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一類 PBL) 

臺南市公立鹽水區竹埔國民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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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雲端竹埔-我是網頁小達人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20)節 

學習情境 鴿笭比賽是竹埔社區逐漸沒落的傳統文化，要如何讓鴿笭比賽不會消失，並且發揚讓其他人知道呢？ 

待解決問題 

(驅動問題) 

家鄉的鴿苓文化特色逐漸沒落，身為社區的居民要如何發揚社區的文化特色，讓大家看到本地的文化呢?學生心中的關於社區的文化

構想、創作感要如何表現出來呢? 

跨領域之 

大概念 
【人地關係】：介紹當地的人地關係，並用科技輔助搜尋及統整內容。 

本教育階段 

總綱核心素養 

自-E-B2能了解科技及媒體的運用方式，並從學習活動、日常經驗及科技運用、自然環境、書刊及網路媒體等，察覺問題 

 或獲得有助於探究的資訊。 

社-E-A2敏覺居住地方的社會、自然與人文環境變遷，關注生活問題及其影響，並思考解決方法。 

綜-E-B2蒐集與應用資源，理解各類媒體內容的意義與影響，用以處理日常生活問題。 

課程目標 了解社區鴿笭文化，並以文書軟體將資料數位化，傳承社區在地鴿笭文化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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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享發表社區鴿笭文化數位資料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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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週 鴿笭網站製作技巧練習-規劃

網站與首頁 

1.認識與規畫網站 

2.下載與安裝

KompoZer 

3.使用格式、插入

功能設定網頁文

1.知道如何規劃網站

與網站資料夾。 

2.正確的操作下載與

安裝 Kompo Zer。 

3.正確設定網頁文字

1.藉由教材學習規畫網站與設置網

站資料夾。 

2.藉由教材學使安裝並使用

KompoZer  

3.藉由教材學習設定首頁文字與圖

1.於電腦設設置

網站的資料夾。 

2.於電腦上安裝

Kompo Zer。 

3.製作網站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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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圖片。 

4.使用格式功能設

定網頁背景並儲存

預覽。 

與圖片 

4.正確設定網頁背景

並在瀏覽器預覽設定

後的網頁。 

片 

4.藉由教材學習設定網頁背景功能

及瀏覽器預覽功能。 

第 6-10週 鴿笭網站製作技巧練習-電子

相簿網頁 

1.使用表格功能製

作表格並調整表

格、框線。 

2.使用插入功能設

定圖片並製作圖片

超連結。 

3.製作嵌入影片音

樂網頁。 

4.製作文字、圖

片、檔案、電子信

箱超連結網頁。 

1.能正確操作表格並
調整表格。 

2.能正確操作插入圖
片並製作超連結。 

3.能正確在網頁上嵌

入影片 

4.能操作軟體設定文

字、檔案、圖片、郵件

的超連結。 

1.藉由教材學習操網頁表格的設

計。 

2.藉由教材學習製作相簿，並插入

超連結。 

3.藉由教材學習嵌入網路上現有的

影片到自己的網頁上。 

4.使用教材學習設定各種超連結。 

1.製作電子相簿

的網頁 

製作可以超連結

的多媒體網頁 

第 11〜16週 鴿笭網站製作技巧練習-

CSS、圖文層、頁框、Java 

Script 

1.認識CSS串接樣式

表功能。 

2.利用CSS處理圖

片、背景、文字、

超連結。 

3.認識圖文層的觀

念及應用。 

4.圖文層的建立、

修改、刪除。 

5.在圖文層內使用

圖片、影片、超連

結。 

6.認識頁框iframe

1.能說出 CSS的主要
功能。 

2.能正確操作 CSS來
修改圖片、背景、文
字、超連結。 

3.能說出圖文層的主
要用途。 

4.會正確建立、修改與
刪除圖文層。 

5.能製作具有多媒體
的圖文層的網頁。 

6.能正確說出頁框的

功能，並在網頁上正

確做出頁框的功能。 

1.使用教材來學習正確的 CSS觀

念。 

2.藉由教材來練習 CSS的建立、修

改、刪除。 

3.藉由教材認識圖文層的意義。 

4.藉由教材來學習操作圖文層。 

5.藉由教材學習製作具有多媒體圖

文層網頁。 

6.藉由教材學習在同一個網頁，某

一區塊內容可以置換的網頁設計。 

7.藉由教材學習使用文字上的

Java Script功能。 

 

