，如：
運用小日記以回答填寫方式練習回答書
寫。
＊運用聯絡簿某部分讓學生練習描仿寫，
如：日期、星期、攜帶物品、簽自己姓名
等。
6-2-5 能培養觀察與思考的寫作
6-2-5-1 能觀察日常生活周遭
＊教師製作聊天本，利用每天數分鐘時間與 ◎記錄本
習慣
的人物習慣
學生話家常，並協助學生記錄。聊天本內 ◎信誼基金會叢書—我長大
6-2-5-1 能養成觀察周圍事物，並 6-2-5-2 能指出、說出身體不舒
了圖書：在學校為學生飼養
容一學生需求製作，如：若需認識家人稱
寫下重點的習慣
服部位
謂、晚餐、早餐內容；家裡若養寵物的話
小動物，如：小兔子、小鴨、
6-2-5-3 能說出、指出自己今天
就可以以寵物作為觀察記錄對象..等等。
小雞等寵物配合
服裝的特徵
＊剛開始培養學生記錄重點時以學生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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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6-2-6 能正確流暢的遣詞造句、
安排段落、組織成篇
6-2-6-1 能掌握詞語的相關知識
寫出語意完整的句子

指標調整
教學重點
教學資源
6-2-5-4 能指出、說出同學、師
生活經常可以接觸到的人、事、物為主，
較易引起學生反應並每天紀錄讓學生養
長身上的衣著特徵
6-2-5-5 能仿寫短句、語詞
成習慣。教師需幫忙學生做事前的歸類，
6-2-5-6 能將數個語詞組成短
提醒學生要觀察的重點，如提醒學生今天
文
回家後要觀察寵物狗狗吃的東西..等。
6-2-5-7 能觀察並記錄小動物
＊指認身體各部位，對未來生病或不舒服時
生活
說明。
6-2-5-8 能養成書寫記錄習慣
＊能運用自己、他人衣著特徵做成數個語
詞，（由 2 個增至 3 個、4 個慢慢增加）
由學生組成短文，如：○○同學、粉紅色、
裙子、白色、書包等，組成句子：今天○
○同學穿著粉紅色裙子背著白色書包到
學校。教師製作語詞圖卡幫助學生造詞、
造句並讓學生仿寫句子、重組句子增加其
造詞、造句等書寫能力。
＊先學習說明自己的穿著後進而觀察周遭
人物的穿著，對於未來與陌生人接觸或培
養人物觀察能力是非常重要。希望能慢慢
進展至觀察人的表情與周遭情境。
＊每週設計週記功課並請家長協助，如：圖
畫週記、仿寫週記等。
6-2-6-1 能使用重要字詞表達
＊經由每日記錄教師設定觀察重點，學生在 ◎教育部國語小字典
出訊息
教師協助引導下書寫記錄。
(2010.12.12):
6-2-6-2 能正確使用語詞表達
＊在用詞上由教師導正，但對於嚴重認知障
http://dict.mini.moe.ed
意思、需求
礙學生用詞只要達到溝通無誤，用詞譴字
u.tw/cgi-bin/gdic/gsweb
6-2-6-3 能寫出短詞、語
.cgi?o=ddictionary
太過拘泥過度矯正會喪失孩子自信心與
6-2-6-4 能寫出語意完整短句
開口說話的動力，孩子需要正向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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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6-2-7 能認識並練習不同表述
方式的寫作
6-2-7-1 能蒐集自己喜好的優
良作品，並加以分類
6-2-7-2 能學習敘述、描寫、說
明、議論、抒情等表達技巧，
練習寫作
6-2-7-3 能寫作慰問書信、簡單
的道歉啟事，表達對他人的關
懷和誠意
6-2-7-4 能配合閱讀教學，練習
撰寫摘要、札記及讀書卡片等

6-2-8 能具備自己修改作文的能
力，並主動和他人交換寫作心
得。
6-2-8-1 能從內容、詞句、標點
方面，修改自己的作品

指標調整
教學重點
教學資源
6-2-7-1 能拿出圖字卡，表述意 ＊學生往往不主動表達需求，因為大人都知 ◎製作與課程設計相關圖字
道他們的需求，學校要幫忙家長建立當學
思
卡
6-2-7-2 能使用口語輔以肢體
生有需求時要主動尋求協助，教師設計圖 ◎為孩子辦理生日會，教室布
表達正確意思
卡、字卡或使用口語等溝通方式協助學生
置、祝福語、卡片
6-2-7-3 能使用口語配合圖卡
順利與大人達成溝通，非用哭鬧或不良溝
表述意思
通方式。視每位學生情況運用不同溝通方
6-2-7-4 能在協助下以短句書
式。
寫卡片表達關心、祝福
＊先讓學生學會基本需求溝通圖卡，圖卡旁
6-2-7-5 能仿寫聯絡簿聯絡事
邊配以文字讓學生能學會口語表數或認
讀。
項關鍵字
＊學生有情緒問題大抵是無法溝通而產
生，希望在基礎教育中溝通技巧能成為首
要教學目標。
＊身教重於言教，教師應隨時注意學生身體
狀況、臉部表情及學習情形，當學生產生
問題時，教師要主動關心問候並帶著其他
同學付出關心，強化同儕之間友誼。
＊教師可以辦理每月生日會，師生一起祝福
生日同學。
6-2-8-1 能訂正自己的錯字
＊教師使用紅筆標示出錯誤的字，例如：少 ◎九年一貫百寶箱
一筆、多一畫，糾正學生錯字。可利用電
（2010.12.12）：
子白板、個人白板讓學生一筆、一畫練習
http://kids.yam.com/edu
正確書寫方式。教師亦可在黑板上一筆一
9/
畫帶著學生書寫。亦可用拆字的方式教導
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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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6-2-9 能瞭解標點符號的功能，
並在寫作時恰當的使用
6-2-9-1 能瞭解標點符號的功能
並能恰當的使用
6-2-10 能發揮想像力，嘗試創
作，並欣賞自己的作品
6-2-10-1 能在寫作中，發揮豐富
的想像力
6-3-1 能正確流暢的遣詞造句、
安排段落、組織成篇
6-3-1-1 能應用各種句型，安排
段落、組織成篇

指標調整
6-2-9-1 能使用標點符號：逗
號、頓號、問號、驚嘆號

6-2-10-1 能發揮像力，寫出所
觀察的事物。

教學重點
＊在閱讀過程中運用句中的標點符號，配合
停頓、斷句、休息，讓學生了結其作用之
外，在寫作—短句中能在教師解說下讓學
生知道並能使用。
＊教師製作學習單並帶學生觀察事物，以填
寫的方式，如觀察白雲：白雲像（棉花
糖）、白雲的形狀像（飛機）…等方式。

教學資源

6-3-1-1 能使用肯定句書寫短句 ＊讓學生分辨肯定、否定句疑問、祈使句。
6-3-1-1 能使用否定句書寫短句 ＊透過閱讀與逗點符號的使用，讓學生分辨
句型。
6-3-1-1 能使用疑問句書寫短句
6-3-1-1 能使用祈使句書寫短句 ＊教師可使用造句填詞上讓學生練習以上
4 個句型。並讓學生以句型變換方式練習
應用變化。如肯定句：你要上廁所→你不
要上廁所→你要上廁所嗎？→請你上廁
所！
6-3-2 能知道寫作的步驟，逐步 6-3-2-1 能依照步驟增長句長
＊能將語詞分類，如，主詞：人名、稱謂、
代名詞；名詞：物品名稱等等。依照文法
豐富內容，進行寫作
6-3-2-1 會書寫主詞+動詞+受
6-3-2-1 能知道寫作的步驟，如： 詞+形容詞的複雜句
排列方式，增加學生由語詞→短句→短
從蒐集材料到審題、立意、選材 6-3-2-2 會書寫主詞+動詞+受
文。
詞+副詞的複雜句
及安排段落、組織成篇
6-3-2-2 能練習利用不同的途徑 6-3-2-3 會書寫有連接詞的複
和方式，蒐集各類寫作的材料
合句
6-3-2-3 練習從審題、立意、選 6-3-2-4 會重寫短文
材、安排段落及組織等步驟，習
寫作文
6-3-3 能培養觀察與思考的寫作

6-3-3-1 能主動告知周圍發生

＊教師需要常與同學說話、聊天與家長保持 ◎九年一貫百寶箱
62

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習慣
6-3-3-1 能養成觀察周圍事物，
並寫下重點的習慣

指標調整
之事物
6-3-3-2 能觀察動、植物生長
並寫出觀察重點
6-3-3-3 能在觀察期間養成紀
錄習慣

教學重點
教學資源
聯繫，瞭解學生在家情形，製造聊天話
（2010.12.12）：
題，在學校從學生進入教室開始便瞭解學
http://kids.yam.com/edu
生昨天在家情形，進入教室時注意學生不
9/
同，如：衣服、鞋子、神情、說話語氣等， ◎國語日報社出版
從 A 生聊到 B 生、C 生將學生串連一起，
http://www.mdnkids.com/
導引學生注意 D 生今天來了嗎？為什麼
教育部數位教學入口網
沒來…等。帶學生到校園走走，導引學生
http://isp.moe.edu.tw/
聽聲音，如：風聲、鳥叫聲、雨聲、樹葉
聲、汽車聲、某同學的叫聲、笑聲、哭生、
花香、泥土味、校園周遭聲音等等。
＊設計觀察紀錄表，紀錄校園果樹生長，
如：校園果樹名稱、高度、開花、結果、
果實採收、花的顏色、果實的顏色、果實
味道…等等。
＊設計各種觀察記錄，如：植物；自己的身
高、體重；小家禽（小雞、小鴨）；小豆
芽菜、養蠶寶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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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6-3-4 能練習不同表述方式的寫
作
6-3-4-1 能學習敘述、描寫、說
明、議論、抒情等表述方式，練
習寫作
6-3-4-2 能配合學校活動，練習
寫作應用文(如：通知、公告、
讀書心得、參觀報告、會議紀
錄、生活公約、短篇演講稿等)
6-3-4-3 能應用改寫、續寫、擴
寫、縮寫等方式寫作
6-3-4-4 能配合閱讀教學，練習
撰寫摘要、札記及讀書卡片等。
6-3-5 能具備自己修改作文的能
力，並主動和他人交換寫作心得
6-3-5-1 能經由共同討論作品的
優缺點，以及刊物編輯等方式，
主動交換寫作的經驗。
6-3-6 能把握修辭的特性，並加
以練習及運用
6-3-6-1 能理解簡單的修辭技巧
並練習應用在實際寫作

指標調整
6-3-4-1 能配合學校活動，練
習聯絡簿書寫聯絡事項
6-3-4-2 能使用溝通圖字卡至
各處室借用物品
6-3-4-3 能書寫小紙條至各處
室借用物品

