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一類 PBL) 

臺南市公立南區龍崗國民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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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廢創意－創客教育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 20 )

節 

學習情境 
本校位於海邊，走在海邊常發現各類海洋廢棄物，希望學生們從環境中去發掘問題並思考現況，並透過創客轉化廢棄物為創作，讓我

們一起來發揮創意並與師生分享 

待解決問題 

(驅動問題) 
海洋廢棄物的成因？海洋廢棄物有什麼處理方式？ 

跨領域之 

大概念 
變遷與因果－四鯤鯓海邊的環境隨著時代的變遷而變化，這些改變對我們及這個生態環境造成許多影響 

本教育階段 

總綱核心素養 

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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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B3 具備藝術創作與欣賞的基本素養，促進多元感官的發展，培養生活環境中的美感體驗。 

課程目標 藉由海灘淨灘活動了解海洋廢棄物對環境的影響，並透過創意改造海廢創意成藝術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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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合本校舉辦百週年校慶(12月)，將海廢創意作品融入成果展現，邀請全校師生共同參與及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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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節 

 

學校以海為鄰，透過淨灘服

務，體驗淨灘的過程並分享

淨灘體驗？ 

1. 淨灘服務 

2. 海洋廢棄物種類 

1. 實踐公益服務。 

2. 思考海洋廢棄物的

分類、造成原因及

改善方法。 

1. 分組統計海廢種類表(製作統計

表) 

2. 分組分享海洋廢棄物報導並學

發表想法 

3. 海廢簡報 

透過口頭問答 

完成分組討論自

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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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節 透過社區長輩口述歷史，讓

學生了解以前海灘與現今海

灘生態環境的差異 

1. 口述歷史問卷設

計 

2. 訪談及文字整理 

1. 能設計出問卷題目 

2. 能訪問長輩並將結

果記錄在問卷上 

3. 能說出長輩兒時的

海灘生態環境記憶 

1. 設計問卷： 

問卷-【消逝的海灘】 

2. 訪問家裏長輩兒時海灘的生態

印象，並記錄在學習單。 

3. 各組進行發表並完成自評互評

表 

1. 完成問卷、訪

談 

2. 完成自評互評

表 

８節 無用之用為之大用，海廢材

料可以有什麼方式來加以應

用呢？ 

海廢分組創作 1. 能利用海廢材料

分組製作出一組

多媒材作品 

2. 能清楚表達作品

製作方式和創作

理念 

3. 能說出各組作品

的問題與建議。 

 

1. 分組討論創作的理念及主題。 

2. 所需的材料、創作方式及材料

來源蒐集。 

3. 作品介紹 

作品口頭發表 

滿意度互評表。 

４節 

 
展覽活動 

 

策展活動流程 1. 能完成場地佈置 

2. 能完成策展活動海

報及宣傳活動 

3. 能清楚表達作品的

創作理念 

1. 配合百年校慶學習成果展  

2. 設計回饋單(含評分表) 

3. 辦理回饋單抽獎活動（票選最

佳作品） 

1. 體驗評分表 

2. 回饋單回收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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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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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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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南市公立南區龍崗國民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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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海人生－海灘上的寶藏：海洋廢棄物手作品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 1７ )

節 

學習情境 學校臨近海邊，除了海洋廢棄物外，尚有養蚵產業，養蚵產業帶來那些海洋影響呢？我們試著去了解吧？ 

待解決問題 

(驅動問題) 
社區的養蚵產業對海岸環境的影響？這些影響有什麼改善方法？ 

跨領域之 

大概念 
變遷與因果：了解社區產業特色中養蚵產業對海洋的影響 

本教育階段 

總綱核心素養 

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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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B3 具備藝術創作與欣賞的基本素養，促進多元感官的發展，培養生活環境中的美感體驗。 

課程目標 透過社區訪談、淨灘觀察及創體驗海洋廢棄物材料手作引發學生手做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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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合校內活動，邀請全校師生共同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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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節 社區養蚵產業對四鯤鯓海灘

的影響？ 

 

養蚵方式的種類 1. 可以思考不同環

境所產生的產業

種類差異？ 

2. 社區產業特色？ 

 

1. 社區走查（四鯤鯓港口及鄰近

產業踏查） 

2. 分組介紹及養蚵產業的種類 

口頭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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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節 在地養蚵產業的養殖方式造

成那些環境影響？ 

在地養蚵產業造成

的環境問題 

思考人與環境、產業

的困境 

 

1. 淨灘觀察與體驗 

2. 臺南社大四鯤鯓淨灘影片分享 

3. 分組討論與發表 

口頭發表 

學習單 

７節 海灘上的寶藏，怎樣利用養

蚵廢棄物來製作創意作品？ 

養蚵廢棄材料個人

創作 

1. 個人能清楚表達創

作理念及製作方式 

2. 能表達出創意品所

代表的意思。 

1. 能簡報(如海報)說明作品的製

作流程及理念。 

2. 進行發表並完成自評互評表。 

3. 作品分享：說出優缺點 

4. 修正與再設計 

1. 口頭發表心得 

2. 完成修整滿意

度評分表 

２節 融入校內活動時，呈現學習

成果？ 

場地活動及宣傳 個人手作品展示 1. 校內活動策展演或擺攤展示 

填寫體驗後回饋單(含評分表) 

1. 評分表 

回饋單回收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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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