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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節數

五年級團隊

教學者

每週 2 節
張菽玲

1. 能將各課的主題故事，如：社區地點、交通工具、科目、休閒活動等，運用在生活對話中。
2. 能認讀並使用相關各課主題之字彙。
3. 能聽懂各課英文字彙及句型，並做出相關的對應。
年級課程目標

4. 能寫出各課相關之字彙和句子。
5. 能閱讀並運用閱讀技巧了解短文內容大意。
6. 能閱讀並了解跨領域短文內容大意。
8. 能聽辨、認讀各課之字音及其字母拼讀單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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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指標

學習目標

1-1-2 能聽辨英語的子音與母音。
1-1-3 能聽辨課堂中所習得的詞彙。
1-1-4 能聽辨句子的語調。
1-1-8 能聽懂簡易句型的句子。
1-1-9 能聽懂簡易的日常生活對話。
2-1-3 能說出課堂中所習得的詞彙。
2-1-4 能以正確的語調說出簡易句型的句
子。
2-1-9 能作簡單的提問、回答和敘述。
2-1-11 能以所習得的英語看圖說話。
*2-1-12 能進行簡易的角色扮演(role play)。
3-1-2 能辨識課堂中習得的詞彙。
3-1-4 能辨識歌謠、韻文、故事中的常用字
詞。
3-1-5 能看懂簡單的句子。
3-1-7 能朗讀課本中的對話和故事。
*3-1-8 能藉圖畫、圖示等視覺輔助，閱讀
並瞭解簡易故事及兒童短劇中的大致內
容。
4-1-3 能臨摹抄寫課堂中習得的詞彙。
4-1-4 能臨摹抄寫課堂中習得的句子。
4-1-5 能拼寫一些基本常用字詞(至少 180
個)。
4-1-6 能依圖畫、圖示填寫重要字詞。
4-1-7 能掌握英文書寫格式寫出簡單的句
子。
5-1-2 能聽懂及辨識課堂中所習得的英語
詞彙。
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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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複習並練習
ch / sh, wh / ph,
th / th, hard c /
soft c, hard g /
soft g 的發音規
則。
2. 能清楚分辨
並念出 ch / sh,
wh / ph, th / th,
hard c / soft c,
hard g / soft g 的
發音及其字母
拼讀單字。
3. 能聽辨、認讀
a_e, ai, 和 ay
的發音規則與
字母拼讀單字。
4. 能詢問並回
答他人所在的
學校場所。
5. 能熟練單字
gym, classroom,
teacher’s office,
health center。
6. 複習句型：
Where is _____?

教學活動概述
（教學活動重點）
【字母拼讀複習】
1. 播放 CD / Super E-Book，複習第五冊字母拼讀。
2.利用 Super E-Book，任意指一個單字，再抽點學生
念。
【練習活動】
進行活動「分秒必爭」。
【字母拼讀教學】
1. 教導 a_e, ai 和 ay 的發音及拼讀單字。
2. 帶念 Listen and chant. 句子。
3. 帶念 Listen and say. 韻文。
4. 進行 Listen and circle. / Listen, point, and say. 練習。
【練習活動】
進行活動「發音大樂透」。
【單字句型教學】
A. Listen and say.
1. 利用單字圖卡教導單字。
2. 帶領學生反覆念單字直到熟練為止。
3. 將每個單字代入句型 Where is _____? He’s /
She’s in the ______.，讓學生練習問答。
4. 將學生分成兩組，輪流問答。
B. Find and circle.
請學生看圖片，圈出各個人物，並做問練習。
【練習活動】
進行活動「捉迷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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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量
方法

教學資源
1. CD
2. Super E-Book

1.
2.
3.
4.

活動評量
課堂觀察
口語評量
作業評量

重大議題
【家政教育】
3-3-4 認識並能運用
社區資源。
【生涯發展教育】
2-2-1 培養良好的人
際互動能力。
3-2-2 學習如何解決
問題及做決定。
【環境教育】
3-3-2 能主動親近並
關懷學校與社區的
環境，並透過對於相
關環境議題的瞭
解，體會環境權的重
要。

備註

一、瞭解自我與發
展潛能
二、欣賞、表現與
創新
四、表達、溝通與
分享
五、尊重、關懷與
團隊合作
六、文化學習與國
Unit 際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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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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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ke

