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一類 PBL) 

臺南市立西港國民中學 111學年度第一學期三年級【PBL 專題式學習】彈性學習課程計畫 

專題名稱 閱讀能源-跨閱能源危機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21)節 

學習情境 

天氣越來越熱，尤其到了立夏之後，沒有冷氣就很難上課、學習，2021 年五、六月份開始台灣發生供電突然短缺的現實問題，讓企

業大戶或市井小民都感到不便與無奈。透過上述情境將帶領學生思考，面臨溫室效應全球暖化、能源短缺與環境惡化下，如果應用

生活周遭之自然能源，解決能源短缺問題。課程設計藉由學生對能源議題的探究，配合校園太陽能屋頂、光電球場、雨水回收等學

習情境，推展 PBL 專題式能源探究學習課程，訓練學生從了解能源做起、培養學生節約能源的素養，進而對我們生活的環境具有關

懷的情感與愛物惜物之品德。 

待解決問題 

(驅動問題) 
因應台灣的氣候變遷，以及能源短缺問題，如何創造具有價值的節能作品? 

跨領域之 

大概念 
互動與關聯(interrelationship):主要用在探討人與外在事物與環境間的互動方式，以了解背後的關聯，探究如何創造互動關係。 

本教育階段 

總綱核心素養 

J-A2具備理解情境全貌，並做獨立思考與分析的知能，運用適當的策略處理解決生活及生命議題。 

J-C2具備利他與合群的知能與態度，並培育相互合作及與人和諧互動的素養。 

*對應SDGs永續發展目標：可負擔的潔靜能源 
 

課程目標 運用能源科技落實於日常生活中，使學生展開珍惜能源、愛護環境的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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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全校師生辦理一場能源主題作品成果發表會(學生進行設計理念與成品展示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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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進行能源科學探究? 1.科學實驗的方法  

2.科學報告的撰寫 

3.科學報告的發表 

1.獨立科學思考與分析 

2.同儕共學培養解決問

題的能力 

3.培養學生探究的科學

能力 

1.閱讀「能源科學探究相關文獻」 

2.能源科學探究學習單：實驗器材

簡介、實驗室安全守則、實驗報告

的寫法 

3.撰寫「能源科學探究小組報告」  

1.完成能源科學探

究學習單 

2.成果發表 

3.互相觀摩與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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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完成成果發表及自評互評表 

第 5~8週 全球能源知多少? 

(第一次段考) 

 

1.能源發展史 

2.能源分類-再生能

源、非再生能源 

3.台灣目前使用的

非再生能源種類 

1.透過蒐集能源資料帶

領學生認識能源種類及

性質。 

2. 培養學生資料彙整

的科學能力 

1.學生分組閱讀再生能源資料，並

整理成書面資料，紀錄在 8K圖畫紙

上。(內容需有再生能源在台灣的足

跡及標註) 

2.完成成果發表及自評互評表 

1.各組分享報告內

容，並進行反思回

饋。 

2.互相觀摩與評分 

第 9~12週 如何設計能源議題桌遊? 1.能源議題 

2.「與能同行」能

源教育桌遊 

3.「電力啟動 Power 

On 」能源教育桌遊 

 

1.透過桌遊活動帶領學

生認識能源類別性質。 

2.從桌遊活動中認識發

電方式及生活用電的概

念。 

3.經由桌遊活動過程中

建立環保節能的知識。 

1.閱讀「能源議題桌遊」學習單  

2.撰寫「如何設計能源議題桌遊活

動小組報告」  

3.設計「能源議題桌遊作品」 

4.完成成果發表及自評互評表 

1.完成能源議題桌

遊學習單 

2.成果發表 

3.互相觀摩與評分 

第 13~16週 如何創造具有價值的節能作

品?居家節能探究系列-居家、

交通、燈具的選擇、飲食、雨

水保存等 

(第二次段考) 

