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一類-單元活動設計版) 

國立臺南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111學年度(第一學期)五年級彈性學習 E化應用課程計畫 

學習主題名稱 
(中系統) 

E化應用 
實施年級 

(班級組別) 
五年級 

教學 

節數 
本學期共(21)節 

彈性學習課程 
四類規範 

1.■統整性探究課程 (■主題□專題□議題)                      

設計理念 

本學期課程分為兩個單元，單元一：空氣品質知多少，本課程藉由雲端服務─簡報，讓學生認識汙染物、空氣品質保護政策、

監測的指標，探討空氣品質對人類生活的影響，學習資料處理，以簡報筆記表達學習想法。單元二：行人號誌好智慧，藉由生

活化的情境問題，引導學生由學習情境分析→繪製流程圖→程式設計→實測除錯的歷程，培養運算思維，以及問題解決的能力。 

本教育階段 

總綱核心素養 

或校訂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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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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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目標 

1.認識電腦使用規則以及視力保健原則，養成良好的數位使用習慣與態度。  

2.認識雲端服務─電子郵件，學生能夠操作收發電郵與他人通訊。  

3.認識雲端服務─簡報，學生能夠操作簡報工具歸納空氣品質主題內容，表達想法。 

4.探討行人交通安全問題，並藉由情境分析與程式編程，模擬行人號誌運作，建構運算思維與程式設計的基礎能力。 

配合融入之領域

或議題 
有勾選的務必出現在

學習表現 

□國語文  □英語文  □英語文融入參考指引 □本土語 

□數學    □社會    □自然科學  □藝術   □綜合活動 

■健康與體育   □生活課程   □科技  ■科技融入參考指引 

□性別平等教育 □人權教育 □環境教育  □海洋教育  □品德教育 

□生命教育     □法治教育 ■科技教育  ■資訊教育  □能源教育 

□安全教育     □防災教育 ■閱讀素養  □多元文化教育 

□生涯規劃教育 □家庭教育 □原住民教育□戶外教育  □國際教育      

表現任務 
須說明引導基準：學

生要完成的細節說明 

1-1收發電子郵件。(個人)  

1-2設計簡報：理解各類媒體刊載資料，認識空氣品質和污染物的內容與探討對人類生活的影響，歸納資訊、表達想法。(個

人) 

2-1填寫程式流程圖：透過情境分析轉化為程式流程圖，藉此呈現解決問題的程序。(個人) 

2-2程式設計：以程式編輯器進行編程，並透過電控教具模擬行人號誌運作。(個人)  

課程架構脈絡圖(單元請依據學生應習得的素養或學習目標進行區分)(單元脈絡自行增刪) 

https://www.docufreez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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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表為第一單元教學流設計/(本學期共二個單元) 

單元名稱 空氣品質知多少 教學期程 第 1週至第 9週 教學節數 9節 

學習

重點 

學習表現 
校訂或相關領域與 

參考指引或 
議題實質內涵 

資 E11 建立康健的數位使用習慣與態度。 

資 E2  使用資訊科技解決生活中簡單的問題。 

資 E8  認識基本的數位資源整理方法。 

閱 E5  發展檢索資訊、獲得資訊、整合資訊的數位閱讀能力。  

資 E12 了解並遵守資訊倫理與使用資訊科技的相關規範。 

健體 B2 具備應用體育與健康相關科技及資訊的基本素養，並理解各類媒體刊載、報導有關體育與健康內容的意義與影

響。  

學習內容 
(校訂) 

•雲端電郵 

•雲端簡報 

•資料處理 

學習目標 

1-1收發電子郵件。 

1-2設計簡報：理解各類媒體刊載資料，認識空氣品質和污染物的內容與探討對人類生活的影響，歸納資訊、表達想

法。(個人) 

