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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 109 學年度 第 一 學期 康橋國民中學 九 年級 英語 領域彈性課程計畫 設計者：九年級團隊 

一、本學期學習目標：  
(一)培養學生基本的英語溝通能力。 

(二)培養學生學習英語的興趣與方法。 

(三)增進學生對本國與外國文化習俗之認識。  

二、本學期課程架構：本份彈性課程計畫表乃以康軒悅讀系列－Fun with Reading 5A 教材為主進行撰寫。 

三、補充說明：此課程以基測輔導補充為主。 

四、本學期課程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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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期程 能力指標(含重大議題)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一週 

8/31-9/4 

1-2-3 能聽懂日常生活對話及簡易故事。 

2-2-2 能以簡易的英語參與課堂上老師引導的討論。 

2-2-3 能以簡易的英語表達個人的需求、意願及感受。 

2-2-4 能以簡易的英語描述日常生活中相關的人、事、時、

地、物。 

3-2-4 能用適切的語調、節奏朗讀短文、簡易故事等。 

3-2-6 能瞭解對話、短文、書信、故事及短劇等的重要內容與

情節。 

3-2-9 能閱讀不同體裁、不同主題的簡易文章。 

4-2-2 能依提示合併、改寫句子及造句。 

5-2-1 能熟習課綱中所標示之 1200 個基本單字，並能應用於

日常生活的溝通中。 

5-2-3 能聽懂日常生活對話、簡易故事或廣播，並能以簡單

的字詞、句子記下要點。 

5-2-4 能看懂故事及簡易短文，並能以簡短的句子說出或寫

出其內容大意。 

6-2-2 樂於嘗試閱讀英文故事、雜誌或其他課外讀物。 

6-2-5 瞭解基本英文閱讀技巧，進而提升閱讀的興趣與能力。 

【兩性教育】 

Lesson 1: 

Reading 

Answer the question 

Extended Activities 

Vocabulary  

Answer and the introduction of reading strategies. 

1 

康軒國中英語悅讀系

列 5A (書＋CD) 
Listening and reading 

comprehension che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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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期程 能力指標(含重大議題)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二週 

9/7－9/11 

1-2-3 能聽懂日常生活對話及簡易故事。 

2-2-2 能以簡易的英語參與課堂上老師引導的討論。 

2-2-3 能以簡易的英語表達個人的需求、意願及感受。 

2-2-4 能以簡易的英語描述日常生活中相關的人、事、時、

地、物。 

3-2-4 能用適切的語調、節奏朗讀短文、簡易故事等。 

3-2-6 能瞭解對話、短文、書信、故事及短劇等的重要內容與

情節。 

3-2-9 能閱讀不同體裁、不同主題的簡易文章。 

4-2-2 能依提示合併、改寫句子及造句。 

5-2-1 能運熟習課綱中所標示之 1200 個基本單字，並能應用

於日常生活的溝通中。 

5-2-3 能聽懂日常生活對話、簡易故事或廣播，並能以簡單

的字詞、句子記下要點。 

5-2-4 能看懂故事及簡易短文，並能以簡短的句子說出或寫

出其內容大意。 

6-2-2 樂於嘗試閱讀英文故事、雜誌或其他課外讀物。 

6-2-5 瞭解基本英文閱讀技巧，進而提升閱讀的興趣與能力。 

【資訊教育】 

【環境教育】 

Lesson 2: 

Reading 

Answer the question 

Extended Activities 

Vocabulary  

Answer and the introduction of reading strategies. 

1 

康軒國中英語悅讀系

列 5A (書＋CD) 
Listening and reading 

comprehension che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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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期程 能力指標(含重大議題)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三週 

9/14－9/18 

3-2-4 能用適切的語調、節奏朗讀短文、簡易故事等。 

3-2-6 能瞭解對話、短文、書信、故事及短劇等的重要內容與

情節。 

3-2-9 能閱讀不同體裁、不同主題的簡易文章。 

5-2-1 能熟習課綱中所標示之 1200 個基本單字，並能應用於

日常生活的溝通中。 

5-2-4 能看懂故事及簡易短文，並能以簡短的句子說出或寫

出其內容大意。 

5-2-5 能看懂日常溝通中簡易的書信、留言、賀卡、邀請卡

等，並能以口語或書面作簡短的回應。 

【生涯發展教育】 

【家政教育】 

Review: 

1.複習 Lesson 1、2 單字與重要句型。 

2.聆聽 Lesson 1、2 課文 CD。 

3.朗讀 Lesson 1、2 課文。 

4.測驗卷評量。 

1 

康軒國中英語悅讀系

列 5A (書＋CD) 
Reading and writing 

test sh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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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期程 能力指標(含重大議題)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四週 

9/21－9/25 

1-2-3 能聽懂日常生活對話和簡易故事。 

2-2-2 能以簡易的英語參與課堂上老師引導的討論。 

2-2-3 能以簡易的英語表達個人的需求、意願和感受。 

2-2-4 能以簡易的英語描述日常生活中相關的人、事、時、

地、物。 

3-2-4 能用適切的語調、節奏朗讀短文、簡易故事等。 

3-2-6 能瞭解對話、短文、書信、故事及短劇等的重要內容與

情節。 

3-2-9 能閱讀不同體裁、不同主題的簡易文章。 

4-2-2 能依提示合併、改寫句子及造句。 

5-2-1 能熟習課綱中所標示之 1200 個基本單字，並能應用於

日常生活的溝通中。 

5-2-3 能聽懂日常生活對話、簡易故事或廣播，並能以簡單

的字詞、句子記下要點。 

5-2-4 能看懂故事及簡易短文，並能以簡短的句子說出或寫

出其內容大意。 

6-2-2 樂於嘗試閱讀英文故事、雜誌或其他課外讀物。 

6-2-5 瞭解基本英文閱讀技巧，進而提升閱讀的興趣與能力。 

【家政教育】 

【生涯發展教育】 

Lesson 3: 

Reading 

Answer the question 

Extended Activities 

Vocabulary  

Answer and the introduction of reading strategies. 

1 

康軒國中英語悅讀系

列 5A (書＋CD) 
Listening and Reading 

comprehension che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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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期程 能力指標(含重大議題)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五週 

9/28－10/2 

1-2-3 能聽懂日常生活對話及簡易故事。 

2-2-2 能以簡易的英語參與課堂上老師引導的討論。 

2-2-3 能簡易的英語表達個人的需求、意願及感受。 

2-2-4 能以簡易的英語描述日常生活中相關的人、事、時、

地、物。 

3-2-4 能用適切的語調、節奏朗讀短文、簡易故事等。 

3-2-6 能瞭解對話、短文、書信、故事及短劇等的重要內容與

情節。 

3-2-9 能閱讀不同體裁、不同主題的簡易文章。 

4-2-2 能依提示合併、改寫句子及造句。 

5-2-1 能熟習課綱中所標示之 1200 個基本單字，並能應用於

日常生活的溝通中。 

5-2-3 能聽懂日常生活對話、簡易故事或廣播，並能以簡單

的字詞、句子記下要點。 

5-2-4 能看懂故事及簡易短文，並能以簡短的句子說出或寫

出其內容大意。 

6-2-2 樂於嘗試閱讀英文故事、雜誌或其他課外讀物。 

6-2-5 瞭解基本英文閱讀技巧，進而提升閱讀的興趣與能力。 

【環境教育】 

Lesson 4: 

Reading 

Answer the question 

Extended Activities 

Vocabulary  

Answer and the introduction of reading strategies. 

