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9-3戶外教育課程計畫簡表 

臺南市立歸仁國民小學 111學年度戶外教育課程計畫簡表 

計畫名稱 

（學習主題） 
綠盈牧場戶外體驗 

參與年級  一年級 

辦理地點 嘉義縣中埔鄉 

預估辦理時間 
第 4 週， 

112 年 3月 7日至 112年 3月 7日 
預估參與人數 1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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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00歸仁國小-綠盈牧場  

09:30綠盈牧場-認識動物 

13:00綠盈牧場-大地+手作活動 

  14:30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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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充實學生環境教育，增廣見聞。  

(二)培養學生親近生態，積極認識生態之美。 

(三)增進學生們對於生活上的生態、自然科學的相關資訊。 

教學流程 

教學準備： 

1.老師們於校外教學前，指導小朋友到達園區應注意事項。 

2.出發當日安全門操作演練(領隊向各車同學示範安全門正確操作

方法) 

參訪規劃： 

綠盈牧場生態導覽，藉由園區內之豐富的動物植物生態，了解環

境保護的重要性及生態多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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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省思： 

指導小朋友填寫學習單，及請小朋友們分享自己學習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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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南市立歸仁國民小學 111學年度戶外教育課程計畫簡表 

計畫名稱 

（學習主題） 
頑皮世界野生動物園一日遊 

參與年級  二 年級 

辦理地點 台南市學甲區頑皮世界 

預估辦理時間 
第 21週 

112年 1月 17日 星期二 
預估參與人數 1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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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00歸仁國小-頑皮世界野生動物園 (車程 60分鐘) 

09:00頑皮世界野生動物園-認識動物(參觀 150分鐘) 

13:00頑皮世界野生動物園-草原大地活動(120分鐘) 

  15:00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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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頑皮世界野生動物園是一具有野生動物研究、保育、教育和娛樂等

多功能的野生動物園，頑皮世界野生動物園從世界各地引進了許多

可愛的動物，並精心營造出適合的棲息環境，以利動物繁殖生長。

此次參觀來培養學生們對於生活上的生態、自然科學的相關資訊，

有很大的助益。 

教學流程 

教學準備： 

1.老師們於校外教學前，指導小朋友到達園區應注意事項。 

2.出發當日安全門操作演練(領隊向各車同學示範安全門正確操作

方法) 

參訪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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頑皮世界野生動物園生態導覽，藉由園區內之豐富的動物植物生

態，了解環境保護的重要性及生態多樣性。 

回顧省思： 

指導小朋友填寫學習單，及請小朋友們分享自己學習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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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南市立歸仁國民小學 111學年度戶外教育課程計畫簡表 

計畫名稱 

（學習主題） 
環境守護者 

參與年級 三年級 

辦理地點 台南市七股區、安平區 

預估辦理時間 
第 3週 

111年 2月 21日 
預估參與人數 1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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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外教育  

□ 其他：                           

主要景點 

路線規劃 

歸仁國小集合出發    08：00 

搭龍山號遊潟湖      09：30-11：30 

黑橋牌香腸博物館    13：00-14：30 

賦歸                1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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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學年在三年級課程中，社會領域第五單元提到 

進行戶外學習，可豐富學童學習的內容，非正式課程也 

能順勢彌補正式課程的不足。在國語領域方面第三單元 

介紹台灣的風情，而台南的風土民情，更是國人朗朗上 

口的焦點，集人文與自然薈萃，值得安排做為戶外教育 

的最佳去處。 

    此外，讓學生親近海洋與潮間帶，體驗家鄉海洋環 

境之美與漁村的生態產業，也可培養學童愛鄉土、珍惜 

環境資源的情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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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流程 

