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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設計者 服務學校 教案名 教學對象年級 核心素養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1 楊嘉凌 高一

2 王愷琪 高一

3 郭哲良 高一

4 郭哲良 高一

國立竹東高
中

The Warmer It 
Gets, the Worse 
Things Become

總綱 (1-1)
A1 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A2 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A3 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2 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C1 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C2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領綱 (1-2)
英S-U-A2
具備系統性思考與後社思考能力，
善用各種策略，對文本訊息、國內
外文化深入理解，釐清訊息本質與
真偽。提升學習效率與品質，應用
所學解決問題。

1-V-3 能聽懂常用句型的句子。
1-V-12 能聽懂英語新聞報導（影片或廣播
）的主要內容。
2-V-1 能說出課堂中所學的字詞。
2-V-3 能依主題或情境描述事件或回答問
題。
2-V-5 能以清晰英語說出常用句型的句子
。
3-V-5 能看懂常見的句型。
3-V-11 能閱讀不同題材、不同主題的文章
。
4-V-1 能拼寫高中階段基本常用字詞。
5-V-1 能聽懂、讀懂高級中等學校階段基
本字詞，並使用於日常溝通。
5-V-2 能掌握高級中等學校階段所學字詞
及句型，適當地應用於實用情境之溝通。
5-V-4 能針對各類選文，以口語或書面回
答相關問題。

新北市私立
光仁高中

Giving Thanks to 
Family Members

總綱 (1-1)
A1 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B1 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C2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領綱 (1-2)
英S-U-A1 具備積極探究的態 度，
主動探索課外相關資訊，擴展學習
場域，提升個人英語文知能，運用
各種資源，強化自主學習，為終身
學習奠定基礎。
英S-U-B1 具備聽、說、讀、寫的
英語文素養，能連結自身經驗、思
想與價值，運用多樣的字詞及句型
，在多元情境中適切溝通表達及解
決問題。
英S-U-C2 積極參與課內及課 外英
語文團體學習活動，透過團隊合作
，發展個人溝通協調能力及解決問
題的能力。

1-Ⅴ-6 能聽懂英語故事主要內容。
3-Ⅴ-8 能了解故事的內容與情節。
4-Ⅴ-3 能使用正確的體例格式書寫便條、
書信、電子郵件等。

Ae-Ⅴ-1 歌曲、短詩、短文、短劇
、故事。
B-Ⅴ-6 引導式討論。
B-Ⅴ-8 短文、書信的內容及文本
結構。

國立南科國
際實驗高中

Financial Literacy 
(金融理財素養)

總綱 (1-1)
A2 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B1 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2 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C2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領綱 (1-2)
英S-U-C2
積極參與課內及課 外英語文團體
學習活動，透過團隊合作，發展個
人溝通協調能力及解決問題的能力
。

2-V-4 能依主題或情境作簡單的提問。
2-V-5 能以清晰英語說出常用句型的句子
。
2-Ⅴ-8 能以簡易的英語參與引導式討論。
2-Ⅴ-9 能依主題說出具有情節發展及細節
描述的故事或個人經驗。
2-Ⅴ-10 能依主題說出語意連貫且條理分
明的簡短演說、簡報或說明.
3-Ⅴ-12 能利用字詞結構、上下文意、句
型結構及篇章組織推測字詞意義或句子內
容。
3-Ⅴ-13 能熟悉各種閱讀技巧，進行快速
閱讀並有效應用於廣泛閱讀中。
4-Ⅴ-8 能依提示寫出符合主題、語意連貫
且組織完整的段落或說明。

國立南科國
際實驗高中

Words Have Power 
(話語的力量)

總綱 (1-1)
A2 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B1 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2 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C2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領綱 (1-2)
英S-U-B1
具備聽、說、讀、寫的英語文素養
，能連結自身經驗、思想與價值，
運用多樣的字詞及句型，在多元情
境中適切溝通表達及解決問題。

2-V-1 能說出課堂中所學的字詞。
2-V-4 能依主題或情境作簡單的提問。
2-V-5 能以清晰英語說出常用句型的句子
。
3-V-1 能辨識課堂中所學字詞。
3-V-10能從圖畫或圖示猜測字義或推論文
意。
3-Ⅴ-15 能分析及判斷文章內容，了解敘
述者的觀點、態度及寫作目的。
4-Ⅴ-6 能依提示寫出具有情節發展及細節
描述的故事或個人經驗。
*4-Ⅴ-8 能依提示寫出符合主題、語意連貫
且組織完整的段落或說明。
5-V-1 能聽懂、讀懂高級中等學校階段基
本字詞。
5-V-2 能掌握高級中等學校階段所學字詞
及句型，適當地應用於實用情境之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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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謝明宏 高一

6 蔡孟芬 高一

7 曾婉晴 高一

8 陳嫚霓 高一

9 許尹瑄 Procrastination 高一

高雄市立高
雄女中

Unveiling Greek 
Mythology (邂逅希
臘羅馬神話)

總綱 (1-1)
A2 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B1 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C2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領綱 (1-2)
英-J-A2 具備系統性理解與推演的
能力，能釐清文本訊息間的關係進
行推論，並能經由訊息的比較，對
國內外文化的異同有初步的瞭解。
英-J-B1 具備聽、說、讀、寫英語
文的基礎素養，在日常生活常見情
境中，能運用所學字詞、句型及肢
體語言進行適切合宜的溝通與互動
。
英-J-C2 積極參與課內及課外英語
文團體學習活動,培養團隊合作精
神。

1-V-1 能聽懂課堂中學的字詞。
1-V-3 能聽懂常用句型的句子。
1-V-6 能聽懂英語故事主要內容。
2-V-1 能說出課堂中所學的字詞。
2-V-5 能以清晰英語說出常用句型的句子
。
*2-Ⅴ-9能依主題說出具有情節發展及細節
描述的故事或個人經驗。
3-V-5 能看懂常見的句型。
3-V-10能辨識故事的要素，如背景、人物
、事件和結局。
3-Ⅴ-11能閱讀不同體裁、不同主題的文章
。
3-Ⅴ-12能利用字詞結構、上下文意、句型
結構及篇章組織推測字詞意義。
4-Ⅴ-6能依提示寫出具有情節發展及細節
描述的故事或個人經驗。
5-V-1 能聽懂、讀懂高級中等學校階段基
本字詞。
5-V-2 能掌握高級中等學校階段所學字詞
及句型，適當地應用於實用情境之溝通。
5-V-3 能以適當的發音、斷句、節奏、語
調、語氣及速度，朗讀簡易文章或故事。
5-V-5 能轉述簡短談話或故事。
5-V-7 能聽懂日常簡易對話，並能記下要
點。
*5-Ⅴ-13能了解及欣賞不同體裁、不同主
題之文章，並據以發表心得或感想。
*6-Ⅴ-9能欣賞英文字詞的特色與各種文學
作品之美。
7-Ⅴ-2能利用工具書（如字典、百科全書
）或其他線上資源，主動了解所接觸英文
的內容。

