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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鄉土教學優良教案徵選活動 

優良教案徵選比賽教學計畫(教案)設計特色【摘要】 
------------------------------------------------------------------------------------------------------------------------------ 

 

課程架構表 

梅 

岡 

人 

、 

埤 

塘 

心 

、 

在 

地 

情 

在地文史的

了解與認同 

文史資源 客家采風、祭祀圈、家族史 

埤塘議題 埤塘發展與困境 

在地認同 實地踏查、議題探索 

主題式合科

教學 

社會領域 

歷史：開墾史、信仰發展 

地理：認識高山頂、人地關係 

自然領域 生物：微生物與動植物探究 

桌遊「逃離地球」 

社會參與及

團體意識 

小組合作 

組內討論 

各司其職 

公民參與 埤塘環境的社會參與 

教學理念 教學策略 教學活動 

公民：行動方案、社會參與 

凝聚共識 

公民行動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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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架構表與教學特色說明 

 

一、 在地認同 

     鄉土教學雖然主軸在於對於當地人文、史地的認識，但本課程更為強調培養學生對於在地

的認同以及愛鄉愛土之情懷等情意層面之學習目標。因此，本課程對此理念的教學策略如下： 

1. 介紹客家采風與當地信仰：本地區位於桃園市之南緣，客家族群為本地人口數最多之族群，

因此在文史層面的教學著重於當地的客家采風、宗教信仰、開墾史以及建築特色等。 

2. 埤塘生物與環境議題：桃園市早期因開墾需求，開闢了數以萬計的埤塘，而楊梅區高山頂

一帶的埤塘則是本市數量與密度位居全市之最，因此有豐富的生態與產業資源。然而，近

年來因經濟發展的需求，本地區諸多的埤塘遭到填平。 

3. 在地認同：透過上述有關客家采風、當地信仰與埤塘環境議題的授課，學生更能對自己所

生長的土地更為了解，甚至會更進一步反思當地文化與環境所面臨的問題。 

二、 實地踏察 

    俗話說：「坐而言，不如起而行。」針對前項有關於客家采風、當地信仰、埤塘問題等課

程，其教學場域多侷限在校園內為主。然而，在地的文史與環境議題就發生在學生可能每天接

觸、甚至觸手可及的地方。因此，在地的鄉土教育更應該透過實際體驗與踏查，讓學生對此更

有感受。 

三、 主題式合科教學 

    本課程以在地鄉土文史與環境等議題為探討之主題，授課師資涵括了歷史、地理、公民與

社會、生物等各有專精之教師。因此在本課程中，可看見每位老師以各自的專長與視角探討在

地議題，使得參與本課程的學生，能夠學習從各種角度了解一個議題的全貌。 

四、 團體意識 

    由於傳統的教育過於強調「競爭」，使得學生僅專注於學業成績，未來踏入社會後，也可

能只專注在個人利益，而忽略追名逐利的過程中對他人之影響。因此，基於「共好」之理念，

本課程多以組別為單位，分組進行課堂活動。讓學生藉此瞭解團隊合作之意義，並培養共創多

贏的思維。當學生有了這些能力與思維，才有辦法投入社會為在地服務。 

五、 公民社會的參與 

    高中公民與社會科強調，培育學生的公民素養，不僅得讓學生擁有公民知識與公民德行，

願意參與社會更是不可或缺的一環。當學生擁有在地認同、團體意識之後，最為重要的，就是

建構社會責任之觀念。因此在本課程中，無論是最簡單的投入志工服務，抑或是以宏觀的角度，

探討社區公共問題的形成，並為其找出解決方案，進而遊說相關單位執行方案等，以上都是社

會參與的途徑。 

 

 其他特色皆在教學影片中，網址→ https://youtu.be/d4EPajhvnic 

 

https://youtu.be/d4EPajhvn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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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鄉土教學優良教案徵選活動 

【優良教案徵選比賽教學計畫(教案)設計格式範例】 

※本表格請上網下載檔案，以電腦繕打後並列印。 

教案名稱 梅岡人、埤塘心、在地情 教學節數 3 單元 10 節 

教材來源 學校自編教材、公民行動方案 

領域/主題 社會領域（歷史、地理、公民與社會）、自然領域（生物） 

適用年級 

國小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國中  七年級  八年級  九年級 

高中  高一    高二    高三 

教學方法 講述法、道德討論法、啟發式教學法、探究式教學法、發表法、欣賞體驗法、協同合作教學

法、戶外實察。 

教

學

研

究 

教學 

理念 
一、 設計緣起 

1. 在地人應知在地事 

    「汝為台灣人，不可不知台灣事。」為《台灣通史》序言之中，說明作者連橫撰作本史

書之緣由。同理，身為楊梅區在地師生，理應了解在地的史地文化與產業特色。由於我國面

臨當前的外交困境，所以「國際化」喊得震天響。然而，筆者認為，所謂的「國際化」並非

單純地以洋為師、以洋為本，而是「立足在地、放眼世界」。因此在國際交流之前，應當先

有在地的認識，進而形成在地認同，最後將「在地特色」向外推廣。 

    以本屆世界大學運動會的閉幕典禮為例，最令外籍選手吸睛的，反而是最具本土特色的

迎神廟會與國樂表演。而開幕之節目「活力島嶼」透過原住民族的歌聲與舞蹈呈現出其文化

特色，也獲一致好評。以上的例子，再再地展現「立足在地，放眼世界」的重要性。 

2. 楊梅地區擁有獨特的文史與環境資源 

    楊梅地區發展甚早，1708 年已有先民來此移墾，1
1893 年淡新鐵路行經此地並設立車站，

2使得本區得以發展成如此規模。此外，桃園市多為臺地地形，在水源缺乏的情形下，先民

開鑿埤塘儲水灌溉，開鑿數量最高紀錄達三千餘口，無論其數量、面積與密度皆可說是世界

僅有，使得本市素有「千塘之鄉」美名。3而本市埤塘最密集之處為楊梅的高山頂地區，因

此本地區在農耕、社會組織、觀光資源，以及生態系統，均與本地的埤塘有著不小之關係。 

    以地理科教材而言，本校所在楊梅市高山頂地區具有豐富的客家聚落特色，例如：客家

義民祭、三官大帝、伯公信仰，以及客家家族的伙(夥)房與宗祠。所以，在教授高中地理第

四冊「地理實察」的單元中，特別將在地文化融入課程，更帶領學生透過實際踏查，充分體

會客家文化的特色，進而產生對在地客家文化的認同與關懷。 

    另外，以本校所在楊梅市高山頂地區望族—鄭大模家族為研究對象，鄭大模家族與本校

關係密切，本校現址用地也是向鄭大模家族購買，其家族宗祠即位於本校學生上學必經之

                                                      
1
 賴玉玲(2005)：《褒忠亭義民爺信仰與地方社會發展－以楊梅聯庄為例》，新竹縣文化局，頁 239~240。 

2
 黃厚源等編著(2003)：《話我家鄉楊梅鎮－楊梅壢篇》，桃園縣人與地鄉土文化研究學會，頁 38~41。 

3
 陳其澎(2006)：《桃園臺地埤塘行腳地圖》，桃園縣政府文化局，頁 1。 



4 

 

路，而深具客家特色的伙(夥)房—「雙堂屋」，已有超過百年的歷史，與本校相隔咫尺。本

校師生在校活動，終日與高山頂的風光景物為伍，原本就具有濃烈的情感，更可將課程上所

學在日常生活中獲得印證。如此藉以激發學生問題意識，主動探索周遭的環境，形成以學生

為中心，以問題為起點，以探索為手段的動態統整式課程，提高學生主動學習的意願。進而

養成正確的學習態度與方法，為將來人生各個階段的學習奠定良好的基礎。 

    綜上所述，本區擁有豐富的文史與生態資源，可惜當地鮮少相關之社區發展協會，將此

資源向外推廣，而本地居民對此種資源的認知略顯不足。筆者因而設計相關課程，透過教學

與行動的力量，將此資源向下傳遞、向外推廣，以期建構學生、居民認同鄉土之情懷。 

3. 高級中等學校均質化4
 

    自民國 90 年起，教育部著手推動高級中等學校均質化，透過高中職社區化、發展社區

適性課程，以及推動社區特色教學，以減緩城鄉間的教育落差，並達成學生就近入學、適性

學習之目標。再加上 12 年國教的推動，使得莘莘學子更容易進入高中學習。因此，本校為

桃三區均質化計畫的召集學校，著手推動楊梅、龍潭、新屋、觀音等區域之跨校合作，同時

已在數年前開始研發在地化的校本課程，例如：埤塘心樂園。 

4. 國立臺灣圖書館相關館藏豐富 

    國立臺灣圖書館（以下簡稱『國臺圖』）為我國三大圖書館之一，該館設有台灣學研究

中心，台灣史地文獻資料汗牛充棟。其中，關於地方發展的紀錄、典籍更是俯拾即是。因此，

透過本課程的設計，大量運用國臺圖的館藏資源融入，並佐證教案之正確性，以期透過與該

館的合作，能夠為地方發展與國臺圖共創雙贏。 

 

