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臺南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校訂課程設計
四下探索課程─動力車大集合
1070531
一、教學設計理念
探索教育以學生為主體，學生即是探索者，從探索的過程中體驗成功與失敗，並從中發
現自我，進而獲得滿足和成就感。本單元強調學生動手做的探索概念，從操作中去發現問題
與解決問題，並藉由與他人合作養成群體互動，合力達成目標的。
本課程的學生為四年級，基本上己具備動手操作的能力，對動力機械也具備充份的好奇
心，有利於課程的引導和實際的探索操作。
課程目標則希望學生上過下列單元後能學習到：
1.藉動手做進行生活工具的探索及創作。
2.由探索及創作過程中體會能量轉換的應用。
3.在動手做的過程中學會：發現問題→解決問題→進行測試，培養勇於動手嘗試，系統
思考的探究能力。
4.能從活動中瞭解與人合作才能共同達成目標。
二、教學活動
吳沂木
□閱讀□思辯□情緒 探索□美感
設計者
□國際教育
四年級
實施年級
總節數 共 6 節，240 分鐘
動力車大集合
單元名稱
實施方式
校訂課程彈性學習時間 □ 領域新增單元 □ 融入領域既有單元
設計依據
探索-A2 問題發覺與解決
2-II-2
能針對發現的困惑，蒐集、比較、分
探索-B2 資訊科技與應用
析相關資料。思考可能的問題，並界
探索-C1 群體互動與合作
定問題。
5-II-2
學習表現
能運用簡單的邏輯運算思維描述和解
決問題。
6-II-2
學習
核心
體會團隊合作的意義，並能關懷團隊
重點
素養
的成員，協同合作達成共同目標。
1.簡易太陽能車：瞭解太陽能可轉換為
動能，能夠利用來驅動車輛。
2.電動車製作：瞭解電能可轉化為動
學習內容
能，能夠進行電動車組裝及測試。
3.水力噴射車：瞭解水力可轉換為動
能，能夠利用來驅動車輛。
六大主軸

議題
融入

實質內涵 太陽能、水力及電能皆可轉化為動能來驅動車輛減少污染。
所融入之
利用太陽能、水力及電能來建構簡易四輪車，探討所需要的各種要素。
學習重點

與其他領域/科目
的連結
自編
教材來源
工具箱、太陽能板、太陽能馬逹、傳動軸、輪子、超長軸、正方架、長方架、
教學設備/資源
結合鍵、電動馬逹、電池槽、3 號電池、電線
學習目標
1.能將太陽能轉化為電能，電能轉化為動能，動能轉化為機械能。
2.能依電能→動能→機械能的模式，組合電動車進行測試和創作。
3.能分組依空氣壓力→水力→反作用力→動力的能量轉換原理，進行水力噴射車的組裝及創作。
教學活動設計
教學流程

教學說明及注意事項

【活動一】太陽能車
課程主題：太陽光能→電能→動能，推動
車輛前進，展示太陽能車。

第一、二節
一、引起動機(10 分鐘)
1.展示-太陽能馬達，看看在陽光下有什麼
現象發生?
太陽能馬達在陽光下會自動轉動。

2.觀察並比較在陽光照射下和沒有陽光照
射(可用手遮住陽光)的太陽能馬逹有何
不同?
有陽光馬達會轉動，遮光後馬達就不
轉。
探索一：如何讓太陽能馬達能順利運轉？
比較陽光直射、斜射、背光及陰
影下馬逹運的不同。
陽光直射太陽能板時馬達轉動情
形最好。
二、發展活動(60 分鐘)
1.如何將太陽能馬逹變成太陽能車？
討論：電動車需要有哪些主要零件?
太陽能馬逹、輪子、車身…

第一、二節
一、引起動機
展示太陽能馬逹在陽光下進行測
試，看看有什麼現象發生?
註：上課時間儘量在 10:00~15:00
陽光充足時上課果較好。
展示後請學生後發表?
每位學生發給一個太陽能馬達，
讓學生自行陽光下比較直射、斜
射、背光及陰影下馬逹運轉的不
同，最後教師再歸納結論。

二、發展活動
請學生發表太陽能車子需要有哪
些主要零件?

