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境教育專題式線上合作學習(Online PBL)
新北市三峽區建安國民小學
陳振威老師
本教學活動運用賽博士互動式教學平台與自編數位教材,進行合作學習
理論嵌入網路專題式合作學習活動,其中除了使用普通教室中的傳統視
訊媒材與電腦單槍設備,進行實體教學外,也利用既有的電腦教室進行虛
擬的網路互動合作學習,最後再以實體同步報告結合網路虛擬非同步方
式,進行專題研究分組成果發表會.
自編教材教學網站: http://163.20.78.180

教學主題：環境教育
教學內容網頁：http://163.20.78.180/environ_edu
線上合作學習網站：http://163.20.78.180/ebook/
前言：
阿威ㄎ老師計畫在這學期帶領學生進行環境探索！希望讓學生更瞭解我們的生
活環境，這當中含括每天呼吸的空氣、飲用的水、天氣的變化！同時也將這樣一
個自然生活、發現探索的課程，結合主動、互助的合作學習精神。讓學生在網際
網路的環境中發現和探索，在小組的互助合作中進步和成長，成為學習的主人！
開始上課之前，阿威ㄎ老師先檢視平時蒐集保存的教學素材！這平時養成的習慣，
立刻發揮效益！很快地發現公視、天下雜誌提供了生態教育影片，有種植檳榔樹
的山坡地問題、過度開發等問題，另外從之前的教學紀錄影片中，找到廚餘回收
的影片資料，還有一些是上一學期學長學姐自己動手種菜的學習紀錄影片。阿威
ㄎ老師立刻決定將這些有趣的影片，當做教學資源！阿威ㄎ老師打開電腦進入教
學平台開設課程，輸入課程目標，上傳蒐集完成的相關教學素材影片，確立相關
資訊，完成專題分組的教學準備！
在第一堂課中，阿威ㄎ老師首先指出這學期的研究方向，說明我們生活的環境，
人類賴以維生的地球，可能面臨哪些危機？透過教學廣播系統播放教學影片，這
些影片立刻吸引學生目光，同學們個個聚精會神的聽講。在某些片段，老師會按
下暫停鍵，針對當中事件說明，在老師和學生的一問一答中，同學們正慢慢進入
環境教育議題！
接著引導學生認識即將使用的教學平台，從訂定主題開始、分組、提出個人次主
題、次主題報告、主題報告到整題研究成果展現分為六個階段步驟，協助各組發
揮互助合作精神！

活動流程











訂主題和分組的過程中，阿威ㄎ老師以開放的方式，提供學生自主學習空間。
當學生自己提出研究方向時，出現了題目訂太大或方向偏差的情況，這時候，阿
威ㄎ老師和同學們一起討論為什麼訂這個題目？希望瞭解什麼？引導學生從合
適的出發點出發。而分組方式，同樣以開放方式，由學生自己選組，讓對同一主
題有興趣的學生可以同一個小組中研究！當中還出現小組額滿及學生自己不知
道參加哪一組的情況，需要阿威ㄎ老師從中調解！不過大部分都能由學生發揮主
動精神透過教學平台提供的設定機制完成喔！
全班同學分組完成，每組都有研究方向了！
阿威ㄎ老師請每個學生根據自己的小組主題提出個人的次主題，就像研究「水土
保持的重要性」的小組，每個組員分別的研究方向為：「沒有做好水土對我們有
什麼影響」、「平地的水土保持」、「山坡地的水土保持」、「高山的水土保持」、
「沒做好水土對大地有什麼影響」、「我們台灣的水土保持」。同組組員們是透
過分工合作，從不同的方向探討共同的主題！
阿威ㄎ老師提醒同學在編輯報告前，先上網尋找資源，也鼓勵學生多應用學校圖
書資源。同學們在圖書館中，尋找資料、影印資料、借閱圖書。回到電腦教室，
認真地輸入資料，整理心得筆記。當學生發現編輯網路報告不同於傳統書面報告
時，除了平常慣用的文字，他們上網搜尋更多綠繡眼、雨聲、土石流、蟲鳴等圖
片、影片、聲音、動畫資料，還不忘找些可愛的小圖當做報告的插圖！
當學生遇到一般問題，如：找不到資料、困難的字打不出來、檔案上傳下載、版
面編排、報告的大綱結構等等，同組組員都能在資料及技術上相互幫助。如果遇
到困難的問題、無法理解的資料，他們則向助教及阿威ㄎ老師提問尋求解決
阿威ㄎ老師提醒同學次主題報告完成後，將舉行一次期中報告。
期中報告以一組一人的方式，上台說明小組的研究方向及組員的個別研究方向。
這可是半學期的成果檢視喔！當然更是提供同學練習上台報告的好機會。
期中報告結束之後，專題研究可還沒結束！阿威ㄎ老師讓同學彙整小組報告，請
同學們從自己的角度出發，彙整全組組員的研究成果，提出自己對主題的完整看

