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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泰文化為英國劍橋大學出版社英語教材的台灣總代理。有感自 108 新課綱的實

施，各界教育工作者無不迫切想了解如何在日常的課程融入「素養導向」教學，華

泰特邀周中天教授執筆翻譯劍橋大學出版社與劍橋大學教育系合作發表的研究成

果—劍橋生活素養架構 (Cambridge Life Competencies Framework)。此研究揭

櫫 21 世紀必備的六大生活素養能力並提供明確能力指標，可為課程規畫提供具備實

證且可實踐的全齡段教、學指引。期待透過這份素養架構的中文翻譯，將劍橋的生

活素養教育實踐藍圖分享給更多關心教育的家長與教師，讓台灣新世代具備足夠的

素養能力來迎接明日生活的各項挑戰！

請掃描 QR Code閱讀
周中天教授《學習方法與態度》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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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方法與態度 (Learning to Learn)

劍橋生活素養架構簡介

針對學生在 21世紀所需的生活技能與素養，有許多作法提出，適用於不同的情境。許多教
育人士常提問，想知道這些作法如何在英語教學的領域中推動，劍橋盡力回應，責無旁貸。

我們著手分析各項素養能力的成分，目的是建立一個基礎架構，以詮釋各種可行作法。

本套架構涵蓋六項生活素養，奠立在三層基礎上。

劍橋生活素養架構
(THE CAMBRIDGE LIFE COMPETENCIES FRAMEWORK)

社會責任	
Social 
Responsibilities

協同合作	
Collaboration

溝通互動	
Communication

學習方法與	

態度	
Learning to 
Learn

慎思明辨	
Critical  
Thinking

創意思維	
Creative 
Thinking

數位知能 (Digital Literacy)

學科知識 (Discipline Knowledge)

情緒發展 (Emotion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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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養

(Competency)

核心範圍

(Core Area)

能力指標

(Can Do 
Statement)

我們研發了一套「能力指標」(Can Do Statements)（見本篇第 6頁），描述學習者各階段完
成時，能夠做到 (can do)的事。這些指標明確表明學習者在該階段結束時應該能夠做到的
事，也就是可以看得見的行為表現。 

本架構，從廣泛的素養描述，到明確的能力指標，分成三個層次呈現。

學習歷程 (The Learning Journey)

從學前階段到在職階段，每一學習階段各有不同的素養目標。

學前 (Pre-Primary) 小學 (Primary) 中學 (Secondary)

大學 (Higher Education) 在職 (At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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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方法與態度」素養能力的定義
現在，工作上需要具備的知識與能力，不斷加速變化；人人都必須持續終身學習。教育的

目標不只是取得學習成果，也要培養學習的能力。 

對於「學習方法與態度」，我們確認了其中三個核心範圍： 

•  從事學習的實用技巧。這些技巧包括做筆記、存儲和檢索訊息等。實際作法有許多；學習

者須要多加嘗試，配合本身的性格、需求和資源，適當選擇。要能將有用的資訊整理儲

存、脈絡清楚，必須使用時才好順利檢索。

• 掌握自己的學習。學習者要有方法自我規範、自主掌控、維持動力，且對任務專心投入，

取得最佳成果。為此，學習者須要明白自己的學習目標。

• 反思並評估自己的學習成果。學習者要能反思自己的學習，檢討哪些部分有效，哪些徒勞

無功。透過這種反思，可以評估哪些作法可以繼續，哪些須要改變 ;藉此能夠確認有效的
學習方法，好好發揮。這些方法的選擇，要視情境、學習目標，和學習者的個人特質而

定，因為這些因素都會影響最後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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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方法與態度」能力指標 (Can Do Statements)

我們在此提出一些「能力指標」(Can Do Statements)的示例，這些指標，描述學習者於各階
段完成時，能夠做到的事。指標會視學習者所處的不同情境而有所不同。因此，只是做為

