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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辦理「理念及實驗學校線上學習營隊」實施計畫 

一、目標： 

因應疫情辦理線上營隊，提供多元優質的課程內容，搭配本縣理念及實驗學校近年來累

積豐富的教學成果，精選各校亮點特色主題，達成本縣學生於夏日期間增廣見聞不輟學

的目標。 

二、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屏東縣政府教育處 

(二)承辦單位：北葉國小、石門國小、同安國小、竹田國小、和平國小、枋寮高中、長

榮百合國小、青葉國小、南州國中、建國國小、萬丹國中、榮華國小、餉潭國小、賽

嘉國小及霧臺國小。 

三、活動說明 

 (一)辦理日期：110年 7月-110年 8月 

 (二)辦理方式：以線上方式辦理。 

 (三)活動主題及相關訊息：如附件 1。 

四、注意事項： 

(一)本次線上營隊將全程錄影，並串流至 YouTube 平臺且上傳於本府教育處相關網站； 

 參加線上營隊者即視為同意授權課程過程中之肖像權，倘未同意敬請關閉自行關閉 

 視訊鏡頭。 

(二)本次線上營隊課程內容將於營隊結束後上傳於本府教育處「停課不停學-防疫專  

 區」，提供本縣學生隨時學習不停歇。 

(三)為利線上營隊活動進行，每場次以 50 名學生加入為限，各項課程開始後 15 分鐘後  

 不再開放(重新)加入，如有需求敬請至本府教育處「停課不停學-防疫專區」觀看。 

(四)本府教育處「停課不停學-防疫專區」網址：https://reurl.cc/eEGL1M 

 

 

 

  

五、預期效益： 

  (一)透過線上主題式單元課程，拓展學生學習視野並於暑假期間充實學習。 

  (二)提升學生對自我、家鄉、社會及大自然等認知、情意、技能等多元智識。   

  (三)藉由參與營隊協助學生從中獲得相關知識技能激發其興趣及專長。 

六、本計畫經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七、獎勵：相關承辦人員依據屏東縣國民中小學教職員獎懲原則辦理敘獎。

停課不停學-防疫專區 
QR Code 

https://reurl.cc/eEGL1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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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屏東縣 109 學年度理念及實驗教育線上學習營隊-課程資訊一覽表 

編號 主題 教學人員姓名 同步日期與時間 建議參加對象 簡介 
Google Meet 

視訊網址/會議代碼 

1 

「原」來閱讀閱

有趣 

石門國小 

周淑琴 

110 年 7月 8日 

星期四 

09：00-11:00 

 

國小 1年級以上 在地繪本分享：我想你爸爸。蘊含

南排灣文化，加入族語版本，更是

市面上少見的全新原創、而非神話

改編的讀本，豐富原住民語繪本的

多元性。 

網址：

https://meet.google.com

/exn-xink-mfk 

代碼： 

exn-xink-mfk 

 

2 

禮納里場域： 

走過 10年-禮納

里的變遷故事 

長榮百合國小 

蔡國興 

部落教師 

李明義 

陳濬哲 

110 年 7月 8日 

星期四 

14:00~16:00 

 

國小三~六年級 莫拉克風災對部落的影響、禮納

里”大””家””好”部落簡介、

禮納里各部落家屋文化圖騰簡介、

禮納里公共空間建築美學簡介 

網址：

https://meet.google.com

/zhy-srid-pzx 

代碼： 

zhy-srid-pzx 

3 魯凱族淡水魚 

霧臺國小 

巴正義 

鄭其宗 

110 年 7月 9日 

星期五 

9:00~11:00 

國小五年級以上 
魯凱族淡水魚的認識及科學分類 

魯凱族傳統漁獵認識 

網址：

meet.google.com/ieq-

ipvy-sdm 

代碼： 

ieq-ipvy-sdm 

4 

校內場域： 

田間博物館-校園

田間觀察紀錄 

長榮百合國小 

白雅萍 

林子雯 

黃湘蓮 

柳曉瑜 

110 年 7月 9日 

星期五 

10:00~12:00 

國小三、四年級 小米的田間生態介紹、田裡的文化

祭儀及其他傳統作物簡介、田間觀

察紀錄分享、田間課程影片回顧、

孩子的看見與分享 

網址：

https://meet.google.com

/zhy-srid-pzx 

代碼： 

zhy-srid-pzx 

 