二、 教學理念 

1. 理論的驗證 

A. 學習金字塔 

    美國緬因州貝瑟市

的全國訓練實驗室所提

出之｢學習金字塔理論｣

(learning pyramid)。相較

於單純的閱讀與聆聽，此

理論認為學生學習與記

憶效果最好的途徑是親

自實作、發表或教學（見右圖）。5因此，本教案將著重在於，帶領學生實際體驗、參與行動

與發表，以增加學生學習之效果。 

                                                      
4
 「高中職適性學習社區教育資源均質化實施方案」，高中職均質化網站，http://comm.tchcvs.tc.edu.tw/about_us.asp。 

5
 為 National Training Labs in Bethel. Maine 之研究與整理，圖片改編自網站 https://goo.gl/rDb48A。 

聆聽 

閱讀 

看圖像、影片 

看展覽、參觀、示範 

參與實作或合作學習課程 

刺激、模仿、體驗之課程 

真實任務：設計、表演、發表或教授 

學習者之學習產出 

定義、列出、

形容、解釋 

示範、應

用、練習 

分析、創

造、評估 

10% 

20% 

30% 

50% 

70% 

90% 

10% 

20% 

學習者之記憶所學之比例 

圖：學習金字塔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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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有意義的學習論與鷹架理論 

    依據 Ausbel 提出｢有意義的學習理論(Meaningful learning theory)｣中，其觀點之一為學生

在學習前應具先備知識。6參與本課程之學生為高中生，曾在國中階段已了解地理科所教授

之台灣地形地貌、產業發展，及公民科之社區營造等概念。而 ｢同儕鷹架｣則是學生學習前

有｢近側發展區｣，得透過教師與同儕間的相互學習、帶領後，使學習者逐步增強其認知與技

能，最後能夠獨立完成學習目標。在本課程中，學生除了得認識在地的史地、文化與環境，

還須學習如何進行實地踏查與社會參與。因此，在教師與同儕的一步步帶領下，逐漸達成本

課程之學習目標。 

2. 在地認同 

    在全球化的浪潮下，強勢文化挾著豐沛的資源超越國界，席捲全球，各地方的在地文化

往往無力抵抗，逐漸走向衰微，甚至即將消失。為了保存祖先遺留下來珍貴的在地文化，同

時為了使這世界仍擁有多元繽紛的色彩，在課堂上實施鄉土教材的教學活動顯得意義非凡。

為使課程與學生生活更加貼近，增強學習動機，提升學習效果，特製作本教案。 

    因此，本教案核心概念為｢立足在地，放眼世界｣，唯有先認識家鄉，進而建構在地認同，

甚至願意建設家鄉、回饋家鄉，才有走向國際之可能，以邁向｢在地全球化｣。 

3. 跨學科主題課程的嘗試 

    課程設計理論中，｢主題課程｣為選取某項議題，並打破學科限制，共同為該項議題進行

各種層次的探究或實作。本課程以楊梅高山頂地區的文史與埤塘關係之發展，並透過公民行

動的方式探討、改善相關問題，即整合了歷史、地理、公民與生物等學科進行主題式探究。 

4. 給予學生舞台 

    隨著翻轉教學的流行，無論課堂中或課堂外，均強調以學生為主體，並給予學生發展空

間。因此在課程中，將由本校美術班學生進行桌遊的美術編輯，使得學生能參與課程設計的

一環。此外，本課程的成果報告，也是讓學生能表現的舞台。 

5. 社會參與 

    高中公民與社會科之課綱中，揭櫫了公民素養三大期待，分別為公民知識、公民德行，

與公民參與。因此，本課程理念透過在地的認識能增進在地認同之外，更著重社會之參與。 

能力 

指標 
一、 認知方面 

1-1. 認識楊梅市高山頂地區的客家采風。 

1-2. 認識客家聚落的地方信仰。 

1-3. 認識客家伙(夥)房的特色。 

1-4. 認識客家宗祠的重要性。 

1-5. 認識高山頂地區埤塘的演變。 

1-6. 認識高山頂地區埤塘的生態系統。 

1-7. 了解公民參與以及公民行動方案之要素。 

二、 情意方面 

                                                      
6
 陳嘉陽(2012)：《教育概論》（上冊）（五版），教甄策略研究中心，頁 379~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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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對於生長環境加深在地之認同。 

2-2. 關懷在地的文史發展與環境保護。 

2-3. 勇於投入社會參與。 

2-4. 尊重與理解各種不同之觀點。 

三、 技能方面 

3-1. 增進團隊合作之能力。 

3-2. 增進議題研究與解決問題之能力。 

3-3. 增進討論與口語表達之能力。 

3-4. 獨立思考、理性判斷之能力。 

3-5. 學會戶外實察的技能。 

學習 

目標 
一、 認知方面 

    1-1-1. 能說出高山頂地區的客家族群。 

    1-1-2. 能說出高山頂地區的客家風俗。 

1-2-1. 能說出祭祀圈的定義。 

1-2-2. 能指出高山頂地區的祭祀圈階層。 

1-2-3. 能說出義民爺信仰的風俗。 

1-2-4. 能說出啟明宮的由來。 

1-2-5. 能說出三官大帝信仰的特色。  

1-2-6. 能指出高山頂的四大伯公。 

1-2-7. 能說出客家伯公信仰的特色。 

1-3-1. 能說出客家伙(夥)房的形成原因。 

1-3-2. 能指出雙堂屋的建築特色。 

1-4-1. 能說出宗祠對客家人的重要性。 

1-4-2. 能指出鄭大模公祠的建築特色。 

1-4-3. 能用自己的方式說明本區域發展之問題。 

1-5-1. 能用自己的方式說明對於埤塘發展之認識。 

1-5-2. 能用自己的方式說明目前埤塘發展的困境。 

1-6-1. 能用自己的方式說明埤塘的生態環境。 

1-7-1. 能說明公民行動方案與公民參與之要領。 

二、 情意方面 

2-1-1. 說明自己可以為在地付出何種貢獻。 

2-2-1. 能觀察在地環境汙染之問題。 

2-3-1. 在就學期間投入公益活動。 

2-4-1. 願意傾聽與自己對立之觀點。 

三、 技能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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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能了解自己在團體中所扮演的角色。 

3-1-2. 能欣賞同組同學在團體中的優點。 

3-2-1. 能完成本課程的公民行動方案。 

3-3-1. 同組同學願意討論議題並給予回饋。 

3-3-2. 能夠上台有條理地進行簡報。 

3-4-1. 能夠分析、評論本區環境、社會問題之原因。 

    3-5-1. 透過戶外實察，能觀察客家聚落的特色。  

    3-5-2. 戶外實察過程中，能用文字及圖像紀錄。 

教學 

策略 

圖：本教案教學策略與架構 

梅 

岡 

人 

、 

埤 

塘 

心 

、 

在 

地 

情 

在地文史的

了解與認同 

文史資源 客家采風、祭祀圈、家族史 

埤塘議題 埤塘發展與困境 

在地認同 實地踏查、議題探索 

主題式合科

教學 

社會領域 

歷史：開墾史、信仰發展 

地理：認識高山頂、人地關係 

自然領域 生物：微生物與動植物探究 

      桌遊「逃離地球」 

社會參與及

團體意識 

小組合作 

組內討論 

各司其職 

公民參與 埤塘環境的社會參與 

教學理念 教學策略 教學活動 

公民：行動方案、社會參與 

凝聚共識 

公民行動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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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本教案教學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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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影片﹤｢賦予改變的能力」加入公民行動方案行列 ACTION!﹥，《財團法人民間公