法！此時同學對組員個人報告開始進行更深入的瞭解，考驗同學對掌握重點、彙
整報告、提出心得的能力！
進入期末報告可精彩了！每位同學都要上台報告這一學期的學習成果！報告當
天剛好遇到宜蘭、桃園地區中小學教育參訪團的教學觀摩。老師們在教室四周圍
成一圈，看著台上每一個小組組員進行簡報，說明自己的專題總報告，同時大方
地邀請大家問問題，討論過程熱烈有趣！
全班同學群力合作完成一趟主動探究、合作學習之旅。透過教學平台完整記錄學
習過程，方便同學日後回顧學習成果，同時讓家長共同瞭解學生學習過程。
阿威ㄎ老師也計畫將本學期的活動成果分享給下學期的學弟妹參考。讓學習資源
以累積！讓學弟妹們少一些摸索的歷程、多一些創新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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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支持學習的科技相關論述方面，於 John D. Bransford 所者之學習原理
中提及，科技可以讓老師更容易提供學生有關於其思考的回饋，讓學生
更容易修正其工作。同時學生透過手持的輸入裝置填入答案（個別或是
小組），這項科技蒐集、儲存，並以圖形呈現班級反映（每個答案有多
少人選擇的長條圖）。這種工具可以提供學生有用的回饋，教師也可以
知道學生對相關概念的認識程度，以及能否在全新的情境中應用（Mestre
et al., 1997）。本教學系統中的隨堂作業、答題分析等功能，即符合了
這樣的概念。

重點摘錄

另外，在網路多媒體環境（知識論壇，Knowledge Forum）上，學生製
作筆記，包含其正在研讀的主題的一個想法或是一段資訊。將這些筆記
加以分類標籤，例如根據問題或是新學習來分類，這樣其他的學生就可
以搜尋並加以評論。本教學系統中的討論區與隨堂數位筆記，即符合了
這樣的概念。
當學生用文本和圖形發展他們共同的多媒體資料庫時，教師可將這個資
料庫當成是學生思考的紀錄，並以電子檔長期儲存。教師可以瀏覽這個
資料庫，審視學生們對關鍵概念的逐步澄清，以及它們互動的技能
（Means and Olson,1995b）。本專題分組系統中的影像館與文章冊，
即符合了這樣的概念。

環境教育專題式教學活動設計
主題標題 環境教育
設計者

新北市三峽區國小

陳振威

學習領域 自然與生活科技
相關領域 社會,語文,六大議題—環境教育,資訊教育
一、

設計理念
（一）環境污染已經對我們整個地球生態造成極大的破壞，甚至達到無可挽
救的地步。因此讓學生從他們生活周遭所看到的污染情況，加以瞭解並討論，
將有助於學生體會到環境污染的嚴重性。
（二）透過科學、技學及社會(Science, Technology, Society; STS)的教學模式
(teaching model)，讓學生藉由科學概念的探討、技術層面的支援，進行時下
和科技相關的社會議題的討論，以達到科學、技學與社會的聯結，使學生把
所學的科學知識與科學技能，應用在日常生活中。
（三）藉由 STS 所強調的討論與合作學習方式，以學生為中心，教師為輔的
建構式教學，協助學生提出解決問題的策略，將有助於學生學習興趣與學習
效果的提昇。
二、單元目標
（一）瞭解環境污染所帶來的影響。
（二）認識學校或住家附近的環境污染，並找出其污染源。
（三）體會科學、技學及社會三者間的互動關係，藉此培養學生正確的科學
態度，以及開闊的社會觀。
（四）藉由環境污染的多角度探討，培養學生發覺問題、解決問題，以及做

簡介

正確決策的能力。
二、

教學時間：480 分鐘（共 12 節）
（一）可彈性分配時間，於六年級下學期初開始進行，每週一節，為期 12 週。
（二）若為其他年級，則以〝合科教學〞的方式（如社會科與自然科）
，進行
此單元的教學最為合適。

三、

教材分析
（一）適用對象：
1.年級：高年級。
2.人數：每組 4~6 人，組數 3~6 組為最合適。
3.學生認知：依皮亞傑的認知理論，大部份高年級學生已開始進入形式運思
期，開始具備本單元所需之演繹思考、抽象思考、系統思考等三種能力。
（二）此教材是針對環境污染所開發出來的 STS 課程。
（三）本單元以配合高年級自然與社會領領域，與環境教育相關單元進行教

