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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語文學習領域(英語) 

修訂說明 
 
 
壹、緣起 

啟動於 90 學年度的九年一貫課程，不但是我國國民教育史上，一個劃時代的改革，並肩負

著帶領我國未來主人翁邁入新世紀的任務；整個研修過程，應是前所未有，不僅參與研修成員

涵蓋各界之代表，程序之進行，亦一反以前從上而下的命令頒布式，改採由下而上的逐步建構

式。 

在教科書方面，除了教師可以自編教材之外，亦一改過去由中央統一版本之模式，開放由

民間自行編印。但為避免各版本各行其是，以致學年、學區間銜接困難，故訂定有統一的課程

綱要與能力指標，以作為教材編寫遵循之規準。 

為提升國家競爭力及回應社會期待，「英語教學提早於國小五年級實施」為九年一貫課程

規劃上的一大改革；又應社會要求，94 學年度起英語教學全面提前至國小三年級實施。由於

此重大課程變革無前例可循，於課程實施之初，各界對於課程綱要載明之英語課程學習內涵及

學生應備能力有不同的解讀及期待。為協助教師明確解讀能力指標、回應英語教學現場實務需

求，並落實課綱之教材教法精神，教育部遂於 95 年間，召集相關學者及教師深入檢視現行課

程綱要內容，制訂「中小學一貫課程體系參考指引」、「國民中小學課程綱要微調原則」，九年

一貫課程綱要微調工程於焉展開。 

 

貳、微調原則與研修重點 
為因應本次微調研修工作所成立的「國民中小學課程綱要研究發展小組－語文學習領域(英

語)研修小組」，依「國民中小學課程綱要微調原則」，確認以課程目標不動、能力指標敘寫清楚

或以範例說明為原則，並充分蒐集現場教學實務者、教材編輯者與審查者之相關意見；另在內

涵定案前，也與高中課程綱要相關委員會召開聯席會議進行討論，以落實中小學課程之連貫。

在經過多次會議討論後，確定研修重點為： 

  一、委員們仔細審視英語習得的特性後，一致決議不定分年指標。 

  二、進行能力指標之增減以及指標的文字修訂，主要目的在於修改敘述不清楚的能力指標，

讓教師的教學與教材的編寫，有更明確之參照標準。 

  三、增列英語文能力指標解讀之「重點意涵」，當作補充說明。 

  四、在不影響教科書編寫的考量下，部頒之 1200 字彙表不再更動。 

  五、由於句型的研訂需較長時期的深入研究，因此不列入本次微調重點。 

  六、將「辨識校園雙語情境標示」，納入適當能力指標的「重點意涵」中，以呼應目前教育部

推動的政策。 

 

在研修初稿擬訂後，再參酌各場次公聽會與課程綱要審核委員會意見，在 97 年元月確定英

語科課程綱要內容，97 年 5 月 23 日由教育部正式公告。其微調要項計有： 

  一、英語科課程改分為國小及國中兩個學習階段，國小三、四、五、六年級為「第一學習階

段」；國中一、二、三年級為「第二學習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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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國小階段部份能力指標以「網底」標示者，代表該能力指標較為基本，應該優先在國小

三、四年級達成。 

  三、修訂 93 年 10 月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推動工作「課程與教學輔導組－語文學習領域

英語組輔導群」編寫之各能力指標「重點意涵」，並增列於「附錄」中。 

  四、原能力指標除文字上的修改外，被刪除者有 5項，原能力指標部份文字改融入「重點意

涵」者計有 7項，考量實際教學現場、現行國中基本能力測驗試題編寫、國高中課程銜

接，而將原有之「*」刪除者，計有 4 項，調整編號邏輯順序者 5項，新增之能力指標有

1 項，其明細如下表： 

刪除（5項） 

項次 97 微調課程綱要 原課程綱要 說  明 

1. 刪除 2-1-5  能以正確的重音

及適當的語調說出簡單

的句子。 

能力指標 2-1-5內涵與功能已包

含於 2-1-3 與 2-1-4 中。且因

2-1-5 刪除，原 2-1-6 至 2-1-13

編號亦隨之調整。 

2. 刪除 *2-1-14 能參與簡易的

兒童短劇表演。 

能力指標*2-1-14，因其內涵已

融入修正後之*2-1-12 中。 

3. 刪除 3-1-3  能使用字母拼讀

法(phonics)中基本常用

的規則讀出單字。 

 

