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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天主教聖功女中 108學年度第一學期八年級彈性學習   英會      課程計畫(普通班) 

教材來源 Breakthrough Plus (2nd. E) ESL Textbook 教學節數 每週（2 ）節  本學期共（ 42）節 

課程目標 

1. 提升學生英語學習意願與動機，使其能自發學習。 

2. 培養學生基本的英語溝通能力，使其能運用於實際情境中。 

3. 培養學生學習英語聽力的策略與方法，增進其自我學習之效能。 

4. 培養學生學習英語口說的策略與方法，增進其學習動機與信心。 

5. 以情境化(contextualized) 之題材，增加學生英語聽力與口說之能力。 

相關領域 語文、生活課程 

能力指標 

(總綱核心素養) 

【1.瞭解自我與發展潛能】 

 瞭解如何以簡易英語表達個人之興趣與嗜好。 

 瞭解如何以簡易英語描述個人之外表與個性。 

 瞭解如何以簡易英語描述日常生活作息。 

【4. 表達、溝通與分享】 

 使用簡易的英語進行提問、回答和敘述。  

 使用簡易的英語回應或解釋別人所說的話。 

【5. 尊重、關懷與團隊合作】 

 透過英語學習，培養對人權、性別、不同社經背景及 弱勢族群之尊重。 

 透過合作學習，培養主動協助弱勢同儕之意願。 

【6. 文化學習與國際瞭解】 

 閱讀英文故事、雜誌或其他課外讀物，以瞭解他國文化。 

 欣賞、接納不同之文化習俗。 

【8. 運用科技與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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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科技提升英語學習興趣。  

 利用網路查詢資料。 

【9.主動探索與研究】 

 使用字典及各種查詢工具，主動瞭解所接觸英語的內容。  

【10.獨立思考與解決問題】 

透過英語學習歷程，培養獨立思考、價值判斷及解決問題的能力。 

融入議題之能力指標

(議題實質內涵) 

生涯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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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教育 3-4-3 認識世界各地的生活方式，了解在多元社會中生活所應具備的能力。 

性別平等 1-4-7瞭解生涯規劃可以突破性別的限制。 

性別平等 2-4-2 思考傳統性別角色對個人學習與發展的影響 

性別平等 3-4-1 運用各種資訊、科技與媒體資源解決問題，不受性別的限制。  

教學期程 
能力指標-代號 

(學習內容、學習表現) 
單元名稱 節數 表現任務(評量方式) 

備註 
融入議題能力指標 

第一週 
說明課程主題、學期評量方式、評分準則

以及課堂規範。 
課程準備與說明 1 起點行為觀察  

第二週至第三週 

【學習內容】 

   1. 人的生活型態以及日常生活—以此 

      為主題，發展閱讀、聽力與口說之 

      練習。 

【學習表現】 

   2-2-6-1 能依情境及場合，與他人用英  

          語針對某些主題或事物進行  

          溝通(如討論各自的家人、房間 

          擺設、興趣嗜好等)。 

 

Unit 1 
Lifestyles  

4 
1.口頭問答 

2. 課堂小組討論  
性別平等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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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週至第五週 

【學習內容】 

   1. 常見的人類日常休閒生活—以此 

      為主題，發展閱讀、聽力與口說之 

      練習。 

   2. 常見休閒活動之動詞片語。 

【學習表現】 

   2-2-6-1 能依情境及場合，與他人用英  

          語針對某些主題或事物進行  

          溝通(如討論各自的家人、房間 

          擺設、興趣嗜好等)。 

Unit 2 
Leisure  

4 
1. 口頭問答 

2. 課堂小組討論 
 

第六週 

【學習內容】 

   1. 期中考前準備週： 

      以「個人的生活形態與休閒生活」 

      為主題，讓學生設計相關的英語對  

      話，並期能透過練習，使其以自然、 

      流暢的英語表達。 

【學習表現】 

   2-2-2-1 能依教師的提示以簡易的英語 

          表達意見。  

   2-2-2-2 能以簡易的英語參與課堂討 

          論。 

 2 
1. 口頭問答 

2. 課堂小組討論 
 

第七週 第一次期中考  2 口頭報告  

第八週至第九週 
【學習內容】 

   1. 人際之間的相處以及關係的維持— 

Unit 3 
Getting along 

4 
1. 口頭問答 

2. 課堂小組討論 
性別平等 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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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此為主題，發展閱讀、聽力與口 