教學重點
教學資源
＊運用每日學校聯絡簿，學生能書寫的自辭 ◎學校聯絡簿
讓學生書寫，無法書寫的讓學生練習仿 ◎圖、字卡
寫、描寫。
＊認讀圖卡、字卡對學生非常重要，因對無
口語能力或口語能力不佳學生是非常重
要的教學。教師確實必須在國小階段就需
讓學生能正確使用溝通圖、字卡溝通。
＊到校內各處室藉用物品有限，如：1 樓綜
合教室鑰匙、B1 體適能教室鑰匙..等，
運用機會教育讓學生學習於無形之中。

6-3-5-1 能幫忙同學書寫聯絡
簿之聯絡事項
6-3-5-2 能幫忙同學書寫借用
紙條

＊除了自己能書寫之外，還能有幫助同學的
意願，培養學生其意願，增加人際互動能
力。

6-3-6-1 能理解簡單的修辭技
巧並實際應用
6-3-6-2 能使用禮貌性用語

＊書寫短句時能在教師指導下「換句話」將 ◎九年一貫百寶箱
句子調整為文雅句子，如：尿尿—上廁
（2010.12.12）：
所、洗手間、化妝室；吃飯—用餐、午餐、
http://kids.yam.com/edu
晚餐…等等。
9/
＊教導學生與人對應或書寫時能使用，請、
謝謝、對不起等禮貌用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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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6-3-7 能練習使用電腦編輯作
品，分享寫作經驗和樂趣
6-3-7-1 能利用電腦編輯班刊或
自己的作品集
6-3-7-2 能透過網路，與他人分
享寫作經驗和樂趣

指標調整
6-3-7-1 能使用電腦輸入短詞
或短句
6-3-7-2 能編輯自己輸入
的短句與插入圖片
6-3-7-3 能使用電腦軟體製作
簡易卡片
6-3-7-4 能與同學分享自己的
作品

6-3-8 能發揮想像力，嘗試創
6-3-8-1 能分享自己的作品
作，並欣賞自己的作品
6-3-8-1 能在寫作中，發揮豐富
的想像力
6-3-8-2 能嘗試創作(如：童詩童
話等)，並欣賞自己的作品

教學重點
教學資源
＊使用影音聲光遊戲或具趣味性之教學軟 ◎電腦教學軟體、電腦
體、遊戲吸引學生使用電腦。學生依照步 ◎繪本
驟開機、放置教學光碟或開啟軟體進行電 ◎教育部國語小字典
腦鍵盤的運用、關機。
(2010.12.12):
＊電腦鍵盤上保留注音符號，鍵盤其他部分
http://dict.mini.moe.
先隱藏處理，讓學生不受其他符號干擾，
edu.tw/cgi-bin/gdic/
依照學生習得單字語詞部分教導學生注
gsweb.cgi?o=ddictiona
音輸入，讓學生熟悉鍵盤上注音符號的位
置。
＊輸入預定的短詞、短句旁邊寫上注音符號
提示。
＊可仿製列印電腦鍵盤上注音符號位置，
（1）學生先仿描、仿寫（2）讓學生在紙
上練習輸入（3）進行鍵盤輸入使其熟悉
注音符號位置。在教師口頭拼讀注音或學
生邊看邊輸入自己所寫的短句、語詞。
＊透過網路教師下載繪本、故事、教材或班
上同學所輸入的短詞、句，使用投影機投
射讓全班同學分享網路故事或分享同學
所寫短詞、短句。
＊教導學生應用電腦軟體「非常好色」製作
卡片---輸入文字、插入圖片、字體顏色、
大小變化。輸出卡片後在卡片上簽名，在
信封上書寫自家地址與對方姓名。
＊能在完成作品之後拿著作品上台展示。
＊能拿著作品像家長、教師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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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考資料：用正確的方式寫，出版年代、地點要加上
＊臺北市立啟智學校核心課程電子教材：http://www.tpmr.tp.edu.tw/releaseRedirect.do?unitID=183&pageID=3067
＊特殊教育多媒體資料中心：http://163.19.219.1:8080/elearning/index.asp
＊九年一貫百寶箱：http://kids.yam.com/edu9/
＊彰化縣啟智教育生活教育補充教材—生活教育
＊信誼基金會出版─耳聰目明
＊特殊教育學校（班）國民教育階段智能障礙纇課程—臺北啟智學校編
＊王欣宜編（2006）：國小輕度智能障礙學生社交技巧教學活動課程設計。台中市：台中教育大學特殊教育中心。
＊文建會兒童文化館～繪本花園:http://children.cca.gov.tw/garden/
＊信誼基金會「我會說故事圖卡」
＊教育部教學資源網：http://etoe.edu.tw/scripts/learning/index.asp
＊文建會兒童文化館－繪本花園 http://children.cca.gov.tw/garden/
＊特殊教育多媒體資料中心：http://163.19.219.1:8080/elearning/index.asp
＊特殊教育多媒體資料中心：http://163.19.219.1:8080/elearning/index.asp -人際魔法盒/水果樂園等單元
＊特殊教育多媒體資料中心（2010.12.20）：http://163.19.219.1:8080/elearning/index.asp -熱線你和我等單元
＊國民教育社群網：http: //teach.eje.edu.tw/resource/resource_SIG.php?login_type=&GID=SIG00010
＊中央氣象局 http://www.cwb.gov.tw/V6/index.htm
＊教育部國語小字典:http://140.111.1.43/cgi-bin/gdic/gsweb.cgi?o=ddictionary
＊參考網頁：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health/2006-08/24/content_5001512.htm
＊台北捷運站網頁：http://www.trtc.com.tw/
＊台北捷運路線圖：http://tools.sopili.net/metro/taipei/
＊臺北市教育入口網(2010.12.12):http://www.tp.edu.tw/composition/r/essay/01.jsp
＊文學點心屋 http://paper.udn.com/ZOPE/UDN/Children/paper/d102.html
＊教育部全國閱讀推動網(閱讀資源)https://read.moe.edu.tw/
＊臺北益教網-教學資源(說話能力)http://etweb.tp.edu.tw/share/soulst.aspx?CDE=FDT20060727143636G3Z
＊簡易圖片繪本「三隻小猪」、影片
＊高雄啟智學校—國文教材
＊教育部數位教學入口網 http://isp.moe.edu.tw/
＊信誼基金會叢書—我長大了圖書
＊國語日報社出版http://www.mdnkids.com/教育部數位教學入口網http://isp.mo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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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文學習領域（英文）
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指標調整
教學重點
1.語言能力
(1)聽
1-1-1 能聽辨 26 個字母。
1-1-1-1 能聽辨日常生活中 ＊播放 ABC 字母歌，加強學生熟悉英文字母。
1-1-1-1 能聽懂辨別英文 26
常用英文字母
＊設計各種情境教學讓學生熟悉生活周遭常見
個字母的名稱(letter name)。
英文字母，例如:利用分組讓同學能練習聽辨
A、B 字母；介紹常見商店 85 度 C 練習聽辨 C
字母；以量衣服的 size 教導字母 L、M、S、
XL；到麥當勞用餐的主題教導 M 英文字母等
等。
＊設計各種教學活動讓學生聽辨字母的名稱，
例如:老師用肢體將指定字母比出形狀來並
發音，以加深學生的印象。
＊設計各種遊戲讓學生聽辨字母的名稱，例如:
白板上貼常見英文字母，聽到後能取下，比
賽 A 組或 B 組得分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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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學資源

◎字母卡
◎英文字母掛圖
◎坊間英語教材
◎特殊教育多媒體資料中心：
http://163.19.219.1:8080/e
learning/index.asp
(實用語文
實用語文 ABC)
◎台北教育局輔導團：
http://etweb.tp.edu.tw/fdt
/C09/share/soudetaillst.as
px?CDE=RES20061018170126EF
E
◎書本介紹/書菁編著/文鶴出版
社
◎書名：100 種英文字母教學遊戲

刪除

1-1-3-1 能聽辨日常生活中 ＊利用電腦簡報將日常生活中常見的食衣住行
育樂等類基本英文單字介紹給同學，例
常見的基本單字
1-1-3-2 能聽辨日常生活中
如:cake,coke,T-Shirt,house,car,OK 便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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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卡
◎實物
◎英文童謠

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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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標調整
常見的基本問候語

教學重點
教學資源
商店、SOGO 百貨等。
◎基本英文字表
＊設計各種教學活動，例如:透過實物、圖片、 ◎九年一貫百寶箱：
童謠讓學生認識課堂中所習得的詞彙。
http://kids.yam.com/edu9/
＊利用整句中文加入一個英文單字的方式讓學
(語文
英文教材)
生逐漸熟悉常用字的英文發音。
＊利用闖關遊戲進行詞彙大考驗，答對的在闖
關卡蓋章，闖關成功可換增強物。
＊設計抽獎活動、猜字得分等遊戲讓學生認識
日常生活用語、單字。
＊利用已學習之字彙，擴充聽辨新字新詞能力
(如：hello,hi,good morning,bye bye)

1-1-4 能聽辨句子的語調。
刪除
1-1-4-1 能聽辨句子的句尾語
調是上揚或是下降。
1-1-5 能聽辨課堂中所習得的 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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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2 能聽出片語的重音：若
是複合詞(compound)，重音
通常在第一個字(如 trash
can)；若是形容詞加名詞，
重音通常在第二個字(如 hot
water)。
1-1-5-3 能聽出句子的重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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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能聽出在句子中所要強調
的字詞，即為重音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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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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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ose) your book.
等。
1-1-7-2 能聽懂日常生活中的
常用語，如 Hello (Hi)! Good
morning (afternoon)! Thank
you. You＇re welcome.
Goodbye.等。

指標調整

教學重點

1-1-6-1 能聽辨句子中的字 ＊教師講解句子的節奏並以視聽多媒體播放句
詞有節奏
子讓同學聽，讓學生了解句子中的字詞有節
奏，需一個字一個字講。
＊利用敲擊樂器敲出句子的節奏，讓學生了解
句子中的字詞有節奏之分。
＊利用童歌、字母歌聽辨句子的節奏。
1-1-7-1 能聽辨教室中常用 ＊利用各種情境或媒材進行教學，例如:角色扮
語
演遊戲；模仿遊戲「請您跟我這樣說」；
1-1-7-2 能聽辨日常生活中
以耳傳耳傳話遊戲來練習聽辨教室常用語
的常用語
如：open book、sit down、stand up、come
on、come here 等。
＊設計各種教學活動，利用整句中文加入一個
英文字詞的方式讓學生聽辨常用英文字詞的
發音。
＊讓同學聽辨日常生活常用語如：Hello(Hi)!
Good morning! Thank you、Good Bye、you＇re
welcome、excuse me、sorry、How are you、
It is OK、yes、no 等。
1-1-8-1 能聽懂簡單句的意 ＊利用情境教學，例如:校慶表演、校外教學
思
等，引導學生聽辨 Let＇s go. Are you ready?
等簡易句，並練習適當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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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 能聽懂簡易的日常生活 1-1-9-1 能聽辨日常生活中 ＊利用字母起頭單字搭配圖示進行字詞認讀教
對話。
食物字詞
學，例如：A Apple ；B Banan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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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資源