5 

舊部落場域： 

尋路舊好茶深遊

舊部落 

長榮百合國小 

高佩文 

胡恆驥 

林子雯 

110 年 7月 9日 

星期五 

14:00~16:00 

國小高年級以上 舊部落地理及生態簡介、認識等高

線地圖及舊部落立體地圖、舊部落

學習影片回顧、孩子的看見與分享 

網址：

https://meet.google.com

/zhy-srid-pzx 

代碼： 

zhy-srid-pzx 

https://meet.google.com/exn-xink-mfk
https://meet.google.com/exn-xink-mfk
https://meet.google.com/zhy-srid-pzx
https://meet.google.com/zhy-srid-pzx
https://meet.google.com/zhy-srid-pzx
https://meet.google.com/zhy-srid-pzx
https://meet.google.com/zhy-srid-pzx
https://meet.google.com/zhy-srid-pzx
https://meet.google.com/zhy-srid-pzx
https://meet.google.com/zhy-srid-pzx
https://meet.google.com/zhy-srid-pz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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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主題 教學人員姓名 同步日期與時間 建議參加對象 簡介 
Google Meet 

視訊網址/會議代碼 

6 

Code.org 建國國小 

羅培仁 

110 年 7月 12日 

星期一 

8:00~10:00 

國小三年級以上 介紹 code.org基本知識、功能及程

式撰寫的觀念 

 

第一單元 code.org網站探索 

1. 觀賞影片 

2. 介紹網站 

3. 瀏覽網站資源 

4. 推薦好用的學習資源 

5. 自學時間 

 

第二單元 code.org舞蹈派對實作 

1. 觀賞影片 

2. 程式積木解說 

3. 舞蹈實作 

4. 編舞大賽 

自學時間 

網址： 

https://meet.google.com

/hyv-emyx-ebx 

代碼： 

hyvemyxebx 

7 

ScratchJr 建國國小 

何姵瑩 

110 年 7月 12日 

星期一 

10:00~12:00 

國小三年級以上 第一單元:軟體介紹 

1.介紹 Scratch Jr 程式 

2.安裝 ScratchJr  

3.操作介面導覽  

4.程式積木介面介紹 

 

第二單元: 基礎運用 

1.移動 

2.旋轉 

3.說話 

4.縮放 

5.顯示和隱藏 

6.聲音 

網址： 

https://meet.google.com

/hyv-emyx-ebx 

代碼： 

hyvemyxeb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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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主題 教學人員姓名 同步日期與時間 建議參加對象 簡介 
Google Meet 

視訊網址/會議代碼 

7.等待 

8.速度 

9.重複 

 

第三單元:體驗程式語言的樂趣 

龜兔賽跑專案製作 

8 

Inkscape教學

(一) 

南州國中 

陳霈軒 

110 年 7月 12日 

星期一 

09:00-11:00 

國中一年級以上 用 Inkscpae劃出基本圖形，最後劃

出一顆愛心及其他複合式圖形 

網址：

https://meet.google.com

/lookup/acgfjohfz4 

代碼：72n522z 

9 

防疫桌遊 竹田國小 

許雅評 

110 年 7月 12日 

星期一 

10:00-12:00  

國小中高年級& 

國小低年級（家

長陪同） 

防疫相關桌遊講解與介紹 網址：

https://meet.google.com

/nac-dzry-gvs 

代碼： 

nac-dzry-gvs 

10 

自製桌遊 竹田國小 

許雅評 

110 年 7月 12日 

星期一 

14:00-16:00  

國小中高年級& 

國小低年級（家

長陪同） 

簡易自製桌遊講解與介紹 網址：

https://meet.google.com

/mrh-nyem-hnf 

代碼： 

mrh-nyem-hnf 

11 

出去走走 

 

