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立螢橋國民中學109學年度彈性學習課程計畫 

課程名稱 Fun ♥ 學 
課程 

類別 

統整性主題/專題/議題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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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學期共40節 

設計理念 

※ 螢橋國中學校發展願景及學生學習圖像 

  學校願景：健康、活力、人文、創新，精進 

  學生圖像：良好品德、健康體魄、基本學識、關鍵能力 

 

※  課程理念 

    本課程理念植基於本校「活力」、「人文」、「創新」之學校願景，希

望以活潑多元，結合生活經驗的閱讀文本內容，來延續學生的學習「活

力」，開發學生的「人文」關懷素養，並進而引領學生的「創新」思維；

達到追求「基本學識」與「關鍵能力」的學生圖像。 

    螢橋國中位處中正區邊緣地帶，校風活潑開放，惟學生來源廣域多

元，長久以來呈現學習成就雙峰現象。故設計出多樣豐富的英語閱讀媒

材，希望藉由漸進引導研讀與同儕合作學習的方式，搭建閱讀能力的鷹

架，增進學習的興趣；同時結合社會、數學、綜合、健體、科技五個領

域的熱門議題，提供學生更寬廣的學習視野，增進跨文化反思，以涵養

螢橋學子的國際觀與世界公民素養。 

 

※  課程架構與核心概念 

    本課程架構依學生的學習心理準備狀況設計，上學期安排 Fun play

及 Fun talk兩項主題，以輕鬆玩(Fun play)內容，在遊戲、戲劇演出、

角色扮演等活潑有趣的活動中，減低學生對閱讀文本的陌生感；並藉由

將文本轉換為與日常經驗相關之對話情境，引導學生進入願意說(Fun 

talk)的學習氛圍，增進學習興趣的強度。下學期則進行 Fun Read及 Fun 

learn 兩項主題，在上學期基礎閱讀的根基上，透過觀察及提問引導，

進行享受讀(Fun Read)的多元活動。最後利用多媒體進行教學活動，同

時融入議題探討；在強化思辨與整合能力的設計單元中，引導學生擴展

國際視野，達到認真學(Fun learn)的階段任務。 

核心素養 

A1 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英-J-A1 

具備積極主動的學習態度，將學習延伸至課堂外，豐富個人知識。運用各

種學習與溝通策略，精進英語文學習與溝通成效。 

社-J-A1 

探索自我潛能、自我價值與生命意義，培育合宜的人生觀。 

數-J-A1 

對於學習數學有信心和正向態度，能使用適當的數學語言進行溝通，並能

將所學應用於日常生活中。 

綜-J-A1 



探索與開發自我潛能，善用資源促進生涯適性發展，省思自我價值，實踐

生命意義。 

A2 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英-J-A2 

具備系統性理解與推演的能力，能釐清文本訊息間的關係進行推論，並能

經由訊息的比較，對國內外文化的異同有初步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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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J-A2 

具備有理數、根式、坐標系之運作能力，並能以符號代表數或幾何物件，

執行運算與推論，在生活情境或可理解的想像情境中，分析本質以解決問

題。 

健體-J-A2 

具備理解體育與健康情境的全貌，並做獨立思考與分析的知能，進而運用

適當的策略，處理與解決體育與健康的問題。 

A3 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英-J-A3 

具備簡易規劃英語文學習時程的能力，並能檢討調整。 

數-J-A3 

具備識別現實生 活問題和數學的 關聯的能力，可 從多元、彈性角 度擬訂

問題解決 計畫，並能將問 題解答轉化於真 實世界。 

B1 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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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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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J-B1 

具備運用科技符號與運算思維進行日常生活的表達與溝通。 

B2 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英-J-B2 

具備運用各類資訊檢索工具蒐集、整理英語文資料的能力，以擴展學習素

材與範疇、提升學習效果，同時養成資訊倫理素養。 

社-J-B2 

理解不同時空的科技與媒體發展和應用，增進媒體識讀能力，並思辨其在

生活中可能帶來的衝突與影響。 

科-J-B2 

理解資訊與科技的基本原理，具備媒體識讀的能力，並能了解人與科技、

資訊、媒體的互動關係。 

健體-J-B2 

具備善用體育與健康相關的科技、資訊及媒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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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J-B2 



善用科技、資訊與媒體等資源，並能分析及判斷其適切性，進而有效執行

生活中重要事務。 

B3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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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2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英-J-C2 

積極參與課內及課外英語文團體學習活動，培養團隊合作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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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3 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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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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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J-C3 

