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一類 PBL) 

臺南市立安平國民中學 111 學年度第一學期九年級  「越」讀遊世界  【PBL 專題式學習】彈性學習課程計畫(▓普通班/▓體育班/□特教班) 

專題名稱 「越」讀遊世界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21)節 

學習情境 讓學生利用彈性課程設計，延伸教科書裡所習知識，觸類旁通後進而實踐在生活之中。 

待解決問題 
(驅動問題) 

1. 你希望成為哪個國家的人? 
2. 你覺得理想的宗教是什麼? 

跨領域之 
大概念 

多元文化、宗教與藝術 

本教育階段 
總綱核心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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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B2 具備善用科技、資訊與媒體以增進學習的素養，並察覺、思辨人與科技、資訊、媒體的互動關係 
J-B3 具備藝術展演的一般知能及表現能力，欣賞各種藝術的風格和價值，並了解美感的特質、認知與表現方式，增進生活的豐富性

與美感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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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介紹、扮演他國國人，以了解該國特色。 
2.認識世界主要宗教及其建築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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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投入參與本系列課程的各項活動及小組任務。 
2. 學生以小組為單位完成老師所指派的任務，藉由團隊合作增進溝通與協調能力。 
3. 學生在學習節慶相關知識之餘，也能透過同儕間的腦力激盪與共同合作，發揮其創造能力，展現多元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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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 
08/29~09/2  

(1) 

課前準備 

課程大綱簡介 

課程簡介 

分組 

瞭解課程內容 

小組分工 

簡述 PBL 課程實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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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週~第6週 
09/05~10/07 

(5) 

1.你希望成為哪個國家的人? 
2.這個國家的食、衣、住、行、

育、樂等方面你知道多少？ 

地Bh-IV-2產業活動

的發展與文化特色。 
地Be-IV-2多元文化

的發展。 

1.讓學生利用彈性課

程設計，延伸教科書

裡所習知識，觸類旁

通後進而實踐在生

活之中。 

1.教師介紹本單元「你想成為哪個

國家的人」之課程內容與進行方

式。學生提問並自由發表，並說

明選擇成為該國家人名的原因。 
2.設計問卷引導學生選擇想成為那

一國家的人，並藉由扮演他國人

民的方式，進一步了解該國文化。 
3.根據問卷結果，選出大家最想成

為國民的國家。 
4.小組針對所選出國家食、衣、住、

行、育、樂等方面，進行深度認

識。 
5.以扮角色演方式，呈現該國家文

化。 
6.小組根據選擇的國家，進行深入

探討，並統整同學蒐集的資料。 
7.小組練習報告方式國家與所查詢

之相關資訊 
8.觀看所報告國家相關影片與報

導。 
9.小組報告。 
10.小組進行提問及分享 

1.課堂表現(參與

度及積極度) 
2.學生上台發表所

選定的國家食、

衣、住、行、育、

樂等方面的資料 

第7週~第11週 
10/11~11/11 

(5) 

1.這國家的區域地理位置與

產業活動是什麼？ 
2.這國家的特色是什麼？ 

社2a-IV-3關心不同
的社會文化及其發
展，並展現開闊的世
界觀。 
社2b-IV-2尊重不同

群體文化的差異

性，並欣賞其文化之

美。 

1.探究產業活動的發
展與文化特色。 

2.分辨與本國文化的

差異性 

1.找出國家位置、並說出該國所在

的地理區域與經濟區域 
2.小組搜尋該國自然及人文特色，

所形成區域差異。 
3.了解不同國家民族文化 
4.小組討論介紹該國家自然、人

文：文化、宗教、藝術、建築、

服飾、文學、性別等議題(可擇一

或擇二)。 
5.蒐集這些國家相關熱門議題 

1.簡報發表 
2.小組互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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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小組討論統整相關資料 
7.小組發表 
8.小組進行提問及分享 

第12週~第16週 
11/14~12/16  

(5) 

1.你所信仰的宗教是什麼？ 
2.這個信仰的歷史背景與教義

是什麼？ 

歷 Nb-IV-2 基督教的

起源與發展。 
歷 Nb-IV-1 佛教的起

源與發展。 
歷 Nb-IV-3 伊斯蘭教

的起源與發展。 
地 Be-IV-2 多元文化

的發展。 
公 Bc-IV-2 日常生活

規範與文化有什麼關

係？ 
公 Dc-IV-1 日常生活

中，有哪些文化差異

的例子？ 
 

1.認識各宗教的文化內

涵。 
2.知道各宗教的歷史發

展與文化衝突。 
3.知道各宗教發源的地

理位置。 
4.培養欣賞宗教聖地建

築的美。 
5.尊重宗教文心的禁忌。 
6.學習尊重多元文化。 
7.培養思考與表達能力。 
8.培養主動學習和提問

的能力。 

1.教師介紹本單元「你覺得理想的

宗教是什麼？」之課程內容與進

行方式 
2.小組選定臺南一處宗教場所，並

蒐集該宗教祭拜之神明、對當地

信眾的影響，以及宗教建築展現

之宗教特色 
3.教師播放世界上最有名的宗教音

樂(三種以上) 
4.小組分辨宗教音樂類別屬性，並

寫出對音樂的感受 
5.瞭解臺灣宗教數量 
6.認識臺灣宗教共同點與差異性 
7.小組探究宗教形成背景 

1.簡報發表 
2.小組互評 

第17週~第21週 
12/19~01/20  

(5) 

