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錄 2-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一類 PBL)參考說明 

 

臺南市南區省躬國民小學 1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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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個「灣」，來這「裡」！  
教學

節數 
本學期共(21)節 

學習情境 
灣裡社區面臨人口老化，與青壯年人口外流的問題。近年來快速道路的增建，拉近了灣裡與各地的距離。 

如果家鄉子弟可以多多認識灣裡社區，進行社區再造工程，一定可以吸引更多人留在家鄉打拼，使灣裡社區更好。 

待解決問題 

(驅動問題) 
被遺忘的老社區，如何展現新的面貌，吸引更多人認識灣裡、進而活化灣裡社區？ 

跨領域之 

大概念 
改變與穩定：體察／檢視人與社區的關係，並提出改變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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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目標 

1. 探究灣裡社區老化問題。 

2. 規劃合適的方案，活化灣裡社區。 

3. 分析灣裡地區各項特色，製作推廣的媒材。 

4. 記錄學習歷程，並規劃社區簡介的宣傳媒介，擴充於學校網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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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組以口頭發表、海報、PPT等多元方式呈現小組討論結果。 

2. 各組以書信撰寫、網站架設、PPT製作演出等多元方式設計問題解決方案，並實際操作。 

3. 各組設計出可以宣傳社區特色的媒介。 

4. 各組修正操作後的結果，以口頭發表、海報、PPT等多元方式呈現。 

5. 各組使用數位方式記錄討論與實作過程。 

6. 各組運用影音媒體，分享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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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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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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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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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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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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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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知識)與能力。 
 主要以名詞呈現。 
 建議提供非單一指定學
習素材來源，亦可由學
生自行決定。 

 動詞建議以培養學生自
學所需探究思維為主，如
察覺、蒐集、分析等。 

 可結合 21 世紀 5C 關鍵
核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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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分活動須以分組合作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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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對象。 

 失敗的反思也屬學習任務。 

（上學期 21節）

４ 

老在哪裡? 

在灣裡的日常生活中，有什

麼是社區老化或發展脫節的

狀況？ 

社區老化現象的覺察 列舉出社區老化的現
象 

 列舉：列舉出灣裡社區生
活不便的狀態。 
引導 1：列舉出食衣住行育
樂各面向的需求，居住在
灣裡社區是否都能被滿
足？ 
引導 2：居住在灣裡社區，
有哪些生活不便的狀況？ 
 

各組以口頭發表呈現小

組討論結果。 

４ 

讓你好看 

從上述的狀況來看，在灣裡

社區生活對所有的居民而言

最迫切需要改善的問題是什

麼？  
 

蒐集、整理與歸納資

料的方法 

練習蒐集、整理與歸

納資料的方法 

1. 蒐集：踏查、訪問耆老、上
網收集相關證據。 

2. 比較：與市中心相比，從
建築物、產業活動、交通移
動方式的選擇找出灣裡社
區老化的證據 
引導：擁有悠久歷史的灣
裡社區中，有哪些是文化
資產？又有哪些是無法與
現代化生活連結的困境？ 

3. 歸納：從蒐集與比較的證
據中分析出確切問題。 
 

1. 各組以口頭發表呈

現小組討論結果。 

2. 各組以海報或 PPT

呈現資料收集的結

果，並實際操作。 

６ 

Let’s 微整形 

有什麼實際的做法可以解決

灣裡社區亟待改善的問題？ 

解決灣裡社區問題的

做法 

分享解決社區問題的

做法 

1. 重建：將社區問題提出改

善方式 
引導：歸納後的社區問題，
有哪些改善的方案？ 

2. 設計：例如招商廣告、社

區圖騰 icon、商場規

畫…… 
引導：如何實際行動？請
設計出來。 

3. 分享：小組創思與理念介

紹給其他組同學 

各組以多元方式設計問

題解決方案，並實際操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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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妙手回春 

如何呈現改善後的美好社

區？ 

社區改造藍圖或

icon(圖標) 

設計社區改造藍圖或

icon(圖標) 

 設計：媒材不拘，設計一

份 社 區 改 造 藍 圖 或

icon(圖標)，呈現「灣裡

新樣貌」。 
引導：依據各組歸納的問
題以及實際設計的改善方
案，製作出一份改善後的
社區藍圖或 icon(圖標) 

各組以海報、動畫或模

型方式，呈現小組討論

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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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南區省躬國民小學 110學年度(第二學期)五年級【PBL專題式學習】彈性學習課程計畫 

