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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夢魚游於藝~學藝在我甲 

壹、學甲足跡  

計    畫 活化校舍「百年學甲，e展風華」 整合教學資源空間「追夢魚 游於藝」 

階    段 97 年 98 年 99 年 100 年 

方    式 除舊佈新 風華再現 魚躍龍門 學藝在我甲 

階    段 壹 貳 参 肆 

實施目標 
確認目標 

引起動機 

資源整合 

分工合作 

師生用心 

成效提升 

師生快樂互動學習 

學生提供優質服務 

使用策略 成立核心小組 引進社區資源
學校特色 

資訊結合 

特色課程

資訊結合

精緻化教學 

產出型服務 

  

   
課程的統整（資訊融入教學） 

產學合作資源（廣達文教基金會、

網奕資訊科技、圓展科技公司等）目標期程

工作重點 
活化舊廚房，再造追夢魚館 

追夢魚悠游 

百年學甲，e展風華 

悠游於藝、藝鳴驚人、鼓動學甲、鈴響北門、笛

傲南瀛、資冠全台、英揚國際、跨閱世紀、樂活

人生、游藝未來、頑皮黑皮 GO！、OK！魚丸、薪

火傳藝、農情米藝等特色課程整合及服務產出。

貳、緣起  

  學甲國小以【追夢魚悠遊】為主題，發展出結合地方生態與特色的課程，榮獲教育部 97

年及 98 年活化校舍空間暨發展特色學校方案優等獎；99 年以【追夢魚躍龍門】為主題，在

本校師生共同努力深耕之下，不但再次獲得教育部肯定，參加 Travel Learning 遊學台南--

創意遊學經營獎活動競賽亦榮獲臺南縣特優，師生在藝文、健體、資訊、語文、自然科技等

方面的表現逐漸嶄露頭角，包括直笛、十鼓、扯鈴等團隊，或是英語、科展、小小解說員等

各項競賽均出類拔萃，深得各界好評，除了台灣麥克雜誌專刊報導，亦獲得公共電視台「台

灣囝仔讚」節目專題製作播出。 

    99 年我們做到了對孩子們的承諾：「親愛的！我們把博物館搬回學校了」，一共辦理 6場

的主題展覽，吸引超過 2000 人次以上參觀人潮，成效卓著；100 年我們將以「學藝在我甲」

為目標，整合校內外豐富多元的教學資源空間，增加動靜態表演舞台，發展精緻化特色課程，

深耕與發掘學生潛能，培養孩子們優質且帶得走的藝能，包括說唱、表演、生活等說得到做

得出的能力，拓展學甲囝仔無比的自信與非凡的成就，讓社區家長確信「學藝就要是學甲」。 

参、計畫目的 

一、藉由校園空間設計，將學校空間做多元化的應用，並與社區資源做結合，彼此互惠

共存，以開創新的視野和行動，提高本校校舍附加價值。 

二、以特色突破發展困境，藉由教師社群團隊的努力，協助社區整合特色資源，規劃相

關學習課程，活化校舍空間，建立永續校園環境，型塑「學藝在我甲」的優質品牌。 

三、整合本校現有閒置及戶外空間，建置主題館區網頁導覽，並與成大博物館合作建置

學甲教育博物館群，包含追夢魚展覽館、百年教育資料館、龍門公共藝術帶、魚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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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屋、追夢魚英語村等五大主題生活學習展覽館區；另外，與綠手指、尋祕桑田及

農糧署合作開發濱海植物園區、築夢園有機農場、農情米藝水田作物區等三大主題

自然生態園區，營造多元學習空間，開放特色學習館區，提升本校空間資源價值。 

四、結合產官學建立夥伴關係，讓學校變成整合社區資源的要角，並提供社區特色參觀

與體驗學習處所，形成全國最佳藝文學習中心。 

五、追夢魚游於藝-「學」藝在我「甲」計畫概念圖： 

 

 

 

 

 

 

 

 

 

 

 

【學甲特色建立架構圖】 

 

 

 

 

  

 

 

 

 

 

肆、資源運用：追夢魚游於藝-「學」藝在我「甲」計畫發展面向架構圖 

 

 

 

 

 

 

 

 

 

 

 

濱海藝文逗陣行 
校園公共藝術、民俗藝術

十鼓及扯鈴體驗、直笛教

學、蜈蚣陣、魚悅書屋 

追夢魚英語生活 
食衣住行育樂醫療保險

等六大主題空間學習

館、伯利恆文教基金會、

LiveABC 互動學習網

濱海文化巡禮 
慈濟宮解說、葉王交趾

陶、烏鴉落洋穴、鴿鳥揹

苓、學甲國小校史室 

濱海經濟生態體驗 
台灣鯛養殖場、虱目魚生

態、頑皮世界、錦鯉之鄉、

紅蝦港生態保護區、種稻體

驗、香草植物培植與應用 

體驗 e起學教師社群團隊 
95~98 年台南縣教師多媒體競賽

榮獲特優，96～97GreaTeach 全國

競賽榮獲社會領域組優等。98 台

南縣辦理教育部教學卓越獎獲優

等獎。全國創新科技教學十大典

範學校。99台南縣創意遊學獎特

優及教育部社區多功能學習中心 

追夢魚游於藝 

「學」藝在我「甲」 
3.擴散機制：『與追夢魚共遊』遊學計畫。 

2.分享機制：學甲教育博物館(追夢魚展覽館、百年

校史館、室外公共藝術館、追夢魚英語村)建置計畫；

學甲自然生態園區（濱海植物園區、築夢園有機農

場、農情米藝水田作物區）建置計畫；主題網站。 

1.教學機制：建構特色課程計畫。 

4.整合機制：校外資源整合計畫。 

社

區

營

造 

課

程

統

整 

主動尋求伙伴 

與成大博物館合作建

置學甲教育博物館 

與農糧署合

作建置學甲

自然生態園

區 

教育素材 

特色課程 

主題網站 

體驗素材 

學甲特色 

產業特色 發展學甲 

1.遊學 

2.交流 

3.觀光 

4.分享 

教育情境規劃 

異業結盟 

學甲鎮公所、農會 

學甲慈濟宮 

綠手指生態協會 

南瀛養殖協會 

南瀛生態旅遊協會 學甲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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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週邊社區特性：處處是生態、時時是課程。 

本校鄰近自然資源極為豐富，北邊除了擁有急水溪出海口生態保護區、益華

養鯛場、錦鯉之鄉、林兆善鰻魚場、頑皮世界動植物園區，東邊有天仁工商、真理

大學二所大專院校之社團支援，以及學甲慈濟宮、學甲藝文推進會、學甲分局等社

區教學支援外，還有本校濱海生態植物園區、有機香草植物園區、大智樓公共藝術

帶、學甲國小校史室等解說教學區。目前學甲國小實施的本位課程就是與社區建立

夥伴關係，建構特色教學課程。 

二、環境資源條件：天時、地利、人和兼備，正整裝待發中。 

環境條件 條   件   說   明 

天  時 透過整合教學資源空間計畫與學甲慈濟宮、台灣鯛魚苗繁殖場建立合作關

係，並由本校的教師社群團隊協助研發相關課程，建立推廣課程活動。 

地  利 本校校地寬廣，發展空間足夠，延聘本土藝術家裝置公共藝術帶，型塑沿

海鹽分地帶精神，保存學甲地方藝文特色；與綠手指環保團體合作，栽植

濱海原生植物，作為濱海植物示範推廣教育園區；『百年校史文物館』是

本校最具特色的景點，內部陳列台灣百年教育相關文物及老照片，是研究

臺灣教育最重要的據點；追夢魚館定期主題展是深度學習最佳場域。 

人  和 與地方產業及鎮公所達成共識，讓學甲國小成為推展地方特色的教學單

位，並由本校的教師團隊進行相關的教學資源整合及協助推廣工作 

 

三、諮詢顧問人力與異業結盟：引進社會和社區具專長人士，共同推展完成計畫。 

諮詢類別 諮   詢   對   象 

生態顧問 
荒野保護協會李偉文理事長、益華養鯛場董事長邱益華、林兆善鰻魚場董

事長林兆善、頑皮世界董事長徐崇雄、南瀛生態旅遊協會洪秋蓮總幹事。

社區顧問 
學甲鎮公所農業課長陳博文、學甲慈濟宮董事長周尚德、學甲藝文推進會

理事長莊秋情、伯利恆文教基金會甘惠忠神父、廣益虱目魚丸店李崇實。

環境顧問 
台南大學教授兼環生學院院長鄭先祐教授、台南藝術大學教授兼主任秘書

曾旭正教授、海墘營文史工作室總幹事鄭慶凰、藝術家楊明忠老師。 

課程顧問 台南大學副校長尹玫君教授、學務長林瑞榮教授、藝術家李宗賢先生。 

 

伍、追夢魚游於藝-「學」藝在我「甲」計畫與整合社區資源成果 

一、學甲特色統整-以導覽地圖方式呈現，讓來旅遊學甲鎮的遊客可以人手一張，更深

入的瞭解學甲鎮的特色，下一階段將預計發展學甲鎮產業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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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甲特色教學資源統整-結合資訊團隊，以教學網站方式呈現，收錄學甲特色的教  

