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一類 PBL) 

臺南市公立七股區樹林國民小學 110 學年度(第一學期)六年級【PBL 專題式學習】彈性學習課程計畫 

專題名稱 創意市集-如何了解家鄉(數據看家鄉)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38)節 

學習情境 

隨著七股的大型活動，很多外賓會來到七股或樹林參觀，對於外賓而言，七股或樹林並不是非常熟悉的地方，甚至感覺上很陌生，其

實七股、樹林有很多景點、特產、文化，這些很棒的東西我們真的很想讓外賓知道。校長委託我們協助，透過科技的應用，來完成一

場七股、樹林的介紹說明會，讓更多的外賓更認識七股、樹林。 

待解決問題 

(驅動問題) 

如何結合科技的應用，透過介紹說明會，讓外賓了解家鄉？ 
探求與感受-如何蒐集委託者需求？如何凝聚全體共識？如何共創發展主軸？如何依規畫進行分工？如何蒐集可信數據？ 

想      像-如何規劃發展方向的內容？如何規劃介紹說明會？如何將科技特色應用於說明會？如何擬定執行步驟流程？ 

實踐與實作-如何完成分享內容？如何完成分享與調整？如何設計回饋問卷？使用者對行動方案的感受？ 

分享與反思-如何面對改善建議給予回應？如何讓學習歷程完整？如何讓歷程脈絡分享時更順暢？如何進行正式的歷程分享？ 

跨領域之 

大概念 
觀點：孩子能依據規劃、發展方向，擬定計畫，實作完成家鄉介紹的內容說明，並在說明會中，以創新思考方式清楚說明自己的觀點。 

本教育階段 

總綱核心素養 
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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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目標 
透過閱讀理解(語文)、探究，訪談、蒐集、整理訊息，經由思辨過程(社會)，提出具體、可行的想法與觀點，透過科技數據的應用，

來完成說明會，並將數據、資料分享給更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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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介紹說明會   

服務/分享對象：□校內學生  □校內師長  □家長    □社區    □其他                

完成一場介紹七股、樹林的說明會，與學習歷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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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週(2) 如何蒐集委託者需求？ 

1.委託者的需求(包含:

問題背景、關鍵詞、

需求……等)。 

2.委託者訊息重點(了

解調查出不熟悉哪個

部分)。 

探求與感受-蒐集委託者提

出的介紹家鄉問題 

1.由訪談或對話，了解委託者需求，訪談

或對話過程請孩子整理相關資訊。 

2.協助孩子將整理的資訊，轉化成個人心

智圖。 

1.每個人完成委託者

心智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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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週(2) 如何凝聚全體共識？ 

1.委託者心智圖。 

2.科技歷程紀錄 

探求與感受-凝聚委託者介

紹家鄉問題的共識 

1.分享個人心智圖，了解彼此心智圖間的

差異。 

2.再次確認委託者需求，完成小組共識心

智圖。 

3.利用科技紀錄歷程。 

1.分享個人心智圖。 

2.完成小組共識心智

圖。 

3.完成歷程記錄-個人

心智圖、小組共識

心智圖。 

第三週(2) 如何共創發展主軸？ 

1.發展方向。 

2.主軸心智圖。 探求與感受-凝聚夥伴對於

介紹家鄉問題共識 

1.個人部分，思考說明會有哪些方向可以

發展，並分享。 

2.集體討論如何從方向找出共同的主軸。 

3.完成發展主軸的心智圖。 

1.個人分享哪些方向

可以發展。 

2.完成發展主軸的心

智圖。 

第五週(2) 如何依規畫進行分工？ 

1.主軸與發展方向的關

鍵詞。 

2.分工檢核表。 
探求與感受-介紹家鄉問題

的規劃、分工 

1.依主軸與發展方向思考搜尋關鍵詞 

(例如：需要找尋甚麼、那些地方可能會

有我們需要的資訊……等) 

2.老師帶領孩子設計檢核表，進行分工規

畫。 

1.完成分工檢核表。 

第六週(2) 如何蒐集可信數據？ 

1.資料、數據引用。 

2.科技歷程紀錄。 

探求與感受-介紹家鄉問題

的可信度與數據引用 

1.資料可信度、數據引用討論。(挑戰任

務：此次的發展方向內容，需要規劃一

組數據分析，可找數學老師諮詢) 