專題名稱 轉個「灣」，來這「裡」！ 
教學

節數 
本學期共(20)節 

學習情境 

  在上學期，我們將灣裡社區老舊、脫節的狀況提出改善方式，讓我們對灣裡社區的發展多了許多憧憬。此 

外，別忘了我們居住的灣裡社區擁有悠久的人文歷史，如王船信仰與廟宇文化；也有豐富的自然景觀，像濕地 

與美麗的黃金海岸；灣裡社區更有馳名的小吃，與濃濃的人情味。若能夠整合灣裡地區的特色，增加本地的發展潛力 

與競爭力，使更多人能夠「轉個灣，來這裡」，體驗灣裡社區獨有的魅力。 

待解決問題 

(驅動問題) 
用什麼形式，最能宣傳灣裡社區的美好？ 

跨領域之 

大概念 
改變與穩定：體察／檢視人與社區的關係，並提出改變的方式。 

本教育階段 

總綱核心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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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目標 

1. 探究灣裡社區老化問題。 

2. 規劃合適的方案，活化灣裡社區。 

3. 分析灣裡地區各項特色，製作推廣的媒材。 

4. 記錄學習歷程，並規劃社區簡介的宣傳媒介，擴充於學校網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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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組以口頭發表、海報、PPT等多元方式呈現小組討論結果。 

2. 各組以書信撰寫、網站架設、PPT製作演出等多元方式設計問題解決方案，並實際操作。 

3. 各組設計出可以宣傳社區特色的媒介。 

4. 各組修正操作後的結果，以口頭發表、海報、PPT等多元方式呈現。 

5. 各組使用數位方式記錄討論與實作過程。 

6. 各組運用影音媒體，分享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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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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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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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習素材來源，亦可由學
生自行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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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察覺、蒐集、分析等。 

 可結合 21 世紀 5C 關鍵
核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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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分活動須以分組合作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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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對象。 

 失敗的反思也屬學習任務。 

（下學期 20節） 

４ 

美得冒泡 

當問題解決後，灣裡社區呈

現了新樣貌。結合本地原有

的特色與優點，要用什麼方

法將灣裡社區分享給外地旅

客？ 

灣裡在地特色 

 

擬定灣裡在地特色的 
宣傳方式。 

1.回憶:回憶曾學習過的校訂
課程，整理出灣裡社區的在
地特色。 
引導：灣裡在地特色有哪 
些? 

2.蒐集:蒐集各種宣傳的管 
  道。 
引導：可以透過什麼管道知
道灣裡的在地特色? 

3.比較:比較各種管道的優缺
點與可行性。 
引導：如何整理並呈現你所
知道的灣裡特色，將這些特
色宣傳出去? 

4.擬定:從比較後的結果，擬
定宣傳方式。 

各組以口頭發表呈現小

組討論結果。 

４ 
好康報你知 

如何呈現宣傳方法？ 
宣傳方式平面設計 設計宣傳方式的平面

設計(完稿) 

設計: 設計宣傳媒介。 
引導 1：宣傳的平面設計
需要有什麼特點? 
引導 2：這些特點可以達成
什麼目的? 
 

 

各組設計出可以宣傳社

區特色的平面設計(完

稿)。 

 

４ 

不一樣的灣裡 

上述的方法在實際操作後，

有什麼心得或發現?  

宣傳方式所需具備的

技巧 

細列宣傳方式所需具

備的技巧 

1. 比較：比較蒐集來的宣傳

品有何特點。 

引導：宣傳品所涵蓋的內
容、針對的族群有哪些? 

 

2. 分析：分析所製作的宣傳

各組修正試做後的宣傳

媒介，將修正結果以口

頭發表、海報等多元方

式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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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要傳達的內容與對象。 

引導：不同的對象是否需
要做不同的設計? 

 

3. 細列：細列已完成的宣傳

品需修正的內容。 

引導：除了知識性的傳

遞，如何讓你的宣傳方式

更有吸引力? 

４ 

遇見最美的灣裡 

如何強化或修正原本的方

案，使這個宣傳品更吸引

人？  

更完善的宣傳平面設

計(完成品) 
重改成更完善的宣傳
平面設計(完成品) 

1. 重改：將已討論的平面設
計(完稿)加以修正，讓內
容更全面。 
引導：如何再次呈現修正
後的平面設計(完成品)？ 

各組修正試做後的宣傳

平面設計(完成品)，將

修正結果以口頭發表、

海報等多元方式呈現。 

 

4 

轉個灣，接棒給你 

從五上以來，我們不斷的討

論、設計、修正、研發，最

後產出，這些歷程如何讓更

多人知道，並傳承下去？ 

數位學習歷程 分享數位學習歷程 

1. 列舉：列舉出紀錄學習歷
程的方式 
引導：記錄學習歷程的方
式有哪些？ 

2. 比較：比較何種方式較能
有效保存學習歷程。 
引導：如何將學習歷程保
存更完善？ 

3. 操作：運用多媒體素材將
學習歷程保存下來。 
引導：如何運用多媒體素
材，將學習歷程保留下
來？ 

4. 分享：將數位學習歷程分
享給他人知曉。 
引導：如何將數位學習歷
程推廣出去？ 
 

各組使用數位方式，以

記錄討論與實作的過

程。分享各組對歷程進

行的數位記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