用於簡易的日常溝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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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6 能運用字母拼讀法(phonics)。
*5-1-7 能依文字或口語提示寫出重要字
詞。
6-1-1 樂於參與各種課堂練習活動。
6-1-2 樂於回答老師或同學所提的問題。
6-1-3 對於老師的說明與演示，能集中注意
力。
6-1-4 主動預習、溫習功課。
6-1-9 在生活中有使用英語機會時，樂於嘗
試。
6-1-12 樂於參與有助提升英語能力的活動。
1-1-2 能聽辨英語的子音與母音。
1-1-3 能聽辨課堂中所習得的詞彙。
1-1-4 能聽辨句子的語調。
1-1-5 能聽辨課堂中所習得的字詞、片語及
句子的重音。
1-1-8 能聽懂簡易句型的句子。
1-1-9 能聽懂簡易的日常生活對話。
*1-1-11 能聽懂簡易兒童故事及兒童短劇
的大致內容。
2-1-3 能說出課堂中所習得的詞彙。
2-1-4 能以正確的語調說出簡易句型的句
子。
2-1-9 能作簡單的提問、回答和敘述。
2-1-11 能以所習得的英語看圖說話。
*2-1-12 能進行簡易的角色扮演(role play)。
3-1-2 能辨識課堂中習得的詞彙。
3-1-4 能辨識歌謠、韻文、故事中的常用
字詞。
3-1-5 能看懂簡單的句子。
3-1-7 能朗讀課本中的對話和故事。
*3-1-8 能藉圖畫、圖示等視覺輔助，閱讀
並瞭解簡易故事及兒童短劇中的大
致內容。
4-1-3 能臨摹抄寫課堂中習得的詞彙。
4-1-4 能臨摹抄寫課堂中習得的句子。
4-1-5 能拼寫一些基本常用字詞(至少 180
個)。
4-1-6 能依圖畫、圖示填寫重要字詞。
4-1-7 能掌握英文書寫格式寫出簡單的句
子。
5-1-2 能聽懂及辨識課堂中所習得的英語
詞彙。
5-1-3 在聽讀時，能辨識書本中相對應的
書寫文字。
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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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s / She’s in
the ______.

1. 能詢問並回答
所要前往的社區
場所。
2. 能熟練本課單
字 bakery, bank,
hospital, library,
park, post office,
supermarket 與
句型 Where are
you going? I’m
going to the
supermarket.；
Are you going to
the library? Yes, I
am. / No, I’m not.
I’m going to the
post office. 的問
答。

【單字教學】
A. Listen and say.
播放 CD/Super E-Book 帶念單字。
B. Listen and circle.
播放 CD/Super E-Book，學生根據聽到的內容，圈選聽
到單字。
‧Discover 單元
1. 教師請學生看課本上的小圖示，請學生說說看這些
圖示代表什麼服務。
2. 教師請學生猜猜看這是哪個場所，知不知道這個場
所的英文怎麼說。
【練習活動】
進行活動「尋找避難所」。
【句型教學】
Sentence Pattern A
A. Listen and say.
引導學生將本課單字代入句型中，進行問答練習。
B. Ask your friends and connect.
學生兩人一組，依照課本指示做問答。
Sentence Pattern B
A. Listen and say.
引導學生將本課單字代入句型中，進行問答練習。
B. Listen and number.
請學生聽一聽，將正確的數字填入空格中。
【故事對話教學】
1. 請學生看課本或播放 Super E-Book，請學生猜一猜
並說說看故事內容。
2. 教師帶念並解說故事內容。
3. 教師可提問相關問題。
4. 再次帶念課文。
【練習活動】
進行活動「組文工程」。
【文法教學】
1. 請學生看課本或播放 Super E-Book，說說看兩支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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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D
2. Super E-Book
3. 單字圖卡
4. 單字卡

1. 活動式評
量
2. 紙筆評量
3. 課堂觀察
4. 口語評量
5. 作業評量

【家政教育】
3-3-4 認識並能運用
社區資源。
【性別平等教育】
1-3-4 瞭解世界上不
同的群體、文化和國
家，能尊重欣賞其差
異。
【環境教育】
3-3-2 能主動親近並
關懷學校與社區的
環境，並透過對於相
關環境議題的瞭
解，體會環境權的重
要。

應用於簡易的日常溝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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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6 能運用字母拼讀法(phonics)。
*5-1-7 能依文字或口語提示寫出重要字
詞。
6-1-1 樂於參與各種課堂練習活動。
6-1-2 樂於回答教師或學生所提的問題。
6-1-3 對於教師的說明與演示，能集中注
意力。
6-1-4 主動預習、溫習功課。
6-1-9 在生活中有使用英語機會時，樂於
嘗試。
6-1-12 樂於參與有助提升英語能力的活
動。
6-1-13 能認真完成教師交待的作業。
7-1-4 能認識外國風土民情。

一、瞭解自我與發
展潛能
Unit

二、欣賞、表現與
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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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 e in

五、尊重、關懷與
團隊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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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能聽辨英語的子音與母音。
1-1-3 能聽辨課堂中所習得的詞彙。
1-1-4 能聽辨句子的語調。
1-1-5 能聽辨課堂中所習得的字詞、片語及
句子的重音。
1-1-8 能聽懂簡易句型的句子。
1-1-9 能聽懂簡易的日常生活對話。
*1-1-11 能聽懂簡易兒童故事及兒童短劇
的大致內容。
2-1-3 能說出課堂中所習得的詞彙。
2-1-4 能以正確的語調說出簡易句型的句
子。
2-1-9 能作簡單的提問、回答和敘述。
2-1-11 能以所習得的英語看圖說話。
*2-1-12 能進行簡易的角色扮演(role play)。
3-1-2 能辨識課堂中習得的詞彙。
3-1-4 能辨識歌謠、韻文、故事中的常用字
詞。
3-1-5 能看懂簡單的句子。
3-1-7 能朗讀課本中的對話和故事。

1. 能詢問並回答
搭乘的交通工
具。
2. 能熟練本課
單字 bike, boat,
bus, car, MRT,
scooter, taxi, train
與句型 How can
we get to the
hospital? We can
get there by
bus. ; Can we get
to the library by
MRT? Yes, we
can. / No, we
can’t. We can get
there by bike. 的

