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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北投國民中學 111學年度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 

課程名稱 旅讀藝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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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學期 ■下學期 
節數 每週 1節 

設計理念 
  身處於一個在地化與全球化並行的世代，能具備理性溝通、分享互動以及團隊合作的能力，將更能調適及面對多元文化的衝擊。而文化的發展並非單一因素，乃是多元並行，

本課程希望藉由介紹世界各地的地理環境、歷史人文與藝術發展的歷程，來提升學生對地理、歷史以及藝術領域知識的探究與理解能力，培養學生對於多元族群、社會、國家及世

界的關懷以及全球永續的責任意識，並期望能透過設計旅遊行程的過程中，激發主動探索學習的動力，培育終身學習的公民素養。 

核心素養 

具體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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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主動學習與探究人類生活相關議題，善用資源並規劃相對應的行動方案及創新突破的可能性。 

社-J-B3欣賞不同時空環境下形塑的自然、族群與文化之美，增進生活的豐富性。 

社-J-C2具備同理與理性溝通的知能與態度，發展與人合作的互動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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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藝-J-B3善用多元感官，探索理解藝術與生活的關聯，以展現美感意識。 

藝-J-C1探討藝術活動中社會議題的意義。 

藝-J-C3理解在地及全球藝術與文化的多元與差異。 

學習重點 

學習 

表現 

1. 欣賞不同群體文化之美，並關心其社會文化發展、尊重文化的差異性。 

2. 透過認識藝術產物或藝術活動，理解其功能與價值，並關懷自然環境與社會議題，拓展多元視野。 

3. 聆聽他人意見，表達自我觀點，理解成員特質並相互學習、討論與合作。 

4. 說明重要環境、經濟與文化議題間的相互關係，藉此理解人地互動關係。 

5. 運用歷史資料，進行歷史事件的因果分析與詮釋，並從多元觀點來探究重要歷史，且提出自己的看法。 

6. 尊重不同群體文化的差異性，並關心不同的社會文化及其發展，展現開闊的世界觀。 

7. 理解所習得資料中歷史事件的發展歷程與重要歷史變遷，並解釋重要歷史人物與事件間的關聯。 

8. 適當選用多種管道蒐集與社會領域相關的資料。 

學習 

內容 

1. 藝術、古文明與世界遺產。 

2. 建築藝術及古文明的重要性。 

3. 宗教藝術與社會文化的發展背景。 

4. 多元的族群與文化特色。 

5. 音樂、舞蹈與社會文化的發展背景。 

6. 視覺藝術與社會文化的發展背景。 

7. 蒐集資料的方法與安排遊程的邏輯。 

8. 彙整文字、圖片及影音資料製作成書面報告及行程簡報。 

課程目標 

1. 認識世界各地多元的環境與歷史人文，啟發主動探索世界的學習動力。 

2. 理解各地不同時期的文化發展特色，並能欣賞多元的歷史文化及藝術之美。 

3. 藉由認識各種藝術形式的呈現，了解人與環境互動的關係。 

4. 培養對多元族群、社會、國家及世界的關懷，並具有全球永續的責任意識。 

5. 具有理性溝通、互助分享、團隊合作的能力，培育終身學習的公民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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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性評量-表

現任務 

  你是一家國際旅遊的旅行社業者，你們的團隊將要設計出一套吸引人且富有藝術涵養的文化旅遊行程，並為對此行程有興趣的客戶進行簡報，同時也需製作精美廣告宣傳單以

吸引顧客。旅遊行程的天數約四至六日，請在簡報中說明你們的設計理念和行程特色，例如：主題旅遊(如：建築、宗教、文化遺產、自然生態等)、單一地區深度旅遊等，並且將

簡報內容濃縮成單張廣告供客戶參考。 

學習進度 

週次/節數 
單元/子題 單元內容與學習活動 形成性評量(檢核點)/期末總結性  

第 

1 

學 

期 

第 

1 

週 

課程介紹：我們這一堂課要學什麼？ 

1.說明本課程的架構，使學生認識課程中所帶入的新課綱素養與課程目

標，並且讓學生初步了解本課程的學習任務。 

2.說明課程名稱的意義，透過教師引導及討論來聚焦課程主要學習內

容。 

3.請學生討論學習單的問題，請利用學習單上的九宮格，使用曼陀羅思

考法中的放射性思考法，來進行下列問題的回答。 

Q1:什麼是世界遺產？你們覺得怎麼樣的地方或事物可以列為世界遺產? 