學導覽資源，建立分享機制。 

                 

 
台灣鯛教育資源網站 

 
學甲農作教育資源網站 

 
學甲鎮特色教育資源網站 

三、學甲國小特色教學資源統整-形塑學甲國小特色，導覽手冊建立及小小解說員的培

訓活動，並整合學甲國小的學校特色。 

 

        四、結合報章雜誌網站行銷與紀錄學甲追夢魚系列活動 

  

台灣麥克雜誌第 44 期介紹本校特色課程及遊學路線，歡迎大家一起與追夢魚共遊。 

   
國語日報介紹稻草編課程 自由時報介紹化石展 自由時報介紹種稻體驗 

分享成果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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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實施內容 

一、體驗課程推動架構 

 

 

 

 

 

 

 

 

 

 

 

 

 

 

 

 

 

 

 

 

 

 

 

 

 

 

 

 

 

 

 

 

 

二、推動之學習課程內容規劃設計 

規劃方向 規   劃   內   容 

行政長期規劃 

1.擬定多元發展計畫   2.建構教學網路分享平台   3.成立教材研發中心   

4.協助教師專業成長   5.學校特色及願景訂定     6.建置成果展演空間 

7.建立社區夥伴聯盟   8.協助社區環境生態保育 

 

 

追夢魚

游於藝 

「學」

藝在我

「甲」 

校內特

色課程 

校外特

色課程 

課程名稱 體驗課程內容 結合領域 

游藝未來 益華養鯛場教學體驗課程 

錦鯉之鄉教學體驗課程 

兆善鰻魚場教學體驗課程 

保生飼料場教學體驗課程 

自然、藝文 

頑皮黑皮 

GO！ 

頑皮世界動植物教學課程 

黑琵保育中心教學課程 

自然、綜合 

招夕相處 沿海溪流生態體驗（招潮

蟹、彈塗魚、紅樹林等） 

自然、社會 

健體、綜合 

OK！魚丸 虱目魚丸製作教學課程 自然、綜合 

薪火傳藝 慈濟宮傳統藝術教學（交趾

陶、剪黏、寺廟彩繪等） 

藝文、綜合

社會、自然 

農情米藝 學童種稻體驗課程 

稻草人及草編製作課程 

自然、藝文

社會、綜合 

學甲教育

博物館群 

與追夢魚

共遊遊學

活動 

成果展現 

課程名稱 體驗課程內容 結合領域 

悠游於藝 環保紙漿追夢魚製作課程 

魚拓及魚網編織創作課程 

藝文、自然 

藝鳴驚人 追夢魚館主題展解說培訓 

龍門公共藝術帶解說培訓 

百年校史文物館教學課程 

語文、藝文

社會、綜合 

鼓動學甲 十鼓鼓術教學與展演課程 健體、綜合 

鈴響北門 扯鈴民俗教學與展演課程 健體、綜合 

笛傲南瀛 直笛教學與展演課程 藝文、綜合 

資冠全台 樂高機器人教學課程 

資訊科技應用教學課程 

自然、資訊 

英揚國際 國際英語學習中心課程 

華裔青年英語學習營 

語文、自然

社會、綜合 

跨閱世紀 魚悅書屋閱讀課程 

海洋動態影音館課程 

語文、自然

藝文、綜合 

樂活人生 樂活運動站教學課程 

攀岩知識與體驗課程 

健體、綜合 

花園物語 濱海植物園區教學課程 

有機香草植物教學與應用 

自然、綜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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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教材規劃 

1.利用資訊融入推動計畫的課程規劃，將『台灣鯛』、『台灣教育百年展』的

  課程設計延伸發展，進而作為本校『學校本位課程』發展的依據。 

2.建立『台灣鯛』、『台灣教育百年展』的數位教材，並利用追夢魚展覽館等

  活化空間，結合社區資源進行專題的展示，協助推廣社區特色。 

3.以產官學合作為核心，延伸學生及社區民眾的學習內容，推出相關課程讓

  學甲國小轉型為社區的學習中心。 

4.建立遊學機制，將所建立之課程特色分享給更多的人，讓身在學甲鎮鎮民

  以學甲鎮人為榮，促進學甲產業經濟發展。 

課程內容設計 

1.以生態為導向--發展生態與本土教育的學校本位課程與活動設計。 

2.發展原鄉踏查—結合藝術人文等領域，進行社區資源調查與課程設計。 

3.遊學方式推廣—小小導覽員暨生態解說員的培訓及遊學活動的推展。 

 

＊特色課程實施地點與內容： 

有機香草培植體驗 追夢魚魚拓課程 鳴蟲導覽解說培訓 環保紙漿製作課程 

社區家長導覽解說 龍門花園英語學習 追夢魚館主題展解說 百年校史館導覽解說

虱目魚丸製作體驗 葉王交趾陶館解說 手抄紙製作課程 濱海自然生態體驗 

鐵馬遊學甲活動 保生飼料場參訪學習 益華養鯛場教學體驗 學甲農會草編課程 

 

三、課程層面及相關主題內涵 

課程主軸 策略 作法 

校內 

特色課程 

1.教師專長的培養 

2.校內課程的整合 

1.教材研發中心協助數位資源的建置 

2.教師社群團隊協助教師專業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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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學生解說能力的培訓 

4.課程語文能力的培養 

3.教師與學生進行生態資源的踏查與建置 

4.學校濱海植物生態環境的營造 

5.學校小小導覽員的培訓計畫 

6.教學歷程與成果共享平台之建立 

7.追夢魚展示館的作品呈現 

8.結合社區議題，七大領域課程實施教學 

9.提升教師專業的解說能力 

10.帶領學生進行課程資料的研究 

校外 

特色課程 

1.學校社區資源的整合 

2.學校社區互惠合作 

3.提供遊學方案進行推廣 

4.提供專題特色展覽空間 

1.社區台灣鯛、慈濟宮……等資源調查 

2.專長人力資源整合運用 

3.聘請相關專業人士進行培訓活動 

4.設置相關網站 

5.社區導覽員培訓 

6.成立學甲教育展覽館群 

7.特色產業與教育結合並進行相關的包裝行銷

 

柒、實施方式 

ㄧ、實際運作人力與教學措施 

（一）行政方面：1.多溝通並給支持        2.學校人力規劃與後勤支援 

3.協助洽談合作事宜      4.規劃『遊學計畫』相關需求設施 

（二）課程方面：1.規劃社區特色課程      2.設計『遊學計畫』內容 

3.設計多元的學習活動    4.規劃特色展覽空間 

（三）教學方面：1.採產官學資源整合模式  2.藉由教師團隊提升教學專業 

                3.教學與展覽雙軌進行，遊學部分利用寒暑假或假日辦理。 

（四）其    他：安排『教師專業研究』、『課程研討』的共同時間。 

二、學習之型態或方式：  

（一）「與追夢魚共遊」遊學計畫：結合社區資源規劃『濱海文化巡禮』、『濱海自然

生態發展體驗』、『濱海藝文逗陣行』……等遊學路線。採主題式導覽與教學產

出活動，並依狀況做彈性安排。 

（二）學藝在我甲：結合語文、社會、自然等領域教學建構八大主題展館區相關課程，

學習多元藝術技能。 

       （三）遊學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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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日遊行程： 

☺第一天：相見歡 探索學甲秘密花園(校園導覽) 十鼓樂無窮 午餐休息 機器 

          人對抗大賽（或十鼓、扯鈴教學） 紅蝦港生態遊(或錦鯉之鄉、頑皮 

          世界) 與追夢魚共眠。 

☺第二天：參觀學甲慈濟宮暨葉王交趾陶館 農會虱目魚丸 DIY（或草編） 虱目 

          魚大餐 參觀魚苗養殖場 參觀水產及飼料加工廠 賦歸。 

一日遊行程： 

☺相見歡 探索學甲秘密花園(校園導覽) 農會虱目魚丸 DIY 虱目魚大餐 參觀

學甲慈濟宮暨葉王交趾陶館 參觀魚苗養殖場 有機香草茶及香草鬆餅 DIY 賦歸 

※ 以上行程僅供參考，預約團體若欲增刪，請事先通知，以利規劃安排。 

※ 雨天時紅蝦港自然生態遊戶外觀賞課程更改為室內追夢魚DIY或樂活運動，讚！ 

       （四）參加人員：對於本計畫規劃課程活動有興趣者均可報名參加，弱勢家庭由本計

畫經費專案補助相關活動費用。 

       （五）實施成效 

 

