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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教育部在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的「核心素養」中說明：素養

指人在適應現在生活和面對未來挑戰時，所應具備的知識、能力和態度。為了

因應新課綱，銜接高中特色課程，百齡高中國中規劃的專案課程揭開序幕，地

理科教學夥伴，共備設計課程，開啟孩子嶄新的學習之窗，希望培養未來領袖

所需具備的能力：閱讀探究、批判創思、團隊合作、藝術涵養及世界接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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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實施動機與目標 

從高中特色課程設計延申至國中亮點專案，校長未雨綢繆開設進修研習的

課程，嘗試以 PBL（Project Basic Learning，專題導向學習）、UbD

（ Understanding by Design，重視理解的課程設計）的概念設計專案課程。PBL

係指教師在教學過程中，採專題為主的學習模式，以培養學生主動學習和解決

問題的能力；UBD 模式講求「多元評量」、「學習者中心」，因此我們開始思考

以終為始，想讓孩子透過課程學習到什麼能力？ 

    筆者從 105 學年上學期的一人自行準備課程的操作模式，使用學校的

moodle2 發派作業及學生線上繳交作業，到 105 學年下學期和另一位夥伴討論內

容分成兩部分操作，使用 google 雲端硬碟繳交作業，到 106 學年的二人討論並

一起上課的共備模式，讓學生透過桌遊及使用 google classroom 線上回饋及繳交

作業。筆者這一年半以來由一人獨自準備專題課程到和夥伴討論，激發課程內

容，給學生不同刺激。在和同科夥伴的相互激勵下，我們期待能達到十二年國

教總綱所想達到的基本理念：共同謀求引發學生的學習動機，培養學生與他人

互動能力，協助學生應用所學，達到「自發、互動、共好」。筆者使用三種不同

的線上軟體讓學生繳交作品及給予回饋，這些軟體也有各自的優缺點，將於文

中一一羅列。     

 

貳、 課程與教學設計 

一、105 學年上學期的專案專題課程：圖說社區，用地圖認識生活環境 

    本學期的課程主要希望學生能創作一張學校附近的主題地圖。首先透過觀

摩他人繪製的主題地圖來激發自己的創意，接著試著繪製自己在學校的生活地

圖，再來欣賞網路影片了解生活地圖繪製需注意的事項，並認識士林發展的歷

史後，實地參訪士林會館，將參訪路線圖用「Tour Builder 3D」呈現，最後讓學

生自己選擇喜歡的主題繪製自己的社區地圖。課程計畫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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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百齡高級中學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國七專案專題課程計畫表 

課程

名稱 
圖說社區：用地圖認識生活環境 

設計

教師 
陳玉雯 領域/科目 社會/地理 

教學

對象 
國七學生 教學時數 每隔周五上午兩節 

課程

目標 

調查一塊鄰近學校的區域，擬定出一個主題來介紹該區域，並畫出此區域的

地圖，且能說明此主題與該區域的關係，並說出此主題可供自己學習的機會

為何。 

關鍵

問題 

本課程所要探究的關鍵問題 (Essential  Questions) 

我們生活周遭的環境如何影響我們的生活？ 

能力

指標 

本課程之能力指標（Skills） 

1.能運用網路資源及實際踏查繪製出屬於自己的主題地圖 

2.能檢視自己繪製的主題地圖是否符合地圖要素 

對應校本能力指標（Skills） 

(一) 閱讀探究 

■1-1 資訊擷取   ■1-2 資訊詮釋   □1-3 反思評鑑 

(二) 批判創思 

■2-1 想法流暢性         □2-2 改善精進性 

□2-3 改造變通性        ■2-4 不同獨創性 

(三) 團隊合作  

■3-1 表達、聆聽與討論   ■3-2 分工與分擔 

■3-3 共同完成任務      □3-4 貢獻與服務 

(四) 藝術涵養   

□4-1 藝術欣賞   □4-2 藝術評鑑   ■4-3 藝術創作 

(五) 世界接軌   

□5-1 外語表達與應用  ■5-2 認識並尊重多元文化 

□5-3 培育全球公民素養 □5-4 認識國際及全球議題 

知識 

經由本課程學生能知道的知識（Knowledge） 

(一) 能認識學校附近的地理位置與範圍。 

(二) 能學會判讀地圖的資訊。 

(三) 能認識地圖的基本要素 (圖名、方位、圖例、比例尺、註記等)  

