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竹市立光武國民中學 109 學年度學校本位課程計畫 

～溯溪生態探索學習課程～ 

壹、 前言：「堅持」！相信每個孩子都可以改變，堅持孩子的成長是課程唯一的重要，堅持無條件的接納與包

容孩子哪怕他錯得離譜，堅持這份工作不只是每個月的薪水，堅持我們跟孩子要共同守護這塊土地，堅持我

們會擁有一個美好的未來，堅持再堅持….就只是堅持而已……泰崗溪……                                             

from:摘錄於”法拉第車隊” 

 

貳、 課程內容 

一、 理念：藉由拜訪泰崗溪(舊名塔克金溪)，讓學生認識我們生長的這塊土地。藉由親近我們生長的這塊

土地上的河川，增進學生認識自己生長的環境，學生認同並熱愛這塊土地。另外透過溯溪的活動，讓

孩子體驗到自己和環境與團隊間的關連，培養學生學習領導、自我管理及團體間互助合作的能力，以

啟發學生對生命的體認，提升人文素養。大自然提供了許多教學的素材，那份感動與說服力是課本文

字及圖片，所無法比擬的。因此我們在活動中融入相關的生物及地科課程。 

(1) 生物課程部份：結合國中自然第二冊中，介紹食物網、生物間的能量傳遞、以及溪流生態系等單

元，我們介紹台灣溪流生態系中常見的生物，以及這些生物的習性和所扮演的角色。依據食物鏈的

階層傳遞區分，介紹常見植物、昆蟲、魚類、鳥類等四大部分。 

      (2)地科課程部份：台灣因處於聚合性板塊交界帶，地質頗具特色，高山深谷為本島最明顯 

          的地貌，山高水流湍急，河流侵蝕強烈，曲流、壺穴構造、河階地形發達，因河流侵蝕 

          切穿岩層，讓我們得以窺見峽谷兩岸地層內部的層理、褶皺等地質構造。本課程將帶領 

          學生探索大漢溪，地球內營力與外營力交互作用對地表的影響。 

二、 方式：本課程結合健體、綜合及自然領域，融入環境議題，採跨領域「協同教學」方式進行室內與戶

外課程。 

 

參、 實施方法： 

 (1)參加對象與人數：二、三年級甄選小隊長培訓學生（曾經參加過學校溯溪活動）。 

                    一～三年級學生及加盟伙伴學校學生（未參加過學校溯溪活動）。 

                    分 2~3梯次，每梯次 60~80人。 

 (2)參加資格：須完成 A、B、C三個條件的同學始可參與活動。 

 A:家長及導師同意     B:行前課程   C:通過第一～第二階段體能測驗: 如下表 

活動日期 活動內容 

第一階段 
1. 完成第 1張跑步卡（每次至少 10圈，10次）,需老師簽名確認。 

2. 完成第一次跑步測驗(10圈 12分鐘) 

第二階段 
1. 完成第 2張跑步卡（每次至少 15圈，10次）,需老師簽名確認。 

2. 完成第二次跑步測驗(15圈 20分鐘) 

 (3)報名方式：網路報名(需填寫詳細資料，於報名日期前)教務處研發組領取家長同意書  

              交回同意書領取跑步卡 
  
肆、 活動日期：視天候而定，如氣候或其他不可抗拒因素，將公布學校網頁及校內公布欄延期或取消。 

2/18(四)~3/1(一) 報名  3/17(三)~3/23(二) 繳費單繳費 

2/23(二) 19:00~20:30 家長課程說明會  3/24(三)~3/26(五) 第 8、9 節 第二次跑步測驗 

3/3(三) ~3/4(四)午休 幹部甄選  4/9(五) 第一梯次溯溪 

3/3(三)~3/5(五)第 8、9 節 第一次跑步測驗  4/15(四) 第二梯次溯溪 

3/6(六) 13:00~18:00 
教師&幹部 

訓練課程 
 4/23(五) 第三梯次溯溪 

3/20(六) 8:00~12:30 溯溪室內課程  4/30(五) 第四梯次溯溪 
  
伍、 經費：待完成招標程序後確認並公告，本費用參照政府採購法執行。 

 

陸、 支援老師：總務處負責招標及收費事宜；健體領域老師支援體能測驗； 

           自然領域老師支援地科課程、生物課程；其他領域教師支援帶隊老師。 

所有工作人員(帶隊老師)需參加培訓講習。 

 