臺南市立永
仁高中

A Home-made 
Meal for A Foreign 
Friend

總綱 (1-1)
B1 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領綱 (1-2)
英S-U-B1 具備聽、說、讀、寫的
英語文素養，能連結自身經驗、思
想與價值，運用多樣的字詞及句型
，在多元情境中適切溝通表達及解
決問題。

4-Ⅴ-6 能依提示寫出具有情節發展及細節
描述的故事或個人經驗。
5-Ⅴ-2 能掌握高中階段所學字詞及句型，
適當地使用於日常生活之溝通。
9-Ⅴ-8 能整合資訊，合理規劃

*B-Ⅴ-7 符合情境或場景的自我表
達與人際溝通。
B-Ⅴ-9 有情節發展及細節描述的
故事或個人經 驗。
D-Ⅴ-8 資訊的評估，及任務的規
劃與完成。

臺北市立大
直高中

Human Rights - 
From Zero to One

總綱 (1-1)
A1 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B1 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C1 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領綱 (1-2)
英S-U-B1 具備聽、說、讀、寫的
英語文素養，能連結自身經驗、思
想與價值，運用多樣的字詞及句型
，在多元情境中適切溝通表達及解
決問題。

1-V-1 能聽懂課堂中所學的字詞。
1-V-9 能聽懂英語影片的主要內容。
2-V-1 能說出課堂中所學的字詞。
2-V-3 能依主題或情境描述事件或回答問
題。
2-V-8 能以簡易的英語參與引導式討論。
3-V-8 能了解故事的內容與情節。
3-V-13 能熟悉各種閱讀技巧 (如擷取大意
、推敲文意、預測後續文意 )，進行快速閱
讀並有效應用於廣泛閱讀中。
4-V-1 能拼寫高中階段基本常用字詞。
7-V-2 能利用工具書 (如字典、百科全書 )
或其他線上資源，主動了解所接觸英文的
內容。

Ae-V-1 歌曲、 短詩、短文、短劇
、故事。
Ae-V-8 工具書 (如百科全書 )或其
他線上資源。
B-V-2 高中階段所學字詞及句型的
生活溝通。
D-V-1 多項訊息的比較、歸類、
排序。
D-V-2 兩個訊息關係的釐清。

臺北市立和
平高中

From Where I Live 
– A Gender 
Equality Project for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總綱(1-1)
A2 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B1 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2 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C2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領綱(1-2)
英S-U-A2 具備系統性思考與後社
思考能力，善用各種策略，對文本
訊息、國內外文化深入理解，釐清
訊息本質與真偽。提升學習效率與
品質，應用所學解決問題。

1-V-1 能聽懂課堂中學的字詞。
1-V-3 能聽懂常用句型的句子。
2-V-1 能說出課堂中所學的字詞。
2-V-4 能依主題或情境作簡單的提問。
2-V-5 能以清晰英語說出常用句型的句子
。
2-V-7 能參與簡易的英語短劇表演
2-V-8 能以簡易的英語參與引導式討論
2-V-9 能依主題說出具有情節發展及細節
描述的故事或個人經驗
3-V-1 能辨識課堂中所學字詞。
3-V-5 能看懂常見的句型。
5-V-1 能聽懂、讀懂高級中等學校階段基
本字詞。
5-V-2 能掌握高級中等學校階段所學字詞
及句型，適當地應用於實用情境之溝通。
5-V-3 能以適當的發音、斷句、節奏、語
調、語氣及速度，朗讀簡易文章或故事。
5-V-5 能轉述簡短談話或故事。
5-V-7 能聽懂日常簡易對話，並能記下要
點。

臺北市立和
平高中

總綱 (1-1)
A2 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B1 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C2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5-V-1 能聽懂、讀懂高級中等學校階段基
本字詞。
5-V-2 能掌握高級中等學校階段所學字詞
及句型，適當地應用於實用情境之溝通。
5-V-4 能針對各類選文，以簡易口語或書
面回答相關問題。
5-V-8 能聽懂短篇故事，並能記下要點。
5-V-9 能聽懂簡易廣播，並能記下要點。
7-V-3 能根據課文內容找尋相關資料，強
化學習成效。
7-V-5 能利用文本的結構特色（如轉折語
、陳述次序等），增進文意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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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張瀅蕙 Plan a Trip 高一

11 張渝琪 高一

12 楊佳純 高一

國立羅東高
中

總綱 (1-1)
A1 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B2 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C3 多元文化與國際理解

領綱 (1-2)
英S-U-A1 具備積極探究的態 度，
主動探索課外 相關資訊，擴展學 
習場域，提升個人英語文知能，運
用各種資源，強化自主學習，為終
身學 習奠定基礎。
英S-U-B2 具備將資訊科技與各類
媒體所提供的 英語素材，進行資
訊整合的能力，激發省思及批判媒
體倫理與社會議題的能力。
英S-U-C3 具備國際視野及地 球村
觀念，能從多元文化觀點了解、 
欣賞不同的文化習俗，並尊重生命
與全球的永續發展。

3-Ⅴ-4 能看懂常見的生活用語。
5-Ⅴ-11 能看懂日常書信、簡訊、電子郵
件、留言和賀卡、邀請卡等，並 能以口語
或書面作回應。
*6-Ⅴ-7 能積極以英語文為工具，探索新知
並關注國際議題。
7-Ⅴ-2 能利用工具書（如字典、百科全書
）或其他線上資源，主動了解 所接觸英文
的內容。
*8-Ⅴ-8 能融合文化知識與語言能力，解決
生活中的實際問題。

國立嘉義高
工

An 
Interdisciplinary 
Course Design on 
Science in English 
News
跨領域新聞中的科學
英文教學示例

總綱 (1-1)
A1 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A3 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2 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C3 多元文化 與國際理解

領綱 (1-2)
英S-U-A1 具備積極探究的態度，
主動探索課外相關資訊，擴展學習
場域，提升個人英語文知能，運用
各種資源，強化自主學習，為終身
學習奠定基礎。
英S-U-A3 具備規劃、執行與檢討
英語文學習計畫的能力，並探索有
效策略，奠定終身學習的基礎。
英S-U-B2 具備將資訊科技與各類
媒體所提供的英語文素材，進行資
訊整合的能力， 激發省思及批判
媒體倫理與社會議題 的能力。
英S-U-C3 具備國際視野及地球村
觀念，能從多 元文化觀點了解、 
欣賞不同的文化習 俗，並尊重生
命與 全球的永續發展
自S-U-A3 具備從科學報導或研究
中找出問題，根據問題特性、學習
資源、期望之成果、對社會環境的
影響等因素，運用適合學習階段的
儀器、科技設備等，獨立規劃完整
的實作探究活動，進而根據實驗結
果修正實驗模型，或創新突破限制
。

*1-Ⅴ-15 能聽懂不同腔調/語言背景英語使
用者談話的主要內容。
*2-Ⅴ-10 能依主題說出語意連貫且條理分
明的簡短演說、簡報或說明
◎3-Ⅴ-15 能分析及判斷文章內容，了解敘
述者的觀點、態度及寫作目的。
*5-Ⅴ-13 能了解及欣賞不同體裁、不同主
題之文章，並據以發表心得或感想。
*6-Ⅴ-7 能積極以英語文為工具，探索新知
並關注國際議題。
7-Ⅴ-6 能針對同一文本主題進行延伸閱讀
或探索，以強化學習的深度與 廣度。
8-Ⅴ-6 能關心時事，了解國際情勢，具有
國際視野
9-Ⅴ-1 能把多項訊息加以比較、歸類、排
序
9-Ⅴ-8 能整合資訊，合理規劃並發揮創意
完成任務