民與法治教育基金會》Youtube 頻道，2017 年 8 月，https://goo.gl/8W6Qws。 

教

學

架

構 

單元名稱 節數 

單元

一 

鄉土地理的實地踏察~以楊梅高山頂為例 

第一節課：介紹高山頂客家采風與客家地方信仰。 

第二節課：客家伙(夥)房與客家宗祠的意義。 

第三、四節課：實地踏察並完成學習單:包括啟明宮、傅屋伯公、雙

堂屋、鄭大模公祠。 

4 

單元

二 高山頂上的埤塘： 3 

http://comm.tchcvs.tc.edu.tw/about_us.asp
https://goo.gl/8W6Q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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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堂課：桌遊-逃離地球 Pioneer。 

第二堂課：認識高山頂的埤塘。 

第三堂課：楊梅高山頂地區埤塘保育與維護的公民行動。 

單元

三 

梅岡問題的公民行動方案： 

第一堂課：問題追追追。 

第二堂課：尋找解決方法。 

第三堂課：成果展現。 

3 

學習目標 教學歷程(含時間) 教學資源 教學評量 

第一單元：鄉土地理的實地實察─以楊梅高山頂為例 

1-1-1 

1-1-2 

1-2-1 

1-2-2 

1-2-3 

1-2-4 

1-2-5 

1-2-6 

1-2-7 

2-4-1 

 

第一節課：介紹高山頂客家采風與客家地方信仰 

一、 引起動機 

1. 教師提問：同學由桃園各鄉鎮市來到楊梅高中就讀，可

知楊梅地區的主要族群為何？你所知道的客家文化特

色有哪些？ 

2. 【分享與討論】（5 分鐘）：鼓勵學生想想生活周遭的多

元文化及風俗，並且踴躍說出觀察所得。 

3. 【講述】（5 分鐘）教師小結：因為大家來自桃園縣各

鄉鎮市，其中南桃園的同學比例更高，而家住在平鎮

市、龍潭鄉、楊梅市、新屋鄉、觀音鄉等以客家族群為

多數的同學，可能自己是客家人，或者生活周遭常有接

觸客家文化的機會，所以，對客家文化並不陌生，但是，

你能說出幾項客家文化的特色呢？現在，老師將帶領同

學進入學校所在地的客家庄，一探客家文化的精髓。 

 

二、 發展活動 

1. 【講述】（5 分鐘）實察區域的介紹：學校位於楊梅市

高山里，清代時的地名是「高山頂」，因為由東面及南

面看高山頂，的確為一高山，故稱其上為高山頂。今日

包含六個里：高山、高榮、青山、高上、新榮、雙榮等

里。 

2. 【講述】（10 分鐘）主題一：高山頂的客家采風 

A. 高山頂的客家人：主要講四縣腔與海陸腔。 

B. 宗教信仰：義民祭典、三官大帝、伯公信仰。 

C. 客家采風：每星期四在社區集會所有固定的客家山

歌舞練習，同時也將客家傳統味道--福菜、菜脯乾等

1. 單槍投影機 

2. 筆記型電腦 

3. 簡報筆 

 

1. 透過教師引導

式討論，由學

生思考後發表

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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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製作與烹調方法，進行代代的傳承與分享；每年

八月間，楊梅市舉辦客家文化節，高山頂的居民都

會熱烈參與，例如：2010 年特別舉辦的環保創意造

型神豬比賽，社區居民以紙、可再利用的回收資源，

製作了維妙維肖的神豬，讓參觀民眾充分感受到客

家文化的魅力。體認：客家文化並不只是一種概念，

它需要更精緻的關懷與了解，為客家文化源源不斷

地注入新的活力與元氣。 

3. 【講述】（15 分鐘）主題二：客家地方信仰： 

A. 講述祭祀圈的定義：指「共同祀奉一個主祀神的民

眾所居之地」，高山頂的祭祀圈可分成三個大小不同

的階層。 

B. 義民爺信仰：高山頂屬於中壢十三聯庄，參加平鎮

市褒忠祠的祭祀活動，這十三聯庄分成七組，每一

年輪值一組，輪到的庄頭要負責主要的祭典儀式、

殺豬公等。每年義民祭(農曆七月二十日)，無論是否

排定為輪值祭典區(殺豬公)，高山頂居民都會到平鎮

市褒忠祠參與祭拜。同學們曾經到過平鎮市褒忠祠

看義民祭的盛況嗎？是不是很熱鬧呢？這可是客家

人很重要的信仰喔! 

C. 三官大帝信仰：三官大帝又稱「三界爺」，是北部客

家庄的重要祀神。高山頂地區在清代時人口較少，

無力興建公廟，所以，最初的三官大帝信仰，是由

值年爐主請回家中供奉，並無廟宇，此時的三官大

帝只以令旗方式呈現。每年農曆正月十二日拜天

公，祈求神明保佑平安，農曆八月十二日酬謝神恩，

做平安戲，才請三官大帝出來接受信眾祭拜、看戲。 

D. 啟明宮的興建：明治三十三年(1900)十一月，庄民合

力搭蓋簡陋的土造平房為廟，當初所謂廟只是三間

橫屋，加上右側兩間廂房，名為啟明宮平時則當作

書房，教漢文，民間稱為改良書房。日據後，改稱

講習所，教日語。 

台灣光復後，在此成立瑞埔國小分校，民國三十九

年，校址移至廟前高榮國小現址，但是在高榮國小

教室未完成前，部分學生仍在啟明宮內上課。 

因為初時的啟明宮還兼具著教育的功能，因此，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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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為「啟明」有 「啟發聰明智慧」之意。本校楊梅

高中曾稱為「啟明中學」，就是淵源於此，所以，身

為本校學生不可不知這一段歷史沿革喔! 

E. 直到民國七十(1981)年，高山頂地區的發展已經較前

富裕，於是再度發起重建，大家捐錢獻地，歷時兩

年，於七十二(1983)年落成。此時才將三官大帝塑金

身膜拜。耕讀傳家：文昌帝君的重要性 

F. 客家人表現在讀書上的民間信仰，就是拜文昌帝

君。所以，在啟明宮中有文昌殿。 

平安戲：每年農曆正月十二日拜天公，祈求神明保

佑平安，農曆八月十二日酬謝神恩，都會做平安戲。 

居民依照往例燒香迎神，恭迎三官大帝以及高山頂

的伯公，接受大家的牲果祭拜，觀賞客家戲。祭拜

的供品：【粄】，是客家傳統米食，以糯米製成，內

包紅豆餡料。 

G. 影片欣賞：平安戲：客家大戲—狄青取旗，請來苗

栗的客家戲班—榮興劇團演出，以下播放老師去實

地拍攝的兩小段影片，同學仔細聽一聽，你知道他

們在唱些麼嗎？ 

H. 客家地方信仰：伯公信仰 

伯公是客家人的傳統信仰，在傳統農業社會人們非

常依賴土地伯公： 舉凡各種婚喪喜慶、大小節慶、

初一、十五、伯公生日都會去祭拜土地伯公。 

I. 【想一想】老師特別將客家伯公與閩南式的土地公

做一比較表，同學們想一想： 

a. 你家附近有伯公祠？ 

b. 你跟長輩去祭拜過伯公嗎？ 

c. 甚麼日子會去祭拜呢？ 

d. 請同學踴躍發言，如果你家是閩南人，又與客家

的伯公信仰有何異同呢？老師做小結。 

J. 老師介紹高山頂四大伯公祠的沿革與特色： 

a. 傅屋大伯公(實察的地點) 

b. 上田寮伯公 

c. 後湖詹屋伯公 

d. 六股伯公 

4. 【引導學生思考】：（8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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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客家信仰」中哪些內容可以證明深受儒家思想的

影響？ 

B.課堂中介紹的「客家信仰」屬於佛教還是道教？理

由是？ 

C.綜合 A,B的內容，在「客家信仰」的內涵中，是否

可以看到中國近千年來「儒釋道」融合的發展趨勢？ 

 

三、 課程總結（2 分鐘） 

教師引導學生思考：當你還是小時候，也許你曾被爸媽

牽著手逛中元廟會，或者，常常有阿公、阿嬤拜完土地

公後的糖果可以吃；現在，你長大了，會開始懷念這些

童年的記憶，透過學習，也知道了祭祀、信仰背後的意

義，那就是：長輩希望由信仰中求得家族平安、子孫代

代傳承的綿綿福澤，這也是客家人在義民祭、三界爺、

伯公信仰背後的真正意涵。 

 

1-3-1 

1-3-2 

1-4-1 

1-4-2 

1-4-3 

第二節課：客家伙(夥)房與客家宗祠的意義。 

一、 引起動機：複習上節課程內容、教師提問（10 分

鐘） 

1. 本校的校地購自高山頂地區的那一家族？ 

2. 高山頂地區的鄭大模家族留有一超過百年的建築—「雙

堂屋」，最盛時曾有 13 戶鄭家子孫居住其中。當初鄭家

興建「雙堂屋」的歷史背景可能是基於何種因素？其象

徵意義又為何？ 

3. 什麼是客家伙(夥)房？ 

 

