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9-3戶外教育課程計畫簡表 

臺南市立大灣國民小學 109學年度戶外教育課程計畫簡表 

計畫名稱 

（學習主題） 
鐵道之旅 

參與年級 一年級 

辦理地點 烏樹林休閒園區 

預估辦理時間 
第  5 週， 

110年 3月 16日至 109 年 3月 16日 
預估參與人數 302人 

教學資源 

（可複選） 

■ 農林漁牧戶外體驗（如漁市、海港、農場、牧場、休閒農業區、

生態中心、自然教育中心、國家公園…） 

□ 臺灣十八處世界遺產潛力點（如嘉南大圳、烏山頭…） 

□ 運動場地設施，觀賞運動競賽或體育表演 

□ 社教機構（如藝文館所、地方文化館、縣市主題館、古蹟…） 

□ 地方產業、觀光工廠 

□ 結合本市公車路線進行校外教學 

□ 其他：                           

主要景點 

路線規劃 

烏樹林休閒園區 

課程領域 

□國語文 □英語文 □本土語   ■生活課程  □健康與體育 

□數學   □社會   □自然科學 □藝術      □綜合活動     

□科技    

與學校課程結

合相關性分析 
1.認識與了解「交通工具」 

2.能享受「戶外活動的樂趣」和注意「戶外活動時的安全」 

教學流程 

教學準備： 

1.準備介紹交通工具的圖片 

2.認識常見的動植物 

 

參訪規劃： 

依照園區安排路線參訪 

 

回顧省思： 

1.回顧一天所見事物 

2.完成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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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實施 ■學習單 □學習手冊 □學習心得 

備註 
 

 

註：一、請依教育部 107年 8月 7日臺教授國部字第 1070086116號函「國民中小

學辦理戶外教育實施原則」辦理。 

    二、校外教學結束後，得視活動情形召開檢討會，檢討本次活動優、缺點、

改進意見及建議事項，做為爾後辦理參考。 

    三、若有不同年級、不同主題分別辦理時，分別核章後合併成同一個檔案上

傳。 

 

 

相關處室主任核章：                               校長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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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立大灣國民小學 109學年度戶外教育課程計畫簡表 

計畫名稱 

（學習主題） 
可愛的動物 

參與年級 二年級 

辦理地點 綠盈牧場 

預估辦理時間 
第  5 週， 

109 年 9月 29日至 109 年 9月 29日 
預估參與人數 302人 

教學資源 

（可複選） 

■ 農林漁牧戶外體驗（如漁市、海港、農場、牧場、休閒農業區、

生態中心、自然教育中心、國家公園…） 

□ 臺灣十八處世界遺產潛力點（如嘉南大圳、烏山頭…） 

□ 運動場地設施，觀賞運動競賽或體育表演 

□ 社教機構（如藝文館所、地方文化館、縣市主題館、古蹟…） 

□ 地方產業、觀光工廠 

□ 結合本市公車路線進行校外教學 

□ 其他：                           

主要景點 

路線規劃 

綠盈牧場 

課程領域 

□國語文 □英語文 □本土語   □生活課程  ■健康與體育 

□數學   □社會   □自然科學 □藝術      □綜合活動     

□科技    

與學校課程結

合相關性分析 

1.認識與了解「住家附近的動植物」 

2.能享受「戶外活動的樂趣」和注意「戶外活動時的安全」 

3.欣賞大自然之美 

4.認識自然生態 

教學流程 

教學準備： 

1.準備介紹動物的影片 

2.認識常見的動物 

 

參訪規劃： 

依照園區安排路線參訪 

1.參觀園區動物、植物 

2.擠牛奶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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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餵食牧草 

4.推草捆 

 

回顧省思： 

1.回顧一天所見動物 

2.完成學習單 

 

教學實施 ■學習單 □學習手冊 □學習心得 

備註 
 

 

