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第二學習階段 

 

內容標準與課綱之對應 

內容標準 
學習表現 表現描述(A等級) 

主題 次主題 

聆聽能力 

1.語音聽辨 

1-Ⅱ-1 能聽辨26個字母。 

1-Ⅱ-2 能聽辨英語的子音、母音及其基本的組合。 

1-Ⅱ-3 能聽辨字詞是單音節或多音節。 

1-Ⅱ-4 能聽辨句子的語調。 

1-Ⅱ-5 能聽辨課堂中所學的片語、句子及其重音。 

1-Ⅱ-6 能聽辨句子中的節奏。 

1-Ⅱ-7 能聽懂課堂中所學的字詞。 

1-Ⅱ-8 能聽懂簡易的教室用語。 

1-Ⅱ-9 能聽懂簡易的日常生活用語。 

1-Ⅱ-10 能聽懂簡易句型的句子。 

 能指出所聽到的字母。(最高為 B等級) 
 
 能指出子音、母音及其基本組合。 
 
 能指出字詞是單音節或多音節，並指出多音節字詞的
重音節。 

 

 能指出句子的語調及重音。 

2.音訊理解 

 能指出句中關鍵字詞片語的意義。 
 
 能對聽到的語句做出適當的回應。 
 

 能指出明確說出的語音訊息。 

口說能力 

1.發音朗讀 
2-Ⅱ-1 能說出26個字母。 

2-Ⅱ-2 能唸出英語的語音。 

2-Ⅱ-3 能說出課堂中所學的字詞。 

2-Ⅱ-4 能使用簡易的教室用語。 

2-Ⅱ-5 能使用簡易的日常生活用語。 

2-Ⅱ-6 能以正確的發音及適切的語調說出簡易句型的句子。 

5-Ⅱ-3 能以正確的發音及適切的速度朗讀簡易句型的子。 

 能唸出字詞中與字母相對應的發音。(最高為 B等級) 

 

 能唸出單音節字彙。 
 
 能以適切的發音及速度朗讀簡易句型的句子。 

2.口語表達 

 能說出 26個字母。(最高為 B等級) 
 
 能以適切的發音及語調說出字詞語句。 

 

 能運用所學句型做表達。 

 

 能使用達意的字詞語句，說出切合主題或情境的內容。 



閱讀能力 

1. 字詞 3-Ⅱ-1 能辨識26個印刷體大小寫字母。 

3-Ⅱ-2 能辨識課堂中所學的字詞。 

3-Ⅱ-3 能看懂課堂中所學的句子。 

 能指出 26個印刷體大小寫字母。(最高為 B等級) 

 

 能指出對應的字詞。(最高為 B等級) 

2. 文句  能指出明確敘述的訊息。 

書寫能力 

1.字句抄寫 
4-Ⅱ-1 能書寫26個印刷體大小寫字母。 

4-Ⅱ-2 能書寫自己的姓名。 

4-Ⅱ-3 能臨摹抄寫課堂中所學的字詞。 

4-Ⅱ-4 能臨摹抄寫課堂中所學的句子。 

 能抄寫所習得的字詞及句子。 

2.字句表達 

 能書寫 26個印刷體大小寫字母。(最高為 B等級) 

 

 能書寫自己的姓名。(最高為 B等級) 

 

 能依提示寫出字詞及簡易句子。 

學習內容 

主題 項目 學習內容 

A. 

語言知識 

a.字母 
Aa-Ⅱ-1 字母名稱。 

Aa-Ⅱ-2 印刷體大小寫字母的辨識及書寫。 

b.語音 

Ab-Ⅱ-1 子音、母音及其組合。 

Ab-Ⅱ-2 單音節、多音節，及重音音節。 

Ab-Ⅱ-3 片語及句子的重音。 

Ab-Ⅱ-4 所學的字母拼讀規則(含看字讀音、聽音拼字)。 

c.字詞 

Ac-Ⅱ-1 簡易的教室用語。 

Ac-Ⅱ-2 簡易的生活用語。 

Ac-Ⅱ-3 第二學習階段所學字詞。 

d.句構  

e.篇章  

B.溝通功能  B-Ⅱ-1 第二學習階段所學字詞及句型的生活溝通。 

C. 

文化與 

習俗 

 
C-Ⅱ-1 國內(外)招呼方式。 

C-Ⅱ-2 國內外主要節慶習俗。 

D.思考能力  D-Ⅱ-1 所學字詞的簡易歸類。 



第三學習階段 

內容標準與課綱之對應 

內容標準 
學習表現 表現描述(A等級) 

主題 次主題 

聆聽能力 

1.語音聽辨 

1-Ⅲ-1 能聽辨英語的子音、母音及其不同的組合。 

1-Ⅲ-2 能聽辨字詞是單音節或多音節，並辨識重音的音節。 

1-Ⅲ-3 能聽辨句子的語調。 

1-Ⅲ-4 能聽辨課堂中所學的片語、句子及其重音。 

1-Ⅲ-5 能聽辨句子中的節奏。 

1-Ⅲ-6 能聽懂課堂中所學的字詞。 

1-Ⅲ-7 能聽懂簡易的教室用語。 

1-Ⅲ-8 能聽懂簡易的日常生活用語。 

1-Ⅲ-9 能聽懂簡易句型的句子。 

1-Ⅲ-10 能聽懂簡易的日常生活對話。 

1-Ⅲ-11 能聽懂簡易歌謠和韻文的主要內容。 

1-Ⅲ-12 能聽懂簡易故事及短劇的主要內容。 

1-Ⅲ-13 能辨識簡易句子語調所表達的情緒和態度。 

1-Ⅲ-14 能了解簡易歌謠、韻文的節奏與音韻。 

 能指出子音、母音及其不同組合。 
 
 能指出字詞是單音節或多音節，並指出多音節字
詞的重音節。(最高為 B等級) 