◎敲擊樂器
◎視聽多媒體
◎錄音機
◎公共電視-e4Kids 網站-唱唱跳
跳—節奏韻文
九年一貫百寶箱：
http://kids.yam.com/edu9/
傳聲筒
基本英文字表
常用語卡
基本英文字表

自創英文字表

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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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標調整
1-1-9-2 能聽辨日常生活中
零食字詞
1-1-9-3 能聽辨日常生活中
水果字詞
1-1-9-4 能聽辨日常生活中
飲料字詞
1-1-9-5 能聽辨日常生活中
餐具字詞
1-1-9-6 能聽辨日常生活中
身體五官字詞
1-1-9-7 能聽辨日常生活中
顏色字詞
1-1-9-8 能聽辨日常生活中
溝通字詞範圍太廣？
1-1-9-9 能聽辨日常生活中
招呼字詞
1-1-9-10 能聽辨日常生活
中稱謂字詞
1-1-9-11 能聽辨日常生活
中動作能力字詞
1-1-9-12 能聽辨日常生活
中交通工具字詞
1-1-9-13 能聽辨日常生活
中方向位置字詞
1-1-9-14 能聽辨日常生活
中衣著配件字詞
1-1-9-15 能聽辨日常生活

教學重點
＊設計日常使用片語引導為英語教學讓學生熟
習，例如：早安，Good morning
＊透過常見實物的指認引導學生習得相關英語
字詞。
＊利用字詞卡引導學生聽辨單字詞，引導學生
依字詞順序讀出所呈現的字詞。。
＊利用動畫/影片引導學生讀出常見片語。
＊將平常中文所需對話常用詞，引導學生在適
當情境下以英文表達，例如：謝謝你 Thank
you
＊將常見英文字詞使用於平常教學情境中，提
高學生聽辨能力。
＊指認出日常生活中食物類字詞，如：food、
pizza、milk、egg、Beef、Pork、Fish、
Chicken、soup…等。
＊指認出日常生活中零食類字詞，如： snack、
cake、cookie、ice cream、chocolate、
candy…等。
＊指認出日常生活中水果類字詞，如：fruit、
apple、orange、bananna、kiwi、cherry…
等。
＊指認出日常生活中飲料類字詞，如：drink、
juice、tea、coke、coffee、water…等。
＊指認出日常生活中餐具類字詞，如：spoon、
cup…等。
＊指認出日常生活中身體五官類字詞，如：
boy、girl、gentleman、lady、mouth、tee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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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資源

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指標調整
中物品設備字詞
1-1-9-16 能聽辨日常生活
中節慶活動字詞
1-1-9-17 能聽辨日常生活
中動植物字詞
1-1-9-18 能聽辨日常生活
中自然現象字詞
1-1-9-19 能聽辨日常生活
科技相關名稱

教學重點
face、hair、eye、ear、head、shoulder、
kneese、toes、hand、foot、nose…等。
＊指認出日常生活中顏色類字詞，如：color、
white、black、red、yellow、green…等。
＊指認出日常生活中溝通社交類字詞，如：
thank you、yes、no、good morning、good
bye、bye、HELLO、Hi、sorry、OK…等。
＊指認出日常生活中稱謂類字詞，如：I、me、
you、teacher、mami、mother、father、
daddy、sister、brother…等。
＊指認出日常生活中動作能力類字詞，如：
run、fly、walk、stop、ready、come、go、
sit down、stand up…等。
＊指認出日常生活中交通工具類字詞，如：
bike、car、bus、taxi、airplane、MRT…
等。
＊指認出日常生活中方向位置類字詞，如：
map、street、road、up、down、open、close…
等。
＊指認出日常生活中衣著配件類字詞，如：
hat、glasses、watch、T-shirt、jacket…
等。
＊指認出日常生活中物品設備類字詞，如：
table、chair、window、door、home、ball、
toy…等。
＊指認出日常生活中節慶活動類字詞，如：
X＇MAS、card、gift、snow、santa cla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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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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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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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偶等，聽懂所學的
故事或短劇之關鍵字詞、關

指標調整

教學重點
Halloween、wish、Birthday、Happy new year
…等。
＊指認出日常生活中常見動植物類字詞，如：
dog、cat、pig、bird、flower、tree…等。
＊指認出日常生活中常見自然現象類字詞，
如：hot、cold、moon、sun、star、sky、
sea、rain…等。
＊指認出日常生活中常接觸科技相關單字
有：Yahoo、Google、TV、Tel、Fax、CD、
DVD、Off、On、Power、cellphone、enter…
等。
1-1-10-1 能聽辨常見卡通 ＊電視、繪本上常見卡通明星：多啦 A 夢、Tom
人物名稱
＆Jerry、Peggy、supperman、Micky、Minnie
1-1-10-2 在解釋後能了解
等。
簡易歌謠的大意
＊教師兒歌教唱讓學生聽懂簡易歌謠，並解釋
兒歌的主要內容。
＊利用電腦投影機等設備讓學生聆聽簡易歌
謠，聽完由老師說出簡略內容，例如:英文
生日快樂歌、聖誕歌、身體歌(head,
shoulder, knees and toes) 。
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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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資源

歌謠
有聲書
錄音機
電腦
投影機
基本英文字表

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鍵句子。
1-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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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偶等，聽懂所學的故
事或短劇之內容大意。

指標調整

教學重點

教學資源

(2)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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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1 能說出日常生活中 ＊錄製速食店廣告影片，反覆播放影片讓學生
飲食相關常見標誌
加深印象，看到標誌說出名稱，如：「M」是
麥當勞、「MOS」是摩斯、「KFC」是肯德基、
2-1-1-2 能說出日常生活中
衣著相關常見標誌
等。
＊讓學生帶一件自己的上衣，並指導學生看著
標籤說出衣服的尺寸，交換衣服說出別人的
尺寸；在實際情境中說出衣服尺寸的標誌為
「S、M、L、F」
，並說出尺寸為 SIZE、號碼為
NO.。
＊利用配對遊戲，讓學生聽音找出相關字卡、
圖卡，並以英文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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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1 能跟隨老師唸出身 ＊準備身體的字卡及圖卡讓學生配對，如：
head、face、hand、foot、shoulder、knees、
體部位名稱
2-1-2-2 能跟隨老師唸出臉
toes…等。
◎教育部教學資源網：
部五官的名稱
＊利用瓦楞紙板製作身體圖形，讓學生拿著字
http://etoe.edu.tw/scripts
卡黏貼在正確位置，並說出名稱。
/learning/index.asp (英文
＊準備臉部、五官的字卡及圖卡讓學生配對，
領域)
如：mouth、teeth、eye、ear、nose。
＊利用瓦楞紙板製作五官圖形，讓學生拿著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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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食店廣告影片、衣服、圖片
字卡
◎九年一貫百寶箱：
http://kids.yam.com/edu9/
(語文 英文教材)
◎特殊教育多媒體資料中心：
http://163.19.219.1:8080/e
learning/index.asp
(實用語文 實用語文 ABC)
◎書本介紹/書菁編著/文鶴出版
社書名：100 種英文字母教學
遊戲
◎身體、五官字卡及圖卡

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指標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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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1 能仿說日常生活中
食物字詞
2-1-3-2 能仿說日常生活中
零食字詞
2-1-3-3 能仿說日常生活中
水果字詞
2-1-3-4 能仿說日常生活中
飲料字詞
2-1-3-5 能仿說日常生活中
餐具字詞
2-1-3-6 能仿說日常生活中
身體五官字詞
2-1-3-7 能仿說日常生活中
顏色字詞
2-1-3-8 能仿說日常生活中
溝通社交語言字詞
2-1-3-9 能仿說日常生活中
稱謂字詞
2-1-3-10 能仿說日常生活
中動作能力字詞
2-1-3-11 能仿說日常生活
中交通工具字詞

教學重點
卡黏貼在正確位置，並說出名稱。。
＊設計各種教學活動，例如:透過實物、圖片、
童謠讓學生仿說或唱出身體部位、五官名稱。
＊讓學生跟讀、仿說日程生或中常用字詞。
依照附件單字表：
＊學生較常接觸的食物為教學重點，食物單字
有：food、pizza、milk、egg、Beef、Pork、
Fish、Chicken、soup、rice、等。
＊學生較常接觸的零食為教學重點，零食單字
有：snack、cake、cookie、ice cream、candy、
chocolate。
＊學生較常接觸的水果為教學重點，水果單字
有：fruit、apple、orange、bananna、kiwi、
cherry、pomelo。
＊學生較常接觸的單位為教學重點：單位單字
有：ml、cc、cm、m、km、g、kg、money、pd。
＊學生較常接觸的飲料為教學重點，飲料單字
有：drink、juice、tea、coke、coffee、water。
＊學生較常接觸的餐具為教學重點：餐具單字
有：spoon、cup。
＊學生較常接觸的身體五官為教學重點，身體
五官單字有：mouth、teeth、face、hair、
eye、ear、head、foot、boy、girl、lady、
gentlman…等。
＊學生較常接觸的顏色為教學重點：顏色單字
有：color、white、black、red、yellow、
gr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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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資源

◎圖卡、字卡、廣告 DM、販賣機
模型、圖片
◎九年一貫百寶箱：
http://kids.yam.com/edu9/
(語文 英文教材)
◎教育部教學資源網：
http://etoe.edu.tw/scripts/
learning/index.asp (英文領
域)
◎特殊教育多媒體資料中心：
http://163.19.219.1:8080/el
earning/index.asp
(實用語文 實用英文)

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指標調整
2-1-3-12 能仿說日常生活
中方向位置字詞
2-1-3-13 能仿說日常生活
中衣著配件字詞
2-1-3-14 能仿說日常生活
中物品設備字詞
2-1-3-15 能仿說日常生活
中節慶活動字詞
2-1-3-16 能仿說日常生活
中動植物字詞
2-1-3-17 能仿說日常生活
中自然現象字詞
2-1-3-18 能仿說日常生活
中常見場所字詞
2-1-3-19 能仿說日常生活
中接觸之科技相關字詞