規劃課程或評估的初步參考點。 

通常，每個階段的「能力指標」大致假設學習者在前一階段都已完成應有的發展目標；不

過，大學和在職階段是例外，這兩階段時間並列，並非先後關係。

學習階段	
(STAGE OF LEARNING)

核心範圍	
(CORE AREAS)

能力指標	
(CAN DO STATEMENTS)

學前	
(PRE-PRIMARY)

從事學習的實用

技巧

 • 正確握筆。
 • 表現手眼協調（以利發展書寫技能）。
 • 遵守指示及課室規範。
 • 認識一些數字、字母和單詞。
 • 能摹寫或抄寫大寫與小寫字母以及一些數字。
 •  閱讀並理解某些標示和標記（例如：教室標誌、標籤、文字
插圖、海報、道路標誌和公共告示等）。

 •  透過各種媒介形式（例如：口說、書寫、畫圖，和手勢）理
解並表達符合自己年齡的語詞。

 • 大致能將熟悉的字詞按語法性質，分別歸類。
 • 使用新的語言／知識，進行不同活動。
 • 整理好學習工具，需要時可以容易找到。
 • 有基本的數位知能來查找和存儲訊息。

掌握自己的學習

 • 向老師請求幫助。
 • 觀察其他孩子，做為學習榜樣。
 • 專注進行短時間活動。
 • 確認了解別人的說話（例如：要求別人重複剛說的話）。

反思並評估自己

的學習成果

 • 根據老師或父母的言語回應，有所行動。
 • 發現犯錯時，會根據已有的知識自我改正。
 •  學習行為無法產生預期結果時，會改變作法（例如：舉手回
答問題，而不是直接大喊）。 

 • 調節情感反應（例如：失望、不悅、或與其他孩子衝突）。

小學	
(PRIMARY)

從事學習的實用

技巧

 • 配合指示，完成課堂活動。
 • 與其他孩子一起參與學習活動。
 • 參與專案活動時，就特定主題蒐集訊息。
 • 閱讀和聆聽時，記錄重點訊息。
 • 參與專案活動時，就特定主題將訊息做成摘要。
 • 將訊息以數位或書面方式保存，以備將來使用。
 • 觀看圖片，有利掌握故事情節。
 •  聽完句子或簡短段落後，能回答 who、where、what、why、

how之類的 Wh- 問題。
 • 在引導或共同寫作活動中，創作簡短的作品。

掌握自己的學習

 •  看得出自己在學習英語方面的進步（例如，回想課堂上順利
進行的活動）。

 • 認真參與課堂練習活動。
 • 向其他孩子請求幫助。
 • 改正自己的錯誤。
 • 重述默記關鍵字詞和短語。
 • 使用有效方式，獨立學習，完成學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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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階段	
(STAGE OF LEARNING)

核心範圍	
(CORE AREAS)

能力指標	
(CAN DO STATEMENTS)

小學（續）	
(PRIMARY)

反思並評估自己

的學習成果

 • 能思考自己在學習英語方面的表現。
 • 先想到自己的活動進展情況，再向老師作相關提問。
 •  得到回應時，認真聆聽並積極回應，能理解為什麼有須要更
正的地方。

 •  從錯誤和回應反饋中學習。
 • 專心聆聽，心無旁騖。
 •  調節情感反應（例如：焦慮、失望、不悅，或與其他孩子的
衝突）。

中學	
(SECONDARY)

從事學習的實用

技巧

 • 知道書面作業的適當格式。
 • 依據規定完成作業。
 • 專心愉悅參與課堂學習活動。  
 • 上課以及做家庭作業時筆記重點。
 • 條理分明地整理筆記。
 • 使用（數位或書面）筆記學習字彙。
 • 利用筆記材料，創作新內容發表。
 • 設定修訂計畫，有條理地整理關鍵技能和知識。
 • 了解基本的語法術語和概念。
 •  了解基本的語音術語和概念（例如：長短音、單字重音等）。
 • 認識一些重要的音標（例如：/ə/，/ j /）。
 •  利用句子和段落中的線索來推測不熟悉的字詞的意思。
 •  使用後設認知技巧（例如：時間管理、情感控制）提升在學
習和考試中的表現。