 

phonics 並不是真正的單一閱讀

能力，因此改置於「語言能力-

聽說讀寫綜合應用能力」中。且

因 3-1-3 刪除，原 3-1-4 至

3-1-10 編號亦隨之調整。 

4. 刪除 *3-1-11 能活用字母拼

讀法(phonics)的規則讀

出單字。 

phonics 並不是真正的單一閱讀

能力，因此改置於「語言能力―

聽說讀寫綜合應用能力」中。 

5. 刪除 *3-2-10 能了解並欣賞

簡易的詩歌及短劇。 

詩歌及短劇無需獨立為一項能

力，「*3-2-9 能閱讀不同體裁、

不同主題的簡易文章。」已將詩

歌及短劇涵蓋其中，故改納入

「重點意涵」中。 

原能力指標部份文字改融入「重點意涵」（7 項） 

項次 97 微調課程綱要 原課程綱要 說  明 

1. *1-2-5  能聽懂簡

易影片和短劇的大

致內容。 

*1-2-5  能透過視覺上的

輔助，聽懂簡易影片和短

劇的大致內容。 

所刪除之文字「透過視覺上的輔

助」，納入附錄新增之「重點意

涵」中。 

2. *1-1-11 能聽懂簡

易兒童故事及兒童

短劇的大致內容。 

*1-1-11 能藉圖畫、布偶

及肢體動作等視覺輔助，

聽懂簡易兒童故事及兒童

短劇的大致內容。 

所刪除之文字「藉圖畫、布偶及

肢體動作等視覺輔助」，納入附

錄新增之「重點意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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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1-6  能辨識英