Ab-Ⅴ-3 不同腔調/語言背景英語
使用者的談話。
◎Ae-Ⅴ-12 敘述者的觀點、態度
、及寫作目的。
C-Ⅴ-3 國際情勢、國際視野
*C-Ⅴ-8 文化涵養與國際觀
◎D-Ⅴ-3 藉文字線索，客觀事實
及主觀意見的分辨。
D-Ⅴ-8 資訊的評估，及任務的規
劃與完成。

屏東縣立東
港高中

Katherine 
Commale: 
Mosquito nets to 
protect African 
children

總綱 (1-1)
A2 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B1 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2 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C1 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C2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C3 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1-V-1 能聽懂課堂中學的字詞。
1-V-9 能聽懂英語影片的主要內容。
2-V-1 能說出課堂中所學的字詞。
2-V-3 能依主題或情境描述事件或回答問
題。
2-V-5 能以清晰英語說出常用句型的句子
。
3-V-1 能辨識課堂中所學字詞。
3-V-5 能看懂常見的句型。
3-V-7 能了解短文、書信的內容及文本結
構。
4-V-4 能依主題或情境寫出正確達意的句
子。
5-V-1 能聽懂、讀懂高級中等學校階段基
本字詞。
5-V-2 能掌握高級中等學校階段所學字詞
及句型，適當地應用於實用情境之溝通。
5-V-3 能以適當的發音、斷句、節奏、語
調、語氣及速度，朗讀簡易文章或故事。
5-V-7 能聽懂日常對話，並能記下要點。
6-V-7 能積極以英語為工具，探索新知並
關注國際議題。
8-V-7 能養成地球村的觀念，尊重生命與
全球的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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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林承龍 高一

14 楊佳純 GM Animals 高一

15 許惠姍 高一

新北市立三
民高中

Marine 
Conservation (海洋
保育)

總綱 (1-1)
A2 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A3 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1 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3 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1 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C2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領綱 (1-2)
英-J-A2 具備系統性理解與推演的
能力，能釐清文本訊息間的關係進
行推論，並能經由訊息的比較，對
國內外文化的異同有初步的了解。
英-S-U-B1 具備聽、說、讀、寫
的英語文素養，能連結自身經驗、
思想與價值，運用多樣的字詞及句
型，在多元情境中適切溝通表達及
解決問題。
英-S-U-C1 具備運用英語文的積
極態度，關心國際議題與自然生態
；具人文關懷，主動參與社會活動
。
英-E-C2 積極參與課內英語文小組
學習活動，培養團隊合作精神。

1-V-1 能聽懂課堂中學的字詞。
1-V-3 能聽懂常用句型的句子。
1-Ⅴ-12 能聽懂英語新聞報導（影片或廣
播）的主要內容。
2-V-1 能說出課堂中所學的字詞。
2-Ⅴ-3 能依主題或情境描述事件或回答問
題。
2-Ⅴ-8 能以簡易的英語參與引導式討論。
3-V-1 能辨識課堂中所學字詞。
3-V-5 能看懂常見的句型。
3-Ⅴ-7 能了解短文、書信的內容及文本結
構。
4-Ⅴ-4 能依主題或情境寫出正確達意的句
子。
5-Ⅴ-4 能針對各類選文，以口語或書面回
答相關問題。
5-V-5 能轉述簡短談話或故事。
5-Ⅴ-10 能讀懂故事及短文，並以簡短的
句子述說或寫出主旨或大意。
6-Ⅴ-1 樂於參與課堂中各類練習活動，不
畏犯錯。
7-Ⅴ-2 能利用工具書（如字典、百科全書
）或其他線上資源，主動了解所接觸英文
的內容。
8-Ⅴ-7 能養成地球村的觀念，尊重生命與
全球的永續發展。
9-Ⅴ-4 能分析、歸納多項訊息的共通點或
結論。
9-Ⅴ-8 能整合資訊，合理規劃並發揮創意
完成任務。

屏東縣立東
港高中

總綱 (1-1)
A2 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B1 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2 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C1 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C3 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1-V-1 能聽懂課堂中學的字詞。
1-V-9 能聽懂英語影片的主要內容。
2-V-1 能說出課堂中所學的字詞。
2-V-3 能依主題或情境描述事件或回答問
題。
2-V-5 能以清晰英語說出常用句型的句子
。
3-V-1 能辨識課堂中所學字詞。
3-V-5 能看懂常見的句型。
3-V-7 能了解短文、書信的內容及文本結
構。
4-V-4 能依主題或情境寫出正確達意的句
子。
5-V-1 能聽懂、讀懂高級中等學校階段基
本字詞。
5-V-2 能掌握高級中等學校階段所學字詞
及句型，適當地應用於實用情境之溝通。
5-V-3 能以適當的發音、斷句、節奏、語
調、語氣及速度，朗讀簡易文章或故事。
5-V-7 能聽懂日常對話，並能記下要點。
6-V-7 能積極以英語為工具，探索新知並
關注國際議題。
8-V-7 能養成地球村的觀念，尊重生命與
全球的永續發展。

臺中市立臺
中一中

Food Around the 
World

總綱 (1-1)
A3 規劃執行與創新應變
B1 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C2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C3 多元文化與國際理解

1-Ⅴ-1 能聽懂課堂中所學的字詞。
1-Ⅴ-2 能聽懂日常生活用語。
1-Ⅴ-10 能聽懂以英語說明或敘述的主要
內容。
2-Ⅴ-1 能說出課堂中所學的字詞。
2-Ⅴ-3 能依主題或情境描述事件或回答問
題。
2-Ⅴ-9 能依主題說出具有情節發展及詳細
描述的故事或個人經驗。
3-Ⅴ-7 能了解短文、書信的內容及文本結
構。
3-Ⅴ-11 能閱讀不同體裁、主題的文　章
。
3-Ⅴ-13 能熟悉各種閱讀技巧（如擷取大
意、推敲文預測後續文3意），進行快速閱
讀並有效應用於廣泛讀中。
3-Ⅴ-14 能從圖畫、示或上下文，猜測字
義推論意。
4-Ⅴ-4 能依主題或情境寫出正確達意的句
子。
4-Ⅴ-5 能將中文句子譯成正確的英文。
4-Ⅴ-8 能依提示寫出符合主題、語意連貫
且組織完整的段落或說明。
5-Ⅴ-2 能掌握高中階段所學字詞及句型，
適當地使用於日常生活之溝通。
6-Ⅴ-1 樂於參與課堂中各類練習活動，不
畏犯錯。
6-Ⅴ-4 樂於以英語文與人溝通（如面對或
透過網路、書信等）。
6-Ⅴ-7 能積極以英語文為工具，探索新知
並關注國際議題。
7-Ⅴ-1 能把握甚至主動尋找任何溝通或表
達意見的機會。
8-Ⅴ-2 能比較國內外文化的異同，並進一
步了解其緣由。
8-Ⅴ-3 能從多元文化觀點， 了解並尊重不
同的文化及習俗。
9-Ⅴ-8 能整合資訊，理規劃並發揮創意完
成任務。

