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9-3戶外教育課程計畫簡表 

臺南市立茄拔國民中(小)學 109學年度戶外教育課程計畫簡表 

計畫名稱 

（學習主題） 
踏青趣！(生活探索﹑生態體驗) 

參與年級 一、二年級  

辦理地點 美濃客家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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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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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0-8:20     集合 

8:20-9:00     學校出發前往美濃客家庄 

0910-9400 傳統控窯 DIY體驗（身體力行 回憶童年） 

0945-1015 生態體驗（撈田螺、石螺、釘螺、文蜆等生態觀察） 

1020-1050 農務體驗（介紹農具、挑榖體驗拍照留念） 

1055-1125 石磨美食體驗 

1130-1210 午餐（客家粄條+紫菜蛋花湯） 

1215-1245 客家童玩體驗（協力木屐、踩竹蹺、滾風火輪） 

1250-1320 阿榮擂茶 DIY教學體驗 

1325-1355 客家搗粢粑體驗 DIY 

1400-1430 攻城許願 DIY活動 （銅幣攻城 實現願望） 

16:00          準時放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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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課程: 

1.了解團體及社區生活結構與現象，學習社交禮儀、技巧與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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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由體驗中認識各個族群的不同文化，進而培養接納自己及尊重差

異的同理心，提升尊重多元文化的世界觀。 

健康與體育: 

1. 了解傳統食物(粄條)製造的流程，探索食物的安全及養成健康

的觀念。 

2. 落實用餐禮儀及垃圾分類實作。 

教學流程 

教學準備：  

1.透過網路資源進行美濃客家庄地理環境簡介 

2.戶外活動安全注意事項及禮儀教學 

參訪規劃： 

1.學生在休閒體驗活動課程中學習各種知識與甘苦，進而懂得感

恩、惜福、惜緣的態度，找回社區農民的價值與尊榮，達到寓教於

樂，樂活農村之目標。 

2.午餐約會:品嚐客家粄條，並且指導用餐禮儀及衛生 

3.手作課程體驗 

回顧省思： 

參訪後進行活動行程回顧，分享活動收穫及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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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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立茄拔國民中(小)學 109學年度戶外教育課程計畫簡表 

計畫名稱 

（學習主題） 
藝起出遊趣 

參與年級  三～五年級 

辦理地點 台南十鼓文創 

預估辦理時間 第 11   週， 109 年 11 月 10 日 預估參與人數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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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茄拔國小──十鼓文創──茄拔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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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三四五年級配合藝術與人文領域及綜合活動的課程內容，並結合閱讀課

程等，辦理此次校外教學，讓學生能夠實際到現場體驗課本上的知識。 

十鼓文創園區:十鼓文化村內最明顯的地標莫過於仁德糖廠煙囪，它可是十鼓

文化村的精神象徵；十鼓文化村將園區規劃成靜態與動態兩部份：靜態館─

歷史簡介館、世界鼓博館、目蓮救母動畫館、紀念品館、十鼓蔬苑、拱月池；

動態館－水槽劇場、橙橋劇場、小劇場、擊鼓體驗教室、兒童遊戲區、露營

區，整個園區當中有著親子草原、森呼吸步道、蓮花池步道；其中十鼓文化

村內的世界鼓博物館收藏以東亞鼓樂器為主，展示台灣、中國、韓國、日本

等地的傳統鼓樂器，也有罕見的單皮巨鼓、三角形的幾何鼓。此外，擊鼓體

驗教室準備一、二十面小鼓，讓學生在園區內體驗繫鼓樂趣，相當特別；十

鼓文化村每天開放 5 場擊樂表演，讓民眾在遊玩的同時，也能欣賞到精采絕

倫的節目喔！ 

教學流程 教學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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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十鼓文創場地簡介、相關活動結合網路資源概略介紹 

2.戶外活動安全注意事項及禮儀教學 

 

參訪規劃： 

1. 十鼓文創園區導覽 

2.午餐約會:用餐禮儀及衛生指導 

3. 十鼓文創園區擊鼓體驗 

 

回顧省思： 

1.參訪活動結束後，引導學生進行校外活動回顧。 

2.心得饗宴:個人進行心得寫作，班級進行心得討論分享統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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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南市立茄拔國民中(小)學 109學年度戶外教育課程計畫簡表 

