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錄 2-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一類 PBL)參考說明 

臺南市立永康國民中學 110學年度(第一學期)九年級【PBL專題式學習】彈性學習課程計畫 

專題名稱 國際旅遊 
教學

節數 
本學期共( 21 )節 

學習情境 

永康區的學生生活圈較缺國際化情境,因此以活潑的旅遊主題來營造學習氣氛，從學生本土的旅遊經驗切入，讓學習者對課程主題有

感同身受的真實感，再邁入國際旅遊活動的豐富與其特色性,藉以提高其好奇與探究的學習動機。 

1.學生可先理解旅遊的型態,如何準備旅遊,探討自身的喜好,從而在廣大的世界中做出自己的首選之地。  

2.與同學的討論分享過程中得以激發對世界的嚮往並積極踏出走向世界的第一步。 

3.學生能做出一份屬於自己的旅遊規劃。 

待解決問題 

(驅動問題) 

1. 如何做出自己的國外旅遊選擇與準備? 

2. 如何在國際旅遊的過程中也讓世界看見台灣的好? 

3. 對其他國家的了解有多少? 

跨領域之 

大概念 
建構社會地理知識(社會)。 

本教育階段 

總綱核心素養 

1.J-A3 具備善用資源以擬定計畫，有效執行，並發揮主動學習與創新求變的素養。 

2.J-C3 具備敏察和接納多元文化的涵養，關心本土與國際事務，並尊重與欣賞差異。 

課程目標 
1. 能用英文描述旅遊活動內容,且習得不通地區與不同的人文特色。 
2. 能理解及運用科技工具，蒐集與旅遊相關資料，並能規劃旅遊活動。 
3. 能具備團體合作的能力，發揮個人正向影響，提升團體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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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語介紹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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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面類簡報並分享：上台報告-介紹旅遊的目的地。 

作品類：設計地標、繪製故鄉簡圖、旅遊企劃。 

其他: 能用英語介紹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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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旅遊有關的英語字
彙有何差異? 

2. 打包行李須注意什麼? 
3. 不同國家的時差怎麼

算? 
4. 你認識哪些國家? 

1. 關於旅行易混淆
的英文字彙。 

2. 行李打包的內容
物。 

3. 個人旅遊經驗的
問卷。 

1. 學生能夠辨識英
語旅行相關字的
差異。 

2. 學生能夠列舉該
打包的行李物品。 

3. 學生能問答分享

1. 學 生 閱 讀 並 討 論 the 
confusing words 並解析
其義。 

2. 學生閱讀 packing 並做討
論與建議。 

3. 學生進行旅遊問卷調查。 

1. 口頭問答 

   (20分) 

2. 完成相關閱讀題目  

 (4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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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時區的學習。 
5. 歐洲地理知識。 

旅遊經驗。 
4. 學生能夠分析時

區差異。 
5. 學生能夠陳述歐

洲國家。 

4. 學生進行時差練習。 
5. 學生欣賞地圖影片並做回

饋。 

3. 學習單 

   (30分) 

4. 課堂表現 
   (10分) 

第 8~13週 

(6節) 

1. 你知道有趣的國外旅遊

活動有哪些嗎? 哪些國

家可以享受此活動? 

2. 如何用英語介紹台灣-你

的故鄉? 

3. 你認識多少著名的世界

地標? 

4. 你對英國了解多少? 

1. 關於旅遊活動的

英語表達方式。 

2. 世界著名地標的

英語字彙與其所

在地。 

3. 英國的簡介與知

識。 

4. 皇室與建物的英

語字彙。 

1. 學生能夠以英語表

達旅遊活動情境。 

2. 學生在國外能夠以

英語介紹自己的故

鄉。 

3. 學生能夠列舉世界

著名地標。 

4. 學生能夠蒐集英國

相關資料。 

1. 學生進行旅遊活動的圖文

配合做學習與反思。 

2. 學生藉由回答自己故鄉的

相關問題以學會用英語介

紹家鄉。 

3. 學生辨識世界各個著名地

標並答出其所在地,同時

欣賞各式地標的特色,再

加以應用於本土地標設

計。 

4. 學生閱讀英國簡介並從各

式相關問題中做一次書面

英國旅遊。 

5. 學生試做旅遊企劃。 

1. 口頭問答 

   (5分) 

2. 完成相關閱讀題目  

 (60分) 

3. 學習單 

   (30分) 

4. 課堂表現 

   (5分) 

第 14~21週 

(8節) 

1. 你有聽說過克羅埃西亞 

這個國家嗎? 

2. 你知道它的地理位置在 

哪嗎? 

3. 它擁有許多美麗的古城

及國家公園，有想要去

更深入了解嗎? 