Ab-Ⅴ-1 句子語調所表達的情緒和
態度。
Ac -Ⅴ-2 生活用語。
Ad -Ⅴ-1 高中階段所學的結構。
Ae -Ⅴ-8 工具書 （如百科全書）
或其他線上資源。
B-Ⅴ-3 語言與非語言的溝通策略
（如請求重述、委婉語、迂迴解說
、手勢、表情等）。
B -Ⅴ-7 符合情境或場景的自我表
達與人際溝通 。
C-Ⅴ-1 多元文化觀點、不同文化
及習俗的尊重 。
C-Ⅴ-7 多元文化、文化差異。
D-Ⅴ-8 資訊的評估，及任務的 規
劃與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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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洪郁閔 Rethinking Plastic 高一

17 黃加明 Be a Better Self 高一

18 黃淑敏 高一

19 雷佳惠 高一

臺北市立大
同高中

總綱 (1-1)
A2 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B1 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C2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2-III-7 能作簡易的回答和描述。
2-III-8 能作簡易的提問。
2-V-8 能以簡易的英語參與引導式討論。
6-V-4 樂於以英語文與人溝通(如面對面或
透過網路、書信等)。
3-IV-12 能熟悉重要的閱讀技巧，如擷取
大意、猜測字義、推敲文意、預 測後續文
意及情節發展等。
9-IV-2 能把二至三項訊息加以比較、歸類
、排序。

臺北市立西
松高中

總綱 (1-1)
C-2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領綱 (1-2)
英-S-U-C2 積極參與課內及課外
英語文團體學習活動，透過團隊合
作，發展個人溝通協調能力及解決
問題的能力。

1-V-10 能聽懂以英語說明或敘述的主要內
容。
2-V-2 能依主題或情境以英語介紹或描述
自己、家人及朋友。
3-Ⅴ-5 能看懂常見的句型。
4-Ⅴ-4 能依主題或情境寫出正確達意的句
子。
*5-Ⅴ-12 能以適切的英語文說出或寫出談
話或短文的摘要。
6-Ⅴ-1 樂於參與課堂中各類練習活動，不
畏犯錯。
6-Ⅴ-4 樂於以英語文與人溝通（如面對面
或透過網路、書信等）。
7-Ⅴ-7 利用語言及非語言溝通策略（如請
求重述、委婉語、迂迴解說、手勢、表情
等）提升溝通效能。
9-Ⅴ-1 能把多項訊息加以比較、歸類、排
序。

A.語言知識
Ac-Ⅴ-2 生活用語。
Ad-Ⅴ-1 高中階段所學的結構。

B.溝通功能
B-Ⅴ-1 自己、家人及朋友的主題
式或情境式介紹及描述。
B-Ⅴ-3 語言與非語言的溝通策略
（如請求重述、委婉語、迂迴解說
、手勢、表情等）。
*B-Ⅴ-7 符合情境或場景的自我表
達與人際溝通。
*B-Ⅴ-13 談話或短文的摘要。

D.思考能力
D-Ⅴ-1 多項訊息的比較、歸類、
排序。
D-Ⅴ-4 多項訊息共通點或結論的
分析及歸納。

高雄市立小
港高中

Being A Good 
Citizen

總綱 (1-1)
英 S-U-A1 具備積極探究的態度，
主動探索課外相關資訊，擴展習場
域，提升個人英語文知能，運用各
種資源，強化自主學習，為終身學 
習奠定基礎。 
英 S-U-B2 具備將資訊科技與各類
媒體所提供的英語文素材進行資訊
整合的能力，激發省思及批判媒體
倫理與社會議題的能力。 
英 S-U-C1 具備運用英語文的積極
態度，關心國際議題與自然生態；
具人文關懷，主動參與社會活動。 

領綱 (1-2)
英 S-U-B1 具備聽、說、讀、寫的
英語文素養，能連結自身經驗、思
想與價值，運用多樣的字詞及句型
，在多元情境中適切溝通表 達及
解決問題。 
英 S-U-C2 積極參與課內及課外英
語文團體學習活動，透過團隊合作
，發展個人溝通協調能力及解決問
題的能力。 
英 S-U-C3 具備國際視野及地球村
觀念，能從多元文化觀點了解、欣
賞不同的文化習俗，並尊重生命與
全球的永續發展。

1-Ⅴ-9 能聽懂英語影片的主要內容。
1-Ⅴ-10 能聽懂以英語說明或敘述 的主要
內容。
1-Ⅴ-11 能聽懂英語教學廣播節目的內容
。
2-Ⅴ-4 能依主題或情境作適當的提問。 
2-Ⅴ-9 能依主題說出具有情節發展及細節
描述的故事或個人經驗。  
2-Ⅴ-10 能依主題說出語意連貫且條理分
明的簡短演說、簡報或說明。
3-Ⅴ-14 能從圖畫、圖示或上下文，猜測
字義或推論文意。 
3-Ⅴ-15 能分析及判斷文章內容，了解敘
述者的觀點、態度及寫作目的。   

A. 語言知識 
Ac-Ⅴ-3 高中階段所學字詞(字頻
最高的4,500字詞）。 
Ae-Ⅴ-7 新聞報導。

B.溝通功能 
B-Ⅴ-2 高中階段所學字詞及句型
的生活溝通。
B-Ⅴ-6 引導式討論。
B-Ⅴ-13 談話或短文的摘要。

C. 文化與習俗 
C-Ⅴ-2 國際社會的基本生活禮儀
。 
C-Ⅴ-8 文化涵養與國際觀。

D. 思考能力 
D-Ⅴ-7 不同資訊的評估，及合理
判斷或建議的提供

國立竹北高
中

A Small Act of 
Kindness Makes a 
Big Difference to 
Life. (小念大影響)

總綱 (1-1)
C1 道德實踐 與 公民意識 
B1 符號運用 與 溝通表達 
B2 科技資訊 與 媒體表達
A2 系統思考 與 解決問題 

領綱 (1-2)
英S-U-C1 具備運用英語文的積極
態度，關心國際 議 題 與自然生態
具人文關懷，主動參與社會活動。
英S-U-B1 具備聽、說、讀、寫的
英語文素養，能連結自身經驗、思
想與價值，運用多樣的字詞及句型
，在多元情境中適切溝通表達及解
決問題。
英 S-U-B2 具備將資訊科技與各類
媒體所提供的英語文素材，進行資
訊整合的能力，激發省思及批判媒
體倫理與社會議題的能力。
英S-U-A2 具備系統性思考與後設
思考能力，善用各種策略，對文本
訊息、國內外文化深入理解，釐清
訊息本質與真偽，提升學習效率與
品質，應用所學解決問題。