  98.08.25 台南縣 98 年度教師自製教學媒體競賽榮獲全縣特優。 

 98.08.27 榮獲海洋教育學校網頁評選全縣第一名。 

 98.10.05 榮獲音樂比賽直笛合奏國小全縣乙組第一名。 

 98.10.19 榮獲全國十大資訊科技創新教學典範學校。 

 98.12.22 參加 98 年本國語言領域創意閱讀教學活動榮獲全縣特優。 

 98.12.25 參加 98 年精進教學計畫生活課程在地化教案競賽榮獲全縣特優。  

 99.01.22 榮獲教育部 99 年整合校園教學空間資源方案甄選甲等。 

 99.01.26 本校榮獲台南縣推動國民中小學校外教學資源整合及獎勵案特優。 

 99.02.09 本校參加 98 學年度「體育衛生保健」聯合訪視，榮獲體育特優。 

 99.04.22 參加南瀛盃民俗體育錦標賽榮獲男子扯鈴雙人組第一名。 

 99.06.05 五丙陳勝箖參加縣長盃語文競賽榮獲全縣字音字形組第二名。  

 99.09.14 參加 99 年度閱讀績優學校評鑑榮獲全縣優等第一名。 

 99.11.23 林家熠同學參加 2010 台南縣鳥「水雉之美﹞寫生比賽榮獲低年級組第二名。 

 98.12.10 本校榮獲直笛比賽全縣乙組第一名。 

＊因獲獎項目眾多，僅羅列與「學藝在我甲」相關課程縣級以上比賽特優或前二名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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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預期效益： 

一、辦理體制內學校遊學制度，創新學校之經營模式。 

二、增加鄉村學童之人際互動機會，培養主動學習及發表展演能力，展現其自信與成就。 

三、響應教育部之創意遊學，讓民眾了解在地特色、產業特色、歷史人文、自然生態、

鄉村景色等，逐步推展至全國。 

四、透過在地文化特色，規劃藍海課程，打造「學藝在我甲」的特色學校。 

五、實踐「地方產業課程化、特色課程產業化」，締造學校新價值與學校經營邊際效益。 

玖、經費需求： 

預算項目 預算細目金額 計算方式 金額 備註 

A.人事費： 

專家學者出席、諮詢費 1000 元/人次*3 人次 3,000 課程與環境資訊諮詢 

外聘講師費 1600 元/人時*6 人時 9,600 志工、老師增能訓練 

講師費（內聘） 800 元/人時*8 人時 6,400 學生研習訓練及活動講師 

 

小計 19,000 12.66％ 

B.業務費： 

相關圖書費 一式 1,000 參考資料、書籍等 

影印印刷費 一式 9,000 資料影印 

海報、宣傳品 一式 9,000 海報、宣傳品 

成果印製 一式 7,500 成果印製 

佈置費 一式 2,000 說明會、教師增能研習及活動

餐點、茶水費 一式 3,500 餐點、茶水、便當費用 

民俗技藝暨材料採購 一式 6,000 含相關課程材料訂購 

雜支費用 一式 3,000  

 

小計 41,000 27.33％ 

經常門總計 60,000 40％ 

D.新建、修繕費： 

 百年校史館二館工程 一式 90,000 校史數位典藏影音館 

 小計 90,000 60％ 

資本門總計 90,000 60％ 

總      計 150,0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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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達游於藝~鳴蟲特展 

學甲國小與廣達文教基金會第一次攜手合作，將於 100 年 3 月 21 日起至 4 月 15 日止辦

理廣達游於藝~鳴蟲特展，在正式開展之前，規劃一系列培訓課程，培養學生擔任小小解說

員，包括台中科博館解說學習之旅、解說小達人訓練營、養蟋蟀我最行-觀察日誌撰寫、鳴蟲

小書製作等，訓練學生深入了解鳴蟲生態及解說技巧，期待能於開展期間讓孩子們成為最稱

職的解說員，並從活動中學習自然生態、解說技能、人際互動等帶得走的能力，開拓學生視

野，從接觸藝文出發到喜歡上藝術與人文，達到游於藝的最高境界，更符合學甲國小「學以

致用  甲於天下」的教育目標。 

        開幕典禮將進行鼓動鳴蟲(十鼓表演)、響鈴和鳴(扯鈴表演)、笛樂悠揚(直笛表演)及由小

朋友親自擔任導覽解說服務等活動項目，歡迎各位嘉賓共襄盛舉，幫這群小小解說員加油打

氣，您的掌聲與鼓勵是孩子們成長的動力，竭誠邀請大伙兒於 100 年 3 月 30 日(星期三)上午

9:30 蒞臨學甲國小追夢魚館，與這群活潑可愛的孩子們一起認識鳴蟲，和學甲最棒的小小解

說員攜手游於藝，饗宴鳴蟲王國至真至善至美的交響樂章。 

    學甲國小鳴蟲特展開幕典禮（100 年 3 月 30 日）流程表，如下： 

時     間 活動項目 活動內容 負責人 
09:20-09:30 追夢相見歡 長官貴賓蒞臨指導簽名 姜宏尚主任 
09:30-09:40 鳴蟲首部曲 鼓動鳴蟲(十鼓表演) 蔡佩倫老師 
09:40-10:00 迎賓說鳴蟲 校長致詞暨介紹來賓 林炳宏校長 
10:00-10:10 鳴蟲二部曲 響鈴和鳴(扯鈴表演) 李賀璞老師 
10:10-10:20 鳴蟲三部曲 笛樂悠揚(直笛表演) 辛淑凌老師 
10:20-10:25 感恩與祝福 致贈感謝狀及開館儀式 林炳宏校長 
10:25-11:00 鳴蟲夢想曲 學生導覽解說服務 小小解說員 

 11:00- 鳴蟲休眠曲 禮    成 (平安歸) 姜宏尚主任 

聯絡電話：姜主任 0935737378  楊 老師 0912127040      學甲國小全體師生敬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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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學甲國小 100 年度發展特色學校鳴蟲展照片 

  

說明：學生親自飼養蟋蟀並觀察生態 說明：學生用心布置蟋蟀生活環境 

  

  

說明：讓學生上台報告飼養及觀察心得 說明： 學生練習上台報告觀察心得 

  

                        

說明：學生利用假期撰寫觀察記錄及心得 說明：學生能將觀察到的蟋蟀生態紀錄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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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學甲國小 100 年度發展特色學校鳴蟲展照片 

  

說明：結合美勞課程製作鳴蟲小書 說明：學生用心製作鳴蟲小書 

  

  

說明：美勞教師協助指導學生製作小書 說明： 學生製作屬於自己的鳴蟲小書 

  

 

 

 
 

說明：學生展現自己製作的小書 說明：學生秀出自己的鳴蟲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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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學甲國小 100 年度發展特色學校鳴蟲展照片 

  

說明：結合藝術人文課程學生繪畫比賽成果 說明：結合藝術人文課程學生繪畫比賽成果

  

  

說明：結合藝術人文課程學生繪畫比賽成果 說明：結合藝術人文課程學生繪畫比賽成果

  

 

 
 

 

 
 

說明：結合藝術人文課程學生繪畫比賽成果 說明：結合藝術人文課程學生繪畫比賽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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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學甲國小 100 年度發展特色學校鳴蟲展照片 

 

說明：新富老師指導學生傳統鬥蟋蟀方式 說明：新富老師呈現傳統鬥蟋蟀步驟  

  

 

說明：新富老師指導學生如何找鳴蟲精包 說明： 老師向學生展示鳴蟲精包 

  

 

 
 

 

 

說明：學生練習布置鬥蟋蟀場所 說明：學生以自製方式成功鬥蟋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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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學甲國小 100 年度發展特色學校鳴蟲展照片 

說明：學甲國小十鼓隊演出 說明：學甲扯鈴隊熱烈演出 

  

說明：學甲直笛隊以秋蟬一曲啟動開幕 說明：廣達楊秀月執行長致詞 

  

 

 

 

 

說明：學甲英語讀者劇場團隊演出 說明：學甲國小致贈特色展品魚拓面紙盒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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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學甲國小 100 年度發展特色學校鳴蟲展照片 

說明：開幕典禮由學生擔任解說員 說明：學生向來賓述說介紹鳴蟲 

  

說明：可愛的小小解說員獲得來賓讚譽有嘉 說明：甘神父也蒞臨仔細聆聽孩子們說鳴蟲

  

 

 

 

 

說明：瞧我臉上被貼滿，表示我解說最棒！ 說明：小小解說員認真解說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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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學甲國小 100 年度發展特色學校鳴蟲展照片 

 

說明：鎮立托兒所參訪由學生擔任解說員 說明：鎮托學生觀察活體鳴蟲蟋蟀 

  

  

說明：解說員向幼稚園學生介紹蝗蟲及螽斯 說明：本校幼稚園老師向學生介紹鳴蟲 

  

 

 
 

 

 
 

說明：姜主任進行高年級學生導覽解說 說明：透過電子白板互動遊戲加強鳴蟲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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鳴蟲特展 學甲國小搶鮮看 
〔自由時報記者楊金城／學甲報導〕為什麼鳴蟲死了都