二、 發展活動 

1. 【講述】（12 分鐘）主題一：「客家伙(夥)房：感情凝聚」 

A. 客家伙(夥)房的起源與意義 

a. 客家人的伙(夥)房，是客家人遷移過後，同一個宗

祠或同一個姓氏的人，會一起建立一個祖堂，夥

同眾人建立的房子，就稱為「伙(夥)房」。「祖堂」

是家族的中心，建立伙(夥)房最先建祖堂，客家人

敬祖先長者，所以祖堂也是客家人的精神所在。 

b. 隨著家族人員的增加，使得伙(夥)房不斷向外擴建

延伸，但是永遠只有一個大門。為了防強盜土匪

1. 單槍投影機 

2. 筆記型電腦 

3. 簡報筆 

 

1. 老師利用課堂

問答法，了解學

生所學並引導

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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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農作方便才群聚在一起的伙(夥)房，也可以看

的出客家人團結、重視家族的精神。 

c. 客家伙(夥)房的建築特色：講究風水。 

B. 高山頂鄭大模家的伙(夥)房—「雙堂屋」介紹 

a. 高山頂鄭大模家族古

厝，位於楊梅市高山

里西高山頂 2 號。 

b. 為兩進六橫建築格

局，因有前後兩落堂

屋，而稱為「雙堂

屋」。是鄭家四房鄭仁涯派下之公厝。民國前二年

(1910)落成，距今已一百餘年。 

c. 最盛時期可容 13 戶居住，是典型的客家伙(夥)

房，是家族凝聚力的象徵。 

d. 「雙堂屋」的周圍除了有密實的竹林「環抱圍

護」，宅地的背後還略略高起，其上種植樹林，為

其倚靠。而前面是開闊的半月池及水田，灌溉水

渠自屋前流過，產生「前敞後實」之效。以上兩

點符合師大地理系施添福教授所指民宅風水要求

的兩大原則(「環抱圍護」、「前敞後實」)。 

2. 【講述】（12 分鐘）主題二：「客家宗祠：慎終追遠」 

A. 客家宗祠的特色與意義： 

a. 客家崇祖觀念的反映：客家人的崇祖觀念不僅導

致了祭祖宗祠的興建，而且決定了祭祖宗祠的建

築規模和水準。 

b. 族權意識的體現：中國傳統社會是宗族社會，而

祠堂是一個宗族的中心，是宗族議事、聚會、執

法的場所，所以建祠堂就要講究其規模和質量，

並以莊重肅穆的形態來顯示族權的威嚴。 

c. 光宗耀族思想的表現：客家人重傳統，重祖先榮

譽，重宗族聲望，而建造規模宏大，建築精美、

莊重威嚴的宗祠，是光宗耀族的有效方法。 

B. 高山頂鄭大模家族發展情形。 

C. 高山頂鄭大模家族祖祠—「道東堂」介紹。 

D. 高山頂傅家發展及宗祠。 

E. 高山頂黃家發展及宗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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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引導學生思考：（10 分鐘） 

A. 宋代開始所發展的新型態宗族組織和唐代以前的

宗族組織有何不同？ 

B.為何宗祠在新型態宗族組織發展的過程中能扮演凝

聚向心力的角色？ 

 

三、 課程總結（6 分鐘） 

教師引導學生思考：家是一個人心中最安全、穩固的堡壘，

客家人重視家庭倫常、家宅的安全及宗祠的意義，是凝聚

家人最好的方法，透過以上對客家伙(夥)房、客家宗祠的

認識，希望也讓同學思考「家」在你心中的地位及重要性。 

1-1-2 

1-2-1 

1-2-2 

1-2-3 

1-2-4 

1-2-5 

1-2-6 

1-2-7 

1-3-1 

1-3-2 

1-4-1 

1-4-2 

1-4-3 

2-1-1 

2-3-1 

3-1-1 

3-1-2 

3-3-1 

3-5-1 

3-5-2 

第三、四節課：實地踏察並完成學習單 

一、 引起動機 

1. 準備活動：集合學生於校門口，發下學習單。 

2. 教師說明實察注意事項。 

A. 用心觀察。 

B. 用心紀錄：學習單、相機。 

C. 隨時提問。 

D. 注意上車時間。 

二、 發展活動：實地考察 

1. 第一站：啟明宮—三官大帝、文昌帝君信仰介 

A. 啟明宮的源流： 

    清代高山頂地區居民的信仰以三官大帝最興盛，最

初並未搭建廟宇以供奉神明，而是由值年爐主請回家中

供奉，而且三官大帝並無神像，僅以令旗代替。每年擇

定吉日，恭請三官大帝，在固定地點搭起戲棚演戲酬

神，如此行之有年，該地點即稱為「戲棚跡」。 

    明治 33 年(1900 年)11 月，信徒合力搭蓋簡陋的土

造平房為廟，雖名為「廟」，其格局也僅是三間橫屋，

加上右側兩間廂房。平日無祭祀活動，則充當書房，教

授漢文。日治時期，「啟明宮」改為講習所，教授日語。 

    由於自清代以來，所在地兼有教育的功能，因此命

名為「啟明」，取其「啟發聰明智慧」之意。 

    光初之後，啟明宮始終維持舊貌，直至 1980 年代，

由於舊有宮廟已顯狹窄，斑剝不堪，也由於經濟條件改

善，高山頂地區居民捐錢獻地，進行改建工程，歷時兩

1. 遊覽車 

2. 相機 

3. 麥克風 

4. 實查學習單

（一人一份） 

 

1. 學習單完成。 

2. 小組討論與報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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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於 1983 年完成，也開

始將三官大帝塑金身供信

徒膜拜。 

B. 啟明宮的祀神 

正殿主祀三官大帝：天

官、地官、水官；配祀觀

音菩薩。 

左側：神農殿、文昌殿 

右側：媽祖殿、太歲殿 

 

2. 第二站：傅屋伯公祠—伯

公信仰介紹、觀察伯公祠 

與客家人日常生活最密切

的信仰首推「伯公信仰」

(即土地公)，高山頂地區有所謂「四大伯公」，其中「大

伯公」就是傅屋伯公祠，現稱「高山頂福德祠」。嘉慶

3 年(1798 年)，傅盛乾至高山頂地區開墾。傅家在高山

頂地區開枝散葉，現有子孫 200 餘戶散居南高山頂地

區，是附近一帶人口最眾的家族。為使客家人伯公信仰

獲得寄託，最初以三顆石頭作為象徵；民國 46 年(1957

年)，始建成一小型伯公祠；民國 92 年(2003 年)，主要

由傅家子孫集資捐地，建

造成現今華麗外觀。之後

由於附近居民漸增，信徒

日眾，改稱「高山頂福德

祠」。 

 

3. 第三站：客家伙(夥)房—

雙堂屋的建築特色 

高山頂地區鄭家古厝，典型的客家夥(伙)房建築。「雙

堂屋」肇建於日治時期(1910 年落成)，屬鄭家四房派

下，當時因應人口增加而建。格局為二堂六橫，因而得

名，在風水考量之下，因後面靠山不高，因此屋身(挑

高)較低，屋頂有燕尾翹脊，宅前有一風水半月池。 

前落堂屋為七開間式三重脊燕尾翹脊屋頂。左右兩次間

早年是製茶間，正廳左右兩邊的第一條護龍及左邊第二

老師解說啟明宮的三官大帝
信仰 

學生進行雙堂屋的實察 

學生進行傅屋伯公祠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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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護龍用土角磚砌成，再往外的護龍則用火磚疊砌而

成。 

宅邸外圍有豬舍、牛欄，宅院內共有五口井，分別設於

天井、廚房及後院，是日常用水的來源，但現在已使用

自來水。 

值得一提的是，「雙堂屋」的建材是由福建買來的杉木，

繁複的雕花見證當時對伙(夥)房興建的重視。 

 