底下的人稱及差別在哪裡？
2. 教導學生 be going to 的用法。
3. 講解文法表格中的句子，並帶全班念讀。
4. 請學生完成 Try it. 練習題，然後全班一起訂正答案。
【練習活動
進行活動「機會轉盤」。
【閱讀技巧教學】
A. Listen and read.
1. 讓學生聆聽短文內容。
2. 利用情境圖簡單講解內容，並解釋構成故事的元素。
3. 教師可提問，確認學生已經了解內容。
B. Please answer the questions.
教師提問課本上問題，請學生回答後，將答案寫在課本
上，教師再帶領學生對答案。
【跨領域學習】
1. 教師提問學生是否常去公園？並請幾位學生分享
自己的經驗。
2. 解說課本圖片內容，並介紹中央公園。
3. 請學生查察中央公園的相關資料，並在課堂上跟其
他同學分享。
【字母拼讀教學】
1. 教導 e_e, ee, 和 ea 的發音及字母拼讀單字。
3. 帶念 Listen and chant. 句子。
4. 帶念 Listen and say. 韻文。
5. 進行 Listen and circle. / Listen, point, and say. 練習。
【練習活動】
進行活動「滅蚊行動」。
【單字教學】
A. Listen and say.
播放 CD/Super E-Book 帶念單字。
B. Listen and circle.
播放 CD/Super E-Book，學生根據聽到的內容，圈選聽
到單字。
‧Discover 單元
1. 請學生先看課本上的圖片，讓學生猜猜這是車還是
船。
2. 教師帶念句子，並解釋此為水陸兩用公車。
【練習活動】
進行活動「看誰手腳快？」
。
【句型教學】
Sentence Pattern A
A. Listen and say.
引導學生將本課單字代入句型中，進行問答練習。
B. Look and say.
兩人一組輪流用句型進行問答練習。
Sentence Pattern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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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D
2. Super E-Book
3. 單字圖卡
4. 單字卡

1. 活動式評
量
2. 紙筆評量
3. 課堂觀察
4. 口語評量
5. 作業評量

【家政教育】
3-3-4 認識並能運用
社區資源。
【性別平等教育】
1-3-4 瞭解世界上不
同的群體、文化和國
家，能尊重欣賞其差
異。
【環境教育】
3-3-2 能主動親近並
關懷學校與社區的
環境，並透過對於相
關環境議題的瞭
解，體會環境權的重
要。

*3-1-8 能藉圖畫、圖示等視覺輔助，閱讀 問答。
並瞭解簡易故事及兒童短劇中的大致內
容。
4-1-3 能臨摹抄寫課堂中習得的詞彙。
4-1-4 能臨摹抄寫課堂中習得的句子。
4-1-5 能拼寫一些基本常用字詞(至少 180
個)。
4-1-6 能依圖畫、圖示填寫重要字詞。
4-1-7 能掌握英文書寫格式寫出簡單的句
子。
5-1-2 能聽懂及辨識課堂中所習得的英語
詞彙。
5-1-3 在聽讀時，能辨識書本中相對應的書
寫文字。
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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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5 能聽懂日常生活應對中常用語句，並
能作適當的回應。
5-1-6 能運用字母拼讀法(phonics)。
*5-1-7 能依文字或口語提示寫出重要字
詞。
6-1-1 樂於參與各種課堂練習活動。
6-1-2 樂於回答教師或同學所提的問題。
6-1-3 對於教師的說明與演示，能集中注意
力。
6-1-4 主動預習、溫習功課。
6-1-9 在生活中有使用英語機會時，樂於嘗
試。
6-1-12 樂於參與有助提升英語能力的活
動。
6-1-13 能認真完成教師交待的作業。
7-1-4 能認識外國風土民情。

一、瞭解自我與發
複習 Revi 展潛能

1-1-2 能聽辨英語的子音與母音。
1-1-3 能聽辨課堂中所習得的詞彙。
1-1-4 能聽辨句子的語調。

1. 複習 Units 1
～2 單字與句

A. Listen and say.
引導學生將本課單字代入句型中，進行問答練習。
B. Listen and check.
播放 CD / Super E-Book，請學生仔細聽，依據內容
將對應的交通工具打勾。
【故事對話教學】
1. 請學生看課本或播放 Super E-Book，請學生猜一猜
並說說看故事內容。
2. 教師帶念並解說故事內容。
3. 教師可提問相關問題。
4. 再次帶念課文。
【練習活動】
進行活動「上台說故事」。
【文法教學】
1. 請學生看課本或播放 Super E-Book，請學生試著說
一說圖意。
2. 教導學生助動詞 can / can’t 的用法。
3. 講解文法表格中的句子，並帶全班念讀。
4. 請學生完成 Try it. 練習題，然後全班一起訂正答案。
【練習活動】
進行活動「步步高升」。
【閱讀技巧教學】
A. Listen and read.
1. 讓學生聆聽短文內容。
2. 利用情境圖簡單講解內容。
3. 教師可提問，確認學生已經了解內容。
B. Number the sentence in the correct order from one to
five.
1.教師依照時間先後，敘述自己一天的活動，再請學
生說說自己一天的行程。
2. 請學生完成 B 大題後，全班一起核對答案。
【跨領域教學】
1. 教師提問學生是否知道其他國家有沒有捷運？
2. 解說課本圖片內容，並介紹各國大眾交通工具。
3. 請學生查察各國大眾交通工具的相關資料，並在課
堂上跟其他同學分享。
【字母拼讀教學】
1. 教導 i_e, ie, 和 y 的發音及字母拼讀單字。
3. 帶念 Listen and chant. 句子。
4. 帶念 Listen and say. 韻文。
5. 進行 Listen and circle. / Listen, point, and say. 練習。
【練習活動】
進行活動「發音心臟病」。
【單字句型複習】
A. Listen and number..
1. 播放 CD / Super E-Book，請學生仔細聽，依序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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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D
2. Super E-Book

