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錄2-C6-1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一類 PBL)參考說明 

臺南市公(私)立東區復興國民小學111學年度(第1學期)五年級【PBL專題式學習】彈性學習課程計畫 

專題名稱 戶外求救示警裝置小達人(上) 
教學節

數 
本學期共( 21 )節 

學習情境 

校訂觀星課程，常需在野外、暗處進行，為不影響夜間生態和干擾觀星活動，不能開燈，以致常有碰撞、扭傷或觀察生態而脫離隊

伍的情形， (問題情境)，故設計群組之防撞、求救穿載裝置，當組員發送求救訊號，接收端能立即由求救訊號得知其所遭受的問

題，針對問題加以處置，迅速而適切的解決問題 (應用的情境)。 

待解決問題 

(驅動問題) 
如何及時獲悉學生在校園及夜間觀星活動(校訂課程)發生碰撞或撞到建物跌倒之意外，以便給予適時救助？ 

跨領域之 

大概念 

互動與關聯：研發防撞、求救穿戴裝置，將裝置直接穿戴在身上或與身上的衣著或佩件結合，請家長會協助量產，活動時發給學

生。 

本教育階段 

總綱核心素養 

綜-E-A3規劃、執行學習及生活計畫，運用資源或策略，預防危機、保護自己，並以創新思考方式，因應日常生活情境。 

科-J-B1具備運用科技符號與運算思維進行日常生活的表達與溝通。 

課程目標 

1.了解安全的意義，瞭解傷害類別及預防方式。 

2.透過自我觀察提出校園危險位置，藉由分組討論繪製校園危險位置。 

3.討論設計校園危險標語和設計宣導口號和活動。 

4.結合資訊，設計「求救示警器」裝置。 
5.討論適應不同衣著將「觀星防撞 I唉叫示警器」穿戴裝置造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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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健康中心的校園學生意外傷害統計表，完成「校園危險預防報告單」報告單 

2.蒐集不同地點防撞示警器的功能，完成「校園防撞 I唉叫示警器」心智圖。 

3.透過校園防撞 I唉叫示警器」心智圖，學習 micro:bit的程式，並寫入 micro:bit的接送器和發射器中。 

4.能完成 LED示警板的 micro:bit接收器和發射器的組裝配對。 

5.能和組員合作發表作品的創作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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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節) 

主題一 

如何分類校園危險

位置大數據? 

環境潛藏危機的類

型。 

1.藉由分組討論找出校園

危險位置 

2.瞭解傷害類別和原因。 

一、危險位置大數據： 

1。透過健康中心的校園學生意外

傷害統計表，認識意外傷害的

1. 透過健康中心的校

園學生意外傷害統計

表，完成「校園危險

預防報告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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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擬定預防對策。 地點、受傷類型和次數。 

2. 親自及分組到校園常發生意外傷

害的地點，進行偵察中。 

二、預防策略謀士 

1.利用統統表，匡列出常發生的地

點和受傷類型，過腦力激盪發

想有效的預防策略。 

2. 完成「校園危險預防報告單」，

並分享。 

 

第4-5週 

(2節) 

主題二 

如何繪製校園危險

地圖? 

校園危險地圖 
1.完成工作分配表 

2.共同繪製危險地圖 

一、危險位置大體檢： 

透過「校園危險預防報告單」，由

小組討論要繪製校園地圖的地點和

表現形式。 

二、繪製校園危險地圖 

1.透過地點決定、取得底圖、決定

圖例、完成初稿、美化的步驟，完

成校園危險地圖。 

1.預先依組別個人的

專長分配職務，完成

工作分配表。 

2.透過繪製校園危險 

地圖五大步驟，完成

「校園危險地圖」。 

第6-7週 

(2節) 

主題三 

如何設計危險標語

和圖例? 

校園危險標語和圖例 

一、創意危險訊號圖示 

根據同學討論的危險位

置、傷害類型，預防方

式，設計清楚且明險的危

險標誌和標語。 

二、創意宣導活動 

透過簡單的動作口號進行

創意宣導。 

1. 完成「創意危險訊號圖示和口

號」 

2.設計創意宣導活動 

1. 完成「創意危險訊

號圖示和口號」 

2.設計創意宣導活動 

第8-10週 

(3節) 主題四 

1如何設計「求救示

警器」裝置? 

「求救示警器」裝置

的功能心智圖。 

一、設計「求救示警器」

裝置功能。 

二、設計「求救示警器」

裝置外觀。 

1. 發表親身或看過別人發生意外

的類型、經過及原因。 

2. 根據同學討論的危險求救類

別，設計求救裝置，需要具備

完成「求救示警器」

裝置心智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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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功能和求救訊息。 

3.列出要整合這些功能，需要使用

的科技設備。 

4.討論要學習的領域知識和需要的

協助。 

第11-14週 

(4節) 
2如何設計求救示警

器的 micro:bit

積木程式? 

micro:bit避障、蜂鳴

器及發光裝置電源控

制的積木程式語言組

合。 

能完成避障、蜂鳴器及發

光裝置電源控制的語言組

合。 

活動3：「求救示警器」micro:bit

程式設計 

1.學習避障、蜂鳴器及發光裝置電

源控制積木程式並測試。 

2.認識並組裝 micro:bit AI智慧

套件。 

透過觀星防撞 I唉叫

示警器」心智圖，學

習 micro:bit的程

式，並寫入

micro:bit的接送器

和發射器中。 

第15-16週 

(2節) 

3如何連接 LED示警

板和 micro:bit接

收器? 