註：一、請依教育部 107年 8月 7日臺教授國部字第 1070086116號函「國民中小

學辦理戶外教育實施原則」辦理。 

    二、校外教學結束後，得視活動情形召開檢討會，檢討本次活動優、缺點、

改進意見及建議事項，做為爾後辦理參考。 

    三、若有不同年級、不同主題分別辦理時，分別核章後合併成同一個檔案上

傳。 

 

 

相關處室主任核章：                               校長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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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立大灣國民小學 109學年度戶外教育課程計畫簡表 

計畫名稱 

（學習主題） 
科工館一日遊 

參與年級  三年級 

辦理地點 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 

預估辦理時間 

第  3  週， 

 110 年 3 月 4 日至 

 110   年 3  月 4 日 

預估參與人數 270人 

教學資源 

（可複選） 

□ 農林漁牧戶外體驗（如漁市、海港、農場、牧場、休閒農業區、

生態中心、自然教育中心、國家公園…） 

□ 臺灣十八處世界遺產潛力點（如嘉南大圳、烏山頭…） 

□ 運動場地設施，觀賞運動競賽或體育表演 

■ 社教機構（如藝文館所、地方文化館、縣市主題館、古蹟…） 

□ 地方產業、觀光工廠 

□ 結合本市公車路線進行校外教學 

□ 其他：                           

主要景點 

路線規劃 

科工館內部展館，4F：健康探索廳-反應力測試站→6F：莫拉克風

災、航太與太空→B1F：3D大螢幕劇場（狂野北澳洲)→交通夢想

館→防疫戰鬥營→其他各展館 

 

課程領域 

□國語文 □英語文 □本土語   □生活課程  □健康與體育 

□數學   ■社會   □自然科學 □藝術      ■綜合活動     

■科技    

與學校課程結

合相關性分析 

 三下社會課本 1-2活動的場所，正好在戶外教育這一週，藉著親身來到科工

館，體會活動場所存在的功能與意義。三下綜合課本 2-1 社區資源探索隊，

內容也與此次戶外教育的場所符合。 

教學流程 

教學準備： 

1. 全體三年級學生分為三梯次，以符合各展館入場人數限次，並

節省等待時間。 

2. 學生於電腦課時，可先參觀科工館網頁，做足行前功課。 

3. 老師於行前課堂上，讓小朋友先發表對哪個展館最有興趣，並

寫下來，訓練表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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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訪規劃： 

1. 主要展館參觀：健康探索廳-反應力測試站→莫拉克風災館 →

航太與太空館→3D大螢幕劇場（狂野北澳洲)→交通夢想館→防

疫戰鬥營。 

2. 各梯次安排參觀：有人數限制的場館，安排適當梯次。 

3. 各班自由參觀：剩餘的自由參觀時間，由各班老師進行導覽及

參觀。 

 

回顧省思： 

1. 因現場還有其他參觀民眾或是他校學童，秩序最為重要，必須

落實平日的生活教育──走廊不奔跑、輕聲細語。 

2. 各班有自由活動時間時，宜藉機導入時間安排觀念，一方面符

合上學期社會課所學，一方面實際落實於生活中。 

 

 

教學實施 □學習單 □學習手冊 ■學習心得 

備註 
 

 

註：一、請依教育部 107年 8月 7日臺教授國部字第 1070086116號函「國民中小

學辦理戶外教育實施原則」辦理。 

    二、校外教學結束後，得視活動情形召開檢討會，檢討本次活動優、缺點、

改進意見及建議事項，做為爾後辦理參考。 

    三、若有不同年級、不同主題分別辦理時，分別核章後合併成同一個檔案上

傳。 

 

 

相關處室主任核章：                               校長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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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立大灣國民小學 109學年度戶外教育課程計畫簡表 

