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一類 PBL) 

臺南市公立柳營區果毅國民小學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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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KE 未來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20)節 

學習情境 
學生深入社區踏查，走讀筆記，從創作腳本、實地拍攝、運用軟體進行影片分割剪輯，將成果分享呈現，呈現不同視野的的社區故

事。 

待解決問題 

(驅動問題) 
學生如何走入社區進行踏查，規劃活動、攝影、採訪拍攝、影片剪輯…等問題待解決。 

跨領域之 

大概念 
家鄉的改變與社區穩定的發展。 

本教育階段 

總綱核心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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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助學生對於生活社區的了解，增進學童對社區的情感與鼓勵學生參與社區活動。 

2.讓學生對所生活的環境不僅熱愛，更能熱衷參與社區活動。 

3.結合社區資源，充實教學內涵，提供學生多元學習機制。 

4.建立學校與社區良好互動關係，凝聚動力培養在地孩子。 

5.與社區耆老聯繫結合，完整呈現並活絡社區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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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自己能拍攝社區照片影片並將社區照片影片剪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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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週~第十

一週（10） 

探討果毅社區

風華如何再現

之問題。 

一、社區踏查 

1.小組訪問社區耆老。 

2.探討社區產業內容，

進行採訪腳本撰寫。 

一、 

1.能採訪社區耆

老。 

2.對於社區的環境

一、 

1.邀請社區總幹事及社區耆老，與

學生進行小組對談，深入社區踏查

與耆老對談。 

口頭發表社區特色 2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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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小組選定社區探討

重點主題並深入踏查果

毅社區。  

 

能有一個系統性的

了解。 

二、 

1.能對社區有多面

向瞭解。 

2.對於村內的歷史、文化、社區景

觀、農作物、產業以及未來發展與

展望等多個面向有整體了解。 

二、 

1.小組分別說出社區的優點及特

色，上台發表，並做分類、統整。 

 

口頭發表與耆老對談摘要 5

分鐘。 

第十二週~第

二十一週

（10） 

果毅社區風華

影片如何製作

之問題。 

一、以走讀筆記策略指

導學生擬定社區重

點拍攝。 

 

二、拍攝社區風光。 

 

三、movie maker照片影

片剪輯。 

 

一、 

能瞭解不同影片呈

現方式，確認社區

拍攝重點。 

二、 

能依社區風光進行

紀錄拍攝。 

三、 

能運用軟體將將拍

攝的圖片、視訊製

作產出。 

一、 

1.社區街景攝影、色彩與環境意象

元素搜集。 

2.教師說明要將社區的優點及特色

用影片方式呈現，並播放範例，

如：時尚玩家、下課花路米等新鮮

有趣的呈現方式，令人印象深刻。 

3.小組討論喜愛並適合串連之影片

形式與內容。 

4.小組發表內容大綱，並討論其價

值與可行性，最後選出最適合之拍

攝重點。 

 

二、 

依之前走讀筆記的重點，學習相機

拍攝技巧。 

1.能掌握拍攝要點作紀錄。  

2.紀錄拍攝的要點容易辨識。 

3.紀錄拍攝的內容可用自己的想法

表達出來。 

4.紀錄拍攝的重點有組織與順序。 

產出社區風華影片 1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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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紀錄的重點能幫助回顧學習內

容。  

6.能運用走讀筆記討論的圖像、符

號、表格等輔助方式，進行紀錄拍

攝。 

 

三、 

使用 Movie Maker，將拍攝的圖片

和視訊製作成流暢的影片。添加特

別的效果、過場動畫、配樂和聲

音，以及字幕，透過這些來輔助表

現影片，告訴人們拍攝的社區故

事。以下為操作範例: 

1.下載與安裝： 

2.加入相片或影片（簡稱素材） 

影片和相片可以同時一起匯入。將

素材直接拖動以排列順序，讓影片

更能清楚的表達出想要的呈現的意

念（例如人時地物） 

3.加入音樂及預覽 

4.文字工具 

「標題」用來做場景轉換或分段

落。可點擊標題，修改其內容，也

可拉動其位置。 

「標題」插在素材之間，「字幕」則

是融入在素材中的文字，輔以說明

影片內容。 

可設定標題或字幕的大小、字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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顏色，亦可設定其透明度或邊框