教學設備/
資源
工具箱、太陽
能板、太陽能
馬逹、傳動
軸、輪子、超
長軸、正方
架、長方架、
結合鍵

2.建構簡易太陽能車
建構簡易太陽能車：
操作：在馬達兩側安裝傳動軸及輪子，完
(1)每位學生 1 個工具箱，教師介紹
成 2 輪車，然後在馬達後側安裝中
零件，並指導學生正確使用。
軸及 2 個輪子，完成 4 輪車，在陽光 (2)指導學生將輪子透過傳動軸與
下測試太陽能車。
馬逹相結合，進行 2 輪車測試。
探索二：車輪子動力是如何獲得的?
探索二：測試後請學生發表輪子
從光能、電能及動能的轉換說
動力是如何產生的?
明，車子的動力是從光能→電能
→動能。
探索三：成功的太陽能車需具備哪些要件?
探索三：請學生發表：成功的太
較強的陽光、太陽能馬達、輪子
陽能車需具備哪些要件?
及傳動軸等。
3.改變前後輪的大小，車速會改變嗎?
探索四：比較輪子大小不同的車子，速度
探索四：教師指導學生改變前後
有無變化?
輪大小，進行測試，比較車子速
能說明大輪帶動的車速度較快。
度有無改變?
4.自由創作：進行太陽能車自由創作及測
教師給學生約 10 分鐘時間進行
自由創作及測試，之後選拔優秀
試，並請優秀作品作者進行創意分享。
作品並請作者進行創意分享。
三、綜合活動
三、綜合活動(10 分鐘)
教師進行太陽能車的重點提問，
1.教師進行太陽能車的重點提問，以瞭解
以瞭解學生學習情形，之後再進
學生學習情形，之後再進行單元重點歸
行單元重點歸納。
納。
請學生零件拆解及整齊歸位，老
2.零件拆解及整齊歸位，下課。
師檢查確認後才下課。
--------第一、二節結束----------------第一、二節結束--------【活動二】簡易電動車
課程主題：電能→動能→電動車
第三、四節
第三、四節
一、引起動機
一、引起動機(10 分鐘)
教師展示簡易電池電動車，提
教師展示簡易電池電動車，提供學生
供學生觀看。
觀看，討論一部電動車需要哪些零件。
請學生發表電動 4 輪車需要哪
些零件。

二、發展活動(60 分鐘)
二、發展活動
1.如何讓馬逹轉動：馬達組安裝：1 個電池
馬逹組的安裝：教師課前將相關
槽→安裝電池→連接 2 條電線→電線連
零件準備在工具箱中，讓學生學
接馬達，並測試馬達是否正常轉動。
會正確馬逹組的安裝，使馬逹能

工具箱、電動
馬逹、電池
槽、3 號電池、
電線、傳動
軸、輪子、超
長軸、正方
架、長方架、
結合鍵

正常轉動，若不能轉動，檢查看
是什麼問題?
探索一：交換電池方向或電線接頭，看看
探索一討論
馬達轉動有何不同?
(1)改變電池放置方向，馬逹可正
常轉動嗎?馬逹不轉。
(2)改變電線接頭，馬逹的轉動有
何改變?馬逹改變轉動方向。
2.組裝傳動輪：拿取 2 根中軸，分別用中
組裝傳動輪：拿取 2 根中軸，分
軸長端穿入橡膠輪完成車輪組，進行車
別用中軸長端穿入橡膠輪完成車
輪陀螺測試。
輪組，進行車輪陀螺測試。
3.2 輪車：將車輪組與馬達組裝，完成 2 輪
2 輪車：將車輪組與馬達組裝，
車並進行 2 輪車測試。
完成 2 輪車並進行測試。
探索二：要讓車子倒退，如何操作?
探索二討論：交換電線接頭。
4.組裝車身；2 個長方架組裝於馬達兩側
組裝車身及完成輪車：教師說明
後，再以正方架固定車身(腳朝上)，在
並示範如何完成 4 輪車組裝，完
正方架上方加一長條，以供電池槽安
成後進行測試及調整。
放。
5.完成 4 輪車：組裝後 2 輪：用長軸穿過長
方架下方孔洞，兩端再加上輪子，完成
四輪車，將電池槽安放長條上方，完成
簡易輪車，進行四輪車測試。
6.2 個電池串聯的電動車：
2 個電池串聯的電動車：
探索三：串聯 2 顆電池，和 1 顆電池的 4 輪
探索三討論：電力變強，車速變
車有何不同？
快。
7.進行 4 輪競賽及自由創作
進行 4 輪競賽及自由創作
探索四：4 輪車在何種條件下會跑得快?
探索四討論：電力強，車身輕。
三、綜合活動(10 分鐘)
三、綜合活動
1.創意四輪車選拔及分享，教師進行單元
創意四輪車選拔及分享，教師進
重點歸納。
行單元重點歸納。
2.零件拆解及整齊歸位，下課。
零件拆解及整齊歸位，下課。
---------第三、四節結束----------------第三、四節結束-------【活動三】水力噴射車
課程主題：空氣壓力→水力→反作用力→動力
第五、六節
第五、六節
一、引起動機
一、引起動機(10 分鐘)
教師展示水力噴射車，提供學生觀看。
教師展示水力噴射車，提供學生觀看。