1.你的宗教信仰有哪些藝術

傑作？ 
2.那些宗教藝術是世界文化

遺產？ 

公 Bc-IV-2 日常生活

規範與文化有什麼關

係？ 
公 Dc-IV-1 日常生活

中，有哪些文化差異

的例子？ 
公 Dc-IV-2 不同語言

與文化之間在哪些情

況下會產生位階和不

平等的現象？為什

1.認識各宗教的文化內

涵。 
2.知道各宗教發源地 
3.知道各宗教建築藝術

表現。 
4.知道宗教的世界遺產  
5.培養欣賞宗教建築的

美。 
6.尊重宗教文心的禁忌。 
7.學習尊重多元文化。 

1.知道不同時代的藝術風格，包括
建築、雕刻、繪畫等各種藝術。 

2.知道西洋藝術史發展過程 
3.探索宗教的建築、雕刻、繪畫等
藝術。 

4.小組選定宗教建築，並蒐集相關
建築特色與意涵 

5.發表宗教文化的世界遺產 

1.簡報發表 
2.小組互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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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 
公 Dc-IV-3 面對文化

差異時，為什麼要互

相尊重與包容？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一類 PBL) 

臺南市立安平國民中學 111 學年度第二學期九年級  「越」讀遊世界  【PBL 專題式學習】彈性學習課程計畫(▓普通班/▓體育班/□特教班) 

專題名稱 「越」讀遊世界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18)節 

學習情境 從生活經驗中出發，讓學生從課程延伸深度與廣度，進而培養獨立思考、成熟分工的能力。 

待解決問題 
(驅動問題) 

我要出國去─如何規劃我的第一次自由行? 

跨領域之 
大概念 

全球化與國際理解 

本教育階段 
總綱核心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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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B2 具備善用科技、資訊與媒體以增進學習的素養，並察覺、思辨人與科技、資訊、媒體的互動關係 
J-B3 具備藝術展演的一般知能及表現能力，欣賞各種藝術的風格和價值，並了解美感的特質、認知與表現方式，增進生活的豐富性

與美感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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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各國紙鈔、圖像意涵，以及匯率差異。 
2.團體合作與領導、資源運用與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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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投入參與本系列課程的各項活動及小組任務。 
2. 學生以小組為單位完成老師所指派的任務，不僅在資料收集與歸納上有所獲益，更能藉由團隊合作增進溝通與協調能力。 
3. 學生在學習各國相關知識之餘，也能透過同儕間的腦力激盪與共同合作，發揮其創造能力，展現多元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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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第5週 
02/13~03/17 

(5) 

我要出國去自由行，去哪個

國家？ 
自由行要規劃那些事務？ 

1.目的地國家的景點

特色 
2.旅行前應規畫準備

哪些是？ 
3.旅遊前準備工作結

構圖 

1.找出這個國家吸引你

的地方 
2.列出旅行前應規畫準

備的事項 
3.能運用 Google Map

1.小組蒐集資料，並完成旅行目的

地國家特色 
2.小組發表分享 
3.小組討論，羅列自由行旅遊應考

量的事務 
4.小組完成出國自由行事前準備工

1.小組完成旅遊前

準備工作結構圖 
2.小組發表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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蒐集旅遊目的地資訊 作結構圖 
5.小組分工合作，分為景點規畫組、 
交通組、餐食組及訂房組。 
6.小組分享互評回饋 

第6週~第9週 
03/20~04/014 

(4) 

機票怎麼買較便宜？ 
飯店這麼多挑哪一間？ 

1.國際機票訂購方

式、流程 
2.線上飯店預訂平台 
3.選擇住宿的資訊 

1.能知道國際機票訂購

流程及相關使用規定 
2.能操作線上住宿預訂

平台 
3.能瞭解計票訂購、住

宿資訊相關用愈、規

範 

1.小組蒐集線上機票訂購平台相關

資訊 
2.小組蒐集線上預訂住宿平台相關

資訊 
3.小組整理相關機票訂購流程與注

意事項 
4.小組整理相關預訂住宿流程與注

意事項 
5.小組分享互評回饋 

1.小組上台發表完

成的機票、住宿

訂購資訊 

第10週~第14週 
04/17~05/19 

 (5) 

如何規劃行程的連結？ 
三餐吃什麼，那些特色美食

不能錯過？ 

1.交通方式與時間查

詢 
2.在地的特色美食 
3.旅遊行程潛在的危

險 

1.能操作當地旅遊交通

資訊平台 
2.能利用 Google 

Map、旅遊部落格與

在地旅遊平台燈資源

查詢特色美食資訊 
3.能整理自由行旅遊方

式潛在的危險 

1.小組搜尋當地旅遊交通資訊平台 
2.小組規劃參觀景點之間的交通移

動方式、預計停留的旅遊時間。 
3.小組依據拜訪的景點規劃當日餐

食以及住宿地點。 
4.小組討論整理自由行旅遊方式潛

在的危險與因應方式 
5.小組分享互評回饋 

1.自由行旅遊方式

潛在的危險與因

應方式簡報 

第15週~第18週 
05/16~06/16  

(4) 

這次旅行要花多少錢？ 
匯率是多少？怎麼換匯？ 

1.匯率的查詢 
2.旅遊預算表 
3.旅遊計劃書 

1.能瞭解匯率的制定與

波動因素 
2.能知道換鈔的流程與

規範 
3.認識旅遊預算表及預

算的概念 
4.製作自由行旅遊預算

1.小組依據行程規畫製作旅遊預算

表 
2.理解匯率的制定與波動因素 
3.瞭解換鈔的流程與規範 
4.介紹旅遊預算表及預算的概念 
5.小組依據景點規畫、交通移動、

餐食、住宿完成旅遊計畫書。 

1.小組完成旅遊計

畫書 
2.小組分享互評回

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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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完成旅遊計畫書 

6.小組分享互評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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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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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