1 

康軒國中英語悅讀系

列 5A (書＋CD) 

Listening and reading 

comprehension che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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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期程 能力指標(含重大議題)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六週 

10/5－10/9 

3-2-4 能用適切的語調、節奏朗讀短文、簡易故事等。 

3-2-6 能瞭解對話、短文、書信、故事及短劇等的重要內容與

情節。 

3-2-9 能閱讀不同體裁、不同主題的簡易文章。 

5-2-1 能熟習課綱中所標示之 1200 個基本單字，並能應用於

日常生活的溝通中。 

5-2-4 能看懂故事及簡易短文，並能以簡短的句子說出或寫

出其內容大意。 

5-2-5 能看懂日常溝通中簡易的書信、留言、賀卡、邀請卡

等，並能以口語或書面作簡短的回應。 

【生涯發展教育】 

【家政教育】 

【環境教育】 

Review: 

1.複習 Lesson 3、4 單字與重要句型。 

2.聆聽 Lesson 3、4 課文 CD。 

3.朗讀 Lesson 3、4 課文。 

4.測驗卷評量。 

1 

康軒國中英語悅讀系

列 5A (書＋CD) 
Reading and writing 

test sh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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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期程 能力指標(含重大議題)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七週 

10/12-10/16 

1-2-3 能聽懂日常生活對話及簡易故事。 

2-2-2 能以簡易的英語參與課堂上老師引導的討論。 

2-2-3 能以簡易的英語表達個人的需求、意願及感受。 

2-2-4 能以簡易的英語描述日常生活中相關的人、事、時、

地、物。 

3-2-4 能用適切的語調、節奏朗讀短文、簡易故事等。 

3-2-6 能瞭解對話、短文、書信、故事及短劇等的重要內容與

情節。 

3-2-9 能閱讀不同體裁、不同主題的簡易文章。 

4-2-2 能依提示合併、改寫句子及造句。 

5-2-1 能熟習課綱中所標示之 1200 個基本單字，並能應用於

日常生活的溝通中。 

5-2-3 能聽懂日常生活對話、簡易故事或廣播，並能以簡單

的字詞、句子記下要點。 

5-2-4 能看懂故事及簡易短文，並能以簡短的句子說出或寫

出其內容大意。 

6-2-2 樂於嘗試閱讀英文故事、雜誌或其他課外讀物。 

6-2-5 瞭解基本英文閱讀技巧，進而提升閱讀的興趣與能力。 

【資訊教育】 

【生涯發展教育】 

Lesson 5: 

Reading 

Answer the question 

Extended Activities 

Vocabulary  

Answer and the introduction of reading strategies. 

 

1 

康軒國中英語悅讀系

列 5A (書＋CD) 

Listening and reading 

comprehension che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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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期程 能力指標(含重大議題)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八週 

10/19-10/23 

1-2-3 能聽懂日常生活對話及簡易故事。 

2-2-2 能以簡易的英語參與課堂上老師引導的討論。 

2-2-3 能以簡易的英語表達個人的需求、意願及感受。 

2-2-4 能以簡易的英語描述日常生活中相關的人、事、時、

地、物。 

3-2-4 能用適切的語調、節奏朗讀短文、簡易故事等。 

3-2-6 能瞭解對話、短文、書信、故事及短劇等的重要內容與

情節。 

3-2-9 能閱讀不同體裁、不同主題的簡易文章。 

4-2-2 能依提示合併、改寫句子及造句。 

5-2-1 能熟習課綱中所標示之 1200 個基本單字，並能應用於

日常生活的溝通中。 

5-2-3 能聽懂日常生活對話、簡易故事或廣播，並能以簡單

的字詞、句子記下要點。 

5-2-4 能看懂故事及簡易短文，並能以簡短的句子說出或寫

出其內容大意。 

6-2-2 樂於嘗試閱讀英文故事、雜誌或其他課外讀物。 

6-2-5 瞭解基本英文閱讀技巧，進而提升閱讀的興趣與能力。 

【資訊教育】 

【人權教育】 

Lesson 6: 

Reading 

Answer the question 

Extended Activities 

Vocabulary  

Answer and the introduction of reading strategies. 

1 

康軒國中英語悅讀系

列 5A (書＋CD) 

Listening and reading 

comprehension che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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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期程 能力指標(含重大議題)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九週 

10/26-10/30 

3-2-4 能用適切的語調、節奏朗讀短文、簡易故事等。 

3-2-6 能瞭解對話、短文、書信、故事及短劇等的重要內容與

情節。 

3-2-9 能閱讀不同體裁、不同主題的簡易文章。 

5-2-1 能熟習課綱中所標示之 1200 個基本單字，並能應用於

日常生活的溝通中。 

5-2-4 能看懂故事及簡易短文，並能以簡短的句子說出或寫

出其內容大意 

5-2-5 能看懂日常溝通中簡易的書信、留言、賀卡、邀請卡

等，並能以口語或書面作簡短的回應。 

【生涯發展教育】 

【資訊教育】 

【人權教育】 

Review: 

1.複習 Lesson 5、6 單字與重要句型。 

2.聆聽 Lesson 5、6 課文 CD。 

3.朗讀 Lesson 5、6 課文。 

4.測驗卷評量。 

1 

康軒國中英語悅讀系

列 5A (書＋CD) 
Reading and writing 

test sh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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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期程 能力指標(含重大議題)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十週 

11/2-11/6 

1-2-3 能聽懂日常生活對話及簡易故事。 

2-2-2 能以簡易的英語參與課堂上老師引導的討論。 

2-2-3 能以簡易的英語表達個人的需求、意願及感受。 

2-2-4 能以簡易的英語描述日常生活中相關的人、事、時、

地、物。 

3-2-4 能用適切的語調、節奏朗讀短文、簡易故事等。 

3-2-6 能瞭解對話、短文、書信、故事及短劇等的重要內容與

情節。 

3-2-9 能閱讀不同體裁、不同主題的簡易文章。 

4-2-2 能依提示合併、改寫句子及造句。 

5-2-1 能熟習課綱中所標示之 1200 個基本單字，並能應用於

日常生活的溝通中。 

5-2-3 能聽懂日常生活對話、簡易故事或廣播，並能以簡單

的字詞、句子記下要點。 

5-2-4 能看懂故事及簡易短文，並能以簡短的句子說出或寫

出其內容大意。 

6-2-2 樂於嘗試閱讀英文故事、雜誌或其他課外讀物。 

6-2-5 瞭解基本英文閱讀技巧，進而提升閱讀的興趣與能力。 

【資訊教育】 

【人權教育】 

Lesson 7: 

Reading 

Answer the question 

Extended Activities 

Vocabulary  

Answer and the introduction of reading strategies. 

1 

康軒國中英語悅讀系

列 5A (書＋CD) 

Listening and reading 

comprehension check. 

 



 12 

教學期程 能力指標(含重大議題)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十一週 

11/9-11/13 

1-2-3 能聽懂日常生活對話及簡易故事。 

2-2-2 能以簡易的英語參與課堂上老師引導的討論。 

2-2-3 能以簡易的英語表達個人的需求、意願及感受。 

2-2-4 能以簡易的英語描述日常生活中相關的人、事、時、

地、物。 

3-2-4 能用適切的語調、節奏朗讀短文、簡易故事等。 

3-2-6 能瞭解對話、短文、書信、故事及短劇等的重要內容與

情節。 

3-2-9 能閱讀不同體裁、不同主題的簡易文章。 

4-2-2 能依提示合併、改寫句子及造句。 

5-2-1 能熟習課綱中所標示之 1200 個基本單字，並能應用於

日常生活的溝通中。 

5-2-3 能聽懂日常生活對話、簡易故事或廣播，並能以簡單

的字詞、句子記下要點。 

5-2-4 能看懂故事及簡易短文，並能以簡短的句子說出或寫

出其內容大意。 

6-2-2 樂於嘗試閱讀英文故事、雜誌或其他課外讀物。 

6-2-5 瞭解基本英文閱讀技巧，進而提升閱讀的興趣與能力。 

【資訊教育】 

【環境教育】 

Lesson 8: 

Reading 

Answer the question 

Extended Activities 

Vocabulary  

Answer and the introduction of reading strategies. 