(四) 能明瞭指北針方向正確性、設計適宜性  

(五) 能認識圖例表達方式與內容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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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能認識圖名與註記適切性  

(七) 能明瞭地圖內容主題明確性  

(八) 能檢視地圖整體構圖平衡、色彩和諧與創造力 

多元

評量 

實作評量 

學校附近有哪些特色呢？你會如何介紹學校附近的歷史、小吃、

特色景觀、宗教建物分布、著名景點等，請你找出一個主題來介

紹，並畫出此主題的分布地圖，親自踏查訪問後，用自己的話來

說明這個主題為何如此分布，並從中學到什麼？ 

其他評量 實地踏查 

教材

發展 
自製教材、地名資訊服務系統 

教學

方法 
直接教學引導法 

課程

內涵 

週次 授課大綱 學習重點 

第 2 週 

9/9 

認識地圖要素與繪製地圖注意

事項 
觀摩優秀作品 

第 4 週 

9/23 
繪製自己學校生活地圖 

練習將新生訓練闖關地圖路

線圖繪製出來以及認識學校

平面圖 

第 6 週 

10/7 

1. 看影片了解繪製生活地圖注

意事項 

2. 確認自己將要繪製的生活地

圖主題 

3. 認識士林地區的發展歷程 

1. 看下課花路米介紹生活地

圖的繪製需要注意事項 

2. 思考自己生活地圖的主題 

3. 透過台灣吧認識士林發展

的歷史 

第 8 週 

10/21 
實地踏查 

實地踏查從學校到公民會館，

參觀公民會館展示：民間信仰

文化展 

第 10 週 

11/4 
將實地踏查重點整理 

能選定一個主題在踏查時專

注於主題內容。 

第 12 週

11/18 

1. 利用地名資訊服務系統認識

社區的古地名 

2. 認識地名資訊服務系統網站 

1. 認識古地圖的圖例與使用

方式。 

2. 認識地名與環境的關係。 

第 14 週 

12/2 

1. 繪製實地踏查主題地圖 

2. 觀摩同學繪製的主題地圖 

1. 運用之前所學繪製社區地

圖 

2. 觀摩同學繪製的主題地圖

並給予評價 

第 16 週

12/16 

1. 修正自己繪製的主題地圖 

2. 針對自己的主題地圖搜尋網

1. 參考其他同學給予的建議

修正自己的社區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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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資料加以文字敘述 2. 先從網路搜尋資訊列出有

想確認的訊息 

第 18 週

12/30 

1. 觀摩同學繪製的主題地圖 

2. 修正自己繪製的主題地圖 

1. 觀摩同學繪製的主題地圖

並給予評價 

2. 參考其他同學給予的建議

修正自己的社區地圖 

第 20 週 

1/13 
全體同學評選出優秀作品 所有同學票選心中優秀作品 

預期

成效 

檢核 

1.能使用符號繪製平面地圖 

2.能利用地圖描述、解釋地表事項 

    筆者在這學期使用的是學校的 moodle2 來發派作業，其使用介面內容如附

圖所示，當時筆者參加學校的一生一平板行動學習社群，剛好有一台 IPAD 行

動推車，共有二十八台的平板可以使用，於是筆者在專題課程上讓學生使用平

板接收作業及繳交作業！這個介面使用的好處是可以老師可以依照周次發布需

要的課程內容，學生按照周次點選看課程內容及繳交作業，老師也可以給學生

回饋！如下圖所示： 

  

照片說明：學校的 moodle2 介面 照片說明：在收作業後給予學生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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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上課時，筆者設計學生觀摩優良作

品，選出一幅圖詳列出他注意到此圖的優點，筆

者認為若學生能注意到一張圖的優點，學生自己

在繪製時應能提醒自己也要注意這些事項！學生

作品呈現如圖所示： 

    第二次上課時設計讓學生繪製自己的學校生

活地圖，內容共有兩張，一張是呈現學生在新生

訓練時，學校有安排闖關活動，筆者要學生把他

們的闖關路線圖呈現在地圖上，並能給學弟妹們一些注意事項，另一張圖是筆

者要學生利用學校校舍分布圖，繪製自己在學校的生活地圖，並且利用學校的

moodle2 的介面讓學生互評，學生可以得到同儕的即時回饋，如下圖所示： 

 
    學生作品呈現如下： 

  