1. 活動式評

【家政教育】
3-3-4 認識並能運用
社區資源。

單元 ew 1 二、欣賞、表現與
創新
一、二
四、表達、溝通與
之內
分享
容

五、尊重、關懷與
團隊合作
六、文化學習與國
際瞭解

1-1-5 能聽辨課堂中所習得的字詞、片語及
句子的重音。
1-1-8 能聽懂簡易句型的句子。
1-1-9 能聽懂簡易的日常生活對話。
2-1-3 能說出課堂中所習得的詞彙。
2-1-4 能以正確的語調說出簡易句型的句
子。
2-1-9 能作簡單的提問、回答和敘述。
2-1-11 能以所習得的英語看圖說話。
3-1-2 能辨識課堂中習得的詞彙。
3-1-5 能看懂簡單的句子。
3-1-7 能朗讀課本中的對話和故事。
4-1-3 能臨摹抄寫課堂中習得的詞彙。
4-1-4 能臨摹抄寫課堂中習得的句子。
4-1-5 能拼寫一些基本常用字詞(至少 180
個)。
4-1-6 能依圖畫、圖示填寫重要字詞。
4-1-7 能掌握英文書寫格式寫出簡單的句
子。
5-1-2 能聽懂及辨識課堂中所習得的英語
詞彙。
5-1-3 在聽讀時，能辨識書本中相對應的書
寫文字。
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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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5 能聽懂日常生活應對中常用語句，並
能作適當的回應。
5-1-6 能運用字母拼讀法(phonics)。
*5-1-7 能依文字或口語提示寫出重要字
詞。
6-1-1 樂於參與各種課堂練習活動。
6-1-2 樂於回答教師或同學所提的問題。
6-1-3 對於教師的說明與演示，能集中注意
力。
6-1-4 主動預習、溫習功課。
6-1-9 在生活中有使用英語機會時，樂於嘗
試。
6-1-12 樂於參與有助提升英語能力的活
動。
6-1-13 能認真完成教師交待的作業。

型。
2. 複習 Units 1
～2 故事。

聽到的內容標上號碼。
2. 請學生說出答案並依照圖片造句。
【練習活動】
進行活動「你要去哪裡？」
。
【短文閱讀教學】
A. Listen and read.
1. 播放 CD / Super E-Book，請學生一邊聽一邊將聽
到的 Units 1～2 單字圈起來。
2. 帶領學生跟念句子並講解句意，並提問問題。
3. 請學生自行朗讀短文，徵求志願者上臺朗誦。
B. Read, look, and check.
請學生依照文章內容回答問題；敘述正確的在 True
的格子裡打勾，錯誤的在 False 格子裡打勾。
【字母拼讀複習】
1. 利用字母拼讀單字卡複習
Units 1～2 的字母拼讀單字。
2. 將學生分成兩組，兩組須輪流並快速念出教師手中
的字母拼讀單字卡。
3. 設定一組字母發音為炸彈，如：ai，當看到 ai 的
字母拼讀單字時，則不能發出聲音。
4. 請學生看情境圖，說出看到的字母拼讀單字。
5. 播放 CD / Super E-Book，請學生仔細聽，依序將
聽到的字母拼讀單字標上號碼。
【字母拼讀複習】
1. 教師將字母拼讀單字卡散落在教室的地板上。
2. 教室中央放三張椅子，並貼上 ay, ea,和 y。
3. 請學生來挑戰，將地上的字母拼讀單字卡撿起後念
一次，再放到對應的椅子。
4. 教師計時，學生完成後，請下一位同學挑戰。
【字母拼讀複習】
1. 教師在黑板上畫一個井字圖。
2. 全班分兩組，兩組猜拳，贏的組別先開始。
3. 教師說一個字母拼讀單字，如：bike，贏的組別上臺
選定一格寫下單字，若正確則佔領該格；若錯誤，則擦
掉該字，換另一組進行。
4. 兩隊輪流，先連成一條線的組別獲勝。
【歌謠韻文教學】
1. 教師先播放 CD / Super E-Book，帶念韻文並簡單
解釋其意思。
2. 教師再次播放 CD / Super E-Book，讓學生聆聽後，
完成標號。
3. 將班上分成兩組輪流念。
4. 教師亦可請學生改歌詞，並請學生上台表演。
【國際文化延伸教學】
1. 介紹莫札特。
2. 播放 CD / Super E-Book，告訴學生莫札特到皇宮
表演卻遇到考驗的故事。
3. 請學生說說看故事心得並分享自己聽過的莫札特
故事。
【歌謠韻文教學】

