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7年度行動學習學校北區月例會 

報告人:碧華國小鄭佑津老師 

翻轉   

行動力 



歷年行動學習課程教學活動 

＊ 105學年度 
六年級畢業季系列課程—我們青春課程設計 
(獲得105學年度全國教育市集主題學習APP地圖教案徵選特優) 

 
＊ 106學年度 

三年級(上學期)—校慶忙什麼課程設計 
 
三年級(下學期)—校園新亮點 行動五星級課程設計 
 
＊ 107學年度 

四年級(上學期)行動載具帶孩子去旅行課程設計 

四年級(下學期) 請到我的家鄉來 課程設計 



歷年行動學習課程教學活動 

三年級(下學期)—校園新亮點 行動五星級課程設計 

國語
領域 

•讀他校特色 

•愛校小記者 

•報我校園亮點 

綜合
領域 

•我眼中的校園 

•行動校園亮點 

校園 
新亮點-- 
行動五星級 



歷年行動學習課程教學活動 

三年級(下學期)—校園新亮點 行動五星級課程設計 



歷年行動學習課程教學活動 

四年級(上學期)行動載具帶孩子去旅行課程設計 



歷年行動學習課程教學活動 

四年級(上學期)行動載具帶孩子去旅行課程設計 



107學年度行動學習學校團隊成果報告~教學實施紀錄 



課程架構發想: 

    四下國語課程中，第二單元安排了「文化廣角
鏡」的語文主題課程，讓學生藉由文章放眼世界，
了解不同民俗和環境的文化特色。希望學生藉由欣
賞各地的文化之美進而學習尊重和珍惜屬於自己家
鄉的文化。 
    評估和觀察孩子的先備知識後，決定延伸「家
鄉」的概念來發想。 
    這次行動學習主題課程即以「請到我的家鄉來」
為發展主軸，藉由自由聯想寫作、仿寫、影片觀賞
和載具蒐集資料，進而完成家鄉介紹小書。辦理一
個小型書展，拍攝宣傳影片，讓更多人了解自己的
家鄉文化，進而培養學生愛鄉情懷。 



主題: 
請到我的家鄉來 自由聯想寫作  

我的家鄉 

課文仿寫~  
請到我的家
鄉來(明信
片製作) 

製作 
家鄉小書  

 
書展宣傳 
影片拍攝 

書展宣傳 
海報設計 

課程架構 

2-1-2-3 在看圖或觀察事物後，能以完整語
句簡要說明其內容。 
2-6-3-3 學習資料剪輯、摘要和整理的能力。 
2-8-5-2 能理解作品中對週遭人、事、物的
尊重關懷。 
2-9-8-1 能利用電腦和其他科技產品，提昇
語文認知和應用能力。 國語文領域能力指標 

行動載具 

行動載具 



  專題導向學習教學模式 

(Project-based learning) 

以「完成合作的專題作品」為學習
目標的小組合作學習模式。 

運用行動載具的輔助，促進學生面
對面討論，並透過數位資料的分享，
共同完成與某個主題的作品。 

在完成作品後，對其他同儕進行學
習成果的分享。 

 
 



數位說故事教學模式 

(Digital storytelling) 

 教師指定主題，引導學生在學習活
動的過程，將蒐集的資料以數位故
事呈現。 

 小組學習夥伴必須討論學習內容，
並透過分工，將知識與資料編成有
趣的影片。 

 學生可運用軟體進行影音的剪輯，
更可以自己參加演出，加強活動的
趣味性。 

 透過現場的成果發表，可以分享學
習成果，並促進同儕互動。 



課程實施與時間安排 
主
題 

課程實施 學習(教學)目標 教學活動設計 時間 

請
到
我
的
家
鄉
來 

1.寒假前導組織
學習(自由聯想寫
作) 
作文:我的家鄉 

能依照四大主軸完成以
我的家鄉為主題的作文。 

以四大主軸進行作文撰寫: 
1.你的家鄉在哪裡?  
2.家鄉有哪些特產及美食? 
3.家鄉有那些有名的景點或特色? 
4.其他有關這個地方的介紹。 

寒假
作業 
(1節) 

2.課文仿寫 
(明信片製作) 

1.能依照課文格式完成
100字左右家鄉介紹短文。
2.能以完整語句簡要說
明其內容。 

以新北市三重區為主軸，進行課文仿作。
以100字短文介紹家鄉三重。摘要重點為短
文最重要的指標，短文內容可運用在家鄉
小書製作上。 

2節課 

3.製作家鄉小書 1.能以小組討論方式規
劃小書內容。 
2.能利用行動載具和其
他科技產品，蒐集家鄉
相關資料。 
3.能學習資料剪輯、摘
要和整理的能力。 

1.以各式文宣為範本(新北投車站、雲門劇
場、藝術節、劇場等)，以小組討論方式討
論小書內容設計，依照小組討論的內容進
行小書內頁規劃。 
2.內頁規劃完成後，開始進行三人小組小
書設計，利用行動載具蒐集資料。 
3.完成家鄉小書，進行班上小書分享會，
各組上台進行3分鐘簡單口頭報告。 