學習活動 
請依據其「學習表現」之動詞

具體規畫設計相關學習活動之

內容與教學流程。 

時間

節數

規劃 

教學流程 學習評量 教材或學習單 

1 
1.教師透過教室規則說明數位學習該有的使用習慣與態度。  

2.教師指導學生使用帳密登入雲端系統，並實作電郵收發。 

收發郵件 教學影片 

2 

1.教師簡介雲端簡報用途，並指導學生建立簡報。  

2.教師指導學生操作簡報工具，製作空氣品質知多少封面。(1)新增簡報內

頁、布景設計(2)內容設計 1-如何說明空氣品質好不好：文字、圖案(實作

資料重點歸納與呈現) 

•設計簡報 
學生學習手冊

PPT 

空氣品質知多少(9節)
1-1收發電子郵件。
1-2設計簡報：理解各類媒體刊載資料，
認識空氣品質和污染物的內容與探討對
人類生活的影響，歸納資訊、表達想法。

行人號誌好智慧(12節)
2-1藉由情境問題之影片觀看，學生能夠學習
情境分析，並轉化為程式流程圖。
2-2根據程式流程圖，以及程式設計知能的學
習，學生能夠進行行人號誌的程式編程，以及
實測除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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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內容設計 2-空氣汙染物介紹和監測指標:圖片+表格(認識創用 CC 與

合理運用網路資源) 

2 

(4)內容設計 3-空汙對人類生活影響的報導、對健康的衝擊、引發的疾病

等網路資料(圖案、圖示、超連結引用、插入影片) 

 

2 (5)內容設計 4-政府對空氣汙染的防制策略 (表格、圖案、超連結引用) 

 

本表為第二單元教學流設計/(本學期共二個單元) 

單元名稱 行人號誌好智慧 教學期程 第 10週至第 21週 教學節數 12節 

學習

重點 

學習表現 
校訂或相關領域與 

參考指引或 
議題實質內涵 

科 E1了解平日常見科技產品的用途與運作方式。 

資 E3應用運算思維描述問題解決的方法。 

學習內容 
(校訂) 

•運算思維技巧 

•程式設計 

學習目標 
2-1藉由情境問題之影片觀看，學生能夠學習情境分析，並轉化為程式流程圖。 

2-2根據程式流程圖，以及程式設計知能的學習，學生能夠進行行人號誌的程式編程，以及實測除錯。 

學習活動 
請依據其「學習表現」之動詞

具體規畫設計相關學習活動之

內容與教學流程。 

時間

節數

規劃 

教學流程 學習評量 教材或學習單 

1 

1.教師介紹 Code.org網站，以及認識程式編程自學教材。 

2.教師引導學生思考與解決自學教材：迴圈 10-10的問題。 

  https://studio.code.org/s/express-2021/lessons/10/levels/10 

3.學生發表解決策略，教師從中引導出運算思維的四大關鍵技巧。 

1.填寫流程圖 

2.程式編程 

Code.org網站 

學生手冊(PPT) 

程式編輯器 

2 

微課程 1：小紅人動作模擬 

1.教師揭示情境問題。 

2.透過小紅人運作影片的觀察，學生能夠填寫情境分析流程圖。 

3.學生能夠將情境分析流程圖，轉化為程式流程圖。 

https://studio.code.org/s/express-2021/lessons/10/levels/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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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根據程式流程圖，以及程式設計知能的學習，學生進行程式編程。 

