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南市永康區五王國民中小學 104 學年度第

一 學期

戶外教育課程計畫簡表
計畫名稱

「921 地震館」＆「十三行博物館」＆「紅毛城」知性之旅

（學習主題）
參與年級
辦理地點
設計者(群)
預估辦理時間

□一年級

□三年級

□五年級

□七年級□八年級

□二年級

□四年級

v 六年級

□九年級

□在地鄉鎮 □鄰近鄉鎮 □鄰近縣市 v 鄰近縣市及全國各地
□非上述地點(請述明原因)
六年級老師
第

11 週，為 104 年

11 月

預估參與人數

162 人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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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臺灣十八處世界遺產潛力點（如嘉南大圳、烏山頭…）
教學資源
（可複選）

v 運動場地設施，觀賞運動競賽或體育表演
v 社教機構（如藝文館所、地方文化館、縣市主題館、古
蹟…）
v 地方產業、觀光工廠
□ 結合本市公車路線進行校外教學
□ 其他：
第 1 天：台南→台玻館→九二一地震教育園區

主要景點
路線規劃

第 2 天：「十三行博物館」→「紅毛城」→淡水老街→小叮噹
生活會館
第 3 天：六福村主題樂園→賦歸
1.透過畢業旅行，增廣見聞，提高學生學習興趣

與學校本位課程
2.加強學生對事物之觀察，充實其生活體驗
結合相關性分析

3.體驗團體生活、培養合作精神
教學前（教學準備）
：
1. 請總務處協助辦理招標事宜。
2. 請教務處協助：指派科任老師看顧未參加的同學。
教學流程

3. 請午餐出納協助活動當日午餐退費事宜。
4. 請學務處協助交通車輛租借事宜，於事前辦妥平安保險。並
於出發當日早上，檢視車輛是否符合租車辦法。
5. 請老師蒐集各參觀景點的有關資料，並製作學習單。

6. 請學務處協助發給學生行前注意事項說明及學習單。
教學中（參訪規劃）
：
1. 第一天出發前往台玻館（參觀館內玻璃製品、玻璃廟）→九
二一地震教育園區（車籠埔斷層保存館、影像館）→參觀小
叮噹園區(全國唯一戶外自然科學遊樂區，透視屋、貝爾話
筒、北海道滑雪場、、、)→入住小叮噹生活會館
2. 第二天前往十三行博物館（位置為十三行文化遺址，北台灣
第一座考古博物館）→紅毛城(國家一級古蹟)→淡水老街
（品嘗小吃:酸梅湯、魚酥、阿給、鐵蛋、、、）→捷運→
回小叮噹生活會館
3. 第三天參觀六福村主題樂園（野生動物王國、南太平洋、美
國大西部、阿拉伯魔宮）→賦歸
教學後（回顧省思）
：
1. 寓教於樂：讓小朋友可以接觸產品的製作過程
2. 活化課本的知識：讓課本的知識不再只停留於無關生活的
「死」知識而已結合社會科及自然科的學習，了解何謂社區
總體營造，以及見識大自然的摧毀力量，明白生態復育的重
要性見証古蹟再生的奇蹟與驚嘆
教學實施

v 學習單

v 學習手冊

v 學習心得

一、預估每生為＄3800 元﹝含車資、保險、行政雜支等﹞
二、其他事項：
1.服裝依各班規定，穿運動鞋
2.學生避免攜帶貴重物品及金錢以免遺失
備註

3.須攜帶外套、雨具、個人藥品及健保 IC 卡
4.患有特殊疾病者，請備妥藥品，並事先告知導師及領隊
5.校外旅遊活動視同學校課程，若無法參加仍須到校，由教務
處安排人員協助安全維護，若無法到校，須事先請假。
6.返校時間約為下午 6:00，請學校提早利用跑馬燈宣布訊息。

註：一、請依教育部 101 年 11 月 7 日臺國(二)字第 1010200459 號函「國民中小學辦理校外教學實施原則」辦理。
二、戶外教育結束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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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辦人
年級老師

