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錄 2-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一類 PBL)參考說明 

臺南市立土城高級中學國中部 110學年度(第一學期)九年級【PBL專題式學習】彈性學習課程計畫 

專題名稱 從全球視野觀看臺南在地宗教慶典的文化脈絡轉型-深耕「臺江迎神祭」廟會活動 
教學

節數 
本學期共( 21 )節 

學習情境 從在地人文軌跡，結合課本內容破解歷史符碼，爬梳歷史事實的歷程。 

待解決問題 

(驅動問題) 

舉辦廟會不僅是尊崇神明亦是文化的傳承，近年來，廟會淪為喧鬧不堪與垃圾堆積的情況，如何轉化其正面文化價值，是引領社區翻

轉的契機。 

跨領域之 

大概念 
關注在地和全球議題。 

本教育階段 

總綱核心素養 

JA3具備規劃及執行計畫的能力，並試探與發展多元專業知能、充實生活經驗， 發揮創新精神，以因應社會變遷、增進個人的彈性

適應力。 

JC3具備敏察和接納多元文化的涵養，關心本土與國際事務，並尊重與欣賞差異。 

課程目標 以自主行動與社會參與，連結在地、全球文化承載與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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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知道臺江發展與生活環境息息相關。 

2.覺察廟宇文化對身旁人事物的重要性，透過親自參與臺江文化季的迎神慶典，深耕對在地文化資產之認識。 

3.藉由田野調查，探索曾文溪氾濫對安南區的危害與利多。 

4.(1)資訊類簡報並分享，PPT。 

  (2)書面類簡報並分享，海報。 

  (3)展演類，說明會。 

  (4)作品類，如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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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取課程架構脈絡中能啟動學生
產生好奇進而探究，並能引導聚
焦於該單元學習目標的提問。脈
絡代表的是專題發展有系統邏
輯與次序性。 

 系統性的單元問題堆疊出學生
完成總結性表現任務的鷹架。 

 依照學習目標自訂學習
內容宜自行發展本課程
期望學生學習到的探究
態度、策略與相關知識
(新知識)與能力。 

 主要以名詞呈現。 
 建議提供非單一指定學

 運用學習表現動作性質
的字 詞做 為參 考「 動
詞」，結合學習內容（名
詞），以完整句子串連敘
寫。 

 動詞建議以培養學生自
學所需探究思維為主，如

 與學習目標、學習內容緊密連
結，設計活動及流程。以目標動
詞為主，概略描述相關內容、探
究方法策略等如何結合。 

 安排以學生為中心，發表個人意
見及選擇的學習活動。建議避免
食譜式學習活動。 

 針對其學習內容與學習活
動用何證據檢視學習目標
的達成。 

 建議安排提高學生好奇與
探究的任務如觀察日誌、訪
談、踏查等。 

 總結性任務需有公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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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素材來源，亦可由學
生自行決定。 

察覺、蒐集、分析等。 
 可結合 21 世紀 5C 關鍵
核心能力 

 部分活動須以分組合作進行。 
 

的對象。 
 失敗的反思也屬學習任務。 

第 1-5週 清朝移民社會的共同信仰與

原鄉信仰。 

1. 探索舉辦臺江文

化季的原因。 

2. 對於「臺江迎神

祭：開基鹿耳門媽

祖出巡」的應對態

度。 

3. 學校實施臺江特

色課程的因應策

略。 

1. 察覺自身環境的文

化氛圍。 

2. 善用溝通協調能

力，蒐集歷屆 2005

年與 2012年、2021

年的廟會慶典資

料。 

3. 分析無形文化資產

的重要性。 

1. 請顯宮國小畢業的同學引

領同學進行社區踩踏。 

2. 分組製作 ppt或影片，讓

同學自己重新找到北汕尾

媽祖宮鹿耳門天后宮和自

己生活環境的關聯。 

 

