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級：
第一級：學習英文一年以上

文法時態：Be (Present Simple) 簡單現在式

1. 數字 (Cardinal Numbers) 0~20

2. 休閒活動 (Activities)

3. 形容詞 (Adjectives)

4. 動物 (Animals)

5. 身體部位 (Body Parts)

6. 教室用物品 (Classroom)

7. 衣物及飾品 (Clothes and Accessories)

8. 顏色 (Colors)

9. 食物 (Food)

10. 居家設備 (House)

11. 人物 (People)

12. 介系詞 (Prepositions)

13. 代名詞 (Pronouns)

14. 所有格形容詞（Possessive Adjectives）

15. 疑問詞（Question Words）

16. 城鄉景觀 (Town and Country)

17. 交通工具 (Transport)

18. 動詞 (Verbs)

19. 其他 (Others)

● 第二級：
第二級：學習英文一年半以上

文法時態：Be + V + ing 現在進行式

1. 數字 (Cardinal Numbers) 21~50

2. 形容詞 (Adjectives)

3. 副詞 (Adverbs)

4. 動物 (Animals)

5. 教室相關物品 (Classroom)

6. 身體部位 (Body Parts)

7. 衣物及飾品 (Clothes and Accessories)

8. 星期 (Days)

9. 食物 (Food)

10. 居家設備 (House)

11. 休閒活動 (Leisure)

12. 月份 (Months)

13. 人物 (People)

14. 介系詞 (Prepositions)

15. 季節 (Seasons)

16. 交通工具 (Transport)

17. 動詞 (Verbs)

18. 城鄉景觀 (Town and Country)

19. 受格代名詞（Objective Pronouns）

20. 代名詞 (Pronouns)

21. 疑問詞 (Question Words)

22. 其他 (Ot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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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級：
第三級：學習英文兩年以上

文法時態：Will / Be going to 未來式

1. 數字 (Cardinal Numbers) 51~100

2. 序數 (Ordinal Numbers)

3. 動物 (Animals)

4. 教室用物品 (Classroom)

5. 衣物及飾品 (Clothes and Accessories)

6. 食物 (Food)

7. 形容詞（Adjectives）

8. 居家設備 (House)

9. 休閒活動 (Leisure)

10.職業 (Jobs)

11. 介系詞 (Prepositions)

12. 人物 (People)

13. 時間 (Time)

14. 動詞 (Verbs)

15. 氣候 (Weather)

16. 其他 (Others)

● 第四級：
第四級：學習英文兩年半以上

文法時態： Past Tense 過去式
Comparatives(...er than...) 比較級
Superlatives( the…est ) 最高級

1. 數字 (Cardinal Numbers) 101~1000

2. 形容詞 (Adjectives)

3. 副詞 (Adverbs)

4. 助動詞（Auxiliaries）

5. 動物 (Animals)

6. 頻率副詞 (Adverbs of Frequency)

7. 食物 (Food)

8. 學校相關名詞 (School)

9.

職業（Jobs）

10. 其他名詞 (Other nouns)

11. 介系詞 (Prepositions)

12. 所有格代名詞 (Possessive Pronouns)

13. 疑問詞 (Question Words)

14. 時間 (Time)

15. 城鄉景觀 (Town and Country)

16. 動詞 (Verbs)

17. 其他 (Ot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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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級：
第五級：學習英文三年半以上

文法時態： Past Continuous 過去進行式
All the Comparatives & Superlatives 比較級和最高級

1. 形容詞 (Adjectives)

2. 副詞 (Adverbs)

3. 動物 (Animals)

4. 助動詞 (Auxiliaries)

5. 身體部位 (Body Parts)

6. 衣物及飾品 (Clothes and Accessories)

7. 稱謂語 (Forms of Address)

8. 食物與飲料 (Food and Drink)

9. 地理用語 (Geographical Terms)

10. 健康用語 (Health)

11. 節慶 (Holiday and Festivals)

12. 房屋及室內用品 (House and Apartments)

13. 位置（Location）

14. 人格特質 (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15. 人物和職業用語 (People and Jobs)

16. 城鄉景觀（Town and Country）

17. 介系詞 (Prepositions)

18. 數量及代名詞 (Quantifiers and Pronouns)

19. 形狀 (Shapes)

20. 學校用語 (School)

21. 大小及度量用語 (Sizes and Measurement)

22. 運動和嗜好 (Sports and Hobbies)

23. 餐具 (Tableware)

24. 時間 (Time)

25. 動詞 (Verbs)

26. 天氣 (Weather)

27. 其他 (Others)

●

第六級：
第六級：學習英文四年以上

文法時態： Present Perfect 現在完成式
First conditional 假設語句 ( If + S + Present Simple, S + will… )

1. 形容詞 (Adjectives)

2. 副詞 (Adverbs)

3. 身體部位 (Body Parts)

4. 國家和區域 (Country and Areas)

5. 語言及國籍 (Languages and Nationality)

6. 房屋及室內用品 (House and Apartments)

7. 度量用語 (Measurement)

8. 地理用語 (Geographical Terms)

9. 健康 (Health)

10. 人物 (People)

11. 其他名詞 (Other Nouns)

12. 個人形容詞 (Personal Adjectives)

13. 代名詞 (Pronouns)

14. 學校用語 (School)

15. 時間 (Time)

16. 動詞 (Verbs)

17. 其他 (Ot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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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級：學習英文四年半以上
1. 1~6 級範圍（includes grammar and words from Level 1-6 ）

2. 克漏字 (Cloze)

3. 閱讀短文 (Reading Comprehension)

4. 閱讀訊息 (Scanning Activities)

5. 聆聽對話 (Listen and Choose)

6. 聆聽短文 (Listening Comprehension)

7. 聽寫 (Dictation)

8. 具 1600 字基本字彙（1500 basic vocabulary words）

● B 級：學習英文五年以上
學習英文五年以上
1. 1~6 級範圍（includes grammar and words from Level 1-6 ）

2. 克漏字 (Cloze)

3. 閱讀短文 (Reading Comprehension)

4. 閱讀訊息 (Scanning Activities)

5. 聆聽對話 (Listen and Choose)

6. 聆聽短文 (Listening Comprehension)

7. 聽寫 (Dictation)

8. 具 2100 字基本字彙（2100 basic vocabulary w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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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級：學習英文六年以上
1. 1~6 級範圍（includes grammar and words from Level 1-6 ）

2. 克漏字 (Cloze)

3. 閱讀短文 (Reading Comprehension)

4. 閱讀訊息 (Scanning Activities)

5. 聆聽對話 (Listen and Choose)

6. 聆聽短文 (Listening Comprehension)

7. 聽寫 (Dictation)

8. 具 2500 字基本字彙（2500 basic vocabulary w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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