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 101 環教路線徵文暨教案設計工作坊 教案設計表 

課程主題 探訪女巫─北投古蹟尋寶趣 設計者 曾麗美 

實施年級 低年級 課程時間 共 3 小時 50 分鐘 

實施類別 ■跨領域融入（領域：生活） 
課程實施 

時間 

■彈性學習課程/校外教

學 

總綱核心素養 

E-B3 具備藝術創作與欣賞的基本素養，促進多元感官的發展，培養生 

     活環境中的美感體驗。 

E-C3 具備理解與關心本土與國際事務的素養，並認識與包容文化的多 

     元性。 

領域/學習

重點 

核心

素養 

生活-E-B3 

感知與欣賞美的人、事、物：感受

生活中人、事、物的美，欣賞美的

多元形式與表現，體會生活的美好。 

 

生活-E-C3 

感知與欣賞美的人、事、物：欣賞

周遭不同族群文化內涵的異同，體

驗與覺察生活中全球關連的現象。 

環境

教育

議題 

核心

素養 

環 B3 

能欣賞、創作與環境相

關的藝術與文化，體會

自然環境與人造環境之

美，豐富美感體驗。 

環 C1 

能主動關注與環境相關

的公共議題，並積極參

與相關的社會活動，關

懷自然生態與人類永續

發展。 

學習

表現 

1. 運用感官觀察、辨認物體或生物 

的特徵，以及住家、校園、學校

附近（社區、部落）等環境特色。 

2. 在生活中，感知自然環境之美。 

3. 在生活中，感受人文環境之美。 

4. 探討住家、校園、學校附近(社

區、部落)的環境問題及其對生

活的影響，體認環境保護的重

要。 

學習

主題 
環境倫理 

學習

內容 

B-I-1 自然環境之美的感受。 

B-I-2 社會環境之美的體認。 

B-I-3 環境的探索與愛護。 

實質

內涵 

E25 參與戶外學習與自 

    然體驗，覺知自然 

    環境的美、平衡、



與 

    完整性。 

E28 經由環境美學與自 

    然文學理解自然環 

    境的倫理價值 

學習目標 

一、培養主動積極、細心觀察的態度與愛護鄉土的情操。 

二、認識自己根源的鄉土，對鄉土產生認同和情感上的聯繫，進而愛 

    護、建設鄉土。 

三、能瞭解北投區文字巷地名沿革，並說出北投特色。 

四、說出北投區古蹟的價值，並表現珍惜北投區古蹟和文物的態度。 

五、藉由參與社區活動，認識社區在地古蹟、文化等特色。 

六、透過生活經驗的統整，建立對社區環境的認識與瞭解，關心我們的 

    生存環境與空間。 

七、瞭解北投區的自然環境和資源，培養愛鄉土的情操。 

八、藉由新舊社區景點風貌照片，觀察與辨別社區的環境改變並探究其 

    優缺點。 

路線特色與規劃 

一、路線特色 

(一)交通便利：搭捷運淡水線到新北投下車步行 5 分鐘即可到達，路程 

   不長，交通便利。  

(二)活動地點安全：校外教學首重安全，而本活動的地點具有特色且非常 

   安全。 

(三)環教路線地點集中：從北投公園開始，摩托車限時專送、水美手湯、 

   北投圖書館、公園水鴨噴水池、瀧乃湯、北投石、地熱谷、防空壕迷 

   宮、梅庭、溫泉博物館、綠地迷宮、北投兒童樂園、防空洞、普濟 

   寺、文字巷(銀光巷、杏林巷……)等做為環教路線因地點集中且具有 

   特色，再適合不過。 

(四)費用便宜：費用只要捷運票價，參觀景點都是免門票。 

(五)提供孩子探索嬉遊趣：防空壕迷宮、北投兒童樂園、綠地迷宮都可以 

   讓學生體驗。 

(六)時間具有彈性：可依教學需要安排路線，時間相當有彈性。 

(七)教學對象多元：可依教學對象做路線安排，詳見教學路線。 

(八)具有教育意義：北投地區特殊的自然生態環境及人文發展，造就豐富 