教學準備： 

  1.參加活動學童需提出家長同意書，不適合此戶外教學活動

者，經導師與家長溝通後，提出並完成請假手續後，由家長

在家自行輔導。 

  2.瞭解活動地點，及參訪對象之合法性，並注意意外事件發生    

時之逃生途徑，與相關因應措施，以維師生安全。 

  3.請健康中心提供急救藥品相關支援。 

  4.參加活動之學生，依規定辦妥旅遊平安保險。 

  5.帶隊教師舉辦行前說明會，並將設計教學參觀學習單，便學 

    生參觀過程做詳實紀錄。 

參訪規劃： 

（一）七股潟湖之旅  

觀察潟湖的生態，找尋招潮蟹、紅樹林、水鳥等潮間帶生

物並了解七股相關漁村生活方式及產業(如蚵仔養殖、定

置漁網施作方式)。 

（二）黑橋牌香腸博物館 

近來觀光工廠大行其道，藉由參訪與小朋友日常生活息 

息相關的香腸博物館，了解製作香腸的流程，引發學生動 

手做的興趣，促進國家觀光產業，啟蒙經濟學的基本概念。 

回顧省思：根據簡易活動筆記與觀察、習寫學習心得。 

教學實施 ■學習單 □學習手冊 □學習心得 

備註  

 

 



C9-3戶外教育課程計畫簡表 

臺南市立歸仁國民小學 111學年度戶外教育課程計畫簡表 

計畫名稱 

（學習主題） 
大自然探索 

參與年級  四 年級 

辦理地點 南元休閒農場 

預估辦理時間 
第  20  週， 

 111年 1 月 
預估參與人數 1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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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元休閒農場 

歸仁國小集合出發 07:40 

南元花園休閒廣場-環境介紹及生態導覧   08:40-12:00 

午餐-學生自理   12:00-13:00 

DIY及自由活動   13:00-15:00 

賦歸            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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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學流程 

教學準備：     

1. 參加活動學童需提出家長同意書，不適合此戶外教學活動者， 

經導師與家長溝通後，提出並完成請假手續後，由家長在家自

行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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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瞭解活動地點，及參訪對象之合法性，並注意意外事件發生時 

之逃生途徑，與相關因應措施，以維師生安全。 

3.請健康中心提供急救藥品相關支援。 

4.參加活動之學生，依規定辦妥旅遊平安保險。  

5.帶隊教師舉辦行前說明會，並將設計教學參觀學習單，以便學 

生參觀過程做詳實紀錄。 

 

參訪規劃： 

8:40~09：20抵達園區—環境介紹 

09：20~11:50生態導覽： 

◎古奇木區：解說員帶領古奇木探奇，拜訪五百年茄苳樹、大自 

然奧祕咬人狗與姑婆芋、猴不爬的樹。先長枯葉再 

轉綠葉的樹，非洲人挖洞當屋的樹…等各式各樣稀 

奇百年樹種。 

◎鳥園趣味解說：認識許多保育級、爆炸頭、綁辮龐克頭、戴面 

具、全身無毛等各式各樣鳥類。 

◎桂花迷宮：由桂花種植所組成一個迷宮，可以進去闖一闖你是 

否可以闖關成功。 

◎生態遊湖趣：稍作休息搭船遊湖  

◎快樂動物島： 

1.動物島:長臂猿的特技 (習性及特徵 )、布拉曼牛等特色動 

物。 

2.回饋亭:欣賞萬條錦鯉爭食，介紹魚的器官結構、為什麼可以 

在水裡呼吸及湖裡的生態。 

◎台灣島：介紹古早撐竹筏、手工幫浦、竹屋之結構，古早人生 

活習慣與農業自然資源之利用。 

◎億年木化石：木化石具有避邪、長壽、永生的能量，更是珍藏 

及觀賞價值極高的寶石。  

12：00  午餐時間—學生自理，享受森林野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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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Y 與自由活動時間： 

1.長臂猿書籤由專人教學製作書籤，可帶回家留念。 

2.沙灘尋寶將獎品埋在沙灘裡，讓小朋友在沙堆裡搜尋禮 

物。 

3.自由活動：青青大草原，農場內拍拍照片留下紀念。 

15：00 滿載而歸回可愛的家 

16：00 抵達學校 

 

回顧省思： 

    根據簡易活動筆記與觀察、習寫學習心得。 

教學實施 □學習單 □學習手冊 ▇學習心得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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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立歸仁國民小學 111學年度戶外教育課程計畫簡表 