1 

康軒國中英語悅讀系

列 5A (書＋CD) 

Listening and reading 

comprehension che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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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期程 能力指標(含重大議題)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十二週 

11/16-11/20 

3-2-4 能用適切的語調、節奏朗讀短文、簡易故事等。 

3-2-6 能瞭解對話、短文、書信、故事及短劇等的重要內容與

情節。 

3-2-9 能閱讀不同體裁、不同主題的簡易文章。 

5-2-1 能熟習課綱中所標示之 1200 個基本單字，並能應用於

日常生活的溝通中。 

5-2-4 能看懂故事及簡易短文，並能以簡短的句子說出或寫

出其內容大意。 

5-2-5 能看懂日常溝通中簡易的書信、留言、賀卡、邀請卡

等，並能以口語或書面作簡短的回應。 

【生涯發展教育】 

【資訊教育】 

【人權教育】 

Review: 

1.複習 Lesson 7、8 單字與重要句型。 

2.聆聽 Lesson 7、8 課文 CD。 

3.朗讀 Lesson 7、8 課文。 

4.測驗卷評量。 

1 

康軒國中英語悅讀系

列 5A (書＋CD) 
Reading and writing 

test sheet 

 



 14 

教學期程 能力指標(含重大議題)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十三週 

11/23-11/27 

1-2-3 能聽懂日常生活對話及簡易故事。 

2-2-2 能以簡易的英語參與課堂上老師引導的討論。 

2-2-3 能以簡易的英語表達個人的需求、意願及感受。 

2-2-4 能以簡易的英語描述日常生活中相關的人、事、時、

地、物。 

3-2-4 能用適切的語調、節奏朗讀短文、簡易故事等。 

3-2-6 能瞭解對話、短文、書信、故事及短劇等的重要內容與

情節。 

3-2-9 能閱讀不同體裁、不同主題的簡易文章。 

4-2-2 能依提示合併、改寫句子及造句。 

5-2-1 能熟習課綱中所標示之 1200 個基本單字，並能應用於

日常生活的溝通中。 

5-2-3 能聽懂日常生活對話、簡易故事或廣播，並能以簡單

的字詞、句子記下要點。 

5-2-4 能看懂故事及簡易短文，並能以簡短的句子說出或寫

出其內容大意。 

6-2-2 樂於嘗試閱讀英文故事、雜誌或其他課外讀物。 

6-2-5 瞭解基本英文閱讀技巧，進而提升閱讀的興趣與能力。 

【環境教育】 

【生涯發展教育】 

Lesson 9: 

Reading 

Answer the question 

Extended Activities 

Vocabulary  

Answer and the introduction of reading strategies. 

1 

康軒國中英語悅讀系

列 5A (書＋CD) 

Listening and reading 

comprehension che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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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期程 能力指標(含重大議題)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十四週 

11/30-12/4 

1-2-3 能聽懂日常生活對話及簡易故事。 

2-2-2 能以簡易的英語參與課堂上老師引導的討論。 

2-2-3 能以簡易的英語表達個人的需求、意願及感受。 

2-2-4 能以簡易的英語描述日常生活中相關的人、事、時、

地、物。 

3-2-4 能用適切的語調、節奏朗讀短文、簡易故事等。 

3-2-6 能瞭解對話、短文、書信、故事及短劇等的重要內容與

情節。 

3-2-9 能閱讀不同體裁、不同主題的簡易文章。 

4-2-2 能依提示合併、改寫句子及造句。 

5-2-1 能熟習課綱中所標示之 1200 個基本單字，並能應用於

日常生活的溝通中。 

5-2-3 能聽懂日常生活對話、簡易故事或廣播，並能以簡單

的字詞、句子記下要點。 

5-2-4 能看懂故事及簡易短文，並能以簡短的句子說出或寫

出其內容大意。 

6-2-2 樂於嘗試閱讀英文故事、雜誌或其他課外讀物。 

6-2-5 瞭解基本英文閱讀技巧，進而提升閱讀的興趣與能力。 

【家政教育】 

Lesson 10: 

Reading 

Answer the question 

Extended Activities 

Vocabulary  

Answer and the introduction of reading strategies. 

1 

康軒國中英語悅讀系

列 5A (書＋CD) 

Listening and reading 

comprehension che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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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期程 能力指標(含重大議題)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十五週 

12/7-12/11 

3-2-4 能用適切的語調、節奏朗讀短文、簡易故事等。 

3-2-6 能瞭解對話、短文、書信、故事及短劇等的重要內容與

情節。 

3-2-9 能閱讀不同體裁、不同主題的簡易文章。 

5-2-1 能熟習課綱中所標示之 1200 個基本單字，並能應用於

日常生活的溝通中。 

5-2-4 能看懂故事及簡易短文，並能以簡短的句子說出或寫

出其內容大意。 

5-2-5 能看懂日常溝通中簡易的書信、留言、賀卡、邀請卡

等，並能以口語或書面作簡短的回應。 

【生涯發展教育】 

【人權教育】 

Review: 

1.複習 Lesson 9、10 單字與重要句型。 

2.聆聽 Lesson 9、10 課文 CD。 

3.朗讀 Lesson 9、10 課文。 

4.測驗卷評量。 

1 

康軒國中英語悅讀系

列 5A (書＋CD) 
Reading and writing 

test sh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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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期程 能力指標(含重大議題)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十六週 

12/14-12/18 

1-2-3 能聽懂日常生活對話及簡易故事。 

2-2-2 能以簡易的英語參與課堂上老師引導的討論。 

2-2-3 能以簡易的英語表達個人的需求、意願及感受。 

2-2-4 能以簡易的英語描述日常生活中相關的人、事、時、

地、物。 

3-2-4 能用適切的語調、節奏朗讀短文、簡易故事等。 

3-2-6 能瞭解對話、短文、書信、故事及短劇等的重要內容與

情節。 

3-2-9 能閱讀不同體裁、不同主題的簡易文章。 

4-2-2 能依提示合併、改寫句子及造句。 

5-2-1 能熟習課綱中所標示之 1200 個基本單字，並能應用於

日常生活的溝通中。 

5-2-3 能聽懂日常生活對話、簡易故事或廣播，並能以簡單

的字詞、句子記下要點。 

5-2-4 能看懂故事及簡易短文，並能以簡短的句子說出或寫

出其內容大意。 

6-2-2 樂於嘗試閱讀英文故事、雜誌或其他課外讀物。 

6-2-5 瞭解基本英文閱讀技巧，進而提升閱讀的興趣與能力。 

【資訊教育】 

Lesson 11: 

Reading 

Answer the question 

Extended Activities 

Vocabulary  

Answer and the introduction of reading strategies. 

1 

康軒國中英語悅讀系

列 5A (書＋CD) 

Listening and reading 

comprehension che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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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期程 能力指標(含重大議題)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十七週 

12/21-12/25 

1-2-3 能聽懂日常生活對話及簡易故事。 

2-2-2 能以簡易的英語參與課堂上老師引導的討論。 

2-2-3 能以簡易的英語表達個人的需求、意願及感受。 

2-2-4 能以簡易的英語描述日常生活中相關的人、事、時、

地、物。 

3-2-4 能用適切的語調、節奏朗讀短文、簡易故事等。 

3-2-6 能瞭解對話、短文、書信、故事及短劇等的重要內容與

情節。 

3-2-9 能閱讀不同體裁、不同主題的簡易文章。 

4-2-2 能依提示合併、改寫句子及造句。 

5-2-1 能熟習課綱中所標示之 1200 個基本單字，並能應用於

日常生活的溝通中。 

5-2-3 能聽懂日常生活對話、簡易故事或廣播，並能以簡單

的字詞、句子記下要點。 

5-2-4 能看懂故事及簡易短文，並能以簡短的句子說出或寫

出其內容大意。 

6-2-2 樂於嘗試閱讀英文故事、雜誌或其他課外讀物。 

6-2-5 瞭解基本英文閱讀技巧，進而提升閱讀的興趣與能力。 

【資訊教育】 

【環境教育】 

Lesson 12: 

Reading 

Answer the question 

Extended Activities 

Vocabulary  

Answer and the introduction of reading strategies. 