教務處

學務處

總務處

輔導室

校長

附件四~

五王國小各年級戶外教育結合課程設計規劃一覽表

一、辦理地點依據校外教學實施原則，如下列：
(一)以學生生活經驗為中心，把握由近及遠之原則，如：
1.國小低年級：由在地社區出發，延伸至在地鄉鎮。
2.國小中年級：由在地鄉鎮出發，延伸至鄰近鄉鎮。
3.國小高年級：由在地縣市出發，延伸至鄰近縣市。
(二)考量不同年級學生體能負荷，避免舟車勞頓影響學習效益。
(三)避免至易發生危險地區，確保師生安全。
(四)地點變更:需由學年會議討論決議後，於課程計畫審查前提出相關教學計畫。

二、校外教學結合課程設計規劃一覽如下表:
年級

預估時間

課程主題

一年級 □10-11 月□ 社區巡禮

結合領域

3-4 月

能了解五王社區特色及地
理位置

永康區

國語、生

能了解動物的特性並養成

臺南市

活

三年級 □10-11 月□ 古蹟巡禮
3-4 月

3-4 月

營

五年級 □10-11 月□ 博物館探
3-4 月

六年級 □10-11 月

國語、社
會

四年級 □10-11 月□ 消防體驗

社會、綜
合

自然、綜

訪

合

畢業旅行

國語、自
然社會、

(兩天一夜)

地點

生活

3-4 月
二年級 □10-11 月□ 可愛動物

教學價值

正確對待動物的態度

可了解台灣開發歷史與鄭
成功開台事蹟

臺南市

了解火災的應變處理及實
際逃生技巧演練

臺南市

透過有系統的導覽活動了
解科學原理的應用

鄰近

透過有系統的導覽活動增
進對台灣文化的認識

臺南-

縣市

中北部
地區

綜合
六年級 □5-6 月
(一天)

綠野生活
營(建議搭
配畢業系列

自然、綜
合

增進野外求生的技能，學
習與自然和諧相處(野外求
生、野炊、文康活動)

臺南市

活動)

附件五~

國民中小學辦理戶外教育實施原則
97 年 05 月 21 日台國(二)字第 0970081659B 號函
101 年 11 月 07 日臺國(二)字第 1010200459 號函

一、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為落實國民中小學(以下簡稱學校)辦理戶外教育，
以擴充學生知識領域、增加學習體驗、整合學習效果、深化認識臺灣，特訂定本原則。

二、課程目標：
(一) 戶外教育為學校課程與教學之一環，依據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目標，以學校本位課程為
主軸，結合領域教學及彈性課程，規劃各年級有系統性的校外教學課程活動，據以實施。
(二) 戶外教育課程活動內容以學生學習為核心，增進自然與人文關懷、認識家鄉及愛護家
鄉為主要目標，避免流於以旅遊玩樂性質為主之活動。
三、辦理次數：每學年以辦理至少一次為原則。

四、辦理地點：
(一)以學生生活經驗為中心，把握由近及遠之原則，如：
1.國小低年級：由在地社區出發，延伸至在地鄉鎮。
2.國小中年級：由在地鄉鎮出發，延伸至鄰近鄉鎮。
3.國小高年級：由在地縣市出發，延伸至鄰近縣市。
4.國中：由在地縣市出發，延伸至鄰近縣市及全國各地。
(二)考量不同年級學生體能負荷，避免舟車勞頓影響學習效益。
(三)避免至易發生危險地區，確保師生安全。

