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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青年發展署 

111年青年壯遊點推動戶外教育高級中等學校體驗活動 

報名簡章 

壹、 活動目的 

為配合教育部推動戶外教育政策，並擴大青年壯遊點與鄰近學校合作之連

結，規劃辦理高級中等學校體驗活動，透過壯遊點提供戶外教育學習場域並

規劃各項體驗活動融入學校課程，連結在地特色與文化故事加深學習效果，

期望引導更多學校可將實際體驗收穫與學習概念帶回校內，以將課程設計

結合青年壯遊點體驗學習活動，豐富青年學子學習場域與內涵。 

貳、 辦理單位 

主辦機關：教育部青年發展署 

執行單位：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全國中小企業總會 

參、 參與對象 

全國公私立高級中等學校，優先結合偏遠地區及非山非市高級中等學校。 

肆、 活動規劃 

一、 活動梯次：本年度預計辦理 8梯次，將與以下壯遊點合作進行：新北

深坑青年壯遊點、苗栗公館青年壯遊點、南投茭白筍青年壯遊點、嘉

義布袋青年壯遊點、臺南社區體驗青年壯遊點，高雄旗山青年壯遊

點、宜蘭市場青年壯遊點、花蓮馬太鞍青年壯遊點。 

二、 活動人數：每梯次參加人數至少 25-40人(含帶隊教師)，實際參與人

數依各梯次人數說明為準。 

三、 活動對象與條件，依以下優先順序排列。 

(一)偏遠地區高級中等學校。 

(二)非山非市高級中等學校。 

(三)非屬偏遠地區、非山非市高級中等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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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活動日期 

序號 日期 體驗點 適合領域 備註 

1 5/5(四) 
宜蘭市場 

青年壯遊點 

■社會  

■綜合活動  

 

2 5/6(五) 
嘉義布袋 

青年壯遊點 

■語文     ■社會 

■自然科學 ■藝術   

■健康與體育 

■綜合活動 ■科技 

 

3 5/10(二) 
臺南社區體驗 

青年壯遊點 

■社會     ■藝術 

■綜合活動 

 

4 5/12(四) 
新北深坑 

青年壯遊點 

■社會     ■綜合活動 

■健康與體育 

 

5 5/13(五) 
花蓮馬太鞍 

青年壯遊點 
■社會     ■自然科學 

 

6 5/17(二) 
苗栗公館 

青年壯遊點 
■社會     ■自然科學 

參與人員需會騎腳

踏車 

7 5/18(三) 
南投茭白筍 

青年壯遊點 

■自然科學  ■藝術 

■健康與體育 

 

8 5/20(五) 
高雄旗山 

青年壯遊點 

■社會 

■綜合活動 

1.本梯次以 25人為

限。 

2.參與人員需會騎

腳踏車 

五、 報名時間：即日起至 111年 4月 27日中午 12時止。 

六、 報名方式：一律採線上報名 https://forms.gle/Xp8qy9frzsi77KY57。 

七、 遴選方式：符合報名活動對象與條件資格者，依資格優先序及報名時

間序排定正、備取名單。 

八、 相關活動時程 

時間 項目 

4/12-4/27 活動報名 

4/29 入選學校名單公布通知及參加確認，未錄取者恕不另行通知。 

5/2  
通知備取入選學校 

活動前另發送行前通知 

 

https://forms.gle/Xp8qy9frzsi77KY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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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注意事項 ：  