4. 第四站：客家宗祠--鄭大模公祠的

建築特色 

鄭大模公祠是高山頂地區鄭家的

祖祠，又稱為「道東堂」，「道

東」兩字為鄭家「堂號」，源自

《左傳》中鄭武公(「我周之東

遷，鄭晉為依」)及《後漢書•鄭玄

傳》中鄭玄(「吾道東矣」)的事蹟。 

鄭大模公祠建造完成迄今已二百

年，其間共經三次整建，現為一堂兩橫的三合院鋼筋混

泥土結構，座東朝西，座落於月眉山的山腰，穴位佳，

因宅前山形傾斜形成煞氣，故將門樓放置南邊。 

在鄭大模公祠正堂外有一系列壁畫，描述鄭大模渡海來

台開墾的過程。除了壁畫，也矗立著仁潛婆的雕像，以

紀念這位大公無私，為鄭家延續香火命脈的鄭家媳婦。 

鄭大模公祠內供奉著鄭家歷代祖先的牌位，也奉祀同為

鄭姓的鄭成功像，上方並有「開台聖祖」匾額。 

 

三、 綜合活動 

1. 完成學習單：請各組隔天繳交一份詳實的學習單紀錄。 

2. 小組報告：請各組討論實察中所見、所聞、所感，上台

報告實察心得。 

3. 教師總結：今天的實察課程主要帶領同學認識學校附近

的客家文化，希望透過對在地客家文化的認同與關懷，

培養同學尊重多元文化的同理心；如果本身是客家人的

同學，也能開始關心自己族群的文化，進而學習其精

髓，成為客家文化的傳承者。 

 

學生認真研究鄭大
模公祠的圍牆壁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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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單元：高山頂上的埤塘 

1-4-3 

2-2-1 

2-4-1 

3-1-2 

3-4-1 

第一堂課：桌遊體驗-逃離地球 Pioneer 

一、 課前準備 

1. 課前請學生自行以 5至 7人為一組，全班大略分為四

組，在上課前完成分組並依組別就坐。 

2. 每組一套桌遊｢逃離地球｣。 

二、 遊戲規則 

1. 故事背景：人類過度開發地球，在沒有做好環境保育的

情況下，使得地球無法居住，幸好在某個星系上發現一

個跟地球類似的行星，所以這次人們是否會再次破壞抑

或是成功地製造出適合的環境？ 

2. 角色設定：每位玩家即是星球拓荒者，每位玩家擁有五

位開發工人與一位工頭，可以進行建築物的建設、土地

的開墾、道路的建設等。 

3. 每位玩家可以有五位工人與一位工頭，每回合抽出一張

卡牌進行土地擴張，直到所有卡牌出完，遊戲便結束；

或是星球總開發度為 100（所有玩家一同承擔開發

度），即表示土地已不適合人類居住，遊戲便宣告結束，

無勝利的玩家。 

4. 得分方式： 

A. 建築物的增建；由卡牌連接形成住宅區或工業區，當

玩家翻到第一張房屋區域後可在自己的回合上放上

一隻工人，即是由自己來增建建築區，最少兩張卡牌

可以連成一個區域，以卡牌量計算（一個最小住宅區

由兩張卡牌連成，即為 2*2=4；若是最小工廠區，即

為 3*2=6）建築物上若有機會記號，請抽取機會牌。

若是由其他人一同完成建築物（建築物上有其他玩家

的工人）則可同時得一樣多的分數，但如果其中之一

為工頭，則由工頭那方玩家獨得分數。 

B. 道路的建設：由卡牌連接形成道路，當玩家翻到第一

張道路後可在自己的回合上放上一隻工人，即是由自

己來增建道路，由起點和終點的連結來結算道路的分

數，以卡牌量計算（一個最小道路由兩張卡牌連成，

即為 1*2=2）道路上若有機會記號，請抽取機會牌。

若是由其他人一同完成道路（道路上有其他玩家的工

桌遊「逃離地球

(一組一份，共四

組) 

 

1. 本遊戲引用並

改編自桃園市

復興區霞雲國

民小學林書毅

老師之創作。 

2. 教師可在遊戲

前或結束後，

說明本桌遊之

創作理念與本

主題課程之關

係：由早期農

業社會，先人

們透過開鑿埤

塘方式進行農

耕、灌溉，屬

於低密度開

發；當我國進

入工商社會，

以經濟發展為

指導方針下，

大量的工廠、

工業區興建，

造成當地的水

質、空氣等汙

染，再加上近

年來豪宅大樓

林立等高度開

發下，先民留

下的埤塘逐漸

消逝，即使為

現存的埤塘，

其濕地的藻

類、微生物等

多樣性已逐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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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則可同時得一樣多的分數，但如果其中之一為工

頭，則由工頭那方玩家獨得分數。 

C. 土地的開墾：由卡牌連接形成土地開墾的農地，當玩

家翻到第一張土地區域後可在自己的回合上放上一

支工人，即是由自己來增建農地，在遊戲的最後由土

地連結的建築區為分數（若是土地的區域包含一個建

築區，分數即為 1*3=3），土地的開墾上如有其餘玩

家，則可同時得到一樣多的分數。但如果其中之一為

工頭，則由工頭那方玩家獨得分數。 

D. 機會牌：每張卡牌上皆有可能出現機會標記，玩家可

抽取機會牌，並由抽到的卡牌上的指令行動。 

5. 開發度的表示如下（由開發度轉盤計算）： 

A. 增建建築區：每個區域皆會增加開發度；住宅區最小

開發度為 2，若是住宅區的卡牌超過 3張，則每增加

一張則開發度增加 1；工業區最小開發度為 3，若是

該區的卡牌超過 3張，則每增加一張則開發度增加 1。

如果住宅區或工業區鄰近河流或海洋，則開發度+3。 

B. 道路的增建：道路若超過 2張卡牌則增加開發度 1，

往後每增加 2張道路卡牌，則增加開發度 1。 

C. 土地的開墾：土地的每次開墾皆會增加 5。 

D. 玩家可在任何回合裡在自己的建築區增設學校（開發

度-10，分數-10），環境教育所（開發度-5，分數-5），

或農地上增建水土保持單位（開發度-15，分數-15）。 

三、 勝利條件 

1. 當所有卡牌已用完，土地開發度也未到無法居住時，由

記分板上玩家獲得的分數來排名。 

2. 若是開發度在遊戲中已達到 100，該星球無法居住人

類，遊戲便宣告結束，並且此局無勝利者。 

四、 引導討論 

1. 向學生提問問題並討論： 

A. 自己組別的開發程度是否有達到 100？為什麼？ 

B. 高山頂的埤塘環境要如何善用，才不會達到 100？ 

C. 承上題，要如何兼顧本地的產業發展與生態環境？ 

2. 教師統整討論結果，說明此遊戲是為了讓同學了解土地

資源如何利用，才能維持產業發展與生態環境之平衡。 

減少。因此透

過本遊戲寓教

於樂之方式，

讓學生了解此

議題之重要

性。 

3. 本桌遊著重在

於遊戲結束後

之體會。因此

在操作本桌遊

時，可融入校

方所在地之環

境問題，並引

導學生思考解

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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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1-6-1 

2-1-1 

2-2-1 

3-1-1 

3-1-2 

3-4-1 

第二堂課：認識高山頂的埤塘 

一、 課前準備 

1. 課前請學生自行以 5 至 7 人為一組，全班大略分為四

組，並在上課前完成分組。 

2. 分組原則：同一組應有不同性別，並選出小組長負責統

籌意見、主持討論，即完成報告撰寫。 

3. 事前請學生閱讀｢高山頂上的陂塘｣7及｢美麗的龍潭、平

鎮的陂塘｣8摺頁。 

4. 各組各自完成一篇心得報告（400 至 600 字）。 

二、 引起動機（5 分鐘） 

【欣賞】播放民歌《秋蟬》9，本曲為民國 80 年代最有名

的校園民歌，為本校校友李子恆所作，描寫楊梅高中旁邊

的池塘｢夢湖｣。本校所在地之高山頂地區的埤塘是全桃園

地區最多、最美的。 

 

三、 發展活動 

1. 【講述】（5 分鐘）認識楊梅

高山頂地區的自然、地理環

境，包括土壤、氣候、海拔、

水系、埤塘最多的原因及分

布狀況；石門大圳取代埤塘

灌溉功能，公共建設常填平埤塘…，而造成數量減少。 

2. 【講述】（5 分鐘）公池、母池、子池的意義，並以高

山頂地區的埤塘為例。象鼻埤：該埤塘係為了好幾個埤

塘興建的母池。 

3. 【講述】（10 分鐘）埤塘的開挖： 

A. 埤塘的選點； 

B. 埤塘的土質； 

C. 埤塘的植栽； 

D. 埤塘的開挖、牛隻和人力合作； 

E. 塘涵－避免潰堤； 

1. 教學投影片。 

2. 投影與音響

設備 1 組。 

3. 楊梅高山頂

地理模型。 

4. 本校拍攝之

《夢想啟航》

DVD。 

5. ｢高山頂上的

陂塘｣摺頁

（一人一

份）。 

6. ｢美麗的龍

潭、平鎮陂塘

｣摺頁（一人

一份）。 

 

