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立  北投  國民中學  110 學年度彈性學習課程計畫 

課程名稱 北投閱世界 
課程 

類別 

□統整性主題/專題/議題探究課程 

□社團活動與技藝課程 

□特殊需求領域課程 

□其他類課程 

實施年級 □7年級□ 8年級 □ 9年級 節數 每週 1  節；共 40 節 

設計理念 
社區變遷不可避免，透過閱讀比較不同社區的差異，以了解社區發展特色培養適應的能力，並從中思考如何透過創

新的方式，達成社區永續發展的目標。 

核心素養 

具體內涵 

J-B1具備運用各類符號表情達意的素養，能以同情心與人溝通互動，並理解美學等基本概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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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尊重與欣賞差異。 

學習重點 

學習 

表現 

國Be-Ⅳ-3 在學習應用方面，以簡報、讀書報告、演講稿、劇本等格式與寫作方法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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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 

內容 

1.藉由國內、外社區變遷各種形式的閱讀資料，應用閱讀策略增進學習效能，整合跨領域知識，轉化為解決

問題的能力。(國文) 

2.透過課程學習，學生能以同理心，聆聽各項發言，並加以記錄、歸納；並依理解的內容，明確表達意見。 

3.透過體驗新、舊文化與在地社會的調適，能夠闡述見解，自訂題目、主動創作，並發表自己的作品。(公

民) 

 課程目標 

1. 認識在地社區的變遷與適應 

2. 透過各形式的閱讀，比較國內外社區之變遷與適應 

3. 能以各種媒介行銷社區文化，以達成永續發展 



 表現任務 

(總結性評

量) 

小組以圖文創作方式，結合摹寫法創作小品、詩歌，產生一份推廣/行銷北投的明信片。 

表現任務說明： 

創作一張北投明信片(北投閱世界，七年級) 

你是北投社區創藝家，深入了解北投在地的生活與文化，面對初來乍到的訪客，能用一張即刻吸睛的明信片介紹北

投，讓訪客對北投擁有美好的第一印象。藉由這張明信片的圖文創作，帶領訪客，或者述說在地的故事，或者導讀

在地的文學，抑或探訪在地的風物。 

四項規準檢核(如下附表)： 

（一）主題明確簡練。（二）文圖相符。（三）語意表達，善用摹寫法創作。（四）作品兼具創造力與獨創性。 

學習進度 

週次/節數 
單元子題 單元內容與學習活動 [檢核點(形成性評量)] 

第 

1 

學 

期 

第一週 北投社區的變遷 

影片報導:北投社區的人物／店家故

事(北投矮仔財滷肉飯)。 

(遷移至學生，回憶過去與現在北投

的故事) 

影片口頭或 ORID問答有關

變遷的議題 

 

第二週 北投社區的變遷 
北投景點介紹：新北投漫步影片與文

字猜射 PPT 

口頭分享及問答 

學習單：旅遊路線 

第三週 北投社區的變遷 
檢索系統的使用（一）：蒐集北投景

點不同年代的報導 

為景點照片取一個「標題」 

第四週 北投社區的昔與今 
檢索系統的使用（二）：蒐集北投不

同年代的報導 

指定檢索系統，並分配小組

蒐集不同年代之報導，進行

分組報告 

第五週 北投社區的昔與今 
統整透過檢索系統所蒐集的資料，並

彙整成二頁簡報，並進行口頭報告。 

做成二頁簡報，口頭報告二

頁 PPT 



第六週 北投社區的昔與今 

檢索系統的使用（三）：搜尋北投社

區組織，以及認識組織對於推動社區

改變的影響力。 

完成社區組織學習單 

第七週 成果發表 回顧與觀摩 
 

自評表與他評表 

第八週 
北投社區的(變遷)與適

應 

影像賞析：觀賞國內社區紀錄片(中

興新村) 

以 ORID方式進行賞析 

第九-十週 
比較文本 

(適應) 