照片說明：學生用不同符號圈出自己

在學校的生活地圖 

照片說明：學生自己繪製出新生訓練

闖關地圖，並給予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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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次第一節上課要求學生上網看「下課花路米」介紹生活地圖繪製需要

注意事項，並將其筆記重點，也思考自己將要繪製的生活地圖主題。第二節上

課要學生上網看認識士林發展的歷史，老師條列要學生觀看的重點，學生回答

題目，兩節課學生呈現的結果如下： 

  

照片說明：學生作品，有學生選擇將看到的重點條列呈現，有學生則是呈現

文章式的呈現 

  

照片說明：老師條列應從影片中觀察到的題目，學生須一一回答。 

    第四次上課帶學生去實地踏查，要求學生紀錄沿途重要景點，並注意展覽

內容選擇一個主題做詳細的認識，相關照片如下： 

  

照片說明：學校往會館的第一個轉角 照片說明：進入士林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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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說明：慈諴宮前廣場 照片說明：士林會館前 

  

照片說明：學生專注選擇主題 照片說明：學生整理照片 

    第五次上課讓學生將踏查的重點做紀錄整理，要求學生要能繪製實察路線

並將在展示間找到的一個主題整理記錄，另外要能繪製街景動畫導覽解說，由

於繪製街景動畫導覽需使用到電腦教室，教師附上使用說明的網址連結，但這

份作業學生的完成度是零，筆者觀察學生一使用到電腦就很容易分心，無法專

注在閱讀新的軟體使用技巧學習，甚為可惜。這次上課學生只完成了一個主題

整理記錄。內容如下 

  
照片說明：學生能找到一個主題紀錄

內容。 

照片說明：沒有學生完成這份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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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次上課讓學生利用地名資訊服務系統認識社區的古地名並認識地名資

訊服務系統網站，學生可以透過地名資訊服務系統認識社區的古地名及全台灣重

要地名由來，讓學生透過網站遊戲來認識地名。照片如下： 

 

 

照片說明：學生挑戰網站地名遊戲 照片說明：學生專注認識古地圖 

    第七次到第九次的上課皆在教室完成自己的主題地圖繪製。讓學生透過之前

上課的學習，練習繪製自己的主題地圖。學生在過程中試著先尋找相關主題的地

圖，在自行手繪程自己的主題地圖，教師從中給予意見與要求，最後學生每人皆

完成了一份自己的主題地圖，並寫了一份自我檢討的報告，如下圖所示： 

  

照片說明：學生個人專注完成自己作

品 

照片說明：學生倆倆相互討論作品如何

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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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說明：學生第一次作品（左圖），他想呈現士林夜市附近的停車場分布。

構想很好，但道路繪製不明確，筆者請他修改後成右圖。 

  

照片說明：學生個人最後的報告 照片說明：期末的專案專題成果海報 

 

二、105 學年下學期的專案專題課程：社區大富翁，用地圖認識生活環境 

    筆者在本學期課程規劃和上學期的方式不同，因為和地理科淑華老師討論能

讓專案專題課程的學生了解教師如何設計闖關，並實際體驗後能自行設計自己的

闖關題密，因此前兩次上課讓學生操作三腳渡闖關並體驗，後三次上課讓學生自

行設計學校附近的主題海報及題目，完成大富翁遊戲設計，之後的四次上課就由

淑華老師上課帶學生實地實察三腳渡並完成學校附近的主題地圖。計畫表如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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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 

臺北市立百齡高級中學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國七專案專題課程計畫表 

課程

名稱 
闖關設計：社區大富翁 

設計

教師 
陳玉雯、張淑華 領域/科目 社會/地理 

教學

對象 
國七學生 教學時數 每隔周五上午兩節 

課程

目標 
能認識社會科所學的資訊並運用所學設計闖關活動 

關鍵

問題 

本課程所要探究的關鍵問題 (Essential  Questions) 