教學重點
＊學生較常接觸的溝通社交語言為教學重點，
溝通社交語言單字有：thank you、yes、no、
good morning、(good) bye、hello(Hi)、
sorry、OK。
＊學生較常接觸的稱謂為教學重點，稱謂單字
有：I、me、You、teacher、mami、mother、
father、daddy、sister、brother。
＊學生較常接觸、看到的動作能力單字為教學
重點，動作能力單字有：run、fly、walk、
eat、stop、open、close、off、on、ready、
come、go、sit down、stand up。
＊學生較常接觸的交通工具為教學重點，交通
工具單字有：bike、car、bus、taxi、train、、
airplane、MRT 等。
＊學生較常接觸的方向位置為教學重點，方向
位置單字有：E、S、W、N、map、street、road、
up、down 等。
＊學生較常接觸的尺寸大小為教學重點，尺寸
大小單字有：S、M、L、F、XL、size、NO.。
＊學生較常接觸的衣著配件為教學重點，衣著
配件單字有：hat、glasses、watch、T-shirt、
jacket、Jeans、socks、shoes、bag。
＊學生較常接觸的物品設備為教學重點，物品
設備單字有：table、chair、window、door、
ball、toy。
＊學生較常接觸的節慶相關活動為教學重點，
節慶相關活動用語單字有：X｀MAS、c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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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資源

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指標調整

教學重點
教學資源
gift、snow、santa claus、Halloween、wish、
Birthday、Happy new year、Happy Mother＇s
Day、Happy Father＇s Day。
＊學生較常接觸的場所為教學重點，日常接觸
場所單字有：7-eleven、OK、Family、
Welcome、Costco、market、hosptial、Zoo、
school、home...等。
＊學生較常接觸的動植物為教學重點，動植物
單字有：dog、cat、pig、bird、flower、tree。
＊學生較常接觸的自然現象為教學重點，自然
現象單字有：hot、cold、moon、sun、star、
sky、sea、rain。
＊學生較常接觸的科技相關用語為教學重點，
科技相關單字有：Yahoo、Google、TV、Tel、
Fax、CD、DVD、Off、On、Power、enter、
cellphone。
2-1-4 能以正確的語調說出簡
2-1-4-1 能覆誦所聽到句子 ＊利用每堂上、下課時，指導學生讓學生學習 ◎九年一貫百寶箱：
覆誦 stand up、sit down、Good mornning、 http://kids.yam.com/edu9/
易句型的句子。
語調？
2-1-4-1 能正確地覆誦所聽
Good bye。
(語文 英文教材)
到句子的語調。
＊讓學生輪流當班長並在上下課時，負責喊出
(實用語文
實用語文 ABC)
「stand up、sit down」的指令。
2-1-4-2 能以正確的語調說
出直述句和問句。
＊演練方式：先由教師示範，學生覆誦熟練後，
再加入情境與角色扮演。
2-1-5 能使用所習得的教室用 2-1-5-1 見到同學時能說 ＊引導學生每日在教室內使用問候用語，如： ◎教育部教學資源網：
語。
出禮貌用語
http://etoe.edu.tw/scripts/
Hi、Hello、Good morning、Good bye。
2-1-5-1 能正確地覆誦所習
2-1-5-2 能說出簡易的賀詞 ＊在自然情境中學習及使用，如遇到打招呼的
learning/index.asp (英文領
得的教室用語。
情境，除說中文「你好」外，教師同時示範
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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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2-1-5-2 能正確地使用所習
得的教室用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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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標調整

2-1-6-1 能在表格上圈選自
己的性別
2-1-6-2 能簡單介紹自己的
喜好

2-1-7 能以簡易的英語介紹家 2-1-7-1 能說出家人的稱謂
人和朋友。
名稱
2-1-7-2 能說出自己國家的

教學重點
英文「Hi 跟 Hello」，讓學生同步學習。
＊藉由禮儀教學活動，模擬情境，讓學生說出
thank you、welcome、sorry、OK。
＊設計慶生會活動，利用英文版生日快樂歌曲
讓學生學習說出 Happy Birthday；活動進行
中讓學生送生日卡片及禮物，並學習說出
card、gift。
＊播放英文版新年、聖誕歌曲讓學生學習說出
Happy New Year、Merry chrismas 的賀詞。
＊教師準備全班同學個人照片，並標示英文性
別，讓學生看著照片說出自己的性別。
＊安排情境，讓學生練習自我介紹，準備男孩、
女孩圖片讓學生說出自己是 boy、gentleman
或 girl、lady。
＊準備特定表格，如：初診表格、報名表、申
請護照表格、申請身份證表格等讓學生圈選
Male(M)、Female(F)。
＊設計遊戲，教師準備班級同學照片，準備 boy
與 girl 字卡，讓學生搶答說出正確性別英文
名稱。
＊安排情境，讓學生練習介紹自己的喜好。
＊準備字卡及圖卡讓學生選擇自己喜歡的動物
及喜歡做的事，如：dog、cat、bird…及看
電視 TV、吃東西 eat、跑步 run、聽 CD、… 等。
＊讓每位學生準備全家福照片，讓學生練習說
出家人稱謂名稱，例如： mami、daddy、
brother、sister、mother、fa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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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資源
◎特殊教育多媒體資料中心：
http://163.19.219.1:8080/e
learning/index.asp
(實用語文 實用英文)
◎英文版生日快樂、新年、聖誕
歌曲、卡片、禮物

◎照片、字卡、圖卡
◎九年一貫百寶箱：
http://kids.yam.com/edu9/
(語文 英文教材)
◎教育部教學資源網：
http://etoe.edu.tw/scripts/
learning/index.asp (英文領
域)
◎特殊教育多媒體資料中心：
http://163.19.219.1:8080/el
earning/index.asp
(實用語文 實用英文)

◎照片、地圖、廣告單
◎九年一貫百寶箱：
http://kids.yam.com/edu9/

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2-1-7-1 能以學過的字詞、
片語和句子簡單地介紹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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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標調整

教學重點
城市名稱
＊利用廣告、地圖讓學生學習說出 Taipei、New
Taipei City、Taichung、Tainan、Kaohsiung、
Hualien、Taiwan 等。
＊設計校外教學活動，讓學生在實際情境中認
讀出現 Taipei、Taiwan 的標示。
＊由老師、家長、照顧者進行情境引導給予反
覆練習。
2-1-8-1 能指認交通工具名 ＊設計「交通安全」教學單元，準備交通工具
名稱的圖卡、字卡，讓學生指認自己每天上
稱及相關標誌
學搭乘的交通工具，學生跟著老師說出，如：
2-1-8-2 能指認常見社區設
捷運 MRT、巴士 Bus、計程車 Taxi、Train 火
施標誌
車、airplane 飛機。
2-1-8-3 能指認常見電器相
＊利用校外教學活動，讓學生在實際情境中學
關英文標示
習指認社區標誌，如：地下一樓 B1、一樓 1F、
廁所 TOILET（WC--高跟鞋、煙斗或 Lady、
Gentleman）、安全門 EXIT、推 PUSH、拉
PULL、…等。
＊收集各類賣場、商店廣告單，讓學生指認常
見的賣場、商店名稱，如：「OK」「Family」
「Welcome」「7-eleven」
＊設計學習搭乘電梯的正確操作方式，讓學生
學習 up、down、open、close..等
＊利用社區適應教學讓學生找出環境中常見到
的英文字。
＊設計「錄音機的使用」教學單元，讓學生學
習播放，如 POWER、ON、OFF、CD、STOP…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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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資源
(語文 英文教材)
◎教育部教學資源網：
http://etoe.edu.tw/scripts
/learning/index.asp (英文
領域)

◎交通工具圖卡、字卡
◎賣場、商店廣告單
◎教育部教學資源網：
http://etoe.edu.tw/scripts
/learning/index.asp (英文
領域)
◎特殊教育多媒體資料中心：
http://163.19.219.1:8080/e
learning/index.asp
(實用語文 實用英文)
◎錄音機

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指標調整
2-1-9 能作簡單的提問、回答 2-1-9-1 能回應日常生活中
和敘述。
簡短的問答
2-1-9-1 能運用課堂中習得
的字詞、片語和句子作簡
單的提問、回答和敘述。

2-1-10 能 朗 讀 和 吟 唱 歌 謠 韻 2-1-10-1 能跟著老師吟唱
文。
簡
2-1-10-1 能正確覆誦所習得
易的歌謠韻文
的歌謠韻文。
2-1-10-2 能正確朗讀和吟
唱歌謠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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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學重點
＊利用每次活動進行前詢問 Are your ready？
學生需回答 Ready，老師說「Go」活動即開
始，反覆練習至學生熟練而學會說出。
＊每天詢問學生天氣狀況，讓學生學習說出
sun、rain、hot、cold..或打招呼能回應、
come 能過來..等。
＊利用教室學生常使用及看到的物品，如彩色
筆、毛巾、牙刷、書包、垃圾桶、皮球等，
老師先製作顏色白、黑、紅、黃、綠等英文
字卡，字卡標示於前，讓學生說出顏色名稱，
white、black、red、yellow、green。
＊藉由反覆問話練習，讓學生能正確說出。
＊設計慶生會活動，播放英文生日快樂歌，讓
學生跟著吟唱。
＊利用聖誕節慶教唱聖誕歌曲引起動機，讓學
生有興趣跟著吟唱。
＊利用電腦投影機等設備讓學生聆聽簡易歌
謠，聽讓學生跟著吟唱，例如:十個印地安
男孩、身體歌(head, shoulder, knees and
toes) 。

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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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資源
◎台北教育局輔導團：
http://etweb.tp.edu.tw/fdt
/C09/share/soudetaillst.as
px?CDE=RES20061018170126EF
E (國中特殊教育領域 英文)
◎顏色字卡
◎可辨識顏色的物品如：彩色
筆、毛巾、牙刷、書包、垃圾
桶、皮球等

◎教育部教學資源網：
http://etoe.edu.tw/scripts
/learning/index.asp (英文
領域)
◎歌謠、有聲書、錄音機、電腦、
投影機
◎公共電視-e4Kids 網站

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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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2-2 能參與簡易的兒童
短劇或 RT(reader theater)
的演出。
(3)讀

指標調整
教學重點
教學資源
2-1-12-1 在指導下能以角 ＊設計比賽學習活動，讓學生輪流擔任發號施 ◎文建會兒童文化館：
色
令者，並正確下達指令，如：Go、Come、Stop
http://children.cca.gov.tw
扮演說岀指令
＊演練方式：先由教師示範，學生覆誦熟練後，
/home.php
再加入情境與角色扮演。
◎教育部教學資源網：
http://etoe.edu.tw/scripts
/learning/index.asp (英文
領域)

