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搭配彈性課程測驗，閱讀力 UP

週週有素養

★林淑媛老師 << 越讀，閱讀 >>

★收錄 36 篇會考閱讀素養題組，搭配課次使用

★臺北市陳韻安老師、蔡欣樺老師、林卓君老師合撰

★心測中心老師審題 96220004-31

佳音ZX

廣告頁待補

快搜 期 刊 大 師
或 掃 c o d e 下 載

※產品封面以成書為準

19 項議題 5大常考題型完整涵蓋，活用 6種閱讀技巧
1 閱讀引導：閱讀策略解說，加強解題技巧

2 素養議題：以 19 項議題為主軸，搭配 8 大領域主題，完整訓練

文意理解力

3 自習幫手：題題詳解，自學好便利

4 線上學習：全書文章翻譯，解惑好幫手

5 加值配套：團訂贈讀後檢測光碟

（評量單 10 回＋課程計畫表）

1 全套 3 本由淺入深，整合 5 大類閱讀題型

2 結合課綱「19 項議題」與「跨領域」主題，並融入素養題型

3 提供「閱讀策略祕笈」，加強解題技巧

英語 整合式閱讀練習 Level 1、2、3英語 整合式閱讀練習 Level 1、2、3英語 整合式閱讀練習 Level 1、2、3英語 整合式閱讀練習 Level 1、2、3

英語ASK素養閱讀英語ASK素養閱讀英語ASK素養閱讀英語ASK素養閱讀

同場
加映
同場
加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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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韻安  老師
∙臺灣師範大學英語系畢業
∙臺北市立中崙高中國中部英語教師兼導師

蔡欣樺  老師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教育學系 輔 英語系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英語研究所在職進修班 教學組
∙ 102 學年度迄今 臺北市立介壽國中英文正式老師 兼任導師
∙臺北市 105 學年度—介壽國中 資優校本方案講師
∙桃園市 106 學年度—青溪國中 資訊融入英語教育 講師

林卓君  老師
∙英國約克大學語文科學所語言心理碩士 

∙臺灣師範大學翻譯所筆譯組 

∙臺灣師範大學英語系畢業
∙臺北市立敦化國中英語教師兼導師

★一上課程計畫總表   32

★搭配翰版 B1U1
第 2 週家庭樹    33
第 3 週邀請卡    34
第 4 週家庭樹    35-36

★搭配翰版 B1U2
第 5 週家庭平面圖    37
第 6 週家庭平面圖    38
第 7 週租屋條件    39

★搭配翰版 B1U3
第 9 週圖像標誌    40
第 10 週圖書館守則    41-43
第 11 週海灘標誌    44-45

★搭配翰版 B1U4
第 12 週校慶活動    46
第 13 週電影時刻表    47
第 14 週寵物店拍賣會    48

★搭配翰版 B1U5
第 16 週聖誕派對邀請卡    49
第 17 週茱蒂的行事曆    50
第 18 週感恩節    51

★搭配翰版 B1U6
第 19 週看圖檢索    52
第 19 週心智圖    53
第 20 週春季棒球賽    54

★解答篇   55

★一下課程計畫總表   1

★越讀．悅讀─
國中英語閱讀能力分階段養成，自信面對素
養導向會考   2-11

★搭配翰版 B2U1
第 1 週自我介紹    12
第 2 週冬令營    13
第 3 週籃球小子    14

★搭配翰版 B2U2
第 4 週休閒活動    15
第 5 週生活作息表    16
第 6 週牙醫診所    17

★搭配翰版 B2U3
第 8 週博物館資訊    18
第 9 週下午茶店資訊    19
第 10 週美術館資訊    20

★搭配翰版 B2U4
第 11 週旅遊行程規劃    21
第 12 週消費發票    22
第 13 週三明治食譜    23

★搭配翰版 B2U5
第 15 週澳洲氣候    24
第 16 週環保吸管    25
第 16 週水生公園活動訊息    26

★搭配翰版 B2U6
第 17 週公車時刻表    27
第 18 週感恩節遊行    28-29
第 19 週餐桌禮儀    30

★解答篇   31



月分 週次 日期 主題單元 學校行事活動

2 第 1 週 2/13~2/17 Unit 1 Do You Like Sports? （自我介紹）

2 第 2 週 2/20~2/24 Unit 1 Do You Like Sports? （冬令營）

2~3 第 3 週 2/27~3/3 Unit 1 Do You Like Sports? （籃球小子）

3 第 4 週 3/6~3/10
Unit 2 How Often Do You Go to the Library? 
（休閒活動）

3 第 5 週 3/13~3/17
Unit 2 How Often Do You Go to the Library? 
（生活作息表）

3 第 6 週 3/20~3/24
Unit 2 How Often Do You Go to the Library?
（牙醫診所）

3 第 7 週 3/27~3/31 第一次段考 第一次段考

4 第 8 週 4/3~4/7 Unit 3 Which Painting Do You Like? （博物館資訊）

4 第 9 週 4/10~4/14 Unit 3 Which Painting Do You Like? （下午茶店資訊）

4 第 10 週 4/17~4/21 Unit 3 Which Painting Do You Like? （美術館）

4 第 11 週 4/24~4/28 Unit 4 How Much Flour Do You Need?（旅遊行程規劃）

5 第 12 週 5/1~5/5 Unit 4 How Much Flour Do You Need?（消費發票）

5 第 13 週 5/8~5/12 Unit 4 How Much Flour Do You Need?（三明治食譜）

5 第 14 週 5/18~5/19 第二次段考 第二次段考

5 第 15 週 5/22~5/26
Unit 5 There Was a Lot of Trash in the Sea
（澳洲氣候）

5~6 第 16 週 5/29~6/2
Unit 5 There Was a Lot of Trash in the Sea
（環保吸管、水生公園活動訊息）

6 第 17 週 6/5~6/9
Unit 6 We Rode a Bike to the Temple
（公車時刻表）

6 第 18 週 6/12~6/16
Unit 6 We Rode a Bike to the Temple
（感恩節遊行）

6 第 19 週 6/19~6/23 Unit 6 We Rode a Bike to the Temple（餐桌禮儀）

6 第 20 週 6/26~6/30 第三次段考、結業式 第三次段考

合科：【3次段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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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常遇到一個問題：老師明明很認真教學，學生也很認

