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一類 PBL) 

臺南市立永康國民中學 110 學年度(第一學期)七年級【PBL 專題式學習】彈性學習課程計畫 

專題名稱 國際生活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21 )節 

學習情境 

1.永康位在工業區，國際移工很多，學生在生活中遇到外國人的可能性高，從東西方的家庭成員差異，到了解台灣國際人士發光發

熱的原因，學習多元文化差異，並透過描述台灣國際人士身體特徵和興趣，比較差異，形成尊重。 

2.學校每年都有舉行歌曲才藝競賽，歌曲除了可以表現自我也是語言學習的工具，學生如何以分組的方式，各司其職，利用網路資

源，搜尋到以家庭為主題，適合整組表演的歌曲，完成排練並參加比賽。 

 

待解決問題 

(驅動問題) 

真實性-與學生生活經驗相關 

如果遇到外國人，我要如何應用所學到的英文向外國人介紹自己、家人和來自台灣的國際知名人士? 

跨領域之 

大概念 
體會參與團體活動歷程。(綜合) 

本教育階段 

總綱核心素養 

1.J-B1具備聽、說、讀、寫英語文的基礎素養，在日常生活常見情境中，能運用所學字詞、句型及肢體語言進行適切合宜的溝通與

互動。 

2.J-B2具備運用各類資訊檢索工具蒐集、整理英語文資料的能力，以擴展學習素材與範疇、提升學習效果，同時養成資訊倫理素

養。 

3.J-C2運用合宜的人際互動技巧，經營良好的人際關係，發揮正向影響力，培養利他與合群的態度，提升團隊效能，達成 

共同目標。 

課程目標 

1.能運用英語文所學字詞、句型及肢體語言描述個人、家庭、台灣知名人士，培養學生溝通協調能力。 

2.能理解及運用科技工具，蒐集與家庭主題的歌曲，以分組方式完成任務，發揮個人正向影響，提升團體效能，培養學生團隊合作

能力。 

表現任務 

(總結性) 

任務類型：□資訊類簡報  ■書面類簡報   ■展演類  □作品類  □服務類  □其他                 

服務/分享對象：■校內學生  ■校內師長  □家長    □社區    □其他                

設計總結性表現任務時，應掌握下列原則：例如上台報告、分享會、作品成果展等，建議可邀請家長與社區結合。 

1.將整體表現任務分割成數個單元任務，明確指引學生進行探索的步驟與方向並在下列之教學期程，逐步落實。 

2.陳述每項單元問題下的學習內容、學習目標與學習活動及單元任務要求，並應明確規範每項單元任務所應完成的作品或內容。 

3.讓學生以小組合作的方式進行探究學習，故應妥善規劃合作學習活動。 

4.任務類型說明如下： 

  (1)資訊類簡報並分享，如 PPT、電子書、Google簡報、KeyNote…等。 

  (2)書面類簡報並分享，如海報、小書、企劃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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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展演類，如音樂會、說明會、策展…等。 

  (4)作品類，如模型、地圖、程式設計、影片、產品…等。 

  (5)服務類，如社區改造、樂齡服務…等。 

  (6)其他，請自行具體說明。 

(1)書面類簡報：家人介紹學習單、家族樹製作、台灣知名人士學習單，以上皆須要上台報告，期末舉辦作品成果展。 

(2)展演纇：舉行歌喉讚歌曲競賽，分組歌曲表演。 

教學期程 

(節數) 
單元問題 學習內容(校訂) 學習目標 學習活動 

單元任務 

(學習評量) 

第 1~7 週 

(7節) 

1.東西方的家庭成員稱謂不

盡相同,你知道有哪些相同?

那些不同嗎?差異原因為何? 

2.你能劃出自己家庭的

family tree 並和同學分享,

介紹自己的家庭成員 

1.Family tree 

2.家庭成員關係與

職業 

3.歌曲 the family 

song 

4.中西方家庭成員

稱謂 

5.造成東西方家庭

成員稱謂差異的原

因 

6.家庭介紹 

1.學生能夠認識

family tree，使用家

族成員及職業的單

字，描述家族成員的

關係和職業。 

2.學生能夠執行分組

任務，表現 the 

family song，參與團

體活動，與他人有效

溝通合作完成工作。 

3.學生能夠創作自己

的 family tree。 

4.學生能夠對比中西

方家庭成員稱謂，發

現造成稱謂差異的原

因。 

5.學生能夠創作自己

的 family tree，改

寫並報告家庭介紹，

參與團體活動，評價

自我及團體效能。 

1.師生共讀有關 family tree的文

章並以小組討論方式完成學習單。 

2.學習歌曲並以小組競賽方式完成

任務。 

3.完成 family tree 的創作。 

4.小組討論並使用各種查詢工具完

成東西方親屬稱謂差異原因。 

5.上台介紹家庭並完成自評互評

表。 

1.學習單( 30分) 