探索世界各地的生活方式，理解、尊重及關懷不同文化及族群，展現多元

社會中應具備的生活能力。 

學

習

重

點 

學習 

表現 

[英語領域] 

2-IV-9 能進行簡易的角色扮演。 

2-Ⅳ-12 能以簡易的英語參與引導式討論。 

3-Ⅳ-12 能熟悉重要的閱讀技巧，如擷取大意、猜測字義、推敲文意、預測後續文

意及情節發展等。 

3-Ⅳ-16 能閱讀不同體裁、不同主題的簡易文章。 

4-Ⅳ-5 能依提示寫出正確達意的簡單句子。 

5-Ⅳ-12 能看懂日常溝通中簡易的書信、簡訊、留言、賀卡、邀請卡等，並能以口

語或書面作簡短的回應。 

6-Ⅳ-1 樂於參與課堂中各類練習活動，不畏犯錯。 

6-Ⅳ-2 主動預習、複習並將學習內容作基本的整理歸納。 

7-Ⅳ-3 利用語言及非語言溝通策略（如請求重述、手勢、表情等）提升溝通效

能。 

8-Ⅳ-4 能了解、尊重不同之文化習俗。 

8-Ⅳ-5 能具有基本的世界觀。 

[社會領域] 

公 1c-Ⅳ-1  運用公民知識，提出自己對公共議題的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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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領域] 

運 p-IV-2   能利用資訊科技與他人進行有效的互動。 

[數學領域] 

n-IV-2  理解負數之意義、符號與在數線上的表示，並熟練其四則運算，且

能運用到日常生活的情境解決問題。 



[健康與健體領域] 

1a-Ⅳ-1 理解生理、心理與社會各層面健康的概念。 

1b-Ⅳ-3 因應生活情境的健康需求，尋求解決的健康技能和生活技能。 

1c-Ⅳ-4 了解身體發展、運動和營養的關係。 

[綜合活動領域] 

1a-IV-2 展現自己的興趣與多元能力，接納自我，以促進個人成長。 

1b-IV-2 運用問題解決策略，處理生活議題，進而克服生活逆境。 

1c-IV-2 探索工作世界與未來發展，提升個人價值與生命意義。 

學習 

內容 

[英語領域] 

A 語言知識 

Ae-Ⅳ-5 不同體裁、不同主題之簡易文章。 

Ae-Ⅳ-6 簡易故事的背景、人物、事件和結局。 

Ae-Ⅳ-8 簡易故事及短文的大意。 

B 溝通功能 

B-Ⅳ-3 語言與非語言的溝通策略（如請求重述、手勢、表情等）。 

B-IV-4 個人的需求、意願和感受 

B-Ⅳ-5 人、事、時、地、物的描述及問答。 

B-Ⅳ-6 圖片描述。 

B-IV-7角色扮演。 

B-Ⅳ-8 引導式討論。 

C 文化與習俗 

C-Ⅳ-1 國內外節慶習俗。 

C-Ⅳ-2 國內外風土民情。 

C-Ⅳ-3 文化習俗的了解及尊重。 

C-Ⅳ-4 基本的世界觀。 

C-Ⅳ-5 國際生活禮儀。 

D 思考能力 

D-Ⅳ-1 依綜合資訊做合理猜測。 

D-Ⅳ-2 二至三項訊息的比較、歸類、排序的方法。 

[社會領域] 

Aa-Ⅱ-1個人在家庭、學校與社會中有各種不同的角色，個人發展也會受

其影響。 

Aa-Ⅱ-2不同群體（可包括年齡、性別、族群、階層、職業、區域或身心

特質等）應受到理解、尊重與保護，並避免偏見。 

Bc-Ⅱ-2  家庭有不同的成員組成方式；每個家庭所重視的價值有其異同。 

[科技領域] 

生 A-IV-1   日常科技產品的選用。 

[數學領域] 

N-7-5  數線：擴充至含負數的數線；比較數的大小；絕對值的意義；以 |𝑎 

− 𝑏| 表示數線上兩點 𝑎, 𝑏 的距離。 

[健康與體育領域] 

1b-Ⅴ-3  評估生活情境的健康需求，尋求有效因應的健康技能和生活技

能。 

Cb-Ⅳ-1   運動精神、運動營養攝取知識、適合個人運動所需營養素知識。 

[綜合活動領域] 