真學習，但會考結果卻沒反映出師生共同努力的成效。

有沒有可能是在教學過程中，教學內容的比重、策略、方

向出了問題？

過去的基測，現在的會考，甚至108新課綱強調的素養導

向題型，20年來，充分揭示「語用」的語言學習趨勢，和「培

養思考力」的時代趨勢。如果老師沒有嗅到這樣的趨勢，甚至

經歷基測時代的年輕老師，若仍只著重文法翻譯教學，師生面對會考題型，都會同感挫折，對

108新課綱素養導向題型更感焦慮。因此，在有限的教學時間下，國中三年的閱讀教學進程，有

必要掌握方向，長期規劃。

一、調整教學比重，區分精讀與略讀

很多老師傳承以往中學老師的教學經驗，習慣以文法翻譯講

述教學。這個教學法本身並沒有錯，問題出在「不足」―語言學

習不該只有單字文法，更包含語言應用、語境、和背後的思想文

化等。另一方面，不管任何語言，我們可以界定它都是一種用來

認識世界的生活工具。也就是說，我們利用英語瞭解世界上很多

的事，就像我們用中文去瞭解天文地理、歷史文化、科技經濟等

各領域知識是一樣的道理。因此，語言學習的教科書，不論中英

文，文本都會涵括多元題材。只是很可惜，當初九年一貫開放審定版教科書後，備受期待的多

元樣貌，卻因很多老師仍著重在單字文法教學，失去語言教學的目標。即使實施多年的基測會

考，閱讀理解佔六成以上配分，揭示了「語用」和「閱讀思考力」的重要性，但老師還是把絕

大部分心力放在單字文法的繁瑣細節，甚少投注在最花心力的閱讀能力訓練上。108課綱實施

後，教科書呈現的樣貌已大幅更改，「素養導向」前提下，課本除了過往既有的內容，還要指

導學習策略、重大議題討論、任務導向教學活動…。雪上加霜的是，國中英語教學時數少一節

（暫時不提外掛一節彈性課程），英語教學似乎成了mission impossible（不可能的任務）。

越讀˙悅讀──國中英語閱讀能力分階段養成，自信面對素養導向

會考 

       

 
我們常遇到一個問題：老師明明很認真教學，學生也很認真學習，但會考

結果卻沒反映出師生共同努力的成效。 
有沒有可能是在教學過程中，教學內容的比重、策略、方向出了問題？ 

      過去的基測，現在的會考，甚至 108新課綱強調的素養導向題型，20年
來，充分揭示「語用」的語言學習趨勢，和「培養思考力」的時代趨勢。如果

老師沒有嗅到這樣的趨勢，甚至經歷基測時代的年輕老師，若仍只著重文法翻

譯教學，師生面對會考題型，都會同感挫折，對 108新課綱素養導向題型更感
焦慮。因此，在有限的教學時間下，國中三年的閱讀教學進程，有必要掌握方

向，長期規劃。 
 
一、調整教學比重，區分精讀與略讀 

 
      很多老師傳承以往中學老師的教學經驗，習慣以文法翻譯講述教學。這個
教學法本身並沒有錯，問題出在「不足」――語言學習不該只有單字文法，更
包含語言應用、語境、和背後的思想文化等。另一方面，不管任何語言，我們

可以界定它都是一種用來認識世界的生活工具。也就是說，我們利用英語瞭解

世界上很多的事，就像我們用中文去瞭解天文地理、歷史文化、科技經濟等各

領域知識是一樣的道理。因此，語言學習的教科書，不論中英文，文本都會涵

 林淑媛 老師

語言與文化

單字文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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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時數不足」是英語教師共通的困境。然而，就算有再多的時數，如果教學方法與方

