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一類 PBL) 

臺南市公立東區崇學國民小學 110 學年度 (第一學期)五年級英語創藝全球力【PBL 專題式學習】彈性學習課程計畫 

專題名稱 拯救小島淹沒大作戰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20)節 

學習情境 

隨著地球暖化、溫室效應被證實，導致地球氣候劇烈變化，極端氣候使全球溫度升高也使海平面日益上升，科學界甚至預估到了西

元 2100 年海平面將會上升到將台灣淹沒的地步，屆時台灣島低漥地區將處於海平面下，居民被迫遷移至高山地區居住，逢此巨變，

台灣居民的生活將面臨極大的挑戰。此課程設計將針對此議題，讓學生以系統性思考提出可能面對的挑戰，並發展出解決問題的選

項，選定最佳方案，以增進對環境保護的認知與跨領域語文之素養。 

待解決問題 

(驅動問題) 
如何因應全球暖化帶來的衝擊? 

跨領域之 

大概念 

變遷: 假想氣候變遷導致居住環境的變化。 

人地互動: 居住地淹沒後人類為適應環境而作出的改變。 

時間空間地域: 海面上升導致居住地縮小、生活習性必須改變。 

角色: 因應環境改變居民的角色也改變，學生必須以不同語文溝通表達。 

本教育階段 

總綱核心素養 

 A2 具備探索 問題的思考能 力，並透過體驗 與實踐處理日常 生活問題。 

 A3 具備擬定 計畫與實作的能 力，並以創新思考方式，因應日 常生活情境。 

 B1 具備「聽、 說、讀、寫、作」 的基本語文素 養，並具有生活 所需的基礎數 理、肢體及藝術 等符號知能，能 以同理心應用

在 生活與人際溝 通。 

 C3 具備理解與 關心本土與國際 事務的素養，並 認識與包容文化 的多元性。 

課程目標 

2-Ⅳ-5 能以簡易的英語表達個人的需求、意願和感受。 

2-Ⅴ-3 能依主題或情境描述事件或回答問題。 

2-Ⅴ-8 能以簡易的英語參與引導式討論。 

2-Ⅴ-10 能依主題說出語意連貫且條理分明的簡短演說、簡報或說明。 

8-Ⅴ-7 能養成地球村的觀念，尊重生命與全球的永續發展。 

9-Ⅴ-8 能整合資訊，合理規劃並發揮創意完成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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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docufreezer.com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一類 PBL) 

 

表現任務包含發展心智圖、漫畫海報創作、問題解決歷程、腦力激盪口頭報告，且納入學生日常表現與行為習慣之

改進。 

學生預期表現: 

1.英語力與問題解決：能具備運用英語口語溝通能力，藉以分析問題、發展解決方案，並進行有效的決策。 

2.環境意識覺醒與合作共創：能利用不同的媒材與他人合作進行提升環境意識的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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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週 

(6) 

何謂全球暖化? 自INg-Ⅲ-1自然景觀和環境

一旦被改變或破壞，極難恢

復。 

自INg-Ⅲ-4人類的活動會造

成氣候變遷，加劇對生態與

環境的影響。 

自INg-Ⅲ-5能源的使用與地

球永續發展息息相關。 

英B-Ⅲ-2國小階段所學字詞

及句型的生活溝通 

 

理解全球暖化成因 1. 透過影片介紹認識氣候變遷。

老師在觀賞影片之前可先與學

生討論，並引導學生對自已生

活中氣候暖化之徵兆產生意

識，例如南極冰原的融解與平

均氣溫逐年上升等的改變。 

2. 透過討論認識天氣與氣候之差

異。 

3. 透過動畫認識溫室效應。 

4. 透過圖片問答，敘述溫室效應

的成因。 

5. 分組製作全球暖化成因魚骨

圖。 

魚骨圖製作與口

頭發表 

第 7~13 週 

(7) 

全球暖化造成什麼效應? 自INg-Ⅲ-6 碳足跡與水足跡

所代表環境的意涵。 

自INg-Ⅲ-7人類行為的改變

可以減緩氣候變遷所造成的

衝擊與影響。 

英B-Ⅲ-2國小階段所學字詞

及句型的生活溝通。 

 

 

理解全球暖化效應 1. 透過短文閱讀，認識全球暖化

對氣候、農業、動植物、海洋

生物、海平面及人類的影響。 

2. 分組製作全球暖化效應心智魚

骨圖。 

3. 因心智魚骨圖為逐課發展，逐

步完成，因此每一週都將由教

師引導發想學生分組討論

完成局部魚骨圖口頭發表

教師補充說明小組進行修

正，以漸進方式逐步完善，構

魚骨圖製作與口

頭發表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一類 PBL) 

