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6-2 校訂跨領域協同課程計畫 

臺南市立永仁高級中學國中部 111學年度第 1學期   八  年級校訂課程(國際視野)跨領域協 同學習課程計畫 

超學科跨領域 

課程類別 

1.彈性學習課程： 

■統整性主題/專題/議題探究課程    哈囉南洋     

□社團活動與技藝課程               

□特殊需求領域課程                       
□其他類課程                

2.領域學習課程： 

□語文(□國語、□英語、□本土語/新住民語) 

□數學         □生活課程  

□社會(□歷史、□地理、□公民) 

□自然科學(□生物、□理化、□地球科學) 

□科技(□資訊科技、□生活科技) 

□藝術(□視覺藝術、□音樂、□表演藝術) 

□綜合活動         □健康與體育 

協同教學節數

說明 

(1)台灣好厝邊 主題，每週 1節，實施 7週，共 7節。 

(2)搭起友誼的橋樑 主題，每週 1節，實施 7週，共 7節。 

(3)臺馬美味的交流 主題，每週 1節，實施 7週，共 7

節。 

授課教師姓名 

  社會  領域  蔡佳燕 老師(201、202班) 

  社會  領域  陳梅子 老師(203、205班) 

  社會  領域  郭如育 老師(206、207班) 

  英文  領域  繆美珍 老師(201、202、203、205、206、

207班) 

設計理念 
本課程對學生學習「差異與多元」此大概念有貢獻，透過與

馬來西亞姊妹校進行交流，比較與辨別臺馬間的「差異」現

象，了解文化的「多元」性。 

本教育階段 

總綱核心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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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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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主題名稱 

哈囉南洋 

1. 臺灣好厝邊 

2. 搭起友誼的橋樑 

3. 臺馬美味的交流 

課程目標 

1. 運用影像、圖表、文字、口語表達，向國際友人介紹自

身特色，分享參與在地文化活動的體驗與心得。 

2. 認識姊妹校及馬來西亞文化特色，敏察臺馬間的差異現

象，進行比較與辨別。 

3. 接納文化的多元性，學習尊重與欣賞差異，以同理心溝

通互動，在臺馬交流活動後提出回饋或反思。 

可符合之 

領域核心素養 

(或能力指標)  

社-J-B1運用文字、語言、表格與圖像等表徵符號，

表達人類生活的豐富面貌，並能促進相互溝通與理

解。 

融入相關議題 多元文化教育、國際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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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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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J-C3尊重並欣賞各族群文化的多樣性，了解文化

間的相互關聯，以及臺灣與國際社會的互動關係。 

英-J-C3具備基本的世界觀，能以簡易英語介紹國內

外主要節慶習俗及風土民情，並加以比較、尊重、接

納。 

教學活動 

教學期程 教學與學習活動內容(需敘明教師授課分工) 節數 教材來源 
表現任務 

(評量方式) 

授課師資 
備註 

(申請鐘點費計算) 
授課教師

姓名 

協同教師 

姓名 

採計

節數 

08/28-09/03 
08/30 開學 

台灣好厝邊 

一、授課老師: 

1. 說明整學期的課程與評量方式，進行班級

學生分組。 

2. 透過提問，讓學生猜看看是哪個臺灣的週

邊國家(前測)。帶領學生認識南洋在哪

裡?東南亞在哪裡? 

3. 介紹馬來西亞姊妹校古晉三中(9/3-9/11

為第二學期假期、12/10-12/31為第三學

期假期)，帶領學生準備交流用個人自我

介紹。 

4. 主持第一次班內發表，並帶領學生準備:

學校介紹(作息、制服、學校假期等)及家

鄉介紹(位置、特色)。 

5. 主持第二次班內發表，給予回饋與建議。 

6. 帶領學生準備:臺灣中秋節介紹。(從族

7 自編自 

選教材 

1.個人口頭

報告 

2.小組報告 

蔡佳燕 

(201.202) 

陳梅子 

(203.205) 

郭如育 

(206.207) 

繆美珍 

(201.202 

203.205 

206.207) 

7  

 
09/04-09/10 
(9/10 中秋節) 
09/11-09/17 
09/18-09/24 
09/25-10/01 
10/02-10/08 

10/09-10/15 
10/13-14 

第一次定期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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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習俗、宗教、氣候、物產飲食等角

度) 

7. 主持第三次班內發表，並帶領學生寫出對

姊妹校的提問。 

二、協同老師: 