向不變，孩子仍停在基礎的單字文法的機械化反覆練習，沒有指導閱讀理解的思考層次，更不利

面對會考素養導向的題型。因此，在有限的時間內，適當配置教學內容與進度就顯得格外重要。

筆者建議，老師們可以在領域共同備課時，討論段考分配比重，決定哪些課文內容進行

「精讀」與「略讀」。基本上，除非是特殊議題，需要多介紹背景知識，學生只要能理解單字

字意，就能理解文本內容主旨大意（會考閱讀題組的主要題型）即可。對較深難的文法，加重

句型練習；文法較簡單的單元，重點講解，不需每課逐字解釋，就有機會空出教學時間了。

以下提出幾點個人在教學或課室的經營技巧供參。

  TIP 1 預習很重要！

請學生回家預習，上課時，先檢查學生做的筆記，我再來講述。多年來，學生反應，有預

習，比較能清楚課本和老師上課的內容。這樣上課也很省時。如果學生的課本空白甚多，或全

班多人沒有寫預習筆記，我會停頓5-10分鐘，給全班先做筆記整理，再來講述。乍看之下，浪

費了5-10分鐘，實則上課比較有效率。

在規定預習時，可以先告訴學生要看的重點。例如：今天上的文法句型，請在Reading和

Dialogue文本裡找出來，用螢光筆畫出來。學生不但複習今天的文法，更可理解課文和句型應用。

  TIP 2 減輕學習焦慮：文法重點講，先基礎，再深入。先理解，再練習。

我上文法都會先構思故事情境，讓學生理解文法的使用時機，再來談文法結構，邏輯概念

清楚，再來做課本練習題［註1］。概念清楚，就不需要做大量的、機械性的反覆練習或句型練

習卷（這樣也倒盡學生胃口，失去學習動力）。我都帶學生做課本的基礎練習題，視學生能

力，再來談更細節或深一點的內容。如果有必要，立刻出三題翻譯，牛刀小試，學生可翻課本

講義參考，老師行間巡視指導。允許學生開書參考，可減輕學生的學習焦慮，也同時讓學生邊

看邊反芻老師剛剛上課的內容。八、九年級再給一、兩則基測會考題演練。一步步由淺入深，

由理解到應用，讓學生逐步面對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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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習慣把教學進度、備課用書、習作解答、講義筆記、考卷解答筆記…等掃描檔放雲端，

供學生預習複習用。早期我會把備課用書、習作解答編輯整併成B4一或兩張雙面印給學生。後

來學校為每個學生建立email帳號，利用Google Classroom可以有效管理許多教學事務，就不再列

印備課用書講義了。

要善用書商提供的電子書光碟，包含課文講解、我在考卷講義上寫的筆記掃描後投影（手

機下載Adobe Scan就可掃描），學生可以跟著我講述的內容記筆記，減少板書時間。因有要求

學生預習，上課重點提示，教學效能就提高了。

識字量是閱讀流暢的關鍵，雖然拼讀很重要，但對於落後程度的孩子，不要逼著每個單字

的字母都要拼對。只要能認字，知道字義就能閱讀，知道聲音就能增加音感語感，促進英語聽

力，也間接幫助閱讀能力。因此，利用學習應用程式（apps，例如：Quizlet）或學習平台（例

如：Cool English）讓學生練習認字或拼字，不僅有趣，學習成效也佳。

提升上課效能後，老師就有多餘的時間進行機器做不到的事：閱讀指導。

  TIP 3 善用科技，機械反覆練習交給學習系統，老師處理大腦思考。

 上過去完成式，利用時間軸理解過去完成式使用時機，再用基測會考經典代表題做綜合演練。
將文法應用到閱讀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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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閱讀

技巧閱讀

基礎識讀

  TIP 1 不同程度的孩子，閱讀教學的實施進度也不一樣。

1 學生普遍程度佳的班級，教師可減少課本細節講述，及早進行技巧閱讀訓練（指導閱讀策

略），提升到擴展閱讀（多元題材的文本）。國中三年訓練下來，程度好的孩子不只可以應

付會考，更因大量閱讀而順利銜接高中沒有教材範圍、需要大量且多元閱讀的學習模式。

2 待加強學生多的班級，教師應減少文法講述，守住學生的單字辨識能力。多利用簡單有趣的

文本，引導孩子識字拼讀，帶出閱讀的樂趣，力求「看懂簡易的文章」。

3 雙峰現象極大的班級，可實施分組教學或分組合作學習。教師提供不同難度的文本，要求的

能力標準也因人而異，讓每個孩子各有追求的目標。

  TIP 2 利用基測會考題，系統進展閱讀策略教學。

九年一貫以前，我利用報章雜誌編成講義，訓練學生閱讀策略，但學生認為和課本考試無

關，不太理會。等到聯考，特別是90年第1次基測，原本段考平均落後全校的任課班竟然大翻

盤，英語成績優異，學生才相信我教的閱讀策略是有用的，之後基測／會考題本累積越來越

多，就全改用基測／會考試題，偶爾穿插我出過的段考題來應對閱讀策略。我參考國外的閱讀

策略理論與教師實務應用，整理成一系列閱讀策略教學課程，從七年級開始，搭配課本主題或

文法結構教學。到九年級，學生就能適應長篇閱讀。［註 2］

二、瞭解學生的程度，提供適合的教學進程

我任教的學校位在台北市的菁華區，班內學生程度呈極度雙峰，極度挑戰老師的教學規

劃。新生入學時，英語程度優的孩子已會閱讀長篇青少年英語小說（Harry Potter對他們而言是小

case），然而一班（約 30 人）也有 3-6 名孩子無法認得或依序說寫出 26 個字母。我現在任教的

某班更是破記錄的，新生入學，全班23人（含特殊生），1個語文資優跳級生、2個英語資優

生，也有10個學生無法順利依序寫出26個英語字母或簡易的單字拼讀。全國在社經條件不利地

區，全班幾乎不識26個字母的狀況比比皆是。即使用同一本教科書，由於教學環境差異大，教

學規劃也要因應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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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瞭解閱讀評量趨勢，擴大閱讀形式，提升閱讀思考力

很多老師對「素養導向評量」陌生，甚至誤會素養導向評量題目很難、文章很長──這只

能說對了一半。如果了解國際幾個重要的評量趨勢，其實從過往的基測／會考題就可以看到一

些脈絡［註 3］。目前跟閱讀有關的國際大型評量，最重要的有兩個：PIRLS和PISA。PIRLS測驗

10歲學童的閱讀能力和閱讀素養（在此暫且不談數位閱讀）；PISA是15歲學生的基本素養程

度，閱讀、數學和科學三個領域的基本素養，每隔三年輪流測驗一個領域。測驗架構和試題樣

本都可以在國際評比辦公室下載參考［註4］。如果老師能掌握測驗架構，就不需過度驚惶。

PIRLS的文本以故事體、說明文為主。根據其評量架構，老師可以掌握閱讀的四個歷程：直

接提取、直接推論、詮釋整合、比較評估。根據這四個歷程來設計提問，引導學生從字面理

解，步步提升到統整思辨的高階思考。

1.直接提取 直接在文本上找到答案（例：文章中出現的人事時地物）

2.直接推論 根據上下文，推斷出訊息間的關係（例：推測主角的目的、事件因果等）

3.詮釋整合 運用已知的知識或經驗，深入理解，整合文章的重要內容等（例：主旨大意、推測

主角的語氣和態度等）

4.比較評估 連結其他文本之比較分析、評述作者寫作手法或目的等（例如：這篇文章的情節安

排有什麼不合理之處？）

 淑媛老師參考國外的閱讀策略，整理成一系列閱讀策略教學課程。搭配
課本主題、文法結構、基測／會考試題來應對閱讀策略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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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述閱讀評量結構的分析可知，從基測時代就已有素養題型的影子，會考更處處可見，