LED示警板的文字及組

裝 micro:bit 接 收

器。 

能完成 LED示警板的

micro:bit接收器組裝。 

活動4：LED示警板操作 

1.認識 LED示警板的功能並配對。 

2.設計 LED示警板的文宇。 

能完成 LED示警板的

micro:bit接收器和

發射器的組裝配對。 

第17-21週 

(5節) 
4如何造型化「求救

示警器」穿戴裝置? 

「求救示警器」穿戴

裝置的應用造型。 

能完成「求救示警器」穿

戴裝置及造型化設計。 

活動5：「求救示警器」我最炫 

1. 組裝並測試「求救示警器」 

2. 討論並設計「求救示警器」裝

戴裝置的造型。 

3. 試戴並發表 

討論適應不同衣著的

將「觀星防撞 I唉叫

示警器」穿戴裝置造

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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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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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公(私)立東區復興國民小學111學年度(第2學期)五年級【PBL專題式學習】彈性學習課程計畫 

專題名稱 地震求救示警裝置小達人(下) 
教學節

數 
本學期共(20   )節 

學習情境 

現在斷層位置-東區虎尾寮地區，主要住宅密集區，恐為地震災害高風險地區。讓小朋友經由認識家鄉，認識如何在土質鬆軟的斷層

帶平安自處，除了平時學到的 DCH（Drop臥倒、趴下，Cover掩蔽、掩護， Hold on握緊、穩住）技能外，在來不及逃出室外時，如何

在短找到最佳的 DCH位置，等待救援時間，如何讓與外界的通訊裝置或引起他人注意的求救裝置電力能更持久。 

 

待解決問題 

(驅動問題) 
如何在地震受困時，讓身邊與外界聯繫的手機或手電筒等電力更持久？ 

跨領域之 

大概念 
交互作用：防災救護、維生持久裝置 

本教育階段 

總綱核心素養 

自-E-A3具備透過實地操作探究活動探索科學問題的能力，並能初步根據問題特性、資源的有無等因素，規劃簡單步驟，操作適合學

習階段的器材儀器、科技設備及資源，進行自然科學實驗。 

藝-E-B1理解藝術符號，以表達情意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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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了解斷層帶的位置和特徵，認識地震的相關術語。 

2.學習地震發生的防護要領，及準備相關的地震物資。 

3.瞭解地震逃生或受困時的應變和求救策略。 

4.設計延長電器和遙控器電池的壽命的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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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錄斷層的位置與類型，說出地震的震度、規模等相關術語的量化意義。 

2.找出地震引起傷害的原因，設計避免家具成為地震傷害幫凶的放置及固定方式。 

3.討論地震求生的準備物品和裝備。 

4.設計延長電器和遙控器電池的壽命的裝置，並能展示說明設計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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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週 

(4節) 

主題一、你家住在斷

層帶嗎?」 

斷層地震帶的類型和

在社區的位置。 

1.能找出學區地震帶位

置和特徵 

2. 認識地震的相關術

一、地震知多少大數據： 

1.透過地震中中心的歷年臺灣地震類

型和規模中數據，了解地震對人

透過夜間社區巡邏腳

踏車隊常發生的事故

類別統計表，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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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 

 
民造成的傷害。 

2. 認識地震的相關術語。 

二、地震的位置和特徵 

1.畫出臺南後甲地震的相關位置。 

2.利用 Google 地圖踏查學區地震帶

位置的說出特徵。 

「夜間巡邏腳踏車隊

事故類別」報告單 

第5-7週 

(3節) 

主題二、地震隱形傷

害知多少? 

1.地震會造成房子結

構的災害。 

2.地震時家中物品對

人造成的傷害。 

1.能用心智圖畫出地震

引起的傷害類別。 

2. 條列各房間的家具

會造成人身的安全威

脅。 

一、地震傷害知多少 

蒐集因地震對人民造成的傷害類有哪

些? 

二、地震的隱形殺手-家具 

討論家具在地震中的移動方向及對人

體會造成的傷害類別。 

1.透過事故統計表和

案例討論畫出地震引

起的傷害類別心智

圖。 

2.透過房間家具擺放

圖，分組討論找出家

中物品的放置，因地

震 

第8-11週 

(5節) 

主題三、地震逃生小

達人 

地震發生時，進行掩

護，受困時的因應。 

1.知道地震發生時，正

確的防護技巧。 

2. 依據家具擺放圖，

找出受困時最佳防

護位置。  

一、地震逃生小達人 

DCH（Drop 臥倒、趴下，Cover 掩

蔽、掩護， Hold on 握緊、穩住）的

正確姿勢。 

二、地震受因的物資準備和置放位置 

1.依據家具擺放圖，分組討論如何對

家具進行固定。 

2.討論地震需要準備的物資與裝備。 

3.討論適當貯放位置以便受因無法逃

生可利用。 

透過討論，完成「地

震逃生小達人的物資

和裝備清單」。 

第12-17週 

(6節) 

主題四、如何設計救

護系統-我的電池最持

久系統? 

電池電力充分應用的

實驗設計 

了解法拉第電磁感應

與焦耳小偷升壓電路

的原理 

1.學習法拉第電磁感應與焦耳小偷升

壓電路的原理和應用。 

2.設計節能電路圖並進行實驗。 

1.完成「救護系統-

我的電池最持久」能

支援的電器用品。 

2.能畫出節能電路圖

並進行的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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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20週 

(3節) 

主題四、如何設計

「救護系統-我的電池

最持久」的發表活動? 

「救護系統 -我的電

池最持久」作品發表

的展出方式。 

能和組員合作發表作

品的創作歷程。 

活動5：「救護系統-我的電池最持

久」發表 

1.各組進行創意「救護系統-我的電

池最持久」發表。 

2.同儕評分並回饋。 

能小組合作創意發表

組裝在不同求救裝置

的創意連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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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