計畫名稱 

（學習主題） 
交通工具探索之旅 

參與年級  四  年級 

辦理地點 高雄橋頭、旗津 

預估辦理時間 

第 11 週， 

 109  年 11 月 10 日至 109 年 

11 月 10 日 

預估參與人數 250人 

教學資源 

（可複選） 

■ 農林漁牧戶外體驗（如漁市、海港、農場、牧場、休閒農業區、

生態中心、自然教育中心、國家公園…） 

□ 臺灣十八處世界遺產潛力點（如嘉南大圳、烏山頭…） 

□ 運動場地設施，觀賞運動競賽或體育表演 

□ 社教機構（如藝文館所、地方文化館、縣市主題館、古蹟…） 

■ 地方產業、觀光工廠 

□ 結合本市公車路線進行校外教學 

■ 其他：高雄捷運、旗津渡輪 

主要景點 

路線規劃 

高雄橋頭糖廠參觀、 高雄捷運美麗島站及西子灣站、陽明海運探

索館(3D影片)、旗津風景區 

課程領域 

□國語文 □英語文 □本土語   □生活課程  □健康與體育 

□數學   ■社會   □自然科學 □藝術      ■綜合活動     

□科技    

與學校課程結

合相關性分析 

1. 社會科： 家鄉的交通 家鄉的運輸設施 

2. 綜合活動：戶外活動知多少 

教學流程 

教學準備： 

1.介紹交通運輸工具與生活的關聯性 

2.行前先了解糖廠的過去和現今 

 

參訪規劃： 

1.行程如下： 

   7：50學校集合出發 

   9：00高雄橋頭糖廠參觀(小火車) 

   10：30美麗島站搭乘捷運到西子灣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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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乘渡輪到旗津 

   12：00旗津站午餐時間 

   12：30參觀陽明海運探索館(3D影片) 

   13：30旗津風景區 

   14:30 集合賦歸 

2.各梯次安排搭乘渡輪：有人數限制，安排適當梯次。 

3.各班自由參觀旗津風景區：由各班老師進行導覽及參觀。 

 

回顧省思： 

1.回顧一天所見所聞 

2.完成學習心得 

 

教學實施 □學習單 □學習手冊 ■學習心得 

備註 
 

 

註：一、請依教育部 107年 8月 7日臺教授國部字第 1070086116號函「國民中小

學辦理戶外教育實施原則」辦理。 

    二、校外教學結束後，得視活動情形召開檢討會，檢討本次活動優、缺點、

改進意見及建議事項，做為爾後辦理參考。 

    三、若有不同年級、不同主題分別辦理時，分別核章後合併成同一個檔案上

傳。 

 

 

相關處室主任核章：                               校長核章：                           

 

  



C9-3戶外教育課程計畫簡表 

臺南市立大灣國民小學 109學年度戶外教育課程計畫簡表 

計畫名稱 

（學習主題） 
品德教育營 

參與年級 五年級 

辦理地點 台南走馬瀨農場 

預估辦理時間 

第 12 週， 

 109 年 11 月 16 日至 109 年 11 

月 17 日 

預估參與人數 270人 

教學資源 

（可複選） 

■ 農林漁牧戶外體驗（如漁市、海港、農場、牧場、休閒農業區、

生態中心、自然教育中心、國家公園…） 

□ 臺灣十八處世界遺產潛力點（如嘉南大圳、烏山頭…） 

□ 運動場地設施，觀賞運動競賽或體育表演 

□ 社教機構（如藝文館所、地方文化館、縣市主題館、古蹟…） 

□ 地方產業、觀光工廠 

□ 結合本市公車路線進行校外教學 

□ 其他：                           

主要景點 

路線規劃 

大灣國小          走馬瀨農場 

課程領域 

■國語文 □英語文 □本土語   □生活課程  ■健康與體育 

■數學   ■社會   ■自然科學 ■藝術      ■綜合活動     

□科技    

與學校課程結

合相關性分析 

1 結合國文課程能體會周遭人、事、物的尊重與關懷。 

2 結合數學課程把活動問題轉化成數學的問題。  

3運用自然課程所學察覺每日生活活動中運用到許多相關的科學概念。 

4運用社會課程所學分析自然環境、人文環境及其互動如何影響人類的生活型

態。 

5配合健體活動課程在活動練習中應用各種策略以增進運動表現，了解個體成

長與動作發展的關係，藉以發展運動潛能。 

6結合藝文活動課程學習鑑賞各種自然物、人造物及藝術作品，分析其美感及

文化特質。 

7搭配綜合活動課程所學技巧透過領導或溝通，規劃並執行合宜的戶外活動。 

教學流程 
教學準備： 

出發前的課程安排露營活動的介紹，並發給學習手冊了解露營活動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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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訪規劃： 