1.生活節能議題 

2.生活節能應用 

1.了解居家如何節能 

2.了解交通如何節能 

3.了解如何選擇燈具 

4.了解飲食節能 

5.了解雨水保存的好處 

1.觀摩校園內雨水回收節水設施。 

2.閱讀「生活節能」學習單  

3.撰寫「生活節能小組報告」  

4.製作「生活節能主題作品」  

5.完成成果發表及自評互評表 

1.完成生活節能學

習單 

2.成果發表 

3.互相觀摩與評分 

第 17~21週 如何創造具有價值的節能作

品?氫能探究系列-氫燃料電

池與氫氣槍製作與探究 

(第三次段考) 

1. 氫燃料電池 

2. 趣味氫氣槍 

1.了解各種發電方式與

汽車的能源效率。 

2.了解為什麼燃料電池

可能取代傳統發電方式

與汽車動力。 

3.能自己動手製作及操

作簡易的氫燃料電池，

驅動電風扇，並瞭解其

發電原理。 

1.閱讀「燃料電池」學習單  

2.撰寫「氫能系列小組報告」  

3.製作「氫能系列主題作品」  

4.完成成果發表及自評互評表 

 

1.完成燃料電池學

習單 

2.成果發表  

3.互相觀摩與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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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培養學生探究的科學

能力。 

 

臺南市立西港國民中學 111學年度第二學期三年級【PBL 專題式學習】彈性學習課程計畫 

專題名稱 閱讀能源-跨閱能源危機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18)節 

學習情境 

天氣越來越熱，尤其到了立夏之後，沒有冷氣就很難上課、學習，2021 年五、六月份開始台灣發生供電突然短缺的現實問題，讓企

業大戶或市井小民都感到不便與無奈。透過上述情境將帶領學生思考，面臨溫室效應全球暖化、能源短缺與環境惡化下，如果應用

生活周遭之自然能源，解決能源短缺問題。課程設計藉由學生對能源議題的探究，配合校園太陽能屋頂、光電球場、雨水回收等學

習情境，推展 PBL 專題式能源探究學習課程，訓練學生從了解能源做起、培養學生節約能源的素養，進而對我們生活的環境具有關

懷的情感與愛物惜物之品德。 

待解決問題 

(驅動問題) 
因應台灣的氣候變遷，以及能源短缺問題，如何創造具有價值的節能作品? 

跨領域之 

大概念 
互動與關聯(interrelationship):主要用在探討人與外在事物與環境間的互動方式，以了解背後的關聯，探究如何創造互動關係。 

本教育階段 

總綱核心素養 

J-A2具備理解情境全貌，並做獨立思考與分析的知能，運用適當的策略處理解決生活及生命議題。 

J-C2具備利他與合群的知能與態度，並培育相互合作及與人和諧互動的素養。 

*對應SDGs永續發展目標：可負擔的潔靜能源 
 

課程目標 運用能源科技落實於日常生活中，使學生展開珍惜能源、愛護環境的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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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全校師生辦理一場能源主題作品成果發表會(學生上台進行設計理念與成品展示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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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源議題異言堂 1.能源議題 

2.能源文章閱讀 

1.透過文章閱讀了解

臺灣能源議題的現況。 

1. 閱讀核能環保爭議系列文章 

2. 閱讀電動車環保價值系列文章 

1.各組分享報告內

容，並進行反思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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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培養學生閱讀及思

辨的能力。 

3. 閱讀光電上山坡系列文章 

4. 每組別分配一個議題的論點，尋

找相關資料以支持論點。 

5. 小組討論，將小組論述整理成書

面報告。 

饋。 

2.互相觀摩與評分 

5~8週 能源書籍閱讀 

(第一次段考) 

1. 能源書籍閱讀 

2. 能源影片欣賞 

1.透過風力發電相關系

列書籍及影片引發學生

學習動機。 

2.培養學生閱讀及思辨

的能力。 

 