五、教學路線及活動設計：
(一)安排認識公共機關(如鄉公所、衛生所、警察局、消防隊、圖書館、法院、議會．．．．．．
等)，使學生認識家鄉，凝聚社區意識、啟發公共參與興趣。
(二)配合課程內容，結合社教機構資源進行，如故宮博物院、國立自然科學、科學工藝、海洋生
物、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臺灣民主紀念館、臺灣藝術教育館、職涯教育機構(中心)…等，
以增加學習體驗。
(三)整合走讀臺灣鄉鎮文史百科(含鄉鎮歷史、地方人物、古蹟、地方產業、景點、動植物、地
形、地質等主題)、教育部「在地遊學－發現台灣」100 條遊學路線資源(含地方政府、學
校、館所、農場、社區或地方文史資源)及獲補助之活化校園空間暨發展特色學校，透過城鄉
校際交流，以強化認識臺灣及地方特色。
(四)透過參訪漁市、海港、踏查海岸潮間帶地形、地質，認識河流、海洋生態、產業，參與海洋
民俗或信仰活動等，以培養熱愛海洋之思想情感。
(五)結合地方耆老、地方文史工作者或適當解說人員，編排深度知性學習之旅。
(六)規劃適當體驗活動之設計，參訪農場、牧場、及具有合法性的生態中心、戶外中心等地，認
識風土民情、生態環境、人文特色、農民生活及其對社會貢獻，以培養愛鄉愛土情懷。
(七)依教學路線及活動設計內容，蒐集相關資料，編印學習單或學習手冊，提供學生使用，以確

保教學目標之達成。

六、教學實施：
(一)依既定計畫及任務編組執行，教師應指導學生運用學習單或學習手冊，並依教學目標就學生
學習表現進行評量。
(二)校外教學結束後，教師宜結合校內課程，指導學生發表學習心得，以整合學習成果。

七、行政準備：
(一)學校辦理戶外教育，校內之業務分工，宜請就可運用之人力進行任務編組，必要時可邀請家
長共同研討，並依有關規定做有系統及邏輯性的規劃及處理，自訂 SOP 標準作業流程，切實
做好各項準備工作以為遵循。
(二)辦理前應考量節令氣候、交通狀況、環境衛生、公共安全、場館規模及教學資源等，結合課
程設計及學習主題研擬周妥實施計畫，並將其列入學校課程計畫中送所轄教育行政主管機關
備查。
(三)特別注意安全，膳食、住宿及活動場所應具合格建築使用執照、營利事業證等，交通工具租
用請確依本部 101 年 9 月 3 日臺軍(二)字第 1010139088C 號令修正發布「學校辦理校外教學
活動租用車輛應行注意事項」擬訂具體作為，落實辦理，以確保教學活動安全。
(四)事先查詢活動地區醫療服務及求救管道，如至外縣市宜有護理人員隨行，倘人手不足，可商
請具護理經驗、專長家長或志工協助，並備妥急救藥品。
(五)除學校隨隊教師外，應鼓勵家長或志工參與或協助，並於行前確實了解行程路線及活動內
容。
(六)是否行前勘查，由學校視活動地點、路線及安全狀況自行評估辦理。
(七)學校得視需要另行投保必要的平安保險。

八、請假處理：
(一)校外教學視為學校課程，事前應通知家長，如有疾病、身體孱弱或其他原因者，得依程序請
假，不強迫學生參加。
(二)倘學生有因故未能參加者，學校應做妥適安排，不得拒絕學生到校。

九、緊急應變：
(一)行前隨時注意活動地區天候及環境變化，如因天候等因素致舉辦活動可能發生危險時，應取
消活動或延期舉辦。
(二)落實行前安全教育，包含應遵守活動規定、安全注意事項、緊急應變措施、緊急聯絡電話及
其他等事項。
(三)教學進行時應注意天候、地形，配合氣象、災害防救單位警報發布，遠離標示危險、公告限
制進入或命其離去之地區。
(四)校外教學期間，如遇颱風、意外或緊急事故，應即採取應變措施，減低事故影響程度，並迅
速與學校及相關單位連繫，尋求必要協助，必要時應中止活動。
十、檢討改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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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本原則未規定者，地方教育行政主管機關得依權責因地制宜自訂補充規定或依相
關法令規定辦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