1. 協助班級學生分組，說明小組任務(操作

語言平台)。 

2. 帶領學生運用英文標示出臺灣週邊國家，

使用英文句型介紹臺灣的所在位置。 

3. 帶領學生使用英文句型撰寫個人自我介

紹。 

4. 協助主持第一次班內發表，帶領學生使用

英文句型撰寫學校介紹、家鄉介紹。 

5. 協助主持第二次班內發表。 

6. 協同帶領學生準備:臺灣中秋節介紹。(從

族群、習俗、宗教、氣候、物產飲食等角

度) 

7. 協助主持第三次班內發表，上線操作

hinativ語言文化問答平台。 

10/16-10/22 搭起友誼的橋樑 

一、授課老師: 

1. 帶領學生與姊妹校進行第一次線上交流。 

2. 帶領學生進行台馬交流後的比較(例如:制

服、學校假期、中秋節習俗等)，透過繪

製表格，辨別其「差異」現象，了解其

「多元」性。 

3. 帶領學生討論臺灣的飲食文化(從族群、

地域、宗教、節慶的角度) 

7 自編自 

選教材 

1.小組報告 

2.繪製表格 

3.文案設計 

蔡佳燕 

(201.202) 

陳梅子 

(203.205) 

郭如育 

(206.207) 

繆美珍 

(201.202 

203.205 

206.207) 

7  
10/23-10/29 
10/30-11/05 
11/06-11/12 
11/13-11/19 
11/20-11/26 
11/27-12/03 

11/29-30 
第二次定期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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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帶領學生分組以族群、地域、宗教的角度

蒐集臺灣節慶特色食物資料 (農曆春節、

元宵、清明、原住民祭儀) 

5. 帶領學生進行臺灣節慶特色食物班內發

表。 

6. 帶領各組針對所蒐集的臺灣節慶特色食物

資料設計成賀卡(手繪、剪貼、電腦編

輯、附 QRcode等方式) 

7. 書寫並寄送賀卡給姊妹校學伴(新年祝

福)。 

二、協同老師:  

1. 協助主持第一次線上交流。 

2. 協助帶領學生繪製表格，操作 hinativ語

言文化問答平台。 

3. 協同帶領學生討論臺灣的飲食文化(從族

群、地域、宗教、節慶) 

4. 協同帶領學生分組以族群、地域、宗教的

角度蒐集臺灣節慶特色食物資料 (農曆春

節、元宵、清明、原住民祭儀) 

5. 協助主持班內發表。 

6. 帶領學生使用英語標語設計明信片。 

7. 帶領學生使用英語書寫新年祝福。 

12/04-12/10 臺馬美味的交流 

一、授課老師: 

1. 帶領學生統整已完成的交流成果，回應姊

妹校給予的建議。(負責一半的分組) 

2. 主持交流成果的班內發表，給予回饋與建

議。 

7 自編自 

選教材 

1.導覽介紹 

2.繪製表格 

蔡佳燕 

(201.202) 

陳梅子 

(203.205) 

郭如育 

(206.207) 

繆美珍 

(201.202 

203.205 

206.207) 

7  

12/11-12/17 
12/18-12/24 
12/25-01/01 
01/02-01/08 
01/09-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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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6-01/22 
01/17-01/18 

第三次定期評

量 

01/19 休業式 

3. 主持交流成果的班際發表，給予回饋與建

議。(201.203一起發表、202.206一起發

表、205.207一起發表) 

4. 帶領學生整理對姊妹校的提問。 

5. 帶領學生與姊妹校進行第二次線上交流。 

6. 帶領學生進行台馬交流後的比較(族群、

地域、宗教、節慶)，透過繪製表格，辨

別台馬間的「差異」現象，了解文化的

「多元」性。 

7. 帶領學生進行省思回饋。 

二、協同老師: 

1. 帶領學生統整已完成的交流成果，使用英

文回應姊妹校給予的建議。(負責一半的

分組) 

2. 協助主持交流成果的「班內發表」，給予

回饋與建議。 

3. 協助主持交流成果的「班際發表」，給予

回饋與建議。 

4. 帶領學生使用英文整理對姊妹校的提問。 

5. 協助主持第二次線上交流。 

6. 協助帶領學生繪製表格，操作 hinativ語

言文化問答平台。 

7. 帶領學生進行省思回饋。 

◎教學期程請敘明週次起訖，如行列太多或不足，請自行增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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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立永仁高級中學國中部 111學年度第 2學期   八  年級校訂課程(國際視野)跨領域協 同學習課程計畫 