即使110年參加大學學測和國中教育會考的應屆畢業生屬於末代舊課綱的學習架構，但老師在多

年聽聞素養導向題型的宣導，並長期關注會考題型趨勢的話，可以及早準備閱讀教學發展。

我要提醒的一件事，就是「科普閱讀」（popular science reading）。這是人文學科老師的

弱項。像這類跨領域、混合／多元文本呈現方式，讓擅長連續性文本閱讀的文科老師望之卻

步。培養孩子多元閱讀，老師自己也要大量閱讀，更要多和其他領域老師請教，讓自己的知識

範疇擴展，或請專家教師協助指導或共備，成為堅實的教學後盾。

 2018年P ISA閱讀素養評量，閱讀歷程架構（取自OECD，P ISA  2018 R ead ing 
Framework）［註5］

PISA的文本形式多元，主要有兩大類：連續性文本（continuous text）和非連續性文本

（non-continuous text）。

1  連續性文本有描寫文（description）、說明文（exposition）、記敘文（narration）、論說文

（argumentation）、指南（instruction）或紀錄（transaction）。

2  非連續性文本有：圖表、地圖、廣告、目錄、標誌索引、表單…等（lists, tables, graphs, 

diagrams, advertisements, schedules, catalogues, indices and forms）

3  上述兩大類也可以合併一起呈現（mixed texts，混合文本），或多元文本呈現（multiple 

texts，例如：旅遊行程＋地圖＋網頁旅遊景點介紹）。

而PISA和PIRLS的閱讀歷程重疊，以下截取2018年PISA閱讀評量架構供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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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規劃長期的閱讀教學進程

培養閱讀，是要長期規劃和實踐的。如果國中三年都同一個老師教，就可以依進程發展。

如果學校教師配置無法一貫帶完三年，建議學校教學研究會可以擬定一套學習進程，無論誰接

手，都可以接續指導。而108新課綱的英語教科書都在適當課次配合課文文本指導閱讀策略，幫

助老師學生系統化學習，老師不但要善加利用指導，最好再搭配會考考古題，讓學生可以及早

適應。

以下是我在七年級新生入學就規劃三年的教學歷程：

七年級上學期 預備期

加強單字拼讀辨識能力，盡量把程度落後的孩子帶上來。同時，挑選教科書中簡易的閱讀

測驗來加強單字學習與閱讀理解。有時會利用圖文並茂、趣味簡易的課外文本（50字左右），

進行「預測」、「推論」、「提問」策略的訓練，促進全班共同腦力激盪。即使程度落後的孩

子，也有機會參與討論及思考（很多英語程度落後的孩子，其實思考力很好）。我要再次強

調，不要逐字逐句解釋翻譯文本（不改掉這個「壞習慣」，會阻礙閱讀理解流暢度）！只要進

行上述的三個策略，讓孩子親近文本，帶出閱讀趣味和動腦思考就可以了。

七年級下學期 拓展期

逐漸提供和課本內容不同的簡易短文，讓學生適應多元文本，開始培養重大議題的思辨力

［註6］，也因學生已具備較多的字彙量，「猜字意」（context clues）的閱讀策略可以多增加

一些，準備進入更長篇、單字量較多的文本。

七升八的暑期輔導或八年級上學期 強化期

利用課本或挑選簡單的基測會考試題，有系統的訓練閱讀策略。包含：預測／預覽、速讀

（略讀與掃瞄）、掌握主旨／大意、提問、掌握關鍵字、標示、猜字意、做筆記、分析綜合、

圖表組織（心智圖）、推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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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淑媛老師編輯的暑期輔導課講義，有系統的上閱讀策略，因七年級識字量
有限，選取基測簡單的題目來演練。

八年級下學期 成熟期

寒假時，請學生依自己的能力和喜好，自選2,000字以上的課外閱讀文本［註7］。開學

後，上台分享自己的讀本，並鼓勵交換閱讀。如果學生程度較好，建議從七升八暑假搭配老師

指導的閱讀策略，開始進行自選讀本閱讀。

會規定2,000字以上，是因為八年級一課Reading字數約150-200字（108新課綱約200-250

字），學校一份八年級段考英語試卷總字數約1,800-2,000字，是學生可以接受的字數量，而且

又是學生自選讀本，就不會反彈或覺得辦不到。加上老師平時有帶課外閱讀，學生就能逐步適

應自主閱讀。

九年級 升學輔導與多元、深度議題探討並重

提供會考模擬試題，讓學生熟悉考試方式，並依據教科書內容提供延伸學習，促進深度議

題的思考與探討［註8］。切勿為了升學只顧大量做練習題，荒廢重大議題探討，反而拉退了孩

子的思考力。

在七、八年級課外閱讀時，若遇到八、九年級的文法，其實就可以稍微提點一下，讓學生

不斷加深印象。到九年級正式學習較難的完成式、被動語態、關係子句時，學生就比較能理

解。九年級課文篇幅長，除了要詳細講解新學的文法句型，此時更多是要採取略讀方式進行重

點解析，不需逐字翻譯講述。節省的時間可用來進行總複習或重大議題探討，多閱讀較具深度

與長度的文章，以面對素養導向的新式題型，銜接高中大量、無範圍的閱讀學習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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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各學區和班級狀況不一，進程也要適度調整。在社經文化不利地區，或待加強學生佔