掌握自己的學習

 •  知道有利學習的資源所在（例如：線上資源、圖書館等等）。
 •  會利用課外練習英語的機會（例如：觀看英語短片／電視／
電影、使用英語社群媒體、閱讀英語小說／雜誌等等）。　

 •  運用各種（線上和學校的）資訊和輔助管道，增強自己對英
語的認識。

 •  定期且有條理地複習字彙。
 • 尋找對話夥伴，克服語言困難。
 •  使用（單語或雙語）學習者詞典和其他參考資料，增強自己
的字彙知識。

 • 尋找機會，多參與課外的口語和書面互動活動。

反思並評估自己

的學習成果

 •  在決定新的語言學習目標之前，考慮哪些先前的目標須再檢
討。

 •  認清自己在學科上的優勢或弱點（例如，在英語各種技能方
面）。

 •  檢討哪些部分應可做得更好，以提升學科上的技能和知識。
 •  使用各種方法和技巧來提高自己的英語能力（例如，用心智
圖來整理思緒）。

大學	
(HIGHER EDUCATION)

從事學習的實用

技巧

 • 安排整個星期的語言學習時間。
 • 管理學習環境（例如：學習空間、噪音等），有效學習。
 • 不受干擾（例如：其他人、電話等）影響，專注於學習活動。
 • 在課堂上、聽演講時、閱讀中，有條理地做筆記。
 • 發展有條理的筆記格式，在需要時可以方便檢索訊息。
 • 整理筆記內容，發表個人創見，不致仿冒抄襲。
 • 充分利用可能的資源（例如：老師、圖書館、自學中心等）。

7

劍橋生活素養架構∣學習方法與態度 Learning to Learn



學習階段	
(STAGE OF LEARNING)

核心範圍	
(CORE AREAS)

能力指標	
(CAN DO STATEMENTS)

大學（續）	
(HIGHER EDUCATION) 

掌握自己的學習

 • 把握機會，接受同儕和老師對自己的語言表現的回應。
 • 使用標準化的評量（例如：考試）衡量自己的表現。
 • 遇到學習困難時會尋求幫助。
 • 使用高階學習者的單語詞典來增強詞彙知識。
 • 認識大多數音標符號（以便從詞典查出陌生字詞的發音）。
 • 了解各種學習輔助工具的用處，並評估其功效。
 • 必要時或在適合情況中，獨立進行語言學習活動。

反思並評估自己

的學習成果

 • 說出希望得到的學習成果及其原因。
 • 依據目標，規劃工作方式。
 • 記錄學習進展，以評估學習進度並設定新目標。
 • 調整情緒反應（例如：考試前焦慮或因成績不佳失望）。
 • 使用自己認為最有效的學習方法。
 • 不靠老師協助，從前後文中推敲出語言含義。
 • 規劃並成功進行專案活動。
 • 以適當風格和結構撰寫報告及論文。
 • 在研討會中用英語簡要發表研究結果。
 • 與他人（例如：同學）合作，並從他們提供的見解中受益。

在職	
(AT WORK)

從事學習的實用

技巧

 •  確認語言學習需求，找機會以求進展（例如：報名參加語言
課程）。

 • 安排每天語言學習時間。
 • 學習使用可能資源（例如：電腦）做記錄。
 • 發展一套可靠的儲存訊息的體系。 
 • 在需要時（例如：做作業、測驗時）找出已儲存的訊息。

掌握自己的學習

 • 在工作環境中表現積極學習英語的態度。
 • 有心理準備在同事面前犯錯。 
 • 主動參加有益於語言學習的活動。
 • 尋求同儕和前輩的回應，引導未來的發展。
 • 必要時向同事尋求幫助。
 • 找尋並使用資源，以學習與工作領域相關的專業詞彙。

