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 

106年青年壯遊點戶外教育教師體驗學習活動 

活動報名簡章 

壹、 活動目的： 

鼓勵教師參與青年壯遊點體驗活動，透過體驗了解當地文化特色，深入探討並交流教育

心得，期望教師可將體驗心得與學習概念帶回校內，結合課程推廣，並帶領學生到壯遊

點進行戶外教育學習活動。 

貳、 參與對象： 

全國公私立高中、國中及國小，對戶外教育有興趣之教職員。 

參、 活動內容： 

一、 活動地點： 

苗栗苑裡青年壯遊點、臺北鶯歌青年壯遊點、臺中沙連墩青年壯遊點、嘉義東石青

年壯遊點（行程內容請見附件一）。 

二、 參加人數： 

每一梯次上限 20人，4梯次預計共 80人（每人限報名 1梯次）。 

三、 報名優先錄取條件(需於報名表中自傳簡述附上相關說明以供遴選)： 

 辦理地點鄰近所屬區域之學校，並擔任規劃各年級有系統性的校外教學課程人員。 

 各縣市曾參與戶外教育種子教師培訓者。 

 對戶外教育課程有高度興趣者。 

 同 1梯次，每所學校最多錄取 2名為原則。 

四、 活動日期: 

 第 1梯次：106 年 10月 28日（六）苗栗苑裡青年壯遊點－灣麗藺你磚情體驗 

 第 2梯次：106 年 11月 1日（三）臺北鶯歌青年壯遊點－鶯歌麵包窯體驗 

 第 3梯次：106 年 11月 4日（六）臺中沙連墩青年壯遊點－自我探索與突破戶外體

驗 

 第 4梯次：106 年 11月 8日（三）嘉義東石青年壯遊點－船仔頭純樸時光快樂遊 

五、 報名時間： 

即日起至 106 年 10月 6日中午 12時止。 

六、 報名方式： 

有意願報名參加本次活動之教師，請於 106年 10月 6日中午 12 時前，至線上報名

網址（https://goo.gl/xB2v3H）完成填寫相關報名資料。 

七、 遴選錄取方式： 



由主辦單位依符合報名優先條件者，優先錄取 20位報名者為正取，並依序備取。 

八、 相關活動時程： 

 

 

 

 

 

 

 

 

 

 

 

 

 

肆、 獎勵 ： 

戶外教育能協助教學者反思學習的意義，擴展學校教育的視野和策略，帶給教與學之間的友善

互動和深度學習;戶外教育能促進政府各部門、社會大眾共同為臺灣教育付出心力，讓教師、家

長與民眾成為孩子學習的陪伴者，讓戶外場域與室內場館之經營者、民間企業、專業人士一起

來提供豐富而多樣化的學習資源，為鼓勵教師認識壯遊點特色及故事並進行體驗活動後回校推

廣，提供以下獎勵： 

一、 活動免費參與，本署給予研習時數認證並函請所屬學校給予公假： 

全程參與給予每位參與教師研習時數證明6小時，研習時數以登錄於「全國教師在職

進修資訊網」為原則。 

二、 壯遊紀念品提供： 

若參與教師願自主在校內或專業學習社群或個人社群中公開分享參與心得、活動成

果照片等，並於106年11月20日前，將活動成果照片或社群分享截圖以 email方式寄

至 sue92654@gmail.com （信件標題請註明「106年青年壯遊點戶外教育體驗學習活

動分享」，信件內容請簡述活動內容或分享方式），將獲得壯遊紀念品乙份。 

伍、 注意事項 ：  

一、 各壯遊點行程預計集合地點 （實際集合地點將於入選通知內提供，往返車站之交通

費需自行負擔）：  

 苗栗苑裡青年壯遊點－苗栗縣苑裡火車站 

 臺北鶯歌青年壯遊點－新北市鶯歌火車站 

時間 項目 

9/11-10/06   報名時間 

10/16 入選名單公布 

10/19 12:00前 四梯次正取入選者回覆入選通知 

10/20 通知備取入選者 

10/23 12:00前 四梯次備取入選者回覆入選通知 

10/25 以 email發送四梯次活動行前通知 

10/28-11/08 青年壯遊點戶外教育體驗學習活動 

11/20 12:00前 回覆分享成果 

11/22 壯遊紀念品寄出 



 臺中沙連墩青年壯遊點－臺中市豐原火車站 

 嘉義東石青年壯遊點－嘉義火車站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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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單位不負任何