多數的班級，則從單字拼讀與瞬認字（phonics和sight words）能力的培養開始。課本教學捨棄

文法細節講述，著重在文本大意理解、掌握關鍵訊息、上下文猜字意等基礎閱讀能力；搭配主

題單字學習，累積單字量，輔以課外有趣的文本閱讀，增加語用機會。這些教學策略目的在減

輕低成就學生的學習焦慮。筆者曾在任教班或攜手班實施，頗有成效；也曾在許多社經不利或

偏鄉地區示範教學或觀課，與這些地區教學成效佳的老師討論之後，共同發現很多英語學習成

就低的學生也有優秀的思考力，在推論能力上常表現良好。只是一味反覆練習文法句型讓他們

感到挫折，失去學習動力。

我要強調，文法不是不重要，而是要避免冷僻、過度細節的文法教學；單字教學避免大量

補充字義卻沒有情境意義的教學。顧好基礎，再利用簡單的任務活動提升到應用能力［註9］。

在吃緊的教學時數下，勢必要有教學規劃與取捨。我們常說「捨得」―有所取捨，有捨有得。

而學校領域教學研究會更要發揮共備與研究分析的功能，重新審思教學配置與學生能力階梯發

展，商議段考命題內容與題型，編製適合學生能力程度的試卷。

希望各位老師面對會考素養題型時，能帶領孩子一步步爬上閱讀能力高階，不只為超越考

試的「越」讀，更為終身學習而「悅」讀。

https://cherelin.cc/node/593

本文於110年3月31日另刊登在個人網站上

註1：參考《OH!Sorry⋯今天的被動態教學有點那個呦》

註2：可參考《我的課本教學延伸之一 ─搭配基測會考題》

https://cherelin.cc/node/602

https://cherelin.cc/node/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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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5：2018PISA閱讀評量架構（PISA 2018 Reading Framework）

https://reurl.cc/0DZW6b

註6：可參考《我的課本教學延伸之二──繪本導入議題思辨》

https://cherelin.cc/node/577

註8：教學示例：《你年紀雖小，一樣可以改變世界！》

https://flipedu.parenting.com.tw/article/1919

註9：教學示例：《離家出走‧壯遊世界》

https://cherelin.cc/node/561

註3：可參考《素養導向試題，不是刁鑽，而是提升閱讀思考力》

https://cherelin.cc/node/565

註4：《國際評比辦公室》

https://tilssc.naer.edu.tw/

註7： 社經文化不利學區，或偏鄉地區，可利用學校圖書採購經費或教

育優先區經費增購英語圖書。或利用教育部《Cool English 酷

英語》學習平台的閱讀專區、或線上閱讀資源（如：Epic，

https://www.getepi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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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週冬令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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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週籃球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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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週休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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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週生活作息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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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週牙醫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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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週博物館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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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週下午茶店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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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 週美術館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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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週旅遊行程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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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 週消費發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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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3 週三明治食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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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5 週澳洲氣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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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6 週環保吸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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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6 週水生公園活動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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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7 週公車時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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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8 週感恩節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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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9 週餐桌禮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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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答篇 

P12 搭配翰版 B2U1 
1. A 2. B 

P13  
1. D 2. A 

P14  
1. B 2. A 

P15 搭配翰版 B2U2 
1. C 2. B 

P16  
1. D 2. A 

P17  
1. A 2. B 3. C 

P18 搭配翰版 B2U3 
1. B 2. A 3. C 

P19  
1. B 2. D 3. B 

P20  
1. C 2. A 3. B 

P21 搭配翰版 B2U4 
1. C 2. A 3. A 

P22  
1. A 2. D 3. B 

P23 
1. C 2. D 
 

P24 搭配翰版 B2U5 
1. C 2. B 3. D 

P25  
1. D 2. B 

P26 
1. C 2. B 3. C 

P27 搭配翰版 B2U6 
1. B 2. D 3. B 

P29  
1. B 2. D 

P30 
1. C 2. C 3.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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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分 週次 日期 主題單元 學校行事活動

8~9 第 1 週 8/29~9/2 Starter Unit 

9 第 2 週 9/5~9/9 Unit 1 Who’s  That Handsome Boy? （家庭樹）

9 第 3 週 9/12~/916 Unit 1 Who’s  That Handsome Boy? （邀請卡）

9 第 4 週 9/19~9/23 Unit 1 Who’s That Handsome Boy? （家庭樹）

9 第 5 週 9/26~9/30 Unit 2 What Are Those? （家庭平面圖）

10 第 6 週 10/3~10/7 Unit 2 What Are Those? （家庭平面圖）

10 第 7 週 10/10~10/14 Unit 2 What Are Those? （租屋條件） 

10 第 8 週 10/17~10/21 第一次段考 第一次段考

10 第 9 週 10/24~10/28 Unit 3 Open the Magic Door （圖像標誌）

10~11 第 10 週 10/31~11/4 Unit 3 Open the Magic Door （圖書館守則）

11 第 11 週 11/7~11/11 Unit 3 Open the Magic Door （海灘標誌）

11 第 12 週 11/14~11/18 Unit 4 What Time Is the Concert? （校慶活動）

11 第 13 週 11/21~11/25 Unit 4 What Time Is the Concert? （電影時刻表）

11~12 第 14 週 11/28~12/2 Unit 4 What Time Is the Concert? （寵物店拍賣會）

12 第 15 週 12/5~12/9 第二次段考 第二次段考

12 第 16 週 12/12~12/16 Unit 5 What’s the Date? （聖誕派對邀請卡）

12 第 17 週 12/19~12/23 Unit 5 What’s the Date? （茱蒂的行事曆）

12 第 18 週 12/26~12/30 Unit 5 What’s the Date? （感恩節）

1 第 19 週 1/2~1/6
Unit 6  There Are Some Elephants over There
（看圖檢索、心智圖）

1 第 20 週 1/9~1/13 Unit 6  There Are Some Elephants over There （春季棒球賽）

1 第 21 週 1/16~19 第三次段考、結業式 第三次段考

合科：【3次段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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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週 搭配翰版 B1U1 
 