   的歷史人文。 

二、路線規劃 



北投公園→摩托車限時專送→水美手湯→北投圖書館→公園水鴨噴水池

→瀧乃湯→北投石→地熱谷→防空壕迷宮→梅庭→溫泉博物館→綠地迷

宮→北投兒童樂園→防空洞。 

活動設計理念 

設計理念有以下五點，說明如下。 

一、寓教於樂，潛移默化 

    寓教於樂是學習的最高境界，喚醒「玩」的能力、從遊戲中學習，已

被教育專家肯定其成效，因此透過「尋寶趣」讓孩子去探索體驗環境教育

議題中的「歷史人文」，讓環境教育與生活產生有機連結，寓教於樂，潛

移默化。 

二、巷遇文字，一大特色    

    北投因為地熱谷終年煙霧繚繞，有「女巫的故鄉」之稱。另外臺灣巷

道一般都是用數字編號，如 7 巷。而「文字巷」是是依照地理特性、人文

風俗、山形地勢、社區建物或習慣等來命名，全臺北市只有北投和士林還

留有「文字巷」，士林區有 3 條，北投區轄內多達 16 條，在在顯示北投

是個歷史人文資源豐富的地方，不僅特殊饒富趣味，更是北投的一大特色。 

三、翻轉學習，探索體驗 

    現在教育強調翻轉，顛覆過去課堂上「老師說、學生聽」的單向填鴨，

進而重視「以學生學習為中心」的教學，把學習的發球權交還孩子，學生

必須多「思考」與「觀察」，因此我們希望透過探索、體驗的方式，翻轉

學習。 

四、善用資源，簡易可行 

    北投交通方便，捷運或公車都非常便利，北投公園、溫泉博物館、梅

庭(于右任故居)、地熱谷、北投防空洞、摩托車限時專送都離捷運站很近，

尤其獨具特色的「文字巷」也在附近，這條環教路線地點都非常接近，可

說是得天獨厚，實施簡易可行。 

五、積極體驗，落實行動 

   「環境教育」是行動，而非只是口號或徒具形式的教條，我們希望透

過教學活動，讓學生體認到自己對這塊土地的歸屬感；家鄉有許多值得驕

傲、鼓舞的故事，值得和孩子們，一代接一代，認識腳下這片土地的故事。 

 

學習活動設計 

學習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時間 備註 

一、 活動介紹與引起動機 

（一）北投尋寶趣 

30 分 

 
 



學習活動設計 

學習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時間 備註 

1.北投：女巫的家 

（1）老師展示圖片，問學生北投與女巫有什麼關係？ 

      

（2）老師補充說明「北投」平埔族話就是「女巫的家」的意思，請學生 

     猜測看看為什麼？ 

2.地熱谷與女巫 

（1）社區地圖：老師給學生看地熱谷圖片，請學生猜猜看地熱谷硫磺蒸 

     氣與女巫有什麼關係？ 

      

（2）老師說明因為地熱谷終年冒煙，又有硫磺味，所以平埔族人就認為 

     這就是女巫的家，因此稱呼這裡為北投。 

（3）老師問學生北投除了有溫泉外，還有哪些特色？ 

（二）北投特色 

1.校外教學說明 

    老師告訴學生這次要做不一樣的校外教學，請學生仔細的尋寶，看看

自己的家鄉有哪些特殊的古蹟、生態、產業、人文？ 

2.文字巷 

    老師說明臺灣巷道一般都是用數字編號，如 7 巷。而「文字巷」是是

依照地理特性、人文風俗、山形地勢、社區建物或習慣等來命名，全臺北

市只有北投和士林還留有「文字巷」，士林區有 3 條，北投還有 16 條，

請大家邊走邊尋寶喔！ 

3.尋寶地圖 

 發給學生尋寶地圖，請學生找找看北投有哪些特色，請大家去尋寶喔！      

 

 

 

 

 

 

 

 

 

 

 

 

 

 

 

 

 

 

 

 

 

 

 

 

 

 

 

 

 

 

 

二、活動流程與實施方式 

活動（一）乘涼尋寶去 

30 分 

 
 