      說之練習。 

   2. 常見突發事件之動詞片語。 

【學習表現】 

   2-2-4-1 能使用簡易的英語描述事件  

          的發生(包括與事件相關的人  

          物、過程、時間、地點等)。 

第十週至第十一週 

【學習內容】 

   1. 個人學科興趣與發展—以此為主 

      題，發展閱讀、聽力與口說之練習。 

【學習表現】 

   6-2-1-1 針對老師介紹推薦的英語電 

          影、歌曲、廣播、書籍等，願 

          意嘗試閱聽，並瞭 解、欣賞其 

          內容。  

   6-2-1-2 能自動選擇尋找有興趣的英 

          語電影、歌曲、廣播、書籍等， 

          嘗試閱聽，並瞭 解、欣賞其內 

          容。 

   6-2-1-3 能於接觸英語電影、歌曲、廣 

          播、書籍後，樂於與他人分享。 

Unit 4 
Interests  

4 
1. 口頭問答 

2. 課堂小組討論 

性別平等 1-4-7 

性別平等 2-4-2 

生涯發展 2-3-2 

第十二週 11/10-11/16 

【學習內容】 

   1. 期中考前準備週： 

     以「人際關係」為主題，讓學生設計 

     相關的英語對話，並期能透過練習， 

 2 1.課堂小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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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其以自然、流暢的英語表達。 

【學習表現】 

   2-2-2-1 能依教師的提示以簡易的英語 

          表達意見。  

   2-2-2-2 能以簡易的英語參與課堂討 

          論。 

第十三週 第二次期中考  2 口頭報告  

第十四週至第十五週 

【學習內容】 

   1. 故事創作與說故事技巧—以此 

      為主題，發展閱讀、聽力與口說之 

      練習。 

   2. 描述人物情緒的形容詞。 

   3. 強化故事情節起承轉合之轉折詞。 

   4. 文法過去式的使用。 

【學習表現】 

   2-2-3-2 能使用簡易的英語表達個人  

          的各種情緒感受(喜怒哀樂、驚 

          訝、害怕等)。 

   2-2-4-1 能使用簡易的英語描述事件  

          的發生(包括與事件相關的人  

          物、過程、時間、地點等)。 

   3-2-8-1 能瞭解故事的基本結構  

         (beginning,development,ending)。  

   3-2-8-2 能知道故事發生的地點、場  

Unit 5 
Telling a story  

4 
1. 口頭問答 

2. 課堂小組討論 
性別平等 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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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景。 

   3-2-8-3 能說出故事中的人物有哪些。  

第十六週至第十七週 

【學習內容】 

   1. 各地節慶、文化與習俗—以此 

      為主題，發展閱讀、聽力與口說之 

      練習。 

   2. 節慶相關之名詞。 

【學習表現】 

   2-2-8-1 能以簡易的英語介紹本國風  

          俗習慣。  

   2-2-8-2 能以簡易的英語說明國內外  

          節慶、文化、習俗等之異同。 

   6-2-3-1 能夠察覺其他國家與本國 在 

          文化上的差異。  

   6-2-3-2 能樂意以詢問、查詢資料等 方 

          式，主動瞭解文化上的差異。  

   6-2-3-3 能於接觸世界各地民情文化 

          後，樂於與他人分享心得與經 

          驗。 

   7-2-3-1 能瞭解不同文化(包含外國及  

          我國、國內各族群不同文化) 間 

          的差異。 

Unit 6  
Celebrations  

4 
1. 口頭問答 

2. 課堂小組討論 
生命教育 3-4-3 

第十八週 

【學習內容】 

   1.常見食物類型與口味—以此為主題， 

     發展閱讀、聽力與口說之練習。 

Unit 7 
Food and drink 

2 
1. 口頭問答 

2. 課堂小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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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單位量詞之使用。 

【學習表現】 

   2-2-4-3 能使用簡易的英語描述日常  

          生活中的物件(包括其大小、 新 

          舊、形狀、功用等)。 

   6-2-3-3 能於接觸世界各地民情文化 

          後，樂於與他人分享心得與經 

          驗。 

第十九週 12/29-1/4 

【學習內容】 

   1. 期中考前準備週： 

     以「參與節慶文化活動」為主題，讓 

     學生設計相關的英語對話，並期能透 

     過練習，使其以自然、流暢的英語表 

     達。 

【學習表現】 

   2-2-2-1 能依教師的提示以簡易的英語 

          表達意見。  

   2-2-2-2 能以簡易的英語參與課堂討 

          論。 

 2 1. 課堂小組討論  

第二十週 1/5-1/11 期末測驗  2 口頭報告  

第二十一週 11/12-1/18 期末測驗檢討  2 
1. 口頭問答 

2. 課堂小組討論 
 

◎「備註」欄請填入可融入教學之重大議題的「能力指標（學習重點）序號」，及是否為「自編」單元，或主題課程。 

◎表現任務(評量方式)請具體敘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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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天主教聖功女中 108學年度第二學期八年級彈性學習   英會         課程計畫(普通班) 