3-1-1 能辨識印刷體大小寫 3-1-2-1 能辨識大小寫英文 ＊使用英文字表中標誌：M、A、B、F、P、H、U、 ◎利用市售字卡、圖示、片語卡、
字母。能透過綜合聆聽與朗讀 字母
L、S、BBQ、E、W、N、NO 等大小寫。
掛圖或教師自編教材、投影片
的活動：
◎國立教育資料館
3-1-1-1 能正確辨識印刷體的
(2010.12.15)：
大寫字母
http://192.192.169.234/eng
3-1-1-2 能正確辨識印刷體的
lish.jsp
小寫字母；
◎特殊教育多媒體資料中心
3-1-1-3 能正確辨識印刷體大
(2010.12.15)：
小寫字母之間對應的關係。
http://163.19.219.1:8080/e
learning/index.asp
◎臺北市教育入口網九年一貫-語
文-英文(2010.12.15)：
http://tpsearch.tp.edu.tw/s
ubcate.php?cid=9687&Page=1
3-1-2 能辨識課堂中習得的 3-1-3-1 能辨識日常生活物 ＊透過呈現常見日常生活指標圖示，教導學生 ◎利用市售黏土、字母圖卡、字
詞彙。
了解其所包括的意義。
品上常見的英文標示
卡、英文作業簿及教師自編教
3-1-2-1 能正確辨識課堂中所
＊將日常生活標示字詞語圖示讓學生進行配
材教具
習得的字詞、片語。
對，了解學生是否看懂。
◎各類日常生活常見之英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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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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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標調整

教學重點
教學資源
＊呈現常見英文標示圖卡並請學生讀出。
示，如：捷運 MRT、巴士 Bus、
＊提供常見日常生活物品英文標示，讓學生辨
停車場 P 、水 Water、熱 H、冰
識，如：cc、ml、l、kg、g、cm、pd…等。
I、警告 Warning、特大 XL、大
＊安排走訪校園標示教學，讓學生辨識英語標
L、中 M、小 S、地下一樓 B1、
示並了解在公眾場合標示實際作用，例如：
一樓 1F、廁所 WC/TOILET、安
廁所 WC ；停車處 P、電梯樓層（B1）
；PUSH、
全門 EXIT、男 M、女 F、住址
PULL。
ADD、電話 TEL、；TW Taipei
＊提供常見電器英文標示，讓學生辨識，如
ROC、PUSH、PULL、POWER、ON、
POWER、ON、OFF、CD、VCD、TV、PLAY、STOP、
OFF、CD、VCD、TV、EJECT、PLAY、
等。
STOP、VOL、REW…等
＊能辨識常見交通工具標誌的意思，如：捷運
◎特殊教育多媒體資料中心
MRT、巴士 Bus、停車場 P…等。
(2010.12.15)：
＊能辨識常見衣著標誌的意思，如：特大 XL、
http://163.19.219.1:8080/e
大 L、中 M、小 S…等。
learning/index.asp
＊能辨識常見個人資料標誌的意思，如：男 M、
女 F、住址 ADD、電話 TEL、FAX 傳真…等。 ◎臺北市教育入口網九年一貫語文-英文(2010.12.15)：
http://tpsearch.tp.edu.tw/
subcate.php?cid=9687&Page=
1
◎教育部學習加油站
(2010.12.15)：
http://content1.edu.tw/

能看懂簡易的英文標 3-1-3-1 能辨識日常生活物 ＊透過呈現常見日常生活指標圖示，教導學生 ◎利用市售黏土、字母圖卡、字

示。

品上常見的英文標示

3-1-3-1 能從所看見的英文標

3-1-3-2 能辨識校園內簡易

了解其所包括的意義。
＊將日常生活標示字詞語圖示讓學生進行配
81

卡、英文作業簿及教師自編教
材教具

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指標調整

教學重點
對，了解學生是否看懂。

教學資源

示中辨識出已學過的字詞。

的雙語標示

3-1-3-2 能辨識並瞭解常見

3-1-3-3 能聽辨常見日常生

＊呈現常見英文標示圖卡並請學生聽辨出來。

示，如：捷運 MRT、巴士 Bus、

英語標示的意義。

活英語標示的意義

＊安排校園實際標示走訪教學，讓學生實際聽

停車場 P 、水 Water、熱 H、冰

3-1-3-3 能認識校園內簡易的

辨英語標示並了解在公眾場合標示實際作

I、警告 Warning、特大 XL、大

雙語標示。

用，例如：廁所 WC、gentleman、lady；停

L、中 M、小 S、地下一樓 B1、

車處 P 電梯樓層（B1）
；TW Taipei ROC；PUSH、

一樓 1F、廁所 WC/TOILET、安

PULL。

全門 EXIT、男 M、女 F、住址

＊提供常見電器英文標示，讓學生聽辨，如

◎各類日常生活常見之英文標

ADD、電話 TEL、；TW Taipei

POWER、ON、OFF、CD、VCD、TV、PLAY、STOP…

ROC、PUSH、PULL、POWER、ON、

等。

OFF、CD、VCD、TV、EJECT、PLAY、

＊能聽辨常見交通工具標誌的意思，如：捷運

STOP、VOL、REW…等

MRT、巴士 Bus、停車場 P…等。水 water、 ◎特殊教育多媒體資料中心
熱 hot、冰 ice…等
＊能聽辨常見衣著標誌的意思，如：特大 XL、
大 L、中 M、小 S…等。

(2010.12.15)：
http://163.19.219.1:8080/e
learning/index.asp

＊能辨識常見個人資料標誌的意思，如：男 M、 ◎臺北市教育入口網九年一貫女 F、住址 ADD、電話 TEL…等。

語文-英文(2010.12.15)：
http://tpsearch.tp.edu.tws
ubcate.php?cid=9687&Page=1
◎教育部學習加油站
(2010.12.15)：
http://content1.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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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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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中經常出現的字詞。
3-1-4-2 能讀出歌謠、韻文、
故事中經常出現的字詞。
3-1-4-3 能瞭解歌謠、韻文、
故事中經常出現字詞的意

3-1-5 能看懂簡單的句子。
3-1-5-1 能正確跟讀課堂中所

指標調整
教學重點
教學資源
3-1-4-1 提示下能辨識日常 ＊藉著歌謠認讀與強化字母的字詞，邊唱歌邊 ◎56 首英語兒歌的網站
生活用語經常出現的字詞
比出字詞的動作，例如：ABC Song
http://lastlink.tpc.edu.tw
3-1-4-2 能辨識歌謠中經常
/TopResources/Anonymous/Re
出現的字詞
sourceDetail.aspx?id=2005
A B C D E F G
3-1-4-3 能從街道中認日常
◎國立教育資料館
H I J K L M N
生活標誌、字詞
(2010.12.15)：
O P Q R S T U
http://192.192.169.234/eng
V W X Y Z
lish.jsp
Happy, happy, I＇m
◎臺北市教育入口網九年一貫appy.
語文-英文(2010.12.15)：
I can say my ABC.
http://tpsearch.tp.edu.tw/
＊配合歌謠、韻文、故事中常見字詞的出現，
subcate.php?cid=9687&Page=
帶讀學生念出該字詞。
1
＊提供歌謠、韻文、故事中常見字詞的插圖，
◎教育部學習加油站
引導學生認讀。
(2010.12.15)：
＊利用標線、畫圈等將常見字詞標記再搭配圖
http://content1.edu.tw/
示、口說、手勢、互動等方式加以向學生說
明。
＊使用卡片、圖卡、繪本、社區適應課程至社
區中、報章雜誌中指認日常生活常見標誌、
字詞等。
＊指認常見日常生活常見標誌類字詞的意
義，如：m 摩斯漢堡招牌、℃溫度、麥當勞
的"M"、KFC 肯德基、MOS 摩斯漢堡、A/B 餐、
B1 地下一樓、F 樓層、PULL 拉、PUSH 推、
EXIT 逃生門、BBQ 炭烤肉、P 停車場、WC
（Lady、Gentleman）…等。
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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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習得的簡單句(simple
sentence)。
3-1-5-2 能利用習得的字詞理
解簡單句的意義。
3-1-6 能辨識英文書寫的基本
格式。
3-1-6-1 能辨識英文的字與字
間需要有空格。
3-1-6-2 能辨識英文句首的字
母要大寫。
3-1-6-3 能辨識英文的書寫格
式是由左到右、由上到下。
3-1-6-4 能辨識英文句子的句
尾要加適當的標點符號(.！?
等)。
3-1-6-5 能瞭解英文專有名詞
(如人名與地名)字首必須大
寫。

指標調整

教學重點

3-1-6-1 能辨識英文的字與
字間需要有空格
3-1-6-2 能辨識英文句首的
字母要大寫
3-1-6-3 能辨識英文的書寫
格式是由左到右、由上到下
3-1-6-4 能辨識英文句子的
句尾要加適當的標點符號
(.！?等)
3-1-6-5 能瞭解自己英文姓
名字首必須大寫

＊利用英文繪本或短文，引導學生看辨英文基
本格式，包括：字與字間空格(I can say my
ABC)；句首的字母要大寫(Good morning)等
等。
＊藉由歌謠歌詞，指導學生熟悉英文書寫由左
到右、由上到下的格式。
＊提供摹寫、仿寫英文語句單，增加書寫基本
格式練習。
＊在帶讀英文短文時，提供標點符號卡向學生
說明適當標點符號標註使用時機與位置。
＊進行導讀及仿讀教學時，重複相關英文書寫
基本格式的注意事項，並利用文中常見格式
向學生說明。
＊利用英文短文中之書寫格式，如：人名與地
名字首需大寫、加底線，提供學生練習機會。
3-1-7 能朗讀課本中的對話 3-1-7-1 能跟讀？圖書中的 ＊帶領學生以合適語調節奏進行英文讀本的
和故事。
對話
帶誦，並請學生逐字指念。
3-1-7-1 能正確跟讀課本中的 3-1-7-2 能仿讀圖書中的對 ＊配合文中的句型及標點符號，帶領學生朗誦
對話和故事。
話
時提醒適當斷句換氣的位置。
3-1-7-2 在跟讀時能正確指出 3-1-7-3 能跟讀？並適當的 ＊藉由錄音帶跟讀，指導學生習得英文對話常
所讀的字詞。
表現語調高低停頓
見斷句之處。
3-1-7-3 能於閱讀時，在適當
＊以閃示卡的方式呈現短文中的語詞，教師逐
84

教學資源

◎利用繪本、教師自編/自選短
文、標點符號卡、英文作業簿
等
◎臺北市教育入口網九年一貫語文-英文(2010.12.15)：
http://tpsearch.tp.edu.tw/
subcate.php?cid=9687&Page=
1
◎教育部數位學習入口網
(2010.12.15)：
http://isp.moe.edu.tw/

◎自編或自選英文讀本、字卡、
錄音帶等
◎教育部數位學習入口網
(2010.12.15)：
http://isp.moe.edu.tw/
◎教育部學習加油站
(2010.12.15)：