築學生對碳足跡及水足跡的完

整概念。 

4. 透過新聞報導補充及佐證人類

即將面臨小島淹沒的困境。 

 

第 14~15 週 

(2) 

如何保護地球環境? 自INg-Ⅲ-1自然景觀和環境

一旦被改變或破壞，極難恢

復。 

自INg-Ⅲ-4人類的活動會造

成氣候變遷，加劇對生態與

環境的影響。 

自INg-Ⅲ-5能源的使用與地

球永續發展息息相關。 

英B-Ⅲ-2國小階段所學字詞

及句型的生活溝通。 

視Ae-Ⅲ-2繪本故事、兒童短

劇。 

 

 

提升環境保護意

識。 

1. 介紹繪本”My Friend 

Earth”。 

2. 運用英語繪本技巧講述繪本內

關於地球環境的基本知識。 

3. 引導學生表達自已對環境保護

的先備知識。 

4. 透過教師引導讓學生討論繪本

故事中所學得的環境認識與環

保概念，例如: 繪本中介紹的

環境生態被破壞及如何在生活

中落實減碳以延緩溫室效應的

速度。 

5. 回答問題 

6. 口頭發表 

第 16~20 週 

(5) 

何謂碳足跡? 自INg-Ⅲ-6 碳足跡與水足跡

所代表環境的意涵。 

自INg-Ⅲ-7人類行為的改變

可以減緩氣候變遷所造成的

衝擊與影響。 

英B-Ⅲ-2國小階段所學字詞

及句型的生活溝通 

視1-Ⅲ-2能使用視覺元素和

構成要素，探索創作歷程。 

認識碳足跡。 1. 透過老師介紹認識何謂碳足

跡，由教師先介紹概念，以引

導的方式讓學生討論並得出碳

足跡的核心內涵。 

2. 引導討論碳足跡造成的環境衝

擊，使學生了解現實生活中工

業/製造業/畜牧業/日常生活等

形成的碳足跡對環境的影響。 

3. 完成碳足跡學習單。 

4. 分組製作減碳海報。 

5. 校園中進行海報成果發表與宣

導。 

1. 碳足跡學習

單。 

2. 製作減碳海報

及校園宣導。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一類 PB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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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一類 PBL) 

臺南市公立東區崇學國民小學 110 學年度(第二學期) 五年級英語創藝全球力【PBL 專題式學習】彈性學習課程計畫 

專題名稱 拯救小島淹沒大作戰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20)節 

學習情境 

隨著地球暖化、溫室效應被證實，導致地球氣候劇烈變化，極端氣候使全球溫度升高也使海平面日益上升，科學界甚至預估到了西

元 2100 年海平面將會上升到將台灣淹沒的地步，屆時台灣島低漥地區將處於海平面下，居民被迫遷移至高山地區居住，逢此巨變，

台灣居民的生活將面臨極大的挑戰。此課程設計將針對此議題，讓學生以系統性思考提出可能面對的挑戰，並發展出解決問題的選

項，選定最佳方案，以增進對環境保護的認知與跨領域語文之素養。 

待解決問題 

(驅動問題) 
如何因應台灣小島淹沒所帶來的衝擊? 

跨領域之 

大概念 

變遷: 假想氣候變遷導致居住環境的變化。 

人地互動: 居住地淹沒後人類為適應環境而作出的改變。 

時間空間地域: 海面上升導致居住地縮小、生活習性必須改變。 

角色: 因應環境改變居民的角色也改變，學生必須以不同語文溝通表達。 

本教育階段 

總綱核心素養 

 A2 具備探索 問題的思考能 力，並透過體驗 與實踐處理日常 生活問題。 

 A3 具備擬定 計畫與實作的能 力，並以創新思考方式，因應日 常生活情境。 

 B1 具備「聽、 說、讀、寫、作」 的基本語文素 養，並具有生活 所需的基礎數 理、肢體及藝術 等符號知能，能 以同理心應用

在 生活與人際溝 通。 

 C3 具備理解與 關心本土與國際 事務的素養，並 認識與包容文化 的多元性。 

課程目標 

2-Ⅳ-5 能以簡易的英語表達個人的需求、意願和感受。 

2-Ⅴ-3 能依主題或情境描述事件或回答問題。 

2-Ⅴ-8 能以簡易的英語參與引導式討論。 

2-Ⅴ-10 能依主題說出語意連貫且條理分明的簡短演說、簡報或說明。 

8-Ⅴ-7 能養成地球村的觀念，尊重生命與全球的永續發展。 

9-Ⅴ-8 能整合資訊，合理規劃並發揮創意完成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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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一類 PBL) 