1.製作 CSS的規

則。 

2.製作出圖文

層。 

3.製作出頁框功

能的網頁。 

4.製作出 Ja va 

Script文字效果

的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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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功能與操作方

式。 

7.認識 Java 

Script的功能與套

用方式。 

7.能正確說出 Java 

Script的功能，並在網

頁上正確設定 Java 

Script。 

第 17〜20週 鴿笭網頁製作與分享 1.使用多媒體軟體

或上網收集鴿笭網

頁製作的素材。 

2.使用音樂、文

字、圖片、影片、

超連結功能製作家

鄉鴿笭的網頁 

1.能正確製作收網頁

製作需的素材。 

2.能使用搜尋引擎搜

尋鴿笭相關資料。 

3.正確製作出鴿笭網

頁資料。 

1.使用回家一書、搜尋引擎及繪圖

軟體，製作網頁製作素材。 

2.應用本學期所學網頁製作技能及

素材，製作鴿笭網頁。 

製作出有文字、

圖片、音樂、影

片等多媒體的鴿

笭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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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南市公立鹽水區竹埔國民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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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雲端竹埔-數位鴿笭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20)節 

學習情境 竹埔國小校訂課程主題為鴿笭，運用 micro bit的特點連結鴿笭的特色，讓社區文化與科技交會產生火花。 

待解決問題 

(驅動問題) 
如何運用 micro bit的特點讓傳統文化以數位科技呈現在地鴿笭特色？ 

跨領域之 

大概念 
【人地關係】：介紹當地的人地關係，並用科技輔助搜尋及統整內容。 

本教育階段 

總綱核心素養 

E-B2 具備科技與資訊應用的基本素養，並理解各類媒體內容的意義與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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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學生具有科技素養能力，並能探究社區文化與資訊課程設計之關聯與影響，使孩子在探究過程中樂於與同儕互動，培養團隊合作
精神之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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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享並操作程式設計的鴿笭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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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週 思考鴿笭的特點，並想像如

何與 micro bit的特點做結

合。 

1.發表自己看法 

2.樂於互動與討論 

3.思考社區文化與

設計課程的連結。 

1.分析 micro bit的

特點。 

2.察覺鴿笭與 micro 

bit的相關性。 

1.團隊討論鴿笭與 micro bit的特

點。 

2.想像如何設計讓學生有興趣的資

訊課程。 

1.討論紀錄表 

2.觀察上課態度 

第 4-8週 依照之前討論結果，想像鴿

子飛行時，翅膀拍動的頻

率，設計計次器，並規劃遊

戲規則來競賽。 

1.完成計次器。 

2.設計比賽規則 

3.彼此討論與修正 

1.想像鴿笭與資訊課

程連結之關聯並完成

計次器。 

2.從遊戲中培養團隊

1.從鴿子飛行拍動翅膀延伸設計計

次器。 

2.設計遊戲規則培養互動精神。 

1.討論紀錄表 

2.觀察上課態度 

3.完成計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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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 

第 9-13週 從鴿子在天空飛行的時間來

想像，設計出倒數器，並規

劃遊戲規則來遊戲。 

1.完成倒數器。 

2.設計比賽規則。 

3.彼此討論修正。 

1.想像鴿笭與資訊課

程連結之關聯並完成

倒數器。 

2.從遊戲中培養團隊

精神。 

1.從鴿子飛行時間延伸設計倒數

器。 

2.設計遊戲規則培養互動精神。 

1.討論紀錄表 

2.觀察上課態度 

3.完成倒數器。 

第 14-18週 從鴿子在天空翱翔想像成路

上行進，設計成鴿子造型的

遙控車，並設計關卡來比

賽。 

1.完成鴿子造型遙

控車。 

2.設計比賽規則。 

3.彼此討論修正。 

1.想像鴿笭與資訊課

程連結之關聯並完成

遙控車。 

2.從遊戲中培養團隊

精神。 

1.從鴿子天空翱翔延伸設計遙控

車。 

2.設計遊戲規則培養互動精神。 

1.討論紀錄表 

2.觀察上課態度 

3.完成遙控車。 

第 19-20週 成果分享 發表自己學習內容 展現學期成果 每人一一上台分享自己成果 1.ppt 

2.個人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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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