反思並評估自己

的學習成果

 •  設定自己能力所及的語言學習目標（例如，可以表現在特定
技能，或考試結果上）。

 • 記錄學習進展，以評估進度並設定新目標。
 • 採用最有效的學習方法。
 • 參與須要使用英語的協同合作活動。 
 •  找出與自己工作領域（例如：撰寫技術報告）相關的語言特
色，用於表達。

 • 借重他人的專業知識，增進自己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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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方法與態度」素養能力培養指南
學習者要有正確「學習方法與態度」，才能獨立學習，而無須依靠老師持續指導。這並不是

要削弱教師在學習過程中的作用。實際上，從社會文化角度來看學習者自主性，要培養獨

立學習能力，最重要的就是經驗豐富的引導者。 

培養「學習方法與態度」，不是一蹴可及，而是要像搭鷹架一樣，細緻地構建支撐結構

(scaffolding)，提供多重機會，讓學習者使用、培養、發展這樣的素養能力。老師的作用，
就是做這種引導，不只是教導語言，更要幫助學生獲得適合他們年齡與學習階段的能力，

以便在課外廣泛學習。 

課堂活動建議

以下提出的活動建議，只是概要說明培育這項素養能力的可能作法，當然仍可不斷補充

增修。

一般建議

熟悉指標 (familiarisation)

基本關鍵在於熟悉能力指標。在計劃教學過程中，教師手邊應有一份隨時可參閱的能力指

標，這樣，檢視教材時，就可以看出哪些內容與活動較能發揮能力指標所界定的技能。下

面示例的表格，就可以用來幫學習者養成習慣，有效地記錄字彙。

單字： 詞類：

發音： 例句：

定義：

搭配詞：

相關字詞：

巴西， 
Diego 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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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切觀察 (monitoring)

老師除了密切觀察學習者的語言進步外，還要確認他們在「學習方法與態度」上的進展情

況，這樣，才能設計出適用的架構，促成有效學習。 

發展進度 (rate of development)

請記住，這種素養能力須要終身發展，而且每個年齡階段的發展結果都是未來階段的基

礎。就像語言發展一樣，這種素養能力涵蓋了身體、認知和情意各方面的技能，發展時也

需要耐心、架構支持，並具體實行。個別學習者的發展進度不會一致。所以，應該依據各

人的進度，給予適當的架構支持。 

幼年學習者

課堂常規 (classroom routines)

學前兒童要發展「學習方法與態度」這樣的素養能力，得靠老師不斷推動並維持一定的課

堂常規，例如以下作法： 

• 以韻文歌謠方式開始上課；
• 在進行活動時，推派某學生負責分發或收集學習單或其他學習工具；
• 使用某些提示，進行活動之間轉換。

這些常規須要經過相當時間才能形成常態，尤其重要的是得前後貫徹一致。老師做指示說

明必須明確，並且配合實際示範，孩子也需要時間和親身經驗，了解指示說明就是明確的

期望要求。孩子習慣了常規，進行活動就不需要一再指示說明，可以進而自主學習。 

反思學習 (reflecting on learning)

幼年學習者要逐漸走向自主學習，必須發展反思及評估能力，來觀察自己的學習進度。教

師為了支持這種發展，可以提供簡單的工具（例如活動後自我反思表格），讓孩子用來評估

自己的活動表現。含括這些內容的教材越來越多，但即使沒有，教師也可自己製作一套藍

本，略做修改，使用於各種類型活動。以下就是一個例子：

我的進步

我遵守各項指示說明

我清楚地表達意見

我會請問同學的意見

我對同學禮貌地表示贊同或不贊同

我幫小組做討論總結，向全班同學說明

熟悉要求的目標非常重要。反思和評估的過程以及完成反思活動，都需要時間磨練才能掌

握。如果以相當時間持續此類活動，可以幫助孩子更有能力自我評估。在上面的示例中，

頭一兩次使用時，教師須要向孩子解釋如何使用，換言之，如果他們認為自己進行活動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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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做到了各項指示說明，他們就可以把右邊欄中的五個笑臉全都塗成彩色，以此類推。