1 

康軒國中英語悅讀系

列 5A (書＋CD) 

Listening and reading 

comprehension che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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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期程 能力指標(含重大議題)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十八週 

12/28-1/1 

3-2-4 能用適切的語調、節奏朗讀短文、簡易故事等。 

3-2-6 能瞭解對話、短文、書信、故事及短劇等的重要內容與

情節。 

3-2-9 能閱讀不同體裁、不同主題的簡易文章。 

5-2-1 能熟習課綱中所標示之 1200 個基本單字，並能應用於

日常生活的溝通中。 

5-2-4 能看懂故事及簡易短文，並能以簡短的句子說出或寫

出其內容大意。 

5-2-5 能看懂日常溝通中簡易的書信、留言、賀卡、邀請卡

等，並能以口語或書面作簡短的回應。 

【環境教育】 

【生涯發展教育】 

【家政教育】 

Review: 

1.複習 Lesson 11、12 單字與重要句型。 

2.聆聽 Lesson 11、12 課文 CD。 

3.朗讀 Lesson 11、12 課文。 

4.測驗卷評量。 

1 

康軒國中英語悅讀系

列 5A (書＋CD) 
Reading and writing 

test sheet 

 

第十九週 

1/4-1/8 

3-2-4 能用適切的語調、節奏朗讀短文、簡易故事等。 

3-2-6 能瞭解對話、短文、書信、故事及短劇等的重要內容與

情節。 

3-2-9 能閱讀不同體裁、不同主題的簡易文章。 

5-2-1 能熟習課綱中所標示之 1200 個基本單字，並能應用於

日常生活的溝通中。 

5-2-4 能看懂故事及簡易短文，並能以簡短的句子說出或寫

出其內容大意。 

5-2-5 能看懂日常溝通中簡易的書信、留言、賀卡、邀請卡

等，並能以口語或書面作簡短的回應。 

【生涯發展教育】 

【家政教育】 

Review: 

1.複習 Lesson 1~4 單字與重要句型。 

2.聆聽 Lesson 1~4 課文 CD。 

3.朗讀 Lesson 1~4 課文。 

4.測驗卷評量。 

1 

康軒國中英語悅讀系

列 5A (書＋CD) 
Reading and writing 

test sh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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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期程 能力指標(含重大議題)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廿十週 

1/11-1/15 

3-2-4 能用適切的語調、節奏朗讀短文、簡易故事等。 

3-2-6 能瞭解對話、短文、書信、故事及短劇等的重要內容與

情節。 

3-2-9 能閱讀不同體裁、不同主題的簡易文章。 

5-2-1 能熟習課綱中所標示之 1200 個基本單字，並能應用於

日常生活的溝通中。 

5-2-4 能看懂故事及簡易短文，並能以簡短的句子說出或寫

出其內容大意。 

5-2-5 能看懂日常溝通中簡易的書信、留言、賀卡、邀請卡

等，並能以口語或書面作簡短的回應。 

【生涯發展教育】 

【資訊教育】 

【人權教育】 

Review: 

1.複習 Lesson 5~8 單字與重要句型。 

2.聆聽 Lesson 5~8 課文 CD。 

3.朗讀 Lesson 5~8 課文。 

4.測驗卷評量。  

1 

康軒國中英語悅讀系

列 5A (書＋CD) 
Reading and writing 

test sheet 

 

第廿一週 

1/18-1/22 

3-2-4 能用適切的語調、節奏朗讀短文、簡易故事等。 

3-2-6 能瞭解對話、短文、書信、故事及短劇等的重要內容與

情節。 

3-2-9 能閱讀不同體裁、不同主題的簡易文章。 

5-2-1 能熟習課綱中所標示之 1200 個基本單字，並能應用於

日常生活的溝通中。 

5-2-4 能看懂故事及簡易短文，並能以簡短的句子說出或寫

出其內容大意。 

5-2-5 能看懂日常溝通中簡易的書信、留言、賀卡、邀請卡

等，並能以口語或書面作簡短的回應。 

【環境教育】 

【生涯發展教育】 

【家政教育】 

Review: 

1.複習 Lesson 9~12 單字與重要句型。 

2.聆聽 Lesson 9~12 課文 CD。 

3.朗讀 Lesson 9~12 課文。 

4.測驗卷評量。 

1 

康軒國中英語悅讀系

列 5A (書＋CD) 
Reading and writing 

test sh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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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期程 能力指標(含重大議題)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廿二週 

1/25-1/29 

3-2-4 能用適切的語調、節奏朗讀短文、簡易故事等。 

3-2-6 能瞭解對話、短文、書信、故事及短劇等的重要內容與

情節。 

3-2-9 能閱讀不同體裁、不同主題的簡易文章。 

5-2-1 能熟習課綱中所標示之 1200 個基本單字，並能應用於

日常生活的溝通中。 

5-2-4 能看懂故事及簡易短文，並能以簡短的句子說出或寫

出其內容大意。 

5-2-5 能看懂日常溝通中簡易的書信、留言、賀卡、邀請卡

等，並能以口語或書面作簡短的回應。 

【環境教育】 

【生涯發展教育】 

【家政教育】 

Review: 

1.複習 Lesson 1~12 單字與重要句型。 

2.聆聽 Lesson 1~12 課文 CD。 

3.朗讀 Lesson 1~12 課文。 

4.測驗卷評量。 

1 

康軒國中英語悅讀系

列 5A (書＋CD) 
Reading and writing 

test sh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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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 109 學年度 第 二 學期 康橋國民中學 九 年級 英語 領域彈性課程計畫 設計者：九年級團隊 

一、本學期學習目標：  

(一)培養學生基本的英語溝通能力。 

(二)培養學生學習英語的興趣與方法。 

(三)增進學生對本國與外國文化習俗之認識。  

二、本學期課程架構：本份彈性課程計畫表乃以康軒悅讀系列－Fun with Reading 6A 教材為主進行撰寫。 

三、補充說明：此課程以基測輔導補充為主。 

四、本學期課程內涵： 

教學期程 能力指標(含重大議題)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一週 

2/15－2/19 

1-2-3 能聽懂日常生活對話和簡易故事。 

2-2-2 能以簡易英語參與課堂上老師引導的討論。 

2-2-3 以簡易的英語表達個人的需求、意願及感受。 

2-2-4 能以簡單的英語描述日常生活中相關的人、事、

物。 

3-2-4 能用適切的語調、節奏朗讀短文、故事等。 

3-2-6 能了解對話、短文、書信、故事及短劇等的重要

內容與情節。 

3-2-9 能閱讀不同體裁、不同主題的簡易文章。 

4-2-2 能依提示合併、改寫及造句 

5-2-1 畢業時，學生應至少學會一千二百個字詞，並能

應用於聽、說、讀、寫的溝通中。 

6-2-1 樂於接觸英語電影、歌曲、廣播、書籍等。 

6-2-3 樂於嘗試閱讀故事、雜誌及其他課外讀物。 

6-2-4 了解基本英文閱讀技巧，進而提升閱讀的興趣與

能力。 

【人權教育】 

L1 Martin and Henry 

1.了解不借而取謂之偷與誠實的重要。 

2.能瞭解真正的朋友應該互相規勸。 

3.學習現在完成式的用法。 

4.複習過去式的用法。 

1 

Fun With Reading 6A Listening and reading 

comprehension check. 

  

第二週 

2/22－2/26 

1-2-3 能聽懂日常生活對話和簡易故事。 

2-2-2 能以簡易英語參與課堂上老師引導的討論。 

2-2-3 以簡易的英語表達個人的需求、意願及感受。 

2-2-4 能以簡單的英語描述日常生活中相關的人、事、

物。 

3-2-4 能用適切的語調、節奏朗讀短文、故事等。 

L2 Who is She? 