10節
課 
(載具) 

4. 
書展
策展  
   

宣傳影片拍
攝 

能依照主題拍攝出書展
宣傳影片。 

1.將學生分為兩組，一組負責影片拍攝宣
傳影片，一組負責繪製海報。 
2.在圖書館進行請到我的家鄉來小書作品
展。 

2節課 
(載具) 

書展海報設
計 

能依照設計出書展宣傳
海報。 
  

2節課 
  



作文:我的家鄉 課文仿寫 製作家鄉小書 書展策展 

David Ausubel(1963)發展一種稱為前導組織的方法，其目的在將學生引導至即將
要學習的教材，並幫助他回憶相關訊息，以便納入新訊息。前導組織是針對即將學
習的材料所做的初步陳述，以便為新訊息提供一個架構，並使新訊息能與學生已有
的訊息產生開聯。 

台北101 

淡水老街 

兒童新樂園 

大稻埕 

野柳女王頭 八里渡船頭 

三峽老街 

碧華寺 

三和夜市 

碧華布街 

環保公園 重劃區 

知高飯 先嗇宮 

鴨肉羹 

由學生的文字中，可以發現，原
來孩子們對於故鄉的了解如此薄
弱。所以目標就是讓學生於家鄉

「有感」 「聚焦」 



作文:我的家鄉 課文仿寫 製作家鄉小書 書展策展 

作文題目:我的家鄉   小作者: 410 李芊瑩 

    我的家鄉位於新北市三重區，我覺得我的家鄉生活
機能相當便利，有很多公車和捷運，四通八達，而我在
這裡已經生活了十一年了呢! 
    我的家鄉有許多美食，著名的像是龍門路的鴨肉羹
和胡椒餅……等，說也說不完。但我最推薦大家到「三
和夜市」去走走，因為那裡有許多美食可以品嘗，非常
方便，又可以逛街。在三和夜市裡保證你肚子會吃得圓
滾滾的，而我最喜歡夜市口的小林脆腸，入味又夠味呢! 
    三重著名的景點則首推先嗇宮，它是一個市定古蹟，
也是三重人的信仰中心之一，先嗇宮已經有兩百多年的
歷史了，廟裡的建築特色古色古香，有時節慶日還會舉
行神明遶境十分熱鬧，歡迎大家有機會也來共襄盛舉。 
圖為先嗇宮 
    我愛我的家鄉，深深感受到三重的溫暖人情味，我
的家鄉「三重」對我來說，是最獨一無二的地方，歡迎
大家有空來三重作客喔!  

從學生作品中挑出
幾位優選作文，利
用課堂上念給同學
聽，將對三重模糊
的概念「有感」。 

圖為先嗇宮 



作文:我的家鄉 課文仿寫 製作家鄉小書 書展策展 

作文題目:我的家鄉   小作者: 410 鄭閔云 
        我的家鄉是三重。說到三重就會想到古色古香的先嗇宮、
令人唇齒留香的薑母鴨，還有一條歷史悠久的碧華布街，另
外，三重的淡水河更是會讓人慕名而來。 
   第一次來到先嗇宮就立刻被眼前的景象所吸引，那廣大的
地面、紅紅磚牆和古色古香的建築，無一不讓人移開目光，
就像訴說著那久遠的故事。耳邊充滿著人的談笑聲，這些談
笑聲聽起來既是快樂又是開心呢!  
    薑母鴨是三重最好吃的食物了，我認為它可以說是全台
灣最好吃的食物之一。這道薑母鴨看似簡單，背後卻有一段
特別的歷史。薑母鴨的歷史淵源流長，相傳有位名醫吳仲把
紅番鴨搭配薑母、燒酒和麻油，為帝王調製宮廷養生湯，後
於民間輾轉流傳，歷經了千年而成為現在熟悉的薑母鴨。而
三重的薑母鴨就是遵循古法製成，非常美味!     
    我的家鄉是一個非常溫暖的地方，雖然不像城堡一樣富
麗堂皇，但我有一個能給我溫暖和幸福的避風港，就讓我感
到相當滿足了!我的家鄉最棒了! 
 