（標題可變更背景色，字幕不行）。 

標題及字幕均有其專屬特效，點擊

特效即可套用之。 

5.影片工具 

影片工具可以切割影片，利用預覽

工具播放影片，看到想要切的地

方，點選刪掉不要的部份。 

可利用影片工具中的「視訊音量」，

將音量調小或無。 

6.音樂工具 

音樂工具用來設定配樂用。 

7.其他工具 

動畫： 「轉換」是用來設定素材之

間的過場動畫。「取景位置調整及縮

放」適合用來做相片的運鏡方式，

看起來會更為活潑！ 

視覺效果：「視覺效果」可以用來調

整素材的整體風格或變形。 

8.儲存成影片並發布 

「儲存影片」可以選擇要輸出為何

種影片格式。亦可直接點選

Youtube圖示來上傳直接至

Youtu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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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公立柳營區果毅國民小學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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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KE 未來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18)節 

學習情境 自行編劇、導演、剪輯，實地踏查、採訪錄影，拍攝照片、影片，透過照片影片的方式將家鄉的美好與特色呈現，加以傳遞分享。 

待解決問題 

(驅動問題) 
了解並認同家鄉的特色後，如何行銷果毅社區之問題待解決。 

跨領域之 

大概念 
家鄉的改變與社區穩定的發展。 

本教育階段 

總綱核心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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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選出最適合的影片風格方式呈現。 

2. 能討論並決定影片的內容大綱與劇本。 

3. 能分配各個角色的任務。 

4. 能依照劇本實地開拍。 

5. 能利用影像編輯軟體編輯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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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能了解並認同家鄉的特色並行銷果毅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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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週~第十

週（10） 

果毅社區如何行

銷之問題。 

一、討論行銷社區影片

的形式。 

二、行銷社區影像拍攝

工作介紹。 

一、能討論短劇、非廣告、

訪問紀錄片、遊戲活動或改

編歌曲等影片形式，並選擇

最適合之方式以做呈現。 

一、老師引導學生了解導演、場

記、攝影、道具、化妝、燈光、演

員、花絮側拍、剪輯、音效等工作

特質與內容，並請學生針對此次劇

一、口頭發表發

表 2分鐘、討論

並決定影片的形

式與內容大綱。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一類 PBL) 

三、行銷社區攝影腳本

創作及影像拍攝工作分

派。 

  

二、能了解影片製作的各個

角色之職責任務，並選定自

身任務。 

三、能創作行銷社區攝影腳

本及分派行銷社區影像拍攝

工作。 

 

本安排適合任務。 

二、分組討論並確定劇本，小組分

別認領場景，並討論各場景布置、

演員服飾與道具、鏡頭走位之準

備。隨後上台發表，全班討論並通

過後定案。 

三、分配影片場景與工作--編劇、

演員、音效、導演+攝影、攝影助

理、花絮攝影、後製、製作、場

記、道具、燈光、化妝、服裝。 

二、口頭發表拍

攝過程中的各項

工作內容 2分

鐘。 

三、完成腳本創

作，並作場景分

配，確認實地拍

攝時的工作。 

第十一週~第

十八週（8） 

社區行銷影片如

何創作之問題。 

一、實地操作拍攝。 

 

二、行銷社區之微電影

創作。 

 

三、社區行銷影片分享

發表會。 

一、能流暢的進行拍攝操

作。 

二、能有邏輯的串連各個場

景之轉換，進行影片分割剪

輯。 

三、能對外發表，侃侃而談

自己的學習成果。 

一、進行拍攝： 

1.選定拍攝場景之順序(有連貫性

之場景或人物需接續或同一天拍

攝)，工作人員各自帶著負責道具

至拍攝現場，需先走位讓攝影人員

試拍，再請場記打板，正式開拍。 

2.後製人員於拍攝時可暫當清場人

員。攝影人員每段影片拍攝完需播

放，確定無需補拍，才能繼續下一

段拍攝工作。 

 

二、威力導演影像編輯軟體剪輯、

影片分割合併： 

1.能按照劇本，分工合作利用影像

軟體製作影片並加入後製效果。 

2.檢視匯入的素材；替照片或影片

加入特效；在畫面中加上文字，像

是標題文字；文字套件或是結尾文

一、完成影片拍

攝並存檔。 

二、產出社區行

銷影片。 

三、在學期末發

表會播放社區行

銷影片 5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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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等、分割影片；轉場特效、為影

片上字幕、輸出檔案、剪輯進階應

用等 

 

三、期末發表會：在學期末播放影

片給全校同學欣賞，學生發表演出

的感想，並舉行有獎徵答活動，增

進彼此間的互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