柒、 所有工作人員於路勘及戶外活動期間，擬請 鈞長給予公假課務派代。 
 



捌、 課程說明會：請欲報名參加的學生與家長一起出席(尤其是第一次參加者的務必出席)、一同了解：本次課

程、裝備、事先準備事項、相關安全及注意說明。 

   時間 & 地點：2/23(二)19:00~20:30  綜合大樓二樓視聽教室 林茂成校長&魏子超組長主講。 

玖、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期間，為落實相關人員之防疫工作，避免疫情傳播，課程期間均依「嚴重特殊傳

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相關防疫規定做好相關防疫措施。 
壹拾、 活動職掌表： 

職稱 姓名 工作內容 

召集人 林茂成校長 指導綜合本計畫 

副召集人 梁家銘主任 綜合推行活動各項細節 

總幹事 魏子超老師 擬定本計畫及執行活動各項細節 

行政後勤 蘇錦霞老師 各項活動行政後勤支援 

總務 總務處 招標事宜及經費收支 

護理人員 校護 活動隨隊護理師 

體能測驗老師 體育老師 體能測驗 

課程講師 自然領域老師 室內及戶外課程 

工作人員 帶隊教師 支援活動進行 

工作人員 帶隊學生及畢業生 擔任各組小領隊 

(附件一) 

1. 幹部訓練課程：3/6(六)13:00-18:00 

時  間 課   程 師   資 上課地點 

13:00-13:15 報到點名 蘇錦霞老師 綜合大樓一樓會議室 

13:15-13:30 課程說明 魏子超老師 綜合大樓一樓會議室 

13:40-14:40 
小隊默契培養 

破冰技巧與自我介紹 
廖文邦老師 綜合大樓一樓會議室 

14:50-16:20 
蜘蛛爐使用技巧 

無痕山林 
魏子超老師 綜合大樓一樓會議室 

16:30-17:30 
裝備使用說明 

溯溪帶隊技能 
蘇錦霞老師 綜合大樓一樓會議室 

17:30-18:00 課程檢討與反思 蘇錦霞老師 綜合大樓一樓會議室 

2. 室內課程表：3/20(六)8:00-12:30 

時  間 課   程 師   資 上課地點 

8:00-8:30 報到點名 蘇錦霞老師 綜合大樓二樓視聽教室 

8:30~9:20(A) 生物課程 

(AB分組) 

陳怡仁老師 

蔡明曉老師 
綜合大樓一樓會議室 

9:25-10:15(B) 

8:30~9:20(B) 地科課程 

(AB分組) 

陳志如老師 

蔡淳宇老師 
綜合大樓二樓視聽教室 

9:25-10:15(A) 

10:20-11:10 活動安全裝備課程 
林茂成校長 

廖文邦老師 
綜合大樓一樓會議室 

11:15-12:00 行前說明 
林茂成校長 

魏子超主任 
綜合大樓二樓視聽教室 

3. 戶外課程表：溯溪、漂流、地質、生態 

時間 課程 

07:30 -08:20 學校集合 

08:20 -11:00 從頭前溪、泰崗溪到油羅溪流域河川生態導覽 

11:00 -12:00 溯溪活動、河流地形介紹 

12:00 -12:20 中餐 

12:30- 14:20 溯溪活動、地質及中低海拔生態講解 

14:20 -16:30 溯溪活動、團隊漂流活動 

17：00 賦歸 

4. 戶外課程活動地點：主要活動地點為秀巒泰崗溪，若因氣候或不可抗拒因素則改至備案地點：那

羅油羅溪。 



新竹市立光武國民中學 109 學年度學校本位課程計畫 

溯溪生態探索學習課程家長同意書 

班級：      座號：     姓名：           e-mail： 

身分證號：             出生：   年   月   日         性別：□男 □女 

家用電話：                  學生手機號碼（無者免填）：           

緊急聯絡人：           關係：      緊急聯絡人手機號碼： 

家長 e-mail： 

餐飲需求：□葷    □素 

有無病史或其他注意事項： 

 

 

導師簽章： 

本人              基於個人意願參加”溯溪生態探索學習課程”，確認身心健康

狀況良好，除願意遵守現場指導和相關規定外，並聲明在活動（體驗）期間，如因本人未

遵守或遭遇無可抗拒之事由，致發生任何意外事件，概由本人自行負責，與主辦單位或現

場指導人員無涉。若因人為因素至使器材損壞，得需負器材復原之責，恐口無憑，爰立此

切結書為證。                

 

此致    新竹市光武國中 

                         立切結書人                     

                         出生年月日                     

                         身分證號碼                     

 

  家長或監護人：                       （本欄為未滿 18歲應加填寫） 

  身 分 證 號：                                                    

  地       址：                                                    

 

註：參加者如未滿 18歲，依法需事先徵求獲得法定代理人或家長或監護權人之同意並 

    應於本切結書上親自簽章。 

 

中  華  民  國  1 1 0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