萬丹國中 

昌淑鈴 

萬丹國中 

外師 JASON 

110 年 7月 13日 

星期二 

08:20~11:50 

 

國小畢業生與 

國中七年級 

Travel to the USA 

Food in the USA 

 

網址：

https://meet.google.com

/lookup/eevpwbba62 

代碼： 

4b6gj54 

12 

從「石」開始 

 

萬丹國中 

昌淑鈴 

文藻外語大學 

廖宜虹助理教授 

110 年 7月 14日 

星期三 

08:30~11:50 

國小畢業生與 

國中七年級 

透過英語繪本中主角（一顆石頭）

的視角帶學生認識如何分享和情

緒，並讓學生跟著探索自我情緒並

且將情緒分享出去。 

網址： 

https://meet.google.com

/lookup/eevpwbba62 

代碼：4b6gj54 

https://meet.google.com/nac-dzry-gvs
https://meet.google.com/nac-dzry-gvs
https://meet.google.com/mrh-nyem-hnf
https://meet.google.com/mrh-nyem-hnf


5 
 

編號 主題 教學人員姓名 同步日期與時間 建議參加對象 簡介 
Google Meet 

視訊網址/會議代碼 

13 

用邏輯玩遊戲 餉潭國小 

趙政皓 

110 年 7月 14日 

星期三 

09:00~11:30 

 

國小三年級 code.org及 scratch兩個網頁 網址：

https://meet.google.com

/uhh-emrd-mnj 

代碼：uhh-emrd-mnj 

14 

泡茶｢ㄑㄩˋ｣ 餉潭國小 

陳寶蓁 

110 年 7月 14日 

星期三 

13:50~15:50 

國小三~五年級 1. 茶席知多少 

2. 茶帖的製作 

3. 泡茶品茗 

網址：

https://meet.google.com

/cwb-kkig-rnd 

代碼：cwb-kkig-rnd 

15 

排灣文學 

部落民謠小包車 

賽嘉國小 

柯李文浩(Pali) 

110年 7月 15日 

星期四 

9:30-12:00 

中年級以上 

學生 

課程內容簡介： 

從部落民謠-小包車的故事背景帶入

到歌詞的內容，描述部落早期的生

活樣貌以及原民的經濟及生活轉

變。 

詼諧帶點淡淡哀傷得歌詞搭配上輕

快的歌曲 

呈現部落族人樂天自嘲的幽默感 

教學活動內容： 

1認識故事背景及早期部落生活 

2族語唸唸看 

3.歌曲教學 

4.影片欣賞 

網址： 

meet.google.com/iyn-

dsbk-wsz 

代碼： 

iyn-dsbk-wsz 

16 

旮禾麼戈麼繪本

導讀 

魯凱星座 

霧臺國小 

鄭其宗 

巴正義 

110 年 7月 15日 

星期四 

9:00~11:00 

國小五年級以上 
魯凱語繪本導讀 

傳統獵人文化及星座 

網址：

meet.google.com/ieq-

ipvy-sdm 

代碼：ieq-ipvy-sdm 

17 

昆蟲在哪兒 榮華國小 

李圓中 

110年 7月 15日 

星期四 

10:00~12:00 

國小四年級以上 昆蟲在哪兒 網址：

https://meet.google.com

/rgq-ubha-twq 

代碼：rgq-ubha-twq 

https://meet.google.com/iyn-dsbk-wsz?hs=122&authuser=1
https://meet.google.com/iyn-dsbk-wsz?hs=122&authuse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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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主題 教學人員姓名 同步日期與時間 建議參加對象 簡介 
Google Meet 