一、 每校限報名 1梯次為原則。 

二、 本次戶外教育高級中等學校體驗活動提供活動當日整體所需活動費、

保險費、車資、膳費，餘經費項目請學校自籌。 

三、 活動參與學校請於學習活動後於學校網站或社群以圖文方式露出參與

青年壯遊點戶外教育體驗活動心得 1則，並提供主辦機關相關素材作

為後續推廣使用。 

四、 各青年壯遊點體驗行程將於確定合作學校名單後，由學校與青年壯遊

點針對課程需求進行討論微調；相關行程資訊於入選通知內提供。 

五、 為配合政府防疫政策，將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疫情警戒標準及因

應事項規範，滾動調整活動辦理方式。 

六、 有任何因電腦、網路、電話、技術或不可歸責於主辦單位之事由，而

使參加者所寄出或登錄之資料有延遲、遺失、錯誤、無法辨識或毀損

之情況，主辦機關不負任何法律責任，參加者亦不得因此異議。 

七、 活動前若遇人事行政局公佈因颱風停止上班上課，主辦機關將據以辦

理，並以 email或簡訊通知後續延期或取消相關事宜。 

八、 如本活動因不可抗力之特殊原因無法執行時，主辦機關保有取消、終

止、修改或暫停本活動之權利。 

九、 主辦機關保留錄取及修改本活動辦法之權利。 

十、 聯絡資訊 

⚫ 主辦單位：教育部青年發展署徐麗虹編審 

02-77365580 /  

⚫ 執行單位：中華民國全國中小企業總會游舒惠 

02-23660812#2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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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110年青年壯遊點推動戶外教育高級中等學校體驗活動行程 

一、宜蘭市場青年壯遊點 

⚫日期：111 年 5 月 5 日(星期四) 

⚫體驗行程：來宜蘭迺菜市場 

※依實際行程調整辦理 

二、嘉義布袋青年壯遊點 

⚫日期：111年 5月 6日(星期五) 

⚫體驗行程：漁鹽體驗 

時間 行程 

09:30-09:40 布袋濕地生態園區集合-行前活動講解 

09:40-10:00 前往邱家兄弟生態魚塭 

10:00-12:00 養魚先養水，養水先養土─養殖魚塭的美學與哲學 

12:00-12:30 前往洲南鹽場 

12:30-13:30 風光共食-產地海鮮粥 

13:30-15:00 水地風光人晒鹽─鹽田導覽與體驗 

15:00-16:00 鹽的降溫超魔力─炒冰 DIY 

16:00-16:30 洲南綠色小舖參觀  

16:30~ 賦歸 

※依實際行程調整辦理 

時間 行程 

10:00-10:15 宜蘭火車站集合 

10:15-11:15 
走讀南館市場生活文化(節氣食材、註生娘娘廟、刀子博物

館) 

11:15-12:00 
走讀北館市場商店街(糕餅街節慶手作、青草藥街、百貨名

產街) 

12:00-13:00 市場職人手作及市場風味餐(市場飯捲) 

13:00-14:00 手作體驗-草藥包手作 

14:00-15:30 分組實境解謎遊戲 

15:30~ 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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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臺南社區體驗青年壯遊點 

⚫日期：111 年 5 月 10 日 

⚫體驗行程  

※依實際行程調整辦理 

四、苗栗公館青年壯遊點 

⚫日期：111 年 5 月 17 日(星期二) 

⚫體驗行程：漫遊黃金幸福趣 

※依實際行程調整辦理 

  

時間 行程 

09:00-10:00 認識臺灣糖業的歷史 

10:00-11:00 糖品製作 DIY 

11:00-12:00 聚落走讀-臺南市佳里區延平社區聚落與糖廍 

12:00-13:00 午餐 

13:00-15:00 社區文化議題討論：從昔日農村文化一景探討與保存 

15:00-16:00 書寫走讀心得 

16:00~ 賦歸 

時間 行程 

09:00-09:30 行前活動注意事項說明並發放腳踏車 

09:30-09:50 公館小鎮導覽解說 

09:50-10:50 喜妹娜哇稻草編織 

10:50-11:50 黃金小鎮觀光水車-石圍墻圳頭公園 

11:50-13:00 田媽媽巧軒餐廳用餐 

13:00-13:50 石墻社區文化巡禮 

13:50-14:40 蜂蠟布 DIY 

14:40-15:40 反思回饋與分享 

15:40~ 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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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新北深坑青年壯遊點 