2.Family tree 

(30 分) 

3. 向外國人介紹

家庭(30分) 

4. 課堂表現(10

分) 

第 8~13 週 

(6節) 

1 你知道許多國際知名人士

都是來自於台灣嗎? 你知道

他們為什麼會這麼受歡迎? 

1.繪本 Twins 

2.身體特徵相關單

字 

1.學生能夠描述繪本

圖片，預測繪本內

容，傾聽繪本內容，

1.以師生共讀繪本方式，觀察繪本

圖片引起學習興趣，藉由描述圖片

來預測內容，並以小組討論方式完

1.問題與討論(10

分) 

2.單字挑戰擂台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一類 PBL) 

這麼有名嗎? 

2 你能夠找出這些來自於台

灣的國際知名人士他們在外

貌上的特徵，並且用英文來

描述他們的身體特徵嗎? 

3 你能和同學分享你所找到

來自台灣的國際知名人士，

介紹他們能如此發光發熱的

原因，並且討論比較，找出

他們彼此間的外貌差異嗎? 

3.Who am I圖表內

容整理 

4.來自台灣國際人

士的身體特徵及興

趣描述 

5.外貌差異 

完成問題與討論。 

2.學生能夠以英文描

述身體特徵，具備單

字拼讀能力，參與團

體活動，與他人有效

溝通合作完成工作。 

3.學生能夠理解 Who 

am Ｉ？圖表，歸納圖

表內容，比較圖表訊

息。 

4.學生能夠理解範例

短文，描述台灣國際

人士身體特徵和興

趣，比較每個人外貌

差異，形成尊重。 

成問題與討論。 

2.教師講解呈現身體特徵單字，學

生以分組方式進行遊戲單字拼讀挑

戰擂台賽。 

3.師生共同討論 Who am I?圖表內

容，教師口頭提問引導學生注意圖

表更細節的內容，並將分析歸納比

較這些訊息。 

4.學生鎖定一位自己仰慕的來自台

灣國際知名人物，繪製出他或她的

人物特徵圖，並依學習單提示填入

相關表格內容，完成短文，透過小

組討論口頭發表觀察到的每個人的

外貌差異。 

賽(30 分) 

3.Who am I?學習

單(20 分) 

4.用學習單向外

國人介紹來自台

灣的名人(30分) 

5.課堂表現(10

分) 

第 14~21 週 

(8節) 

1. 東西方都有很多與家庭有

關的節慶，你知道有哪些?這

些節慶有什麼共同之處又有

什麼不同之處? 

2. 你知道要如何找到以家庭

為主題的歌曲嗎? 

3.你要如何從這些歌曲中挑

選出一首適合小組一起表演

的歌曲?要如何在有限的時間

內排練，最後能整組一起完

成歌曲的表演? 

1.歌曲 We Are A 

Family 

2.歌曲相關單字 

3.東西方節慶差異 

4.表演歌曲 

5.參與團體活動發

揮自我效能的能力 

1.學生能夠具備聽出

單字並填寫的能力，

理解歌曲內容，使用

歌曲單字，完成問題

與討論。 

2.學生能夠運用網路

或其他資源，比較東

西方與家庭相關節慶

的差異。 

3.學生能夠找出以家

庭為主題的歌曲，以

小組方式上台表演。 

 

1.聆聽歌曲並完成單字填空，教師

引導學生了解歌曲內容，以小組方

式完成問題與討論。 

2.教師進行單字講解，學生完成單

字練習題目，並以小組方式進行單

字遊戲。 

3.學生利用網路或其他資源查詢東

西方與家庭相關節慶的資料完成學

習單，並以小組方式進行分享。 

4.學生以分組方式搜尋與家庭為主

題的歌曲，選擇適合組員程度的一

首歌曲練習。 

5.上台表演。 

6.完成自評互評並給予彼此回饋。 

1.歌曲填空（10

分） 

2.問題與討論

（10 分） 

3.節慶比較學習

單(30 分) 

4.學習單(10分) 

5.上台表現(30

分) 