教材來源 Breakthrough Plus (2nd. E) ESL Textbook 教學節數 每週（2 ）節  本學期共（ 42）節 

課程目標 

1.提升學生英語學習意願與動機，使其能自發學習。 

2.培養學生基本的英語溝通能力，使其能運用於實際情境中。 

3.培養學生英語閱讀的策略與方法，增進其自我學習之效能。 

4.培養學生學習英語聽力的策略與方法，增進其自我學習之效能。 

5.以情境化(contextualized) 之題材，增加學生英語聽力與口說之能力。 

相關領域 語文、生活課程 

能力指標 

(總綱核心素養) 

【1.瞭解自我與發展潛能】 
 瞭解如何以簡易英語表達個人之興趣與嗜好。 
 瞭解如何以簡易英語描述個人之外表與個性。 
 瞭解如何以簡易英語描述日常生活作息。 

【4. 表達、溝通與分享】 
 使用簡易的英語進行提問、回答和敘述。  

 使用簡易的英語回應或解釋別人所說的話。 

【5. 尊重、關懷與團隊合作】 
 透過英語學習，培養對人權、性別、不同社經背景及 弱勢族群之尊重。 
 透過合作學習，培養主動協助弱勢同儕之意願。 

【6. 文化學習與國際瞭解】 
 閱讀英文故事、雜誌或其他課外讀物，以瞭解他國文化。 
 欣賞、接納不同之文化習俗。 

【8. 運用科技與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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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科技提升英語學習興趣。  
 利用網路查詢資料。 

【9.主動探索與研究】 
 使用字典及各種查詢工具，主動瞭解所接觸英語的內容。  

【10.獨立思考與解決問題】 
 透過英語學習歷程，培養獨立思考、價值判斷及解決問題的能力。 

融入議題之能力指標

(議題實質內涵) 

性別平等 1-4-6 探求不同性別者追求成就的歷程。 
性別平等 2-4-6 習得性別間合宜的情感表達方式。 
性別平等 3-4-1 運用各種資訊、科技與媒體資源解決問題，不受性別的限制。 
環境教育 5-4-4 具有提出改善方案、採取行動，進而解決環境問題的經驗。 

教學期程 
能力指標-代號 

(學習內容、學習表現) 
單元名稱 節數 表現任務(評量方式) 

備註 
融入議題能力指標 

第一週 
說明課程主題、學期評量方式、評分準則

以及課堂規範。 
課程準備與說明 1 起點行為觀察  

第二週 

【學習內容】 

   1. 口頭報告的準備方式。 

   2. 簡報技巧與策略。 

【學習表現】 

   2-2-2-1 能依教師的提示以簡易的英語 

          表達意見。  

   2-2-2-2 能以簡易的英語參與課堂討 

          論。 

How to make a good 
presentation? 

2 1. 課堂小組討論 自編教材 

第三週至第四週 

【學習內容】 

   1. 以「生活中的各項規定」為主題，發 

      展閱讀、聽力與口說之練習。 

   2. 學習辨識各種路標與指示牌。 

Unit 8 
Rules  

4 
1. 口頭問答 

2. 課堂小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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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表現】 

   3-2-3-1 能解讀生活中常見的英語標  

          示(如 No Smoking 等)。  

   3-2-3-2 能辨識校園中常見的英語標  

          示(如 Language Lab, Toilet /  

          Restroom 等)。 

   3-2-3-3 能解讀簡易圖表中(如 pie  

          /chart / bar) 

第五週 

【學習內容】 

   1. 單字文法複習。 

【學習表現】 

   2-2-2-1 能依教師的提示以簡易的英語 

          表達意見。  

   2-2-2-2 能以簡易的英語參與課堂討 

          論。 

   5-2-1-1 能熟習課綱中所標示之 1200  

          個基本單字的主要語意、用法  

          (如字詞搭配(collocation)及發 

          音。 

   5-2-1-2 能將上述基本單字適切地應  

          用於日常生活的聽、說、讀、 寫 

          溝通中。 

 2 1. 口頭問答  

第六週至第七週 

【學習內容】 

   1. 期中考前準備週： 

     以「規則標示」為主題，讓學生設計 

 4 1. 課堂小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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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關的英語對話，並期能透過練習， 