會六腳朝天？有哪些昆蟲會發出美妙具節奏性的聲

音？答案都在學甲國小追夢魚館內的鳴蟲特展，有趣的

知識啟發學童對自然科學的興趣。學甲國小和廣達文教

基金會合作，把在國外博物館展出的鳴蟲特展搬到學甲

國小展出，昨天熱鬧開展，是台南地區首展。 

廣達文教基金會 落實文化下鄉 

廣達文教基金會執行長楊秀月說，以往博物館都是有錢

有閒的人去看展，鳴蟲特展在學甲國小舉辦，希望落實

文化下鄉，讓文化均富，因此基金會自二○○四年至今在

各地舉辦藝文、自然科學等展覽達七百多場次，鳴蟲特

展展期至四月十五日，並開放其他學校和社區民眾參

觀。 

校長林炳宏說，開展前，學校規劃一系列培訓課程融入

教學，包括台中科博館解說學習之旅、解說小達人訓練營、養蟋蟀我最行—生態觀察日誌撰

寫、鳴蟲小書製作等，介紹蟬、蟋蟀、螽蟴、蝗蟲、螻蛄等鳴蟲各種生態，讓學生從中學習

自然生態、解說技能、人際互動等能力，開拓學生視野。 

五年級李玟宣說，學習過程學到如何當一位導覽解說員，也學到關於昆蟲的知識，學習過程

很開心。除了十一位小小導覽解說員精彩的導覽外，學校老師姜宏尚、楊易霖等人也以電子

白板設計多媒體互動問答遊戲，讓鳴蟲特展能更吸引人一窺究竟。 

學甲國小鳴蟲特展 【聯合報╱記者黃宣翰 ／即時報導】 

     廣達文教基金會和台南市學甲國小合作，今天起在學甲國小展出鳴蟲特展，校方並訓練

11 名學童擔任解說員，讓學童導覽解說，從活動和互動遊戲中，了解昆蟲自然生態和解說技

能。 5 年級學童林芳絹說: 「我最喜的鳴蟲是蟬，夏天在樹下聽蟬，賞心悅耳! 」。5 年級

學童潘美蓓指出，蝗蟲的聲音低單調，音量也比蟋蟀、(上冬下蟲)蟴還要小聲，雖然不容易

聽見，但牠們的節奏感很棒。鳴蟲特展在學甲國小展出，從今天展出至 4 月 15 日，今天上

午由廣達文教基金會執行長楊秀月和校長林炳宏等人，一起主持開幕典禮，師生並一起操控

遙控器，經由電子白板玩起互動遊戲，回答鳴蟲生態試題，相當活潑有趣。  

【2011/03/30 聯合報】@ http://u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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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甲歡慶  蝶衣凌舞(105)  

       欣逢學甲國小 105 週年校慶，我們為了迎接這個特別的日子，盛裝粉墨登

場，舉辦一系列慶祝活動，包括與廣達文教基金會合作推出「廣達游於藝--鳴蟲

特展」，感謝大家的支持與鼓勵，讓鳴蟲展能在各界好評聲中，圓滿成功落幕。 

       接下來，我們自即日起至 4 月 29 日 止，在本校體育館將展出「鐵馬自由行—

自行車發展史特展」，及學甲國小師生教學成果展；另外，在本校追夢魚展覽

館也隆重推出「學甲歡慶  蝶衣凌舞（105）--蝴蝶特展」，感謝臺灣蝴蝶生態保

育協會、臺南市成功國小、新營郵局等單位一起參與本次展覽，我們將結合資

訊科技，呈現花仙子精采的一生，讓您與蝶共舞，精采萬分。 

       歡迎您撥冗參加本校 100 年 4 月 23 日（星期六）所舉辦的 105 週年校慶活

動，當天不但有充滿活力的動態教學成果表演及運動會，更能欣賞到上述精采

可期的靜態藝文展，竭誠邀約親愛的好友蒞臨學甲國小，與我們歡慶 105，舞動

青春，分享喜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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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南市學甲國小 100 年度發展特色學校蝴蝶特展照片 

  

說明：學甲教師團隊研究布展及活動流程 說明：瑋萍老師協助布置展覽場地 

  

  

說明： 教師團隊討論工作細節 說明： 學甲蝴蝶展展場風貌 

 

 
 

 

 
 

說明：四年級學生親自擔任解說工作 說明：五年級學生親自擔任解說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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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學甲國小 100 年度發展特色學校蝴蝶特展照片 

說明：記者蒞臨本校採訪學生導覽解說 說明：記者紀錄下學生解說情形 

  

說明：解說員介紹蝴蝶標本及蝴蝶生態 說明：瞧我們的解說員頗有架式 

  

 

 

 

 

說明：解說員播放蝴蝶影片供參觀者觀賞 說明：學生自由觀賞各式蝴蝶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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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學甲國小 100 年度發展特色學校蝴蝶特展照片 

  

說明：姜主任以錄播系統不斷精進學生能力 說明：指導學生如何正確解說 

  

  

說明：解說員也會有獎徵答哦 說明：大家學習興趣很高昂哦 

  

 

 
 

 

 
 

說明：解說員的能力越來越好 說明：解說員越來越有模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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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特別報導蝶衣凌舞成果展 

 

自由時報特別報導學甲蝴蝶特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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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甲國小英語走讀學習—博愛國小英語村一日遊 

學甲國小五年級師生在 5 月 6 日到臺南市博愛國小國際英語村參訪學習，

當一群小夥子得知進入英語村之後是 NO CHINESE 之後，可以看出他們是抱著

忐忑不安的心情被逼上樓，因為第一次要在一天之內和六、七位外國老師交談，

而不能用中文，是多麼大的負擔啊！孩子們紛紛出現想打退堂鼓逃避的想法。 

           幾位老師約好為了避免孩子依賴老師提供答案，決定先不上樓跟班，結果

出乎意料，老師們策略成功了，第一節下課後一大群孩子們又叫又跳，跑下樓

來報告他們的學習概況，展示他們得到的戰利品(獎勵章)，雀躍心情和上課前截

然不同，完全看不出有適應不良、無法吸收學習的情形。 

           經過一天的課程有不少學生得到洞洞樂的獎勵，孩子們 Hight 了一整天，完

全和外師打成一片，紛紛表示還想再來，只是他們可以只有這次機會，因為全

市小朋友只有五年級學生可以參加(僧多粥少)，學甲囡仔可以有此體驗課程，真

的很幸福！  

           看到這種現象，讓我們不禁要去思考，為什麼我們會怕英語？為什麼我們

英語學不好？為什麼我們無法開口和外國人對話？這些疑問，老師們表示在博

愛國小國際英語村他們找到答案了！ 

           有機會走一趟博愛國際英語村，您也一定會找到答案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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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學甲國小 100 年度發展特色學校英語遊學照片 

  

說明：學生搭車抵達目的地博愛國小  說明：江主任解說學習護照使用規則 

  

  

說明：學生自己擔任海關人員 說明：學生學習西餐禮儀 

  

 

 
 

 

 
 

說明：中午享用豐富的餐點 說明：學甲國小學習成果豐碩--抽抽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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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學甲國民小學辦理 2011 海外華裔青年英語服務營實施計畫 
ㄧ、緣起： 

為配合政府「挑戰 2008 年國家發展重點計畫」之 E 世代人才培育計畫， 

鼓勵海外華裔青年投入國內英語學習活動，提昇學校英語教學資源，加強 

弱勢學生學習英語機會，向僑務委員會及教育部申請英語學習服務營至本 

校服務，以期帶動學校學習英語之風氣。 

二、目的： 

1. 透過生活化教學模式學習英語單字和句型，提昇學生聽說讀寫基本能力。 

2. 結合資訊科技融入教學，增加師生互動學習機會，提升學生學習英語興

趣及知能。 

3. 透過英語服務營教學，促進海內外青少年交流，認識彼此文化，開拓國

際視野。 

三、 辦理單位： 

1. 主辦機關：教育部、僑務委員會 

2. 承辦機關：臺南市政府 

3. 承辦學校：學甲國民小學 

四、辦理時間： 

1. 營隊活動時間：100 年 7 月 11 日-99 年 7 年 22 日 

2. 接送志工時間：100 年 7 月 7 日下午一點整。 

3. 開幕時間：100 年 7 月 11 日上午八時二十分。 

4. 成果發表與結業式：100 年 7 年 22 日上午十時。 

五、參加對象： 

1. 海外志工成員共 8 人。 

2. 本校參加學生，以 50 名為原則，男女各半，以原住民、低收入、身心障 

   礙人士子女、外籍配偶子女為優先。 

六、辦理方式： 

1、 100 年 7 月 7日下午一點接送志工。 

2、 100 年 7 月 11 日-97 年 7 年 22 日為期兩週的教學活動。 

3、 100 年 7 月 16、17 日(星期六、日)志工參觀活動(暫定)。 

七、教學活動： 

1、 教學內容以本校英語教材(吉得堡版本)、地方特色及日常用句型等相關  

    內容為主。 

2、 參加學生依照英語能力分成 6-8 組，每組約為 7位學生。 

3、 每日活動時間：上午 8：10 至下午 16：20，活動時間表如附件一。 

八、學校行政與教學支援工作：如附件二。 

九、活動經費：經費概算表如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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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獎勵：依據公立學校教職員成績考核辦法及臺南市國民中小學教育人員獎 