了解生活周遭的環境問題及其對個人、學校與社區的影響 

能力

指標 

本課程之能力指標（Skills） 

1-4-1 分析形成地方或區域特性的因素，並思考維護或改善的方法。 

1-4-2 分析自然環境、人文環境及其互動如何影響人類的生活型態。 

對應校本能力指標（Skills） 

(一) 閱讀探究 

■1-1 資訊擷取   ■1-2 資訊詮釋   □1-3 反思評鑑 

(二) 批判創思 

□2-1 想法流暢性         □2-2 改善精進性 

□2-3 改造變通性        □2-4 不同獨創性 

(三) 團隊合作  

■3-1 表達、聆聽與討論   ■3-2 分工與分擔 

■3-3 共同完成任務      □3-4 貢獻與服務 

(四) 藝術涵養   

□4-1 藝術欣賞   □4-2 藝術評鑑   ■4-3 藝術創作 

(五) 世界接軌   

□5-1 外語表達與應用  □5-2 認識並尊重多元文化 

□5-3 培育全球公民素養 □5-4 認識國際及全球議題 

知識 

經由本課程學生能知道的知識（Knowledge） 

(一) 知道社區地理自然環境 

(二) 認識社區歷史脈絡 

(三) 認識社區景點 

(四) 認識社區水文 

(五) 將所認識的社區知識設計成大富翁遊戲 

(六) 能創作出一幅主題地圖 

多元 實作評量 三腳渡闖關設計、社區大富翁闖關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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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量 其他評量 地理實察 

教材

發展 
自製教材、七年級社會課本 

教學

方法 
直接教學引導法 

課程

內涵 

週次 授課大綱 學習重點 

第 2 週 

2/24 
三腳渡密室闖關設計 

將三腳渡的歷史、人文部分設計成密

室闖關 

第 4 週 

3/10 
三腳渡地圖闖關設計 將三腳渡的地圖設計成闖關型式 

第 6 週 

3/24 

1. 介紹士林國中｢台

灣我最行」作法 

2. 介紹百齡高中的社

區大富翁 

3. 分組(兩人一組，共

10 組，有十道子題) 

1. 了解社區大富翁的操作模式與所

需資源 

2. 各組確認主題 

 

第 8 週 

4/7 

1. 分組討論 

2. 收集資料 

3. 各小組發表進度 

4. 小組間交流 

各組資料須製作成對開海報 

(方便闖關者有先備知識) 

第 10 週 

4/21 

1. 分組討論 

2. 收集資料 

3. 各小組發表進度 

4. 小組間交流 

實際試玩 

第 12 週 

5/05 

1. 認識地圖要素 

2. 認識學校地理位置

與範圍 

1. 認識相對、絕對位置的表示方法 

2. 認識學校的範圍 

3. 繪製學校地圖 

第 14 週 

5/19 
三腳渡踏查 實際踏訪三腳渡為主題地圖打底稿 

第 16 週 

6/02 

1. 修正自己繪製的主

題地圖 

2. 針對自己的主題地

圖搜尋網路資料加

以文字敘述 

1. 參考其他同學給予的建議修正自

己的社區地圖 

2. 先從網路搜尋資訊列出有想確認

的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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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8 週 

6/16 

全體同學評選出優秀作

品 
所有同學票選心中優秀作品 

預期

成效 

檢核 

1. 對社區資訊的了解 

2. 組間的互評 

    第一次上課時，筆者放大列印學校附近的道路地圖及古地圖，將學生分

組，要學生試著將大地圖拼湊起來，藉此認識學校地區附近的土地利用。接著

教師要學生把拼湊好的地圖試著用拼圖的方式剪裁九到十一片，作為闖關項目

的其中一項。這時教師就會發現各組學生的剪裁方式很大不同，有些組別用不

規則剪裁方式，有些組別則是用幾何剪裁方式處理拼圖。 

  

照片說明：學生利用自己的生活經驗，拼出現在學校附近的道路地圖 

  

照片說明：學生利用地圖圖例等線索，試著拼出學校附近的古地圖 

    第二次上課，第一節課筆者將學生剪裁的拼圖交給不同的組別拼湊，測試

能完成的時間需要多久，第二節課筆者將淑華、瓈云老師設計的三腳渡闖關題

目請學生測試，讓學生了解闖關題目的設計模式，給學生提供靈感於第三次上

課時設計題目能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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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說明：學生試著完成學校附近的地圖拼圖 