視訊網址/會議代碼 

18 

南排文化防災遊

學營 

石門國小 

蔡霜琴 

杜詩韻 

110 年 7月 15日 

星期四 

09：00-11:00 

國小 3年級以上 介紹本校南排灣族文化，透過戶外

防災教育體驗課程，認識原住民耆

老防災生態智慧及野外求生技巧，

運用在現代生活素養之學習。 

網址：

https://meet.google.com

/exn-xink-mfk 

代碼： 

exn-xink-mfk 

19 

榮華魚菜共生 榮華國小 

李圓中 

110年 7月 16日 

星期五 

10:00~12:00 

國小五年級以上 榮華魚菜共生 網址：

https://meet.google.com

/rgq-ubha-twq 

代碼：rgq-ubha-twq 

20 同安伴你遊一夏 
同安國小 

溫昇泓 

110 年 07月 16日 

星期五 

9:00-11:30 

國小五年級以上 

 同安遊什麼：同安簡介 

 帶你遊南州：線上導覽同安的

遊學路線，並作線上互動 

 帶你學 Code：介紹 code基本

知識、操作介面、線上實務操

作、任務挑戰 

網址：

https://meet.google.com

/oxz-vude-qsx 

代碼：oxz-vude-qsx 

21 

Inkscape教學

(二) 

南州國中 

陳霈軒 

110 年 7月 19日 

星期一 

09:00-11:00 

國中一年級以上 如何透過網物免費素材，利用

Inkscape再進行文藝創作 

網址：

https://meet.google.com

/lookup/eopsbypvyo 

代碼：nwalhe2 

22 

Pulima-網住你和

我 

 

北葉國小 

何玉君老師 

110 年 07月 19日 

星期一 

09:00~11:40 

國小三年級以上 1. 觀察編織品 

2. 認識編織的基本材料 

3. 了解編織的基本操作方式 

4. 獨立製作網袋 

5. 完成作品 

網址：

https://meet.google.com

/efn-xifb-yct 

會議代碼：efn-xifb-yct 

23 

達文西橋 枋寮高中 

王純淳 

110 年 7月 21日 

星期三 

10:00~12:00 

國小五年級以上 利用竹筷子製作達文西橋，這是一

種不用繩索或是黏著劑就能搭成的

交叉式拱橋。 

材料準備: 

竹筷子 10~15雙 

網址：

https://meet.google.com

/lookup/dh3lswaian 

代碼：hr5r23y 

https://meet.google.com/exn-xink-mfk
https://meet.google.com/exn-xink-mfk
https://meet.google.com/efn-xifb-yct
https://meet.google.com/efn-xifb-yct
https://meet.google.com/efn-xifb-y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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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主題 教學人員姓名 同步日期與時間 建議參加對象 簡介 
Google Meet 

視訊網址/會議代碼 

24 

虹吸小水車 枋寮高中 

黃鈺珊 

110 年 7月 21日 

星期三 

14:00~16:00 

國中 

二、三年級 

介紹虹吸及壓力基本知識，虹吸小

水車製作教學 

材料準備： 

熱熔膠槍、剪刀、美工刀、螺絲起

子或電鑽、尺、膠條數條、冰棒棍

數包、竹籤*1、吸管數支、寶特瓶

蓋*2、未開封鋁罐(汽水罐)*1、水

盆*1 

網址：

https://meet.google.com

/lookup/guxhod5h74 

代碼：qseexfx 

25 

科學小創客 和平國小 

謝秀芳 

鄭曉佩 

鄭雅如 

110 年 8月 3日 

星期二 

9:00-11:00 

 

國小三年級以上 科學創意 DIY 網址： 

meet.google.com/vxq-

wyra-kcx 

代碼：vxq-wyra-kcx 

26 

夏日樂學 

capi-烤出 

Drekey的未來 

北葉國小 

徐仁輝老師 

 