          勵實施要點辦理。 

十一、本計畫經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一 

臺南市學甲國民小學辦理 2011 海外美華裔青年英語服務營實施計畫 

教學日期： 100 年 7 月 11 日-100 年 7 年 22 日  任教者：華裔志工青年 

時間 課程內容 備註 

08：10－08：30 教學準備時間  

08：30－09：10 第一節課  

09：10－09：20 下課  

09：20－10：00 第二節課  

10：00－10：30 下課  

10：30－11：10 第三節課  

11：10－11：20 下課  

11：20－12：00 第四節課  

12：00－12：40 中餐  

12：40－13：30 午休  

13：30－14：10 第五節課  

14：10－14：20 下課  

14：20－15：00 第六節課  

15：00－15：10 下課  

15：10－15：50 第七節課  

15：50－16：20 檢討會  

16：20－ 自由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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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臺南市學甲國民小學辦理 2011 海外美華裔青年英語服務營 

學校行政與教學支援工作分配 

職 稱 姓  名 工  作  項  目 備  註 

校長 林炳宏 綜理與監督英語服務營所有事物  

家長會長 李福來 協助英語服務營相關事物  

教務主任 姜宏尚 負責協調英語營相關事宜  

總務主任 陳游鯤 負責志工之學校設備規劃（午餐、居 

住、設備） 

 

訓導主任 林祝豊 負責志工之學校生活安全規劃  

教學組長 莊雅惠 課程規劃（教學日誌、上課點名、照 

片及影片製作） 

 

資訊組長 陳俊廷 生活輔導照顧及照片、影片製作  

訓育組長 方啟丞 生活輔導照顧  

教師 陳嘉琪 接待、教學支援  

教師 李致淵 接待、教學支援  

教師 李雯娣 接待、教學支援  

護理師 白秀玉 提供醫護協助處理及臨時交代事項  

幹事 洪宿榮 文書作業及臨時交代事項  

工友 曾慶中 校園教室環境維護及開、鎖門  

廚工 江美玲 志工、工作人員及學童茶水點心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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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學甲國小 100 年度華裔青年返鄉英語夏令營成果發表暨結業式流程表 
          日期：100 年 7 月 22 日（星期五）       地點: 體育館 

時  間 活動項目 活動內容 主持及負責人 備  註 
10:00-10:05 愛的祝福 校長致詞 林炳宏校長  
10:05-10:10 長官勉勵 介紹來賓 

來賓致詞 
僑委會主任 
鄭邦鎮局長 

 

10:10-10:20 喝采時分 頒發結業證書 
及獎狀 

林炳宏校長  

10:20-10:24 
歌    唱 Valentine 

10:24-10:28 
歌舞表演 Goodbye Song 

Areta Chen 

Vivian Cheng 
Dolphin(海豚班) 

10:28-10:32 
歌    唱 Bad Day 

10:32-10:36 
舞    蹈 Nut Song 

HSINYU YIN 
Sophia Young 

Penguin(企鵝班) 

10:36-10:40 
歌舞表演 

What I’ve Been 
Looking For 

10:40-10:45 
英讀劇場 

Where The Wild 
Things Are 

Jennifer Chuang
Cindy Wang 

Coral(珊瑚班) 

10:45-10:49 
歌    唱 Do Re Mi 

Shirlyn Hong 
Victoria Hung 

Conch(海螺班) 

10:49-10:53 

歌    唱 
My Time With 

You 

Jennifer Chuang
Cindy Wang 
Shirlyn Hong 
Victoria Hung 

Coral(珊瑚班) 
Conch(海螺班) 

10:53-10:58 
舞    蹈 

Hoedown 
Throwdown 

全體華裔老師 全體學員 

10:58-11:05 心動時機 獻上感恩卡(禮) 全體學員 全體學員 
11:05-11:20 離情依依 愛的叮嚀 華裔青年 志工每人 1 分鐘

11:20-11:30 歷史畫面 合影留念 全體學員 小組合照、大合照

 11:30- 禮    成 小隊回教室 小隊長  
＊歡迎各界及家長蒞臨參觀指導，給我們的孩子與華裔志工最大的支持與鼓勵。 
＊感恩您的關心和參與！讓我們一起分享孩子們的成長喜悅與學習成果……。  
＊典禮結束後中午 12 點放學，並發放便當讓小朋友帶回，煩請各位家長準時接送。 
 
                                                       學甲國小  敬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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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英語夏令營 - 工作圈會議 

日 

期 
100.3 

說 

明 

營隊開始前，教務主任召集相關同仁，說明

任務分工與籌備活動工作事宜。 

 

日 

期 
100.7 

說 

明 

營隊開始後，定期開會討論推動過程，檢討

並討論精進方式，邀請校長主持，凝聚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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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英語夏令營 - 首日相見歡與開幕式 

日 

期 
100.7 

說 

明 

營隊首日華裔青年教師與孩子自我介紹，互

相認識對方，伸出友誼之手。 

 

日 

期 
100.7 

說 

明 

英語夏令營開幕式，校長致詞鼓勵孩子勇於

開口說英文與積極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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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英語夏令營 - 課程內容 

日 

期 
100.7 

說 

明 

華裔青年教師利用教具進行教學，提高孩子

的學習動力。 

 

日 

期 
100.7 

說 

明 
學生在班規表上簽上自己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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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英語夏令營 - 課程內容 

日

期 
100.7 

說 

明 

華裔青年教師利用電子白板，使課程活潑

化，提高孩子的學習動力。 

 

日 

期 
100.7 

說 

明 

華裔青年教師利用分組競賽，讓孩子樂於學

習與加強孩子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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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英語夏令營 - 午餐時間 

日

期 
100.7 

說 

明 

午餐時間，孩子與華裔青年教師一起享用美

味的餐點。 

 

日 

期 
100.7 

說 

明 
從「食」的過程來學習水果的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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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英語夏令營 - 記者採訪 

日

期 
100.7 

說 

明 

華視特派記者採訪英語夏令營活動，訪問華

裔青年對此次活動的想法。 

 

日 

期 
100.7 

說 

明 

華視媒體特派記者採訪英語夏令營活動，實

地拍攝上課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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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英語夏令營 - 情境教學與實地練習 

日

期 
100.7 

說 

明 
華裔青年教師學校校園，進行情境教學。 

 

日 

期 
100.7 

說 

明 

華裔青年教師透過遊戲，讓小朋友知道身體

部位的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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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英語夏令營 - 華裔青年週末出遊認識台灣 

日

期 
100.7 

說 

明 

教務主任利用假日，帶領華裔青年認識台

南市的鄉土之美與名勝古蹟。 

 

日 

期 
100.7 

說 

明 

校長與教務主任，帶領華裔青年認識台南

市的名勝古蹟與品嘗特色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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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英語夏令營 - 歌舞教學與大地遊戲 

日期 100.7 
說

明

華裔青年教師利用校區建築與營隊課程

內容，設計大地遊戲。 

 

日 

期 
100.7 

說

明

華裔青年教師，進行英語歌曲教唱，讓

孩子輕鬆學習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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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英語夏令營 - 成果分享暨閉幕典禮 

日期 100.7 
說

明

頒發結業證書，並嘉勉孩子致力學習英文

與感謝華裔青年教師的付出。 

 

日 

期 
100.7 

說

明

華裔青年教師與孩子進行歌舞表演，為英

語夏令營劃下完美的句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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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裔青年英語營 學甲上課  

 記者盧萍珊報導 

 學甲國小舉辦華裔青年返鄉英語夏令營，參加

的六十多位學生見到來自美國的大姊姊，想用英

語與她們聊天，只是會說的單字不多，好不容易

交談拉近距離，孩子們害羞黏在大姊姊身邊，並

邀請姊姊們到家裡做客。 

 學甲國小校長林炳宏指出，學甲位在偏遠地

區，鮮少有機會接觸外國人，今年特別向教育部

申請華裔青年返鄉計畫，共有八位來自美國的學

生分發到學甲。上週四抵台後，就由主任姜宏尚

負責接待，八人暫住在視聽室裡。 

 昨天夏令營舉辦始業式，四、五年級的六十多

位學生分組表演，由笛樂迎賓、電音三太子表演、

蟋蟀與螞蟻的英語劇場、魅力四射的活力健康操

等，最後由各組與負責帶隊的華裔青年一起隊呼，正式上課。 

 姜宏尚表示，這次的英語夏令營活動共兩個星期，美國學生將在遊戲、生活中，教導學甲

國小的孩子自然而然學習英文，學甲國小的學生為迎接這些大姊姊，事前特別做功課，苦練

一些簡易的生活的英語，透過這次學習增進英文功力。 

 學甲國小學生見到可愛的大姊姊，都想要與其聊天，只是會的英文單字並不多，好不容易

大家拼湊成句，拉近彼此距離。 

  

2011/07/11 18:43 

 

 

 

 

 

 

 

 學甲國小華裔青年返鄉英語夏令營十一

日登場，小朋友將以兩週時間，跟著大姊姊

一起學英文。（記者盧萍珊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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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vel Learning 遊學南瀛 追夢魚游於藝-學藝在我甲  