6.自評互評(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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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立永康國民中學 110 學年度(第二學期)七年級【PBL 專題式學習】彈性學習課程計畫 

專題名稱 國際生活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21 )節 

學習情境 

1. 相較於歐美文化，永康區的學生普遍自信不足。藉由彼此特質的覺察，探索自己的優勢，悅納自我的多元價值。 

2. 不同的學習優勢智慧，代表著相異的學習風格。檢視自我的學習風格狀況後，擬定具體的學習計畫與活動來面對學習問題。 

3. 無論東西方文化，父母均是最初協助孩子探索天賦的人生導師；透過五月感恩母親節活動，建立親子間綿密關係。 

待解決問題 

(驅動問題) 

真實性-與學生生活經驗相關 

1. 如何透過他人的覺察，發覺自我特質，增進自信，進而更加認識自己。 

2. 如何善用個人學習風格與特質，擬訂學習計畫與活動，增加班級的豐富性。 

3. 如何藉由個人優勢之多元智慧，表達對照顧者的感謝，並從中了解東西方父母管教態度之異同。 

跨領域之 

大概念 
探索自我、感恩生命 

本教育階段 

總綱核心素養 

1. J-B1在日常生活常見情境中，能運用所學字詞、句型及肢體語言進行適切合宜的溝通與互動。 

2. J-A2能釐清文本訊息間的關係進行推論，並能經由訊息的比較，對國內外文化的異同有初步的了解。 

課程目標 
1. 能運用所學字詞、句型及肢體語言進行自我特質的探索，以及學習計畫與活動的擬訂。 

2. 能經由訊息的比較，釐清文本訊息間的關係，並能對國內外父母管教態度文化的異同有初步的了解。 

表現任務 

(總結性) 

任務類型：□資訊類簡報  ■書面類簡報   □展演類  ■作品類  □服務類  □其他                 

服務/分享對象：■校內學生  ■校內師長  ■家長    □社區    □其他                

(1)書面類簡報：同學個人特質分析表、學習活動圓餅圖、感恩母親學習單，以上皆須要上台報告，期末舉辦作品成果展。 

(2)展演纇：母親節卡片設計。 

教學期程 

(節數) 
單元問題 學習內容(校訂)n. 學習目標 學習活動 

單元任務 

(學習評量) 

第 1~7 週 

(7節) 

1.你了解你的同班同學嗎? 

你知道他們有哪些才能嗎? 

你要如何發現他們的才能? 

1.Put me in the 

zoo繪本 

2.押韻字彙 

1.學生能夠理解繪本

內容，辨別事件排列

順序。 

1.以小組討論方式將角色人名填入

空格中，一起閱讀劇本片段，並將

片段排出順序。 

1.劇本學習單(20

分) 

2.押韻學習單(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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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你知道動物也有感受嗎? 

你知道如何發揮同理心去同

理馬戲團動物的感受嗎? 

3.形容詞造句 

4.才能相關單字句

型 

5.字典查閱能力 

6.觀看影片的反思

與討論 

7.參與團體活動發

揮自我效能的能力 

2.學生能夠歸納押韻

字彙，運用形容詞造

句。 

3..學生能夠發現並描

述同學的才能。 

4.學生能夠使用字典理

解文章內容。 

5.學生能夠運用太陽馬

戲團影片資訊，描述

個人的感受，分享對

於馬戲團表演的看

法。 

2.觀看線上繪本 Put me in the 

zoo，並核對角色及順序是否正

確。 

3.教師講解押韻字，由學生來找出

繪本裡押韻的地方。 

4.學生找出繪本裡的形容詞，並用

這些形容詞造句。 

 

分) 

3.形容詞學習單

(10 分) 

4.班級大書(30

分) 

5.太陽馬戲團學

習單(20分) 

6.上台表現和同

學分享(10分) 

第 8~13 週 

(6節) 

1. 東西方都有很多有關父母

與子女的相處之道，從這首

歌曲中，你可以發現其中哪

些共同點?又有什麼相異處? 

2. 你要如何將從網路上蒐集

到東西方父母對子女教養態

度的資料，以分組討論的方

式，討論有哪些異同處？ 

3. 由老師挑選出一張母親節

賀卡，由學生自行發揮創

意。你要如何在有限的時間

內，完成母親節卡片製作，

以表達對母親的感謝之意? 