3. 單字圖卡
4. 單字卡

量
2. 紙筆評量
3. 課堂觀察
4. 口語評量
5. 作業評量

【性別平等教育】
1-3-4 瞭解世界上不
同的群體、文化和國
家，能尊重欣賞其差
異。
【環境教育】
3-3-2 能主動親近並
關懷學校與社區的
環境，並透過對於相
關環境議題的瞭
解，體會環境權的重
要。

一、瞭解自我與發
展潛能
二、欣賞、表現與
創新
三、生涯規劃與終
身學習
四、表達、溝通與
分享
五、尊重、關懷與
團隊合作
六、文化學習與國
Unit 際瞭解
3
Face
科目
the
Mus
ic

1-1-2 能聽辨英語的子音與母音。
1-1-3 能聽辨課堂中所習得的詞彙。
1-1-4 能聽辨句子的語調。
1-1-5 能聽辨課堂中所習得的字詞、片語及
句子的重音。
1-1-8 能聽懂簡易句型的句子。
1-1-9 能聽懂簡易的日常生活對話。
*1-1-11 能聽懂簡易兒童故事及兒童短劇
的大致內容。
2-1-3 能說出課堂中所習得的詞彙。
2-1-4 能以正確的語調說出簡易句型的句
子。
2-1-9 能作簡單的提問、回答和敘述。
2-1-11 能以所習得的英語看圖說話。
*2-1-12 能進行簡易的角色扮演(role play)。
3-1-2 能辨識課堂中習得的詞彙。
3-1-4 能辨識歌謠、韻文、故事中的常用字
詞。
3-1-5 能看懂簡單的句子。
3-1-7 能朗讀課本中的對話和故事。
*3-1-8 能藉圖畫、圖示等視覺輔助，閱讀
並瞭解簡易故事及兒童短劇中的大致內
容。
4-1-3 能臨摹抄寫課堂中習得的詞彙。
4-1-4 能臨摹抄寫課堂中習得的句子。
4-1-5 能拼寫一些基本常用字詞(至少 180
個)。
4-1-6 能依圖畫、圖示填寫重要字詞。
4-1-7 能掌握英文書寫格式寫出簡單的句
子。
5-1-2 能聽懂及辨識課堂中所習得的英語
詞彙。
5-1-3 在聽讀時，能辨識書本中相對應的書
寫文字。
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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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能詢問並回
答最喜愛的科
目。
2. 能熟練本課單
字 art, Chinese,
English, math,
music, PE,
science, social
studies 與句型
What’s your
favorite subject?
My favorite
subject is
English. ; What’s
his / her favorite
subject? His / Her
favorite subject is
science. 的問答。

1. 教師先播放 CD / Super E-Book，帶念韻文並簡單
解釋其意思。
2. 教師再次播放 CD / Super E-Book，讓學生聆聽後，
完成標號。
3. 將班上分成兩組輪流念。
4. 教師亦可請學生改歌詞，並請學生上台表演。
【國際文化延伸教學】
1. 介紹維也納金色大廳。
2. 播放 CD / Super E-Book，帶學生認識維也納，以
及著名的金色大廳。
3. 帶念課本上句子。
【單字教學】
A. Listen and say.
播放 CD/Super E-Book 帶念單字。
B. Circle your favorite subject and tell your classmates.
請學生圈出自己最喜歡的科目，並告訴相鄰的同學，
自己最喜歡的科目是哪個。
‧Discover 單元
1. 請學生猜猜看哪個水杯敲擊後，所發出的音調最
高。
2. 問學生知不知道為什麼敲擊水杯會有高低不同的
音調。
【練習活動】
進行活動「支援前線」。
【句型教學】
Sentence Pattern A
A. Listen and say.
引導學生將本課單字代入句型中，進行問答練習。
B. Ask and circle.
請學生找班上三位同學進行問答練習。
Sentence Pattern B
A. Listen and say.
引導學生將本課單字代入句型中，進行問答練習。
B. Listen and match.
請學生聽 Super E-Book 或 CD，依據聽力內容將人物
與科目連起來。
【故事對話教學】
1. 請學生看課本或播放 Super E-Book，請學生猜一猜
並說說看故事內容。
2. 教師帶念並解說故事內容。
3. 教師可提問相關問題。
4. 再次帶念課文。
【練習活動】
進行活動「內容大還原」。
【文法教學】
1. 請學生看課本或播放 Super E-Book，認識主格與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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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D
2. Super E-Book
3. 單字圖卡
4. 單字卡

1. 活動式評
量
2. 紙筆評量
3. 課堂觀察
4. 口語評量
5. 作業評量

【生涯發展教育】
2-2-1 培養良好的人
際互動能力。
3-2-2 學習如何解決
問題及做決定。
【性別平等教育】
1-3-4 瞭解世界上不
同的群體、文化和國
家，能尊重欣賞其差
異。
2-3-2 瞭解自己的興
趣、性向、價值觀及
人格特質所適合發
展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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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6 能運用字母拼讀法(phonics)。
*5-1-7 能依文字或口語提示寫出重要字
詞。
6-1-1 樂於參與各種課堂練習活動。
6-1-2 樂於回答教師或同學所提的問題。
6-1-3 對於教師的說明與演示，能集中注意
力。
6-1-4 主動預習、溫習功課。
6-1-9 在生活中有使用英語機會時，樂於嘗
試。
6-1-12 樂於參與有助提升英語能力的活
動。
6-1-13 能認真完成教師交待的作業。
7-1-4 能認識外國風土民情。