2.利用科技紀錄歷程。 

3.依分工檢核表進行搜尋。 

4.初步彙整搜尋資料。 

1.完成歷程記錄-完成

發展主軸的心智

圖、分工檢核表。 

2.彙整搜尋資料。 

第八週(2) 如何規劃發展方向的內容？ 

1.彙整的資料。 

2.內容規劃。 

想像-介紹家鄉問題的內容

規劃 

1.分享初步彙整搜尋的資料。 

2.討論發展方向呈現的內容規劃(可以模

仿社會領域單元，單元內容的介紹方式

或自訂方式)。 

3.依內容規劃進行二次搜尋，並彙整搜尋

資料。 

1.分享初步彙整搜尋

的資料。 

2.彙整搜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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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週(2) 如何規劃介紹說明會？ 

1.彙整資料。 

2.內容與辦理時間。 
想像-介紹家鄉說明會呈現

內容與時間 

1.分享彙整的二次搜尋的資料。(盤點已

知) 

2.介紹一般說明會呈現的方式 

3.討論我們可以呈現什麼內容，與時間

點。 

1.分享彙整的二次搜

尋的資料。 

2.群體討論。 

第十週(2) 如何將科技特色應用於說明會？ 

1.新興科技。 

2.完成活動計畫。 想像-構思解決方案，挑選

介紹家鄉的最佳方案 

1.分享可用的新興科技。(可遠端視訊與

專業的人員對談) 

2.團體討論，確認辦理方向。 

3.撰寫活動辦理計畫。 

1.完成活動計畫撰

寫。 

第十一週(2) 如何擬定執行步驟流程？ 

1.完成 sop 與時程圖。 

想像-擬定介紹家鄉鄉行動

方案的執行步驟流程 

1.分享確認活動辦理計畫。 

2.討論執行步驟流程(完成 sop 與時程

圖)。 

3.利用科技紀錄歷程。 

1.完成 sop 與時程

圖。 

2.完成歷程記錄-活動

計畫、sop、時程

圖。 

第十二週(2) 如何完成分享內容？ 
1.擬定設計脈絡。 實踐與實作-介紹家鄉行動

方案的製作(脈絡) 

1.擬定設計脈絡。 

2.利用科技紀錄歷程。 

1.完成歷程記錄。 

第十三週(2) 如何完成分享內容？ 
1.編輯分享內容。 實踐與實作-介紹家鄉行動

方案的製作(內容) 

1.編輯分享內容。 

2.利用科技紀錄歷程。 

1.完成歷程記錄。 

第十三週(2) 如何完成分享內容？ 
1.輔以數據、佐證、說

明。 

實踐與實作-介紹家鄉行動

方案的製作(數據) 

1.輔以數據、佐證說明。 

2.利用科技紀錄歷程。 

1.完成歷程記錄。 

第十五週(2) 如何完成分享內容？ 
1.內容順序。 實踐與實作-介紹家鄉行動

方案的製作(檢視) 

1.檢視、調整內容順序。 

2.利用科技紀錄歷程。 

1.完成歷程記錄。 

第十六週(2) 如何完成分享與調整？ 
1.進行分享練習。 實踐與實作-介紹家鄉行動

方案的製作(檢視) 

1.進行分享練習。 

2.利用科技紀錄歷程。 

1.完成歷程記錄。 

第十七週(2) 如何設計回饋問卷？ 

1.回饋問卷。 
實踐與實作-針對介紹家鄉

行動方案的使用者測試評

估 

1.討論問卷題目 

2.設計問卷 

3.確認問卷發放方式。 

4.辦理介紹說明會。 

1.完成問卷設計。 

2.辦理介紹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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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週(2) 使用者對行動方案的感受？ 

1.回饋問卷統計，數據

分析與回饋。 

2.委託人回饋。 

實踐與實作-對介紹家鄉行

動方案的回饋與改善 

1.回饋問卷統計、數據分析。 

2.委託人回饋料整理。 

3.利用科技紀錄歷程。 

1.利用科技紀錄歷程-

分享內容、活動過

程、問卷分析、委

託人回饋。 

第十九週(2) 如何面對改善建議給予回應？ 
1.改善建議。 

2.撰寫省思。 

分享與反思-介紹家鄉行動

方案的省思撰寫 

1.針對回饋進行改善建議討論。 

2.完成活動省思。 

1.利用科技紀錄歷程-

改善建議、反思。 

第二十週(2) 
如何讓學習歷程完整？ 

如何讓歷程脈絡分享時更順暢？ 

1.歷程檔案。 

2.歷程脈絡。 
分享與反思-介紹家鄉行動

方案的歷程整理(加照片說

明) 