 
 
1. How many children do Amelia and Andrew have? 

(A) 3   (B) 4   (C) 5   (D) 6 

2. Who is Alyssa? 
(A) She is Ava’s sister. 
(B) She is Tommy’s wife.     
(C) She is Sherry’s mother.    
(D) She is Hannah’s grandmother.   

3. Which is true? 
(A) Edward is Alyssa’s uncle. 
(B) Joseph has three children. 
(C) Hannah is Joseph’s granddaughter. 
(D) Sherry and Alyssa are Hannah’s aunts.  

  

第 2週家庭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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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週 
 

 
 never 從不 deserve 應得 better 更好的 tenth 第十個的 
 
1. Lisa wrote a card to      . 

(A) her mother          (B) her teacher 
(C) her sister (D) her student 

 
2. What did Lisa write this card for? 

(A) For a holiday.  
(B) For good news. 
(C) For a birthday. 
(D) For many thanks. 

 

 
  

第 3週邀請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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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週  

 

 
1. What CAN we know from the family tree?  

(A) Meghan and Catherine are sisters.   
(B) Diana’s husband is Charles. 
(C) One of Camilla’s sons is William.  
(D) Charlotte’s aunt is Catherine. 
 

 
  

第 4週家庭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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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Who is speaking? 

(A) George. 
(B) Charlotte. 
(C) Lupo. 
(D) Louis. 
 

3. Which is true about the family? 
(A) The great grandparents of George are Philip and Elizabeth.  
(B) Dog Lupo and Rabbit Peter play with each other.  
(C) Archie is drawing pictues now.   
(D) Charlotte and George’s grandmother is the queen. 

  

 

Hi, there. This is my family. I’m a boy, and my baby cousin is Archie.  
He’s one. I may draw a picture of him in this picture. My great grandma’s 
name is Elizabeth. She is 94 and her husband, Philip, is 99. Their 
grandson is my parent, William. He is 38 years old. And my brother is 7 
and my sister is 5. We usually play with our dog, Lupo, at 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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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週 搭配翰版 B1U2 
 
 

 
 
 
 
 
 
 
 
 
 
 
 
 

  study room 書房  floor 樓  park 停(車)  garage 車庫 
 
 
1. Ariel : There are two desks in my study room. I can do homework with my 

sister. There are a dining table and two chairs in the kitchen, so we can eat 
there. Where is my kitchen?  
(A) Next to the bedroom.        (B) Between two bathrooms.  
(C) In front of the living room. (D) Behind the dining room. 
 

2. Jasmine: I can park my car in the garage. Which is true about my house? 
(A) There is no sofa in the living room.            
(B) The garage is next to the living room. 
(C) The bathroom and the kitchen are on the 1st floor.  
(D) There are windows in the living room and the bedroom. 
 

3. Jasmine visited Ariel’s house last Sunday. What did she say to Ariel? 
(A) You share a room with your sister.   
(B) There are two bedrooms in Ariel’s house.   
(C) Your living room is big. My living room is small and it’s on the 2nd floor. 
(D) Could I park my car in your garage?  

  

第 5週家庭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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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週家庭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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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週  
 
 
 
 
 
 
 
 
 
 
 
 
 
 
 
 
 
 take 搭乘   choice 選擇    MRT station 捷運站  convenient 方便的 
 nature 大自然  information 資訊 
 
1. There are four people in Terry’s family. He is looking for a place to rent. 

Whose house is right for him? 
(A) Ms. Linʼs. 
(B) Mr. Wangʼs. 
(C) Mr. Chenʼs. 
(D) Mrs. Chenʼs. 

2. Hamilton likes to go mountain climbing very much. Which house is the best 
for him? 
(A) Apple House  
(B) Candy Home 
(C) Orange Place 
(D) All. 

3. Which is NOT true about the posters(海報)? 
(A) People can take the MRT to Candy Home.  
(B) It’s easy to buy food near Apple House. 
(C) It’s easy to go to Taipei 101 from Candy Home. 
(D) You can write an e-mail to Mrs. Chen in Orange Place. 

第 7週租屋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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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週 搭配翰版 B1U3 
 
 

 

 

 
 

1. Where can you see these signs? 
(A) In the park.   
(B) In the pool.   
(C) In the river.   
(D) In the sea.  
 

2. What does   mean?   

(A) Don’t jump into the water.      
(B) Don’t play with a beach ball. 
(C) Don’t run in the pool.          
(D) Don’t play in the water.   
 

3. You go to a swimming pool. You can see these signs on the ticket box. Into 
the pool, you must follow the rules. What do they mean? 
(A) You can drink, but you can’t eat.      
(B) You can swim with your pet puppy. 
(C) Kids take shower after swimming.     
(D) Kids can only swim with their parents. 
 
 

  

第 9週圖像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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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週 

1. Here is a poster on the wall of our school library. The library made the
poster. But there are some missing words in the poster. Please find the
right words. Which is right for A?
(A) A big noise is fine.
(B) All you can eat.
(C) Always walk, never run.
(D) A good place for a birthday party.

 inquire 詢問 respectful 尊重的  return 歸還 proper 適當的  
 manner 禮儀 appreciate 感謝 

第 10 週圖書館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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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Which one DOESN’T have the same rule as the poster ”LIBRARY”? 