表格中有些句子可用於各種活動種類，另一些則依活動類型而可以有變化。一旦孩子習慣

了這個反思程序，不需要提示說明就可以有效完成。這種活動也讓孩子能將自己在不同時

間做相似活動的表現加以比較。 

	請您實作……

1. 選擇上述的示例活動，在您的班上實作。

－ 完成活動後，請回想反思：就培養孩子學習方法與態度而言，活動的哪

些部分有效，哪些部分下次可以改進。

2. 請檢視課本或其他教材，選擇以後幾次上課可能進行的活動；想想如何進

行，使活動更有助培養孩子的學習方法與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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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學習者

概念整理工具 (organisational tools)

中學生應該會使用心智圖 (mind maps)和其他概念整理工具來整理自己的想法和概念，好對
自己的學習作反思、評估。要做到這一點，老師要向學生介紹各種心智圖和其他工具的用

法，並利用以下這些時機，多加練習：

• 腦力激盪活動
• 閱讀或聆聽時，同時做筆記
• 就主題內容做後續討論
• 將小組活動中的各種想法意見組織整理

用以下這個格式為例，學生可以在進行聽力活動時填寫：

填寫各欄位，以便整理聽到的內容。

說話者一：

說話者二：

說話者三：

內容摘要：

新字詞：

這樣工具的好處在於，給學生一個基本架構，以便寫出有用的筆記，並掌握可以學習的重

點；例如：在本例中，新字詞就是一個重點。 

經由討論發展後設認知 (developing metacognition through discussion)

學生會使用的這類工具越來越多樣化，他們就可討論哪種工具最適合用於某種活動，以後

不論上課或自修時，都能不經老師安排，自行判斷選擇。這種討論可以幫助學生發展後設

認知 (metacognition)，這就是獨立學習的關鍵，應納入日常教學活動中。老師讓學生留意到
自己的學習方式以及進行不同活動的工具，並讓他們有機會自己判斷決定，久而久之，就

能使他們成功地自主學習。 

	請您實作……

1. 選擇上述的示例活動，在您的班上實作。

－ 完成活動後，請回想反思：就培養孩子學習方法與態度而言，活動的哪

些部分有效，哪些部分下次可以改進。

2. 請檢視課本或其他教材，選擇以後幾次上課可能進行的活動；想想如何進

行，使活動更有助培養孩子的學習方法與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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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年學習者

規劃研究 (planning research)

大學層次的學習者，面對一個重要的學習評量層面，那就是研究，並根據研究發現，撰寫

論文或發表成果。以下這個示例中，教師將活動架構分明地拆分成幾個部分，好讓學習者

逐步分項完成。這些分項技能包括：

• 規劃及整理組織—教師可以提供如下面所示的表單，幫助學習者掌握各分項工作，完

成活動。這也可以點出每分項活動的檢核標準。

論說文寫作檢核表

我已做到…… 檢核標準 做到了打勾

找到十項以上可靠、權威、最新的學術資料。 資料來源的選擇與評估

所選擇的相關資料與論文主旨以及各段落的主題明顯切
合。

了解來源

用多種方法（例如：使用同義詞、變動語法、更改語詞
的順序等）來轉述自己從來源中獲取的資料。

了解來源

寫出清晰的論文主旨，以表明本文論點（“This essay will 
argue that...”〔本文主張⋯⋯〕）和研究範圍（“focusing 
on...”〔重點在⋯⋯〕）。

來源資料條理運用

在每個主要段落，都曾提到反面的論點，並提出我對自
己論點支持的理由。

來源資料條理運用

• 確認並評估合適的資源—學習者須要知道，如何快速確認適於學術寫作中使用的相關

資源。 
• 指導使用研究工具（如圖書館資料庫和參考軟體）—這是說，學習者須要學習如何指

定日期、資料類型，以及使用關鍵詞，在一定範圍中檢索特定資料。

營造安心的課堂環境 (creating a safe classroom environment)

