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八、彈性學習課程—班級行事活動教學計畫 

 
（一）、104 學年度第一學期 

南投縣集集國小一○四學年度第一學期環境教育校外教學計畫 

壹、依據： 

    99.06.05公布環境教育法第 24條第二項暨本校校務工作實施計畫辦理。 

 

貳、計畫目的  

一、規劃多元學習活動，結合社會資源，增廣學生見聞，統整學習經驗，印證課程學習內容，

增進生活能力之提昇。 

二、透過參與體驗活動獲得「舒解生活壓力效益」、「促進人際社交效益」和「獲取新知效

益」等三大體驗效益。 

參、活動時間: 

 一、幼稚班到五年級      一百零四年十月二日（五） 

      07:50—08:00 學生集合量體溫 車輛安檢 

      08:00—09:00 前進劍湖山世界主題樂園 

      09:00--15:00 參觀表演、遊樂設施、午餐小憩、園區導覽 

      15:00--16:00 快樂賦歸 起程返校 

      16:00--16:10  回校後點名無誤統一放學 

 
二、六年級  一零四年九月三十-十月二日（三-五） 

    
活  動  行  程  表 : 

9/30 行程 

 
0730-0800 量體溫 車輛安檢 

0800-1200 台南歷史博物館 

1200-1300 渡輪、旗津午餐 

1300-1330 旗后砲台、燈塔 

1330-1700 龍磐草原 

1700-1800 小灣戲水     

1800-1900 check in 晚餐時間 

統一健康世界 

1900-2030 夜遊墾丁大街、鵝鸞

鼻燈塔 

2100 盥洗就寢 晚安查舖 

10/1 行程 

 

0700-0730 晨起盥洗 

0730-0830 早餐 

0830-9000 貓鼻頭 

9030-1000 墾丁國家公園簡報 

1020-1230 龍 坑 生 態 保 育 區

1230-1330 午餐（中式餐盒） 

1330-1700 參觀國立海生館 

1800-1830 晚餐時間 check in 

1830-2030 南臺灣溫泉大飯店 

2030-2100 盥洗就寢 晚安查舖 

10/2 行程 

 

0700-0730 早安墾丁 晨起盥洗 

0730-0830 營養早餐時間 

0830-1000 前往台南 

1000-1300 四草紅樹林台江之

旅 

午餐（中式餐盒） 

1330-1530 奇美博物館(新館) 

1530-1730 滿載而歸 

          返回集集國小 

 

肆、活動地點 



對象 活動地點 
預定出

發時間 

預定返校

時間 

預定參加人

數 

（含教師） 

預定車

輛數 
備註 

全校師生 

（一至五年級及

幼稚園） 

烏山頭水庫 

劍湖山世界主題

樂園 

8：00 16：00 165 人 5 輛 
費用每人

780 元 

六年級 台南、墾丁地區 07：30 17：30 32 人 1 輛 
費用每人

3800 元 

伍、工作分配表 

項

次 
名   稱 工    作    內  容  摘  要 

備  

註 

１ 教導處 輔導各年級規劃學習主題、學習單製作、學習成果彙整、其

他相關行政事務 

 

２ 訓導組 擬定總計畫、輔導各年級規劃學習行程、聯絡旅行社、車輛

鑑檢簽約、辦理保險、活動安全指導、車次分配、防疫措施、

其他相關行政事務 

 

３ 總務處 活動招標、學生午餐處理方式 、車輛接洽、其他相關行政事

務 

 

4 各年級導師 擬定年級校外教學主題、家長通知單及收費明細、提交參加

人員名冊（9 月 7 日前）、座位分配、學生生活輔導、活動安

全維護、其他相關事務 

 

5 隨車教職員 協助導師做好學生生活輔導、活動安全維護、其他相關事務  

陸、備註事項 

  一、請各年級能於計畫時程內提交名冊，以便訓導組彙整、辦理旅遊保險。 

  二、各年級參加校外教學返校後，請將學生集合，點名無誤後即可放學。 

  三、未參加學生，請導師務必與家長保持聯繫，儘量鼓勵參加。並需到校由留守教師給予課業輔

導或由家長提出請假。 

  五、如有熱心家長欲參加活動，其保險事宜由導師一併提交名冊，其他事宜由導師訂之。 

  六、各班級出發前，務必進行逃生門演練，注意學生乘車安全。 

柒、其他未盡事宜，再行宣佈週知 

 