文書寫的基本格

式。 

3-1-7  能了解英文書寫

格式，如字間空格、句首

大寫、由左到右、上而下

及句尾適當標點符號。 

所刪除之文字「了解…，如字間

空格、句首大寫、由左到右、上

而下及句尾適當標點符號」，納

入附錄新增之「重點意涵」中。

且因 3-1-3 刪除，原 3-1-4 至

3-1-10 編號亦隨之調整。 

4. *3-2-9 能閱讀不同

體裁、不同主題的

簡易文章。 

*3-2-10 能了解並欣賞簡

易的詩歌及短劇。 

所刪除之文字「能了解並欣賞簡

易的詩歌及短劇」，納入附錄新

增之「重點意涵」中。 

5. 5-1-5  能聽懂日

常生活應對中常用

語句，並能作適當

的回應。 

5-1-5  能聽懂日常生活

應對中常用語句（如問

候、致謝、道歉、道別等），

並能作適當的回應。 

所刪除之文字「（如問候、致謝、

道歉、道別等）」，納入附錄新增

之「重點意涵」中。 

6. 5-1-6  能運用字

母拼讀法

(phonics)。 

*5-1-7  能活用字母拼讀

法(phonics)了解英語拼

字與發音間規則的對應關

係，並能嘗試看字發音，

聽音拼字。 

5-1-7 所刪除之文字「了解英語

拼字與發音間規則的對應關

係，並能嘗試看字發音，聽音拼

字」，納入附錄新增之「重點意

涵」中，並刪除「*」，故原 5-1-7

與 5-1-6 調換順序。 

7. 6-1-12 樂於參與有

助提升英語能力的

活動。 

6-1-12 樂於參與有助提

昇英語能力的活動 (如英

語營、詩歌朗誦、短劇表

演或比賽等)。 

所刪除之文字「(如英語營、詩

歌朗誦、短劇表演或比賽等)」，

納入附錄新增之「重點意涵」中。 

原有之「＊」刪除（4項） 

項次 97 微調課程綱要 原課程綱要 說  明 

1. 3-2-7 能從圖畫、

圖示或上下文，猜

測字義或推論文

意。 

*3-2-8  能從上下文或

圖示，猜字意或推論文

意。 

除 3-2-7 與 3-2-8 調換順序外 

，因本能力指標為現行國中基本

學力測驗能力指標之一，故將

「*」號刪除。 

2. 4-2-4 能將簡易的

中文句子譯成英

文。 

*5-2-7  能翻譯簡易的

中英文句子。 

刪除英譯中部分，並為因應國

高中課程銜接需求，刪除「*」，

改為國中生必要之「寫」的基

本能力。 

3. 5-1-6  能運用字

母拼讀法

(phonics)。 

*5-1-7  能活用字母拼讀

法(phonics)了解英語拼

字與發音間規則的對應關

係，並能嘗試看字發音，

聽音拼字。 

5-1-7 所刪除之文字，納入附錄

新增之「重點意涵」中，並刪除

「*」，故原 5-1-7 與 5-1-6 調換

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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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6-2-2 樂於嘗試閱

讀英文故事、雜誌

或其他課外讀物。 

*6-2-3  樂於嘗試閱讀故

事、雜誌及其他課外讀物。 

考量實際教學現場狀況，刪除

「*」，並調整原 6-2-2 和 6-2-3

順序。 

變更邏輯順序（5項） 

項次 97 微調課程綱要 原課程綱要 說  明 

1. 3-2-7  能從圖

畫、圖示或上下

文，猜測字義或推

論文意。 

*3-2-8  能辨識故

事的要素，如背

景、人物、事件和

結局。 

*3-2-7  能辨識故事的要

素，如背景、人物、事件

和結局。 

*3-2-8  能從上下文或圖

示，猜字意或推論文意。  

 

原*3-2-8 因刪除「*」，故和

3-2-7 對調順序，並將「從上下

文或圖示」改為「從圖畫、圖示

或上下文」。 

2. 4-2-4  能將簡易

的中文句子譯成英

文。 

*5-2-7  能翻譯簡易的

中英文句子。 

將原聽說讀寫綜合應用能力的

中英翻譯能力改為國中生必要

之「寫」的基本能力。 

3. 5-1-6  能運用字

母拼讀法

(phonics)。 

*5-1-7  能依文字

或口語提示寫出重

要字詞。 

 

*5-1-6  能依文字或口語

提示寫出重要字詞。 

*5-1-7  能活用字母拼讀

法(phonics)了解英語拼

字與發音間規則的對應關

係，並能嘗試看字發音，

聽音拼字。 

原 5-1-7 因刪除「*」，故和原

5-1-6 調換順序。 

4. 6-1-13  能認真完

成教師交待的作

業。 

*6-1-14  具有好

奇心，並對教師或

同學討論的內容能

舉出示例或反例。 

*6-1-13  具有好奇心， 

並對老師或同學討論的內

容能舉出示例或反例。 

6-1-14  主動做完老師交

待的作業。 

因 6-1-13 有「*」，故 6-1-13

與 6-1-14 調整順序。另考量實

際教學現場狀況，將 6-1-14「主

動」改為「能認真」。 

5. 6-2-2  樂於嘗試

閱讀英文故事、雜

誌或其他課外讀

物。 

6-2-3  對於世界

各地民情文化有興

趣，並樂於找機會

接觸與學習。 

 

6-2-2  對於世界各地民

情文化有興趣，並樂於找

機會接觸。 

*6-2-3  樂於嘗試閱讀故

事、雜誌及其他課外讀物。 

考量實際教學現場狀況，刪除原

6-2-3 之「*」，並調整原 6-2-2

和 6-2-3 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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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之能力指標（1 項） 

項次 97 微調課程綱要 原課程綱要 說  明 

1. 6-2-4 能使用英文

字典。 

 透過使用字典，查閱字彙的發音

及其正確用法。且因增加 6-2-4

能力指標，故原 6-2-4 至 6-2-7

編號亦隨之調整。 

 