對大學或在職學習者而言，「學習方法與態度」的一部分表現，就是不怕在同學／同事面前

犯錯，且能從中學習獲益。為了做到這樣，老師可以在課堂上營造一種正面積極的學習氛

圍，這樣，犯錯就不是負面經驗，反而是一種學習的契機。在此基礎上，老師可以鼓勵學

習者將在工作場所中犯的錯誤帶回課堂，以便找出原因並提出解決方法，並在隨後進行實

際嘗試。這樣，教師可以示範，如何將錯誤化為轉機；學習者方面，也慢慢習慣這樣面對

錯誤，藉機檢討，逐漸進步，自主學習。

	請您實作……

1. 選擇上述中的示例活動，在您的班上實作。

－ 完成活動後，請回想反思：就培養孩子學習方法與態度而言，活動的哪

些部分有效，哪些部分下次可以改進。

2. 請檢視課本或其他教材，選擇以後幾次上課可能進行的活動；想想如何進

行，使活動更有助培養孩子的學習方法與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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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978-1-108-41400-5 — Level Up Level 4 Student's Book
Caroline Nixon , Michael Tomlinson 
Excerpt
More Information

www.cambridge.org© in this web servi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earn about anima�s in Austra�ia 25

Culture

1.294   Listen and read. Write true or false. 
Correct the false statements.

STAGE 3

Write ideas about how to protect an endangered animal. 

  Do research about an endangered animal where you’re exploring.
 Find out ways to protect this animal and write ideas.

Workbook 
page 18

My

diary

Australia has lots of unusual 
animals and many of them 
only live there, and nowhere 
else, for example kangaroos 
and koalas. These are both 
marsupials – animals that 
carry their babies in a pouch. 

Australia is also home to some 
very dangerous animals. It 
has more venomous species 
than any other country in the 
world. These include spiders, 
scorpions, and snakes on land 
and jellyfi sh in the oceans.

The people in Australia work 
hard today to protect their 
unusual and special animals.
They don’t want more animals 
to become extinct, like the 
Tasmanian tiger. The last 
time anyone saw this amazing 
animal was almost 100 years 
ago. It was a very strange 
animal. It had a dog’s body, 
a wolf’s head, a kangaroo’s 
pouch, and stripes like a tiger. 

It walked on four legs, but 
it could also hop on two 
legs. It was the largest 
carnivorous marsupial on 
Earth. A carnivorous animal 
is an animal that eats meat. 
The Tasmanian tiger hunted 
at night. Unfortunately, 
Tasmanian tigers attacked 
sheep, so farmers hunted them 
and now experts believe that 
they’re extinct.

2

1 Marsupials carry their babies in a pouch.
2 The Tasmanian tiger had a head like a dog.
3 It walked on four legs, but it could also hop like a kangaroo on two legs.
4 It hunted during the day.
5 People killed the animals because they had beautiful fur.
6 The Tasmanian tiger is endangered.

The Western Swamp Turtle is endangered. We need to put 

more plants in the water where they live. Insects come when 

there are plants and the turtles eat the insects.

劍橋英語教材中的	

學習態度與方法素養教學活動範例
小學英語教材
Level Up Level 4, page 25, 
ISBN 9781108414005

核心範圍：從事學習的實用技巧

能力指標：參與專案活動時，就特定主題蒐集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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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978-1-108-84703-2 — Shape It Level 3 Student's Book with Practice Extra American English
Samanatha Lewis , Daniel Vincent 
Excerpt
More Information

www.cambridge.org© in this web servi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VOCABULARY
Describing People

1 Read the definitions (1–6) and match them with 

the photos (a–f). Then listen and check.

1 A calm person is relaxed and doesn’t worry. e

2 An active person has a lot of energy. 

3 A cheerful person is happy. 

4 A confident person feels they can do something well. 

5 A sensitive person understands how others feel.  

6 A helpful person helps others. 

2 Listen and complete the definitions. Which adjectives are 

similar in your language? Which are diff erent? How can you 

remember them?

angry decisions feel good at people successful

1 A sensible person makes good decisions .

2 An ambitious person wants to be  .

3 A talented person is naturally 

something.