1-V-10 能聽懂以英語說明或敘述的主要內
容。
2-V-10 能依主題說出語意連貫且條理分明
的簡短演說、簡報或說明。 
3-V-13 能熟悉各種閱讀技巧(如擷取大意
、推敲文意、預測後續文意)，進行快速閱
讀並有效應用於廣泛閱讀中。
7-V-3 能思考及釐清課文內容及找尋相關
資料，強化學習成效。
7-V-6 能針對同一文本主題進行延伸閱讀
或探索，以強化學習的深度與廣度。
9-V-5 能將習得的原則類推到新情境中，
解決問題。 
9-V-5 能將習得的原則類推到新情境中，
解決問題。 
9-V-8 能整合資訊，合理規劃並發揮創意
完成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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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黃淑敏 高一高雄市立小
港高中

Obey the Law (遵守
法律)

總綱 (1-1)
A2 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B2 科技資訊與媒體表達
C1 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領綱 (1-2)
英S-U-B1 具備聽、說、讀、寫的
英語文素養，能連結自身經驗、思
想與價值，運用多樣的字詞及句型
，在多元情境中適切溝通表達及解
決問題。 
英S-U-C2 積極參與課內及課外英
語文團體學習活動，透過團隊合作
，發展個人溝通協調能力及解決問
題的能力。
英S-U-C3 具備國際視野及地球村
觀念，能從多元文化觀點了解、欣
賞不同的文化習俗，並尊重生命與
全球的永續發展。 

1-Ⅴ-9  能聽懂英語影片的主要內容。
1-Ⅴ-12 能聽懂英語新聞報導（影片或廣
播）的主要內容。
2-Ⅴ-8  能以簡易的英語參與引導式討論。 
3-Ⅴ-12 能利用字詞結構、上下文意、句
型結構及篇章組織推測字詞意義 或句子內
容。  
3-Ⅴ-13 能熟悉各種閱讀技巧（如擷取大
意、推敲文意、預測後續文意），進行快
速閱讀並有效應用於廣泛閱讀中。   
3-Ⅴ-14 能從圖畫、圖示或上下文，猜測
字義或推論文意。 
3-Ⅴ-15 能分析及判斷文章內容，了解敘
述者的觀點、態度及寫作目的。

Ac-Ⅴ-2 生活用語。 
Ac-Ⅴ-3 高中階段所學字詞（字頻
最高的4,500字詞）。 
Ae-Ⅴ-7 新聞報導。
B-Ⅴ-6  引導式討論。 
B-Ⅴ-13 談話或短文的摘要。
C-Ⅴ-2 國際社會的基本生活禮儀
。 
D-V- 3 藉文字線索，對客觀事實
及    主觀意見的分辨。



(3)高中英語文領域.ods - 高二

頁面 7 的 11

編號 設計者 服務學校 教案名 教學對象年級 核心素養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1 邱上真 高二

2 莊媮荃 高二

3 張庭軒 We Need Eneergy! 高二

臺北市立大
直高中

Flying Fish 
Festivals and 
Taboos on Orchid 
Island (蘭嶼：飛魚
季與禁忌)

總綱(1-1)
A1 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B1 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2 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C2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C3 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領綱(1-2)
英S-U-A1 具備積極探究的態度，
主動探索課外相關資訊，擴展學習
場域，提升個人英語文知能，運用
各種資源，強化自主學習，為終身
學習奠定基礎。
英S-U-B1 具備聽、說、讀、寫的
英語文素養，能連結自身經驗、思
想與價值，運用多樣的字詞及句型
，在多元情境中適切溝通表達及解
決問題。
英 S-U-B2 具備將資訊科技與各類
媒體所提供的英語文素材，進行資
訊整合的能力，激發省思及批判媒
體倫理與社會議題的能力。
英S-U-C2 積極參與課內及課外英
語文團體學習活動，透過團隊合作
，發展個人溝通協調能力及解決問
題的能力。
英S-U-C3 具備國際視野及地球村
觀念，能從多元文化觀點了解、欣
賞不同的文化習俗，並尊重生命與
全球的永續發展。

1-V-1 能聽懂課堂中所學的字詞。
1-V-9 能聽懂英語影片的主要內容。
2-V-1 能說出課堂中所學的字詞。
2-V-3 能依主題或情境描述事件或回答問
題。
2-V-8 能以簡易的英語參與引導式討論。
3-V-8 能了解故事的內容與情節。3-V-13 
能熟悉各種閱讀技巧(如擷取大意、推敲文
意、預測後續文意)，進行快速閱讀並有效
應用於廣泛閱讀中。
4-V-1 能拼寫高中階段基本常用字詞。
4-V-4 能依主題或情境寫出正確達意的句
子。
5-V-10 能讀懂故事及短文，並以簡短的句
子述說或寫出主旨或大意。
7-V-2 能利用工具書(如字典、百科全書)或
其他線上資源，主動了解所接觸英文的內
容。

Ae-V-1 歌曲、 短詩、短文、短劇
、故事。
Ae-V-8 工具書(如百科全書)或其
他線上資源。
Ae-V-10 故事及短劇的內容與情
節。
B-V-2 高中階段所學字詞及句型的
生活溝通。
B-V-12 故事及短文的主旨或大意
。
C-V-1 多元文 化觀點、不同文化
及習俗的尊重。
C-V-7 多元文化、文化差異。
D-V-1 多項訊息的比較、歸類、
排序。
D-V-2 兩個訊息關係的釐清。

國立宜蘭高
中

《安妮的日記》：二
戰、文學衝突與人權

總綱 (1-1)
A2 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B1 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3 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3 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領綱(1-2)
英S-U-A2 具備系統性思考與後設
思考能力，善用各種策略，對文本
訊息、國內外文化深入理解，釐清
訊息本質與真偽，提升學習效率與
品質，應用所學解決問題。
英S-U-B1 具備聽、說、讀、寫的
英語文素養，能連結自身經驗、思
想與價值，運用多樣的字詞及句型
，在多元情境中適切溝通表達及解
決問題。
英S-U-B3 具備欣賞英語文語言文
字及英美文學作品的能力，並能融
合肢體與聲音表情，進行英語文短
劇表演。
英S-U-C3 具備國際視野及地球村
觀念，能從多元文化觀點了解、欣
賞不同的文化習俗，並尊重生命與
全球的永續發展。

1-Ⅴ-12 能聽懂英語新聞報導（影片或廣
播）的主要內容。
*2-Ⅴ-10 能依主題說出語意連貫且條理分
明的簡短演說、簡報或說明。
3-Ⅴ-15 能分析及判斷文章內容，了解敘
述者的觀點、態度及寫作目的。
4-Ⅴ-4 能依主題或情境寫出正確達 意的句
子。 
*4-Ⅴ-8 能依提示寫出符合主題、語 意連
貫且組織完整的段落或說明。
5-Ⅴ-2 能掌握高中階段所學字詞及句型，
適當地使用於日常生活之溝通。
6-V-3 能主動接觸課外的英語文多元素材
，如小說、報章雜誌、廣播、電視、電影
、歌曲、網路資訊、線上課程等。
*6-Ⅴ-7能積極以英語文為工具，探索新知
並關注國際議題。
*6-Ⅴ-9 能欣賞英文字詞的特色與各種文學
作品之美。
7-Ⅴ-3 能思考及釐清課文內容及找尋相關
資料，強化學習成效。
8-Ⅴ-7 能養成地球村的觀念，尊重生命與
全球的永續發展。 
9-Ⅴ-8 能整合資訊，合理規劃並發揮創意
完成任務。