     

從學生作品中挑出
幾位優選作文，利
用課堂上念給同學
聽，將對三重模糊
的概念「有感」 。 

圖為 霸味薑母鴨 



作文:我的家鄉 課文仿寫 製作家鄉小書 書展策展 

作文題目:我的家鄉   小作者: 410 許益愷 
    我的家鄉有著繁華的夜市和特色小吃，還有著四通八達
的交通，那裡風景優美、十分迷人，是個適合居住的地方，
它就是—三重。 
    三重有一座非常有名的橋，它叫作「重陽大橋」，它是
由兩個「H」排起來的建築物，晚上還會在星空下閃閃發亮呢!
碧華布街也是三重的特色之一，早期布的生意根本稱不上是
個行業，當時是偶然發現部分的碎布有利用價值，出於惜物、
節儉的念頭，開始將布做整理分類，三重碧華街的零售布商
逐漸聚集，慢慢形成日後碧華街的雛型，因而一時輝煌，名
氣響透天。 
    說著說著，肚子都餓了，我會推薦大家去已經開了三十
多年的「五燈獎豬腳魯肉飯」享用一頓美味午餐。飄香多年
的人氣名店，取名「五燈獎」的由來，是因為老闆娘當年曾
家五燈獎電視歌唱節目，並獲得五度五關的榮耀，進而將店
名改為五燈獎，吃過都讚不絕口，是我心目中第一名的魯肉
飯，實在是非吃不可呀! 
    我的家鄉，因多彩而美麗；因美麗而動人；因動人而懷
念。希望大家有空都能到我的家鄉來作客。 
 

     

從學生作品中挑出
幾位優選作文，利
用課堂上念給同學
聽，將對三重模糊
的概念「有感」 。 

圖為 重陽大橋 



作文:我的家鄉 課文仿寫 製作家鄉小書 書展策展 

※摘錄課文其中一段 
    請到我的家鄉來，我的家鄉是音樂國度奧地利，也是音
樂神童莫札特的故鄉。我們是愛好音樂的民族，無論男女老
少都喜歡音樂，我們的國土雖然不大，卻充滿歡樂的氣氛。
每年到音樂節，常有大量外國觀光客湧入，遊河賞景，登山
賞雪。來吧!請到我的故鄉來。 
 

課文重複四次，每段格式相同，請
學生依照對於家鄉三重的初印象進
行撰寫，並編製成家鄉特色明信片! 
 



作文:我的家鄉 
課文仿寫 

(明信片製作) 製作家鄉小書 書展策展 

第一步驟 明信片外觀正面發想，藉由圖片欣賞構思自己的想法 



作文:我的家鄉 
課文仿寫 

(明信片製作) 製作家鄉小書 書展策展 

第二步驟 發下說明單和製作材料，開始進行明信片製作 



作文:我的家鄉 
課文仿寫 

(明信片製作) 製作家鄉小書 書展策展 

明信片製作中 

學生將前面鋪陳的
學習內容聚焦後， 
用100~150字(縮
寫)表達出來!需要
一些功夫和內部統

整。 



作文:我的家鄉 
課文仿寫 

(明信片製作) 製作家鄉小書 書展策展 

明信片作品欣賞 



作文:我的家鄉 
課文仿寫 

(明信片製作) 製作家鄉小書 書展策展 

明信片作品欣賞 文思泉湧版本的明信片 



作文:我的家鄉 
課文仿寫 

(明信片製作) 製作家鄉小書 書展策展 

明信片作品欣賞 各具特色和巧思，但滿滿的想法和好點子! 

從  有感   到  聚焦 



作文:我的家鄉 課文仿寫 製作家鄉小書 書展策展 

因為他們自己想要的，就會激
發動力，不用我追著跑，反而

輕鬆了! 

學生已經對家鄉有感  再來最重要的就是激發動力!!! 

全班一起看 

小組分組看 

重點摘要記錄
在紀錄本裡 

小組分享時間 

重頭戲
來了!! 



作文:我的家鄉 課文仿寫 製作家鄉小書 書展策展 

小組分組看 

重點摘要記錄
在紀錄本裡 

小組分享時間 



作文:我的家鄉 課文仿寫 製作家鄉小書 書展策展 

組別名稱 小組成員(號碼代號) 平板號碼 

三重旅遊王 5、7、13 13、7 

三重天才組 2、15、9、11 12、8 

三重小尖兵 10、14、12、25 14、10 

姊的時代 18、19、24、26 9、2 

三重T寶 17、16、21、23 15、6 

三重 Easy go! 20、22、27、6 5、1 

三重旅遊四兄弟 3、8、1、4 3、4 

<< 正式分組名單 >> 

分組方式採用團體探究法，學生自行興趣次主題分組，老師先說明主題概
念後，請學生自行依照共同興趣分組，先進行方向討論、分工，再進行主
題研究。興趣分組的狀況下，小組組員程度未必異質，這部分在課程進行
中需再格外留意! 