程式知能：循序、重複 

元件應用：8*8點矩陣 

5.學生進行程式實測除錯，上傳程式作品。 

6.教師回饋說明。 

3 

微課程 2：觸控號誌倒數計時 

1.教師揭示情境問題。 

2.透過號誌倒數計時影片的觀察，學生能夠填寫情境分析流程圖。 

3.學生能夠將情境分析流程圖，轉化為程式流程圖。 

4.根據程式流程圖，以及程式設計知能的學習，學生進行程式編程。 

程式知能：選擇、變數 

元件應用：搖桿按鈕、OLED 

5.學生進行程式實測除錯，上傳程式作品。 

6.教師回饋說明。 

3 

微課程 3：小紅人觸控號誌 

1.教師揭示情境問題。 

2.透過小紅人與倒數計時運作影片的觀察，學生能夠填寫情境分析流程圖。 

3.學生能夠將情境分析流程圖，轉化為程式流程圖。 

4.根據程式流程圖，以及程式設計知能的學習，學生進行程式編程。 

程式知能：邏輯、比較、函式 

元件應用：搖桿按鈕、OLED、8*8點矩陣 

5.學生進行程式實測除錯，上傳程式作品。 

6.教師回饋說明。 

3 

自主創發：智慧行人號誌 

1.學生自主發想一個行人交通號誌的新功能。 

2.學生進行程式編程與實測除錯。 

3.教師給予回饋意見，學生進行程式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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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南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111 學年度(第二學期)五年級 E 化應用【PBL 專題式學習】彈性學習課程計畫 

專題名稱 校園安全好智慧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20)節 

學習情境 

在近期的新聞報導中，有關校園意外或安全維護事件頻傳，例如：學生的受傷事件、陌生人闖入校園事件等。為了讓同學們有個安

全的學習環境，又或是社群民眾在放學後有個安全的休閒環境，我們可以如何增進校園安全呢？其中科技日新月異，智慧數位世代

的來臨，讓我們一起來探討如何透過程式創發與應用來改善校園的安全機制與設施。 

待解決問題 

(驅動問題) 
我們如何設計與應用智慧系統來改善校園安全的問題？ 

跨領域之 

大概念 
1.溝通、2.聯結、3.發展、4.關係、5.邏輯、6.創造力、7.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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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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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B1具備「聽、說、讀、寫、作」的基本語文素養，並具有生活所需的基礎數理、肢體及藝術等符號知能，能以同理心應用在生活

與人際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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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能夠感受校園安全的重要性，並設計問卷與分析調查結果，覺察校園安全問題。 

2.能夠運用運算思維技巧，以程式設計智慧照明安全系統。 

3.能夠將知識遞移，以程式創發多工智慧安全系統。 

4.能夠錄製影片，並說明與展示創發的多工智慧安全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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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程式設計一套能夠改善校園安全的智慧系統，並推薦給學校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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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節) 

階段一：感受覺察 

階段問題：如何透過問卷調

查報告，指出有哪些是待改

1.校園安全 

2.焦點討論技巧 

◆能夠感受校園安全

的重要性，覺察校

園安全問題。 

◆ORID校園安全討論與問題覺察 

1.啟動專題，教師說明驅動問題。 

2.採用 ORID焦點討論法，以校園安全

ORID焦點討論學

習單（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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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的校園安全問題？ 影片觀賞與討論，探討校園安全的

重要性。 

第 2-4週 

(3節) 

1.問卷設計 

2.科技分析 

◆設計問卷與分析調

查結果，覺察校園

安全問題。 

◆校園安全問卷設計、調查分析 

1.設計校園安全線上問卷。 

2.運用行動載具實施調查。 

3.分析問卷調查結果，覺察被關注的

校園安全問題。 

校園安全問卷調

查（小組） 

第 5-6週 

(2節) 

階段二：建構知能 

階段問題：以解決校園昏暗

處的安全問題為例，如何透

過程式設計智慧照明安全系

統？ 

1.程式設計 

2.問題解決策略 

3.數位電控教具 

◆能夠學習運算思維

技巧，並運用程式

設計智慧照明安全

系統。 

◆微課程 1定時照明 

情境問題：每日早晚若得請學校人員

開關昏暗處燈光相當耗費人力。我們

如何透過定時機制來自動開關燈光

呢？ 

1.透過情境影片，引導學生觀察與分

析。 

2.將情境流程圖轉化程式流程圖。 

3.根據程式流程圖進行程式編程。 

  (1)學習運用單向選擇結構。 

  (2)學習運用比較與邏輯運算。 

  (3)學習運用燈條積木與控制色光。 

4.連線公版教具實測與除錯。完成繳

交程式檔或截圖上傳。 

定時照明安全系

統（個人） 

第 7-8週 

(2節) 