1. 在上課前完成

分組，並選出正

副小組長之組

別有加分。以評

鑑學生任務執

行之能力。 

2. 上課發表之內

容。 

3. 課前閱讀之心

得報告，一組一

篇。 

4. 課後心得、討論

及高山頂埤塘

旅遊規劃報告

一篇。 

                                                      
7
 吳聲昱、賀華興老師指導學生聯合撰作｢高山頂上的陂塘｣摺頁，（國立楊梅高級中學製發，2015 年 3 月）。 

8
 吳聲昱、賀華興老師指導學生聯合撰作｢美麗的龍潭、平鎮的陂塘｣摺頁，（國立楊梅高級中學製發，2015 年 6 月）。 

9
 李子恆作詞作曲，徐曉菁、楊芳儀主唱之《秋蟬》，（滾石唱片 Youtube 頻道），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cXd1XI4eIA。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cXd1XI4e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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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埤塘依持分維護。 

4. 【講述】（5 分鐘）桃

園各地區埤塘特色： 

A. 山區：半月型； 

B. 平地：多變化； 

C. 望天池系統、溪流

和圳溝系統、河口扇形區系統等之介紹。 

5. 【講述】（15 分鐘）高山頂的埤塘介紹： 

A. 炭窯池、B.圓盾頭 U 型埤、C.黎家池、D.田尾埤、

E.劉家池、F.高上池、G.高山池、H.詹家池、I.黃家

池、J.古家池、K.鄭家池、L.豬哥陂、M.環 16B 池、

N.高爾夫球場池、O.夢湖。 

 

四、 課程總結（5 分鐘） 

1. 【發表】各組對於本課程之心得分享。 

2. 教師總結各組心得。 

3. 教師提醒學生以下事項： 

A. 閱讀本校出版之摺頁｢楊梅水生植物｣10、｢楊梅 731

號池的台北赤蛙｣11。 

B. 閱讀書籍《桃園市淡水原生魚類的生態與保育》12第

一章、《人與地的對話：高榮地區埤塘 

C. 及 731 號濕地的人文、水文、水質、微生物與生態》
13關於高榮社區發展協會之部分。 

1-6-1 

2-1-1 

2-2-1 

2-3-1 

3-1-1 

3-1-2 

3-4-1 

第二堂課：高山頂地區埤塘保育與維護的公民行動 

一、 課前準備 

1. 學生閱讀本校出版品之以下摺頁： 

A. 楊梅水生植物、 

B. 楊梅 731 號池的台北赤蛙。 

2. 學生閱讀本校出版品之以下書籍 

A. 《桃園市淡水原生魚類的生態與保育》第一章、 

B. 《人與地的對話：高榮地區埤塘及 731 號濕地的人

1. 教學投影片。 

2. 投影與音響

設備 1 組。 

3. 水生植物實

體包括： 

黃花莕葉、 

桃園藺、 

桃園石龍尾、 

1. 繪製鄉土水域

動植物各一

幅，並說明對此

之認識。 

2. 比較台北赤蛙

在新北市石

門、三芝、桃園

楊梅、台南官

                                                      
10

 吳聲昱、賀華興老師指導學生聯合撰作｢楊梅的水生植物｣摺頁，（國立楊梅高級中學製發）。 
11

 吳聲昱、賀華興老師指導學生聯合撰作｢楊梅 731 號池的台北赤蛙｣摺頁，（國立楊梅高級中學製發）。 
12

 鍾宸瑞、賀華興(2015)：《桃園境內的原生淡水魚類生態介紹》，國立楊梅高級中學、台灣原生魚類保育協會。 
13

 賀華興主編(2011)：《人與地的對話：高榮地區埤塘及 731 號濕地的人文、水文、水質、微生物與生態》，國立楊梅

高級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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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水文、水質、微生物與生態》關於高榮社區發

展協會之部分。 

二、 引起動機 

    【發表】（10 分鐘）請各組同學分別推舉代表一名，

發表閱讀心得。 

三、 發展活動 

1. 【講述】（15 分鐘）以投影片用倒敘方式，讓同學看到

一口埤塘正受怪手破壞。（其實她是楊梅生態最豐富的

池塘，曾經受全國生態專家矚目。） 

2. 以實物配合投影介紹：如台北赤蛙、雙截蜻蜓、黃花莕

菓、烏蘇里聚藻、田蔥、寬葉主氈苔等。（因為 66 快速

道路通過，埤塘被填平，池沼生態被破壞，一個無言的

悲歌。） 

3. 【發表】（5 分鐘）觀影結束後，請學生發表心得感言。 

4. 【講述】（15 分鐘） 

A. 731 號池設立為重要動物保護區的緣由與始末。 

B. 台北赤蛙生活史介紹。 

C. 731 號池重要動植物與外來種之介紹：柴棺龜、赤腹

遊蛇、小莕菜、絲葉狸藻與福壽螺等。 

D. 透過中時、自由、聯合等媒體報導介紹｢我們的島｣。 

E. 楊梅高榮社區發展協會和巡守隊的合作與努力。 

F. 台北市立動物園專家的研究。 

G. 楊梅高中歷屆同學的努力。 

四、 課程總結（5 分鐘） 

1. 【發表】請學生發表心得感言。 

2. 教師總結兩堂課之內容。 

水杉菜、 

烏蘇里聚藻、 

長葉茅膏菜、 

寬葉毛氈苔、 

窄葉澤瀉、 

大葉榖精草、 

披針葉水蓑

衣 

4. 水生動物實

體包括： 

水螳螂、 

大負子蟲、 

紅娘筆、 

龍蝨。 

 

田、屏東萬巒四

地的保育狀況。 

第三單元：梅岡問題的公民行動方案 

1-4-3 

1-5-2 

1-7-1 

2-1-1 

2-2-1 

2-3-1 

2-4-1 

3-1-1 

第一堂課：問題追追追 

一、 課前準備 

1. 課前請學生自行以 8~12 人為一組，全班大略共分為四

組，並在上課前完成分組。 

2. 同一組應有不同之性別，並選出正副小組長來負責統籌

意見、主持討論與分派工作。 

二、 建立默契（5 分鐘） 

1. 請班上依照組別就坐，各組領取 3 張「公民行動方案草

1. 教學投影片。 

2. 投影與音響

設備 1 組。 

3. 影片﹤｢賦予

改變的能力」

加入公民行

動方案行列 

ACTION!﹥。 

1. 在上課前完成

分組，並選出正

副小組長之組

別有加分。以評

鑑學生任務執

行之能力。 

2. 評鑑各組討論

狀況，若全組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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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3-2-1 

3-3-1 

3-3-2 

3-4-1 

3-5-2 

案表」。 

2. 說明本堂課教學內容、流程與規範。 

A. 公民行動方案之概說與其精神。 

B. 探索當地社區有哪些公共問題可待解決。 

C. 請組長指派兩名同學擔任紀錄，記錄小組討論內容。 

 

三、 發展活動 

1. 【講述】（10 分鐘）簡單介紹公民行動方案之要領與意

義，並輔以影片﹤｢賦予改變的能力」加入公民行動方

案行列 ACTION!﹥說明。說明內容如下：  

A. 公民行動方案之意義：針對自己關心的公共議題、

政策、規範或社會現象等所產生之問題，並分析其

問題成因而找出解決方

法，並嘗試以合法管道讓相

關單位改善。 

 公民行動方案研究流程：擬

定問題→分析研究問題→

設想各種可行政策→分析後擬定各組認為合適的政

策→設想如何實現各組政策的方法。 

2. 【討論】（10 分鐘）引導學生思考、討論社區的公共問

題，並給予各組參考資料影本，14亦可讓學生使用智慧

型手機查詢，題目如下：  

A. 針對社區的「文史資源」，目前面臨什麼問題？請描

述問題現況。 

B. 在科學昌明、社會富庶的現代，本地區「客家信仰」

存在的價值（現代意識）為何？ 

C. 本地客家宗祠的意義與特色是否與現代西方社會產

生一些價值上的衝突？「全盤西化」好嗎？如何讓

彼此相互涵化？ 

D. 針對當地的「埤塘環境」，目前面臨什麼問題？請描

述問題現況。 

E. 本地埤塘外來種雖然侵害到本土品種的生長， 

3. 【發表】（5 分鐘）各組以一分鐘的時間上台說明討論

4. 公民行動方

案草案表共

12 張。 

5. 問題確認分

析表共 12

張。 

6. 國立台灣圖

書館網站使

用說明（每人

一張）。 

7. 註腳 12 的參

考資料（一組

三份）。 

心討論議題內

容則有加分。 

3. 各組發表狀

況，包括內容完

整度、臺風。 

4. 發表時，檢視其

他組別的聆聽

狀況，藉此學習

尊重。 

                                                      
14

 參考資源包括：陳其澎(2006)：《桃園臺地埤塘行腳地圖》，桃園縣政府文化局，頁 112~124；黃厚源等編著(2003)：

《話我家鄉楊梅鎮－楊梅壢篇》，桃園縣人與地鄉土文化研究學會，頁 77~88；黃厚源主編(2011)：《過往今來話埔心》，

財團法人世聯倉運文教基金會，頁 100~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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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並在上階段討論結束前，將上述兩個問題的答案