  

照片說明：學生分工試著將謎題解開 

    第三到五次的上課筆者讓學生分組認領學校附近教師所指定的主題，製作

主題海報及大富翁所需題目，這時筆者使用的是雲端硬碟所有人共同登入同一

個帳號，讓學生能小組共同編輯，這個是使用同一帳號雲端硬碟的優點，學生

可以看到同組的內容，也可以看到其他組別的內容，如此處理還有一個優點是

教師將所有內容如照片也可以放在資料夾內，方便日後存取，有利於資料的整

理，如附圖所示： 

  

照片說明：筆者申請一個帳號，專用於此課堂的雲端硬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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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說明：學生搜尋資料、製作海報 

  

照片說明：學生上台報告海報內容，其他同學認真聆聽給予回饋 

  

照片說明：學生上台報告，其他同學認真聆聽，教師也直接在雲端硬碟的資料

夾上給予回饋。 

  

照片說明：學生設計題目，放入大富翁題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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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說明：學生試玩同學們所做的大富翁題目。 

    筆者發現讓學生自行設計題目時，學生還需要更多的引導才能設計出題

目，他們大多就選擇自己找的資料的某一句話來作為題目，而沒有認識這句話

是否是這份資料的關鍵問題，這是教師日後可以多加著墨的部分。 

    第六次上課以後是由淑華老師任教，他希望學生繪製能以繪製三腳渡的主

題地圖為主，因此他帶著學生去實察後，要學生繪製三腳渡或學校的主題地

圖，學生成品如下所示。 

  

照片說明：三腳渡實察時，請當地耆老解說 

  

照片說明：學生上台報告自己的繪圖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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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說明：學生繪製學校相關主題地圖。 

  

照片說明：學生地圖繪製回饋。 

 

三、106 學年上學期的專案專題課程：世界旅遊趣 

    本學期的專案專題上課模式採取兩位老師共同入班授課模式，張瓈云老師

擅長自製桌遊，以活動的方式讓學生學習相關地理知識，筆者擅長使用資訊融

入教學，讓學生於電腦完成作業，筆者這學期使用的是 Google Classroom 來發派

作業、收集回饋。本學期課程計畫表如下： 

臺北市立百齡高級中學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國八專案專題課程計畫表 

課程

名稱 
世界旅遊趣 

設計

教師 
張瓈云、陳玉雯 領域/科目 社會 

教學

對象 
國八學生 教學時數 隔週上午兩節 

課程 擇定一個國家，並選定一主題進行介紹。藉由認識國家的特色來比較與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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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灣的異同；並規畫當地的旅遊行程與繪製地圖，了解國家的特色與文化意

涵。 

關鍵

問題 
了解生活周遭的環境問題及其對個人、學校與社區的影響 

能力

指標 

本課程之能力指標（Skills） 

1-4-1 分析形成地方或區域特性的因素，並思考維護或改善的方法。 

1-4-2 分析自然環境、人文環境及其互動如何影響人類的生活型態。 

對應校本能力指標（Skills） 

(一) 閱讀探究 

■1-1 資訊擷取   ■1-2 資訊詮釋   ■1-3 反思評鑑 

(二) 批判創思 

■2-1 想法流暢性         ■2-2 改善精進性 

□2-3 改造變通性        ■2-4 不同獨創性 

(三) 團隊合作  

■3-1 表達、聆聽與討論   ■3-2 分工與分擔 

■3-3 共同完成任務      □3-4 貢獻與服務 

(四) 藝術涵養   

□4-1 藝術欣賞   □4-2 藝術評鑑   ■4-3 藝術創作 

(五) 世界接軌   

□5-1 外語表達與應用  ■5-2 認識並尊重多元文化 

□5-3 培育全球公民素養 ■5-4 認識國際及全球議題 

知識 

(一) 能認識國家的地理位置與範圍。 

(二) 能透過桌遊如中國十日遊，學習規劃旅遊路線能力。 

(三) 能善用網路資源找到旅遊地點特色。 

多元

評量 

實作評量 

選定的國家有哪些特色呢？你會如何規劃到這個國家的歷史、

小吃、特色景觀、宗教建物分布、著名景點等，請你找出一個

主題來介紹。【路線規劃、資料搜尋與辨識】 

其他評量 口語表達 

教材

發展 
自製教材、八年級社會課本 

教學

方法 
直接教學引導法 

課程

內涵 

週次 授課大綱 學習重點 

第 1 週 選課說明暨選課作業  

第 3 週 桌遊：「中國十日遊」 
1. 認識中國各省的相對位置 

2. 平面空間路線規劃 

第 5 週 世界地球儀拼圖 
1. 認識世界各大洲與國家。 

2. 思考完成地球儀的策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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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週 世界各地的位置 
1. 複習並活用經緯度的表示方法。 