表現任務包含發展心智圖、漫畫海報創作、問題解決歷程、腦力激盪口頭報告，且納入學生日常表現與行為習慣之改進。 

學生預期表現: 

1.英語力與問題解決：能具備運用英語口語溝通能力，藉以分析問題、發展解決方案，並進行有效的決策。 

2.環境意識覺醒與合作共創：能利用不同的媒材與他人合作進行提升環境意識的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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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週 

(2) 

台灣面臨什麼全球暖化帶來

的危機? 

自INg-Ⅲ-6 碳足跡

與水足跡所代表環

境的意涵。 

自INg-Ⅲ-7人類行

為的改變可以減緩

氣候變遷所造成的

衝擊與影響。 

B-Ⅲ-2國小階段所

學字詞及句型的生

活溝通 

視Ae-Ⅲ-2繪本故

事、兒童短劇 

 

預測全球暖化造成台

灣島淹沒的危機。 

1. 觀賞影片“正負 2 度 C-台灣必

須面對的真相”複習全球暖化

的成因及效應。 

2. 學生於觀賞影片後發表綠色革

命的實際措施，並加以討論。 

3. 閱讀預設未來新聞報導，為之

後的課程作背景鋪陳。 

口頭發表 

第 3~15 週 

(13) 

小島淹沒如何生存? 自INg-Ⅲ-6 碳足跡

與水足跡所代表環

境的意涵。 

自INg-Ⅲ-7人類行

為的改變可以減緩

氣候變遷所造成的

衝擊與影響。 

英B-Ⅲ-2國小階段

所學字詞及句型的

生活溝通 

視1-Ⅲ-2 能使用視

覺元素和構成要

素，探索創作歷

找出小島淹沒所面臨

的挑戰，並發展有效

的行動計劃。 

1. 以學習單來練習腦力激盪 

2. 分組列出小島淹沒後可能面臨

的挑戰。 

3. 分組腦力激盪列出可能的解決

方案。 

4. 分組討論評選規則。 

5. 選出各組之最佳解決方案。 

6. 發展各組之行動計劃。 

 

1. 學習單 

2. 口頭發表 

3. 分組討論 

4. 海報製作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一類 PBL) 

程。 

第 16~18 週 

(3) 

如何以英語漫畫呈現各組行

動方案? 

自INg-Ⅲ-6 碳足跡

與水足跡 

所代表環境的意

涵。 

自INg-Ⅲ-7人類行

為的改變可以減緩

氣候變遷所造成的

衝擊與影響。 

英B-Ⅲ-2國小階段

所學字詞及句型的

生活溝通 

視1-Ⅲ-2能使用視

覺元素和構成要

素，探索創作歷

程。 

以英語漫畫呈現各組

最佳解決方案。 

1. 將學生以異質型態分為數組，

以求其在小組中也能發揮異質

分組互相學習的功能。 

2. 由教師統整過去一整學年所習

得的溫室效應/碳排放/碳足跡/

水足跡等概念，讓學生再次構

築完整脈絡。 

3. 教師提供適當線索，引導學生

分組創作屬於各組的環境保育

漫畫。 

4. 教師適時扮演引導者，為各組

學生提供諮詢意見。 

5. 完成後由小組發表。 

 

英語漫畫 

口頭發表 

第 19~20 週 

(2) 

如何保護地球環境? 自INg-Ⅲ-6 碳足跡

與水足跡所代表環

境的意涵。 

自INg-Ⅲ-7人類行

為的改變可以減緩

氣候變遷所造成的

衝擊與影響。 

英B-Ⅲ-2國小階段

所學字詞及句型的

生活溝通 

視Ae-Ⅲ-2繪本故

事、兒童短劇 

 

 

提升環境保護意識。 1. 學生此時應已具備完整的知識

架構與想法，最後兩週藉由繪

本故事的補充，再給學生更多

與現今世界潮流呼應的想法。 

2. 應用 Youtube 或其他媒體平台

上的科普知識影片，給予學生

更多關於氣候變遷的影響與如

何因應的對策。 

3. 媒體平台上資訊眾多，教師應

慎選適當內容。 

閱讀/聽力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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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一類 PB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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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docufreezer.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