 

 能指出句子的語調、重音以及簡易歌謠韻文的音

韻或節奏。 

2.音訊理解 

 能指出句中關鍵字詞片語的意義。(最高為 B等
級) 

 
 能對聽到的語句做出適當的回應。(最高為 B等
級) 

 

 能指出明確說出的語音訊息，並能整合訊息推知

隱含意思。 

口說能力 1.發音朗讀 

2-Ⅲ-1 能唸出英語的語音。 

2-Ⅲ-2 能說出課堂中所學的字詞。 

2-Ⅲ-3 能以簡單的英語介紹自己。 

 能唸出多音節字詞。 

 
 

 能以適切的發音及語調，流暢地唸出語句及簡易

篇章。 



2.口語表達 

2-Ⅲ-4 能以簡單的英語介紹家人和朋友。 

2-Ⅲ-5 能使用簡易的教室用語。 

2-Ⅲ-6 能使用簡易的日常生活用語。 

2-Ⅲ-7 能作簡易的回答和描述。 

2-Ⅲ-8 能作簡易的提問。 

2-Ⅲ-9 能以正確的發音及適切的語調說出簡易句型的句子。 

2-Ⅲ-10 能複誦和吟唱簡易的歌謠韻文。 

2-Ⅲ-11 能進行簡易的角色扮演。 

5-Ⅲ-5 能以正確的發音及適切的速度朗讀簡易句型的句子。 

5-Ⅲ-6 能以正確的發音及適切的速度朗讀或吟唱簡易歌謠韻文。 

5-Ⅲ-7 能以正確的發音及適切的速度朗讀簡易對話。 

5-Ⅲ-8 能以正確的發音及適切的速度朗讀簡易故事及短劇。 

 能使用母語人士慣用的適切字詞語句，說出切合
主題或情境的內容，且語意通順。 

 

 能以適切的發音、語調說出字詞語句。 

 

 能運用所學句型做表達。 

閱讀能力 

1.字詞 
3-Ⅲ-1 能辨識課堂中所學的字詞。 

3-Ⅲ-2 能看懂校園內簡易的英文標示。 

3-Ⅲ-3 能看懂教室用語。 

3-Ⅲ-4 能看懂課堂中所學的句子。 

3-Ⅲ-5 能看懂課堂中所學的簡易對話。 

3-Ⅲ-6 能看懂課堂中所學的簡易短文之主要內容。 

3-Ⅲ-7 能看懂繪本故事的主要內容。 

3-Ⅲ-8 能看懂兒童短劇中的主要內容。 

3-Ⅲ-9 能藉圖畫、標題、書名等作簡易的猜測。 

 能在句中指出對應的關鍵字詞。(最高為 B 等級) 

 

 能依字意對字詞做歸類。 

2.文句 
 能指出明確敘述的訊息，並能整合訊息推知隱含

意思。 

書寫能力 1.字句抄寫 4-Ⅲ-1 能抄寫課堂中所學的字詞。  能抄寫所習得的字詞及句子。(最高為B等級) 



2.字句表達 

4-Ⅲ-2 能抄寫課堂中所學的句子。 

4-Ⅲ-3 能拼寫國小階段基本常用字詞。 

4-Ⅲ-4 能依圖畫、圖示填寫簡單字詞。 

4-Ⅲ-5 能正確使用大小寫及簡易的標點符號。 

4-Ⅲ-6 能書寫課堂中所學的句子。 

 能依提示拼寫字詞片語。(最高為 B等級) 

 

 能依提示運用書寫慣例及語法寫出字詞及簡易句

子，且用字遣詞適切。 

學習內容 

主題 項目 學習內容 

A. 

語言知識 

a.字母  

b.語音 

Ab-Ⅲ-1 子音、母音及其組合。 

Ab-Ⅲ-2 單音節、多音節及重音音節。 

Ab-Ⅲ-3 片語及句子的重音。 

Ab-Ⅲ-4 句子的語調及節奏。 

Ab-Ⅲ-5 所學的字母拼讀規則(含看字讀音、聽音拼字)。 

c.字詞 

Ac-Ⅲ-1 校園內簡易的英文標示。 

Ac-Ⅲ-2 簡易的教室用語。 

Ac-Ⅲ-3 簡易的生活用語。 

Ac-Ⅲ-4 國小階段所學字詞(能聽、讀、說 300字詞，其中必須拼寫 180字詞)。 

d.句構 
Ad-Ⅲ-1 簡易標點符號。 

Ad-Ⅲ-2 簡易、常用的句型結構。 

e.篇章 
Ae-Ⅲ-1 簡易歌謠、韻文、短文、故事及短劇。 

Ae-Ⅲ-2 繪本故事、兒童短劇。 

B.溝通功能  
B-Ⅲ-1 自己、家人及朋友的簡易介紹。 

B-Ⅲ-2 國小階段所學字詞及句型的生活溝通。 

C. 

文化與 

習俗 

 
C-Ⅲ-1 國內(外)招呼方式。 

C-Ⅲ-2 國內外主要節慶習俗。 



D.思考能力  

D-Ⅲ-1 所學字詞的簡易歸類。 

D-Ⅲ-2 故事發展的排序。 

D-Ⅲ-3 依綜合資訊作簡易猜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