110 年 8月 5日 

星期一 

09:00~11:40 

國小三年級以上 1. 認識魯凱小米文化 

小米餅占卜 

2. 認識小米餅的材料 

3. 實作小米餅 

4. 完成小米餅 

網址：

https://meet.google.com

/mhj-ztiz-eny 

代碼：mhj-ztiz-eny 

27 

泰拉慶魔法 賽嘉國小 

徐德欽 

110 年 8月 6日 

星期五 

9:00-11:00 

國小高年級 排灣文化為主軸的數學學習，探究

排灣族生活上的數學。 

課程中含九九乘法表、因倍數、質

合數 

網址： 

meet.google.com/fhv-

mrhp-weg 

代碼： 

fhv-mrhp-weg 

 

28 

程式設計師 和平國小 

謝秀芳 

鄭曉佩 

鄭雅如 

110 年 8月 10日 

星期二 

9:00-11:00 

 

國小一到三年級 從鏡頭前的互動遊戲到線上小遊

戲，逐步培養運算思維，學習程式

設計 

網址：

meet.google.com/zqh-

rdvp-ffb 

代碼：zqh-rdvp-ffb 

29 
百合書籤 青葉國小 

實驗教育推動教師 

110 年 8月 11日

星期三 

國小三、四年級 1. 認識魯凱族的百合花： 

魯凱族的族花叫做「野百合」。當

網址：

https://meet.google.com

https://meet.google.com/mhj-ztiz-eny
https://meet.google.com/mhj-ztiz-eny
https://meet.google.com/mhj-ztiz-eny
https://meet.google.com/evu-qeee-xp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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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主題 教學人員姓名 同步日期與時間 建議參加對象 簡介 
Google Meet 

視訊網址/會議代碼 

王姿驊 

道卡杜班德勒 

10:00-12:00 野百合開花的盛季挺立在花草

中，給人一般清新、聖潔不可侵犯

的威儀。於是魯凱族就把野百合

用來做冠冕和獎賞之用，只有勇

敢、善於獵獸的男人和忠貞守節

的女人才得以配戴。依傳統儀式

佩戴百合花除了插飾以外還有戴

在額頭上的額飾，魯凱族語

dukipi，象徵個人的榮耀聖潔，謙

卑節儉。 

這次課程我們保有魯凱族族花的

精神，來創作有別於傳統百合額

飾的使用。 

2. 手作百合花書籤教學： 

準備物品：白紙及其他色紙 A4各

一張、剪刀、毛線、雙面膠、鉛筆、

橡皮擦。（材料自備） 

步驟： 

• 白紙剪成長約 12cm 寬約 5cm，

然後對折 

• 對折後裝紙張橫放，使用鉛筆從

紙張中間處畫出、畫滿三個水滴

前端狀，紙的兩端各留 1公分。 

• 使用剪刀依著線條裁剪 

• 裁剪完將紙張打開，將雙面膠黏

貼在水滴圖案後端空白處 

• 拿出毛線剪成約 3-5公分，並將

減好的毛線垂直且平均覆蓋在

/evu-qeee-xpf 

代碼： 

evu-qeee-xpf 

https://meet.google.com/evu-qeee-xp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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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上（雨水滴平行且不超出水滴

前端） 

• 將紙張再對折後，用色紙包覆後

端裝飾即完成。 

30 

我愛唱的歌- 

marairamici愛吃

鬼 

青葉國小 

專職化族語教師

唐秀月 

110 年 8月 12日

星期四 

10:00-12:00 

 

國小三、四年級 1. 簡易介紹魯凱族飲食文化及族語

單字詞。 

2. 從認識食物的情境衍生教族語童

謠教學-marairamici 

3. 歌謠介紹：這首歌是過去魯凱孩

童鬥嘴打鬧的日常寫照，在那

個年代，沒有那麼多豐富多樣

的玩具可以玩，因此跟著父母

親下田是最好的遊戲時間。通

常孩子們會趁這個機會，彼此

吆喝，沒有惡意的嘲弄對方。 

網址：

https://meet.google.com

/evu-qeee-xpf 

代碼： 

evu-qeee-xp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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