2. 完成世界各地位置學習單。 

第 9 週 桌遊：「臺北邂逅」 

1. 認識世界各國國旗、意義。 

2. 認識參加臺北世大運國家的國

旗。 

3. 歸納世界國旗的主要特點  

第 11 週 繪製旅遊地圖（一） 

1. 使用「the true size of」認識國家

大小。 

2. 搜尋擇定擇定國家的基本資料。 

3. 使用「google map」規劃旅遊行

程。 

第 13 週 繪製旅遊地圖（二） 

1. 運用之前所學繪製旅遊地圖。 

2. 觀摩同學繪製的旅遊地圖並給

予評價。 

第 15 週 

1. 修正自己繪製的旅遊

地圖。 

2. 針對自己的旅遊地圖

搜尋網路資料加以文

字敘述。 

1. 參考其他同學給予的建議修正

自己的旅遊地圖。 

2. 從網路搜尋資訊並列出想確認

的訊息。 

第 17 週 

1. 觀摩同學繪製的旅遊

地圖。 

2. 修正自己繪製的旅遊

地圖。 

1. 觀摩同學繪製的旅遊地圖並給

予評價。 

2. 參考其他同學給予的建議修正

自己的旅遊地圖。 

第 19 週 

1. 發表最終作品，全體

同學評選出優秀作品 

2. 給予課程回饋  

1. 所有同學票選心中優秀作品 

2. 給予課程回饋 

預期

成效 

檢核 

1. 能運用電腦等數位工具搜尋所需資訊。 

2. 能認識擇定國家的特色與文化。 

3. 能具備規劃旅行路線之能力。 

    第一次上課讓學生透過瓈云老師自製的中國十日遊桌遊來認識中國各省分

的位置，藉由旅遊任務來進行路線的規劃，學習將「點」連結成「線」，作為後

來導入課程旅遊規劃路線的引導。學生上課非常專注，認真的想要完成此桌遊

任務。學生的回饋中也得到很滿意的分數與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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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說明：學生認真思考，專注參與桌遊課程 

 

中國十日遊不僅要靠運氣，還要靠一開

始的排列方式，我覺得要善用飛機，因

為飛機可以飛到另一個地方，增加過關

的機率。(學生回饋) 

可以多增加一些卡片，讓玩家有多一些

的卡片，不然一旦被其他玩家拿走後，

可能就要等一段時間才能再次拿到己想

要的卡片(學生回饋) 

照片說明：學生回饋中可得知學生對於路線的規劃已有初步的概念 

    因應八年級生學期的課程內容為中國地理，學生對世界各國的位置、甚至

是大洲大洋並不熟悉，因此第二次上課先進行三大洋七大洲概略介紹後，讓學

生自拼立體地球儀，學生從作中學，比對平面地圖海洋位置、國家的輪廓、位

置及名稱，認識我們的世界。 

  

照片說明：學生專注拼立體拼圖，積極投入 

  

照片說明：小組成員通力合作，積極 照片說明：完成地球儀拼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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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任務 

 

我覺得自拚地球儀要有足夠的腦力，

因為地球儀那麼多片，要找出數字要

有技巧地找。(學生回饋) 

我覺得這個課程讓學生們可以更加的

認知世界各國的地理位置，對我也幫

助不少(學生回饋) 

我覺得很有挑戰性 雖然我最後放棄

了 但看著同學們認真的樣子 很後悔

自己放棄(學生回饋) 

照片說明：學生回饋中能感受到完成拼圖需要策略，且看到看到同儕積極投

入會對自己的行為進行自我反省。 

    第三次上課利用前一次課程中拼好的立體地球儀，要學生看地球儀及世界

地圖回答經緯度相關問題，複習並活用所學，並使用賓果遊戲方式來增加對答

案的樂趣。 

  