4. 當地人民的風土民情為

何? 

1. 克羅埃西亞的簡

介與知識。 

2. 文章內容的理解

與心智圖的繪

製。 

3. 札達爾的影片。 

4. 克羅埃西亞相關

問題的回答。 

5. 克羅埃西亞的國

家公園。 

1. 學生能夠理解文

章內容，完成心智

圖繪製及問題回

答。及欣賞相關影

片，更能了解克羅

埃西亞當地的風

土民情。 

2. 學生能夠利用網

路搜尋相關資

料，並上台分享自

1. 師生共讀文章內容，老師

播放克羅埃西亞相關影

片(如介紹札達爾古城-

海風琴)。並請學生理解

文章內容後，完成心智圖

繪及問題回答。 

2. 小組討論並上網搜尋，完

成學習單內容，並上台分

享。能欣賞其傳統美食，

了解其貨幣的使用等。 

1. 課堂表現(20分) 

2. 心智圖(30分) 

3. Croatia 學習單 

(20分) 

4. Traditional Croatian 

Food 學習單 

(10分) 

5. 小組分享(2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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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克羅埃西亞的美

食。 

7. 克羅埃西亞發明

家 Nikola Tesla

的介紹。 

己的感想，以此加

深對該國家的印

象。 

3. 學生能夠用使用

線上字典查閱文

章中的英文單字。 

3. 延伸學習中，介紹 Nikola 

Tesla，對克羅埃西亞知名

人士有更深入具體的了

解。 

 
 

臺南市立永康國民中學 110學年度(第二學期)九年級【PBL專題式學習】彈性學習課程計畫 

專題名稱 國際禮儀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17)節 

學習情境 

隨著網路的發達與國際文化的頻繁交流，永康國中的學生不但在社群媒體上可以接觸到來自不同國家的人，在現實生活中也有機會與

國際志工面對面。有些家庭的孩子會在寒暑假時，隨著父母到國外旅遊。幾年前，也有學生參加由民間單位主辦的紐西蘭與加拿大的

遊學團。在台灣越來越全球化、永康國中的學生越來越有國際觀的情形下，學習正確的國際禮儀，在特定的時間與地點表現出適當的

行為舉止、說出合宜的應對言詞，就顯得格外重要。 

待解決問題 

(驅動問題) 

1.學生在面對來自不同國家、不同文化的國際志工時，應具備何種先備知識，與對方恰當地溝通？在異地與當地居民互動時，又應注
那些禮儀，才能舉止得宜不失禮貌？      
2.有機會出國遊學或旅遊時，面對各個國家的文化差異，應如何表現才是恰當？在飲食、交通、休閒、宗教等方面，分別有哪些要注

意的面向？ 

跨領域之 

大概念 
各國風土民情與文化禮儀。(社會) 

本教育階段 

總綱核心素養 

1.J-B1 具備運用各類符號表情達意的素養，能以同理心與人溝通互動，並理解數理、美學等基本概念，應用於日常生活中。 

2.J-C2 具備利他與合群的知能與態度，並培育相互合作及與人和諧互動的素養。 

3.J-C3 具備敏察和接納多元文化的涵養，關心本土與國際事務，並尊重與欣賞差異。 

課程目標 
1. 能具備西方國家餐桌禮儀的知識、了解小費文化，並運用於實際情境中。 
2. 能習得亞洲國家的飲食與交通等文化，安排規劃旅遊。 
3. 能善用所蒐集到的資料，了解伊斯蘭教文化，並表現尊重與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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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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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類簡報：查出台灣著名的溫泉、找出台灣的清真寺地點。 

書面類簡報：中西文化差異的評比海報、各國宗教學習單。 

展演類：擺出符合禮儀的西餐餐具、模擬日本使用筷子的禮儀、練習南韓打招呼的方式、準備參觀清真寺的穿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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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週 

(6節) 

1. 現今異國料理非常普

遍，尤以西餐又占大宗，你知

道西方餐桌禮儀為何嗎？ 

2. 每每到餐廳吃西餐，總會

看到桌上擺放不少餐具，你知

道如何合禮儀地正確使用這

些餐具嗎？ 

3. 餐巾是餐桌上基本擺飾

之一，你知道如何禮貌性地使

用餐巾嗎？而又要如何摺出

吸引人的餐巾造型呢？ 

4. 小費文化一直是西方文

化禮儀之一，你知道小費代表

的涵義為何及該如何給予小

費嗎？ 

5. 你還知道哪些中西方文化

差異呢？ 

1. 關於西方餐桌禮

儀。 

2. 餐巾的使用方法

及摺法。 

3. 餐桌餐具擺放原

則。 

4. 如何正確使用餐

具。 

5. 正確用餐習慣。 

6. 小費文化。 

7. 在紐約給小費的

原則。 

8. 中西文化差異討

論。 

 