     使其以自然、流暢的英語表達。 

【學習表現】 

   2-2-2-1 能依教師的提示以簡易的英語 

          表達意見。  

   2-2-2-2 能以簡易的英語參與課堂討 

          論。 

第八週 第一次期中考  2 小組口頭報告  

第九週至第十週 

【學習內容】 

   1. 以「極限運動」為主題，發展聽力與 

      口說之練習。 

   2. 學習各項「極限運動」之相關活動名 

      稱，了解其實際活動內容以及風險。 

【學習表現】 

   5-2-4-2 能說出或寫出簡短的句子來  

          描述故事及簡易短文中的人  

          物(包括其身分、年齡、外貌、 習 

          慣等)、內容或事件的經過 (包 

         括其人物、過程、原因、 結果 

           等)。 

Unit 9 
Adventures  

4 
1. 口頭問答 

2. 課堂小組討論 

性別平等 1-4-6 

性別平等 3-4-1 

環境教育 5-4-4 

第十一週至第十二週 

【學習內容】 

   1. 以「健康、疾病與身體保健」為主題， 

      發展聽力與口說之練習。 

Unit 10  
Health 

4 
1. 口頭問答 

2. 課堂小組討論 
 



C6-1彈性學習課程計畫(九貫版) 

 

   2. 學習「健康狀況」與「疾病症狀」之 

      相關描述之形容詞與名詞。 

【學習表現】 

   2-2-3-1 能以簡易的英語表達個人的  

          需求(物質的或精神的)與意 願 

          (動向、未來規劃等)。 

   2-2-3-2 能使用簡易的英語表達個人  

          的各種情緒感受(喜怒哀 

   5-2-4-2 能說出或寫出簡短的句子來  

          描述故事及簡易短文中的人  

          物(包括其身分、年齡、外貌、 習 

          慣等)、內容或事件的經過 (包 

          括其人物、過程、原因、 結果 

          等)。 

第十三週 11/17-11/23 

【學習內容】 

   1. 期中考前準備週： 

     以「進行極限運動時發生身體不適狀 

     況」為主題，讓學生設計相關的英語 

     對話，並期能透過練習，使其以自 

     然、流暢的英語表達。 

【學習表現】 

   2-2-2-1 能依教師的提示以簡易的英語 

          表達意見。  

   2-2-2-2 能以簡易的英語參與課堂討 

          論。 

 2 1. 課堂小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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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週 11/24-11/30 第二次期中考  2 小組口頭報告  

第十五週至第十六週 

【學習內容】 

   1. 以「不同情境之比較」為主題，發展 

      聽力與口說之練習。 

   2. 比較級與最高級之文法使用。 

【學習表現】 

   2-2-4-3 能使用簡易的英語描述日常  

          生活中的物件(包括其大小、 新 

          舊、形狀、功用等)。 

 

Unit 11 
Comparison  

4 
1. 口頭問答 

2. 課堂小組討論 
性別平等 2-4-6 

第十七週至第十八週 

【學習內容】 

   1. 以「科技發展」為主題，發展聽力與 

      口說之練習。 

【學習表現】 

  2-2-4-3 能使用簡易的英語描述日常  

          生活中的物件(包括其大小、 新 

          舊、形狀、功用等)。 

 

Unit 12 
The modern world 

4 
1. 口頭問答 

2. 課堂小組討論 
性別平等 3-4-1 

第十九週 12/29-1/4 

【學習內容】 

   1. 期中考前準備週： 

     以「網路通訊科技」為主題，讓學生 

     設計相關的英語對話，並期能透過練 

     習，使其以自然、流暢的英語表達。 

【學習表現】 

 2 1. 課堂小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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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1 能依教師的提示以簡易的英語 

          表達意見。  

   2-2-2-2 能以簡易的英語參與課堂討 

          論。 

第二十週 1/5-1/11 期末考  2 小組口頭報告  

第二十一週 11/12-1/18 期末檢討  1 
1. 口頭問答 

2. 課堂小組討論 
 

◎「備註」欄請填入可融入教學之重大議題的「能力指標（學習重點）序號」，及是否為「自編」單元，或主題課程。 

◎表現任務(評量方式)請具體敘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