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9-3戶外教育課程計畫簡表 

臺南市立東興國民小學 111學年度戶外教育課程計畫簡表 

計畫名稱 

（學習主題） 
愛上大自然 

參與年級 一年級 

辦理地點 亞力山大蝴蝶生態教育農場 

預估辦理時間 
第 4 週， 

112年 3月 6日至 112年 3月 10日 
預估參與人數 6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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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40-0800集合出發    

0800-0900前往亞力山大蝴蝶生態教育農場 

0900-1030亞力山大蝴蝶生態教育農場導覽 

1030-1200蝴蝶、昆蟲生態解說 

1200-1330用餐午休 

1330-1500體驗活動-認識獨角仙及獨角仙標本製作 

1500-1550返校放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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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力山大蝴蝶生態教育農場設有蝴蝶生態園區、昆蟲標本館、

可愛動物區、貝殼化石玩沙區、農作物採摘區、DIY昆蟲教室……

等，藉由園區的導覽解說，引導學生體驗大自然的奧妙，並觀察大

自然生物有趣的生命現象。 

    本次的戶外教學結合了課程裡的語文領域﹣「大自然教室」及
生活課程﹣「美麗的春天」兩單元。 

    希望透過此一戶外教學，增加學生對大自然生物的了解、對於

探索未知世界的樂趣，並培養學生愛護環境的情操。 



C9-3戶外教育課程計畫簡表 

教學流程 

教學準備： 

語文領域﹣「大自然教室」單元 

生活課程﹣「美麗的春天」單元 

 

參訪規劃： 

1.亞力山大蝴蝶生態教育農場導覽 

2.蝴蝶、昆蟲生態解說 

3.認識獨角仙及獨角仙標本製作 

 

回顧省思： 

參訪活動結束後，引導學生進行戶外教學活動回顧，並指導學生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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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9-3戶外教育課程計畫簡表 

臺南市立東興國民小學 111學年度戶外教育課程計畫簡表 

計畫名稱 

（學習主題） 
愛上大自然 

參與年級 二年級 

辦理地點 亞力山大蝴蝶生態教育農場 

預估辦理時間 
第 4 週， 

112年 3月 6日至 112年 3月 10日 
預估參與人數 7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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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40-0800集合出發    

0800-0900前往亞力山大蝴蝶生態教育農場 

0900-1030亞力山大蝴蝶生態教育農場導覽 

1030-1200蝴蝶、昆蟲生態解說 

1200-1330用餐午休 

1330-1500體驗活動-認識獨角仙及獨角仙標本製作 

1500-1550返校放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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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力山大蝴蝶生態教育農場設有蝴蝶生態園區、昆蟲標本館、

可愛動物區、貝殼化石玩沙區、農作物採摘區、DIY昆蟲教室……

等，藉由園區的導覽解說，引導學生體驗大自然的奧妙，並觀察大

自然生物有趣的生命現象。 

    本次的戶外教學結合了課程裡的語文領域﹣「心情溫度計」及

生活課程﹣「小種子長大了」兩單元。 

    希望透過此一戶外教學，增加學生對大自然生物的了解、對於



C9-3戶外教育課程計畫簡表 

探索未知世界的樂趣，並培養學生愛護環境的情操。 

教學流程 

教學準備： 

語文領域﹣「心情溫度計」單元 

生活課程﹣「小種子長大了」單元 

 

參訪規劃： 

1.亞力山大蝴蝶生態教育農場導覽 

2.蝴蝶、昆蟲生態解說 

3.認識獨角仙及獨角仙標本製作 

 

回顧省思： 

參訪活動結束後，引導學生進行戶外教學活動回顧，並指導學生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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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9-3戶外教育課程計畫簡表 

臺南市立東興國民小學 111學年度戶外教育課程計畫簡表 

計畫名稱 

（學習主題） 
人文采風行~古蹟巡禮與台江國家公園 

參與年級 三年級 

辦理地點 安平古堡、安平老街、億載金城、台江國家公園 

預估辦理時間 
第 11週， 

111年 11月 9日至 111年 11月 13日 
預估參與人數 7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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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40-08:00集合出發    

08:00-11:30參觀安平古堡、安平老街 

11:30-13:00參觀億載金城、用餐午休 

13:00-15:30前往台江國家公園，體驗「水上綠色隧道」，欣賞紅

樹林、沙洲與溼地特殊景觀。 

15:30-16:30返校放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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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平古堡是聞名全台的歷史古蹟，身為台南人有責任要好好認識，
希望藉由參觀導覽解說、實際踏查，讓學生們充分認識歷經 300
多年的歷史古蹟並與課堂學習做結合。安平老街是 300年前荷蘭人
建立的第一條道路，所以有著「台灣第一街」的頭銜，這裡也是許
多觀光客朝聖與採購伴手禮的好去處。 
  億載金城擁有台灣本島第一座西式砲台，也是第一座配備『阿
姆斯壯大砲』的砲台，可說是台灣砲台史上劃時代的里程碑。使用
外國的步槍以及砲台來攻打強敵，值得學生們親臨此地增長見聞。 
   台江國家公園--為一臨海沙洲，七股內海北端的屏障，由台
灣西部河川所沖積出來的砂土，經過臺灣海峽海浪挾帶這些砂土，