Q2:古文明常列為世界遺產的原因? 

Q3:你所知道的藝術包含哪些? 

Q4:旅遊對你而言的意義有哪些? 

請同學口頭發表，並完成學習單與同儕互評。 

1.口頭問答課程架構、核心素養與課程目標。 

2.課堂討論利用曼陀羅思考法完成學習單(一)，

並上台口頭分享。 

第 

2-9 

週 

旅讀‧古文明 

1.從奧運起源－奧林匹亞介紹希臘建築、雕刻的特色，討論與自然環

境、宗教之間的關係。 

2.從吉薩金字塔群的介紹來深入認識埃及古文明的偉大及壯美。 

3.待解謎題的文明－納茲卡線條，讓學生從考古的角度思考科技與藝術

之間的關係。 

4.透過馬丘比丘遺跡介紹來認識謎樣神祕的古老印加帝國，同時思考並

說出馬丘比丘所面臨人為破壞的問題。 

1.課堂討論與發表 

2.完成學習單(二) 

第 

10-14 

週 

旅讀‧建築 

1.以影片介紹福建土樓，並探討與自然環境、社會文化發展的關係。 

2.瞭解近代羅馬帝國的歷史發展，以及羅馬競技場在其帝國歷史上的意

義。 

3.介紹艾菲爾鐵塔的歷史背景，透過認識工業革命，讓學生思考其對法

國的重要性。 

1.課堂討論與發表 

2.完成學習單(三) 

第 

15-20週 
旅讀‧宗教 

1.透過對具有多元色彩的聖索菲亞教堂的介紹，來了解此建築因受到政

治及宗教發展的影響所產生的歷史意義。 

2.藉由耶路撒冷圓頂清真寺的介紹來認識伊斯蘭教的起源，從中思考伊

斯蘭教對世界歷史的影響，並說出自己對此宗教的看法。 

3.從印度飲食內容發想，透過照片及影片的分析，探討與自然環境、宗

教、社會階級的關係。 

1.課堂討論與發表 

2.完成學習單(四) 

3.口頭問答與心得記錄 

第 

2 

學 

期 

第 

1-6 

週 

旅讀‧文化 

1.介紹黑人非洲的多元文化，和學生討論不同文化的審美觀與人權議

題，並請他們記錄下印象最深刻的部分與心得感想。 

（博羅羅人的美感／蘇爾馬人的嘴唇飾品／馬塞人的戰士／匹美人的無

字語言／布希曼人的信仰） 

2.透過簡介蒙兀兒帝國的發展與興衰，來認識及欣賞泰姬瑪哈陵。 

3.以影片介紹北極地區原住民－因紐特人，再請學生閱讀文章，並分組

討論完成閱讀學習單。 

4.透過介紹自由女神像的建築歷史，來認識此建築對美國的意義及影

響。 

1.課堂討論與發表 

2.完成學習單(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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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10週 
聽‧旅讀 

1.播放樂曲「波斯市場」讓學生感受音樂風格，寫下裡面可能出現的場

景，與特殊的曲風感受，並比較傳統伊朗音樂，帶出「文化的想像」，

由此讓學生思考對阿拉伯地區既有的社會文化印象並進行討論。 

2.先以「化為千風」這首歌帶出主題－北美洲原住民印地安人，並透過

欣賞印地安傳統音樂，認識印地安人的生活方式。 

1.課堂討論與發表 

2.口頭問答與心得記錄(一) 

第 

11-14週 
視‧旅讀 

1.透過電影「最後一擊」的片段欣賞與老師背景介紹，更完整理解美國

面臨經濟大恐慌時期的社會經濟情形，並進而反思當代的我們所面臨的

社會經濟問題。 

2.藉由動畫電影「螢火蟲之墓」的片段內容，以及廣島原爆紀念館的介

紹，讓學生對第二次世界大戰有更深一層的認識，並試著從不同的角度

去思考戰爭對人類及文明的影響。 

2.口頭分享與心得記錄(二) 