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的地方(meaningful chunk)斷
句。
3-1-7-4 能正確朗讀課本中簡
短的對話或故事。
3-1-8 能藉圖畫、圖示等視覺 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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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藉由圖畫、布偶
等視覺輔助，辨識簡易故事與
兒童短劇中的關鍵字詞及句
子。
3-1-8-2 能藉圖畫、圖示等視覺
輔助，閱讀與理解簡易故事及
兒童短劇的內容大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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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猜測或推論主題。
3-1-9-2 能藉圖畫、標題、書名
或上下文，猜測或推論字詞
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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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刪

指標調整

教學重點
一解釋讀音、詞義，再從認字引導到認詞學
習。
＊教導學生在跟讀、複誦後能自己逐字指讀出
讀本的對話或故事。

教學資源
http://content1.edu.tw/

◎市售英文童書、故事書、布偶、
短劇影片等
◎國立教育資料館
(2010.12.15)：
http://192.192.169.234/eng
lish.jsp
◎教育部數位學習入口網
(2010.12.15)：
http://isp.moe.edu.tw/

刪

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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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指標調整
教學重點
教學資源
(4)寫
4-1-1 能書寫印刷體大小寫 4-1-1-1 能仿寫日常生活 ＊準備寫字本讓學生描寫標誌字母，如：麥當 ◎英文字母書寫教學網站：
字母。
常見標誌的大寫字母
勞的"M"、KFC 肯德基、MOS 摩斯漢堡、A/B （1）
4-1-1-1 能熟悉字母的筆順
4-1-1-2 能仿寫日常生活
餐、B1 地下一樓、E 視力表、F 樓層、PULL http://www.pthc.chc.edu.tw/ycw
4-1-1-2 能在畫有四(或三) 常見標誌的小寫字母
拉、PUSH 推、EXIT 逃生門、BBQ 炭烤肉、P ei/internet/letter/26.htm
停車場、H 醫院…等。
（2）
線的行間書寫印刷體大小寫
字母。
＊準備寫字本讓學生描寫尺寸字母，如：特大 http://blog.xuite.net/sjes4kid
4-1-1-2 能在僅畫有底線的
XL、大 L、中 M、小 S…等。
/01/9877718
＊準備寫字本讓學生描寫場所小寫字母，如： ◎國中小英語教學資源網
行間書寫印刷體大小寫字
母。
常見小寫標誌類字詞，如：m 摩斯漢堡招牌、 ◎書本介紹/書菁編著
℃溫度…等。
書名：100 種英文字母教學遊戲
◎公共電視-4Kids---認識字母及
字母教寫網站、英文輕鬆教快樂
學網站---字母歌
4-1-2 能書寫自己的姓名。 4-1-2-1 能仿寫自己的英 ＊使用英文積木拼出自己的英文名字與姓。
◎英文字母書寫教學網站：
4-1-2-1 能臨摹抄寫自己的 譯中文姓名
＊學生護照上英文姓名字母描寫、臨摹、仿寫。 （1）
英文名字。
4-1-2-2 能抄寫自己的英 ＊教學時設定描寫順序及字首大寫，養成學生 http://www.pthc.chc.edu.tw/ycw
4-1-2-2 能書寫自己的英文 譯中文姓名
書寫英文名字時字首大寫習慣。
ei/internet/letter/26.htm
名字，瞭解字首必須使用大 4-1-2-3 能書寫自己的中 ＊使用個人手寫板練習書寫自己的姓名。
（2）
寫字母，例如 Adam、Mary。 譯英文姓名，並瞭解字首必 ＊使用範本仿寫英文姓名中之字母（仿寫時使 http://blog.xuite.net/sjes4kid
4-1-2-3 能使用英文的格式 須使用大寫字母
用之範本將第 1 個字母設定成大寫字母）
/01/9877718
書寫自己的英譯中文姓名，
＊英文字母姓名著色練習，書寫時使用顏色區 ◎國中小英語教學資源網
例如護照上之姓(surname /
別並強調大小寫。
◎書本介紹/書菁編著
last name / family name)
＊大量教導學生自製英文姓名貼紙暨英文姓名
書名：100 種英文字母教學遊戲
名(given name / first name)
名片，讓學生貼在自己的物品上或將名片分 ◎公共電視-4Kids---認識字母及
寫法。
送給老師、同學做為自我介紹使用或張貼在
字母教寫網站
自己的物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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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能臨摹抄寫課堂中習 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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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4 能臨摹抄寫課堂中習 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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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抄寫課堂中習的
簡單句。
4-1-5 能 拼 寫 一 些 基 本 常 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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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則來輔助拼寫字詞。
4-1-5-2 能拼寫至少 180 個
基本常用字詞(參考教育部
公布之國民中小學最基本之
1200 字詞)。
4-1-5-3 能瞭解上述字詞之
意涵。

指標調整

教學重點

教學資源
◎國中小英語教學資源網
◎公共電視-4Kids---認識字母及
字母教寫網站
◎英文輕鬆教快樂學網站---字母歌

◎佳音英語教材課本 1 套 8 本
（小一～小六）：Be Cool! Be
Smart!
◎書本介紹/書菁編著
書名：100 種英文字母教學遊戲
◎公共電視 4Kids 網站---認識字母
及單字網站、單字圖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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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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標調整
教學重點
教學資源
4-1-6-1 在指導下能依照 ＊基本資料的填寫非常重要，如：電話、傳真、 ◎佳音英語教材課本 1 套 8 本
表格填寫資料，如：TEL、 手機號碼、樓層、性別等。
（小一～小六）：Be Cool! Be
FAX、NO、℃、2(F)、(B)2 ＊收看氣象報告、網路氣象、報紙的溫度作為
Smart!◎公共電視 4Kids 網站--F、M
教學材料。
認識字母及單字網站、單字圖典
◎網路、電視、新聞報紙上的氣象。

4-1-7 能掌握英文書寫格
刪除
式寫出簡單的句子。
4-1-7-1 能瞭解英文書寫格
式，如句首字母大寫、字尾
適當標點、字與字之間保持
一定空格等。
4-1-7-2 能以正確的書寫格
式寫出簡單句(simple
sentence)。
(5)聽說讀寫綜合應用能力
5-1-1 能正確地辨識、唸出
與寫出 26 個英文字母。
5-1-1-1 能正確的分辨 26 個
英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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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字母。
5-1-1-3 能正確的寫出 26 個
英文字母之印刷體大小寫。

5-1-1-1 能辨識日常生活
常見類別的英文單字
5-1-1-2 能填寫常見英文
字母

◎使用數位教具自製適合學生程度
之教材
◎公共電視 4Kids 網
◎九年一貫英文百寶箱英文遊戲館
http://kids.yam.com/game/fre
egame/?kids

＊對應字彙表，利用社區適應教學讓學生主動 ◎書本介紹/書菁編著
找出環境中標誌、食物、水果、飲料、顏色、 書名：100 種英文字母教學遊戲
◎公共電視-4Kids---認識字母及字
場所等英文單字。
母教寫網站、英文輕鬆教快樂學網
＊藉由找親子圖卡活動，配對商標圖片宇英文
字詞的圖片，如常見的 OK 便利商店、mos 漢
站---字母歌
◎國立資料館：
堡店、Welcome 頂好超市。
＊運用遊戲比賽誰找的多、找得快。
http://3w.nioerar.edu.tw/eng
＊教學生寫基本資料，留下一些空為讓學生填
lish.jsp
上適當的字母，例如： TEL ：2×××××××、 ◎國小階段字彙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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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調整

5-1-2 能 聽 懂 及 辨 識 課 堂 5-1-2-1 能在日常生活情境
中所習得的英語詞彙。
中指認常見類別的英文單
5-1-2-1 能聽懂課堂中所學過 字
的字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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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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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3-1 聽到認識的字詞
時，能指認相對應的字
5-1-3-2 聽到認識的字詞
時，能指認並仿讀字詞

教學重點
教學資源
我穿的衣服尺寸是 M 號的。
＊根據字彙表製作日常生活常見字詞卡，供學 ◎常春藤美語—寶貝跟我唱英語童
生學習辨認，如位置、尺寸、衣著配件、節
謠系列套書
慶、自然現象、科技等:open/close(營業中/ ◎迪士尼美語-聽-看-玩
打烊中)、S/M/L /XL (小中大特大尺寸)、
http://www.012book.com.tw/rh
watch(手錶)、Xmas(聖誕節)、sun(太陽)、
yme/dvd.html---0.1.2英文兒歌
Yahoo!(雅虎)等。
繪本
＊利用校外教學機會，讓學生指認環境中的英 ◎兒歌FLASH
http://www.gfes.tpc.edu.tw/bo
文單字，並將照片運用在往後的學習中。
＊在書報、雜誌或廣告傳單中指認學過的簡易
ard/abc-song/
字詞。
◎國小階段字彙表
＊透過招牌、照片或圖片，比賽誰先找到看過
的英文字，如電梯上的按鈕 B1、緊急出口的
EXIT 等標誌，或超市裡標明的水果如
apple(蘋果)、banana(香蕉)，食物如
egg(蛋)、milk(牛奶)。
＊帶學生至速食店用餐，可讓學生指出認識字 ◎公共電視-4Kids---英文輕鬆教快
詞如，招牌上的 KFC、店門上的 push、pull、 樂學網站—故事教學（網站中有許
1F 點餐與 B1 樓用餐。
多故事集供教師選擇）
＊帶學生至健康中心，學生指認身體五官英文 ◎兒歌FLASH
字詞，如牆上的部位介紹 head、nose、ear、 http://www.gfes.tpc.edu.tw/bo
hand，聽老師口說指出自己的 foot、mouth。 ard/abc-song/
＊以常見節慶用語（如：BIRTHDAY/happy new ◎國小階段字彙表
year/Halloween）讓學生指認相關節慶的圖
片，如聽到 Halloween 指南瓜女巫、聽到
birthday 指蛋糕。
＊運用綜合情境，讓學生練習「聽-指-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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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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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 個字詞，
以應用於簡易的日常溝通
中。
5-1-4-1 能依口語或圖畫提
示，說出 300 個字詞。
5-1-4-2 能依口語或圖畫提
示，寫出 180 個字詞。
5-1-4-3 能將上述字詞應用
於簡易的日常生活溝通之
中。

5-1-4-1 能指出常見類別
的圖卡
5-1-4-2 能指認常見類別
的字卡
5-1-4-3 能在適當的時候
將認識字詞用於生活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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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5-1 能回應日常生活
中打招呼的語句
5-1-5-2 能回應日常生活
中常用溝通語