法律責任，參加者亦不得因此異議。 

三、 活動前若遇人事行政局公佈因颱風停止上班上課，主辦單位將據以辦理，並以 email

或簡訊通知後續延期或取消相關事宜。 

四、 如本活動因不可抗力之特殊原因無法執行時，主辦單位保有取消、終止、修改或暫

停本活動之權利。 

五、 主辦單位保留修改本活動辦法之權利。 

六、 連絡資訊：教育部青年發展署 02-77365580，hong@mail.yda.gov.tw，徐麗虹編審 



附件一 

106年青年壯遊點戶外教育教師體驗學習活動行程 

第 1梯次：苗栗苑裡青年壯遊點 

灣麗（苑裡）藺你磚情體驗 

灣麗為道卡斯族（平埔族）對苗栗縣苑裡鎮之古遠稱呼－「喔灣麗」，有行銷世界聞名的平埔族

古老工藝－藺草編，也有火炎山頁泥岩所產製之優良磚瓦。本次體驗除了認識藺草文化外，更

來到苗栗最早之隧道窯廠─金良興磚廠。金良興磚廠經過卅多年演進轉化，除保有傳統製磚生

產外，成立文建會全台唯一之「灣麗磚瓦文物館」。磚瓦業為苑裡地區的重要經濟活動，鼎盛時

期苑裡有 12家磚瓦公司，長久以來一直為苗栗磚瓦重鎮，由於土質優良適宜製磚，為讓更多人

了解磚瓦歷史、紅磚的應用與生產過程的演進、知道磚塊是怎麼被製造出來的，進而能永續傳

承並珍惜這份文化產業。  

※依實際行程調整辦理 

時間 行程 備註 

09:00-09:30 報到 集合點：苗栗縣苑裡火車站 

09:30-09:40 前往壯遊點 專車接駁 

09:40-11:00 山腳社區文化巡禮  山腳社區在地達人導覽 

11:05-11:50 藺草文化館解說導覽 苑裡藺草的發展 

12:00-13:00 用餐交流 當季當令在地風味餐 

13:00-14:3３0 

灣麗磚瓦文化館 

1.紅磚製程解說導覽 

2.紅磚趣味競賽 

帶您看從土是如何到一塊磚 

磚情擁抱 

14:30-15:30 彩繪杯墊 DIY 彩繪桐花杯墊 

15:30-16:00 壯遊學習體驗分享  

16:00-16:30 賦歸 返回集合點 



第 2梯次 － 臺北鶯歌青年壯遊點 

鶯歌麵包窯體驗 

鶑歌除了是著名的陶瓷之鄉之外，由於週邊鄰多條溪河也為此地帶來多樣的生態及人文地貌，

特別邀請鶯歌文史工作負責人－楊國龍擔任一日解說員，由他來帶領大家認識鶯歌「窯」的來

由及造窯理論，並一起來探究三角湧人文、橫溪人文與水文史，走訪橫溪老街人文與傳統產

業之關係；在體驗的內容會讓大家動手學習製作「天然酵母」、培養酵頭，並採「天然酵

母」，到山林撿拾廢棄木材，用環保麵包窯烤出香脆爽口的 PIZZA 等。 

※依實際行程調整辦理 

 

 

 

 

 