1.閱讀[馭風男孩]書籍(作者:威廉·

坎寬巴。出版社:天下文化) 

2.電影[馭風男孩](1小時53分鐘)賞

析，電影改編自真實故事，13歲的

威廉·坎寬巴從一本科學讀物得到靈

感，打造出一座風輪機，拯救他所

在的馬拉威村莊躲過饑荒之苦。 

3.坎寬巴 TED論壇演說賞析 

4.各組分享心得內容，並進行反思

回饋。 

1.各組分享報告內

容，並進行反思回

饋。 

2.互相觀摩與評分 

第 9~11週 如何創造具有價值的節能作

品?風能水能探究系列-風力

發電機與水力發電機製作與

探究  

1. 風力發電機 

2. 水力發電機 

1.了解臺灣風力及水力

能源的現況。  

2.能自己動手製作及操

作風力發電機及水力發

電機，並瞭解其發電原

理。 

3.培養學生探究的科學

能力。 

1.閱讀「風力及水力發電機」學習

單  

2.撰寫「風能水能系列小組報告」  

3.製作「風能水能系列主題作品」  

4.完成成果發表及自評互評表 

1.完成風力及水力

發電機學習單  

2.成果發表  

3.互相觀摩與評分 

第 12~14週 如何創造具有價值的節能作

品?太陽能探究系列-史特林

引擎門多西諾電機 

(第二次段考) 

1.史特林引擎 

2.門多西諾電機 

 

1.了解臺灣太陽能能源

的現況。  

2.能自己動手製作及操

作史特林引擎及門多西

諾電機，並瞭解其發電

1.觀摩校園內太陽能光電設施。 

2.閱讀「史特林引擎及門多西諾電

機」學習單  

3.撰寫「太陽能系列小組報告」  

4.製作「太陽能系列主題作品」  

1.完成史特林引擎

及門多西諾電機學

習單  

2.成果發表 

3.互相觀摩與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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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理。 

3.培養學生探究的科學

能力。 

5.完成成果發表及自評互評表 

第 15~17週 如何創造具有價值的節能作

品?節能科技探究系列-綠建

築、區域供冷供熱、智慧電

網、能源管理系統、電力輸

送與儲存技術等 

節能科技議題 

 

1.了解建築節能及綠建

築，並能落實於居家生

活中。 

2.了解區域供冷供熱的

節能效果，敦促政府實

施區域供冷供熱政策。 

3.了解智慧電網的節能

效果，支持政府的智慧

電網政策。 

4.了解能源管理系統，

盡一己之力節能。人人

皆能如此，就可聚沙成

塔。 

5.了解電力輸送與儲存

技術，敦促台電逐漸實

施高壓直流輸電。 

6.知道建立「國際輸電

系統」的益處，全民敦

促政府朝此方向努力。 

1.觀摩校園內能源管理系統 EMS設

施。 

2.閱讀「節能科技」學習單  

3.撰寫「節能科技系列小組報告」 

4.製作「節能科技系列主題作品」  

5.完成成果發表及自評互評表 

 

1.完成節能科技學

習單 

2.成果發表 

3.互相觀摩與評分 

第 18週 趣味能源教具製作成果發表會 趣味能源教具製作 1.透過趣味能源教具製

作競賽，引導學生關注

能源短缺的問題。 

2.建立學生正確觀念，

落實於日常生活中，養

成珍惜能源的良好習

1.閱讀「趣味能源教具製作」學習

單  

2.撰寫「趣味能源教具小組報告」  

3.製作「能源教具主題作品」  

4.完成成果發表及自評互評表 

 

1.完成趣味能源教

具作品  

2.成果發表 

3.互相觀摩與評分 

4.辦理一場能源

主題作品成果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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慣，為寶島盡一份心

力。 

表會 

5.參加臺南市深化

校園節電行動方案

競賽 

6.參加科工館全國

潔能科技創意實作

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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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