一、瞭解自我與發
Unit 展潛能
4
Don’
t Be

二、欣賞、表現與
創新
三、生涯規劃與終
身學習

休閒
a
活動
Cou
ch

四、表達、溝通與
分享
五、尊重、關懷與
團隊合作

Pota 六、文化學習與國
to

際瞭解

有格的關係。
2. 教導學生代名詞所有格的用法及意思，要表示對某
一事物或人的所有權就會運用人稱代名詞的所有格，各
個主格對應不同的所有格：I（我）→ my（我的）
、you
（你） → your（你的）、he（他）→ his（他的）、she
（她）→ her（她的）、we（我們）→ our（我們的）、
they（他們）→ their（他們的）。
3. 講解文法表格中的句子，並帶全班念讀。
4. 請學生完成 Try it. 練習題，然後全班一起訂正答案。
【練習活動】
進行活動「小小調查員」。
【閱讀技巧教學】
A. Listen and read.
1. 讓學生聆聽短文內容。
2. 利用情境圖簡單講解內容。
3. 教師可提問，確認學生已經了解內容。
B. Finish the diagram.
引導學生完成文氏圖。
【跨領域教學】
1. 請學生說說體育課都做什麼活動。
2. 教師解說課本內容，並介紹冰上曲棍球及裝備。
3. 問學生是否想體驗這項活動和原因。
【字母拼讀教學】
2. 教導 o_e, oa 和 ow 的發音及字母拼讀單字。
3. 帶念 Listen and chant. 句子。
4. 帶念 Listen and say. 韻文。
5. 進行 Listen and circle / Listen, point, and say. 練習。
【練習活動】
進行活動「坐坐樂」
。
1-1-2 能聽辨英語的子音與母音。
【單字教學】
1. 能詢問並回
1-1-3 能聽辨課堂中所習得的詞彙。
A. Listen and say.
答放學後的休
1-1-4 能聽辨句子的語調。
播放 CD/Super E-Book 帶念單字。
閒活動。
1-1-5 能聽辨課堂中所習得的字詞、片語
B.
Listen and circle.
2. 能熟練本課
及句子的重音。
播放 CD/Super E-Book，學生根據聽到的內容，圈選聽
單字 do
1-1-8 能聽懂簡易句型的句子。
到單字。
homework,
1-1-9 能聽懂簡易的日常生活對話。
‧Discover 單元
*1-1-11 能聽懂簡易兒童故事及兒童短劇 listen to music,
1. 教師請學生看課本上的圖片，說說看圖中的人物在
的大致內容。
play sports, read 做什麼。
2-1-3 能說出課堂中所習得的詞彙。
books, surf the
2. 教師請學生猜猜看要怎麼用英語表達整天玩電腦
2-1-4 能以正確的語調說出簡易句型的句
Internet, walk
的人。
子。
the dog, watch
【練習活動】
2-1-9 能作簡單的提問、回答和敘述。
進行活動「積分大賽」。
TV 與句型
2-1-11 能以所習得的英語看圖說話。
*2-1-12 能進行簡易的角色扮演(role play)。 What do you do 【句型教學】
Sentence Pattern A
3-1-2 能辨識課堂中習得的詞彙。
after school? I
3-1-4 能辨識歌謠、韻文、故事中的常用 walk the dog. Do A. Listen and say.
字詞。
引導學生將本課單字代入句型中，進行問答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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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D
2. Super E-Book
3. 單字圖卡
4. 單字卡

1. 活動式評
量
2. 紙筆評量
3. 課堂觀察
4. 口語評量
5. 作業評量

【家政教育】
3-3-6 利用科技蒐集
生活相關資訊。
【性別平等教育】
1-3-4 瞭解世界上不
同的群體、文化和國
家，能尊重欣賞其差
異。
【資訊教育】
2-3-2 能操作及應用
電腦多媒體設備。
4-3-5 能利用搜尋引
擎及搜尋技巧尋找
合適的網路資源。

一、瞭解自我與發
複習 Revi 展潛能

3-1-5 能看懂簡單的句子。
3-1-7 能朗讀課本中的對話和故事。
*3-1-8 能藉圖畫、圖示等視覺輔助，閱讀
並瞭解簡易故事及兒童短劇中的大致內
容。
4-1-3 能臨摹抄寫課堂中習得的詞彙。
4-1-4 能臨摹抄寫課堂中習得的句子。
4-1-5 能拼寫一些基本常用字詞(至少 180
個)。
4-1-6 能依圖畫、圖示填寫重要字詞。
4-1-7 能掌握英文書寫格式寫出簡單的句
子。
5-1-2 能聽懂及辨識課堂中所習得的英語
詞彙。
5-1-3 在聽讀時，能辨識書本中相對應的
書寫文字。
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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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5 能聽懂日常生活應對中常用語句，
並能作適當的回應。
5-1-6 能運用字母拼讀法(phonics)。
*5-1-7 能依文字或口語提示寫出重要字
詞。
6-1-1 樂於參與各種課堂練習活動。
6-1-2 樂於回答教師或同學所提的問題。
6-1-3 對於教師的說明與演示，能集中注
意力。
6-1-4 主動預習、溫習功課。
6-1-9 在生活中有使用英語機會時，樂於
嘗試。
6-1-12 樂於參與有助提升英語能力的活
動。
6-1-13 能認真完成教師交待的作業。
7-1-4 能認識外國風土民情。