學習活動設計 

學習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時間 備註 

1. 地點：北投公園館。 

2. 活動主題：認識北投公園是百年公園，是第一座為溫泉設計的公園，

去有特殊文化的公園。 

3. 活動內容：結合北投公園資源特色，透過觀察、體驗，引導學生主動

學習。 

4. 活動實施： 

(1) 簡要介紹北投公園的歷史、古蹟，如北投公園的噴水池、石拱橋，都

已有百年歷史，公園內還有「井村大吉紀念銅像」的遺跡，而更難得

公園內花木扶疏、老樹成蔭，坐在公園內神清氣爽是個天然的冷氣機 

(2) 請小朋友在北投公園尋寶喔！井村大吉紀念銅像、石拱橋、雁鴨噴水

池、百年楓香等都是北投公園的寶藏喔！ 

(3) 說明中午會回來北投公園用餐。 

5. 溫馨小提醒： 

(1)北投公園：臺灣第一座溫泉公園，公園依地形起伏，北投溪貫穿其間，

園內的拱橋造型特殊古典。 

(2)公園雁鴨噴水池：雁鴨噴水池的造型和總督官邸庭園內噴水池一模一

樣。 

活動（二）看書尋寶去 

1. 地點：北投圖書館館。 

2. 活動主題：認識北投圖書館是全世界 20 鑽石級綠色圖書館。 

3. 活動內容：結合北投圖書館資源特色，透過觀察、體驗、探索，引導

學生主動學習。 

4. 活動實施： 

(1)導覽北投圖書館 

請專人導覽解說北投圖書館。（事先申請預約時就請導覽重點放在北投圖

書館的節能減碳綠建築，而非館藏圖書，以免模糊焦點。） 

(2)請學生各自找個喜歡的座位安靜閱讀，「看書尋寶」。 

(3)請學生要注意圖書館應遵守的規矩。 

5.   溫馨小提醒： 

鑽石級綠色圖書館，坐落在北投公園內館，它以木造建築、大型落地窗、

周圍的大片綠蔭、屋頂的草坪等，降低熱傳導，空氣對流，並阻隔太陽的

輻射熱，達到調節空氣的目的。 

 

 

 

 

 

 

 

 

 

 

 

 

 

 

 

 

 

40 分 

 

 

 

 

 

 

 

 

 

 

 

 

 

 



學習活動設計 

學習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時間 備註 

活動（三）北投溫泉泡湯尋寶去 

1. 地點：地熱谷、溫泉博物館、手湯 

2. 活動主題：認識、體驗溫泉文化 

3. 活動內容：手湯體驗，結合北投溫泉資源特色，透過觀察、體驗，引

導學生主動學習。 

4. 活動實施： 

(1)介紹北投從日據時期就有的泡湯文化，是因為北投有溫泉。 

(2)讓孩子體驗手湯。 

5. 溫馨小提醒： 

(1)摩托車限時專送：是因應北投山坡地形、時代背景的需要而形成的地

方特色職業，獨一無二喔！ 

(2)手湯：小小的手湯，感受一下溫泉水的溫暖，青礦泉是被日本人譽為

療癒系的珍青泉質。(在新北投舊火車站前也有一排手湯，可供多人同時

使用) 

(3)瀧乃湯：北投溫泉區現存最古老的日式泡湯浴場。 

(4)北投石：是以臺灣地名命名的稀有放射性溫泉礦物，它形成的條件非

常苛刻，一顆拳頭大的北投石至少得花上五、六百年。 

(5)地熱谷：又稱鬼湖、地獄谷，這個地方溫泉為全國僅有的腐蝕性強的

鹽酸酸性泉，早年可以煮蛋。 

(6)溫泉博物館：保有豐富的人文與自然景觀，加上昔日遺留的文化資產

及溫泉文化，是一處兼具自然生態、故事性與歷史性的博物館區，具有教

育意義。 

(7)天狗庵：1896 年，平田源吾先生在北投創立臺灣第一家溫泉旅館--「天

狗庵」，將溫泉導入商業行為，正式開啟了臺灣溫泉的開發與利用。 

活動（四）兒童樂園尋寶去 

1. 地點：北投兒童樂園、綠地迷宮。 

2. 活動主題：體驗、探索北投百年兒童樂園。 

3. 活動內容：讓孩子於北投兒童樂園體驗、玩已經有百年歷史的北投兒

童樂園石磨溜滑梯。 

4. 活動實施： 

(1)請孩子發表北投兒童樂園溜滑梯和我們一般所見溜滑梯有什麼不同？ 

(2)請學生排隊玩溜滑梯。 

 

60 分 

 

 

 

 

 

 

 

 

 

 

 

 

 

 

 

 

 

 

 

 

 

 

 

30 分 

 

 

 

 

 

 



學習活動設計 

學習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時間 備註 

(3)請學生綠地迷宮。 

(4)請學生思考為什麼會有防空壕迷宮、防空洞。 

5. 溫馨提醒： 

(1)防空壕迷宮：二次世界大戰防空用。 

(2)北投兒童樂園：是臺灣史料記載中，第一個為兒童規劃的遊樂公園。 

(3)防空洞：二次世界大戰防空用。 

 

 

 

三、活動總結──心得分享與教師結語 

（一）野餐並整理環境 

1.請學生在北投公園用餐。 

2.請學生整理用餐環境並做好垃圾分類。 

（二）心得發表 

1.請小朋友發表在公園用餐心得。 

2.請小朋友發表在今天校外教學心得。 

3.教師講評並總結上課內容，並鼓勵表現用心的同學。 

40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