輪子、長方
架、正方架、
底板、噴嘴、
壓力瓶、回收
水箱、水管、
打氣筒、長條

二、發展活動(60 分鐘)
1.示範水力噴射車的操作，引發學生的好
奇，進而樂於學習創作。
探索一：水力噴射車的動力來源？
2.說明水力噴射車所需使用的零件，請學
生自行用工具箱去領取所需零件。
3.發射台的組裝：組合底板→安裝發射台
→安裝回收水箱→安裝打氣幫浦→安裝
連接水管(發台、回收箱、幫浦) →測試
打氣效果。
探索二：如何打氣較省力?

4.噴射車的組裝：組裝噴頭(含墊片及噴嘴
及瓶帽) →結合壓力瓶形成噴射系統→
利用長方架、正方架噴射瓶及輪子完成
噴射車。
5.將車子噴頭放入發射台中，打氣測試有
無漏氣，車子能否前進→回收箱裝水，
測試噴試車是否正常發射，若有狀況進
行修繕。
探索三：有裝水和沒裝水的噴射比較。

二、發展活動
教師示範操作水力噴射車的操
作，讓學生觀看。
探索一討論：水力與空氣壓力。
教師事前將所需零件放入工具箱
中，提醒小心使用工具箱中的各
式零件。
進行發射台的組裝：組合底板→
安裝發射台→安裝回收水箱→安
裝打氣幫浦→安裝連接水管(發
台、回收箱、幫浦) →測試打氣
效果。
探索二討論：一手握住筒，一手
向下打氣。

噴射車的組裝：組裝噴頭(含墊
片及噴嘴及瓶帽) →結合壓力瓶
形成噴射系統→利用長方架、正
方架噴射瓶及輪子完成噴射車。
將車子噴頭放入發射台中，打氣
測試有無漏氣，車子能否前進→
回收箱裝水，測試噴試車是否正
常發射，若有狀況進行修繕。
探索三討論：有裝水的車跑較
遠。
6.各組噴射車至室外進行比賽，車行距離
各組噴射車至室外進行比賽，車
最長的獲勝，過程中可不斷調整噴射車
行距離最長的獲勝，過程中可不
組裝。
斷調整噴射車組裝。
探索四討論：約 2/3 的水，1/3
探索四：裝多少水才能跑最遠？
的空氣。
三、綜合活動
三、綜合活動(10 分鐘)
1.選出優勝並進行討論發表，教師
1.選出優勝並進行討論發表，教師進行單
進行單元重點歸納。
元重點歸納。
2.進行器材歸位，下課。
2.進行器材歸位，下課。
--------第五、六節結束----------------第五、六節結束--------教學評量：教學中同時進行操作(或實作)評量
活動一：1.學生能說出太陽能可轉換成動能。
2.學生能自行完成太陽能車。
活動二：1.學生能說出交換電線接頭車子倒退。
2.學生能做電動馬達車。

活動三：1.學生能說出有裝水比没裝水的噴射較遠。
2.學生能做出水力噴射車。
試教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