計畫名稱 

（學習主題） 
六年級北台灣人文生態知性之旅 

參與年級   6 年級 

辦理地點 臺北市、新竹縣 

預估辦理時間 

第  11 週， 

   109  年 11 月 9 日至  109 年 

11 月 10 日 

預估參與人數 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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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茄拔國小──臺北市立動物園──淡水──六福村野生動物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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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市立動物園，包含 8個戶外展示區、6個室內展示館、5個環

境教育教學場所，整個園區被自然次生林地所圍繞，是一處結合自

然景觀形成具生態特色之休閒場所。全園最大的特色是展示環境的

佈置上採用「地理生態展示法」，依照動物原先的生存環境加以佈

置在新的環境內，使創造出與動物原生地最接近的生活環境，使動

物不必去改變其生活習性，也讓遊客更能了解動物。 

台灣鄉土動物區展示臺灣的原生動物與棲息環境，展場模擬動

物原生棲地的生態環境。展示 20餘種本土野生動物，以高比例的

台灣特有種與亞洲種著稱，其中不乏幾近絕跡的珍貴品種，如台灣

雲豹、藍腹鷴、台灣梅花鹿等。其內還有酷 Cool節能屋、教育中

心、雨撲滿，是一座具有教育、研究、保護及娛樂功能的動物園。 

淡水是締造台灣歷史記憶的重要元素，這個路線不僅有紅毛城、偕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F%B0%E7%81%A3%E9%9B%B2%E8%B1%B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F%B0%E7%81%A3%E9%9B%B2%E8%B1%B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97%8D%E8%85%B9%E9%B7%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F%B0%E7%81%A3%E6%A2%85%E8%8A%B1%E9%B9%B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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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館、小白宮、滬尾砲臺、淡水老街、紅樹林溼地、十三行博物館……

等景點，保存了歷史的軌跡與豐富的自然人文資產，不但感受到歷

史文化的薰陶，也可以一窺河濱風光，再加上遠近馳名的淡水小

吃，是一趟滿載著豐富文化饗宴的人文生態美食之 旅。 

    六福村六福村野生動物園位於新竹縣的關西鎮，主要是以放養

野生動物為著名，像是中東夢幻之城「阿拉伯皇宮」、狂野慓悍之

「美國大西部」、熱情浪漫「南太平洋」及富有生態教育意義的「野

生動物王國」這四大主題風情區，學生們可以藉由遊樂園內的多元

異國風情設施，從中了解異國的生活文化與歷史。特別是園區內的

野生動物王國，可讓遊客們更近一步觀賞到其野生動物像是長頸

鹿、白犀牛、梅花鹿、大象、獅子、老虎、黑熊等動物，並從中了

解其生活與習性，或是體驗與動物群們親近的樂趣。另外，園區內

的主題風情區也會定期表演現場 LIVE秀，宛若置身於異國之處，

是一處結合國際教育、環境教育及遊樂中體驗科學原理的育樂觀光

天地。 

    本校六年級配合社會領域、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藝術與人文

領域及綜合活動的課程內容，並結合環境教育、海洋教育等重大議

題及閱讀課程等，辦理此次校外教學，讓學生能夠實際到現場體驗

課本上的知識。 

教學流程 

教學前（教學準備）： 

活動一：學生藉由上網認識臺北市動物園及六福村野生動物園相關

動物及觀賞時應注意事項 

活動二：上網搜尋資料分組報告淡水人文史蹟 

教學中（參訪規劃）： 

活動一：臺北市立動物園 

(一) 認識各國的動物 

(二) 認識動物的種類 

(三) 了解動物的習性 

(四) 參訪酷 Cool節能屋、教育中心、雨撲滿 

活動二：淡水 

 (一) 參訪清代歷史與古蹟 

(二) 認識外國租界的西洋古蹟 

(三) 了解紅樹林溼地等生態 

(四) 了解馬偕的貢獻與景點 

(五) 參訪老街與小吃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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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三：六福村野生動物園 

(一) 認識野生動物 

(二) 觀察稀有動物 

(三) 體驗遊樂設施的科學原理 

(四) 進行國際教育與多元文化教學 

教學後（回顧省思）： 

活動一：參訪活動結束後，引導學生進行校外活動回顧。 

活動二：心得饗宴:個人進行填寫學習單及心得寫作，班級進行心

得討論分享統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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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