(A)  (B)  

(C)   (D)  

 
3. Ken made a poster. Where does Ken work? 
 
 
 
 
 
 
 
 

(A) In the gym. 
(B) In a shoe shop. 
(C) In a bookstore. 
(D) In a restaurant. 

 
  

K Keep exercising 

E Everyone around 

  Y Young and healt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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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Who follows the library rules? 
Abby: Hey, Davis. You are too loud here in the library! Please be quiet! 
Bailey: Yes, Abby is right. But Abby, be nice to people. Don’t shout. 
Carl: Oh, no, Davis. Can you run back to our classroom for my book? 
Davis: Why? What’s wrong? 
Carl: I can’t run. My leg hurts. Please help me. 
(Davis is running back to the library.) 
Davis: Here you are. 
Carl: Thank you! But I don’t know where I can put it. Never mind. I just put it 

here. 
Abby, Davis: NOOOO! 
Bailey: Please be quiet. Shhhhhhhh! 
(A) Abby (B) Bailey (C) Carl (D) Dav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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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週 
 

 
 
 flag 旗子  stripe 條紋  direction 方向  checkered 格子的  surf 衝浪 

calm 平靜的 
 
1. What does the word "marine" mean in the poster? 

(A) Something about the sea. (B) Something about color. 
(C) Something about flags.  (D) Something about swimming.  
 

第 11 週海灘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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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Look at the picture, which picture is the example of “lifeguard”? 

(A)  (B)  

(C)  (D)  

 
3. There is a white and black flag at the beach. What can people do? 

(A) Swimming with others. 
(B) Surfing on the sea. 
(C) Boating in the sea. 
(D) Building a sand cas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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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 週校慶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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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一週 

A)                   Fancy Show Cinema  

Movie Showtimes 
Baby Boss 2 10 : 00 13 : 00 15: 00 17 : 30 19 : 30 21 : 30 23 : 30 

Black Widow 10 : 50 13 : 40 15: 30 17 : 50 19 : 30 21 : 40 23 : 00 
The King’s Man 11 : 00 12 : 00 14 : 00 16: 00 17 : 00   

Fast & Furious 9 12 : 20 14 : 30 17 : 00 20: 00 22 : 30 00: 30  
Godzilla vs. Kong 10 : 00 13 : 40 15 : 20 16 : 05    

 Ticket Price 

 Adults (成人) Students/kids Early Bird Midnight(午夜) 

Weekday NT $ 270 NT $ 250 NT $ 200 NT $ 220 
Weekend NT $ 300 NT $ 280 NT $ 200 NT $ 240  

 Children over 110 cm should buy tickets.  Today’s Special: Buy 3 
tickets get 1 free! 【Only for students】 

 Early Bird tickets: before 12:00 p.m.  Midnight tickets: after 
10:30 p.m. 

 
1. Jerry is going to see a movie with his friends. Now, they’re at the theater 

and it’s 5:15 pm. Which movies can they see?    
(A) Black Widow and Baby Boss 2. 
(B) Baby Boss 2 and The King’s Man. 
(C) Godzilla vs. Kong and Black Widow. 
(D) Fast & Furious 9 and Godzilla vs. Kong. 

2. It’s a holiday. Gigi and Joe have a date at nine fifty in the morning. What 
movie can they see, and how much money do they need?  
(A) Baby Boss 2; NT $ 540 
(B) Black Widow; NT $ 500 
(C) Fast & Furious 9 ; NT $ 440 
(D) Godzilla vs. Kong ; NT $ 400 

3. Today, Keira has a big test at school. She and her three classmates go to 
see Black Widow at 7:30 this evevning. How many tickets do they buy?  
(A) 0 
(B) 1 
(C) 3 
(D) 5 

第 13 週電影時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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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4 週寵物店拍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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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三週 搭配翰版 B1U5 
 

 
 RSVP 敬請回覆   bring 攜帶   will 將 

 
1. What can we NOT learn from the invitation card? 

(A) The date of the party. 
(B) The name of the party.   
(C) Heather’s phone number.  
(D) Heather’s email address.  

2. What is ”BYOB” in the invitation card? 
(A) Be Your Own Boss 
(B) Bring Your Own Beer  
(C) Be Young Or Beautiful 
(D) Bring Your Old Book 

3. Which is TRUE about the card? 
(A) You can have free snacks in the party. 
(B) You have to use a knife to eat finger food.  
(C) You can wear beautiful new sweaters to the party. 
(D) You can call back Heather five days before the party.  

第 16 週聖誕派對邀請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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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7 週茱蒂的行事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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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五週 
 
The Bassett family live on a quiet farm. They are poor in money but 

rich in love. Today is November 26. The kids don’t go to Grandma’s house to 
have Thanksgiving dinner today. Only Mr. and Mrs. Bassett are there 
because Grandma is sick.  
 It’s 11 a.m. All the kids are busy preparing for Thanksgiving dinner on 
their own as a surprise for their Mom and Dad. Jasper, Anita, and Tilly are 
roasting the turkey. Keira and Jasmine are making the pudding and pies. 
Lydia and Dylan are washing and cutting vegetables. 