 

承辦人：劉麗娜        主任：施瑞南           校長：沈春木      

 

 

 



附件二   南投縣立集集國小校外教學緊急應變措施（含防疫處裡）任務編組
要點 

一、依據：（一）教育部 96 年 1 月 31 日台軍字第 0960000952 號函。 

（二）南投縣政府 94.04.21 投府教學字第 09400791120 號函。 

（三）教育部台體（二）字地 0980161112 號函。 

二、目的：處理校外教學防疫、偶發特殊狀況及緊急救難事宜。 

三、組織及任務： 

總指揮由隨車領隊擔任，領隊下設各組，當日隨行人員（含教師）皆為組員。 

（一）總指揮：1.指揮現場一切事宜。 

（三）副總指揮：1.協調指揮現場一切事宜。 

2.負責聯繫學校、撥打緊急聯絡電話（如警察局、醫院…等）。 

（二）傷患照護組：負責照護、陪伴傷病學生，必要時護送傷病學生到醫院，並隨時與領隊或

校方保持聯絡。 

（三）學童安置組：負責照顧非傷病學生，安定學生心情，護送學生回校。 

（四）場地善後組：負責處理現場遺留物品，視情況做紀錄或帶回。 

（五）發言人：如需對外發言，由校長所指定之發言人負責發言。 

四、實施要項： 

（一）依據教育部各級學校校外活動防疫處理原則，師生及相關人員做好自我防護。出發前各

車務必實施安全講習及逃生演練，並進行體溫量測，做好防疫措施。 

（二）遇偶發緊急狀況時，總指揮應立即召集所有參與教師及家長，依事前編組分工內容進行

現場危機處理，並得視現場實際需要進行人員改組、整編。 

（三）學校各相關處室接獲總指揮通知後，如係重大事件，應立即陳報校長，由本校校園緊急

事件處理小組依工作執掌運作，負責聯繫相關家長及其他配合單位，必要時派人到現場

協助處理。 

（四）各組依職責進行工作，現場如需對外發言，由指定之發言人負責發言。 

（五）各組人員應保持電話暢通。傳達訊息力求正確、清晰、掌握重點。 

五、經費：因處理偶發狀況時，所需車資、醫藥費等由現場處理人員先行墊付，事後再由學務處彙

整，向學校相關經費提出申請。 

六、本要點呈請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任務編組表 

職  稱 任         務 成 員 備 註 

總指揮 1.指揮現場一切事宜。 沈春木校長  

副總指揮 
1.協調指揮現場一切事宜。 

2.與學校通報相關事項。 
施瑞南主任  

傷患照護組 

1.撥打緊急聯絡電話（如警局、醫院） 

2.照護、陪伴傷病學生。 

3.護送傷病學生到醫院，並隨時與領隊或校

方保持聯絡。 

學校護理師 

學生導師 
 

學童安置組 
照顧非傷病學生，安定學生心情，護送學

生回校。 

隨車領隊、 

隨車老師 
 



場地善後組 
負責處理現場遺留物品，視情況做記錄或

帶回學校。 
劉麗娜老師  

 



南投縣集集國民小學家庭教育暨慶祝 11 7 週年校慶系列活動 

一、依據： 

  （一）、103.06.18 公布「家庭教育法」暨本校校務工作-家庭教育實施計畫辦理。 

  （二）、依南投縣集集國小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校務計畫實施。 

二、目的：為鍛鍊強健體魄，發揚團隊精神，增進親子交流，促進社區與學校之交融，達成整體教

育目標。 

三、日期：104.12.13~19  

四、地點：集集國小。 

五、活動主題：百年集集‧風華 117 

六、活動內容： 

（一）、靜態展： 

日期 時間 活動項目 地點 負責人 

12/13~19 0900~1600 校刊 
三甲教室前

公佈欄 
教務組、各班 

 

（二）、動態活動（附件一） 

日期 時間 活動項目 地點 負責人 

12/13~19 0900~1600 

個人暨班際趣味競賽 
集合場 

運動場 

訓導組劉麗娜師、 

體育股顯宗師 班際拔河比賽 

12/19 0900~1430 

慶祝 116 校慶暨家庭親子日 

運動場 

訓導組劉麗娜師、 

體育股顯宗師 

全體師生 

◎0900~1010  開幕、節目表演 

◎1010~1200  班級體育競賽 

◎1200~1240  午餐 

◎1320~1430  拔河、大隊接力 

 