教學重點
教學資源
綜合練習，如在教室可將物品設備與科技產
品標上英文名稱 TV、TEL、DVD、chair、table、
door 等。
＊給予平面素材，如日常照片、圖片、卡片讓
學生指認看到的英語字詞，並仿讀看到的認
識字詞。
＊在校外教學環境中，由指導者念出英文名
◎字卡、圖卡、實物、環境設計、
稱，請學生指出看到的英文單字，如說出
溝通輔具、數位錄音筆
seven-eleven，請指出 7-11 便利商店的標誌。 ◎國小階段字彙表
＊圖卡字卡配對遊戲，由指導者說出英文名稱
讓學生找出的英文字卡或圖卡，如聽到 cake
請指出蛋糕圖片、聽到 dog 請指出 dog 字卡。
＊將字彙表中須學會說的單字，如交通工具
bus、car，行動 eat、go，稱謂 I、you、mami、
daddy 等單字製作成圖卡，讓學生依視覺提示
嘗試說出英文字詞。
＊簡易對話遊戲：將認識的字詞用在師生對話
裡，如新年對話＂新年快樂，happy new
year!＂；道歉對話＂sorry,抱歉,我不是故
意的＂。
＊將學生習得之字詞張貼於實物上（學校、家
庭中），鼓勵學生使用英文字詞表達。或家
長、教師使用英文字詞傳達意思或指令。
＊能聽懂字彙表中招呼語類別的單字，如 bye、 ◎公共電視-4Kids---英文輕鬆教快
hello、sorry、ok。並利用每日早晨導師時間 樂學網站—故事教學（網站中有許
及放學時間，與學生使用中文、英文問候與道 多故事集供教師選擇）
◎兒歌FLASH
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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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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標調整

教學重點
教學資源
＊以唱遊或帶動唱方式帶領學生以適切肢體語
http://www.gfes.tpc.edu.tw/bo
言、口語回應，如 HELLO 歌。
ard/abc-song/
＊能聽懂字彙表中溝通用語類別單字，如 thank ◎九年一貫英文百寶箱英文遊戲館
you、good morning、goodbye、yes/no。
http://kids.yam.com/game/free
＊情境對話遊戲:當同學說 hi 的時候，學生也
game/?kids
回應 hi；或當大人詢問的時候，可以做出選 ◎國小階段字彙表
擇後的 yes 或 no
＊布偶劇或觀賞戲劇方式，讓學生熟悉依照情
境說出適當用語。

5-1-6 能 運 用 字 母 拼 讀 法 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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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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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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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學習英語的興趣與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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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夠集中注意力，並努力去
理解教師所傳達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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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標調整

教學重點

教學資源

6-1-1-1 樂於參與課堂上 ＊運用情境設計的教學模式，引導學生主動參
所安排的全體性練習活動
與學習活動。
6-1-1-2 樂於在課堂上參 ＊教師安排各項學習活動，如：團體活動、小
與分組練習活動
組活動或個別指導等方式，以學生感興趣的
6-1-1-3 樂於在課堂上參
事物，設計活動主題，增進學生主動參與學
與個別練習活動
習的動機。
6-1-1-4 樂於在課堂上大
聲回答

◎教學情境設計

6-1-2-1 能樂於回答問題 ＊引導學生對於同學或老師所提出的問題能表
6-1-2-2 能樂於參與課堂
現出興趣並主動做出適切地回應。
上各類練習活動，並能注 ＊教學上可就學過或較感興趣的內容，提出問
意聽教師或同學所提出
題，增進學生答題的信心，並給予增強。
的問題

◎增強板、獎勵卡

6-1-3-1 能夠集中注意力
上課，不分心

◎增強板、獎勵卡

＊教學時注意學生的反應，並適時地與學生互
動，讓學生能融入學習活動，提高學習的注
意力。

6-1-4-1 在上過課之後，能 ＊透過讓學生溫習上課的內容，熟悉內容大
意，並就不清楚的地方提出問題，增進學習
利用科技輔助器材，溫習
剛學習過的課程內容
的成效。
6-1-4-2 能將教師所發的 ＊教師可將上課的內容製成 mp3 或光碟，以供
學習單等，妥善收存，以便 學生溫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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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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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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強學習效果。
6-1-5-2 能利用情境中出現
的圖畫或真實物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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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種英語學習素材。
6-1-6-2 能與他人分享學習
課外英語學習素材的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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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標調整
日後複習

教學重點

教學資源

6-1-5-1 能觀察並運用肢 ＊本指標著重於學習過程中非語言訊息的利
◎教學情境設計
體語言、語調和表情等，
用，包含肢體語言、表情等方式的運用，期
以提升對學習內容的瞭
望透過較多的協助，增進學生學習時的效
解，增強學習效果
果。
6-1-5-2 能利用情境中出 ＊教師教學時透過肢體的引導與語調的高
現的圖畫或真實物件，以
低，讓學生清楚瞭解學習的過程或回答是否
提升對學習內容的瞭解，
正確，也更能清楚掌握應有的步驟與方法。
增強學習效果

6-1-6-1 樂於學習英語學 ＊教師平時提供多樣學習素材，例如繪本、課 ◎繪本、課外讀物
習素材
外讀物等，以增進學習的多元化與豐富性。
6-1-6-2 能表示對英語學
習素材的興趣

6-1-7-1 能在上英語課時 ＊透過不斷的練習與嘗試，增進英語的能力， ◎公共電視-4Kids---英文輕鬆教快
主動舉手發表意見
讓學生勇於發表與建立自信心。
樂學網站—故事教學（網站中有許
6-1-7-2 樂於參與各類的 ＊教師鼓勵學生用英語問候或回應，如 thank
多故事集供教師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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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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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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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主動尋找老師
或同學的協助。
6-1-8-2 能與老師及同學溝
通學習的心得與方法，以解
決學習的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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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9-2 能在校外生活中遇
到外國人或出國旅遊，用
英語進行簡單的溝通對
話(如詢問價錢、詢問地
點或方向、點餐等)。
6-1-9-3 在生活中或網路上
看到使用英語表達的指示

指標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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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樂於接受指
導

教學重點
教學資源
you、please、good bye、good morning。 ◎兒歌FLASH
http://www.gfes.tpc.edu.tw/b
oard/abc-song/
◎九年一貫英文百寶箱英文遊戲館
http://kids.yam.com/game/fre
egame/?kids

6-1-8-1 學習英語遇到有
＊在學習過程中，若遇困難，能主動尋求協助。 ◎九年一貫英文百寶箱英文遊戲館
困難的地方，能尋求老師或 ＊教學情境設計：讓學生在愉快活潑的氣氛下
http://kids.yam.com/game/fre
同學的協助
進行學習，提高學生參與的意願與興趣而發
egame/?kids
現問題時能尋求協助。

6-1-9-1 能在提示下將英
＊引導學生在日常生活情境中，應用英語簡單 ◎九年一貫英文百寶箱英文遊戲館
語融入交談應對中
指令或簡易會話。
http://kids.yam.com/game/fre
egame/?kids
6-1-9-2 在生活中或網路
＊透過生活化的情境設計，讓學生學習應用簡
上，看到使用英語表達的
單的英語指令 如餐廳點餐（Ａ餐或Ｂ餐）、
指示時，能在協助下按照
電器使用（on/off、play/stop）
、電梯操作
指示操作，如電梯操作、
(up/down、B1)、電腦遊戲的指令(start、
電腦遊戲
enter、stop)。
6-1-9-3 在提示下能依情 ＊利用生活自理活動，引導學生用英語表達個
境用英語表達個人生活
人基本需求，如吃(eat)、玩(play)、上廁
上的需求
所（toil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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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時，能細心閱讀指示，並
按照指示操作，如行動電
話操作、電梯操作、電腦
遊戲、其他遊戲或器具說
明等。
6-1-9-4 在教室中能依情
境用英語說出自我需求，
例如去上廁所、去洗手、
借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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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到英文歌曲或
其他流行音樂中有英文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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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標調整

教學重點

教學資源

6-1-10-1 樂於翻閱英語圖 ＊教師能夠協助學生在生活需要閱讀的情
◎公共電視-4Kids---英文輕鬆教快
卡
境，容易理解字面上的意思。
樂學網站—故事教學（網站中有許
6-1-10-2 會跟著哼唱簡易 ＊讓學生理解生活中容易碰到的單字，由其是 多故事集供教師選擇）
英文童謠
會應用到生 活層面的應用單字，例如簡易 ◎兒歌FLASH
http://www.gfes.tpc.edu.tw/bo
6-1-10-3 能樂於指認英語
的標語：7-eleven 商店 、ＯＫ商店、Ｐ
標示、標幟、標語
（停車場）
、頂好超市（welcome）
、ＭＲＴ(捷 ard/abc-song/
6-1-10-4 能參與外國節慶
運)。
之布置或慶祝活動
＊哼唱簡易的英文童謠，能唱出歌曲中常見的
生活字詞。
＊參與外國節慶之布置或活動〈例：聖誕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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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布置之特色，且樂於參與活
動並提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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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backpack, indoor, inside
等)。
6-1-11-2 能運用字首和字
尾，推測新字詞的意義。
6-1-11-3 能運用上下文中
已學過的字詞，推測並學習
新字詞的意義。
6-1-11-4 能 運 用 Word
Family 概念，學習新的單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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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英語
夏令營或英語戲劇營等。
6-1-12-2 樂於觀賞英語電
視節目、電影或教學錄影
帶。
6-1-12-3 樂於參加校內外
英語競賽或學藝表演(如歌
謠、詩歌朗誦、短劇表演等)
活動。

指標調整

教學重點

教學資源

6-1-11-1 從個人生活經驗 ＊透過個人生活經驗，引導學生學習字詞
◎字卡
中，能學習字詞
如：「我是誰」：我的名字、性別、特徵。
◎公共電視-4Kids---英文輕鬆教
6-1-11-2 從節慶活動中，
如：「我的家人」：家人的稱謂。
快樂學網站
能學習字詞
如：「我的同學」：名字。
◎九年一貫英文百寶箱英文遊戲館
如：「聖誕節」、「過生日」、「母親節」、「父
http://kids.yam.com/game/fr
親節」
、
「感恩節」
、
「中秋節」
、
「端午節」等
eegame/?kids

6-1-12-1 能樂於觀賞英語 ＊收集適合學生觀賞或進行教學之錄影帶、電 ◎ＢＢＣ兒童網站、
卡通、電影或錄影帶
視節目。
◎迪士尼頻道
6-1-12-2 樂於參加校內外 ＊改編耳熟能詳的童話故事，設計英語話劇讓 ◎兒童影集
英語學藝表演(如歌謠、兒
學生參與演出增加學生成就感。
◎經典童話故事
歌)
＊舉辦競賽活動增加學生參與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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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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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
應達成的標準及交作業的時
間。
6-1-13-2 能主動在完成作
業的過程中發揮自己的語言
能力，並能以創意和巧思使
作品更加完善。
6-1-13-3 在分組活動中能
主動積極協助同組同學完成
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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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不知道的概
念或知識充滿好奇心，在尚
未得知答案時，樂意提出問
題或做適當的猜測。
6-1-14-2 在和教師及同學
討論某一方面的主題時，樂
意發表自己的意見、舉出實
例或舉出相反的例子。