 

1. 學生能夠認識西方

餐桌禮儀。 

2. 學生能夠理解各式

餐具及餐巾的正確使

用方法。 

3. 學生能夠陳述各式

餐具所使用的時機，且

能夠實際加以運用。 

4. 學生能夠辨別中外

文化禮儀不同處，並對

國外文化禮儀有更深

刻的了解。 

5. 學生能夠利用網路

搜尋資料,並用簡單英

文和同學討論及分享。 

1. 透過 Q&A，師生共同討論西方用

餐禮儀。 

2. 教師講解餐巾禮儀及餐具擺

設，然後讓學生實際操作。 

3. 師生共同討論西方餐桌文化。 

4. 透過閱讀測驗，讓學生了解小費

文化。 

5. 分組討論中西方文化差異，完成

學習單並與全班分享。 

 

1. 口頭問答 

(20分) 

2. 完成實際操作

活動 

(30分) 

3. 閱讀理解 

(20分) 

4. 課堂表現 

(10分) 

5. 學習單 

   (20分) 

第 7~12週 

(6節) 

1.台灣人很喜歡到日韓兩國

旅遊，尤其是日本。你知道日

本的餐桌禮儀、乘車禮儀與泡

湯禮儀嗎？ 

2.這幾年「韓流」衝擊台灣，

1.日本人使用筷子

的習慣、吃壽司的方

式等等介紹。 

2.日本人搭電車的

時候，應注意的規

1.學生能夠習得日本

的餐桌禮儀、電車禮儀

與泡湯禮儀，並且在日

本當地、或與日本人相

處時，表現出適當的言

1.師生依據過去的經驗和知識，比

較台日餐桌禮儀、乘車禮儀和泡湯

禮儀的不同。 

2.學生觀賞 Youtube相關影片，並

閱讀日本餐桌禮儀的文章與漫畫，

1.口頭問答 

  (20分) 

2.閱讀理解 

  (30分) 

3.分組討論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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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人都將韓國明星視為偶

像。你知道韓國人打招呼的方

式和送禮物的禮貌嗎？ 

範。 

3.日本人泡湯的方

式與禁忌。 

4.韓國人不同交

情、不同場合時，打

招呼的方式。 

5.韓國人送禮物的

時候，禮物的內容、

包裝材質、顏色與數

量等。 

行舉止。 

2.學生能夠了解韓國

人打招呼的方式和送

禮物的禮儀，在韓國當

地、或想送禮物給韓星

表達熱情時，能做出不

失禮貌的正確判斷。 

小組討論分享心得。 

3.學生觀賞影片，並搜尋日本乘車

禮儀的相關資料，小組討論發表看

法。 

4.學生觀賞影片，並歸納日本泡湯

須知，小組討論並回答老師問題。 

5.學生觀賞影片，並瀏覽相關圖片

等，分組韓國人演示打招呼方式，

並畫出適合送給韓星的禮物包裝。 

  (30分) 

4.上台演示 

  (20分) 

 

 

第 13~17週 

(5節) 

1.台灣有許多來自印尼的移

工。你知道他們的信仰嗎？你

知道伊斯蘭教的重要節日與

慶典嗎？你能夠理解並尊重

伊斯蘭文化嗎？ 

2.美麗的清真寺一直是世界

各地的旅遊勝地。你知道參觀

清真寺應該注意哪些事情

嗎？你知道台灣哪裡有清真

寺嗎？ 

1.了解伊斯蘭教與

穆斯林，並認識齋戒

月與開齋節。 

2.了解世界各地的

宗教與其所代表的

符號。 

3.參觀清真寺應注

意的事項。 

1.學生能夠在與印尼

移工接觸時，表達出理

解與尊重。 

2.學生能了解伊斯蘭

文化的內涵，與其重要

的慶典等等。 

3.學生能對世界上各

種宗教有基本了解。 

4.在參觀清真寺時，學

生能有得體的服裝與

合宜的舉止表現。 

1.師生共同觀賞有關印尼移工與伊

斯蘭文化的影片，並分享看法。 

2.學生閱讀有關齋戒月與開齋節的

文章，並討論發表心得。 

3.學生上網搜尋世界各個宗教的代

表符號，並完成學習單。 

4.學生閱讀有關參觀清真寺的規

定，並參酌圖片，分組討論歸納出

適合的服裝與表現。 

5.學生上網搜尋台灣的清真寺所在

的地點，並完成學習單。 

1.口頭問答 

  (20分) 

2.閱讀理解 

  (20分) 

3.分組討論發表 

  (40分) 

4.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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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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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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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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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