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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教學活動規畫與實施

貳、實施班級的執行狀況

叁、計畫執行進度

報告大綱



結合SDGs聯合國全球永
續發展目標，由校園植物出發，期
望可以以此帶領並引導孩子可以由
在地關懷，從自身校園生態出發，
進而保育自然環境、愛護地球

教學目標



與「行動學習E起來社群」及「成
功好兒童創客社團」合作，在專業老師帶
領下，利用資訊教育「積木程式」課程、
閱讀教育「科普閱讀」指導，進行校本課
程「校園植物」走讀，設計完成校園植物
藏寶圖。

教學目標

https://scratch.mit.edu/studios/25504099/


計畫團隊成員
職稱 姓名 教學領域 分工任務

校長 蕭惠文 自然 綜理專案

教務主任 張育銓 一年級閩語 課程推展、計畫撰寫、實施成果統整(帶領國際教育社群團隊)

總務主任 丁雪華 一年級閩語 環境建置、課程實施

教學主長 李淳 二年級綜合 課程實施、資料蒐集

設備組長 廖庭翊 五年級資訊 數位研發、課程實施、資料蒐集

資訊組長 黃少彥 四年級資訊 1. 負 責 解 決 與 協 調 一 切 可 預 見 的 問 題 。
2.負責定期召開會議，辦理研習，引導與輔助教師擬訂出適切的
行動學習方案

導師 何蕙菁 二年級導師 學習扶助班老師(數學科)

導師 陳俊宏 三年級導師 執行並教授行動學習課程(國語科)

導師 江協隆 五年級導師 學習扶助班老師

導師 林家慶 五年級導師 創客社團推廣

導師 江信宏 六年級導師 執行並教授行動學習課程(國語科)

科任老師 曾國禎 五年級社會 執行並教授行動學習課程(社會科)

科任老師 施崇蓓 五年級音樂 執行並教授行動學習課程(音樂科)

科任老師 陳怡君 五年級音樂 執行並教授行動學習課程(音樂科)

科任老師 李寧 五年級英語 規畫國際教育ccoc課程(英語科)

科任老師 呂惠雯 六年級英語 規畫國際教育ccoc課程(英語科)



分組討論校園植物與環境教育融入國際教育優良教案

1.由閱讀出發，走讀本校的校本課程:蘆洲風情畫、
五股濕樂園，高年級可做生態導覽活動解說員，並
融入資訊領域行動學習

標竿楷模學習

2.做出校園植物分布與尋寶圖，直接掃QR code ，
或是在樹設置（掃QR code）植物牌，之後就會跳
出題目，作為闖關題目。



1.邀請江素蘭講師蒞校講演，講師依學校四大區域
介紹植物，並對學校植物進行普查，與成功好兒
童學生創客社團的植物調查相互應證。另本次也
從中挑出8種特色植物，引導如何融入相關課程。

主題經驗分享

利用運用大葉山欖種子及
艷紫荊葉片進行創作。



1.依學校四大區域:前庭、小中庭、大中庭、操場
確認校園植物位置，並重新規劃學校植物標示牌，
以植物特徵做為標示牌主要描述文字 讓孩童可以
清楚了解，並建置E化之QR-CODE與藏寶圖。

校園植物藏寶圖建置

他校植物牌介紹 校園植物分布圖規劃 校園植物敘述分類與標示



社群夥伴根據前庭、小中庭、大中庭、操場共36種
植物，針對其之特徵進行文學創作 將運用於校園解說牌。

校園植物文學創作

花開不張口，含笑又低頭；擬似玉人美，深情暗自流。
清晨被摘取，味道最持久；若想見見我，相約在街頭。

以詩歌方式創作，並把玉蘭花的相關特徵與賣街頭賣玉蘭
花的景象融入詩歌裡，讓學生可以朗朗上口，低中高年級
都適宜



社群夥伴根據前庭、小中庭、大中庭、操場共36種植物，針對其
之特徵進行文學創作 將運用於校園解說牌。

校園植物文學創作

如果不是長年穿著綠裝，我一定是植物界的大富翁，
葉子狀似一對對日本金幣的我，又被成為「金錢樹」
呢！秋天時，常被控訴製造瓦斯外洩，不不不，那
都是果實的錯。

葉子特徵、果實有氣味特徵詳實描述，並深具趣味性



猜猜看是何種植物?