寫在黑板上。 

4. 【講述】（5 分鐘）整理並回饋

學生發表之內容，簡要說明目前

當地所面臨的文史與生態議題。 

5. 【講述】（5 分鐘）透過公民行

動方案草案表，輔以投影片，逐步說明議題的選取方

式、議題的研究動機、研究目的。本次課程選取的議題

設定在有關於社區發展與社區困境相關問題。 

6. 【討論】（5 分鐘）各組學生選取議題，擬定研究動機，

並將討論議題寫在黑板上。 

7. 分組討論時，於各組發下 3 張問題確認分析表。 

 

四、 課程總結 

1. 請各組簡要說明選取之議題，以及選取該議題之動機。

（3 分鐘） 

2. 教師總結今日授課內容。（1 分鐘） 

3. 教師說明下次上課應完成事項。（1 分鐘） 

A. 各組完成一張問題確認分析表，並要求所有組員明

確了解自己組別擬定之問題。 

B. 各組完成公民行動方案草案表至問題說明、分析問

題、權責單位等部分。 

4. 發下「國立台灣圖書館網站使用說明」單張，鼓勵學生

上網辦證，以及從中查詢相關資料。 

1-4-3 

1-5-2 

1-7-1 

2-1-1 

2-2-1 

2-3-1 

2-4-1 

3-1-1 

3-1-2 

3-2-1 

3-3-1 

第二堂課：尋找解決方法 

一、 課前準備 

    提醒學生攜帶各組的公民行動方案草案表與問題確認

分析表。 

 

二、 引起動機（10 分鐘） 

1. 學生依照組別入座。 

2. 請各組給組長給自己組員進行編號 1~10。 

3. 同樣編號的學生坐一桌，四人一桌皆為不同組，總共約

分成 12 桌。 

4. 【發表】心得分享：同桌學生互相分享自己組別設定之

1. 教學投影片。 

2. 投影與音響

設備 X1 組。 

3. 小黑板 X4

面。 

4. 粉筆各組 1

支。 

5. 響鈴 X1。 

 

1. 上課前完成前

一堂課交代事

項，以評鑑學

生任務執行之

能力。 

2. 各組發表狀

況，包括內容

完整度、臺

風。 

3. 發表時，檢視

其他組別的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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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3-4-1 

3-5-2 

議題，及研究議題過程中的心得感想。一人分享一分

鐘，教師以鈴聲為換人分享的通知。 

5. 【發表】抽取三桌派遣代表向全班分享。 

 

三、 發展活動 

1. 請各桌學生回歸各組。 

2. 【討論】（5 分鐘）請各組討論其所探討之議題： 

A. 該議題的問題現況，一項即可。例如：埤塘生物多

樣性從 N 年前的 1000 種，至今已減少到 100 種。 

B. 該問題形成之原因。例如：應工業區排放廢水，導

致生態多樣性減少。 

C. 誰是負責單位？ 

3. 各組將上述三題的討論結果寫在小黑板上。 

4. 【發表】（5 分鐘）各組輪流將前述三題討論結果向全

班說明。 

5. 【講述】教師整理並統一回饋上述各組的報告狀況。 

6. 【講述】（5 分鐘）透過公民行動方案草案表與投影片，

加強說明如何分析與研究問題

（依班上報告狀況決定講述的

深度）。 

7. 【講述】（3 分鐘）以投影片與

公民行動方案草案表來介紹公

民行動方案的第二步驟－找出可行政策。引導學生如何

對症下藥，並說明每項政策應分析其利弊得失。 

8. 【講述】（2 分鐘）續前項，介

紹第三步驟－我方政策，即在所

有可行政策中，找出符合比例原

則、可行性最高的政策作為各組

的政策，並說明選擇該政策之原

因及合法性與正當性。 

9. 【討論】（10 分鐘）請各組依據其擬定之問題，討論出

該問題的可行政策與我方政策。 

10. 【講述】（5 分鐘）教師介紹第四步驟－行動方案：如

何凝聚當地居民支持各組的看法，以增加其正當性？ 

A. 如何說服反對此政策之人士？ 

B. 如何說服相關單位執行各組擬定之政策？ 

聽狀況，藉此

學習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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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課程總結 

1. 【討論與發表】各組以 2 分鐘

時間分享今日之收穫，並抽兩

組發表。 

2. 交代功課與課程預告： 

A. 各組於下次上課前完成行動方案四個步驟，以投影

片與四塊展示板呈現之，每組報告時間 8 分鐘。 

B. 在報告之前，已實際操作公民行動方案之組別，並

附上執行過程與成果，則有額外加分。 

1-4-3 

1-5-2 

1-7-1 

2-1-1 

2-2-1 

2-3-1 

2-4-1 

3-1-1 

3-1-2 

3-2-1 

3-3-1 

3-3-2 

3-4-1 

3-5-2 

第三堂課：成果展現 

一、 課前準備 

1. 提醒學生課前將投影片檔案寄送給教師，以加速課堂報

告之流程。 

2. 教師將前兩堂課各組之加分狀況統計完畢。 

二、 引起動機 

1. 學生依照組別入座。 

2. 教師再次提醒報告規則： 

A. 每組報告時間 8 分鐘，若超過半分鐘，則強制結束

報告。 

B. 所有組員必須上臺發言。 

C. 報告時，四塊展示板置於講台兩側。 

D. 報告結束後，開放 2 分鐘的問答時間（採一問一答

形式）。 

E. 抽籤決定報告順序。 

三、 發展活動 

1. 【發表】（四組共 32 分鐘）各組輪流上台報告 8 分鐘，

第 7 分鐘鈴聲一響，第 8 分鐘鈴聲兩響，超過 30 秒請

該組結束報告。 

2. 【問答】（四組共 8 分鐘）報告組結束發表後，開放 2

分鐘的問答時間（採一問一答形式）。 

3. 發表與問答結束後，各組將

四塊展示板置於窗臺供人

觀賞。 

4. 【鑑賞】（5 分鐘）當所有組

別結束發表與問答後，將進

1. 各組報告之

投影片。 

2. 投影與音響

設備 X1 組。 

3. 響鈴 X1。 

4. 選票 X44

張，共四種花

色（一個組別

一種花色）。 

5. 獎品 X4 組。 

1. 發表時，檢視其

他組別的聆聽

狀況，藉此學習

尊重。 

2. 口頭發表之能

力： 

A. 臺風穩健

度。 

B. 音量與聲

調。 

C. 內容完整

度。 

3. 簡報內容： 

A. 內容完整

度。 

B. 問題研究的

深度與嚴謹

度。 

C. 可行政策分

析的嚴謹

度。 

D. 我方政策之

理由可說服

度。 

E. 行動方案可

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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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導覽投票行動： 

A. 各組派 1 人至該組展示板前作為導覽人員，向其他

同學介紹該組行動方案內容與成果。 

B. 教師發下選票給非導覽人員，一人一張。 

C. 5 分鐘時間，給所有學生自由導覽，將自己手中之選

票交給青睞組別之導覽人員。（禁止投給自己組別） 

D. 導覽結束後教師清點各組獲得之選票。 

5. 教師於導覽投票時間統計口頭報告之分數，以及前兩堂

課分數總和，待導覽時間結束後，再加上各組導覽之得

票數。 

四、 課程總結（5 分鐘） 

1. 公布各組總分，並依序給予表揚與獎賞。 

2. 一分鐘時間，各組學生討論這三堂課之收穫。 

3. 各組派代表向全班發表這三堂課之收穫。 

4. 教師給予總結，透過此系列課程，期望能： 

A. 培養學生之社區意識、 

B. 提升社區問題研究與解決之能力、 

C. 將課堂所學用於生活之中。 

4. 四塊展示板： 

A. 由學生票

選。 

B. 教師於課堂

後評分。 

5. 提問能力。 

6. 報告組回答問

題之能力。 

活動照片(請輔以文字說明，張數不限) 