閱讀其一、其二國內其他社區之地方

創生的文本，比較不同社區之間的變

遷及適應方式差異（面臨的困境、原

因以及因應困境的方式）。 

完成社區比較學習單 

第十一週 成果發表 回顧與觀摩 
自評表與他評表 

第十二週 閱讀北投報導 
以記錄北投場域的作品賞析(校慶：

北投文化走廊的文章)。 

學習單/口頭分享 

第十三週 閱讀北投文學 北投詩歌/小品賞析(一) 
學習單/口頭分享 

第十四週 閱讀北投文學 北投詩歌/小品創作(二) 
學習單/口頭分享 

第十五週 創作北投文學 北投詩歌/小品創作 
學習單/口頭分享 

第十六-十八週 
寫北投故事 

北投與我 

選一北投景點拍照，依本學期所閱讀

的詩歌/小品、報導記錄等，仿寫一

篇作品，選出一句話+手做卡片 

繳交照片、個人風格故事、

手做卡片 

第十九-二十週 發表 各組呈現並分享作品。 
口頭報告/票選 



第 

2 

學 

期 

第一-二週 國外社區的變遷與適應 
影片賞析：觀賞一則國外社區的紀錄

片 

以 ORID方式進行賞析 

第三-四週 國外社區的變遷與適應 
用不同的閱讀方式/策略，閱讀國外

社區（四個社區）的變遷與適應。 

閱讀策略學習單 

第五週 回顧與展望 

回顧北投及國內外社區【回顧：其他

社區成功的條件是什麼】，居民面對

社區變遷所帶來的影響，如何找到改

變/永續的契機；並發想【發散式的

思考北投的資源，最後統整出不同的

主題】北投有什麼資源/素材能做為

改變/永續的契機？ 

 主題： 

1.北投的人 

2.北投的自然 

3.北投的建築 

4.北投的場所 

心智圖腦力激盪 

第六週-八週 故事力 閱讀北投文學-文言文及長篇故事 
口頭問答情形 

第九-十週 故事力 閱讀國外社區地方創生案例之故事 
口頭問答情形 

第十一週 認識文案 
了解何謂文案、文案的意義 

摘要新聞標題小練習 

口頭問答情形 

第十二週 廣告文案觀摩 
觀摩各類性的廣告文案 

提問小練習 

口頭分享 

第十三-十四週 文案練習 摘要力與提問力 
創作練習 



第十五-十六週 北投顯微鏡 

以不同主題，創作與北投相關之小品

/詩歌 

 

文學創作 

第十七週 成果發表 回顧與觀摩 
自評與他評 

第十八-十九週 圖文創作 

選擇一個主題，並拍攝一張照片，或

者繪製一幅圖畫，搭配之前課程所創

作的小品/詩歌，完成一張明信片

（手繪/數位皆可）。 

創作一份明信片（附件一） 

第二十週 作品分享 作品分享 
口頭報告 

議題融入 

涯 J9 社會變遷與工作環境的關係 

閱 J1 發展多元文本的閱讀策略 

戶 J3 理解知識與生活環境的關係，獲得心靈的喜悅，培養積極面對的能力與態度 

評量規劃 
檢核點及表現任務（附件一） 

教學設施 

設備需求 
行動載具或電腦、海報紙、色筆、厚紙卡、明信片 APP 

教材來源 自編 師資來源 國文領域教師 

備註  

課程撰寫者：國文領域教師                        



 

附件一：表現任務－【社區明信片】 

 

 評量規準： 

向度等級 

評量向度 

優異（4分） 

一馬當先 

精熟（3分） 

承先啟後 

普通（2分） 

緊追不捨 

待加強（1分） 

老神在在 

主題（一） 

傳達明確資訊與簡練的文

案表明想法，畫 

面表現主題深植人心，具

感染力。 

能精準掌握主題與想法， 

並清楚表達，大眾能理解

主題，產生共鳴與認同。 

讓觀者清楚理 

解主題，避免違和感與錯

誤。 

資訊使用偏差或誤用，主題

不正確，觀者易產生誤會。 

文圖相符

（二） 

運用豐富形式，增強主題

氛圍。圖形和文案能完全

傳達主題內容。 

運用圖形和文案來傳達構

想和內容，能掌握主題細

節。 

圖文主題形式規則不一，傳

遞信息明確性 

較弱。 

圖文內容形式不具有相關

性，讓觀者產生偏差或錯誤

解讀。 

語意表達

（三） 

使用三種（含）以上摹寫

法，文意流暢，用字精

確，詞藻優美。 

使用兩種摹寫法，文意流

暢，用字精確。 

使用一種摹寫法，文意通

順。 

無使用摹寫法，且詞彙內容

貧乏。 

創造力與獨創

性（四） 

 

創意的呈現獨具新意，且

不流於俗套，令人印象深

刻且有吸引力。 

 

表現形式符合主題想法，

能以多元創意來表現概念,

創意明確且適切。 

 

主視覺能嘗試運用創新的元

素，但能引發共鳴更為適

切。 

 

想法常見,概念流於單調，

不見新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