學最為理想，且不影響正常教學。
（四）本單元的實施以熟悉分組合作學習的班級較為合適。
四、

教學準備
（一）教師對於資料來源（如圖書館、網路）與社會資源（如環保單位）需
具有相當的瞭解與準備。
（二）學校內或學校附近的污染情況需作教學前的勘察。
（三）對此課程模組需作全盤瞭解（如合作學習、討論方式、評量方式等）。

五、

、教學評量
（一）以歷程檔案評量(Portfolio assessment)為主。
（二）檔案內容包括主題探討與確定問題過程資料、研究計畫、蒐集的資料、
討論的過程與態度、結果的報告等。
（三）至於科學知識、過程技能及應用的評量，可以紙筆評量及實作評量加
以輔助評量。

教案關鍵字 環保,主題研究,科展
教
標題

學

活

動 1

課程內容與評量方式的說明
1.播放事先錄製的環境污染的影片。

說明

能力指標

學習單

2.簡要說明此單元的主題與學習方式。
3.舉例說明歷程檔案評量的評量原則與方向。


1-3-3-6-了解人們對地方與環境的認識與感受有所不同的原因。



1-3-10-2-列舉地方或區域環境變遷所引發的環境破壞，並提出可能的解決方法。



2-2-1-能瞭解生活周遭的環境問題及其對個人、學校與社區的影響。



2-2-2-能持續觀察與紀錄社區的環境問題並探究其原因。

無

自編教材

無

教學影片

編號 1 紙類回收

類別

學習領域

主題名稱／簡介／來源(網址或出版公司)

網站

環境教育

環境教育教學網站
環境教育教學資源

參考資料來

© http://163.20.78.180/environ_edu/index.htm

源
網站

自然與生活科技 阿威ㄎ的自然科學網站
自然科主題統整教學網站
© http://163.20.78.180/
教

學

標題

主題探討與分組

說明

校內外環境污染的觀察與記錄

活

動 2

觀察校內外各類污染情況，並將觀察到的污染情況記錄下來。
學校內外污染情形簡介
適時提出問題，讓學生看到污染的情況。
讓學生將他人的發現記錄下來。
說明分組方式
說明各組人數與分組原則。
讓學生於下次上課時提出各組組員名單。

能力指標



C-2-1-能充分表達意見。



C-2-1-1-1-在討論問題或交換意見時，能清楚說出自己的意思。



C-2-2-2-能針對問題，提出自己的意見或看法。



1-3-5-4-4-願意與同儕相互溝通，共享活動的樂趣

教
標題

學

活

動 3

確定研究主題
分組提出數個研究主題
(1)各組討論它們有興趣做的研究主題，並將討論出來的研究主題條列式地寫在空白
投影片上。
(2)教師適時地以投影片展示一些研究主題的範例(與社會議題相關)。
教學資源：投影機、投影片、投影筆、研究主題的範例
教師於活動開始時，先提出確定研究主題的原則（如可行性、價值、安全性等），
並適時舉例說明。
各組展示其投影片

說明

(1)各組派出二位組員上台展示各研究主題，台下的組員則加以記錄。
(2)他組組員則提出建議，台上組員則提出說明。
教師注意事項：
(1)教師需控制討論的秩序與時間，並適時提出建議並拉回主題。
(2)教師並就各組提出合適研究主題的多寡及討論情形加以評量。
各組修正其研究主題並確定最後的研究主題
各組聽取它組建議後修正其研究主題，並於組內討論後，確定一個最好的研究主
題，提交老師作最後的審查。
(1)教師可以巡視各組修正及討論情形，給予適時的建議。
(2)建議學生就其研究主題再作一次實地觀察，以便下次提出可行的研究計畫。

能力指標



C-2-1-1-1-在討論問題或交換意見時，能清楚說出自己的意思。



C-2-2-2-能針對問題，提出自己的意見或看法。

學習單



C-2-2-4-1-能與人理性溝通，並表達情意。



C-2-3-7-說話用詞正確，語意清晰，內容具體，主題明確。



1-3-4-1-9-能由各不同來源的資料，整理出一個整體性的看法



1-3-5-4-4-願意與同儕相互溝通，共享活動的樂趣



1-3-5-5-4-傾聽別人的報告，並做適當的回應

無

自編教材

編號 1 研究主題範
例
教

標題

學

活

教學影片

無

動 4

提出研究計畫
練習擬出研究計畫書
(1)教師說明研究計畫書的內容並舉例說明。
(2)學生練習將已確定的研究主題寫成一份計畫書。
教學資源：投影機、研究計畫書的投影片範例