you read books
after school?
Yes, I do. / No, I
don’t. I do
homework. 的
問答。

1-1-2 能聽辨英語的子音與母音。
1-1-3 能聽辨課堂中所習得的詞彙。
1-1-4 能聽辨句子的語調。

1. 複習 Units 3
～4 單字與句

B. Ask two friends. Check their answers.
請學生另找兩位同學進行問答練習，並記錄下對方的答
案。
Sentence Pattern B
A. Listen and say.
引導學生將本課單字代入句型中，進行問答練習。
B. Listen and number.
播放 CD / Super E-Book，請學生仔細聽，依序編號。
【故事對話教學】
1. 請學生看課本或播放 Super E-Book，請學生猜一猜
並說說看故事內容。
2. 教師帶念並解說故事內容。
3. 教師可提問相關問題。
4. 再次帶念課文。
【練習活動】
進行活動「句子刪除戰」。
【文法教學】
1. 請學生看課本或播放 Super E-Book，請學生試著說
一說圖意。
2. 教導學生第三人稱動詞加 s 或 es 的用法。
3. 講解文法表格中的句子，並帶全班念讀。
4. 請學生完成 Try it. 練習題，然後全班一起訂正答案。
【練習活動】
進行活動「課後活動大調查」。
【閱讀技巧教學】
A. Listen and read.
1. 讓學生聆聽短文內容。
2. 利用情境圖簡單講解內容。
3. 教師可提問，確認學生已經了解內容。
B. Finish the diagram.
引導學生完成心智圖。
【跨領域教學】
1. 請學生說說覺得上網是否是件安全的休閒活動。
2. 教師解說課本內容，並介紹網路安全小秘訣。
3. 問學生是否知道其他網路安全小秘訣。
【字母拼讀教學】
1. 教導 u_e, u_e, ue, ui 的發音及字母拼讀單字。
3. 帶念 Listen and chant. 句子。
4. 帶念 Listen and say. 韻文。
5. 進行 Listen and number. / Listen, point, and say. 練
習。
【練習活動】
進行活動「小心地雷」。
【單字句型複習】
A. Listen and number..
1. 播放 CD / Super E-Book，請學生仔細聽，依序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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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D
2. Super E-Book

1. 活動式評

【家政教育】
3-3-6 利用科技蒐集
生活相關資訊。

1-1-5 能聽辨課堂中所習得的字詞、片語
及句子的重音。
1-1-8 能聽懂簡易句型的句子。
1-1-9 能聽懂簡易的日常生活對話。
2-1-3 能說出課堂中所習得的詞彙。
2-1-4 能以正確的語調說出簡易句型的句
子。
2-1-9 能作簡單的提問、回答和敘述。
2-1-11 能以所習得的英語看圖說話。
3-1-2 能辨識課堂中習得的詞彙。
六、文化學習與國
3-1-5 能看懂簡單的句子。
3-1-7 能朗讀課本中的對話和故事。
際瞭解
4-1-3 能臨摹抄寫課堂中習得的詞彙。
4-1-4 能臨摹抄寫課堂中習得的句子。
4-1-5 能拼寫一些基本常用字詞(至少 180
個)。
4-1-6 能依圖畫、圖示填寫重要字詞。
4-1-7 能掌握英文書寫格式寫出簡單的句
子。
5-1-2 能聽懂及辨識課堂中所習得的英語
詞彙。
5-1-3 在聽讀時，能辨識書本中相對應的
書寫文字。
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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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5 能聽懂日常生活應對中常用語句，
並能作適當的回應。
5-1-6 能運用字母拼讀法(phonics)。
*5-1-7 能依文字或口語提示寫出重要字
詞。
6-1-1 樂於參與各種課堂練習活動。
6-1-2 樂於回答教師或同學所提的問題。
6-1-3 對於教師的說明與演示，能集中注
意力。
6-1-4 主動預習、溫習功課。
6-1-9 在生活中有使用英語機會時，樂於
嘗試。
6-1-12 樂於參與有助提升英語能力的活
動。
6-1-13 能認真完成教師交待的作業。
7-1-4 能認識外國風土民情。

ew 2 二、欣賞、表現與
創新
三、第
三、生涯規劃與終
身學習
四課
四、表達、溝通與
內容
分享
五、尊重、關懷與
團隊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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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習 Final 一、瞭解自我與發
展潛能
單元 Revi 二、欣賞、表現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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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能聽辨英語的子音與母音。
1-1-3 能聽辨課堂中所習得的詞彙。
1-1-4 能聽辨句子的語調。
1-1-5 能聽辨課堂中所習得的字詞、片語
及句子的重音。