1.老師提供歷程相關照片，給孩子挑選加

入自己的歷程檔案。 

2. 完成學習歷程簡報。 

1.歷程檔案加入老師

提供的照片。 

2.完成學習歷程簡

報。 

第二十一週(2) 如何進行正式的歷程分享？ 1.學習歷程分享。 
分享與反思-介紹家鄉行動

方案的歷程分享 
1.學習歷程分享。 

1.學習歷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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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公立七股區樹林國民小學 110 學年度(第二學期)六年級【PBL 專題式學習】彈性學習課程計畫 

專題名稱 創意市集-如何科技行銷(行銷家鄉)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28)節 

學習情境 

因為疫情的關係，大家都不敢出門，很多活動都停止辦理。里長告訴我們，他看到我們辦的線上畢業典禮很棒，他也想辦一場樹林白

鶴文化展示活動，但是因為疫情無法辦理實體活動，他很苦惱不知如何是好。於是里長來找我們協助，看看是否可以將樹林白鶴文化

展示活動，轉變為線上辦理的活動模式，讓這個活動可以順利進行。 

待解決問題 

(驅動問題) 

如何結合科技的應用，透過介紹說明會，讓外賓了解家鄉？ 
探求與感受-如何蒐集委託者需求？如何凝聚全體共識？如何共創發展方向？如何依規畫進行分工？如何撰寫計畫書？ 

想      像-如何規劃發展方向的內容？如何規劃活動的宣傳行銷？如何將科技特色應用於樹林白鶴文化展示活動？如何擬定執行、行銷步驟與流程？ 

實踐與實作-如何完成策展規劃與行銷？如何完成分享與調整？使用者對行動方案的感受？ 

分享與反思-如何讓學習歷程完整？如何面對改善建議給予回應？如何進行正式的歷程分享？ 

跨領域之 

大概念 
合作：孩子能依據規劃、發展方向，樂於與人互動，透過科技行銷的方式，合作完成整個樹林白鶴文化展示活動的規劃與執行。 

本教育階段 

總綱核心素養 
E-C2具備理解他人感受，樂於與人互動，並與團隊成員合作之素養。 

課程目標 
透過閱讀理解(語文)、探究(自然)，訪談、蒐集、整理訊息，經由思辨過程(社會)，提出具體、可行的想法與觀點，透過科技數據的

應用，來完成說明會，並將數據、資料分享給更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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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樹林白鶴文化展示活動   

服務/分享對象：□校內學生  □校內師長  □家長    □社區    □其他                

完成一場介紹七股、樹林的說明會，與學習歷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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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週(2) 如何蒐集委託者需求？ 

1.蒐集委託者的需求

(包含:問題背景、關

鍵詞、需求……

等)。 

2.委託者訊息重點。 

探求與感受-蒐集委託者提

出辦一場樹林白鶴文化展

示活動的訊息 

1.由訪談或對話，了解委託者需求，訪談

或對話過程請孩子整理相關資訊。(內

容為更細部的確認，例如：對白鶴文化

展示活動的活動內容有甚麼期待?里長

這邊可以提供的協助與資源?期待的線

上辦理的樣態?) 

1.每個人完成委託者

心智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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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協助孩子將整理的資訊，轉化成個人心

智圖。 

第三週(2) 如何凝聚全體共識？ 

1.確認委託者心智圖。 

2.科技紀錄歷程 

探求與感受-凝聚樹林白鶴

文化展示活動辦理的共識 

1.分享個人心智圖，了解彼此心智圖間的

差異。 

2.再次確認委託者需求，完成小組共識心

智圖。 

3.利用科技紀錄歷程。 

1.分享個人心智圖。 

2.完成小組共識心智

圖。 

3.完成歷程記錄-個人

心智圖、小組共識

心智圖。 

第五週(2) 如何共創發展方向？ 

1.了解範圍與限制。 

2.找出共同的方向，完

成架構心智圖。 
探求與感受-凝聚夥伴對樹

林白鶴文化展示活動方

向，提出具體架構。 

1.檢視所有的線索，討論思考樹林白鶴文

化展示活動會遇到那些問題，了解範圍

與限制並分享。 

2.討論如何從線索中找出共同的方向並提

出架構。 

3.完成發展方向的架構心智圖。 

1.完成發展架構的心

智圖。 

第六週(2) 如何依規畫進行分工？ 

1.了解自己可以支援什

麼。 

2.進行分工規畫。 

探求與感受-樹林白鶴文化

展示活動的規劃、分工 

1.依發展方向思考，我可以為這專題做什

麼?有那些是我不足需要強化的。 

2.老師帶領孩子合作設計檢核表，進行分

工規畫。 

1.完成分工檢核表。 

第七週(2) 如何撰寫計畫書？ 

1.如何完成樹林白鶴文

化展示活動的計畫草

案。 
探求與感受-樹林白鶴文化

展示活動的計畫草擬 

1.草擬計劃書。(挑戰任務：諮詢活動企

劃書如何撰寫，如何進行一個完整的活

動規劃，包含:人、事、時、地、物。) 