時間 行程 備註 

08:30-09:00 報到 
集合點：新臺北市鶯歌火車

站 

09:00-09:30 前往壯遊點  

09:30-10:00 活動簡報、介紹工作人員與成員分組 三鶯藝術村環境教室 

10:00-12:00 

1. 車上導覽:三角湧人文、橫溪人文與水文史 

2. 水環境調查：分組調查熊空溪水棲昆蟲分

佈狀況與水域生態 

壯遊點活動導覽 

12:00-13:30 
1. 於麵包窯附近歇腳休息 

2. 用餐交流 
DIY自製 PIZZA 

13:30-15:30 傳統茶葉烘焙 DIY體驗 壯遊點活動體驗 

15:30-16:00 壯遊學習體驗分享  

16:00-16:30 賦歸 返回集合點 



第 3梯次 － 臺中沙連墩青年壯遊點 

自我探索與突破戶外體驗 

和樹的親近互動，是現代人在失去的經驗。沙連墩鄰近市區卻有靜謐的環境，自然造成

的微涼舒適，厚實落葉的踩踏感，歡迎大家前來共享自然的療癒；攀樹不是爬樹，經過

學習、成為泰山不是夢想。安排在地逹人進行五福臨門神木導覽，再由營地中專業教練帶

領大家在沙連墩戶外學習營地進行各項體驗，運用高空挑戰來突破恐懼、EMPOWER自己，思考體

驗學習如何產生學習效益。和樹、和人的同在，是一種值得被推薦的經驗，我們希望教師不

只來一次，更可以帶著夥伴來、來看見自己在此留下的學習印記。 

 ※依實際行程調整辦理 

 

 

 

 

 

時間 行程 備註 

08:30-09:00 報到 集合點：臺中市豐原火車站 

09:00-09:30 前往壯遊點 專車接駁 

09:30-10:30 
暖身活動-認識彼此 

五福臨門神木導覽  
專人導覽 

10:30-12:00 
1. 樹木認識、攀樹設施介紹 

2. 基礎繩結學習、拋繩、架設練習 
攀樹及繩結基礎認識 

12:00-13:30 用餐交流 美味便當 

13:30-14:30 營區散步,同時前往散木群 依實際情況調整 

14:30-15:30 
散木攀樹三式體驗： 

從不同的攀樹方法，尋找適合自己的方式 
攀樹體驗 

15:30-16:00 壯遊學習體驗分享  

16:00-16:30 賦歸 返回集合點 



第 4梯次 －嘉義東石青年壯遊點 

船仔頭純樸時光快樂遊 

嘉義縣因為擁有高山地形，是許多河流發源的地方，其中又以朴子溪貫穿嘉義縣 8個鄉鎮市，

是相當重要且貼近嘉義縣民眾生活的一條重要河川，位於東石鄉的船仔頭，是早期朴子溪運輸

的重要樞紐，由於因產業結構改變造成年輕人口外流但現在在許多人的努力經營之下，搖身一

變成為朴子溪的桃花源。本次活動安排在地逹人帶路帶大家一起回到往日純樸的時光，搭乘

海筏暢遊朴子溪，探訪濕地生態中的紅樹林、招潮蟹與彈塗魚，欣賞沿海迷人的風

光景致。體驗朴子溪上划龍舟、划獨木舟的親水活動，以及坐牛車繞村，踏上膠筏與

鐵馬，跟著在地人的腳步，讓我們更深入了解朴子溪與船仔頭的親密關係！ 

※依實際行程調整辦理 

 

 

時間 行程 備註 

08:30-09:00 報到 集合點：嘉義火車站 

09:00-09:30 前往壯遊點 專車接駁 

09:30-10:00 
船仔頭休閒藝術村影片欣賞 

一日活動特色介紹 
 

10:00-12:00 

船仔頭社區營造漫遊 

1.龍舟、動力船筏、獨木舟三舟體驗 

2.教育農園導覽 

3.品嚐美味點心、動手做紀念品 

壯遊點活動體驗 

12:00-13:30 用餐交流 品嘗傳統美食 

13:30-15:30 
社區導覽漫遊聚落、農村田作解說 、參觀朴子

市水資源處理中心 
鐡馬繞村 

15:30-16:00 壯遊學習體驗分享  

16:00-16:30 賦歸  返回集合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