我，總是向陽，給我充足的陽光，我就能枝䌓葉茂、
吐露芬芳；

我，平易近人，入藥、入茶、入糕點，甚至走入詩
文，都深受喜愛；

我，隨遇而安，成功國小的校園前庭、花台、操場，
處處都有我棲身之地；

我，清香淡雅，請循著花香，來找尋被賦予富貴象徵
的我吧！

校園植物文學創作



看我粗壯的身材 身上穿著條紋衣 我可是椰
子家族威武雄壯的大哥 每天揮動羽狀的葉子
跟大家打招呼 ，歡迎大家來上學，有時太過熱
情 葉子會不小心掉落 大家要小心喔

藏寶圖活動:椰子家族

雖然我也是椰子家族，但我長得不高大也沒有椰
子汁。真羨慕身旁大哥們的長腿，唉！沒有高壯的身
材，只好用可愛的酒瓶外型來吸引小朋友的注意了。

我是椰子家族中的榮耀 憑藉著高挑過人的身高
成功成為享譽國際的超級名模 這次走秀的伸展台就
在成功國小的大中庭 帶上我的招牌紅珠耳環 Here 
comes the supermodel, Alexandra!



◎植物家族:例如椰子家族:
◎植物的味道:

1.有香味的植物:玉蘭花、茉莉花、梔子花、桂花
2.有臭味的植物:大葉山欖、黑板樹、馬纓丹、福木

◎食用植物:桂花、茉莉、柑橘、桑樹、番石榴
◎民俗用途:樟樹、榕樹
◎植物的果實用途:
◎植物的好朋友:鳥類 松鼠會棲息的植物

教學成果運用:校園植物藏寶圖

以藏寶圖、大地遊戲的概念進行E化模組建置，利
用植物的多項特徵進行介紹以利學生行動學習。



教學成果運用:建置網站
◎校園植物介紹:以校園地圖分前庭、大小中庭、操場三區，以

社群老師短詩創作為主介紹

◎教學設計成果:
(1)其他社群:連結其他社群成果:如作文、生活創作、

科學好好玩、資訊群的植物為主題之成果
(2)領域融入:納入領域會議時校園植物融入各領域之成果

◎學生成果:每月徵文徵畫之成果以及成功好兒童創客社
團學生校園植物創作成果

◎老師創作:邀請老師進行植物創作
◎作家文章:蒐集相關植物的唐詩、兒童詩及其他文學創作
◎成功花季:介紹一年四季成功國校植物開花期
◎國際教育:介紹各國國花國樹與台灣各縣市市花市樹
◎相關資源連結



教學成果運用:融入校訂課程
◎做為一年級下學期校訂課程資料參考



目前實施領域

學習扶助-何蕙菁老師、江協隆老師

社會領域-曾國禎老師

藝文領域-施崇蓓老師、陳怡君老師

國際教育-教務主任帶領社群老師



小蜜蜂閱讀專書-線上問答競賽



小蜜蜂閱讀專書-線上問答競賽



因材網使用:何蕙菁老師



因材網使用:何蕙菁老師
筆者是因任教學習扶助班而接觸因材網，其以分科，分單元來設計自學。除了
影音檔的解說，還有練習題的測驗，感覺對於低成就的學生提供了比較多元的
練習機會。

當筆者對學習扶助班學生一提起，她們就躍躍欲試，於是在考前我們開啟了平
板之旅。由於題目淺顯，成效很好。

因為筆者任教班級約有1/3列為學習扶助對象，讓筆者興起
帶全班操作的念頭。幸而有資訊組長協助，班上學生可以
自行摸索練習指派的作業。

本來以為這些都是測驗，學生可能不會持久，然而實際操作下，大家因為有通
過測驗的激勵(代幣(,)成就感)，反而主動提出增加單元的要求。

只是由其中的練習過程發現一些疑問及需要修正之處，在此一併提出建議，希
望能更容易操作，讓學生有意願繼續練習。



因材網使用:何蕙菁老師
(1)對低年級學生而言，進入因材網的途徑必須穩定連結，避免突發狀況，學生不會
處理，家長也未必能解決。建議提供網頁操作說明，比較能按圖索驥。

