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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公立永康區五王國民小學111學年度第一學期五年級【PBL專題式學習】彈性學習課程計畫 

專題名稱 五王校園探險趣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20)節 

學習情境 

在校園中有許多有趣、特別的觀察點，也有一些須要改善的設施或更符合學生需求的規劃。透過學生舊經驗的分享和實地的校園觀

察，探究自己和校園之間的關聯性，並經由分組地圖的實作和任務單，引發學生對校園的關懷，發現校園問題，向學校相關單位提

出解決方案。 

待解決問題 

(驅動問題) 

在校園中有許多有趣、特別的觀察點，也有一些須要改善的設施或更符合學生需求的規劃。如何讓學生透過地圖的製作，呈現校園

景點、學習點(亮點)和問題點(危險、髒亂…)?如何透過行動方案解決校園的問題點，展現新亮點，讓校園更舒適更符合大家的期待

呢？ 

跨領域之 

大概念 
透過製作校園地圖的過程，探究自己與校園之間的互動情形和關聯性 

本教育階段 

總綱核心素養 

1. A2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具備問題理解、思辨分析、推理批判的系統思考與後設思考素養，並行動與反思，以有效處理及解決 

生活、生命問題。 

2. 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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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目標 

1. 經由資料蒐集及分享，了解各種地圖的功能和特色，進而加以判別和應用，培養學生統合、分析和思辨的能力。 
2. 透過小組分享及討論，決定地圖的主題和呈現的內容，培養學生溝通協調能力。 
3. 經由觀察校園設施和植物，找出校園的景點、學習點和問題點，紀錄校園特色和待改善的事物，培養學生問題解決能力。 
4. 透過小組合作，完成校園地圖的主題、圖示和內容設計和繪製，展現學生的想像力和創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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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圖分享】分享查詢地圖的經驗，了解地圖不同的功能和形式。 

【資料閱讀】觀察地圖上的文字內容和圖示，找出呈現的主題和特色。 

【校園探索】觀察校園並找出景點、學習點和問題點，紀錄校園特色和待解決的事物。 

【美感設計】依照學校景點、學習點和問題點設計地圖中的圖示。 

【小組共作】經過小組討論，共同繪製校園主題探險地圖，並設計挑戰尋寶任務。 

【創作分享】各組發表創作校園地圖的理念、成果和尋寶心得。 

【發現與探究】以校園樹木安全為主題，探究校園樹木的安全問題，並提出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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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取行動】各組提出校園改善校園問題的行動方案，並規劃如何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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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地圖大彙整】 

1. 我們常用的地圖有哪些

形式?功能又是甚麼? 

2. 地圖的標示和圖示代表

甚麼意思?為何這樣呈

現? 

1. 探討各種地圖的主

題、形式和功用。 

2. 探討地圖的內容和

圖示意義。 

3. 蒐集各式地圖和相

關資料。 

1. 經由學生舊經驗的

分享，引發學生探

究地圖的動機。 

2. 經由地圖資料的統

整蒐集和共讀討

論，培養學生統

合、分析的能力。 

 

1.學生使用各式地圖的經驗分享，

腦力激盪地圖的功能和各種主

題地圖的特色，教師介紹地圖

的相關書籍和綠色生活地圖，

請學生蒐集地圖資料。 

2.四個學生為一組，將大家蒐集的

地圖資料，做分項的統整和分析，

歸納出各式地圖的功用和特點。 

1. 口語發表 

2. 能分組資料蒐

集、統整分

析、歸納主題

特色 

3. 聆聽、提問與

討論 

4. 小組分工與責

任分擔 

2 【校園偵探】 

1. 下課時，你喜歡去校園

哪些地方遊玩?有沒有

「秘密基地」?有什麼

特色? 

2. 你認為校園裡有哪些

「景點」、「學習點」和

「問題點」? 

3.校園裡的「景點」、「學 

習點」和「問題點」可

以用什麼圖示來表示?

為什要這樣呈現呢? 

1. 校園觀察紀錄單。 

2. 校園「景點」、「學

習點」和「問題

點」的圖示設計

單。 

3.  

1. 經由校園特色點的

討論分享，引發學

生對校園觀察探究

的興趣。 

2. 經由「博物館方

法」觀察單，紀錄

校園生態，找出校

園亮點和問題點，

培養學生觀察思辨

的能力。 

3. 透過分組設計校園

特點的圖示，培養

學生的創造力和溝

通協調能力。 

1. 教師提問學生下課時常去的校

園區域，並分享其特色，引發

學生探索校園的動機。 

2. 教師透過「博物館方法」觀察

單，讓學生紀錄校園物品或地

點的特徵、分布、功能和可改

善之處，並用圖文紀錄下來。 

3. 分享校園觀察單，並分組討

論，校園有哪些亮點和問題

點。 

4.複習之前地圖的圖示設計原則，

分組腦力激盪，設計學校特點

的圖示，並展示分享。 

1. 口語發表。 

2. 個人校園觀察

紀錄單的完整

性 

3. 分組圖示設計

的創意呈現 

4. 聆聽、提問與

討論 

5. 小組分工與責

任分擔 

4 【校園探險地圖尋寶趣】 

1. 探索校園之後，如何設

計一張主題地圖，來呈

現校園的特色呢? 