說明

指導要點及注意事項
教師說明研究計畫書內容時順便說明各步驟的重要性。
修訂研究計畫書並完成研究計畫書
各組將其計畫書交給老師，老師提供意見與修改。
教師於修改各組計畫書時提出修改之原因。

能力指標

學習單



B-2-1-5-能讓對方充分表達意見。



B-2-1-9-能主動參與溝通與協調。



B-2-2-1-能聽出重點。



B-2-2-2-能在聆聽過程中，系統歸納他人發表之內容。



B-2-3-9-能主動學習說話者的表達技巧。



1-3-10-2-列舉地方或區域環境變遷所引發的環境破壞，並提出可能的解決方法。



6-3-3-1-7-能規畫、組織探討的活動



6-3-2-2-1-相信自己常能想出好主意來完成一件事



6-3-3-2-7-體會在執行的環節中，有許多關鍵性的因素需要考量



6-3-2-3-10-面對問題時，能做多方思考，提出解決方法

無

自編教材

編號 1 期末研究報
告(範例)
教

標題

學

活

教學影片

無

動 5

資料蒐集與整理歸納
活動內容

說明

介紹資料蒐集的來源
指導要點及注意事項
教師藉由實地參觀（如環保局、國家公園等）、示範（如到圖書館或上網）等方式
向學生介紹如何蒐集資料。

教學資源：圖書館、網路資源、社會資源（如環保局、國家公園等）
介紹學生可從何處獲得資訊及何處提供何種諮詢服務。藉由此種方式，增加學生與
外界接觸的機會並學習應對進退的技巧。


F-2-3-4-2-能配合學校活動，練習寫作應用文(如：通知、公告、讀書心得、參觀報

告、會議記錄、生活公約、短篇演講稿等)。

能力指標



F-2-9-能練習使用電腦編輯作品，分享寫作經驗和樂趣。



F-2-9-8-2-能透過網路，與他人分享寫作經驗和樂趣。



1-3-9-10-分析個人特質、文化背景、社會制度以及自然環境等因素對生活空間設計

和環境類型的影響。


1-3-10-2-列舉地方或區域環境變遷所引發的環境破壞，並提出可能的解決方法。



1-3-4-1-9-能由各不同來源的資料，整理出一個整體性的看法



1-3-5-1-4-將資料用合適的圖表來表達



7-3-2-3-把學習到的科學知識和技能應用於生活中



7-3-3-7-能規劃、組織探討的活動

參考資料來

類別

學習領域

主題名稱／簡介／來源(網址或出版公司)

網站

環境教育

環境教育網路資源

源

方便學生搜尋的環境教育網路資源
© http://163.20.78.180/sci_tech/environ.htm
教

標題

學

活

動 6

報告結果與問題討論
各組上台報告結果
各組可利用各種媒體，以各種形式呈現出研究結果。
教學資源：幻燈機、投影機、廣播教學系統
(1)培養學生上台報告的技巧及勇氣。

說明

(2)教師需控制上台報告的時間，並針對整個報告的過程及各位同學的表現加以評
量。
問題討論
(1)各組提出所遭遇的問題和同學討論及交換意見。
(2)台下他組組員則提出建議，台上組員則提出說明。
指導要點及注意事項
(1)教師需控制討論的秩序與時間，並適時提出建議並拉回主題。
(2)教師並就討論情形加以評量。
說明：學生報告的成果影片與報告內容請參考環境教育教學網站內容

能力指標



B-2-1-能培養良好的聆聽態度。



B-2-1-2-能養成隨時樂於聆聽不同媒材的習慣。



B-2-1-5-能讓對方充分表達意見。



B-2-2-1-能聽出重點。



B-2-2-2-能在聆聽過程中，系統歸納他人發表之內容。



B-2-2-3-1-能發展仔細聆聽與歸納要點的能力。



B-2-2-3-2-能隨時在聆聽不同媒材時，從中獲取有用的資訊。



B-2-2-7-能簡要歸納聆聽的內容。



B-2-2-8-2-能具備聆聽不同媒材的能力。



2-4-8-7-使用網際網路蒐集資料傳遞訊息。



3-3-6-能針對日常問題提出可行的解決方法。



4-3-4-獨自或與同儕合作完成網頁的製作。



3-2-2-能主動親近並關懷學校暨社區所處的環境，進而瞭解環境權的重要。



5-2-1-能具有參與調查與解決生活周遭環境問題的經驗。



5-2-2-能透過校園環保署長活動，規劃和執行簡單的環境調查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