七、工作分配與進度掌控： 

 

工作項目 完成時間 主辦單位 備註 

1 擬定工作計畫 104.11.18 教導處  

2 舉行校內協調會 104.11.21 教導處  

3.召開家長委員會 104.10.3 總務處  



4.邀請函製作與寄發、感謝

函製作 
104.12.3 總務處  

5.電子校刊製作完畢 

(校慶運動會補假通知) 
104.12.13 教務組  

6.編列經費概算與需購置

物品採購 
104.12.13 總務處  

7.活動內容 

開幕典禮分列式 

幼兒園表演 

104.12.13~19 全體教師 
利用課間時間、體育課

及社團活動時練習 

8 表演與競賽獎品計算、採

購、分配 
104.12.16 總務、體育股  

9.節目編排 104.12.04 訓導組  

10.節目預演 104.12.16、17、18 主任、訓導組  

11.搭設棚架（司令台與休

息區）、音響、紅布條製作 
104.12.17 總務、家長會  

12.準備午餐及茶點(含家長

的量 ) 

104.12.19 運動會

當日 
護士、蔡小姐、廚工 家長在活動中心用餐 

13.會場佈置整理 

場地整理、佈置、跑道

劃線、運動器材準備 

104.12.18 訓導組與高年級  

14.萬國旗佈置 104.12.17 總務、蔡小姐、教育役  

15.會場收拾 運動會結束 
全體教職員及高年級

生 
 

16.報成果資料 104.12.27 教導  

17.發謝函與經費結算 104.12.27 總務  

18.校刊 104.12.13 教務組  

 



八、當天工作分配：（附件二） 

 

1.來賓簽到、樂捐登錄與感謝函繕寫：總務、戴師與志工家長 

2.學生管理：各師 

3.獎品發放：總務、體育股顯宗師、五年級學生、陳嘉仁師 

4.攝影：池師、胡師、教育役 

5.茶水招待：蔡小姐與志工 

6.經費：總務、李師 

7.比賽場地規劃管理：體育股顯宗師、陳嘉仁師 

  8.音響、司令臺桌椅、家長休息區椅子、午餐活動中心桌椅佈置： 

                                            總務、訓導組、蔡小姐、教育役與五、六年級 

9.司儀：教導 

10.全場掌控：教導 

11.發令員：體育股顯宗師 

12.競賽終點裁判：劉麗娜師、石教練 

13.音樂掌控撥放：池師、胡師 

14.醫護站：莊師、志工 

15.對外表演節目聯絡：教導 

16.車輛指揮：池師 

 

九、本計畫未盡事宜，得隨時增減之。 

十、本計畫經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訓導組長：劉麗娜                  教導主任：施瑞南                   校長：沈春木  

 

 

 

 

 

 

 

 

 

 

 

 

 

 

 



~幸福集集─集集國小 104.1 期末語文成果發表暨各項活動成果發表會~ 
 

壹、依據： 

  依南投縣集集國小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校務計畫實施。 

貳、目的： 

   一、藉由發表會活動，激勵學生學習興趣，提高學習成效。 

   二、開展學生藝文、體育、外語等智能，提供舞台，展現學生多元的學習成果。 

   三、提供多元學習面向，鼓勵學生藝文創作，營造人文氣息之校園。 

  四、活化校內展覽空間，引進社區資源，重現采風館昔日風采。 

  五、迎合「責任榮譽、宏觀精進」之學校願景，達成學進集集、學進薈萃、學進 

    全球之學習目標。 

參、活動時間：105 年 1 月 20 日（三）  0930~1120 

肆、活動地點： 

  一、成果發表：活動中心(展演)。 

  二、學生美展：圖書室 

伍、參加對象：本校親師生（一~六年級）及有興趣之社區家長、人士。 

陸、活動內容： 

  一、領域教學成果及社團成果發表：省略 



班級座位分配表 
 
 
 
 
 
 
 
 
 
 
 
 
 
 
 
 

 

 

 

教務組長：胡朝欽                  教導主任：施瑞南                   校長：沈春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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