It’s 6 p.m. When everyone is setting the table, Mr. and Mrs. Bassett 
are coming back. “Thank goodness! Grandma is getting better!” They are 
surprised by the dinner. “Wow! You guys are so good. Let’s have dinner 
together! ”  

The pies and vegetables are great, but the turkey and pudding are not 
good. The kids are sad, but Mom and Dad aren’t. After dinner, everyone is 
playing games and dancing. They are full and happy, and tonight they have 
sweet dreams.   
[Adapted from “An Old-Fashioned Thanksgiving” by Louisa May Alcott (1832-1888)] 
 
 because 因為 prepare 準備 surprise 驚喜 roast 烤 pudding 布丁 vegetable 蔬菜  

 
1. What is the Thanksgiving surprise this year? 

(A) The Bassett family make a lot of money and become rich. 
(B) All the kids make the Thanksgiving dinner for their family.   
(C) The turkey, pudding, pies and vegetables are all great.   
(D) Grandma is having Thanksgiving dinner with everyone. 
 

2. Please put the following sentences in the correct order according to the 
story. 
① The children are setting the table and waiting for their parents to come 

back. 
② The Bassett family are enjoying Thanksgiving dinner together. 
③ Mr. and Mrs. Bassett go to Grandma’s home.    
④ The children are busy preparing Thanksgiving dinner on their own.  
(A)③④①②  (B)④③②①  (C)③④②①  (D)③①②④ 
 

  

第 18 週感恩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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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六週 搭配翰版 B1U6 
 

 
 
1. What is true about the picture?   

(A) There are two schools in the town. 
(B) There is a pet store next to the bank.   
(C) There are many trees around the pond.  
(D) There aren’t any restaurants near the school.      

2. Dorothy is calling her friends, but they’re all busy. Who is NOT in this town 
right now?  
(A) Stella: I’m playing bowling with my sister. 
(B) Wendy : I’m feeding animals on the farm. 
(C) Alice: I’m buying pet food for Cheshire Cat. 
(D) Daisy : I’m taking the class with Donald in the school.  

3. Today is Tuesday. It’s three forty-five in the afternoon now. Dorothy’s 
brother is not at home. Maybe he is in _____. 

 
 
 (A) Food (B) Diner (C) Bank (D) Bowl 

★ Opening 
Hour 

11:00 ~ 21:30 11:00 ~ 14:30 
17:30 ~ 22:00 9:00 ~ 15:30 

Mon.-Thu. : 
12:00 ~ 22:00 

Fri.-Sun. : 
10:00 ~ 24:00 

★Day(s) Off 
(公休日) Tue. Mon. Sat. / Sun. X 

  

第 19 週看圖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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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七週  
   
Lisa was reading a story and drew a mind map yesterday. Please read 
carefully and answer the questions. 

 
 
 
1. Look at the mind map. Where is it? 

(A) Library.    (B) Kitchen.   (C) Zoo.    (D) School. 
 

2. In the story, there were some sentences about something she brought(帶) 
to the place. What is it?  

 
When (當) I walked here, I saw pretty birds! But they were far away. I 
couldn’t see them clearly. I was very lucky because I brought the telescope 
here! I could watch birds and draw pictures of them now! 
 

(A) (B) (C) (D) 

    

第 19 週心智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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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八週 
 
How do people know spring time is coming? For many Americans, the 

first sign of spring is baseball. In late winter many big league teams go to 
south. They go to warm states such as Florida and Arizona. There they get 
ready for the opening of baseball season in early April.  

Each team has its own camp. The players spend long days training and 
getting in shape. They run, hit, throw, and catch. They learn to listen to 
the coaches and to work together as a team. They also play some practice 
games against other teams. These are called exhibition games.  

Spring training camps are full of hope. New players hope to stay on the 
team. Other players hope to have their best baseball season. Everyone 
hopes to be part of a winning team.  

 
 league 聯盟   south 南方    season 季節    spend 花費  
 coach 教練    against 對抗 

 
1. What is the main idea of the first paragraph? 

(A) The first sign of spring. 
(B) The history of baseball games. 
(C) The good places for baseball season.  
(D) The best seasons for playing baseball.  
 

2. What DON’T the players do on exhibition games? 
(A) They practice teamwork skills. 
(B) They find baseball stars. 
(C) They throw and catch balls with each other. 
(D) They learn from the coaches and teammates. 
 
 
 

第 20 週春季棒球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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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答篇 

P33 搭配翰版 B1U1 
1. C 2. A  3. C 

P34  
1. C 2. C  

P35  
1. B  

P36 
2. D   3. A 

P37 搭配翰版 B1U2 
1. A 2. D  3. B 

P38 
1. B 2. B   

P39 
1. B 2. C  3. D 

P40 搭配翰版 B1U3 
1. B 2. A  3. D 

P41 
1. C  

P42 
2. C  3. A 

P43 
4. B  

P44 
1. A  

P45 
2. C  3. B 

P46 搭配翰版 B1U4 
1. C 2. B  3. D 

P47 
1. A 2. D  3. C 

P48 
1. B 2. D  3. D 

P49 搭配翰版 B1U5 
1. D 2. B  3. A 

P50 
1. B 2. D  3. C 

P51 
1. B 2. A   

P52 搭配翰版 B1U6 
1. B 2. B  3. D 

P53 
1. C 2. B  

P54 
1. A 2.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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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記頁



陳韻安  老師
∙臺灣師範大學英語系畢業
∙臺北市立中崙高中國中部英語教師兼導師

蔡欣樺  老師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教育學系 輔 英語系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英語研究所在職進修班 教學組
∙ 102 學年度迄今 臺北市立介壽國中英文正式老師 兼任導師
∙臺北市 105 學年度—介壽國中 資優校本方案講師
∙桃園市 106 學年度—青溪國中 資訊融入英語教育 講師

林卓君  老師
∙英國約克大學語文科學所語言心理碩士 

∙臺灣師範大學翻譯所筆譯組 

∙臺灣師範大學英語系畢業
∙臺北市立敦化國中英語教師兼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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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錄 36 篇會考閱讀素養題組，搭配課次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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