1.認識 Cleopatra 的故事。 

2.教師可請學生上網搜尋與埃及豔后相關的事蹟分享。 
1 

Fun With Reading 6A Listening and reading 

comprehension che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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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期程 能力指標(含重大議題)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3-2-6 能了解對話、短文、書信、故事及短劇等的重要

內容與情節。 

3-2-9 能閱讀不同體裁、不同主題的簡易文章。 

4-2-2 能依提示合併、改寫及造句 

5-2-1 畢業時，學生應至少學會一千二百個字詞，並能

應用於聽、說、讀、寫的溝通中。 

6-2-1 樂於接觸英語電影、歌曲、廣播、書籍等。 

6-2-3 樂於嘗試閱讀故事、雜誌及其他課外讀物。 

6-2-4 了解基本英文閱讀技巧，進而提升閱讀的興趣與

能力。 

【生涯發展教育】 

第三週 

3/1－3/5 

3-2-4 能用適切的語調、節奏朗讀短文、故事等。 

3-2-6 能了解對話、短文、書信、故事及短劇等的重要

內容與情節。 

3-2-9 能閱讀不同體裁、不同主題的簡易文章。 

5-2-1 畢業時，學生應至少學會一千二百個字詞，並能

應用於聽、說、讀、寫的溝通中。 

5-2-4 能看懂故事及簡易短文，並能以幾個簡短的句子

述說或寫出內容大意。 

5-2-5 能看懂日常溝通中簡易的書信、留言或賀卡、邀

請卡等，並能以口語或書面作簡短的回應。 

【環境教育】 

【家政教育】 

Review 1-2 

複習 Lesson 1、2 單字與重要句型。 

聆聽 Lesson 1、2 課文 CD。 

朗讀 Lesson 1、2 課文。 

測驗卷評量。 

1 

Fun With Reading 6A Reading and writing 

test sheet 

 

第四週 

3/8－3/12 

1-2-3 能聽懂日常生活對話和簡易故事。 

2-2-2 能以簡易英語參與課堂上老師引導的討論。 

2-2-3 以簡易的英語表達個人的需求、意願及感受。 

2-2-4 能以簡單的英語描述日常生活中相關的人、事、

物。 

3-2-4 能用適切的語調、節奏朗讀短文、故事等。 

3-2-6 能了解對話、短文、書信、故事及短劇等的重要

內容與情節。 

3-2-9 能閱讀不同體裁、不同主題的簡易文章。 

4-2-2 能依提示合併、改寫及造句 

5-2-1 畢業時，學生應至少學會一千二百個字詞，並能

應用於聽、說、讀、寫的溝通中。 

6-2-1 樂於接觸英語電影、歌曲、廣播、書籍等。 

6-2-3 樂於嘗試閱讀故事、雜誌及其他課外讀物。 

6-2-4 了解基本英文閱讀技巧，進而提升閱讀的興趣與

能力。 

【家政教育】 

L3 Sunrise and Sunset 

1.瞭解書信的寫法。 

2.體會日出日落的美麗。 

1 

Fun With Reading 6A Listening and reading 

comprehension che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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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期程 能力指標(含重大議題)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五週 

3/15－3/19 

1-2-3 能聽懂日常生活對話和簡易故事。 

2-2-2 能以簡易英語參與課堂上老師引導的討論。 

2-2-3 以簡易的英語表達個人的需求、意願及感受。 

2-2-4 能以簡單的英語描述日常生活中相關的人、事、

物。 

3-2-4 能用適切的語調、節奏朗讀短文、故事等。 

3-2-6 能了解對話、短文、書信、故事及短劇等的重要

內容與情節。 

3-2-9 能閱讀不同體裁、不同主題的簡易文章。 

4-2-2 能依提示合併、改寫及造句 

5-2-1 畢業時，學生應至少學會一千二百個字詞，並能

應用於聽、說、讀、寫的溝通中。 

6-2-1 樂於接觸英語電影、歌曲、廣播、書籍等。 

6-2-3 樂於嘗試閱讀故事、雜誌及其他課外讀物。 

6-2-4 了解基本英文閱讀技巧，進而提升閱讀的興趣與

能力。 

【生涯發展教育】 

L4 The Princess 

1.能敘述自己想要的生活。 

2.可請學生分享自己做過的夢。 

1 

Fun With Reading 6A Listening and reading 

comprehension check. 

 

第六週 

3/22－3/26 

3-2-4 能用適切的語調、節奏朗讀短文、故事等。 

3-2-6 能了解對話、短文、書信、故事及短劇等的重要

內容與情節。 

3-2-9 能閱讀不同體裁、不同主題的簡易文章。 

5-2-1 畢業時，學生應至少學會一千二百個字詞，並能

應用於聽、說、讀、寫的溝通中。 

5-2-4 能看懂故事及簡易短文，並能以幾個簡短的句子

述說或寫出內容大意。 

5-2-5 能看懂日常溝通中簡易的書信、留言或賀卡、邀

請卡等，並能以口語或書面作簡短的回應。 

【人權教育】 

【生涯發展教育】 

Review 3-4 

複習 Lesson 3、4 單字與重要句型。 

聆聽 Lesson 3、4 課文 CD。 

朗讀 Lesson 3、4 課文。 

測驗卷評量。 

1 

Fun With Reading 6A Reading and writing 

test sheet 

 

第七週 

3/29－4/2 

1-2-3 能聽懂日常生活對話和簡易故事。 

2-2-2 能以簡易英語參與課堂上老師引導的討論。 

2-2-3 以簡易的英語表達個人的需求、意願及感受。 

2-2-4 能以簡單的英語描述日常生活中相關的人、事、

物。 

3-2-4 能用適切的語調、節奏朗讀短文、故事等。 

3-2-6 能了解對話、短文、書信、故事及短劇等的重要

內容與情節。 

3-2-9 能閱讀不同體裁、不同主題的簡易文章。 

4-2-2 能依提示合併、改寫及造句 

5-2-1 畢業時，學生應至少學會一千二百個字詞，並能

L5 The Story of the Golden Bear 

1.敘述一隻飢餓的熊被抓的故事。 

2.可請學生分享是否有因禍得福的事件。 

3.複習過去式的用法。 

1 

Fun With Reading 6A Listening and reading 

comprehension che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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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期程 能力指標(含重大議題)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應用於聽、說、讀、寫的溝通中。 

6-2-1 樂於接觸英語電影、歌曲、廣播、書籍等。 

6-2-3 樂於嘗試閱讀故事、雜誌及其他課外讀物。 

6-2-4 了解基本英文閱讀技巧，進而提升閱讀的興趣與

能力。 

【家政教育】 

第八週 

4/5－4/9 

1-2-3 能聽懂日常生活對話和簡易故事。 

2-2-2 能以簡易英語參與課堂上老師引導的討論。 

2-2-3 以簡易的英語表達個人的需求、意願及感受。 

2-2-4 能以簡單的英語描述日常生活中相關的人、事、

物。 

3-2-4 能用適切的語調、節奏朗讀短文、故事等。 

3-2-6 能了解對話、短文、書信、故事及短劇等的重要

內容與情節。 

3-2-9 能閱讀不同體裁、不同主題的簡易文章。 

4-2-2 能依提示合併、改寫及造句 

5-2-1 畢業時，學生應至少學會一千二百個字詞，並能

應用於聽、說、讀、寫的溝通中。 

6-2-1 樂於接觸英語電影、歌曲、廣播、書籍等。 

6-2-3 樂於嘗試閱讀故事、雜誌及其他課外讀物。 

6-2-4 了解基本英文閱讀技巧，進而提升閱讀的興趣與

能力。 

【生涯發展教育】 

L6 Boys and Girls 

1.認識電影《古墓奇兵》主角 Lara Croft 的故事。 

2.瞭解女性也應有自覺，不需要完全仰賴男性。 

1 

Fun With Reading 6A Listening and reading 

comprehension check. 