◎ Ae-Ⅴ-12 敘述者的觀點、態度
、及寫作目的。
B-Ⅴ-2 高中階段所學字詞及句型
的生活溝通。
B-Ⅴ-9 有情節發展及細節描述的
故事或個人經驗。
*B-Ⅴ-16 字詞的特色、各類文學
作品之賞析心得。
C-Ⅴ-3 國際情勢、國際視野。 
C-Ⅴ-6 文化知識與語言能力、生
活問題解決之道。
D-Ⅴ-4 多項訊息共通點或結論的
分析及歸納。

新北市立三
重高中

總綱 (1-1)
A3 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1 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2 科技素養與媒體資訊
C3 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1-V-1 能聽懂課堂中學的字詞。
1-V-3 能聽懂常用句型的句子。
2-V-1 能說出課堂中所學的字詞。
2-V-4 能依主題或情境作簡單的提問。
2-V-5 能以清晰英語說出常用句型的句子
。
3-V-1 能辨識課堂中所學字詞。
3-V-5 能看懂常見的句型。
3-V-10 能從圖畫或圖示猜測字義或推論文
意。
5-V-1 能聽懂、讀懂高級中等學校階段基
本字詞。
5-V-2 能掌握高級中等學校階段所學字詞
及句型，適當地應用於實用情境之溝通。
5-V-3 能以適當的發音、斷句、節奏、語
調、語氣及速度，朗讀簡易文章或故事。
5-V-5 能轉述簡短談話或故事。
5-V-7 能聽懂日常簡易對話，並能記下要
點。
5-V-9 能聽懂簡易廣播，並能記下要點。

A.語言知識
Ac-Ⅴ-2 生活用語。Ac-Ⅴ-3高中
階段所學字詞（字頻最高的 4,500
字詞）。
Ad-Ⅴ-1 高中階段所學的結構。
Ae-Ⅴ-12敘述者的觀點、態度及
寫作目 的。
B.溝通功能
B-Ⅴ-2 高中階段所學字詞及句型
的生活溝通。
*B-Ⅴ-7 符合情境或場景的自我表
達與 人際溝通。
B-Ⅴ-12 故事及短文的主旨或大意
。
C.文化與習俗
C-Ⅴ-1 多元文化觀點、不同文化
及習俗的尊重。
*C-Ⅴ-4 國際議題（如全球暖化、
人工智慧、氣候變遷等）。
C-Ⅴ-5 地球村觀點、生命及全球
永續發展的關注。
D.思考能力
D-Ⅴ-1 多項訊息的比較、歸類、
排序。
D-Ⅴ-2 兩個訊息關係的釐清。
D-Ⅴ-3 藉文字線索，對客觀事實
及主觀意見的分辨。
D-Ⅴ-8 資訊的評估，及任務的規
劃與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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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樊可瑜 高二

5 陳怡蓉 高二

6 高二

7 張玉英 Food Safety 高二

8 樊可瑜 高二

桃園市立楊
梅高中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Water

總綱 (1-1)
B1 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領綱 (1-2)
英-U-B1 具備聽、說、讀、寫的
英語文素養,能連結自身經驗、思
想與價值,運用多樣的字詞及句型
，在多元情境中適切溝通表達及解
決問題。

5-V-2 能掌握高中階段所學字詞及句型,適
當地使用於日常生活之溝通。
5-V-4 能針對各類選文,以口語或書面回答
相關問題。
7-V-7 利用語言及非語言溝通策略(如請求
重述、委婉語、迂迴解說、手勢、表情等)
提升溝通效能。

Ae-V-21 不同體裁、不同主題之
文章
B-V-2 高中階段所學字詞及句型的
生活溝通
B-V-3 語言與非語言的溝通策
略(如請求重述、委婉語、迂迴解
說、手勢、表情等)

臺北市立內
湖高中

Cherish Our Food: 
Zero Waste, Zero 
Hunger

總綱 (1-1)
A1 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領綱 (1-2)
英 S-U-A1 具備積極探究的態度，
主 動探索課外相關資訊，擴展學
習場域，提升個人英語文知能，運
用各種資源，強化自主學習，為終
身學習奠定基礎。
英S-U-A2 具備系統性思考與後設
思考能力，善用各種策略，對文本
訊息、國內外文化深入理解，釐清
訊息本質與真偽，提升學習效率與
品質，應用所學解決問題。
英S-U-B1 具備聽、說、讀、寫的
英語文素養，能連結自身經驗、思
想與價值，運用多樣的字詞及句型
，在多元情境中適切溝通表達及解
決問題。
英S-U-B2 具備將資訊科技與各類
媒 體所提供的英語文素材，進行
資訊整合的能力，激發省思及批判
媒體倫理與 社會議題的能力。
英S-U-C1 具備運用英語文的積極
態度，關心國際議題與自然生態；
具人文關懷，主動參與社會活動。
英S-U-C2 積極參與課內及課外英
語文團體學習活動，透過團隊合作
，發展個人溝通協調能力及解決問
題的能力。
英S-U-C3 具備國際視野及地球村
觀念，能從多元文化觀點了解、欣
賞不同的文化習俗，並尊重生命與
全球的永續發展。

6-Ⅴ-3 能主動接觸課外的英語文多元素材
，如小說、報章雜誌、廣播、電視、電影
、歌曲、網路資訊、線上課程等。
7-Ⅴ-2 能利用工具書（如字典、百科全書
）或其他線上資源，主動了解所 接觸英文
的內容。
3-Ⅴ-15 能分析及判斷文章內容，了解敘
述者的觀點、態度及寫作目的。
5-Ⅴ-2 能掌握高中階段所學字詞及句型，
適當地使用於日常生活之溝 通。
1-Ⅴ-12 能聽懂英語新聞報導（影片或廣
播）的主要內容。
6-Ⅴ-7 能積極以英語文為工具，探索新知
並關注國際議題。8-Ⅴ-6 能關心時事，了
解國際情勢，具有國際視野。
8-Ⅴ-7 能養成地球村的觀念，尊重生命與
全球的永續發展。

Ae-Ⅴ-8 工具書（如百科全書） 
或其他線上資源。
C-Ⅴ-6 文化知識與語言能力、生
活問題解決之道。
B-Ⅴ-2 高中階段所學字詞及句型
的生活溝通。
Ae-Ⅴ-7 新聞報導
C-Ⅴ-4 國際議題（如全球暖化、
人工智慧、氣候變遷等）。
D-Ⅴ-4 多項訊息共通點或結論的
分析及歸納。
D-Ⅴ-7 不同資訊的評估，及合理
判斷或建議的提供。
C-Ⅴ-5 地球村觀點、生命及全球
永續發展的關注。
C-Ⅴ-3 國際情勢、國際視野。

黃健綸、謝
怡箴

臺北市立南
湖高中

The Place Where 
My Youth 
Belongs：分享我的
南湖青春小天地

總綱 (1-1)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領綱 (1-2)
英S-U-B1 具備聽、說、讀、寫的
英語文素養，能連結自身經驗、思
想與價值，運用多樣的字詞及句型
，在多元情境中適切溝通表達及解
決問題。