輔 Aa-IV-2  自我悅納、尊重差異與自我成長。 

輔 Db-IV-1生活議題的問題解決、危機因應與克服困境的方法。 

課程目標 

本課程旨在強化學生基本的溝通能力，藉由提供學生多元體裁的閱讀內

容，來建立學生的閱讀能力，增進學生的閱讀技巧，進而提升學生的閱

讀素養。課程內容並與社會、數學、綜合、健體與科技五個領域的重大

議題做整合，藉由多元的閱讀素材(如讀劇、新聞、對話、公告、表格、

短文、簡訊、詩詞、心理測驗、食譜等)，加強學生進行國際交流時的深

度、廣度、流暢度，並可學習討論和欣賞文化差異等面向，以英語交換

想法和意見，達到間接培養薰陶螢橋學生之人文涵養的目標。 

表現任務 

1. 完成個人相關作品。 

2. 以小組為單位完成課程任務。 

3. 將成果匯集整理，並上台分享學習歷程之省思與心得感想。 

教學進度 

週次/節數 
單元主題 單元內容與教學活動 

[檢核點] 

[學生條件分析] 

第 

1 

學

期 

第 

1-10 

週 

FUN PLAY 

透過「玩中學、學中玩」(如：遊戲、

戲劇演出、角色扮演…) ，於玩樂學習

中，激發學習興趣，提高學習動機，

調整學習步調，培養學習習慣。並透

過不同類型的文本，了解不同的文

體，並轉換成口語表達，學生學會用

英語表達心中的想法。 

 

單元內容 

 

U1  Is She a Teacher? 

     1. 透過讀劇文本，了解戲劇形式文 

        體，並轉換成口語表達。 

     2. 介紹讀者劇場。播放讀者劇場的    

         影片，請學生觀察這種形式的演 

         出和一般的戲劇有何不同。 

     3. 簡要說明讀者劇場的特色。 

     4. 將學生分組，先閱讀劇本及討論 

         內容。 

     5. 說明各個角色的讀劇重點以及語 

         調。 

     6. 讓學生知道看劇時的檢核要點， 

        如：流暢度、音量、聲音表情 

        等。 

     7. 學生分組上臺表演。 

     8. 臺下學生紀錄各組優點。 

     9. 依照原分組，討論兩個延伸問 

         題： 

能參與文本朗讀，

和同學共同完成發

表。 

能理解事件，並整

合相關資訊得出結

論。 

能以英語表達心中

的想法。 



    Can a police officer be a writer, too? 

    Can a teacher be a student, too? 

    Why is Tommy happy? 

     10. 請學生完成學習單的 I. Read,  

         Look, and Answer 與 II. Group  

         Discussion 兩大題。 

 

U2  What Are These? 

     1. 透過讀劇文本，了解戲劇形式文 

         體，並轉換成口語表達。 

     2. 說明本次須挑戰六人讀者劇場， 

         並協助學生分組。 

     3. 簡要說明兩個主要角色。 

     4. 學生分組上臺表演。 

     5. 臺下學生紀錄各組優點。 

     6. 加入其他延伸問題： 

     What is an App Store? 

     What is an App? 

     Do you know how to download an     

       App? 

     What Apps do you use? 

     7. 學生完成學習單 I. Match 與 II.  

         Choose and Answer 兩大題。 

 

U3  2017 Taipei Summer Universiade 

     1. 透過閱讀報導形式文體及圖表， 

         能轉換成口語表達。 

     2. 閱讀四位世大運桌球球員的基本  

         介紹，並討論球員間的共同點和 

         差異。 

     3. 複習上一堂課江宏傑的個人介 

         紹，老師並提問。 

     4. 觀賞英語新聞影片，請學生注意 

         聽關鍵單字。 

     5. 學生兩兩一組，角色扮演練習對 

          話。 

     6. 老師當主持人，隨機邀請學生扮 

          演 Fukuhara Ai 上臺接受訪問。 

     7. 學生完成學習單 I. Fill In 與 II.  

          Choose 兩大題。 

      8. 請學生寫下自己崇拜的運動明星 

          簡介。 

 

U4  How Do You See Yourself? 