指標調整
6-1-13-1 能按時完成作業

教學重點
教學資源
＊運用獎勵制度鼓勵學生準時繳交作業。
◎獎勵卡、獎品
＊辦理優良作業評選、展覽
＊舉辦分組競賽，讓學生學習團作合作精神。

6-1-14-1 對 於 不 知 道 的 ＊引導學生對周遭事物或現象，產生興趣。
◎繪本
概念或知識會發問
＊鼓勵學生對不知道的事物，能主動發問。
◎文建會兒童館繪本花園
6-1-14-2 在主題討論時， ＊在主題討論時，能說出自己的生活經驗或感
能發表自己的意見
受。
＊藉由閱讀繪本引導學生說出自己的生活經
驗。

6-1-15 主動查閱圖畫字典。

6-1-15-1 能翻閱圖卡或簡 ＊引導學生翻閱圖卡。
6-1-15-1 能在預習學習單 易字卡
＊引導學生依功能性，查閱簡易字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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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畫字典，如：以字母為主、以
常用詞彙為主

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指標調整

教學重點

教學資源

元時，主動查閱圖畫字典。 6-1-15-2 能和同學一起翻 ＊指導學生做簡易的圖卡與字卡的配對。
6-1-15-2 能在課堂上全體
閱圖卡或圖畫字典
一起做練習的時候，主動查
閱圖畫字典。
6-1-15-3 能在課堂上二人
或分組做練習的時候，主動
查閱圖畫字典。
6-1-15-4 能 在 學 習 單 元
結束之前，做到複習的工
作，主動查閱圖畫字典。
6-1-16 會在生活中或媒體上 6-1-16-1 能在日常生活所 ＊在日常生活中，引導學生注意媒體，如電視 ◎廣告看板、廣告傳單、招牌、家
注意到學過的英語。
接觸的廣告看板、路上標
廣告、電腦、路上的廣告看板、廣告傳單、
人照片、職業圖卡、生活圖卡
6-1-16-1 能在日常生活所 示 ， 找 到 學 過 的 英 文 字
招牌，例如：
接觸的廣告看板、路上標 母、單字、標示
(1)食-coke cola、KFC、M(麥當勞)、mos、
示，注意到所學過的英文字
Pizza 等
母、單字和句子。
(2)衣-XL、L、M、S、T-shirt 等
6-1-16-2 能在日常生活所
(3)住-home、H（醫院）、F（樓層）、B(地下
聽到的英語廣播或是電視
樓)、Exit、Pull/Push、Open/Close 等
節目中，注意到所學過的單
(4)行-Bus、TAXI、Walk/stop(紅綠燈)、MRT、
字和句子。
等
(5)育樂-TV、DVD、CD、溫度 c、NT＄等
(6)AM/PM 等
＊透過電視節目或聽英文童謠學習或複習字
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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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文化與習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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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學重點

教學資源

7-1-1-1 能認識國外主要
節慶的英語名稱
7-1-1-2 能認識國外節慶
中最具代表性的習俗及
活動
7-1-1-3 能認識國外節慶
中習俗及活動的英語用
語

＊能依據時令季節，介紹國外的幾個重要的節 ◎國立資料館：
慶。如 X＇MAS、Halloween、Thanksgiving
http://3w.nioerar.edu.tw/engl
等。
ish.jsp
＊在節慶活動中，認識該節慶中相關的事物、 ◎坊間英語教材如：寰宇迪士尼美
禮節，以及英文用語，如：trick or treats、
語、何嘉仁美語教材等
Easter Eggs、Gift、Christmas socks、make
a wish、Pumpkin。

7-1-2-1 能認識國內主要
節慶的英語名稱
7-1-2-2 能認識國內節慶
中最具代表性的習俗及
活動
7-1-2-3 能認識國內節慶
中習俗及活動的英語用
語

＊能依據時令季節，介紹國內的重要的節慶。 ◎坊間英語教材如：寰宇迪士尼美
如 Chinese New Year、Moon Festival、Dragon 語、何嘉仁美語教材等
Boat Festival、Mother，s Day、Father，
s Day。
＊本指標著重情境教學，在情境模擬中,學習
慶典或習俗常用物品、服飾、禮儀以及食物
等，及其必備的英文用語，如：
Dumplings(Sweet Potato Ball)、
Dumpling(Rice Ball)、Moon cake、Dragon
Boat、pomelo、Lucky money
、card、Moon Cake。
＊本指標教學重點在於情境教學、實務演練， ◎中華民國外交部—國際禮儀
藉由模擬情境來學習國際禮儀。(如 lady
http://www.mofa.gov.tw/webapp
first、為女性開門、用餐禮儀（左手邊放
/lp.asp?ctNode=835&CtUnit=166
麵包、右手邊放飲料、刀叉依照順序由外往 &BaseDSD=7
內拿、入座時由椅子左側入座右側出)等。

7-1-3 能瞭解基本的國際社 7-1-3-1 能認識國際社會
會禮儀規範。
生活文化
7-1-3-1 能感受、認識國際
社會生活文化與語言表達
的多樣性(如為女性開門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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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調整
教學重點
教學資源
7-1-4 能認識外國風土民情。 7-1-4-1 能瞭解課堂教材
＊藉由觀賞網路、影片、照片、歌曲等，認識 ◎介紹各國風土民情書籍
外國的生活習俗，讓學生更能深入了解不同
7-1-4-1 能 瞭 解 課 堂 教 材
中所介紹外國的生活習
中所介紹外國的生活習俗
俗(如節慶、生活方式、
國家的風土民情與生活方式。
(如節慶、生活方式、飲食、
飲食、歌謠等)
歌謠等)。
7-1-4-2 能認識與上述生
7-1-4-2 能認識與上述生活
活習俗有關的英語字詞
習俗有關的英語字詞與句
子。

參考資料：
＊特殊教育多媒體資料中心：http://163.19.219.1:8080/elearning/index.asp(實用語文 實用語文ABC)
＊台北教育局輔導團：http://etweb.tp.edu.tw/fdt/C09/share/soudetaillst.aspx?CDE=RES20061018170126EFE
＊九年一貫百寶箱：http://kids.yam.com/edu9/(語文 英文教材)
＊公共電視-e4Kids 網站-唱唱跳跳—節奏韻文
＊書名(年代).100 種英文字母教學遊戲：台北市：文鶴出版社
＊教育部教學資源網：http://etoe.edu.tw/scripts/learning/index.asp (英文領域)
＊台北教育局輔導團：http://etweb.tp.edu.tw/fdt/C09/share/soudetaillst.aspx?CDE=RES20061018170126EFE (國中特殊教育領域
英文)
＊國立教育資料館(2010.12.15)：http://192.192.169.234/english.jsp
＊臺北市教育入口網九年一貫-語文-英文(2010.12.15)：http://tpsearch.tp.edu.tw/subcate.php?cid=9687&Page=1
＊教育部數位學習入口網(2010.12.15)：http://isp.moe.edu.tw/
＊教育部學習加油站(2010.12.15)：http://content1.edu.tw/
＊英文字母書寫教學網站：
（1）http://www.pthc.chc.edu.tw/ycwei/internet/letter/26.htm
（2）http://blog.xuite.net/sjes4kid/01/9877718
＊國中小英語教學資源網
＊佳音英語教材課本 1 套 8 本（小一～小六）：Be Cool! Be Smart!
＊公共電視 4Kids 網站---認識字母及單字網站、單字圖典
＊常春藤美語—寶貝跟我唱英語童謠系列套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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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士尼美語-聽-看-玩 http://www.012book.com.tw/rhyme/dvd.html---0.1.2 英文兒歌繪本
◎兒歌 FLASH http://www.gfes.tpc.edu.tw/board/abc-song/
◎國小階段字彙表
＊九年一貫英文百寶箱英文遊戲館 http://kids.yam.com/game/freegame/?kids
＊ＢＢＣ兒童網站、迪士尼頻道、兒童影集、寰宇迪士尼美語、何嘉仁美語
＊中華民國外交部—國際禮儀 http://www.mofa.gov.tw/webapp/lp.asp?ctNode=835&CtUnit=166&BaseDSD=7

＊英文字表(撰寫團隊自編)—附件
M
m
標誌
B1
F

食物

pizza

KFC
PULL

MOS
PUSH

A/B
EXIT

ROC
BBQ

℃
P

H
ADD

NT＄
AM/PM

milk

egg

beef

pork

fish

chicken

soup

food

ice cream
bananna
kg
coke

chocolate
kiwi
km
coffee

candy
cherry
money
water

snack
fruit
cc
drink

pomelo
g

pd

m

face
hand
red
no
you
walk
go

hair
foot
yellow
good morning
teacher
eat
open

eye
boy
green
(good) bye
mami
stop
close

ear
girl

shoulder
lady

HELLO(Hi)
daddy
off
down

sorry
sister
on
up

rice

零食
水果
單位
飲料

cake
apple
ml
juice

cookie
orange
cm
tea

餐具

spoon

cup

mouth
head
white
thank you
I
run
ready

teeth
nose
black
yes
me
fly
come

身體五官
顏色
溝通社交
稱謂
動作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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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ees
gentleman
OK
brother
sit
start

toes

stand

交通工具
方向位置
尺寸大小
衣著配件
物品設備

節慶相關

bike
E
S
hat
table

car
S
M
glasses
chair

X＇MAS

card

Easter Eggs
Halloween

bus
W
L
watch
window

taxi
N
F
T-shirt
door

MRT
map
XL
jacket
home

train
street
NO.
Jeans
ball

gift

snow

santa claus

Thanksgiving

Christmas socks

Happy Mother，s Day

airplane
road
size
socks
toy

up

down

shoes

bag

trick or treats

pumpkin

Happy Father，s Day

wish

Birthday

Happy new year

OK

Family

Welcome

Costco

market

hosptial

Zoo

home

school

Taiwan

Taipei

New Taipei City

Taichung

Tainan

Kaohsiung

Hualien

ROC

動植物

dog

cat

pig

bird

flower

自然現象

hot

cold

moon

sun

star

sky

sea

rain

科技

YAHOO
Power

Goolge
enter

TV
Cell phone

TEL

FAX

CD

DVD

off

場所

中國節慶

7-eleven

Dragon Boat Festival

Chinese New Year

Moon

Festival

Sweet Potato B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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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ee

Rice Ball

Moon Cake

on

Lucky Mone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