超學科跨領

域 

課程類別 

1.彈性學習課程： 

■統整性主題/專題/議題探究課程    哈囉南

洋     

□社團活動與技藝課程               

□特殊需求領域課程                       
□其他類課程                

2.領域學習課程： 

□語文(□國語、□英語、□本土語/新住民語) 

□數學         □生活課程  

□社會(□歷史、□地理、□公民) 

□自然科學(□生物、□理化、□地球科學) 

□科技(□資訊科技、□生活科技) 

□藝術(□視覺藝術、□音樂、□表演藝術) 

□綜合活動         □健康與體育 

協同教學節數

說明 

(1)食物魔法師 主題，每週 1節，實施 9週，共 9節。 

(2)有朋自南方來 主題，每週 1節，實施 6週，共 6節。 

(3)我們都是一家人 主題，每週 1節，實施 5週，共 5節。 

授課教師姓名 

  社會  領域  蔡佳燕 老師(201、202班) 

  社會  領域  陳梅子 老師(203、205班) 

  社會  領域  郭如育 老師(206、207班) 

  英文  領域  繆美珍 老師(201、202、203、205、206、207

班) 

設計理念 

1.「互動與關聯」:透過對臺灣新住民、移工其母國環境的認識，

以及新住民、移工來臺生活經驗分享，探究人事物與環境間的「互

動」情形及其「關聯」性。 

2.「關係」:指各種屬性、物體、人以及想法之間的連結和關

聯，包括人類社群與我們所住的世界之間的連結，關係中的任

何改變都會帶來後果，對人類社會造成影響。本課程結合 SDGs 

目標 10，帶領學生關心如何減少國內及國家間的不平等議題，

提出具體策略。 

本教育階段 

總綱核心素養 

總綱核心素養： 

J-A2 具備理解情境全貌，並做獨立思考與分析的知能，運用適

當的策略處理解決生活及生命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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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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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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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主題名

稱 

哈囉南洋 

4. 食物魔法師 

5. 有朋自南方來 

6. 我們都是一家人 

課程目標 

1. 比較新住民母國與臺灣的差異，探究人事物與環境間的「互

動」情形及其「關聯」性。 

2. 認識移工在臺生活遭遇的問題，關心人與想法之間的連結和

關聯，分析造成關係不平等的因素。 

3. 具備敏察和接納多元文化的涵養，能以同理心與人溝通互

動，提出適當的處理策略。 

可符合之 

領域核心素

養 

(或能力指

標)  

社-J-A2覺察人類生活相關議題，進而分析判斷及

反思，並嘗試改善或解決問題。 

社-J-B1運用文字、語言、表格與圖像等表徵符號，

表達人類生活的豐富面貌，並能促進相互溝通與理

解。 

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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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J-C3尊重並欣賞各族群文化的多樣性，了解文

化間的相互關聯，以及臺灣與國際社會的互動關

係。 

英-J-C3具備基本的世界觀，能以簡易英語介紹國

內外主要節慶習俗及風土民情，並加以比較、尊重、

接納。 

融入相關議題 多元文化教育、國際教育、人權教育 

教學活動 

教學期程 教學與學習活動內容(需敘明教師授課分工) 
節

數 
教材來源 

表現任務 

(評量方式) 

授課師資 備註 
(申請鐘點費計

算) 

授課教師

姓名 

協同教師 

姓名 

採計

節數 

02/12-02/18 
02/13 開學 

食物魔法師 

一、授課老師: 

1. 說明整學期的課程綱要與評量。並透過

9 自編自 

選教材 

1.繪製圖表 

2.小組報告 

蔡佳燕 

(201.202) 

陳梅子 

繆美珍 

(201.202 

203.205 

9  

02/19-02/25 
02/26-0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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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05-03/11 提問，連結上學期「差異多元」的學習

成果:因為環境、族群等因素的差異，

社會文化也呈現多元性。 

2. 設計臺灣住民的相關問題(前測)，

帶領學生閱讀臺灣新住民組成的文本，

並繪製成圖表。(越南、印尼的佔比為

前二、前三多) 