☺活動日期：100 年 06 月 16 日（週四）   

☺交通工具：遊覽車 

☺集合時間：上午 8點 30 分（本校穿堂—國小辦公室旁）   

☺接回時間：下午 3點 50 分 

☺遊學路線： 08：10 學甲國小→08:30 白礁亭→08:50 紅蝦港濕地生

態區→09:20 保生飼料廠→10:30 惠生有機養菇場→12:00 午餐(下營

尋祕桑田)→13:50 白鵝生態園區→15：30 賦歸學甲國小 

☺服裝：本校夏季運動服(天冷可穿長袖運動服或加外套) 

☺攜帶用品：餐盒、白開水、手帕、衛生紙、麵包(預防吃不飽)—不

可帶零食 

            (零錢、相機)--需要才帶，自行保管  

☺學甲國小—7833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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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將你在此印象最深刻的事物，用筆或相機記錄下來。 

 

 請將你在此印象最深刻的事物，用筆或相機記錄下來。 
 

請將你在此印象最深刻的事物，用筆或相機記錄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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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白礁祭典活動是我們學甲區慈濟宮最重要的謁祖祭典活動，你知道這些

儀式的活動由來嗎？今天就從參觀白礁亭，讓我們一起來更深入的認識了解這

個活動。現在請你回答下列問題，看你是否真的了解上白礁祭典活動！ 

‧上白礁祭典在每年什麼時候舉行：  

‧為何白礁亭要蓋在將軍溪畔的頭前寮？  

  

‧ 廟方到白礁亭舉行謁祖祭典儀式後，爐主會到將軍溪「請水」，請問這個儀式

的涵義：  

  

‧ 請將蒐集到關於上白礁活動的資料或照片貼在以下欄位。 

 

 

 

 

 

 

 

 

 

                               

‧  資料或照片內容：                                   
 

上白礁祭典 

戶  外  教  學 社 會 科 學 習 

四年  班  號 姓名 

資 料 浮 貼 處 

家長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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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小小探險家：        

1.什麼是「溼地」？請至少寫出三點它的特色。 

                                                                      

                                                                      

                                                                      

2.在這裡你發現了哪些植物？寫出或畫出你觀察到的特色。 

  我找到了：                                                        

  其中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它的特色是： 

 

3.拿出你的望遠鏡，仔細觀察一下你看到的鳥類牠飛翔、覓食或走路的樣子。 

   我看到的這種鳥，牠的名稱是：            

   它的特色是： 
 

4.這裡有很多可愛的小精靈—招潮蟹，請仔細觀察，寫出或畫出你

觀察到的 

我看到的這種招潮蟹，牠的名稱是：            
它的特色是： 

 
 

5.為了保護溼地生態，讓這些動植物有一個舒適的環境，你可以做些什麼？ 

□不破壞、不傷害、不採集任何的生物及環境。 

□除了足跡什麼都不要留下，除了美麗的回憶什麼都不要帶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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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朋友，參觀了有機養菇場之後，想必你已經收穫滿行囊！試著回答問題，

看看自己學到什麼，再給自己一個大大的鼓勵。 

 
 

 

 

 

 
 

 
評量項目 自我評量 我得到了 

1.認真聆聽解說。 ☆☆☆☆☆ 

2.積極發表與討論。 ☆☆☆☆☆ 

3.學習單填寫詳實。 ☆☆☆☆☆ 

 

 

            顆☆ 

0-6☆要加油       7-12☆好厲害        13-15 叫你第一名 

一、參觀的地方名稱：【                    】 
 
二、養菇場是位在台南市的【          】區，在學甲區的

    【          】方。填入東、南、西、北 
 
三、菇菇是屬於哪一類植物呢？正確答案打ˇ 
      □草本植物       □蕈    類  
      □開花植物       □木本植物 
四、哪些描述和養生菇有關？正確答案打ˇ 
      □種在太空包上       □種在菜園裡 
      □會開花結果         □用孢子來傳宗接代 
      □不會有病蟲害       □會有蟲害影響生產量 
      □種在室內           □不同的菇有不同生長溫度 
      □需要適當的水分     □要常曬太陽 
五、請你寫出或畫出今天認識 3 種養生菇。 

 

 
 

  暢遊菇菇園 

在地遊學 寓教於樂

四年  班  號 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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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學甲國小 Travel Learning 遊學台南--創意遊學經營獎活動計

畫--追夢魚游於藝-學藝在我甲成果報告 

一、 背景： 

   學甲國小以【追夢魚悠遊】為主題，發展出結合地方生態與特色的課程，榮獲教育部 97

年及 98 年活化校舍空間暨發展特色學校方案優等獎，並入選為全國百大特色學校，台灣麥克

雜誌第 44 期特別撰文介紹本校特色課程及遊學路線。 

    99 年以【追夢魚躍龍門】為主題，在本校師生共同努力深耕之下，不但再次獲得教育部

肯定，參加 Travel Learning 遊學台南--創意遊學經營獎活動競賽亦榮獲臺南縣特優，師生

在藝文、健體、資訊、語文、自然科技等方面的表現逐漸嶄露頭角，不論是直笛、十鼓、扯

鈴等團隊，或是英語、科展、小小解說員等各項競賽均出類拔萃，深得各界好評，除了地方

電視台常態性的特色報導，亦獲得公共電視台「台灣囝仔讚」節目專題報導。 

    連續三年優異的表現，再次榮獲教育部青睞，在全國眾多學校中遴選出十五所學校，掛

牌營運【社區多功能學習中心】，融入社區元素並整合校內外教學資源，發展出學甲特色課程，

成為名符其實的特色學校。  

 

二、 遊學路線： 

學甲國小→紅蝦港濕地生態區→保生飼料廠→白礁亭→惠生泉有機養菇場→午餐(下營尋祕

桑田)→白鵝生態園區→賦歸學甲國小。 

 

三、 遊學地圖： 

 

 

 

 

 

 

 

 

 

 

 

 

 

四、 遊學點： 

1.學甲國小 學甲國小今年 105 歲了，雖然他已是百歲人瑞，但卻是一個充滿活力，處處有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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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實實令人驚艷的地方，在這裡經常舉辦一些特色主題展與慶祝活動，包括與廣達文教基

金會合作推出「廣達游於藝--鳴蟲特展」，「鐵馬自由行—自行車發展史特展」，學甲國小師生

教學成果展，以及「學甲歡慶--蝶衣凌舞（105）--蝴蝶特展」，我們結合資訊科技，呈現鳴

蟲之聲、鐵馬歷史、花仙子精采的一生等，讓師生徜徉自然生態之美，體驗時尚休閒運動風

潮，並享受與蝶共舞之樂趣。 

    常態展覽--學甲國小校史室是研究台灣百年教育史的重要地點，在這裡可以看到從日治

時期到近幾年來的教育發展過程、教學文獻及珍藏的寶物。 

    除此之外，學甲國小孩能讓孩子們當農夫的經驗，體驗種植有機香草植物，品嘗香草豐

富多元的香草茶，及吃到芳香四溢的香草手工餅乾。      

  

逐夢園有機農場是學習有

機農業的最佳場所 

學甲國小校史室是研究百

年教育歷史的好地方 

追夢魚館不定期換展 

豐富學生學習 

 

2.白礁亭上白礁祭典活動是學甲區慈濟宮最重要的謁祖祭典活動，每年農曆 3 月 11 日慈濟宮

都會舉辦上白礁活動，所有陣頭一定會遶境到將軍溪畔的頭前寮白礁亭，廟方到白礁亭舉行

謁祖祭典儀式後，爐主會到將軍溪「請水」，以表示飲水思源之意。 

  

白礁亭是每年慈濟宮謁祖

祭典的地點 

鄭成功軍民登陸紀念碑 此處是請水的地點，還加

了防水閘門。 

 

3.保生飼料廠保生飼料廠是學甲地區最大的飼料工廠，主要生產水產飼料（魚蝦鰻等）及寵

物飼料（貓狗等），秉持「人可以吃的才給動物吃」的理念，「三好一公道」.誠正信實.一步

一腳印的精神，經營該公司，目前已經超過 26 年的歷史,通過 ISO9001.ISO22000 與 HACCP 三

項認證，是品質的最佳保證，也是學生遊學的最佳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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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生實業通過三項品質保

證的認證 

解說員展示公司生產飼料

的原料 

參觀狗飼料生產作業線 

 

4.紅蝦港生態區這是一個還未開發的生態保護區，位於筏仔頭吊橋附近的溼地上，在漲潮或

是大雨過後，會有許多的水鳥在此覓食，因此可以觀察到很多水鳥的生態；每當退潮的時候，

到處可以看到出來做日光浴的招潮蟹及彈塗魚，這裡可以說是濕地生物彙集的天堂，也是觀

察自然生態的最佳場所。溼地的生態非常的多元，孕育著各式各樣的生物，讓從事生態研究

的人流連忘返，若您有幸到此一遊可以盡情的觀察，但千萬不要驚擾或破壞這些屬於大自然

的生態。 

  

小朋友在這裡有許多驚奇

的發現 

招潮蟹活潑可愛的樣子 看見彈塗魚讓孩子興奮不

已 

 