1-Ⅴ-9 能聽懂英語影片的主要內容。
2-Ⅴ-9 能依主題說出具有情節發展及細節
描述的故事或個人經驗。
3-Ⅴ-1 能辨識課堂中所學的字詞。
3-Ⅴ-8 能了解故事的內容與情節。
4-Ⅴ-6 能依提示寫出具有情節發展及細節
描述的故事或個人經驗。

Ae-Ⅴ-9 語言知識：不同體裁、不
同主題之文章。
B-Ⅴ-1 溝通功能：自己、家人及
朋友的主題式或情境式介紹及描述
。

國立臺灣科
技大學

總綱 (1-1)
A2 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B1 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2 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C2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1-V-1 能聽懂課堂中學的字詞。
1-V-3 能聽懂常用句型的句子。
2-V-1 能說出課堂中所學的字詞。
2-V-4 能依主題或情境作簡單的提問。
2-V-5 能以清晰英語說出常用句型的句子
。
3-V-1 能辨識課堂中所學字詞。
3-V-5 能看懂常見的句型。
3-V-10 能從圖畫或圖示猜測字義或推論文
意。
5-V-1 能聽懂、讀懂高級中等學校階段基
本字詞。
5-V-2 能掌握高級中等學校階段所學字詞
及句型，適當地應用於實用情境之溝通。
5-V-3 能以適當的發音、斷句、節奏、語
調、語氣及速度，朗讀簡易文章或故事。
5-V-5 能轉述簡短談話或故事。
5-V-7 能聽懂日常簡易對話，並能記下要
點。
5-V-9 能聽懂簡易廣播，並能記下要點。

桃園市立楊
梅高中

Animals and their 
habitats

總綱 (1-1)
A2 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領綱 (1-2)
英-U-A2 具備系統性思考與後設
思考能力，善用各種策略，對文本
訊息、國內外 文化深入理解，釐
清訊息本質與真偽，提升學習效率
與品質，應用所學解決問題。

3-Ⅴ-15 能分析及判斷文章內容，瞭解敘
述者的觀點、態度及寫作目的。
9-Ⅴ-5 能將習得的原則類推到新情境 中，
解決問題。
7-Ⅴ-2 能利用工具書（如字典、百科全 書
）或其他線上資源，主動了解 所接觸英文
的內容。

B- Ⅴ -11 敘述者的觀點、態度、
及寫作目的
C-Ⅴ-6 文化知識與語言能力、生
活問題解決之道
D-Ⅴ-5 原則的類推、問題解決之
道
Ae-Ⅴ-20 工具書（如字 典、百科
全書） 或其他線上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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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設計者 服務學校 教案名 教學對象年級 核心素養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9 陳雲釵 高二高雄市立文
山高中

Take action to save 
life on land

總綱 (1-1)
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1 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領綱 (1-2)
英S-U-C1 具備運用英語文的積極
態度，關心國際議題與自然生態；
具人文關懷，主動參與社會活動。

英語
*6-Ⅴ-7 能積極以英語文為工具，探索新知
並關注國際議題。
8-Ⅴ-6 能關心時事，了解國際情勢，具有
國際視野。
8-Ⅴ-7 能養成地球村的觀念，尊重生命與
全球的永續發展。

自然領域
BGc-Ⅴa-6生物多樣性的保育。
CMe-Ⅴc-2全球暖化的成因、影
響及因應方法。
CNa-Ⅴa-2資源保育的有效方法。
ENa-Ⅴc-3認識地球環境有助於經
濟、生態、文化與政策四個面向的
永續發展。英語領域
A.語言知識
Ae-Ⅴ-8 歌曲、短詩、短文、短劇
、故事
Ae-Ⅴ-15 工具書（如百科全書）
或其他線上資源
B.溝通溝能
B-Ⅴ-1 自己、家人及朋友的主題
式或情境式介紹及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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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設計者 服務學校 教案名 教學對象年級 核心素養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1 王昭慧 高三

2 林柏勳 高三

3 蔡惠文 Determination 高三

4 曾婉晴 高三

5 張凱筑 The Right Vocies 高三

6 洪宗邦 高三

國立新竹女
中

Emotional Appeal 
in Articles 
Concerning a 
Controversial 
Topic (爭議性議題
文章中的情感訴求)

總綱 (1-1)
A-2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領綱 (1-2)
英-U-A2
具備系統性思考與後設思考能力，
善用各種策略，對文本訊息深入理
解，釐清訊息本質與真偽，提升學
習效率與品質，應用所學解決問題
。

3-V-15 能分析及判斷文章內容，了解敘述
者的觀點、態度、及寫作目的。
4-V-8 能依提示寫出符合主題、語意連貫
且組織完整的段落或說明。
7-V-6 能針對同一文本主題進行延伸閱讀
或探索，以強化學習的深度與廣度。
9-V-5 能將習得的原則類推到新情境中，
解決問題。
9-V-8 能整合資訊，合理規劃並發揮創意
完成任務。

Ae-V-12 敘述者的觀點、態度、
及寫作目的。
B-V-6 引導式討論
B-V-7 符合情境或場景的自我表達
與人際溝通
D-V-3 藉文字線索，對客觀事實
及主觀意見的分辨。
D-V-5 原則的類推、問題解決之
道。

臺中市立臺
中一中

如何做好疾災防治
—以2019新型冠狀
病毒為例

總綱 (1-1)
A2 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B1 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C1 道德實踐與公民意識
C2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C3 多元文化與國際理解

領綱 (1-2)

1-Ⅴ-9 能聽懂簡短英語說明或敘述的主要
內容。
2-Ⅴ-4 能依主題或情境作簡單的提問。
3-Ⅴ-7 能了解短篇故事的內容與情節。
4-Ⅴ-2 能依主題或情境寫出正確達意的句
子。
5-Ⅴ-4 能針對各類選文，以簡易口語或書
面回答相關問題。
6-Ⅴ-6 樂於以英語文為工具，接觸新知並
關注國際議題。
7-Ⅴ-6 能針對課文主題進行延伸閱讀，以
強化學習的深度與廣度。
8-Ⅴ-5 能關心時事，了解國際情勢，以培
養國際視野。
9-Ⅴ-5 能將習得的原則類推到新情境中，
解決問題。

國立蘭陽女
中

總綱 (1-1)
A1 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A2 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B1 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2 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B3 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2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1-v-1, 5, 9,15
2-v-1,8,9,10
3-v-1,4,8,10,11
4-v-1,4
5-v-4,8,10,13

臺北市立大
直高中

What We Talk 
About When We 
Talk About Gender 
Equality?

