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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內容 

你好！我們選火星 

預備！啟航去火星 

登陸！探索寫火星 

1 

2 

3 

4 

航行！定位找火星 

5 返航！所以，火星……？ 



PART 1 

你好！我們選火星 





PART 1 你好，我們選火星 

做個實驗 

•找不同 

小孩有興趣 

•自主學習的
素材？ 

課程如何進行 

•跨領域 

•分組探究 

•多元閱讀 



PART 1 你好，我們選火星 

火星很 

難懂 

跨 

領域 

合作

學習 

火星是 

活的 

多元

閱讀 

數位

閱讀 



教學節數：20節 

評量方式： 

1.形成性：分段任務驗收 

2.總結性：完成火星報告書 

一起探索火星吧！ 
生活
情境 

 EA2 具備探索問題的思考能力，透過體驗與實踐處理日常生活問題。 

 EB2培養媒體素養，分析、思辨，審慎使用各類資訊 。 

 EC2 體會團隊合作的重要性。 

EA2 

EB1 

EB2 EC2  

PART 1 你好，我們選火星 



PART 2 

預備！啟航去火星 



http://office.msn.com.cn/


04 出發探險 03 尋找夥伴 02 發想主題 01 導讀資料與討論 

PART 2預備！啟航去火星 



PART 2預備！啟航去火星 

事實 

推測 



PART 2預備！啟航去火星 



PART 2預備！啟航去火星 想像 



01 導讀資料與討論 

PART 2預備！啟航去火星 

教師首先收集大量學生可用的參考資料，作為刺激
探索的素材，激發學生好奇心。除了原本的課文，
另外還準備了包含事實性知識、推論性論述及想像
性的科幻讀物，讓學生自主閱讀有興趣的篇章，並
從中找到想探索的問題。 



PART 2預備！啟航去火星 01 導讀資料與討論 



02 發想主題 

PART 2預備！啟航去火星 

學生閱讀後，自由提出想探索的題目，
並將題目貼在教室布告欄後方。 



02 發想主題 

PART 2預備！啟航去火星 

火星真的適合人類居住嗎？ 

人類上了火星，如果有人死了，屍體如何處理？ 

火星上可以流下液態水而不變成固體嗎？ 

如果有火星人在火星上的話，他們要怎麼生存？ 

火星是如何形成的？ 

在火星上可以使用關於電的物品嗎？ 

火星是否可以建設總部？ 

火星上有沒有火星人？ 

火星上如果發現了生物，人類是否也能全在那？ 

為何人類想要上火星？它與其他五大行星有什麼不同？ 

火星的環境條件，可不可以種植出植物、蔬果等……？ 

火星上能架wi-fi嗎？ 

火星上為什麼有水？ 

如果有人在火星上死了，那要怎麼辦？ 

人類居住在火星上，可能發生什麼問題？ 



PART 2預備！啟航去火星 

04 出發探險 03 尋找夥伴 

學生可以從布告欄後方找
到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組
成火星探險隊，準備出發
探索火星！ 



PART 3 

航行！定位找火星 



04 
組內資料 

分享 03 資料蒐集 02 完成探索 

架構 
01 教師回饋 

PART 3-1航行！找不到火星？ 



PART 3-1航行！找不到火星? 

教師進組內和學生討論，這時會發現學生光
是提問題，本身就是問題，像是有錯誤的前
提、狹隘的假想及問題不明確等。 

從地球去火星上研
究的人員是如何在
火星上生存的？ 

為什麼人類要去火
星？ 

01 教師回饋 



階段一：出發去火星 PART 2 課程實境 

 
 

 
★題意不清 (範圍太廣、目的性不明、意思表達不完整) 

火星上可以流下液態水而不變成固體嗎？ 

在火星上可以使用關於電的物品嗎？ 

火星是否可以建設總部？ 

火星上能架wi-fi嗎？ 

如果有人在火星上死了，那要怎麼辦？ 

火星上如果發現了生物，人類是否也能全在那？ 

在火星上能不能行走？ 

 

 

火星問題的問題 



階段一：出發去火星 PART 2 課程實境 

 
★前提錯誤 

    火星上為什麼有水？ 

    人類居住在火星上有哪些問題？ 

    從地球到火星上研究火星的人是怎麼在火星上生活的？ 

 我們可不可以將以往擁有自然生態的火星，復育成有豐富的生態，並且將地球的生物  

移居到火星呢？ 

 

火星問題的問題 



階段一：出發去火星 PART 2 課程實境 

 
 
★問題缺乏探索的可能(明顯有答案/明顯沒答案)  

   火星上有沒有火星人？ 

   如果有火星人在火星上的話，他們要怎麼生存？ 

 

火星問題的問題 



階段一：出發去火星 PART 2 課程實境 

★可能的好問題 
 

火星真的適合人類居住嗎？ 

人類上了火星，如果有人死了，屍體如何處理？ 

火星是如何形成的？ 

為何人類想要上火星？它與其他五大行星有什麼不同？ 

火星的環境條件，可不可以種植出植物、蔬果等……？ 

火星問題的問題 



階段一：出發去火星 PART 2 課程實境 

火星是如何生成的？火星的環境從以前到現在歷經了那些變遷？ 

人類上了火星後，如果有人死了，屍體如何處理？ 

為何科學家想把人類送上火星？其他行星不行嗎？ 

為何人在太空每個月會流失1~2%的骨質和肌肉？那在火星上呢？ 

好奇號是如何探索火星地表的呢？ 

修改後的 
問題 



02 完成探索架構 

PART 3-1航行！找不到火星? 