  五、在「分段能力指標與十大基本能力之關係」方面，「英語課程透過主題、溝通功能、教學

活動可培養之能力或態度」上，除部分文字的修改外，共刪除 1 項，修改 8項，併入其

他「能力或態度」者 2 項，新增者 1 項，其明細如下表： 

刪除（1項） 

項次 97 微調課程綱要 原課程綱要 說  明 

1. 刪除 （四）表達、溝通與分享： 

了解英美人士之溝通方

式。 

以目前國中小課程內容看，要

「了解英美人士之溝通方式」仍

過於困難，故刪除本項。 

修改（8項） 

項次 97 微調課程綱要 原課程綱要 說  明 

1. （二）欣賞、表現

與創新： 

朗讀和吟唱歌謠及

韻文 

（二）欣賞、表現與創新： 

吟唱和朗讀簡易歌謠及

韻文 

朗讀之能力較吟唱簡單，故前後

調換順序。 

2. （五）尊重、關懷

與團隊合作： 

透過英語學習，培

養對人權、兩性、

不同社經背景及弱

勢族群之尊重。 

（五）尊重、關懷與團隊

合作： 

透過英語學習，培養對人

權、兩性、及弱勢族群之

尊重。 

 

擴大尊重、關懷層面。 

3. （五）尊重、關懷

與團隊合作： 

透過英語學習，培

養對家人、朋友社

區及環境之關懷。 

（五）尊重、關懷與團隊

合作： 

透過英語學習，培養對家

人、朋友及社區之關懷。 

將原「透過英語學習，培養環保

觀念。」融入本項中。 

4. （六）文化學習與

國際瞭解： 

閱讀英文故事、雜

誌或其他課外讀

物，以了解他國文

化。 

（六）文化學習與國際瞭

解： 

欣賞 簡 易 兒 童 文學 作

品，藉以了解他國文化。 

配合教育部政策，推廣閱讀，並

擴大閱讀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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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六）文化學習與

國際瞭解： 

應用基本的國際社

會禮儀規範。 

（六）文化學習與國際瞭

解： 

了解國際社會禮儀。 

融入「（四）表達、溝通與分享」

之「使用基本的社交禮儀用

語。」，提升到應用層次。 

6. （七）規劃、組織

與實踐： 

透過英語學習活

動，培養規劃、組

織與實踐能力。 

（七）規劃、組織與實踐： 

利用有效之外語學習方

法安排規劃英語之學習。 

修正後較貼近學生學習歷程；從

學習歷程中，建構該項基本能

力。 

7. （九）主動探索與

研究： 

使用字典及各種查

詢工具，主動了解

所接觸英語的內

容。 

（九）主動探索與研究： 

使用字典及其他工具書

查詢資料。 

因應資訊與網路便利，書籍已不

再是唯一查詢工具，故做此修

正。 

8.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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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獨立思考與解決問

題： 

培養利用英語解決問題

之能力。 

為貼近教學現場，故做此修正。 

併入其他「能力或態度」（2項） 

項次 97 微調課程綱要 原課程綱要 說  明 

1. （六）文化學習與

國際瞭解： 

應用基本的國際社

會禮儀規範。 

（四）表達、溝通與分享： 

使用基本的社交禮儀用

語。 

「使用基本的社交禮儀用語」為

「應用基本的國際社會禮儀規

範」之一部分。 

2. （五）尊重、關懷

與團隊合作： 

透過英語學習，培

養對家人、朋友社

區及環境之關懷。 

（五）尊重、關懷與團隊

合作： 

透過英語學習，培養環保

觀念。 

對於國中小學生來說，環保觀念

的培養，應從對家人、朋友社區

及環境之關懷開始。 

新增（1項） 

項次 97 微調課程綱要 原課程綱要 說  明 

1. （五）尊重、關懷

與團隊合作： 

透過合作學習，培

養主動協助弱勢同

儕之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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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結語 

本次課程綱要之微調，廣邀各縣市輔導團教師代表、家長代表及專家學者等，除審慎討論

課綱內容與相關之能力指標外，修訂時並檢視九年一貫課程實施之後英語教學現場的觀察與建

議，同時也依未來教學之趨勢進行微調，以有效提升臺灣國中小英語學習之成效，厚植我國的

國際競爭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