照片說明：回答學習單問題從地球儀和地圖搜尋及推測答案。 

  

照片說明：玩賓果對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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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地球儀讓我了解到哪個洲在哪，更

清楚的知道世界地理位置不適用死背

的方式而是在拼拼圖的過程中漸漸地

熟悉然後記下來(學生回饋) 

很好玩能訓練專注力，也能更認識國

家，真的很好玩是我最喜歡的一環

(學生回饋) 

照片說明：學生回饋中可以得知學生能藉此活動認識國家的位置 

    第四次上課利用邂逅台北的桌遊認識來參加世大運的三十個國家國旗，先

讓學生認識各國國旗，上網尋找國旗的分類，再來讓學生試著把三十個國家的

國旗拼在正確的位置上。 

  

照片說明：學生利用電腦搜尋，認識各國國旗，並討論國旗的分類及其文化

意涵，進而歸納統整。 

  

照片說明：進行國旗位置所在的遊戲，於遊戲中學習。 

 

透過遊戲來認識國旗，我覺得非常的

好玩，不僅能夠增加知識還能夠增添

上課的樂趣。雖然有很多國家都是我

聽過都沒聽過的國家，還是能夠加減

記一下(學生回饋) 

「認識各國的國旗」我覺得很有趣，

因為可以在遊戲中認識以前不常看到

或不容易注意到的國家。(學生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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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說明：學生回饋提及在此過程中認識了一些國家的國旗 

    第五次到最後是讓學生試著規畫旅遊行程設計，教導學生使用 Google 地圖

的規劃路線，了解規劃行程點與點之間需要的時間，還有使用 the true size of 認

識要去的國家或城市的大小加上並使用 tour builder 繪製街景動畫導覽解說。筆

者一開始使用雲端硬碟，但發現大家皆會重複覆蓋他人的作品，因此改採

Google Classroom 收發作業，解決此問題。這學期由於有瓈云老師的協助，改善

了去年學生皆無法完成使用 tour builder 繪製街景動畫導覽，大多同學都能完

成，因此在教導學生使用新的軟體來完成作業時，需要有較多的人力協助或時

間讓學生熟悉作業系統才比較容易達成。另外從學生的電腦操作中讓我們以為

生長在「滑世代」的他們應該有不錯的資訊能力，認為學生很熟習 word 的操

作，但卻發現大多學生還不是很熟悉文書處理軟體，因而讓我和瓈云老師反思

資訊能力的培養，討論在下學期考慮改採其他方式或調整課程進度，甚至尋求

電腦老師協同合作教學。 

 
 

照片說明：一開始使用雲端硬碟會相互覆蓋，改採 Google Classroom 收發作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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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說明：學生作品，透過課程中同儕不斷地彼此觀摩、反思，進行修正。 

  

照片說明：學生互相觀摩討論，進行

反思修正。 

照片說明：教師根據學生進行狀況進

行引導並與學生討論。 

  

照片說明：學生於最後一節課對進行作品最終發表，培養訓練學生的表達能

力。 

 

Google 規劃路線我覺得是所有遊戲中

最難的一個，一開始做的時候以為只

要是在同一個地方就可以了，結果後

來才發現要搭配地圖，這樣才知道某

個地方距離哪裡有多遠。(學生回饋) 

能夠認識很多地方的景點，長大後也

知道可以如何規劃、行程，很方便，

只是時間不太夠有點可惜(學生回饋) 

照片說明：學生回饋這項作業偏難，但有同學反應學習到如何規劃行程，未

來用於生活中，此與未來 108 課綱與生活結合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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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說明：海報成果的呈現 照片說明：學生的成品呈現 

 