(2)登入因材網者給與鼓勵或獎勵的措施，以優學網為例，每次登入會給予優幣10點。

(3)通過練習的代幣有什麼用途，網頁無法查詢，學生也很好奇。

(4)以學生立場，針對執行[我的任務]，建議提供分解圖說，包含完成練習後怎麼檢
視。

(5)曾發現，學生表示完成全部練習，但是平板呈現執行率未達100%，但老師端查得
學生已經100%。另外也有連結跳到其他畫面的狀況。

(6)目前學生二年級，但是網頁顯示年紀仍停留在一年級，因此扶助班學生在練習時，
較無法配合進度，或是因應個別化而調整指派內容。

(7)經調查本班有六位回家曾登入因材網，多半家長不同意使用
手機或電腦。



因材網使用:何蕙菁老師



因材網使用:學扶班級全校推廣

1.本學年度學習扶助班:共21班 141位學
生進行科技化學習扶助

2.數位學習:科技化學習扶助因材網實作
研習:施春輝主任07/23



PaGamO的實施:曾國禎老師

布題
操作

解題
驗收 再精熟



布題-實施

1.系統已有預設各領域不同版本題庫可供
使用。

2.教師亦可透過個人題庫功能進行布題。

3.布題後，藉由新增作業功能發布任務與
獎勵。

4.缺點：非主科題庫建置不足。



布題-注意事項-版本

•預設題庫不一定是最新版本，使用前須確定內容
與當前課程是否相符。

現行教材 題庫不完全相同



布題-注意事項-獎勵設置

•設置地形道具為獎勵時，建議由等級低至等級高
的地形依序漸進。
否則學生拿到獎勵也會因為等級過高無法使用。
(例如：種植櫻花籽需要先設置櫻花卡地形)

•設置獎勵時，須注意能否回收點數(QP)，避免以
後發不出獎勵

需
求



操作解題-實施

1.學生可藉由親師生平臺登入系統。

2.透過介面中的任務書-一般任務，可接取教師布
題任務。



操作解題-注意事項-
題目多，能量不足

1.利用省力模式，可以透過降低攻擊力減少能量消
耗，讓學生能做更多題目。



驗收-實施

1.可藉由教師介面的作業驗收功能，得知學生的作
答狀況。

2.透過錯題排行可以迅速掌握學生尚未熟練的部分，
可以針對錯題較多的題目進行解說。



驗收-注意事項-字體大小

•錯題排行字體不大，可透過鍵盤「ctrl」與
「 + 」 ，將字體放大，若放大後導致滑鼠
操作困難(例如：因題目佔滿畫面導致無法關
閉)可利用鍵盤「Esc」關閉。

放大後畫面佔滿，使用Esc回到
錯題目錄



再精熟

1.透過作業驗收介面，可以利用一鍵出題功能，將
學生常錯題目化為題目組，再讓學生進行練習。



PaGamO使用感言

這學期使用PaGamO作為單元結束時的形成
評量，學生作答的動機有所提升，無論是為了
教師任務獎勵，或是為了向同學炫耀土地大小
進行作答，始終讓學生有了學習的動力。

透過驗收功能，能迅速掌握學習困難處，
再搭配一鍵出題功能，教師講解題目是否有助
於學生更是一目了然。



四年級 音樂創作：陳怡君老師

1.小組以GarageBand 五聲音階( Sol La Si Re Mi)創作
出四四拍兩小節旋律
2.搭配直笛演奏出創作之旋律



3.將創作之旋律以直笛演奏出來
（此學期直笛剛好學會Sol La Si Re Mi）
4.小組分享、回饋
5.小組合奏

第二組創作 第六組創作 第二、四組合奏



五年級 認識南胡

1.小組以IPad 查詢南胡相關資訊

2.綜合先備知識及GarageBand內建之樂器，小組討論寫
出南胡及大提琴之相同及不同之處。

3.學生發表小組討論之內容。



4. 教師播放賽馬之音樂，並講解賽馬樂曲之背景。
5. 教師展示賽馬之主題譜例，並讓學生唱出。

6.教師示範GarageBand南胡介面如何彈出賽馬主題前
四小節音樂。
7. 學生小組操作、錄製。
【挑戰題】
8. 教師引導學生以五聲音階，接續創作出賽馬後四小
節音樂。
9. 學生操作、錄製。