總綱 (1-1)
A1 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B1 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C2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C3 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領綱 (1-2)
英C-U-A1 具備積極探究的態度，
並能運用各種學習與溝通策略，主
動探索課外相關資訊，擴展學習場
域，強化自主學習，為終身學習奠
定基礎。
英C-U-B1 具備聽、說、讀、寫的
英語文素養，能連結自身經驗，運
用詞彙、句型與肢體語言，在實際
生活常見情境中適切溝通表達。
英S-U-C2 積極參與課內及課外英
語文團體學習活動，透過團隊合作
，發展個人溝通協調能力及解決問
題的能力。
英S-U-C3 具備國際視野及地球村
觀念，從多元文化觀點了解、欣賞
不同的文化習俗，並尊重生命與全
球的永續發展。

2-V-10 能依主題說出語意連貫且條理分明
的簡短演說、簡報或說明。
5-V-12 能以適切的英語文說出或寫出談話
或短文的摘要。
6-V-7 能積極以英語文為工具，探索新知
並關注國際議題。
7-V-3 能思考及釐清課文內容找尋相關資
料，強化學習成效。

Ae-V-12 敘述者的觀點、態度及
寫作目的。
Ae-V-9 不同體裁、不同主題之文
章。
B-V-13 談話或短文的摘要。
C-V-9 文化素養及社會上的多元文
化觀點。
D-V-3 藉文字線索，對客觀線索
及主觀意見的分辨。
D-V-7不同資訊的評估，及合理判
斷或建議的提供。

新北市立三
重高中

總綱(1-1)
B1 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2 科技素養與媒體資訊
C1 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C3 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領綱(1-2)
英S-U-B1 具備掌握各類符號表達
的能力，以進行經驗、思想、價值
與情意之表達，能以同理心與他人
溝通並解決問題。
英S-U-B2 具備適當運用科技、資
訊與媒體之素養，進行各類媒體識
讀與批判，並能反思科技、資訊與
媒體倫理的議題。
英S-U-C1 具備對道德課題與公共
議題的思考與對話素養，培養良好
品德、公民意識與社會責任，主動
參與環境保育與社會公共事務。
英S-U-C3 在堅定自我文化價值的
同時，又能尊重欣賞多元文化，拓
展國際化視野，並主動關心全球議
題或國際情勢，具備國際移動力。

1-V-10 能聽懂以英語說明或敘述的主要內
容
2-V-3 能依主題或情境描述事件或回答問
題
2-V-8 能以簡易的英語參與引導式討論
3-V-15 能分析及判斷文章內容，了解敘述
者的觀點、態度及寫作目的
3-V-11 能閱讀不同體裁、不同主題的文章
4-Ⅴ-3 能使用正確的體例格式書寫
4-Ⅴ-4 能依主題或情境寫出正確達意的句
子
5-Ⅴ-4 能針對各類選文，以口語或書面回
答相關問題
5-V-6 在閱讀過程中建立多元價值認同，
思考生活品質、人類發展及環境永續經營
的意義與關係
5-V-12 能以適切的英語文說出或寫出談話
或短文的摘要
6-III-2 培養思考力、聯想力等寫作基本能
力
6-V-7 能積極以英語文為工具，探索新知
並關注國際議題
8-V-6 能關心時事，具有國際視野
8-V-7 能養成地球村的觀念，尊重生命與
全球的永續發展

A語言知識(文本閱讀)
Aa-V-3 理解文本內容與脈絡
Ab-Ⅴ-1句子語調所表達的情緒和
態度
Ae-Ⅴ-14 新聞報導、線上資訊與
文本理解分析
B溝通功能(摘要並闡述)
B-V-13 談話或短文的摘要
C文化理解(議題探討)
C-V-4 國際議題（如全球暖化、氣
候變遷等）
C-V-5 地球村觀點、生命及全球永
續發展關注
C-V-6 文化知識與語言能力
D思考能力(討論與發想)
D-Ⅴ-3 對客觀事實及主觀意見的
分辨
D-Ⅴ-4 多項訊息共通點或結論的
分析及歸納

臺北市立木
柵高工

海洋議題:海洋噪音
對海豚影響

總綱 (1-1)
決定總綱核心素養
(統一用總綱9項敘述即可)

領綱 (1-2)
英S-U-A1具備積極探究的態度，
主動探索課外相關資訊，擴展學習
場域，提升個人英語文知能，運用
各種資源，強化自主學習。為終身
學習奠定基礎。

6-V-1 樂於參與課堂中各類練習活動，不
畏犯錯。
6-V-7 能積極以英語文為工具，探索新知
並關注國際議題。

B-V-7 符合情境或場景的自我表達
與人際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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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張瀅蕙 高三

8 陳盈盈 高三

國立羅東高
中

Why are Bees 
Disappearing

總綱 (1-1)
B2 科技素養與媒體資訊
C1 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領綱 (1-2)
英 S-U-B2 具備將資訊科技與各類
媒體所提供的英語文素材，進行 
資訊整合的能力，激發省思及批判
媒 體倫理與社會議題的能力。
英S-U-C1 具備運用英語文的積極
態度，關心國際議題與自然生態；
具人文關懷，主動參與社會活動。
英S-U-C2 積極參與課內及課外英
語文團體學習活動，透過團隊合作
，發展個人溝通 協調能力及解決
問題的能力。

1-Ⅴ-12 能聽懂英語新聞報導（影片或廣
播）的主要內容
2-Ⅴ-10 能依主題說出語意連貫且條理分
明的簡短演說、簡報或說明。
3-Ⅴ-13 能熟悉各種閱讀技巧（如擷取大
意、推敲文意、預測後續文意），進行快
速閱讀並有效應用於廣泛閱讀中。
4-Ⅴ-8 能依提示寫出符合主題、語意連貫
且組織完整的段落或說明。
5-Ⅴ-9 能聽懂廣播，並能記下要點。
6-Ⅴ-7 能積極以英語文為工具，探索新知
並關注國際議題。
7-Ⅴ-6 能針對同一文本主題進行延伸閱讀
或探索，以強化學習的深度與廣度。
8-Ⅴ-7 能養成地球村的觀念，尊重生命與
全球的永續發展。
9-Ⅴ-7 能評估不同資訊，提出

新北市私立
光仁高中

I Deserve To Be 
Who I Am

總綱 (1-1)
C1 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C3 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領綱 (1-2)
英S-U-C1 具備運用英語文的積極
態度，關心國際議題與自然生態；
具人文關懷並主動參與社會活動。
英 S-U-C3 具備國際視野及地球村
觀念，能從多 元文化觀點了解、
欣賞不同的文化習 俗，並尊重生
命與全球的永續發展。

3-V-1 能辨識課堂中所學字詞。
3-V-12 能利用字詞結構、上下文意、句型
結構及篇章組織推測字詞意義或句子內容
。
5-V-4 能針對各種選文，以口語或書面回
答相關問題。
5-V-10 能聽懂故事及短文，並以簡短的句
子述說或寫出主旨或大意。
8-V-6 能關心時事，了解國際情勢，具有
國際視野。
8-V-7 能養成地球村的觀念，尊重生命與
全球的永續發展。

Ae-Ⅴ-11 故事的背景、人物、事
件和結局。 
Ae-Ⅴ-12 敘述者的觀點、態度、
及寫作目的。
C-Ⅴ-1 多元文化觀點、不同文化
及習俗的尊重。
C-Ⅴ-4 國際議題（如全球暖化、
人工智慧、氣候變遷等）。 
C-Ⅴ-5 地球村觀點、生命及全球
永續發展的關注。
C-V-7 多元文化、文化差異。
C-V-8 文化涵養與國際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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