      1. 透過英語短文的內容，學會用英 

          語表達心中的想法。 



      2. 請學生討論學過的形容詞，哪些 

          是形容外表，哪些是形容個性。 

      3. 請每位學生挑選兩個形容詞，並 

          造句描述旁邊的同學。 

      4. 請每位學生用一句正向的話描述 

           自己。 

       5. 請學生各自完成學習單 I. Ture or  

          False 與 II. Read, Answer, and  

          Discuss。 

      6. 全班一起收看影片 I’m Truly  

          Sorry.，並進行討論。 

第 

11-20 

週 

FUN TALK 

透過「對話」(與自己、與同儕、與老

師…) 與不同類型的文本，學習正確的

口語表達能力，了解不同的文體，學

生學會用英語表達心中的想法。 

 

單元內容： 

 

U5  Dos and Don’ts of Enjoying a Hot   
      Spring 

      1. 透過閱讀英語短文的內容，學會 

          用英語表達心中的想法。 

      2. 請學生觀察短文情境圖，引導學 

          生討論溫泉禮儀。 

      3. 請學生完成學習單 I. Fill In 與 II.  

          Read, Answer, and Discuss。 

       4. 分組請一位學生扮演病人，其他 

           學生扮演探病者。 

       5. 每位探病者示範一種行為，除了 

           短文中的6個 tips，學生亦可自行 

           表現。 

       6. 病人要用手勢打叉或畫圈表示是     

            否合宜。 

 
U6  Back to 1889 

     1. 透過讀劇文本，了解戲劇形式文 

         體，並轉換成口語表達。 

     2. 發下劇本，請學生嘗試閱讀，並 

          小組討論內容。 

      3. 說明各個角色的讀劇重點以及語 

           調。 

     4. 學生分組上臺表演。 

     5. 臺下學生紀錄各組優點。 

      6. 請學生各自完成學習單 I. Choose  

能說出公共場合所

應注意的禮儀，並

表達心中的想法。 

能理解文字中的資

訊，並統整成連貫

的知識內容。 

能參與文本朗讀，

和同學共同完成發

表，以簡易的英語

參與課堂上老師引

導的討論，並能和

同學討論、提出結

論並以簡易的英語

表達。 



         與 II. Fill In。 

 
U7  Students Around the World 

     1. 運用文本，了解時間和地點的用 

         法。 

     2. 學生分組閱讀八位各國學生的介 

         紹。 

     3. 挑選八位學生各負責一個國家， 

        老師先選其中一人問問題，有節 

         奏地提問。 

     4. 老師解說 Time zone map 共有24個 

         時區，以英國Greenwich所在地為 

         準，向東邊和西邊加減時間。請 

         學生找找看，Where is Greenwich?  

         (It’s in the UK.) 

     5. 請學生從地圖中找出上一堂學到 

         的臺灣以外的另外七個城市及國 

         家。 

     6. 請學生完成學習單 I. Choose 與 II.  

         Match。 

     7. 請學生觀察各國時區地圖，說說 

        看那些國家橫跨超過一個時區。 

        參考答案。 

 

U8  Calling 911 

     1. 能看懂戲劇形式文體，並轉換成 

         口語表達。 

     2. 發下對話，請學生嘗試閱讀並討 

         論內容。 

     3. 老師針對劇本給予指令或提問， 

         確認學生的理解狀況。 

     4. 說明角色扮演時要注意的發音和     

          語調。 

      5. 請學生完成學習單 I. True or False  

          與 II. Fill In and Discuss。 

第 

2 

學

期 

第 

1-10 

週 

 

FUN READ 

透過「不同類型的文本閱讀」，培養敏

銳的觀察能力，如：不同類型產品的

特色、活動安排…等等，理解文字中

的資訊，並統整成連貫的知識內容，

增進學生英語口語表達能力的流暢

度。 

 

單元內容： 

U1  What Can Alexa Do? 

能理解文字中的資

訊，統整成連貫的

知識內容。 

能以簡易的英語參

與課堂上老師引導

的討論，並能和同

學討論、提出結論

並以簡易的英語表

達。 



     1. 透過閱讀報導文體，能了解 3C 產 

        品的特色。 

     2. 請學生先閱讀第一、二小段，認 

         識 Alexa。 

     3. 老師說明 Alexa 是語音辨識，因 

         此需要用指令句操作 Alexa。念出 

         指令時，速度不可過快，並且要 

         盡量咬字清楚。 

     4. 請學生完成學習單 I. Choose 與 II.  