 

第九週 

4/12－4/16 

3-2-4 能用適切的語調、節奏朗讀短文、故事等。 

3-2-6 能了解對話、短文、書信、故事及短劇等的重要

內容與情節。 

3-2-9 能閱讀不同體裁、不同主題的簡易文章。 

5-2-1 畢業時，學生應至少學會一千二百個字詞，並能

應用於聽、說、讀、寫的溝通中。 

5-2-4 能看懂故事及簡易短文，並能以幾個簡短的句子

述說或寫出內容大意。 

5-2-5 能看懂日常溝通中簡易的書信、留言或賀卡、邀

請卡等，並能以口語或書面作簡短的回應。 

【家政教育】 

【生涯發展教育】 

Review 5-6 

複習 Lesson 5、6 單字與重要句型。 

聆聽 Lesson 5、6 課文 CD。 

朗讀 Lesson 5、6 課文。 

測驗卷評量。 

1 

Fun With Reading 6A Reading and writing 

test sheet 

 

第十週 

4/19－4/23 

1-2-3 能聽懂日常生活對話和簡易故事。 

2-2-2 能以簡易英語參與課堂上老師引導的討論。 

2-2-3 以簡易的英語表達個人的需求、意願及感受。 

2-2-4 能以簡單的英語描述日常生活中相關的人、事、

物。 

L7 The Redwood Trees 

1.分享觀賞加州樹林的經驗。 

2.可請學生分享曾經去過且印象深刻的地方。 1 

Fun With Reading 6A Listening and reading 

comprehension che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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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期程 能力指標(含重大議題)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3-2-4 能用適切的語調、節奏朗讀短文、故事等。 

3-2-6 能了解對話、短文、書信、故事及短劇等的重要

內容與情節。 

3-2-9 能閱讀不同體裁、不同主題的簡易文章。 

4-2-2 能依提示合併、改寫及造句 

5-2-1 畢業時，學生應至少學會一千二百個字詞，並能

應用於聽、說、讀、寫的溝通中。 

6-2-1 樂於接觸英語電影、歌曲、廣播、書籍等。 

6-2-3 樂於嘗試閱讀故事、雜誌及其他課外讀物。 

6-2-4 了解基本英文閱讀技巧，進而提升閱讀的興趣與

能力。 

【環境教育】 

第十一週 

4/26－4/30 

1-2-3 能聽懂日常生活對話和簡易故事。 

2-2-2 能以簡易英語參與課堂上老師引導的討論。 

2-2-3 以簡易的英語表達個人的需求、意願及感受。 

2-2-4 能以簡單的英語描述日常生活中相關的人、事、

物。 

3-2-4 能用適切的語調、節奏朗讀短文、故事等。 

3-2-6 能了解對話、短文、書信、故事及短劇等的重要

內容與情節。 

3-2-9 能閱讀不同體裁、不同主題的簡易文章。 

4-2-2 能依提示合併、改寫及造句 

5-2-1 畢業時，學生應至少學會一千二百個字詞，並能

應用於聽、說、讀、寫的溝通中。 

6-2-1 樂於接觸英語電影、歌曲、廣播、書籍等。 

6-2-3 樂於嘗試閱讀故事、雜誌及其他課外讀物。 

6-2-4 了解基本英文閱讀技巧，進而提升閱讀的興趣與

能力。 

【兩性教育】 

L8 A Fishy Story 

1.認識鯊魚的種類並瞭解其實鯊魚並未像想像中的可怕。 

2.複習現在簡單式的用法。 

1 

Fun With Reading 6A Listening and reading 

comprehension check. 

 

第十二週 

5/3－5/7 

3-2-4 能用適切的語調、節奏朗讀短文、故事等。 

3-2-6 能了解對話、短文、書信、故事及短劇等的重要

內容與情節。 

3-2-9 能閱讀不同體裁、不同主題的簡易文章。 

5-2-1 畢業時，學生應至少學會一千二百個字詞，並能

應用於聽、說、讀、寫的溝通中。 

5-2-4 能看懂故事及簡易短文，並能以幾個簡短的句子

述說或寫出內容大意。 

5-2-5 能看懂日常溝通中簡易的書信、留言或賀卡、邀

請卡等，並能以口語或書面作簡短的回應。 

【家政教育】 

Review 7-8 

複習 Lesson 7、8 單字與重要句型。 

聆聽 Lesson 7、8 課文 CD。 

朗讀 Lesson 7、8 課文。 

測驗卷評量。 

1 

Fun With Reading 6A Reading and writing 

test sh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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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期程 能力指標(含重大議題)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兩性教育】 

第十三週 

5/10－5/14 

1-2-3 能聽懂日常生活對話和簡易故事。 

2-2-2 能以簡易英語參與課堂上老師引導的討論。 

2-2-3 以簡易的英語表達個人的需求、意願及感受。 

2-2-4 能以簡單的英語描述日常生活中相關的人、事、

物。 

3-2-4 能用適切的語調、節奏朗讀短文、故事等。 

3-2-6 能了解對話、短文、書信、故事及短劇等的重要

內容與情節。 

3-2-9 能閱讀不同體裁、不同主題的簡易文章。 

4-2-2 能依提示合併、改寫及造句 

5-2-1 畢業時，學生應至少學會一千二百個字詞，並能

應用於聽、說、讀、寫的溝通中。 

6-2-1 樂於接觸英語電影、歌曲、廣播、書籍等。 

6-2-3 樂於嘗試閱讀故事、雜誌及其他課外讀物。 

6-2-4 了解基本英文閱讀技巧，進而提升閱讀的興趣與

能力。 

【家政教育】 

L9 The Teachers at My School 

1.瞭解班級中任教的教師。 

2.也可請學生設計題目去訪問辦公室裡的教師並做紀錄，

或是嘗試請學生上台擔任教師，體驗教師的辛勞。 

1 

Fun With Reading 6A Listening and reading 

comprehension check. 

 

第十四週 

5/17－5/21 

1-2-3 能聽懂日常生活對話和簡易故事。 

2-2-2 能以簡易英語參與課堂上老師引導的討論。 

2-2-3 以簡易的英語表達個人的需求、意願及感受。 

2-2-4 能以簡單的英語描述日常生活中相關的人、事、

物。 

3-2-4 能用適切的語調、節奏朗讀短文、故事等。 

3-2-6 能了解對話、短文、書信、故事及短劇等的重要

內容與情節。 

3-2-9 能閱讀不同體裁、不同主題的簡易文章。 

4-2-2 能依提示合併、改寫及造句 

5-2-1 畢業時，學生應至少學會一千二百個字詞，並能

應用於聽、說、讀、寫的溝通中。 

6-2-1 樂於接觸英語電影、歌曲、廣播、書籍等。 

6-2-3 樂於嘗試閱讀故事、雜誌及其他課外讀物。 

6-2-4 了解基本英文閱讀技巧，進而提升閱讀的興趣與

能力。 

【家政教育】 

L10 The Special Necklace 

1.敘述祖母項鍊的由來。 

2.表達對過世親人的懷念。 

3.可請學生分享是否有珍藏或有特殊意義的物品。 

1 

Fun With Reading 6A Listening and reading 

comprehension check. 