C9-3戶外教育課程計畫簡表 

長年累月的堆積而漸漸露出海面所形成的沙洲。可以讓學生認識歷
史、先民的產業活動，也期盼他們能親身去體驗文化與生態。 

    希望透過此一校外教學，增加學生「歷史文物」、「濕地保育」

與「環境教育」方面的知識與興趣，並培養其珍惜土地、愛護環境

的情操。 

教學流程 

教學準備： 

1. 行前注意事項通知單 

2. 中年級師生行前注意事項說明會 

3. 認識安平古堡、安平老街與億載金城歷史文化資源 

4. 認識台江國家公園、台江地區、歷史文化資源  

參訪規劃： 

1. 參觀安平古堡、安平老街與億載金城等 

2. 認識台江國家公園生態與自然環境：沿海及濕地生態環境介紹 

3. 台江常見鳥類及潮間帶生態 

 

回顧省思： 

參訪活動結束後，引導學生進行校外教學活動回顧，並指導學生完

成「古蹟巡禮與台江國家公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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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9-3戶外教育課程計畫簡表 

臺南市立東興國民小學 111學年度戶外教育課程計畫簡表 

計畫名稱 

（學習主題） 
人文采風行~古蹟巡禮與台江國家公園 

參與年級 四年級 

辦理地點 安平古堡、安平老街、億載金城、台江國家公園 

預估辦理時間 
第 11週， 

111年 11月 9日至 111年 11月 13日 
預估參與人數 7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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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40-08:00集合出發    

08:00-11:30參觀安平古堡、安平老街 

11:30-13:00參觀億載金城、用餐午休 

13:00-15:30前往台江國家公園，體驗「水上綠色隧道」，欣賞紅

樹林、沙洲與溼地特殊景觀。 

15:30-16:30返校放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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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平古堡是聞名全台的歷史古蹟，身為台南人有責任要好好認識，
希望藉由參觀導覽解說、實際踏查，讓學生們充分認識歷經 300
多年的歷史古蹟並與課堂學習做結合。安平老街是 300年前荷蘭人
建立的第一條道路，所以有著「台灣第一街」的頭銜，這裡也是許
多觀光客朝聖與採購伴手禮的好去處。 
  億載金城擁有台灣本島第一座西式砲台，也是第一座配備『阿
姆斯壯大砲』的砲台，可說是台灣砲台史上劃時代的里程碑。使用
外國的步槍以及砲台來攻打強敵，值得學生們親臨此地增長見聞。 
   台江國家公園--為一臨海沙洲，七股內海北端的屏障，由台
灣西部河川所沖積出來的砂土，經過臺灣海峽海浪挾帶這些砂土，



C9-3戶外教育課程計畫簡表 

長年累月的堆積而漸漸露出海面所形成的沙洲。可以讓學生認識歷
史、先民的產業活動，也期盼他們能親身去體驗文化與生態。 

    希望透過此一校外教學，增加學生「歷史文物」、「濕地保育」

與「環境教育」方面的知識與興趣，並培養其珍惜土地、愛護環境

的情操。 

教學流程 

教學準備： 

5. 行前注意事項通知單 

6. 中年級師生行前注意事項說明會 

7. 認識安平古堡、安平老街與億載金城歷史文化資源 

8. 認識台江國家公園、台江地區、歷史文化資源  

參訪規劃： 

4. 參觀安平古堡、安平老街與億載金城等 

5. 認識台江國家公園生態與自然環境：沿海及濕地生態環境介紹 

6. 台江常見鳥類及潮間帶生態 

 

回顧省思： 

參訪活動結束後，引導學生進行校外教學活動回顧，並指導學生完

成「古蹟巡禮與台江國家公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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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9-3戶外教育課程計畫簡表 

臺南市立東興國民中(小)學 111學年度戶外教育課程計畫簡表 

計畫名稱 

（學習主題） 
臺中科學博物館之旅 

參與年級 五年級 

辦理地點 臺中科學博物館 

預估辦理時間 
第 11週， 

 111 年 11 月 11 日 
預估參與人數 7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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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臺中科博館展示廳→午餐→太空劇場→植物園→快樂賦歸

→平安返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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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環境教育相結合，從學習活動察覺問題，並且善用校外教學活

動，認識周遭生活環境。 

教學流程 

1.參觀科博館展覽館。 

2.撰寫「台中科學博物館」學習單。 

3.解答學習單，參觀心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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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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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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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立東興國民中學 111學年度戶外教育課程計畫簡表 

計畫名稱 

（學習主題） 
自然環境教育之旅－東東之旅 

參與年級 六年級 

辦理地點 屏東、臺東 

預估辦理時間 
第 11週， 

111年 11月 9日至 111年 11月 11日 
預估參與人數 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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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滿州港口吊橋 

2.小琉球浮潛 

3.卑南遺址與都蘭山 

4.台東圖書館 

5.三仙台和八拱橋 

6.台東森林公園騎單車 

7.池上伯朗大道 

8.池上飯包博物館  

9.農場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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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俗語說：「讀萬卷書行萬里路。」本次的校外教學結合了語文

領域—甜蜜如漿烤番薯、珍珠鳥、心情隨筆；社會領域—文明的搖

籃、科技的發展、科技的危機與因應；自然領域—天氣的變化、熱

和我們的生活、變動的大地；綜合領域—暖化警戒綠色生活、生命

的樂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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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讓學生們能對自己生活的地方更了解，因此辦此校外教學

活動，來了解台灣的自然與人文環境，培養學生珍惜土地、愛護環

境的情操。 

教學流程 

教學準備： 

由六年級教師群統疇規畫，學務處協助規畫校外教學事宜、印製學

習單。 

參訪規劃： 

第一天 

1.滿州港口吊橋 

2.小琉球浮潛 

第二天 

3.卑南遺址與都蘭山 

4.台東圖書館 

5.三仙台和八拱橋 

6.台東森林公園騎單車 

第三天 

7.池上伯朗大道 

8.池上飯包博物館  

9.農場體驗 

回顧省思： 

參訪活動後，指導學生完成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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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