第 

15-18週 
旅讀藝世界 

1.教師示例說明，讓學生使用螺旋狀思考法的安排順序，去安排旅遊行

程。 

2.讓學生進行思考與討論，訂出旅遊地點與主題，使用資訊媒體和圖書

館資源搜尋資料，並製作簡報及發表介紹。 

1.個人實作發表與同儕互評 

2.旅遊廣告宣傳單 

議題融入 

實質內涵 

性 J14 認識社會中性別、種族與階級的權力結構關係。 

人 J5 了解社會上有不同的群體和文化，尊重並欣賞其差異。 

品 J4 族群差異與平等的道德議題 。 

涯 J7 學習蒐集與分析工作/教育環境的資料。 

多 J4 了解不同群體間如何看待彼此的文化。 

國 J4 尊重與欣賞世界不同文化的價值。 

評量規劃 檢核點及表現任務（附件一） 

教學設施 

設備需求 
電腦、投影設備或大屏電視、學習單、報章書籍、資訊車 

教材來源 

書籍 

報章雜誌 

網路資源 

影片 

教師自編教材 

師資來源 社會領域教師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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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評量規準： 

向度等級 

評量向度 A優異 B優良 C普通 D待加強 

課堂討論 

及 

口頭發表 

1. 小組能在限制的時間內，充分討論，並

且小組內的所有成員均能回答問題。 

2. 發表者音量足以讓全班聽見；口條順暢

清晰易理解。 

1. 小組能在限制的時間內，充分討論，並且小

組內一半以上的成員能回答問題。 

2. 發表者音量足以讓全班聽見；口語表達可讓

聽者理解內容。 

1. 小組能在限制的時間內討論，但小組內只

有一半以下的成員能回答問題。 

2. 發表者音量足以讓全班聽見；口語表達可

讓聽者理解內容。 

未能達到Ｃ以上表現 

完成學習單 
文字書寫全部都能回答切題、正確、邏輯清

晰。 

文字書寫大部份能回答切題、正確、邏輯清

晰。 

文字書寫僅少部分能回答切題，部分文字書寫

錯誤且邏輯不夠清晰。 

文字書寫幾乎不能回答切題，較多文字

書寫錯誤且沒有邏輯性。 

完成心得記錄 
文字書寫全部都能回答切題、正確、邏輯清

晰。 

文字書寫大部份能回答切題、正確、邏輯清

晰。 

文字書寫僅少部分能回答切題，部分文字書寫

錯誤且邏輯不夠清晰。 

 

文字書寫幾乎不能回答切題，較多文字

書寫錯誤且沒有邏輯性。 

表現任務： 

旅讀藝世界 

1. 完成簡報，內容清楚說明主題、設計理

念、行程特色、景點簡介（包含英文名

稱）、照片（或圖片）。 

2. 十五分鐘的簡報說明，口語表達清晰流

暢。 

3. 旅遊廣告宣傳單具有藝術特色，並能清

楚呈現旅遊行程內容。 

4. 小組全體成員能共同參與、分工合作。 

1. 完成簡報，內容包含主題、設計理念、行程

特色、景點簡介（包含英文名稱）、照片

（或圖片），大部分說明完整。 

2. 十五分鐘的簡報說明，口語表達清楚。 

3. 旅遊廣告宣傳單能清楚呈現旅遊行程內容。 

4. 小組大部分成員能共同參與、分工合作。 

1. 完成簡報，內容未能完整包含主題、設計

理念、行程特色、景點簡介（包含英文名

稱）、照片（或圖片），或部分項目說明不

完整。 

2. 十五分鐘的簡報說明，口語表達不夠清楚

或流暢。 

3. 旅遊廣告宣傳單能呈現部分旅遊行程內

容。 

4. 大部分小組成員能共同參與、分工合作。 

未能達到Ｃ以上表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