帶領學生了解高山頂與楊梅壢之地貌 參訪高山頂啟明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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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聆聽老師對雙堂屋的講解 教師講解鄭大模的人物簡介 

仔細端詳鄭大模公祠的記事 鄭大模公祠前的合照 

學生打撈、觀察池塘內的生物 教師讓學生體驗埤塘生物的親密接觸 

老師講解池塘生態概況 
老師講解微生物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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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行動方案的社區問題搜索 公民行動方案的社區問題搜索與討論 

思考社區能被討論的公共議題 各組寫下本地區可供研究之公共問題 

於公民行動方案探討本區梅高路行人安全問題 學生關懷社區獨居長輩而舉辦彈琴唱歌活動 

學生探討本區工廠排放廢氣影響環境問題 探討工廠排放廢氣的公民行動方案成果展示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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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高路行人安全之公民行動方案展示板 高獅路行車安全之公民行動方案展示板 

桌遊「逃離地球 Pioneer」 林書毅老師帶領霞雲國小學生體驗桌遊 

學生回饋：希望能有更多時間去實施此計畫。 學生回饋：在此課程中我學會傾聽他人的意見。 
 

教學心得與省思(含學習成效分析、教學省思、修正建議等) 

     

一、 學習成效分析 

    本課程之教學理念包括主題式教學、鄉土認同與社會參與。在此部分，將以學生學習成效作為分析

依據，以檢定是否有達成預設之目標。 

1. 問卷調查 

A. 課程學習成效方面：勾選「同意」與「非常同意」達 89%，而有 11%之學生認為成效普通。 

B. 教材教法方面：同學均表示同意教師教授方式。其中「非常同意」佔 67%，「同意」佔 33%。 

C. 自我學習態度部分：高達 91%同學認為自己有認真參與課程，9%學生表示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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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喜好程度：學生均表示喜歡此次活動，非常喜歡佔 27%、

喜歡 73%。喜歡的理由由高至低如下： 

a. 全部同學均認為「可以學習到跟日常生活有關的小知

識」。 

b. 90%同學認為「可以發現到原來課程中還藏有看不到的

意義」。 

c. 90%同學認為「比平常課程來得新鮮有趣」及 70%同學

「可以獲得更深入的學習」、60%「可以經由上課討論，

開發許多思考的空間」。 

2. 影片訪問（參見教學影片） 

A. 學生部分：在「清除外來種」體驗活動中，學生受訪均表

示喜愛此活動，並能藉此認識埤塘物種的特徵與差別。此部分符合學習目標之 1-6、2-2、3-1、3-5

等涵括在內之相關項目。 

B. 家長部分：此影片中，亦有訪問家長對於此課程之感受。而家長則認為此課程除了讓學生對於在

地文史知識與埤塘環境不再匱乏，更能增進對於在地之認同，而家長看見學生在學習過程中的喜

悅，自身也了解到在地精神。此部分符合 1-1、1-4、1-5、1-6、1-7、2-1、2-3、3-1、3-2、3-4、

3-5 等課程指標。 

 

二、 教學省思 

1. 教育為持續滾動的事業，新舊教師的引領傳承、激盪出更豐富課程： 

    依據嶄新的「108 課綱」，各校須研發校本課程與選修課程，而本課程作為本校因應新課綱的校

本與選修課程的試點計畫，以其打破學科本位限制，共同為在地與學生量身打造適宜的主題課程。因

此，本教案為橫跨高中歷史、地理、公民，以及生物之主題式課程，並以協同教學之方式搭配授課。

所以，在教案中可看見參與的教師，以各自的專長，研究本地區之在地的風土民情與地方特色。 

    本校在幾年前已推行「埤塘新樂園：人與地的對話」之主題課程，因此會以過去的經驗為基礎，

本次再納入不同專長的教師參與此教案設計，使得本課程仍有異於原先的「埤塘新樂園：人與地的對

話」之課程。因而，在此次課程中，更強調身為學生能夠策畫出解決社區公共問題的行動方案，以培

養其公民知識、公民德行、公民技能與道德勇氣。 

    由於本次的教師群不乏本學期首次參與者，因此在專長交流與協同教學的過程中，除了有既有經

驗的領導，亦有新的活水引入，使得本地鄉土教育課程日趨豐富。 

2. 課程總量龐大，時間與篇幅受限： 

    本課程預計在未來成為一個學期的主題式選修課程，因此在課程設計與教學安排上，參與教師多

以整學期課程安排之角度撰寫此教案，而本教案在主題安排與課堂數，則是經由壓縮後加以呈現。 

3. 灑下愛鄉愛土的種子： 

    在授課的過程當中，可看出此課程深受學生喜愛。無論是實地訪查、擔任生態志工以及探討行動

方案時，學生熱烈、專注的神情令人印象深刻。正所謂：「教育是不斷滾動的事業。」學校教師每隔

一段時間則新舊交替，而學生才是長居於此的在地人，倘若在此課程中進一步培養小小解說員，並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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埤塘及文化景點與 Google map 結合，邀請學生的國中同學、社區人士，透過導覽活動，讓大家更深

入認識自己的家鄉。此外，若能訪問在地耆老、社區理事長、社區志工，並了解當地埤塘係透過先人

篳路藍縷、胼手胝足開挖形成，透過影片剪輯，更能感動學生，以增加更多愛鄉愛土的種子。 

 

三、 修正建議 

1. 可納入更多當地產業特色： 

    楊梅區因國道一號與台鐵車站，使得許多產業投資設廠於此，以物流業居多。高山頂地區更設有

幼獅擴大工業區，因此本地產業十分豐富。其中，部分產業更設置了具教育價值的觀光工廠、博物館

或休閒牧場，包括郭元益糕餅博物館、白木屋品牌探索館、雅聞保養品魅力博覽館、味全埔心牧場等。

如此豐富的產業資源，未來可以將這些特色安排至課程當中。 

2. 許多媒體報導本地之生態保護區，可斟酌納入課程中： 

      本地有 731 號池，為全國最小的動物保護區，生態電視節目或公共電視節目「我們的島」已對此

拍攝多支影片，建議課程設計可安排學生於課前觀看，撰寫心得並於課程中討論。 

3. 外來種生命倫理的反思： 

    根據陂塘生態調查結果，發現本地出現很嚴重的外來物種入侵問題，已危害到原生動植物的生

存，其中的外來種包括福壽螺、美國螯蝦、白頷樹蛙等。在高中公民與社會科第三冊「生命倫理」部

分揭櫫萬物皆有生命，假如以清除外來種作為志工課程，是否輕視了外來種之生命，此課程該如何進

行、如何說明，對於學生認知的「生命倫理」實屬重要。 

4. 可增加田野訪查活動 

    以本校學生特性而言，對於實作、訪查課程較有學習動機。以本次課程的學生回饋單的結果觀之，

學生多半希望能舉辦更多的生態調查及在地文化古蹟參觀活動，未來可設計更多在地實察課程。 

5. 學習單、簡報與實體等教學媒介的重要性： 

    為了能評鑑學生的課堂收穫，卻又不落於傳統的學科紙筆測驗，學習單的設計實屬重要。而課程

授課簡報相對於傳統板書教學而言，更具多媒體的學習效果。因此，學習單與課程簡報日後可更加多

元化，提升學生學習的成果以及增加學生學習、思考的深度。此外，本課程埤塘生態的部分，由於許

多物種紛紛面臨滅種或瀕危的處境，透過物種實體的解說及展示，更能提醒同學當前生態保育的重要。 

6. 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討論 

    自臺灣 60 年代以來，國家總體規劃以經濟發展掛帥，促使我國曾有經濟起飛、台灣奇蹟之榮景。

然而，在追求經濟成長的過程中，環境遭受破壞的事件屢見不鮮。近年來，人民的環境意識抬頭，環

境思維從人類中心逐漸轉變為生態中心。在本地區，產業與人口的進駐雖然可增加其就業機會，但有

可能使當地原生環境與文史資源遭受破壞。因此，經濟發展與環境倫理孰優？孰劣？亦可為學生探討

之議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