 

第十五週 

5/24－5/28 

3-2-4 能用適切的語調、節奏朗讀短文、故事等。 

3-2-6 能了解對話、短文、書信、故事及短劇等的重要

內容與情節。 

Review 9-10 

複習 Lesson 9、10 單字與重要句型。 

聆聽 Lesson 9、10 課文 CD。 

1 

Fun With Reading 6A Reading and writing 

test sh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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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期程 能力指標(含重大議題)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3-2-9 能閱讀不同體裁、不同主題的簡易文章。 

5-2-1 畢業時，學生應至少學會一千二百個字詞，並能

應用於聽、說、讀、寫的溝通中。 

5-2-4 能看懂故事及簡易短文，並能以幾個簡短的句子

述說或寫出內容大意。 

5-2-5 能看懂日常溝通中簡易的書信、留言或賀卡、邀

請卡等，並能以口語或書面作簡短的回應。 

【家政教育】 

朗讀 Lesson 9、10 課文。 

測驗卷評量。 

第十六週 

5/31－6/4 

1-2-3 能聽懂日常生活對話和簡易故事。 

2-2-2 能以簡易英語參與課堂上老師引導的討論。 

2-2-3 以簡易的英語表達個人的需求、意願及感受。 

2-2-4 能以簡單的英語描述日常生活中相關的人、事、

物。 

3-2-4 能用適切的語調、節奏朗讀短文、故事等。 

3-2-6 能了解對話、短文、書信、故事及短劇等的重要

內容與情節。 

3-2-9 能閱讀不同體裁、不同主題的簡易文章。 

4-2-2 能依提示合併、改寫及造句 

5-2-1 畢業時，學生應至少學會一千二百個字詞，並能

應用於聽、說、讀、寫的溝通中。 

6-2-1 樂於接觸英語電影、歌曲、廣播、書籍等。 

6-2-3 樂於嘗試閱讀故事、雜誌及其他課外讀物。 

6-2-4 了解基本英文閱讀技巧，進而提升閱讀的興趣與

能力。 

【家政教育】 

L11 Getting Over the Flu 

1.敘述感冒的經驗。 

2.瞭解感冒時應如何調養身體並儘速痊癒。 

1 

Fun With Reading 6A Listening and reading 

comprehension check. 

 

第十七週 

6/7－6/11 

1-2-3 能聽懂日常生活對話和簡易故事。 

2-2-2 能以簡易英語參與課堂上老師引導的討論。 

2-2-3 以簡易的英語表達個人的需求、意願及感受。 

2-2-4 能以簡單的英語描述日常生活中相關的人、事、

物。 

3-2-4 能用適切的語調、節奏朗讀短文、故事等。 

3-2-6 能了解對話、短文、書信、故事及短劇等的重要

內容與情節。 

3-2-9 能閱讀不同體裁、不同主題的簡易文章。 

4-2-2 能依提示合併、改寫及造句 

5-2-1 畢業時，學生應至少學會一千二百個字詞，並能

應用於聽、說、讀、寫的溝通中。 

6-2-1 樂於接觸英語電影、歌曲、廣播、書籍等。 

6-2-3 樂於嘗試閱讀故事、雜誌及其他課外讀物。 

6-2-4 了解基本英文閱讀技巧，進而提升閱讀的興趣與

L12 Home Is Where the Heart Is 

1.瞭解無業遊民的社會現象。 

2.可請學生思考社會上還有哪些事物是需要我們幫助

的？我們能夠提供什麼協助？ 

1 

Fun With Reading 6A Listening and reading 

comprehension che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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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期程 能力指標(含重大議題)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能力。 

【人權教育】 

第十八週 

6/14－6/18 

3-2-4 能用適切的語調、節奏朗讀短文、故事等。 

3-2-6 能了解對話、短文、書信、故事及短劇等的重要

內容與情節。 

3-2-9 能閱讀不同體裁、不同主題的簡易文章。 

5-2-1 畢業時，學生應至少學會一千二百個字詞，並能

應用於聽、說、讀、寫的溝通中。 

5-2-4 能看懂故事及簡易短文，並能以幾個簡短的句子

述說或寫出內容大意。 

5-2-5 能看懂日常溝通中簡易的書信、留言或賀卡、邀

請卡等，並能以口語或書面作簡短的回應。 

【生涯發展教育】 

Review 11-12 

複習 Lesson 11、12 單字與重要句型。 

聆聽 Lesson 11、12 課文 CD。 

朗讀 Lesson 11、12 課文。 

測驗卷評量。 

1 

Fun With Reading 6A Reading and writing 

test sheet 

  

第十九週 

6/21－6/25 

3-2-4 能用適切的語調、節奏朗讀短文、故事等。 

3-2-6 能了解對話、短文、書信、故事及短劇等的重要

內容與情節。 

3-2-9 能閱讀不同體裁、不同主題的簡易文章。 

5-2-1 畢業時，學生應至少學會一千二百個字詞，並能

應用於聽、說、讀、寫的溝通中。 

5-2-4 能看懂故事及簡易短文，並能以幾個簡短的句子

述說或寫出內容大意。 

5-2-5 能看懂日常溝通中簡易的書信、留言或賀卡、邀

請卡等，並能以口語或書面作簡短的回應。 

【家政教育】 

【生涯發展教育】 

Review 

複習 Lesson 1-12 單字與重要句型。 

聆聽 Lesson 1-12 課文 CD。 

朗讀 Lesson 1-12 課文。 

測驗卷評量。 

1 

Fun With Reading 6A Reading and writing 

test sheet 

 

第二十週 

6/28－6/30 

3-2-4 能用適切的語調、節奏朗讀短文、故事等。 

3-2-6 能了解對話、短文、書信、故事及短劇等的重要

內容與情節。 

3-2-9 能閱讀不同體裁、不同主題的簡易文章。 

5-2-1 畢業時，學生應至少學會一千二百個字詞，並能

應用於聽、說、讀、寫的溝通中。 

5-2-4 能看懂故事及簡易短文，並能以幾個簡短的句子

述說或寫出內容大意。 

5-2-5 能看懂日常溝通中簡易的書信、留言或賀卡、邀

請卡等，並能以口語或書面作簡短的回應。 

【家政教育】 

【生涯發展教育】 

Review 

複習 Lesson 1-12 單字與重要句型。 

聆聽 Lesson 1-12 課文 CD。 

朗讀 Lesson 1-12 課文。 

測驗卷評量。 

 

 

 

 

 

 

休業式 

1 

Fun With Reading 6A Reading and writing 

test sheet 

  

 



30 

 

康橋國際學校新竹校區 109學年度第一學期社團才藝開課計劃書 

年級 7-9年級 上課時間 社團時間 

教師 江靜涵 社團名稱 籃球社 

社團介紹 
培養中學部學生的籃球能力，增進對籃球相關的知識以及鍛鍊體能，透過比賽學習

如何與隊友團隊合作。 

上課地點 室內籃球場 

人數限制 

除特殊社團由學務處制定人數上限外，各社團最多可有 21至 24人，最少應有 5

人，15人以上班級須加派助教(助教鐘點費以原教師之一半計算)，如有疑問請洽課

後活動組。 

教 學 進 度 表 

第一週 

(8/30) 
社團準備週(不上課) 

第十一週 

(11/5) 
半場行進間傳接球投籃 

第二週 

(9/3) 

9/6(五)10:30-11:30到校簽約、

上課注意事項說明 

(務必參加，以免影響開課權益) 

第十二週 

(11/12) 
全場兩人傳球上籃與投籃 

第三週 

(9/10) 
動態熱身、敏捷梯訓練 

第十三週 

(11/19) 
半場二對二攻守訓練 

第四週 

(9/17) 
動態熱身、原地運球訓練 

第十四週 

(11/26) 
三人傳球上籃與投籃 

第五週 

(9/24) 
行進間運球、半場運球投籃 

第十五週 

(12/3) 
三人小組跑位訓練 

第六週 

(10/1) 
上籃腳步訓練、敏捷訓練 

第十六週 

(12/10) 
全場攻守轉換訓練 

第七週 

(10/8) 
半場運球上籃及投籃訓練 

第十七週 

(12/17) 

靜態社團佈展 (正常上課) 

小組組合訓練、三對三 

第八週 

(10/15) 

基本進攻步伐及過人訓練、防守

腳步訓練 

第十八週 

(12/24) 

動態社團成果發表 

(學生欣賞表演) 

第九週 

(10/22) 
兩人傳球訓練、體能訓練 

第十九週 

(12/31) 
小組組合訓練、五對五 

第十週 

(10/29) 
動態投籃、一對一對抗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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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橋國際學校新竹校區 109學年度第一學期社團才藝開課計劃書 

年級 7-9年級 上課時間 社團時間 

教師 賴明煌 社團名稱 中學部圍棋社團 

社團介紹 
學習圍棋專心思考的習慣,實戰對弈訓練面對挫折的能力,進而靜心定性培養良好的

品格. 