階段二：建構知能 

階段問題：以解決校園昏暗

處的安全問題為例，如何透

過程式設計智慧照明安全系

統？ 

1.程式設計 

2.問題解決策略 

3.數位電控教具 

◆能夠學習運算思維

技巧，並運用程式

設計智慧照明安全

系統。 

◆微課程 2感應照明 

情境問題：昏暗處的燈光若一直開著，

會耗費電力。我們如何設置感測器偵

測有人時開啟燈光；無人時自動關閉

呢？ 

1.透過情境影片，引導學生觀察與分

析。 

2.將情境流程圖轉化程式流程圖。 

感應照明安全系

統（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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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學習變數概念。 

  (2)學習超音波感測原理。 

3.根據程式流程圖進行程式編程。 

  (1)學習建立與運用變數積木。 

  (2)學習運用雙向選擇結構。 

  (3)學習運用超音波感測距離範圍

觸發指令。 

4.連線公版教具實測與除錯。完成繳

交程式檔或截圖上傳。 

第 9-11週 

(3節) 

階段二：建構知能 

階段問題：以解決校園昏暗

處的安全問題為例，如何透

過程式設計智慧照明安全系

統？ 

1.程式設計 

2.問題解決策略 

3.數位電控教具 

◆能夠學習運算思維

技巧，並運用程式

設計智慧照明安全

系統。 

◆微課程 3緊急呼救 

情境問題：若在校園昏暗處遇到危險，

我們如何加裝緊急呼救裝置，通知學

校警衛或校方人員，並產生警示效果

呢？ 

1.透過情境影片，引導學生觀察與分

析。 

2.將情境流程圖轉化程式流程圖。 

3.根據程式流程圖進行程式編程。 

  (1)學習使用合適的條件判斷結構。 

  (2)學習運用 LINE Notify 即時傳訊。 

  (3)學習運用廣播訊息建立副程式。 

  (4)學習蜂鳴器積木與控制音調。 

  (5)學習詢問積木建置密碼功能。 

4.連線公版教具實測與除錯。完成繳

交程式檔或截圖上傳。 

緊急呼救安全系

統（個人） 

第 12-16週 

(5節) 

階段三：想像實踐 

階段問題：如何透過程式設

計一套智慧系統，以解決校

園安全問題？ 

1.程式設計 

2.問題解決策略 

3.數位電控教具 

◆能夠將知識遞移，

以程式創發多工智

慧安全系統。 

◆系統創發構想 

1.小組討論出一個想要解決的校園安

全焦點問題。 

2.根據焦點問題，發想智慧安全系統

多功智慧安全系

統（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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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具備哪些功能？ 

引導：在系統功能發想前，教師介紹電

控方式配對表 IN（訊息讀取）

→條件判斷→OUT（觸發執行）

可應用的電控元件，以及相應的

程式積木。 

3.小組共寫功能流程圖，教師反饋。 

◆系統創發編程 

1.根據功能流程圖進行程式編程。 

2.連線公版教具實測與除錯。 

3.繳交系統功能程式，教師反饋。 

第 17-20週 

(4節) 

階段四：公開分享 

階段問題：如何彙整成果，

並舉行發表會，增強學校設

置智慧系統的可能性？ 

1.行動載具 

2.發表技巧 

3.影片製作 

◆能夠錄製影片，並

說明與展示創發的

多功智慧安全系

統。 

◆影片錄製 

1.教師說明評量規準，以及講解系統

功能錄製工具操作與注意事項。 

2.小組合作進行影片錄製演練與正式

錄製。 

3.小組上傳影片錄製檔。 

◆發表會與師生反饋 

1.小組發表製作的「系統推薦影片」。 

2.師生進行好讚「系統推薦影片」互評

與票選。 

3.教師回饋總結。 

系統推薦影片

（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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