3. 帶領學生認識越南、印尼(地理環境、

族群、主要宗教與節慶、香料在飲食的

運用)，繪製成表格。 

4. 帶領學生認識泰國、菲律賓 (地理環

境、族群、主要宗教與節慶、香料在飲

食的運用)，繪製成表格。 

5. 帶領學生將新住民母國的認識與臺灣進

行相關比較，並能繪製成圖表。 

6. 主持班內發表(分組進行)。 

7. 帶領學生認識新住民-印尼籍陳凱蒂，

提出下週訪問新住民的問題。 

8. 帶領學生透過新住民的入班分享認識薑

黃飯與印尼節慶的關聯。 

9. 帶領學生整理新住民入班分享後的發

現，探究人事物與環境間的「互動」情

形及其「關聯」性。 

二、協同老師 

1. 帶領學生使用英文標示出上學期「差異

多元」的學習成果。 

2. 帶領學生使用英文繪製圖表。 

3. 帶領學生使用英文繪製表格。 

4. 帶領學生使用英文繪製表格。 

5. 帶領學生使用英文繪製比較圖表。 

(203.205) 

郭如育 

(206.207) 

206.207) 

03/12-03/18 
03/19-03/25 

3/24-25 

第一次定期評量 

03/26-04/01 
04/02-04/08 
04/09-04/15 



C6-2 校訂跨領域協同課程計畫 

6. 協助主持班內發表。 

7. 協助帶領分組討論，統整訪問新住民的

問題。 

8. 協助主持新住民入班分享。 

9. 帶領學生使用英文標示探究結果。 

04/16-04/22 有朋自南方來 

一、授課老師: 

1. 帶領學生透過角色扮演，理解移工來台

原因。 

2. 帶領學生透過角色扮演，理解移工準備

來臺及在臺工作的可能遭遇。 

3. 帶領學生透過角色扮演，理解移工在臺

生活及聚會的可能情況。 

4. 帶領學生小組統整所扮演移工角色，在

桌遊中的結局。 

5. 帶領學生覺察移工在台處境有哪些關係

上的不平等，分析原因。 

6. 主持班內發表(分組進行)。 

二、協同老師: 

1.協助帶領學生分組進行角色扮演。 

2.協助帶領學生分組進行角色扮演。 

3.協助帶領學生分組進行角色扮演。 

4.協助帶領各組統整結局。 

5.協助帶領各組進行原因分析。 

6.協助主持班內發表(分組進行)。 

6 自編自 

選教材 

1.角色扮演 

2.移工人生

學習單 

3.小組報告 

蔡佳燕 

(201.202) 

陳梅子

(203.205) 

郭如育 

(206.207) 

繆美珍 

(201.202 

203.205206.207) 

6  
04/23-04/29 
04/30-05/06 
05/07-05/13 

5/9-10 
第二次定期評量 
05/14-05/20 
05/21-05/27 

05/28-06/03 我們都是一家人 

一、授課老師: 

1.帶領學生討論移工或新住民在臺灣遭遇

5 自編自 

選教材 

3. 1.導覽

介紹 

2.繪製表格 

蔡佳燕 

(201.202) 

陳梅子 

繆美珍 

(201.202203.205 

206.207) 

5  

06/04-06/10 
06/11-0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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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18-06/24 不平等(偏見歧視)的問題，提出適當的處

理策略。 

2.帶領學生統整移工、新住民在台文化衝

突、文化融合、文化創新的多元樣貌。 

3.帶領學生將統整結果繪製成海報。 

4.帶領學生將海報展示於圖書館，向他人

導覽。 

5.帶領學生進行省思回饋。 

二、協同老師 

1.帶領學生使用英文標示處理策略。 

2.協助帶領學生統整移工、新住民在台文

化衝突、文化融合、文化創新的多元樣

貌。 

3.帶領學生使用英文標示將統整結果繪製

成海報。 

4.協助帶領學生將海報展示於圖書館，向

他人導覽。 

5.協助帶領學生進行省思回饋。 

(203.205) 

郭如育 

(206.207) 

06/25-07/01 
第三次定期評

量 

06/30 休業式 

◎教學期程請敘明週次起訖，如行列太多或不足，請自行增刪。 


	2.「關係」:指各種屬性、物體、人以及想法之間的連結和關聯，包括人類社群與我們所住的世界之間的連結，關係中的任何改變都會帶來後果，對人類社會造成影響。本課程結合SDGs 目標10，帶領學生關心如何減少國內及國家間的不平等議題，提出具體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