上課地點 有特殊需求請告知唷！若無則會安排一般年級上課教室！ 

人數限制 

除特殊社團由學務處制定人數上限外，各社團最多可有 21至 24人，最少應有 5

人，15人以上班級須加派助教(助教鐘點費以原教師之一半計算)，如有疑問請洽課

後活動組。 

教 學 進 度 表 

第一週 

(8/30) 
社團準備週(不上課) 

第十一週 

(11/5) 

實戰棋局講解 

實戰對奕 

第二週 

(9/3) 

9/6(五)10:30-11:30到校簽約、

上課注意事項說明 

(務必參加，以免影響開課權益) 

第十二週 

(11/12) 

實戰棋局講解 

實戰對奕 

第三週 

(9/10) 

布局基礎 

實戰對奕 

第十三週 

(11/19) 

實戰棋局講解 

實戰對奕 

第四週 

(9/17) 

實戰棋局講解 

實戰對奕 

第十四週 

(11/26) 

實戰棋局講解 

實戰對奕 

第五週 

(9/24) 

實戰棋局講解 

實戰對奕 

第十五週 

(12/3) 

實戰棋局講解 

實戰對奕 

第六週 

(10/1) 

實戰棋局講解 

實戰對奕 

第十六週 

(12/10) 

實戰棋局講解 

實戰對奕 

第七週 

(10/8) 

實戰棋局講解 

實戰對奕 

第十七週 

(12/17) 

實戰棋局講解 

實戰對奕 

第八週 

(10/15) 

實戰棋局講解 

實戰對奕 

第十八週 

(12/24) 

動態社團成果發表 

(學生欣賞表演) 

第九週 

(10/22) 

實戰棋局講解 

實戰對奕 

第十九週 

(12/31) 

實戰棋局講解 

           實戰對奕 

第十週 

(10/29) 

實戰棋局講解 

實戰對奕 
  

上課材料 
圍棋教材一本 

鉛筆和橡皮擦(請自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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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橋國際學校新竹校區 109學年度第一學期課後才藝開課計劃書 

年級 7-9年級 上課時段 社團時間 

教師姓名 莊佳玲 才藝名稱 吉他社 

上課地點 有特殊需求請告知唷！若無則會安排一般年級上課教室！ 

課程說明 
基礎教學：基礎樂理、拍擊法、指法、打板、切音...等，藉由歌曲的彈唱提升學

習吉他的興趣。上學期講授拍擊法、下學期進入指法練習。 

人數限制 10人 

教 學 進 度 表 

第一週 L1基礎樂理 第十一週 L10華爾滋拍擊法(握不住的他) 

第二週 L2簡譜練習 第十二週 L11 Folk Rock(小手拉大手) 

第三週 L3如何看懂六線譜 第十三週 L11 Folk Rock(小手拉大手) 

第四週 
L4常用的四個和弦(C、Am、Dm、

G7) 
第十四週 L12 Folk Rock(謝謝你愛我) 

第五週 
L5常用的四個和弦(Em、F、Dm、

G) 
第十五週 L12 Folk Rock(謝謝你愛我) 

第六週 
L6拍擊法(You are my 

sunshine) 
第十六週 L13 Folk Rock(勢在必行) 

第七週 L7拍擊法(小情歌) 第十七週 L13 Folk Rock(勢在必行) 

第八週 L8拍擊法(童話) 第十八週 L14 Folk Rock(戀愛 ing) 

第九週 
L9華爾滋拍擊法(當我們同在一

起、平安夜) 
第十九週 L14 Folk Rock(戀愛 ing) 

第十週 L10華爾滋拍擊法(握不住的他) 第二十週 L14 Folk Rock(戀愛 ing) 

上課材料 請自備吉他、移調夾、pick、調音器等配備 

費用估算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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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橋國際學校新竹校區 109學年度第二學期社團才藝開課計劃書 

(每週 2 節) 

年級 7-9年級 上課時間 社團時間 

教師 江慧玉 社團名稱 創意多元手工藝社 

社團介紹 

教導各項手工藝,讓孩子們體驗 DIY的樂趣與手工創作技巧，培養孩子們的耐心與

細心度，本學期有手工皂與護唇膏.布藝與不織布創作.蝴蝶結手工髮飾.暖冬脖圍.

玩偶娃娃.羊毛氈等…教學，透過創造力的發揮，將做出獨一無二的作品，還有滿

滿的成就感。 

上課地點 請安排 5F社團教室 

人數限制 

除特殊社團由學務處制定人數上限外，各社團最多可有 21至 24人，最少應有 5

人，15人以上班級須加派助教(助教鐘點費以原教師之一半計算)，如有疑問請洽課

後活動組。 

教 學 進 度 表 

第一週 

(8/30) 
社團準備週(不上課) 

第十一週 

(11/5) 
美麗圖案抱枕(一) 

第二週 

(9/3) 

9/6(五)10:30-11:30到校簽約、

上課注意事項說明 

(務必參加，以免影響開課權益) 

第十二週 

(11/12) 
美麗圖案抱枕(一) 

第三週 

(9/10) 
蝴蝶結手工髮飾(初階) 

第十三週 

(11/19) 
手工皂與護唇膏 DIY 

第四週 

(9/17) 
蝴蝶結手工髮飾(進階) 

第十四週 

(11/26) 
暖呼呼脖圍(一) 

第五週 

(9/24) 
布藝創作—環保飲料提袋 

第十五週 

(12/3) 
暖呼呼脖圍(二) 

第六週 

(10/1) 
布藝創作—小零錢包或小面紙套 

第十六週 

(12/10) 
聖誕節不織布冰箱貼 

第七週 

(10/8) 
動物樂園絨毛玩偶(一) 

第十七週 

(12/17) 

靜態社團佈展 (正常上課) 

聖誕節卡片套或零錢包 

第八週 

(10/15) 
動物樂園絨毛玩偶(二) 

第十八週 

(12/24) 

動態社團成果發表 

(學生欣賞表演)—不上課 

第九週 

(10/22) 
羊毛氈戳戳樂(一) 

第十九週 

(12/31) 
糖霜餅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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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週 

(10/29) 
羊毛氈戳戳樂(二)   

上課材料 

緞帶.髮夾.布材.毛襪.棉花.手工皂材. 精油.羊毛氈之羊毛與戳針. 

各式不織布.手作材料包.工具.吊繩.等相關縫紉材料與工具 

餅乾與糖霜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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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橋國際學校新竹校區 109學年度第二學期社團才藝開課計劃書 

年級 7-9年級 上課時段 社團時間 

教師姓名 莊佳玲 才藝名稱 吉他社 

上課地點 有特殊需求請告知唷！若無則會安排一般年級上課教室！ 

課程說明 
基礎教學：基礎樂理、拍擊法、指法、打板、切音...等，藉由歌曲的彈唱提升學

習及他的興趣。上學期講授拍擊法、下學期進入指法練習。 

人數限制 8人 

教 學 進 度 表 

第一週 L15指法(擁抱) 第十一週 L19指法(天后) 

第二週 L15指法(擁抱) 第十二週 L20指法(以後別做朋友) 

第三週 L16指法(彩虹) 第十三週 L20指法(以後別做朋友) 

第四週 L16指法(彩虹) 第十四週 L21指法(小幸運) 

第五週 L16指法(彩虹) 第十五週 L21指法(小幸運) 

第六週 L17華爾滋指法(握不住的他) 第十六週 L22打板(星晴) 

第七週 L17華爾滋指法(握不住的他) 第十七週 L22打板(星晴) 

第八週 L18華爾滋指法(棋子) 第十八週 L23打板(告白氣球) 

第九週 L18華爾滋指法(棋子) 第十九週 L23打板(告白氣球) 

第十週 L19指法(天后) 第二十週 L23打板(告白氣球) 

上課材料 請自備吉他、移調夾、pick、調音器等配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