1.歌曲 Mother’s 

Day 

2.字典查閱能力 

3.角色扮演 

4.東西方父母管教

態度差異 

5.參與團體活動發

揮自我效能的能力 

6.學習單 

7.母親節卡片製作 

1.學生能夠使用字典

查閱歌曲單字，理解

歌曲內容，覺察父母

對子女的愛與關心。 

2.學生能夠運用對歌

詞的理解，呈現歌詞

情境。 

3.學生能夠使用資訊

工具，連結己身經

驗，比較東西方父母

管教態度方式差異。 

4.學生能夠完成學習

單，覺察父母對子女

的愛與關心。 

5.學生能夠製作母親

節卡片，表現對母親

的感激。 

1.學生使用線上字典查閱歌曲裡的

單字，分組討論歌曲內容，教師帶

讀歌詞，確認學生是否已理解歌曲

內容。 

2.分組根據歌曲內容進行角色扮演

並上台表演。 

3.分組使用網路搜尋西方父母教養

資料及自己與父母互動的經驗，討

論並比較東西方父母教養態度方式

的差異，並上台分享討論結果。 

4.學生完成學習單內容，並在小組

裡面分享內容。 

5.老師先展示母親節卡片的範本供

學生參考，由學生製作母親節卡

片，老師評完分後，學生送給家

長。 

1.歌詞理解(20

分) 

2.角色扮演(20

分) 

3.討論結果發表

(10 分) 

2.小組分享(10

分) 

3.母親節卡片(30

分) 

4.課堂表現(10

分) 

第 14~21 週 

(8節) 

1. 辛苦了一個星期，好不容

易放假兩天喘口氣，但又不

想耍廢，既要讓自己充份休

1. 週末生活表

格及文章 

2. 周末活動安

1. 學生能夠理解

表格及文章內容，完

成問題與討論。 

1. 師生共讀表格及文章內容，

小組討論出後面問題並分享。 

2. 學生個人先完成周末活動表

1. 閱讀學習

單(20分) 

2. 周末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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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又想超前思考下週可能

遇到的工作挑戰，你如何為

自己擬定一個充實又有意義

的週末計劃? 

2. 分析你的週末計劃是否過

於偏重那個部份，有可能會

讓自己下週過得膽顫心驚，

很多作業都無法順利完成;或

是把自己逼得太緊，無法充

份充電面對下週接踵而至的

挑戰。 

3. 身為班上重要幹部的你要

負責籌劃一個全班參與的派

對，你該如何規劃，如何分

配工作，讓同學都能發揮所

長，共度快樂的時光。  

排 

3. 參與團體活

動發揮自我效能的

能力 

4. 短文

Jackson’s 

Shopping List 

5. 班級活動計

畫 

6. 參與團體活

動發揮自我效能的

能力 

2. 學生能夠安排

周末活動，設計表

格，具備反思能力。 

3. 學生能理解文

章內容，完成題目。 

4. 學生能夠安排

班級活動計畫，參與

班級活動，組織班級

活動。 

格，和小組討論出彼此之間的共同

點。 

3. 教師示範如何將周末活動表

格轉化成圓餅圖，再由學生實作。 

4. 小組討論反思問題並上台發

表。 

5. 師生共讀短文 Jackson’s 

Shopping List，並完成後面題

目。 

6. 分組討論替導師慶生的班級

活動計畫，完成計畫各項內容，並

上台發表。 

學習單(20分) 

3. 文章閱讀

(10 分) 

4. 班級活動

學習單(30分) 

5. 小組上台

發表(20分) 

 

◎待解決問題設定檢核項目，可以如下： 

  (1)真實性-與學生生活經驗相關。          

  (2)真實性-在真實情境中應用。 

  (3)開放性-非單一標準答案。 

  (4)挑戰性-待解決問題之解決方法非 google 搜尋即可得之。     

  (5)挑戰性-探究過程非單次性活動即可完。 

  (6)互動性/影響性-明述表現任務服務(報告)對象/利害關係人。 

◎任務類型說明如下： 

  (1)資訊類簡報並分享，如 PPT、電子書、Google簡報、KeyNote…等。 

  (2)書面類簡報並分享，如海報、小書、企劃書…等。 

  (3)展演類，如音樂會、說明會、策展…等。 

  (4)作品類，如模型、地圖、程式設計、影片…等。 

  (5)服務類，如社區改造、樂齡服務…等。 

  (6)其他，請自行具體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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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性表現任務為呈現課程評鑑的「課程效果」，故各校應自行建置學生校訂課程 PBL成果資料庫，以利展現學生依據 PBL課程計畫實施後之學習

成效，請於「課程計畫備查網」放置學校資料庫網站連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