2. 思考創作地圖的目的是

1. 分組製作校園主題

探險地圖。 

2. 各組設計尋寶任務

單。 

3. 地圖尋寶活動。 

1. 透過製作校園地

圖，探究自己與校

園之間的互動情形

和關聯性。 

2. 經由地圖的創作和

1. 老師引導學生擬定製作校園地

圖的主題，各組規畫地圖內容

和分派工作，共同創作校園地

圖。 

2. 按照各組的校園地圖設計尋寶

1. 口語發表。 

2. 校園地圖的完

整性和創意呈

現 

3. 校園尋寶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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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麼?要如何呈現地圖

內容? 

3. 如何清楚的設計指派任

務，透過地圖上的圖示

和路線，讓挑戰者找到

「寶藏」? 

4.你覺得這次的探險地圖

製作和尋寶遊戲，有甚

麼收穫?有沒有遇到困

難點?如何克服?你認為

怎麼做會更好? 

 尋寶遊戲的設計，

培養學生的創造思

考能力。 

3. 透過地圖的製作和

尋寶探索的遊戲，

讓學生培養團隊合

作的精神和習得分

析思辨和解決問題

的能力。 

任務單，規劃引導步驟、路線

及目標物。 

3. 老師解說各組尋寶的時間和注

意事項。各組透過抽籤，拿到

他組的地圖及任務單，開始進

行尋寶活動，在規定的時間內

尋得寶藏，完成任務。 

4. 分組報告製作地圖和尋寶的收

穫和心得，透過教師提問，讓

學生思考並分享探索經驗。例

如:過程中遇到的困難，如何解

決?對他組設計的地圖或任務單

有何建議?。 

單的創意呈現

和正確性 

4. 聆聽、提問與

討論 

6. 小組分工與責

任分擔 

10 【校園樹木大搜查】 

1. 看似好端端的大樹，為

什麼要被砍掉? 

2. 校園為什麼要種這些大

樹? 

3. 樹木是否生病了?是否

導致校園的不安全? 

4. 如何為校園安全和大樹

的健康盡一份心力? 

1.校園植物的特徵與

分類：運用五上自

然科翰林版本第二

單元―植物的奧秘

裡的知識和分類，

描述校園樹木

「根、莖、葉、

花、果實」的特

徵，以及認識喬

木、灌木的分類方

式。 

2. 學生透過網路搜尋

校園樹木的介紹資

料和相關網址，分

組將資料製作成電

子書。 

3.「五王校園樹木觀

察」、「校園樹木條

列三二一」任務

1. 學生能應用教科書

所學的知識和分類

方式，探究校園樹

木的特徵，並做喬

木、灌木和草本的

基本分類。 

2. 學生能在網路軟體

應用、資料查詢和

電子書的製作過程

中，學會分組整理

的相關資料，並描

述校園各種喬木的

特色及概況。 

3. 分組討論並歸納分

析樹木的重要性，

討論校園植物所面

臨的問題，進而培

養學生環境保育和

種植樹木的重要概

※活動一：校園植物大搜查（1.5

節，60分鐘） 

1. 校園喬木追追追：觀察校園的

中庭植物構造的特徵，用「形

色 App」辨識植物名稱，依照

特徵進行初步分類，並上網找

尋植物分類依據的相關資料。                                                                                                                                                                       

2. 搜查任務大行動： 分組分區選

定觀察的樹木，用平板照相及

圖文解說紀錄樹木的生長(附件

一)，提出疑問(如樹木是否生

病?是否導致校園的不安全?)，

推測原因，並用植物圖鑑或上

網查詢相關資料，最後提出結

果和建議。 

※活動二：解說任務大出擊（1

節，40分） 

1. 製作電子書：教師指導學生將

蒐集的校園樹木的特徵紀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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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教師設計分組

討論並完成學習

單。 

4.提出校園樹木的重

要性、所面臨的問

題，提出解決方

案。 

念。 

  

蒐尋的資料，整理成「校園樹

木大搜查」電子書。 

2. 決定解說主題內容：老師製作

「印度紫檀」的介紹簡報，示

範如何在網路上的資訊和中擷

取重點和歸納主題。將學生分

為六組，各組選定一種校園樹

木，討論所要呈現的樹木特

徵，決定介紹的內容和組員分

工，各組將解說內容紀錄在電

子書上。 

3. 分組解說：各組將任務單，統

整歸納成校園樹木的小檔案簡

報檔，以小小解說員的方式上

台發表 

※活動二：樹木條列三二一 

1. 小組討論：在聽完各組報導

後，討論並統整有關樹木的三

個益處，有可能對校園帶來的

兩個危機和一個解決的方法，

並完成附件二任務單的記錄。 

2. 發表討論結果：各組派1~2位同

學發表分享任務單裡有關校園

植物的益處、問題和解決方

案，並提出具體可做到的行動

方案，向學校單位提出建議和

申請。 

2 【校園改造，展現亮點】 

1. 在探索校園後，你發現

校園裡有什麼問題點，

有甚麼方法可以改善? 

2. 校園裡有哪些特點?可

1. 研擬改造方案，執

行規劃表 

2.執行改造計畫 

1. 透過實際的校園改

造行動，發揮學生

的創造力，妝點校

園環境。 

2. 在執行改造校園的

1. 分組研擬校園改造行動方案的

時間、流程與工作分配，並紀

錄執行的成果。 

2.小組分享執行成果，分享執行遇

到的困難點、要改進之處或對

1. 校園改造行動

執行規畫表的

正確性和完整

性。 

2.小組能分享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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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經由什麼樣的改造，

展現亮點? 

 

過程，學習溝通協

調的能力。 

3. 透過分組討論及分

享成果，看到執行

的困難點，培養學

生獨立思辨和解決

問題的能力 

未來的展望與期許，並研擬計

畫向學校行政處室提出建議。 

行成果和反思

執行過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