作文:我的家鄉 課文仿寫 製作家鄉小書 書展策展 

第一步驟 選擇小書版型 

第二步驟 決定色調、版面內容分配  

第三步驟 著手蒐集小書材料 

第四步驟 邊查資料邊修正版面內容 

第五步 進行小書製作  



作文:我的家鄉 課文仿寫 製作家鄉小書 書展策展 

第一步驟 選擇小書版型 

老師陸續蒐集相關資料 

第二步驟 決定色調、
版面內容分配  

小組反覆進行內容分配討論 



作文:我的家鄉 課文仿寫 製作家鄉小書 書展策展 

第三步驟 著手蒐集小書材料 

 

專題導向學習並非丟給學生一個
議題就讓學生自由發揮，教師需
訂立明確的專題任務目標，往後
的專題導向學習才可能順利，獲
得的學習成效也才會最多。 

 



作文:我的家鄉 課文仿寫 製作家鄉小書 書展策展 

第四步驟 邊查資料邊修正版面內容 

封面設計草稿 藉由蒐集資料篩
選最適合的內容 

教室每個角落都是
我們的學習地點 

空白版型幫助思考 



作文:我的家鄉 課文仿寫 製作家鄉小書 書展策展 

第五步驟  

進行小書製作  

上課實況轉播.mp4


作文:我的家鄉 課文仿寫 製作家鄉小書 書展策展 

        這是第一個完成家鄉小書的組別，這個組別和其他小
組相較，可以發現小組在溝通過程中，較和諧也較願意聽
和分享，而成員各有特色，有領導型、溝通型、吃苦耐勞
型、必要時刻跳出來犧牲奉獻型。 
             而，這些都是課本上沒有教的真實收穫! 

刻苦耐勞型 

溝通型 

領導型 

犧牲奉獻型 



作文:我的家鄉 課文仿寫 製作家鄉小書 書展策展 

小書成品展示.mp4


作文:我的家鄉 課文仿寫 製作家鄉小書 書展策展 

各組上台報告 選出各項小書獎項 完成自評表、組員互評表 



作文:我的家鄉 課文仿寫 製作家鄉小書 書展策展 

宣傳影片拍攝組 企劃組進行影片劇情
規劃中 

演出組順稿練習中 

實際拍攝練習中，以校園和圖書館
為拍攝地點，如火如荼展開拍片準

備工作。 



作文:我的家鄉 課文仿寫 製作家鄉小書 書展策展 

圖書館展出家鄉小書 

還在策展中
就有三年級
的小讀者搶
先欣賞中!! 



作文:我的家鄉 課文仿寫 製作家鄉小書 書展策展 

書展幕後辛苦的工作人員 小小策展人， 
親自動手做更有感! 



有認識，才會尊重；有尊重才會珍惜。 

這次不用寫的，用說的! 
孩子們樂得開心。 
口語能力是自信心的關鍵，在面試、口試
愈來愈重要的潮流中，表達溝通能力成了
未來關鍵競爭力。 

聽聽我們怎
麼說~ 

   
自發性的練
習，一次又
一次，更主
動幫助同儕。 

三重天才組收穫與省思.mp4


圖片摘錄自親子天下網站
http://topic.parenting.com.tw/issue/2014/flipedu/ 

訊息整
合力 

團隊合
作力 

問題解
決力 

溝通協
調力 

執行力 



上課前準備好資料夾和平
板，課程開始即進入分組
討論時間(反覆幾堂課) 

主要蒐集資料的管道 

資料蒐集穿插影片欣賞 

拍攝課程照片和影片，利用錄影功能拍攝學生收穫和心得! 

編輯上課花絮、宣傳影片、省思和感想影片 



    班上孩子經過兩年的分組練習，對於採取

專題導向的學習方式，已經相當熟練。但此教

學方式在於引導孩子進入學習狀態，老師必須

要有花費比傳統教學更多的時間的預期，以達

完整的學習歷程。耐心很重要! 

 

    過程中看到學生遇到困難、爭執或卡關時，

老師也應該有敏感度，能夠察覺異狀，給予學

生正向的鼓勵與信心，幫助學生達到自己設定

的成果與目標。  

 

     現代孩子對於科技使用很熟悉了，但如何

感受生活以及利用科技關心身邊的人事物，才

是最難的部分。 



各組跟小書成品一起開心合照 



品嚐車路頭街甜甜
圈，甜蜜蜜喜孜孜! 

動手做，開啟真學習，科技扮演著觸媒的角色，它是幫
助孩子發揮創意的工具，而非目的。因為動手做，觀看
的角度更為聚焦了!              ~歡迎加入行動學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