1. 分組製作 ppt或自拍

影片認識北汕尾媽

祖宮鹿耳門天后宮。 

第 6-10週 臺灣區域發展與差異。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臺灣經濟

與社會的發展。 

1. 覺察六都之中，臺

南曾為臺灣的政

治與經濟中心，擁

有著名的文化古

蹟，廟宇是先民重

要的文化資產。 

2. 探究民國 60年，

臺灣退出聯合國

與民國 68年中美

斷交，大學生主張

「唱自己的歌」，

民歌引領潮流之

因。 

1. 蒐集「文化建醮」

此詞所代表的意

涵，為何廟宇成為

臺南庶民生活重要

一環。 

2. 請同學以團隊合作

力量，分析廟宇為

何會成為常民生活

重要文化之一。 

1. 以主動積極的熱誠，自行

擇一廟宇親自到訪，觀察

民歌「廟會」歌詞提到：「范

謝將軍站兩旁，叱吒想當

年」神態，並找出范、謝

將軍神祇的典故。 

2. 思考為參與廟宇活動勤練

白鶴陣，反而犧牲上課和

段考的時間，是否喧賓奪

主而成為學習的阻礙? 

1. 請同學自行搜尋民

歌「廟會」歌詞，分

組演唱「廟會」。 

2. 製作海報，分組進行

「廟會」歌詞文本分

析。 

3. 分組辯證：除探討廟

宇慶典的重要性

外，亦反思為「臺江

迎神祭」廟會活動而

請假一星期，是否有

其必要性? 

第 11-15週 大航海時期的臺江發展。 

全球環境議題。 

1. 世界四大文明古

國發展，皆以「水」

為成就已身文

化，因此，探究臺

1. 找出曾文溪被地方

戲稱「青瞑蛇」的

緣由。 

2. 自然環境的變化如

1. 進行田野調查，走訪曾文

溪大排水溝多年前水患，

造就的十二佃榕王武聖

廟、七寶塔，分析臺江水

1. 分組進行校內穿堂

「臺江古地圖」說明

會。 

2. 分組訪談社區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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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的歷史發展，曾

文溪固定氾濫抑

或氾濫成災的問

題，有著劃時代的

意義。 

2. 抱持關懷環境倫

理與生活的態

度，追求永續發展

不滅，維持地球與

生命共榮共存。 

何加速社會變遷，

嘗試以分組來執行

複雜問題解決，探

討：「成之曾文溪，

敗之曾文溪」? 

災之禍之主因。 

2. 就近田野踩踏，採訪 2021

辛丑年「臺江迎神祭」擔

任先鋒官的十三佃慶興宮

與擔任駕前先鋒官的十二

佃南天宮兩廟宇，撰寫田

調學習重點、反覆咀嚼吸

收後，藉以了解臺江發展

史。 

老，就近進行田野踩

踏調查。 

第 16-21週 當代世界與文化。 

社會互動中的社會規範。 

社區參與。 

1. 配合地方特有文

化的發展，讓逐漸

式微的傳統民俗

活動，注入活水策

略。 

2. 以廟宇為中心的

凝聚的力量，建立

起人與人、人與社

區的鄉梓情感。 

1. 察覺傳統社會人們

習慣在節慶施放爆

竹煙火，象徵熱

鬧、愈炸愈旺，但

如何預防災害發

生，維護人民生命

財產並確保公共安

全? 

2. 分析人潮擁擠的廟

宇，如何開創文化

創造力和兼顧防疫

措施，是目前待解

決課題。 

1. 結合學校下學期的作品展

舉辦自我特色作品展，配

合班親會，邀請家長與社

區人士一同參與，齊心打

造「社區認同感」。 

2. 分組討論：如何讓「臺江

迎神祭」的舉辦，不成為

沿路丟滿垃圾的習慣? 讓

新興的無人機表演成為在

地廟會的新亮點，捨棄煙

火施放的環境污染，卻能

享受靜謐夜空的閃爍與廟

會活動相互輝映。 

1. 北汕尾媽祖宮鹿耳

門天后宮模型作品

製作。 

2. 分組答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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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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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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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