以班級為單位活動方式讓同學瞭解團體活動、童軍精神、認識探索教育、增

廣學生見聞、擴大生活領域、增進師生情誼、培養互助合作精神。 

回顧省思： 

以學習心得寫作回顧省思露營活動。 

 

教學實施 學習單 ■學習手冊 ■學習心得 

備註 
 

 

註：一、請依教育部 107年 8月 7日臺教授國部字第 1070086116號函「國民中小

學辦理戶外教育實施原則」辦理。 

    二、校外教學結束後，得視活動情形召開檢討會，檢討本次活動優、缺點、

改進意見及建議事項，做為爾後辦理參考。 

    三、若有不同年級、不同主題分別辦理時，分別核章後合併成同一個檔案上

傳。 

 

 

相關處室主任核章：                               校長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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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立大灣國民小學 109學年度戶外教育課程計畫簡表 

計畫名稱 

（學習主題） 
態度養成教育營 

參與年級 六年級 

辦理地點 台南走馬瀨農場 

預估辦理時間 

第 12 週， 

 109 年 11 月 23 日至 109 年 11 

月 24 日 

預估參與人數 270人 

教學資源 

（可複選） 

■ 農林漁牧戶外體驗（如漁市、海港、農場、牧場、休閒農業區、

生態中心、自然教育中心、國家公園…） 

□ 臺灣十八處世界遺產潛力點（如嘉南大圳、烏山頭…） 

□ 運動場地設施，觀賞運動競賽或體育表演 

□ 社教機構（如藝文館所、地方文化館、縣市主題館、古蹟…） 

□ 地方產業、觀光工廠 

□ 結合本市公車路線進行校外教學 

□ 其他：                           

主要景點 

路線規劃 

大灣國小          走馬瀨農場 

課程領域 

■國語文 □英語文 □本土語   □生活課程  ■健康與體育 

■數學   ■社會   ■自然科學 ■藝術      ■綜合活動     

□科技    

與學校課程結

合相關性分析 

1 結合國文課程能體會周遭人、事、物的尊重與關懷。 

2 結合數學課程把活動問題轉化成數學的問題。  

3運用自然課程所學察覺每日生活活動中運用到許多相關的科學概念。 

4運用社會課程所學分析自然環境、人文環境及其互動如何影響人類的生活型

態。 

5配合健體活動課程在活動練習中應用各種策略以增進運動表現，了解個體成

長與動作發展的關係，藉以發展運動潛能。 

6結合藝文活動課程學習鑑賞各種自然物、人造物及藝術作品，分析其美感及

文化特質。 

7搭配綜合活動課程所學技巧透過領導或溝通，規劃並執行合宜的戶外活動。 

教學流程 
教學準備： 

出發前的課程安排露營活動的介紹，並發給學習手冊了解露營活動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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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訪規劃： 

以班級為單位活動方式讓同學瞭解團體活動、童軍精神、認識探索教育、增

廣學生見聞、擴大生活領域、增進師生情誼、培養互助合作精神。 

回顧省思： 

以學習心得寫作回顧省思露營活動。 

 

教學實施 學習單 ■學習手冊 ■學習心得 

備註 
 

 

註：一、請依教育部 107年 8月 7日臺教授國部字第 1070086116號函「國民中小

學辦理戶外教育實施原則」辦理。 

    二、校外教學結束後，得視活動情形召開檢討會，檢討本次活動優、缺點、

改進意見及建議事項，做為爾後辦理參考。 

    三、若有不同年級、不同主題分別辦理時，分別核章後合併成同一個檔案上

傳。 

 

 

相關處室主任核章：                               校長核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