⚫日期：111 年 5 月 12 日 

⚫體驗行程 

※依實際行程調整辦理 

六、花蓮馬太鞍青年壯遊點 

⚫日期：111 年 5 月 13 日 

⚫體驗行程：馬太鞍生活體驗 

※依實際行程調整辦理 

  

時間 行程 

09:00-10:30 

1.石頭厝灶腳文化體驗及草仔粿 DIY  

(視狀況可調整為茶文化體驗)  

2.炮仔崙周邊生態解說 

10:30-12:30 茶山古道尋幽探密~遇見百年草厝 

12:30-13:30 午餐-品嚐深坑風味餐 

13:30-15:00 深坑老街古厝、建築及歷史導覽 

15:00-16:00 豆腐 DIY 

16:00~ 賦歸 

時間 行程 

10:00-11:00 部落生態導覽解說 

11:00-12:00 巴拉告捕魚體驗、石煮法體驗 

12:00-13:00 午餐-原住民風味餐 

13:00-14:30 手作體驗-頭飾 DIY、舞蹈體驗 

14:30-15:00 手作體驗-搗麻糬 DIY 

15:00-15:30 回饋與分享 

15:30 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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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南投茭白筍青年壯遊點 

⚫日期：111 年 5 月 18 日 

⚫體驗行程：夏日採筍樂 

※依實際行程調整辦理 

八、高雄旗山青年壯遊點 

⚫日期：111 年 5 月 20 日 

⚫體驗行程：香蕉農村文化體驗 

※依實際行程調整辦理 

  

時間 行程 

09:45-11:00 識茭白筍生態-換青蛙裝下田體驗 

11:00-12:00 新綠保田生態教學，台灣白魚生態導覽 

12:00-13:30 午餐-埔里好茭情風味餐 

13:30-14:30 手作體驗-茭白筍泡菜 DIY 

14:30-16:00 手作體驗-環保惜福扇 DIY 

16:00-16:30 學習單及回饋分享 

16:30~ 賦歸 

時間 行程 

08:30-09:00 旗山朝天宮下車集合領腳踏車  

09:00-09:40 
前往影像交換所開啟課程  
相見歡、任務說明、介紹旗山香蕉產業溪州庄頭 

09:40-11:30 農家定向闖關，分組進行探索 

11:30-12:20 分享與回饋 

12:20-13:30 午餐-香蕉風味餐 

13:30-15:00 香蕉生態與種植體驗 

15:00-16:00 農具大進擊-認識香蕉農具與鐵器 

16:00~ 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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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111年青年壯遊點推動戶外教育高級中等學校體驗活動 

報名表 

學校名稱  

學校屬性 

□一般高級中等學校 

□偏遠地區高級中等學校 

□非山非市高級中等學校 

帶隊教師姓名  學校職務  

聯絡電話  行動電話  

Email  

學生與教師 

總參與人數 
 

報名動機 請以 50-100字簡述 

欲結合本次戶外教

育活動之課程名稱 
 

本次結合戶外教育

活動之領域 

□語文領域  □數學領域   

□社會領域  □自然科學領域 

□藝術領域  □綜合活動領域 

□科技領域  □健康與體育領域 

□其他 

本次戶外教育活動

結合之年級與科系 
 

過去如何落實戶外

教育活動之辦理?  
請簡述 

報名梯次 

1.□ 5/5(四)  宜蘭市場青年壯遊點 

2.□ 5/6(五)  嘉義布袋青年壯遊點 

3.□ 5/10(二) 臺南社區體驗青年壯遊點 

4.□ 5/12(四）新北深坑青年壯遊點 

5.□ 5/13(五）花蓮馬太鞍青年壯遊點 

6.□ 5/17(二）苗栗公館青年壯遊點 

7.□ 5/18(三）南投茭白筍青年壯遊點 

8.□ 5/20(五）高雄旗山青年壯遊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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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確實詳閱活動報

名簡章? 
□是   □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