         Read and Discuss。 

 

U2  Class Reunion 

     1. 透過閱讀英語簡訊與聊天室的現 

         代文體，學習如何用英語討論並 

        安排活動。 

     2. 學生四人一組做角色扮演，讀過 

          一遍對話，但略過最後 Amy 的回 

          答。 

     3. 請學生各自完成學習單 I. Choose  

         與 II. Circle。 
 

U3  Do Your Best 

     1. 透過閱讀韻文，理解英語的節奏 

         及語調，增進口語的流暢度。 

     2. 先將學生分組，每組負責兩段短 

         文，例如：1+2, 2+3, 3+4…。 

     3. 各組討論如何有節奏的念出這兩 

         段。（速度及型式不限。） 

     4. 各組輪流上臺念出短文，並用手 

         或腳打拍子。 

     5. 請學生各人完成學習單 I. True or  

         False 與 II. Read, Circle, and   

          Discuss。 

 

U4  Channel 5’ TV Programs of This Week 

     1. 透過閱讀節目表，理解文字中的 

         資訊，並統整成連貫的知識內 

         容。 

     2. 將學生分組，依據各電視節目的 

         名稱來猜測其分類。 

     3. 請學生完成學習單 I. Fill In 與 II.  

         Discuss。 

     4. 觀看影片 NBC’s 2017-2018 Fall  

         Schedule。 

     5. 請學生各人完成學習單 Choose， 



        老師解答與說明。 

第 

11-20 

週 

FUN LEARN 

透過不同類型的文本閱讀，理解文字

中的資訊，並統整成連貫的知識內

容，增進學生英語口語表達能力的流

暢度與不同類型文本的學習能力。 

 

單元內容： 

 

U5  Holidays 

     1. 透過閱讀短文，了解節日與慶祝 

         方式的關聯。 

     2. 請學生比較在 the Moon Festival、 

         Thanksgiving 和 New Year’s Eve   

         的節慶或假日中，相同的慶祝方 

         式。 

     3. 請學生注意美國與加拿大的 

         Thanksgiving 在不同的的日期。 

     4. 比較墨西哥亡靈節與美國萬聖節 

         的差別。 

     5. 閱讀第四、五欄墨西哥與美國的 

         節慶。 

     6. 請學生完成學習單 I. Fill In 與 II.  

         Discuss。 

 

U6  Practice Makes Perfect 

     1. 透過閱讀短文，了解訪談名人的 

         對話內容。 

     2. 師請學生找出主持人提出的六個 

         訪談重點問題。 

     3. 請學生兩兩練習訪談內容，或老 

         師扮演 Host，學生輪流扮演 

         Peter。 

     4. 請學生各自完成學習單 I. Choose  

         與 II. Fill In。 

     5. 將學生分組，小組討問第二大題 

         的閱讀內容，並共同找出答案。 

     6. 師請學生討論喜歡程度和頻率副 

         詞之間的關係。 

能理解文字中的資

訊，並統整成連貫

的知識內容。 

能根據文字內容，

推論合理的相關答

案，並與生活資訊

連結，增進對人文

議題的關懷。 

能學會閱讀配方的

說明與用語。 

能以簡易的英語參

與課堂上老師引導

的討論，並能和同

學討論、提出結論

並以簡易的英語表

達。 



 

U7 Personality Test 

     1. 透過閱讀英語圖表，將圖表內容 

         轉化成問答句，並與他人動。 

     2. 學生兩人一組，用兩種不同顏色 

         的筆來記錄自己和同學的選項答 

        案得出最後的分析，比對是否和 

        當初的花朵選項相同。 

     3. 請全班猜老師 What kind of flowers  

         are you? 統計每個答案的人數。 

     4. 請學生各自完成學習單 I. Fill In 與   

         II. Read and Answer。 

 

U8  Healing Your Heart 

     1. 透過閱讀心靈療育配方，了解單 

         位量詞的使用方式、可數和不可   

         數名詞的分類。 

     2. 請學生略讀四段文字。 

     3. 找出每一個 remedy的材料，並畫 

         線標記。 

     4. 請學生兩人一組，角色扮演第一 

         大題的對話內容。 

     5. 請學生各自完成學習單 I. Choose  

         與 II. Create Your Own Remedy。 

     6. 老師請學生回答是否還有其他健 

         康的飲食方式或養生方法。 

 

教育議題 

生涯發展教育、性別平等教育、家庭教育、資訊教育、人權教育、品德

教育、環境教育、安全教育、生涯規劃教育、多元文化教育、科技教

育、生命教育、閱讀教育 

評量規劃 期中分組討論：60%；期末檔案/學習單評量：40%。 

教學設施 

設備需求 
投影機、教室電腦、影片錄製相關軟、硬體。 

教材來源 自編教材 師資來源 本校教師 

備註  

 

課程撰寫者：王建宏/曾煜婷/盧竺玫 老師                     教務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