使用IPAD教學心得
1.使用GarageBand可解決許多樂器教學上的問題，學生可
藉由內建樂器之彈奏了解其音色，豐富學生對於樂器知
識。

2.可幫助音樂學習較弱後的學生，不受記譜、認譜等較音
樂專用記號之限制，可藉由教師引導創作出音樂。

3.可啟發學生創造思考能力，並可將創作之音樂保存下
來。

4.提升學生學習興趣。



音樂教育
&

資訊教育

學期總結
施崇蓓老師



課程回顧

旋律創作

和弦.和聲

節奏組樂器編排

Bass

1

2

3

4



一、旋律創作

2.請學生創作四個

樂句並畫出樂句走

向

(運用garageband與

seesaw)

1.分析以前學過的歌
曲讓學生認知如何創
作樂句
(上行.下行.同音反
覆.模進…)

3.播放學生創作並投
影出線條,
請學生隨著音樂指出
樂句走向
(運用seesaw)

分析.理解 創作 分享回饋

作品連結

VID_20200630_124322.mp4


二、和弦．和聲

分析理解 歸納 創作 分享回饋

1.說明和弦的
定義、名稱、
種類(大小和
弦)

2.歸納各級和

弦的功用、和

弦進行

3.於旋律線下
再加入音軌錄
製和聲，並於
作品上寫上和
聲

４.播放學生
創作並投影
請學生隨著
音樂指出和
聲

和聲

四樂
句

作品連結

VID_20200630_124523.mp4


三、節奏組樂器編排

分析理解 歸納 創作 分享回饋

1.於各堂課中
安排節奏練習
由淺至深

2.總結於

garageband中

鼓組的模式與

編排方式

3.請學生錄製
第三條音軌
（爵士鼓組節
奏）

四樂
句和聲

爵士鼓節奏

作品連結

VCTG2665.MP4


四、Bass

分析理解 歸納 創作

功能..
讓節奏穩
固且賦予
旋律感

1.跟著鼓組
的拍點
2.跟著和弦
的根音

3.請學生錄製
第四條音軌
（Bass）

爵士鼓節奏

和聲

四樂
句

Bass



完成作品

03
上傳seesaw

與同學分享
02

調整各

音軌聲量
01

加入Loop

點綴曲子氛圍

作品連結

QPUQ8946.MP4


PART TWO

心得體會



一直在思考
音樂課到底要上些甚麼才能堪稱
「認知到實踐」
能一路「盤點」孩子從三年級到六年級
所學到的音樂知識與技能..
然後「輸出整合」
成為能表達其內在的一個作品…
實際分享，讓眾人看到並給他們回饋

很幸運的能和資訊教育做整合，找到這樣「工具」，
也期待孩子們六年級的畢業歌製作

108學年畢業生自創畢業歌

https://www.tces.ntpc.edu.tw/p/404-1000-5040.php


經費概算執行狀況

項目 數量 單位 單價/元 總價 剩餘經費

外聘講師鐘點費 4 時 2000 8000 8000

內聘講師鐘點費 8 時 1000 8000 8000

出席費(教授) 2 人次 2500 5000 5000

教材教具及參考書籍費 135 個 200 27000 0

交通費(成果展交通車) 1 式 4500 4500 4500

物品(音樂指環、sphero

edu)
1 式 24000 24000 0

雜支 1 式 3500 3500 3500

資本門-雷雕機 1 台 98800 98800 0



1.因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上半
年減少研習邀請，預計下半年
辦理藝文領域、英語領域研習
各一場。

2.請團隊老師分享使用行動載
具教學模式，整合並能產出給
校內教師使用的方案。

3.預定9月及11月安排指導教授
到校輔導。



4.小學生容易將行動載具摔機，
所以研議後，也自籌經費將所
所有ipad貼上保護貼。

5.教具部份增購音樂指環及
sphero mini版。

6.資本門部份增購一部雷雕機，
預計與畢業班藝文教師合作，
製作畢業班專題作業。





7.因參加月例會，得知可用低
價採購co space edu授權，準
備應用於本校國際教育課程校
園植物地圖製作；未來帳號授
權也可分享給鄰近學校使用。

8.希望教育局可以儘快將行動
載具保護套發到學校，讓老師
及學生可以安心使用。



THANK YOU
FOR

WATCHING

感謝聆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