各組確認主題後， 教師協助帶領學生
將大主題切分成幾個子題，組員分工
回頭找資料。 

火星探索任務  工作檢核表.docx


02 完成探索架構 
PART 3-1航行！找不到火星? 



PART 3航行！找不到火星? 

學生針對探索主題蒐集資料後，
利用課堂時間與組員分享資料
內容。 

04 組內資料 

分享 
03 資料蒐集 



PART 3-2航行！火星定位中！ 

03 重點摘取 02 資料整理 01 資料可信度 

要點引導 
 



01 
資料可信度 

要點引導 
 

PART 3-2航行！火星定位中！ 

教師會發下任務學習單，學生必須在學習單
上摘要資料重點，並註明出處及刊載時間，
並注意資料是否有效回應主題。並判斷資料
來源屬於事實，推測或想像。 

火星探索任務  工作檢核表2.docx
火星探索任務  工作檢核表2.docx
火星探索任務  工作檢核表2.docx
火星探索任務  工作檢核表2.docx


03 重點摘取 02 資料整理 

PART 3-2航行！火星定位中！ 

在這一階段學生會碰到許多難題，查不到需
要的資料、無法肯定資料的來源是否可信、
沒有刊載時間、無法摘出重點資料、不同來
源資料產生矛盾等等。教師了解學生碰到的
問題後，判斷發生問題的原因，給予指導。 



PART 3-3 航行！朝火星前進！ 

04 教師建議 03 同儕回饋 02 
報告大綱 

引導 
01 探索進度說明 



02 報告大綱引導 01 探索進度說明 

PART 3-3 航行！朝火星前進！ 

在班級內會有一次進度報告，各組
要準備簡單的簡報，報告目前探索
進度，台下同學聆聽報告內容後給
予回饋。 



04 教師建議 03 同儕回饋 

PART 3-3 航行！朝火星前進！ 

在各組上台報告探索進度時，台下同儕也
會給予建議，例如有一組探索的主題是想
知道好奇號如何在火星上運作，台下同學
發現，這組資料摘要出好奇號的構造，卻
未說明這些構造如何運作，於是提出修改
建議。 
 
藉由教師和同儕的力量，各組也越來越能
掌握探索的要領。 



PART 4 

登陸！探索寫火星 



03 書面發表 02 報告書撰寫 01 報告格式說明 

PART 4登陸！探索寫火星 

火星探索報告書撰寫大綱  

教師說明書面報告的撰寫方式，並建立
線上共用文件。 
 
學生在撰寫書面報告時，必須將資料做
連結和轉化，用自己的話語統整敘述，
並做出結論。 

登陸火星─火星探索報告書.docx
登陸火星─火星探索報告書.docx


PART 5 

返航！所以， 
火星……？ 



課前老師要準備什麼？ 課堂上如何帶領討論 課後如何檢視學生學習  會遭遇到的問題 

PART 5-1返航！所以，火星怎麼去？ 



課前老師要準備什麼？ˋ 
★ 給學生的閱讀資料 

★ 猜想學生的反應 

★ 確認每堂課老師要做的事情 

★ 熟悉平板、教學app、線上共用作業系統…… 

★ 學生說了火星語老師要怎麼反應˙ 

★ 安撫自己焦慮的心 

PART 5-1返航！所以，火星怎麼去？ 



課堂上如何帶領討論 

★ 今天要演哪齣戲？ 

空城計的諸葛亮、召開緊急會議的將軍、鼓勵患
者的諮商師、跑龍套的觀眾……  

★ 臺上一分鐘，臺下十年功  

★ 敵不動我不動  

★ 幫龍點睛，突破盲腸  

PART 5-1返航！所以，火星怎麼去？ 



★學習單的設計 

課後如何檢視學生學習 

★學習單的設計 

★學習單的設計 

PART 5-1返航！所以，火星怎麼去？ 



 會遭遇到的問題 ★學生能力跟不上怎麼辦？ 
★小組鬧革命怎麼辦？ 

★家長有意見怎麼辦？ 

★課程進度底累怎麼辦？ 

★老師想放棄了怎麼辦？ 

★弄巧成拙怎麼辦？ 

★忘了拍照怎麼辦？ 

PART 5-1返航！所以，火星怎麼去？ 



PART 5-2 返航！所以，火星怎麼了？ 

學生喜歡嗎？ 學生可以負荷嗎？ 

學生有收穫嗎？ 

小王：這次的報告不但讓
我懂得團隊合作的重要,還
讓我對火星更 了解,更有了
解決問題的能力!  