5.惠生泉有機養菇場 惠生泉有機養菇場坐落在下營區，是提供里仁有機食品系統的重要供應

商，通過有機認證，在育種、栽種、環境等每個環節，都能秉持健康環保的概念，以種福田

的理念經營農場，是培養學生健康飲食的重要課程。 

  

陳老師指導學生認識養菇

流程及生態 

讓學生 DIY 養菇太空包 師生喝了有機黑木耳露，

大家都說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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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學甲國小 100 年度整合教學資源空間暨發展特色學校 

在地文化創意魚拓課程實施計畫 

一、 實施目的： 

（一）協助學生認識在地產業文化特色，提升愛護鄉土情操。 

（二）透過教學實作，讓學童體驗魚拓製作，及創意產業發展方向，提升師

生學習興趣。 

二、主辦單位：臺南市學甲國民小學 

三、承辦單位：本校教務處  

四、報名時間：100 年 9 月 26 日至 10 月 10 日止。 

五、辦理期程： 100 年 10 月 14 日（星期五）13：30 至 15：00 止。 

六、參加對象及人數：本校教師及學生 40 人。 

七、地點：本校追夢魚館。 

八、辦理內容： 

時  間 活動內容 負責人 備  註 

13：00-13：30 報  到 莊雅惠  

13：30-14：20 
地方創意產業特色 

及魚拓實作 
洪秋蓮 

蕭壟文化

園區 

14：20-14：30 休息一下 姜宏尚  

14：30-15：20 
地方創意產業特色 

及魚拓實作 
洪秋蓮 

蕭壟文化

園區 

15：20- 快樂賦歸 莊雅惠  

九、經費分析：  

項目 單位 數量 單價 預算數 

申請補助 

金額 

備註 

外聘講師 

鐘點費 

節 2 800 1,600 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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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 新台幣 1,600 元。 

十、預期效益： 

（一）教師學會正確認識地方創意產業特色，提升創造新經濟的基本能力。 

（二）藉由活潑實作教學策略，讓師生了解文化創意內涵，深耕美學及創造

力教育。 

十一、本計畫陳  鈞長核示後實施，異動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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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學甲國小 100 年度發展特色學校魚拓教學照片 

  

說明：講師介紹在地創意產業魚拓面紙盒袋 說明：在地創意產業魚拓收納袋 

  

  

說明：講師指導學生如何調色 說明：講師指導學生如何彩繪加工 

  

 

 
 

 

 
 

說明：學生秀出自己的作品與講師合照 說明：學生展現自信秀出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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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學甲國小 100 年度特色學校專家諮詢輔導照片 

  

說明：鄭場主指導學生整地方式 說明：鄭老師教導學生使用鏟子方式 

  

  

說明：講師介紹修剪香草植物方式 說明： 講師指導學生如何栽植香草 

  

 

 
 

 

 
 

說明：學生親手種下香草植物 說明：學生體驗學習種植香草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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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學甲國小 100 年度整合教學資源空間暨發展特色學校 

創新班級閱讀研習實施計畫 

二、 實施目的： 

（一）協助教師認識閱讀的重要性，提升班級閱讀教學知能。 

（二）透過教學實作，體驗閱讀教學技巧，提升教師教學興趣。 

二、主辦單位：臺南市學甲國民小學 

三、承辦單位：本校教務處  

四、報名時間：100 年 9 月 26 日至 10 月 4 日止。 

五、辦理期程： 100 年 10 月 5 日（星期三）13：30 至 16：30 止。 

六、參加對象及人數：本校教職員工 40 人。 

七、地點：本校追夢魚館。 

八、辦理內容： 

時  間 活動內容 負責人 備  註 

13：00-13：20 報  到 莊雅惠  

13：20-13：30 始業式 林炳宏  

13：30-15：00 創新班級閱讀教學 彭遠芬 
建功國小

教師 

15：00-15：20 休息一下 姜宏尚  

15：20-16：10 創新班級閱讀教學 彭遠芬 
建功國小

教師 

16：10-16：30 綜合座談 林炳宏  

16：30- 快樂賦歸 莊雅惠  

九、經費分析：  

項目 單位 數量 單價 預算數 
申請補助 

金額 
備註 

外聘講師 

鐘點費 
節 3 800 2,400 2,400  

總計 新台幣 2,4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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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預期效益： 

（一）教師學會正確認識閱讀教學的重要性，提升班級閱讀教學基本能力。 

（二）藉由多元活潑教學策略，教師能深入了解教學方式，深耕閱讀教學能

力。 

十一、本計畫陳  鈞長核示後實施，異動時亦同。 

 

 

臺南市學甲國小 100 年度發展特色學校閱讀教學照片 

  

說明：歡迎彭老師蒞臨學甲國小演講 說明： 學甲全體教師參與研習 

  

  

說明：彭老師期待大家一起成立工作坊 說明：彭老師分享個人教學經驗與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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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學甲國小 100 年度整合教學資源空間暨發展特色學校 

數位典藏研習實施計畫 

三、 實施目的： 

（一）協助教師認識數位典藏的重要性，提升資訊教學知能。 

（二）透過教學實作，體驗整合蒐集教學資源，及強化數位典藏製作技巧，

提升教師教學興趣。 

二、主辦單位：臺南市學甲國民小學 

三、承辦單位：本校教務處  

四、報名時間：100 年 9 月 26 日至 10 月 10 日止。 

五、辦理期程： 100 年 10 月 12 日（星期三）13：30 至 16：30 止。 

六、參加對象及人數：本校教職員工 40 人。 

七、地點：本校電腦教室。 

八、辦理內容： 

時  間 活動內容 負責人 備  註 

13：00-13：20 報  到 莊雅惠  

13：20-13：30 始業式 林炳宏  

13：30-15：00 數位典藏技巧與應用 楊易霖 
樹林國小

主任 

15：00-15：20 休息一下 姜宏尚  

15：20-16：10 數位典藏技巧與應用 楊易霖 
樹林國小

主任 

16：10-16：30 綜合座談 林炳宏  

16：30- 快樂賦歸 莊雅惠  

九、經費分析：  

項目 單位 數量 單價 預算數 
申請補助 

金額 
備註 

外聘講師 

鐘點費 
節 3 800 2,400 2,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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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 新台幣 2,400 元。 

十、預期效益： 

（一）教師學會正確認識數位典藏的重要性，提升資訊教學基本能力。 

（二）藉由多元活潑教學策略，教師能蒐集及彙整各式教學資料，深耕資訊

教學能力。 

十一、本計畫陳  鈞長核示後實施，異動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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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學甲國小 100 年度特色學校數位典藏研習照片 

  

說明：姜主任介紹講師及研習目的 說明：全體教師參與研習情形 

  

說明：講師介紹自製數位典藏範本 說明： 講師介紹電子書目錄 

  

 

 
 

 

 
 

說明：講師介紹數位典藏製作神情 說明：感謝講師指導並期許大家產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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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學甲國小 100 年度整合教學資源空間暨發展特色學校 

智慧教室應用與實作研習實施計畫 

四、 實施目的： 

（一）協助教師認識未來智慧教室建置基本架構，提升教師運用資訊科技能

力，強化資訊融入教學知能。 

（二）透過教學實作，讓教師體驗智慧教室操作方式，及透過實作課程，提

升教師教學興趣。 

二、主辦單位：臺南市學甲國民小學 

三、承辦單位：本校教務處  

四、報名時間：100 年 9 月 26 日至 10 月 2 日止。 

五、辦理期程：第一場 100 年 9 月 30 日（星期五）13：30 至 16：30。 

             第二場 100 年 10 月 3 日（星期一）10：30 至 14：30。 

六、參加對象及人數：本校教師 20 人。 

七、地點：本校追夢魚館。 

八、辦理內容： 

時  間 活動內容 負責人 備  註 

13：00-13：30 

10：00-10：30 
報  到 莊雅惠 

 

13：30-15：00 

10：30-12：00 
智慧教室實作與應用

董譯森 

吳權威 

網奕資訊

科技 

15：00-15：20 

12：00-13：00 
休息一下 姜宏尚 

 

15：20-16：10 

13：00-14：30 
智慧教室實作與應用

董譯森 

吳權威 

網奕資訊

科技 

16：20- 

14：30- 
快樂賦歸 莊雅惠 

 

九、經費分析：  

項目 單位 數量 單價 預算數 申請補助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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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額 

外聘講師 

鐘點費 

節 6 1600 9,600 9,600  

總計 新台幣 9,600 元。 

十、預期效益： 

（一）教師學會正確認識智慧教室基本設備操作，提升資訊融入教學基本能

力。 

（二）藉由實作教學，讓教師能發展出特色教學模式，深耕資訊科技教學與

策略。 

十一、本計畫陳  鈞長核示後實施，異動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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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學甲國小 100 年度特色學校專家諮詢輔導照片 

  

說明：校長介紹董譯森講師 說明：講師介紹多功能教室應用教學 

  

  

說明：講師實際操作智慧設備 說明： 參與研習學員上課情形 

  

 

 
 

 

 
 

說明：講師介紹各項資訊設備應用功能 說明：讓老師操作 IRS 應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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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學甲國小 100 年度特色學校智慧教室研習照片 