參、 教學省思 

一、教師從自好到共好，學生從被動到主動： 

    地理科專案課程起跑，從 105 學年上學期的課程內容是利用筆者歷年來在

第八節部分嘗試過的內容，到 105 學年下學期和同科老師腦力激盪授課內容的

嘗試，進而到 106 學年上學期的共同授課，授課內容一開始筆者由要學生從網

路資料中擷取重點，希望學生能從中自我學習，到和同科老師學習到授課方式

的多元嘗試：如讓學生自行設計題目玩大富翁、或是用桌遊方式讓學生從遊戲

中學習，筆者發現這樣學生學習的意願更高，和同科夥伴的共備激出的火花讓

專案專題的設計更多元，讓學生能學習帶得走的能力。很開心能在地理科有互

助合作的團隊，找到志同道合的夥伴，共同設計專案課程。 

    筆者在這一年半的時間教授的專案專題學生，皆是被筆者教授地理科的孩

子，105 學年上學期筆者主要安排學生以個人作業方式為主，但在之後的學期

和夥伴的共備下，我們採取了由教師將學生地理科成績平均進行分組，安排學

習活動，期待每組成員都能相互交流，彼此學習，尤其是透過活動的方式，發

現每個孩子都能完成不計分的專案專題作業，且從學校在課程結束後，很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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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製作問卷，詢問孩子上完專案，對應校本能力指標，覺得契合度為何的問卷

中，也發現學生對於世界旅遊趣的各項契合度滿分五分的認同皆高於圖說社區

的課程，除了在藝術涵養的部分，因為在圖說社區中有要孩子們實際畫地圖，

而在世界旅遊趣的部分較少讓學生在這部分的呈現，所以學生們在覺得藝術涵

養的比例較高，因此筆者很能認同十二年國教總綱所提及的教學實施部分：多

元的教學模式能激發學生學習動機，學習與同儕合作並成為主動的學習者。 

百分比(%) 
圖說社區

5 

世界旅遊趣

5 

圖說社區

4 

世界旅遊趣

4 

圖說社區

3 

世界旅遊趣

3 

閱讀探究 45 59 55 37 0 4 

批判創思 45 67 50 30 5 4 

團隊合作 45 59 45 30 10 11 

藝術涵養 55 44 45 37 0 19 

世界接軌 45 63 45 37 10 0 

 

二、感謝學校對教師專業發展的支持： 

    筆者從在這授課的一年半中，嘗試用三種不同的協作平台發派給學生作業

及處理學生繳交作業，甚至讓學生互評，每個協作平台各自有其優點，端視教

師的需求而定，例如師生共同使用一個雲端硬碟帳號的優點即是不會發生學生

忘記自己的帳號密碼而無法登入，同組人員可以輕易同時共做作業；moodle2 的

好處是很多的作業模式，教師可以依需求在發放前設定好，讓學生們依照教師

的需求給予不同形式的作業，只是介面學生們較不習慣，需要時間適應；

Google Classroom 可以讓學生在做作業時，不會因故需要重做，因為 Google 文件

會隨時存檔。筆者非常感謝學校多次安排研習，讓筆者能熟悉多項的電腦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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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探究百分比(%) 批判創思 團隊合作 藝術涵養 世界接軌

圖說社區與世界旅遊趣的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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繳交平台，能實際使用於教學上。 

    但是實際使用電腦繳交作業時也會遇到一些瓶頸，例如 105 學年上學期時

筆者使用平板教學，但學校由於同時段也是其他科目的專案專題選修課程，在

教室使用網路常常塞車連不上網；另外有些作業系統是無法使用 ipad 作業，如

tour builder，最後還是請學校協助商借電腦教室來解決。而在 105 學年下學期

時，學校有智能教室可以使用，在分組時有可以適合討論的桌椅，非常方便，

甚至也有 chrome book 可以直接上線，只是學生要適應 chrome book 的使用，也

需要花費時間，但是還是非常感謝學校能有很好的設備讓學生可以多方嘗試，

百齡的學生真的非常幸福。 

    但筆者發現雖然現在的學生是滑世代，平常似乎很常接觸到電腦，但是電

腦相關軟體如文書處理卻不甚熟悉，因此在使用電腦相關軟體的介紹時需要給

予更多的時間讓學生們加以熟悉應用，筆者也於 106 學年下學期的授課加以更

正，將讓學生使用簡報方式呈現報告。 

    在未來 Family 一零七年的五月份當期雜誌中介紹了：「國中教育會考和課

室平時評量也在開發新的題型中，考的不只是學科知識或學習內容，還有對於

知識概念的判斷、應用或生活問題的解決。」很開心我和同科的夥伴們在學校

的支持與帶領下跟上這個方向，也朝著這個方向努力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