2.利用科技紀錄歷程。 

3.初步完成計畫書草案。 

1.完成歷程記錄-完成

發展架構的心智

圖、分工檢核表。 

2. 完成計畫書草案。 

第八週(2) 如何規劃發展方向的內容？ 

1.分享彙整資料。 

2.討論內容規劃。 想像-樹林白鶴文化展示活

動的內容規劃 

1.合作討論樹林白鶴文化展示活動，活動

主題規劃。(挑戰任務：請辦活動有經

驗的專家進行指導。) 

2.依討論的內容及方向，修正計劃書。 

1.修正計劃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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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週(2) 如何規劃活動的宣傳行銷？ 

1.擬定行銷策略。 

想像-確認樹林白鶴文化展

示活動的時間與行銷策略 

1.討論樹林白鶴文化展示活動，活動主題

行銷策略規劃。(挑戰任務：請有經驗

的專家進行指導。) 

2.依行銷策略訂定期程(甘特圖)  

1.群體討論。 

2.確認行銷甘特圖。 

第十一週(2) 

如何將科技特色應用於樹林白鶴文

化展示活動？如何擬定執行、行銷

步驟與流程？ 

1.了解新興科技的應

用。 

2.完成 sop 與時程圖。 
想像-構思解決方案，擬定

活動的執行步驟與行銷流

程，挑選樹林白鶴文化展

示活動的的最佳方案 

1.分享可用的新興科技。(可遠端視訊與

專業的人員對談) 

2.團體討論，確認辦理方向是否須修正，

完成最佳方案。 

3.檢視展示的分工進度(討論確認進度檢

核方式)。 

4.合作討論執行步驟流程(完成 sop 與時

程圖)。 

5.利用科技紀錄歷程。 

1.合作討論。 

2.完成 sop 與時程

圖。 

3.完成歷程記錄-活動

計畫、sop、時程

圖。 

第十二週(2) 如何完成策展規劃與行銷？ 
1.擬定策展規劃與行

銷。 

實踐與實作-進行策展規

劃、第一波行銷活動 

1.進行策展規劃、第一波行銷活動。 

2.利用科技紀錄歷程。 

1.完成歷程記錄。 

第十三週(2) 如何完成策展規劃與行銷？ 

1.擬定策展規劃與行

銷。 
實踐與實作-進行策展規

劃、第二波行銷活動 

1.進行策展規劃、第二波行銷活動。 

2.檢視行銷策略，是否修正、加強。 

3.利用科技紀錄歷程。 

1.完成歷程記錄。 

第十四週(2) 使用者對行動方案的感受？ 

1.委託人回饋。 
實踐與實作-樹林白鶴文化

展示活動使用者感受 

1.委託人回饋料整理。 

2.利用科技紀錄歷程。 

1.利用科技紀錄歷程-

分享內容、活動過

程、委託人回饋。 

第十五週(2) 如何讓學習歷程完整？ 

1.進行歷程檔案整理。 
分享與反思-樹林白鶴文化

展示活動歷程整理(加照片

說明) 

1.老師提供歷程相關照片，給孩子挑選加

入自己的歷程檔案。 

2.進行歷程檔案整理。 

1.歷程檔案加入老師

提供的照片。 

2.完成學習歷程簡

報。 

第十六週(2) 如何面對改善建議給予回應？ 
1.回應改善建議。 

2.撰寫省思。 

分享與反思-樹林白鶴文化

展示活動的省思撰寫 

1.針對回饋進行改善建議討論。 

2.完成活動省思。 

1.利用科技紀錄歷程-

改善建議、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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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週(2) 如何進行正式的歷程分享？ 1.學習歷程分享。 
分享與反思-樹林白鶴文化

展示活動的歷程分享 

1.完成學習歷程簡報。 

2.學習歷程分享。 

 

1.學習歷程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