型。
2. 複習 Units 3
～4 故事。
3. 複習 Units 1
～4 字母拼讀規
則與字母拼讀
單字。

1. 複習 Units 1
～4 單字與句
型。
2. 複習 Units 1

聽到的內容標上號碼。
2. 請學生說出答案並依照圖片造句。
【練習活動】
進行活動「猜猜我是誰」。
【短文閱讀教學】
A. Listen and read.
1. 播放 CD / Super E-Book，請學生一邊聽一邊將聽
到的 Units 3～4 單字圈起來。
2. 帶領學生跟念句子並講解句意，並提問問題。
3. 請學生自行朗讀短文，徵求志願者上臺朗誦。
B. Read and choose.
請學生依照短文，選出正確的選項。
【字母拼讀複習】
1. 教師備齊 Work Bank 裡的字母拼讀單字卡，帶全班
一起複習發音規則。
2. 請學生將 Work Bank 裡的單字填入表格中。
3. 教師抽出字卡，請全班一起念出該單字，並在表格
中畫掉該字。
4. 連成線的學生，需舉手喊出 Bingo!
【歌謠韻文教學】
1. 教師先播放 CD / Super E-Book，帶念韻文並簡單
解釋其意思。
2. 教師再次播放 CD / Super E-Book，讓學生聆聽後，
完成標號。
3. 將班上分成兩組輪流念。
4. 教師亦可請學生改歌詞，並請學生上台表演。
【國際文化延伸教學】
1. 介紹居禮夫人。
2. 播放 CD / Super E-Book，帶學生了解居禮夫人以
及她的小故事
【歌謠韻文教學】
1. 教師先播放 CD / Super E-Book，帶念韻文並簡單
解釋其意思。
2. 教師再次播放 CD / Super E-Book，讓學生聆聽後，
完成標號。
3. 將班上分成兩組輪流念。
4. 教師亦可請學生改歌詞，並請學生上台表演。
【國際文化延伸教學】
1. 介紹波蘭餃子。
2. 播放 CD / Super E-Book，帶學生念相關單字。
3. 請學生分享波蘭餃子的特色。
【綜合應用活動】
1. 教師拿出 U1, U4 單字圖卡複習單字。
2. 教師引導學生思考，如果可以設計一個城市，自己
的城市會長什麼樣子。
3. 簡單介紹製作流程，完成後，請學生寫出簡短的作

3. 單字圖卡
4. 單字卡
5. 字母拼讀單
字卡

量
2. 紙筆評量
3. 課堂觀察
4. 口語評量
5. 作業評量

【資訊教育】
2-3-2 能操作及應用
電腦多媒體設備。
4-3-5 能利用搜尋引
擎及搜尋技巧尋找合
適的網路資源。
【生涯發展教育】
2-2-1 培養良好的人
際互動能力。
3-2-2 學習如何解決
問題及做決定。
【性別平等教育】
1-3-4 瞭解世界上不
同的群體、文化和國
家，能尊重欣賞其差
異。
2-3-2 瞭解自己的興
趣、性向、價值觀及
人格特質所適合發
展的方向。

2

1. CD
2. Super E-Book
3. 單字圖卡
4. 單字卡

1. 活動式評
量
2. 紙筆評量

【家政教育】
3-3-6 利用科技蒐集
生活相關資訊。
【資訊教育】
2-3-2 能操作及應用

四之
內容

三、生涯規劃與終
身學習
四、表達、溝通與
分享
五、尊重、關懷與
團隊合作
六、文化學習與國
際瞭解

1-1-8 能聽懂簡易句型的句子。
1-1-9 能聽懂簡易的日常生活對話。
2-1-3 能說出課堂中所習得的詞彙。
2-1-4 能以正確的語調說出簡易句型的句
子。
2-1-9 能作簡單的提問、回答和敘述。
2-1-11 能以所習得的英語看圖說話。
3-1-2 能辨識課堂中習得的詞彙。
3-1-5 能看懂簡單的句子。
3-1-7 能朗讀課本中的對話和故事。
4-1-3 能臨摹抄寫課堂中習得的詞彙。
4-1-4 能臨摹抄寫課堂中習得的句子。
4-1-5 能拼寫一些基本常用字詞(至少 180
個)。
4-1-6 能依圖畫、圖示填寫重要字詞。
4-1-7 能掌握英文書寫格式寫出簡單的句
子。
5-1-2 能聽懂及辨識課堂中所習得的英語
詞彙。
5-1-3 在聽讀時，能辨識書本中相對應的
書寫文字。
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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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5 能聽懂日常生活應對中常用語句，
並能作適當的回應。
5-1-6 能運用字母拼讀法(phonics)。
*5-1-7 能依文字或口語提示寫出重要字
詞。
6-1-1 樂於參與各種課堂練習活動。
6-1-2 樂於回答教師或同學所提的問題。
6-1-3 對於教師的說明與演示，能集中注
意力。
6-1-4 主動預習、溫習功課。
6-1-9 在生活中有使用英語機會時，樂於
嘗試。
6-1-12 樂於參與有助提升英語能力的活
動。
6-1-13 能認真完成教師交待的作業。
7-1-4 能認識外國風土民情。

～4 故事。

品介紹。
4. 學生完成後，將自己的作品介紹給同學。
【單字句型複習】
A. Listen and number..
播放 CD / Super E-Book，請學生仔細聽，依序將聽
到的內容標上號碼。
【練習活動】
進行活動「護送小河馬」

3. 課堂觀察
4. 口語評量

電腦多媒體設備。
4-3-5 能利用搜尋引
擎及搜尋技巧尋找
合適的網路資源。
【生涯發展教育】
2-2-1 培養良好的人
際互動能力。
3-2-2 學習如何解決
問題及做決定。
【性別平等教育】
1-3-4 瞭解世界上不
同的群體、文化和國
家，能尊重欣賞其差
異。
2-3-2 瞭解自己的興
趣、性向、價值觀及
人格特質所適合發
展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