計畫名稱 

（學習主題） 
臺灣地理天文及傳統產業文化體驗一日遊 

參與年級 五年級 

辦理地點 嘉義水上鄉 

預估辦理時間 
第  21 週， 

 112 年 1月 17 日 
預估參與人數 1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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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0 歸仁國小出發 嘉義水上鄉北回歸線紀念碑、太陽館  

9:00～10:40 嘉義水上鄉北回歸線太陽館  

11:00～12:00 檜意森活村，戶外空間用午餐 

12:50～14:40 板陶窯交趾剪黏工藝園區  

14:50 返校 (預計 16:00 回到歸仁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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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次戶外教學內容結合【社會領域】藉由實際參觀及體驗來認識臺灣地理位 

置、歷史文化及藝術。 

教學流程 

教學準備： 

1.參加活動學童需提出家長同意書，不適合此戶外教學活動者，

經導師與家 長溝通後，提出並完成請假手續後，由家長在家自行

輔導。  

2.瞭解活動地點，及參訪對象之合法性，並注意意外事件發生 時

之逃生 途徑，與相關因應措施，以維師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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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請健康中心提供急救藥品相關支援。  

4.參加活動之學生，依規定辦妥旅遊平安保險。  

5.帶隊教師進行社會領域--認識臺灣的經緯度位置及介紹交趾剪

黏藝術，以 便學生參觀時有先備知識 

 

參訪規劃： 

1.嘉義水上鄉北回歸線太陽館：參觀園區及 3D 影片欣賞。  

2.檜意森活村：欣賞園區日式建築及文創藝品。  

3.板陶窯交趾剪黏工藝園區：欣賞園區交趾剪黏創作，DIY 創

作。 

 

回顧省思： 

    透過導覽的簡介指導，讓孩子掌握學習重點，並藉由老師隨

時觀察提醒，培養孩子們遵守參觀時應有的禮節，學習團隊合

作，互相幫忙的品德。 根據簡易活動筆記與觀察、習寫學習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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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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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立歸仁國民小學 111學年度戶外教育課程計畫簡表 

計畫名稱 

（學習主題） 
學習*自然*生活 

參與年級   六 年級 

辦理地點 中部地區 

預估辦理時間 
第 21 週， 

112年 1月 16日至 112年 1月 18日 
預估參與人數 9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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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霧峰林家宮保第園區、九族文化村、鳳凰谷鳥園生態園區、溪頭

妖怪村、杉林溪森林遊樂區、台灣優格餅乾學院、鹿港老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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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次戶外教育內容結合【語文領域】【社會領域】、【自然領域】、【藝文領域】、

【綜合領域】，擴廣學生的見聞。 

【社會領域】 

(1)參觀霧峰林家花園、老街巡禮，了解文化脈絡與經驗傳承的重要。 

【自然領域】 

(1)杉林溪森林遊樂區以優美自然景觀為背景，運用豐富的自然環境資源，設

計生態體驗、環境學習、自然教學。 

(2)乘坐九族文化村樂園的各項遊樂設施，探索其中科學原理。 

(3)鳳凰谷生態園區，觀察鳥類的生活息性，打開生物知識的視野。 

【藝文領域】 

(1)欣賞老街曲折的紅磚巷道、閩南風味的古老宅第，門楣上的各式避邪古物，

以及兩旁的門聯。 

教學流程 
教學準備： 

  1.參加活動學童需提出家長同意書，不適合此戶外教學活動者，經導師與

家長溝通後，提出並完成請假手續後，由家長在家自行輔導。 



C9-3戶外教育課程計畫簡表 

  2.瞭解活動地點，及參訪對象之合法性，並注意意外事件發生時之逃生途

徑，與相關因應措施，以維師生安全。 

  3.請健康中心提供急救藥品相關支援。 

  4.參加活動之學生，依規定辦妥旅遊平安保險。 

  5.提供學習手冊，藉由閱讀、書寫，增進學生對於地方的認知。 

 

參訪規劃： 

第一天：霧峰林家宮保第園區、九族文化村 

第二天：鳳凰谷鳥園生態園區、溪頭妖怪村、杉林溪森林遊樂區 

第三天：杉林溪森林遊樂區、台灣優格餅乾學院、鹿港老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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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