4 A sociable person likes being with other 

.

5 A patient person doesn’t get 

when things take a long time.

6 An inspiring person makes you 

motivated.

3 What kind of people do you like to be around? Why?

LEARN TO LEARN
Opposites
When you learn a new adjective, write the opposite. 

4 Match the words from Exercises 1 and 2 with 

their opposites.

1 grumpy cheerful 7 silly 

2 anxious 8 unambitious 

3 impatient 9 unhelpful 

4 insensitive 10 uninspiring 

5 lazy 11 unsociable 

6 shy 12 untalented 

1.01

1.02

5 Test a partner. Say a word. What’s the 

opposite?

Use It!

6 In your notebook, write 

three adjectives to describe 

you and say why. 

sociable: I’m sociable because I love
making friends and being with people.

7 Tell your partner your answers from 

Exercise 6. Do they agree? Did you 

both choose the same adjectives? 

Guess the correct answer.

Some people in Japan 

believe your … influences 

your personality. 

a blood type b height c shoe size 

Find another interesting idea about 

what can influence your personality. 

Then write a question for your partner 

to answer.

Explore It!

a

c d

b

e f

UNIT 1  |  WHAT INSPIRES YOU? 11

中學生英語教材
Shape It! Level 3, page 11,  
ISBN 9781108847032

核心範圍：反思並評估自己的學習成果

能力指標：使用各種方法和技巧來提高自己的英語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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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ESS CHECK 
Can you do these things? Check (✓) what you can do. Then write your answers in your notebook. 

Now I can … Prove it
 use expressions to talk about time and 

money.
Write five phrases about time and money.

 use (not) too and (not) enough to talk about 
quantity.

Write five sentences about yourself using different structures 
with too and enough.

 use verb phrases to talk about prices and 
value.

Write three verb phrases, with the correct prepositions, about 
prices and value.

 use modifiers in comparisons. Make these comparisons stronger: It’s the best movie I’ve ever 
seen. Theirs is bigger than ours.

 apologize for damaging or losing someone’s 
property and respond to an apology.

Apologize for losing something that you borrowed. Respond 
to the apology.

 write a product review. Look at your product review from lesson 3.4. Can you make it 
better? Find three ways.

UNIT
3

Now I can … Prove it
 use expressions to describe trends. Write four different ways to refer to something that is 

currently popular and four more for something unpopular.

 use real conditionals. Write four sentences using if clauses: two to refer to a fact 
that is generally true and two for a future possibility.

 use the correct words to describe food 
preparation.

Describe a dish you can make in six simple steps.

 refer to the future with time clauses using 
after, until, and when.

Complete the sentences so that they are true for you: When 
I finish class today,   . I won’t 
get home until   . I’m going to 

  after I leave class today.

 make, accept, and refuse offers in social 
situations.

Make an offer of food and/or drink, and practice different 
way of accepting and refusing it.

 write the results of a survey that you 
conducted.

Look at your survey results summary from lesson 2.4. Can you 
make it better? Find three ways.

UNIT
2

Now I can … Prove it
 use expressions to talk about personal 

achievements.
Write five verb + noun combinations to describe someone’s 
achievements.

 use a variety of simple and continuous verb 
forms.

Write five sentences about yourself using five different verb 
forms.

 use nouns and adjectives to talk about key 
qualities employers look for.

Write three pairs of words to describe yourself in ways that 
would appeal to a possible employer.

 use dynamic and stative verbs to talk about 
actions, habits, and states.

Complete the sentences: I love   . 
I’m loving   .

 make and respond to introductions. Respond to the introduction in three different ways: Hey, have 
you met Simone?

 write a comment in response to an article. Look at your comment from lesson 1.4. Can you make it 
better? Find three ways.

UNIT
1

153

成人英語教材
Evolve Level 4, page 153, 
ISBN 9781108405324

核心範圍：反思並評估自己的學習成果

能力指標：記錄學習進展，以評估學習進度並設定新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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