  

說明：講師介紹智慧教室應用模式 說明：講師透過實例介紹智慧教室 

  

  

說明：吳教授先參觀智慧教室教學應用 說明：老師利用智慧教室器材教學 

  

 

 
 

 

 
 

說明：吳教授介紹智慧教室應用模式 說明：老師提出問題與講師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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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學甲國小 100 年度特色學校教師增能研習照片 

  

說明：教授蒞臨指導課程美學概念 說明：道禾分享其課程美學教學經驗 

  

  

說明：參訪學習鶯歌臺華窯成功經驗 說明： 桃陶溪聯盟分享特色經驗 

  

 

 
 

 

 
 

說明：理念學校研習綜合座談情形 說明：參加理念學校研習學員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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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 100 年度教育部經典特色學校參訪活動暨 

構築特色學校經營理念與實作研習實施計畫 

一、  依據：教育部 100 年度推動國民中小學整合空間資源與發展特色學校第二階段實施計畫。 

二、  計畫目標： 

（一）經由校際參訪，提高本縣各校發展學校特色之動機與能力。 

（二）透過教育部經典特色學校之經驗傳承，瞭解特色學校經營理念。 

    （三）經由教育部輔導委員經驗分享，促使本縣各校瞭解特色學校之經營模式，以發展

學校優質特色，創造教育新價值。 

    （四）透過教育部輔導委員指導，深入瞭解特色學校相關方案，並瞭解計畫書撰寫要領。 

三、  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 

（二）主辦單位：臺南市政府 

（三）承辦單位：臺南市學甲國民小學 

四、  參與對象：臺南市各國中小校長或主任，計 340 人。（學校參訪 70 人、實作研習 270

人） 

五、  研習時間：經典學校參訪 100 年 10 月 4 日(星期二)上午 8 時至 16 時。 

               計畫實作研習 100 年 10 月 11 日(星期二)上午 8 時至 16 時。 

六、  研習地點：特色學校參訪—嘉義縣社團國小、雲林縣華南、樟湖、山峰、成功四校聯盟。 

               計畫實作研習—學甲國小。 

七、  報名方式： 

（一）特色學校參訪：請於 100 年 9 月 30 日（星期五）12 點以前至臺南市教師研習護

照系統報名，並請傳真報名表，填選搭車地點，以利接送統計作

業。 

（二）計畫實作研習：請於 100 年 10 月 4 日(星期二)12 點以前至臺南市教師研習護照 

                    系統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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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活動聯絡人：臺南市政府教育局承辦人李佳澐小姐，聯絡電話：06-2991111#8325，

網路電話：99302；學甲國小姜宏尚主任，聯絡電話：06-7833220#141，網路電

話：224010，傳真號碼：06-7820064。 

八、  研習內容： 

        【經典學校參訪】 

時間 活動內容 地點 備註 

07:30-07:50 

08:00-08:20 
集合報到 

市政府永華行政區 

市政府民治行政區 

大門口 

各一輛遊覽

車 

07:50-09:30 

08:20-09:30 
路程  

特色學校資

料研討 

09:30-11:30 

雲林縣華南、樟

湖、山峰、成功

四校聯盟 

雲林縣古坑鄉 

華南國小 
 

11:30-13:20 午膳及交流 地方風味餐  

13:20-13:40 路程   

13:40-15:40 
新北市雲海、嘉

義縣社團聯盟 

嘉義縣大林鎮 

社團國小 
 

15:40- 平安賦歸   

        【計畫實作研習】 

時間 課程內容 授課講師 備註 

09:00-09:20 報到 學甲國小  

09:20-09:30 開幕致詞 臺南市政府教育局  

09:30-10:20 專題演講 
教育部特色學校輔導委員 

嘉義縣社團國小蔡淑玲校長 
 

10:20-10:30 休息 學甲國小  

10:30-12:00 專題演講 
教育部特色學校輔導委員 

嘉義縣社團國小蔡淑玲校長 
 

12:00-13:00 午餐與交流 學甲國小  

13:00-14:30 專題演講 教育部特色學校輔導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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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雲海國小郭雄軍校長 

14:30-14:40 休息 學甲國小  

14:40-15:30 專題演講 
教育部特色學校輔導委員 

新北市雲海國小郭雄軍校長 
 

15:30-16:00 綜合座談 臺南市政府教育處  

九、  研習時數：全程參與課程人員各核予 6 小時研習時數認證，並請各校核予公(差)假登記。 

十、 預期效益： 

    （一）透過實際參訪活動，激勵學校所屬成員創新思維，促使發展學校特色。 

    （二）透過教育部輔導委員經驗分享與指導，激勵各校創新思維，促使發展學校特色。 

十一、經費概算：詳如經費概算表。 

十二、本計畫經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臺南市 100 年度教育部經典特色學校參訪活動報名表 

 

任職單位 
 

 
姓    名  

單位職稱 
 

 
聯絡電話  

搭車地點 
□ 永華行政中心 
□ 民治行政中心 

備    註  

 

※線上報名後請於 10 月 3 日上午 10:00 以前傳真至學甲國小 FAX：7820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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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學甲國小 100 年度發展特色學校參訪活動照片 

  

說明：三億校長民治行政中心報到 說明：廖校長等新營專車前報到情形 

  

  

說明：臺南市校長參訪團蒞臨華南國小 說明：華南國小校長分享執行特色經驗 

  

 

 
 

 

 
 

說明：林主任展示華南特色咖啡豆 說明：臺南市校長專心研讀華南特色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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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學甲國小 100 年度發展特色學校參訪活動照片 

  

說明：華南周主任與團員分享經驗 說明：臺南參訪團熱真聆聽華南經驗 

  

  

說明：全體團員與華南團隊合影留念 說明：團員們中午用餐情形 

  

 

 
 

 

 
 

說明：臺南參訪團進入社團視聽教室 說明：蔡校長歡迎臺南市參訪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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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學甲國小 100 年度發展特色學校參訪活動照片 

  

說明：社團主任負責導覽解說校園景點 說明：臺南市參訪團聆聽導覽解說情形 

  

  

說明：社團主任解說導覽中廊改造 說明：社團主任解說司令台後大圖輸出 

  

 

 
 

 

 
 

說明：蔡校長親自介紹社團國小 說明：本市參訪團與社團團隊一起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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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學甲國小 100 年度發展特色學校計畫撰寫照片 

  

說明：學員陸陸續續到場報到 說明：學甲教師負責報到工作 

  

  

說明：李勢利專委致詞勉勵與會學員 說明：市府承辦科員報告相關業務 

  

 

 
 

 

 
 

說明：林校長代表學甲國小歡迎大家 說明：蔡淑玲校長與本市校長分享特色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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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學甲國小 100 年度發展特色學校計畫撰寫照片 

  

說明：蔡校長分享特色學校經營模式 說明：學甲團隊以最佳的態度服務學員 

  

  

說明：郭雄軍校長介紹特色價值與活化利用 說明：郭校長分享個人經營理念 

  

 

 
 

 

 
 

說明：學員於綜合座談時提出問題討論 說明：林校長感謝學員參與研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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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學甲國小 100 年度發展特色學校計畫撰寫照片 

  
說明：蔡校長分享特色學校經營模式 說明：學甲團隊以最佳的態度服務學員 

  

  

說明：郭雄軍校長介紹特色價值與活化利用 說明：郭校長分享個人經營理念 

  

  

說明：學員於綜合座談時提出問題討論 說明：林校長感謝學員參與研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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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學甲國小 100 年度特色理念學校鶯歌陶瓷博物館參展資料 

一、 特色標題:「學」藝在我「甲」 

二、 行銷文字：學甲國小是臺南市英語中心和閱讀績優學校，更是全國資訊典

範團隊，她是 e點都不老的學校，更是最閃亮的一顆東方明珠。 

三、 簡介文字：學甲國小積極整合校內外教學環境空間，建置主題館區網頁導

覽，與成大博 物館合作建置學甲教育博物館群，包含追夢魚展覽館、百年

校史館、室外公共藝術帶、學甲國際英語村、魚悅書屋等五大主題生活學

習展覽館區，營造多元學習空間，延伸領域學習範圍，也透過異業結盟，

包括益華養鯛場、紅蝦港濕地生態保護區、三級古蹟慈濟宮、學甲藝文促

進會等，引進校外教學資源，規劃特色校本課程，積極建構成為全國百大

特色學校。 

 

學甲國小建置學甲教育博物館群推動精緻文化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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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甲國小建構孩子未來關鍵能力~資訊、英語 

 

 

學甲國小發展特色團隊~太鼓、扯鈴、直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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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夢魚游於藝~學藝在我甲 

 
 

 

指導單位：教育部 

主辦單位：臺南市政府 

策劃執行：學甲國民小學 

計畫聯絡人：姜宏尚 

發行人：林炳宏校長 

總編輯：姜宏尚主任 

編輯群：莊雅惠、陳俊廷、陳瑞欣、吳育惠 

        李雯娣、施嘉雯、陳嘉琪、陳育賢 

出版者：學甲國民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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