小李：這次的研究報告讓
我了解到查資料時，要特
別注意資料來源和可信度 ,
因為可能會查詢到錯誤的
資訊,導致後續的探索方向
也更著錯誤。 



PART 5-2 返航！所以，火星怎麼了？ 

學生喜歡嗎？ 學生可以負荷嗎？ 

學生有收穫嗎？ 

小鐘：以前我對火星這個主
題沒什麼興趣,但經過這一次
小組一起完成這份報告後,就
變得很有成就感,我的資料或
許不可靠,但和組員一起就可
以彌補不足。我覺得很有趣,
認識到很多關於火星的「秘
密」。希望還能再有一次這
樣的課程。 



PART 5-2 返航！所以，火星怎麼了？ 

學生喜歡嗎？ 學生可以負荷嗎？ 

學生有收穫嗎？ 

小張：原本我對有興趣的事
情都不會去查找探索,但經由
這次的火星報告,讓我知道了
有興趣的事就要去探索,搞不
好還會發現另一種樂趣,就是
當你正在做自己喜歡的事情
時,就會感覺到快樂。 



怎樣選擇題目？ 

怎樣判斷訊息的可信度？ 

怎樣規劃探究架構？ 

PART 5-3返航！所以，火星之後？ 

 怎樣提出結論或發現？ 

怎樣蒐集訊息？ 

怎樣歸納統整資料？ 

%E6%95%B8%E4%BD%8D%E9%96%B1%E8%AE%80%E5%B0%88%E9%A1%8C%E6%8E%A2%E7%A9%B6%E6%95%99%E5%AD%B8%E7%AF%87/4.%E6%80%8E%E6%A8%A3%E5%88%A4%E6%96%B7%E8%A8%8A%E6%81%AF%E7%9A%84%E5%8F%AF%E4%BF%A1%E5%BA%A6%EF%BC%88%E6%95%99%E5%AD%B8%E7%AF%87%EF%BC%89.pptx
%E6%95%B8%E4%BD%8D%E9%96%B1%E8%AE%80%E5%B0%88%E9%A1%8C%E6%8E%A2%E7%A9%B6%E6%95%99%E5%AD%B8%E7%AF%87/5.%E6%80%8E%E6%A8%A3%E6%AD%B8%E7%B4%8D%E7%B5%B1%E6%95%B4%E8%B3%87%E6%96%99%EF%BC%88%E6%95%99%E5%AD%B8%E7%AF%87%EF%BC%89.pptx
%E6%95%B8%E4%BD%8D%E9%96%B1%E8%AE%80%E5%B0%88%E9%A1%8C%E6%8E%A2%E7%A9%B6%E6%95%99%E5%AD%B8%E7%AF%87/6.%E6%80%8E%E6%A8%A3%E6%8F%90%E5%87%BA%E7%B5%90%E8%AB%96%E6%88%96%E7%99%BC%E7%8F%BE%EF%BC%88%E6%95%99%E5%AD%B8%E7%AF%87%EF%BC%89.pptx
%E6%95%B8%E4%BD%8D%E9%96%B1%E8%AE%80%E5%B0%88%E9%A1%8C%E6%8E%A2%E7%A9%B6%E6%95%99%E5%AD%B8%E7%AF%87/1.%E6%80%8E%E6%A8%A3%E9%81%B8%E6%93%87%E9%A1%8C%E7%9B%AE%EF%BC%88%E6%95%99%E5%AD%B8%E7%AF%87%EF%BC%89.pptx
%E6%95%B8%E4%BD%8D%E9%96%B1%E8%AE%80%E5%B0%88%E9%A1%8C%E6%8E%A2%E7%A9%B6%E6%95%99%E5%AD%B8%E7%AF%87/2.%E6%80%8E%E6%A8%A3%E8%A6%8F%E5%8A%83%E6%8E%A2%E7%A9%B6%E6%9E%B6%E6%A7%8B%EF%BC%88%E6%95%99%E5%AD%B8%E7%AF%87%EF%BC%89.pptx
%E6%95%B8%E4%BD%8D%E9%96%B1%E8%AE%80%E5%B0%88%E9%A1%8C%E6%8E%A2%E7%A9%B6%E6%95%99%E5%AD%B8%E7%AF%87/3.%E6%80%8E%E6%A8%A3%E8%92%90%E9%9B%86%E8%A8%8A%E6%81%AF-%E6%95%B8%E4%BD%8D%E9%96%B1%E8%AE%802.pptx


THANK YOU 

謝謝聆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