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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漫遊－高雄台鋁文青微旅行 

黃葳庭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資源教室輔導員 

壹、 活動規劃緣起 

在 107 年的歲末年終，在學期期末考之前，接近聖誕節的一個下午，資源教室為帶

領同學體驗聖誕氣氛，凝聚學生情感，特地安排同學們前往高雄台鋁商圈，進行一個小

型聚會。 

台鋁商圈為目前高雄地區深受年輕族群喜愛的新興商圈，鄰近 IKEA、好市多及家

樂福，購物用餐十分便利，且假日常有多元的市集擺攤活動，吸引眾多人潮。該地區附

近即有捷運獅甲站，交通便利，方便抵達，十分適合安排微旅行之行程。 

考量學生平日排課狀況，經調查學生參與意願及時間，選擇一個多數學生有空檔的

平日下午，從學校搭乘捷運一同出發。 

貳、 行前準備工作 

一、經費規劃 

本次活動僅提供晚餐餐費，其餘交通費用及購物費用由學生自理。 

二、計畫撰寫／預期目標 

除了增加學生的人際互動之外，也讓外縣市的同學學習搭乘高雄捷運，提升自

身的交通能力，未來也可自行搭車返家，無須家長舟車勞頓的接送。 

三、校內流程 

依各校主計要求，是否需事先上簽奉核後，再行辦理活動，或依相關經費使用

規定上簽說明。 

四、活動設計 

因應不同年級的參與同學及上課時間，分成自行前往以及校內集合前往兩種類

型。活動時間預計 4 小時。 

活動先在台鋁商圈集合，後讓同學自行參觀內部商場及書店，還有電影院。 

晚餐時間再前往對面的好市多一同用餐，後再依學生意願，要繼續參觀 IKEA

或回校休息，就地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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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時間 活動內容 備註 

16:00 資源教室集合  

16:00-17:00 
出發至捷運站， 

搭到獅甲站，步行至台鋁商圈 
 

17:00 台鋁商圈集合 大合照 

17:00-18:00 台鋁商圈自由行  

18:00-19:00 好市多用餐去  

19:00- 散會  

五、成員招募 

除了特教生為主要的參與對象之外，也邀請其協助同學一同參與，期待在活動

過程中，可促進特教生的參與感，活動預計名額為 15 位。 

六、行政準備工作：例如聯繫、簽到表、回饋單、保險事宜…等。 

（一） 資源教室先以簡訊通知學生，活動的時間與地點，初步統計參與人員，後再一

一聯繫，集合時間與前往方式。 

（二） 活動中準備簽到表、回饋單、合照的布條或海報。 

參、 活動紀實 

一、 因為參與學員的年級與課程時間不同，所以分成自行前往與集合前往兩種方式，除

少數同學因課程時間關係，有稍微延誤時間，幾乎每位同學皆準時抵達。從中也觀

察到，有些同學因障礙關係，從未有獨自外出的經驗，對於高雄捷運的使用也十分

陌生，藉由此次機會，教導學生搭乘捷運，未來也可獨自外出至目的地，毋需他人

協助。 

二、 參與的學生之中，有家庭支持與經濟弱勢的學生，在過往的生活經驗中，也未有機

會能到類似的商圈，對於參加這個活動，可參觀好市多及台鋁商場，覺得很開心，

而在活動中，能與不同科系的同學互動，在人際技巧及經驗上有所提升。 

三、 協助同學的參與，可讓活動的過程更加順利，因為協助同學就讀特教相關科系的關

係，除了會主動詢問特教生的需求之外，也瞭解每位特教生的障礙與互動的情況，

因此會主動地開啟話題與延續話題，讓特教生願意開口聊天，也不會產生無聊或尷

尬的感覺。 

四、 活動的過程中，雖有安排協助同學可處理瑣碎事務，但資源教室也會安排，讓特教

生有服務大家的機會，例如：在好市多用餐時，會指派任務給特教生，請協助同學

與特教生前去點餐，領取餐點後，發送餐點給其他參加的同學，或於結束後一同整

理餐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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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活動回饋 

一、 對於此次活動，同學普遍覺得輕鬆有趣，在交通與活動的時間，也不會佔用太久，

可以輕易抵達，加上可以跟老師同學一同前往，有著不一樣的體驗，接受度很高。 

二、 在活動的過程中，因為較輕鬆，同學也很願意分享日常的生活瑣事與經驗，或藉機

了解最近的學習狀況，也可以預告資源教室後續的活動時間，增加參與率。 

三、 學生實際回饋：「去了很新的景點，覺得很開心」、「很難得有機會，可以跟同學

在好市多吃飯，覺得吸引力很高」。 

伍、 活動規劃小提醒 

一、本校學生對於戶外活動的參與度較不高，比較希望可以跟班上同學一同參加活動，

而非僅有特教生。故在規劃上，會選擇鄰近地區優先，並且不會佔用同學較多時間

為佳。 

二、活動前的提醒很重要，需再發簡訊一一提醒學生，以免學生忘記而無法參與，同時

也留下緊急的聯繫電話以利處理臨時狀況。因為有自行前往的同學，也會提醒交通

騎車的安全性。 

三、會確保還不會搭乘捷運的特教生，有陪同的同學一起返校，返校後，請同學一一回

報，確認同學已到家或到校。 

四、有些捷運站的出口，並不一定有電梯可使用，或是設置電梯的捷運出口，在距離較

遠的地方，對於肢體障礙學生的使用，有其限制與不便，在規劃活動路線時，需再

考量參加學生的障礙需求及留意無障礙的環境。 

陸、 輔導員的心得與回饋 

一、 「認識高雄」系列活動是可以繼續耕耘的活動，藉由捷運的搭乘，可抵達多數的景

點，也有不一樣的體驗。 

二、 小型活動易吸引同學參加：以小巧精緻的活動行程進行規劃，是本校用以增加學生

參與率的方式。多數的戶外活動經驗，都是耗時一整天搭車下車，本校以高雄鄰近

景點的規劃方式，除了減少經費的使用外，也讓同學可以輕易抵達，留下美好回憶。 

三、 有些特教學生因障礙影響，在校期間與同儕的互動狀況並不佳，也幾乎無法參與系

所活動，藉由參加資源教室辦理的相關活動，學生可以獲得不同的生活經驗，也可

在活動場合中，與其他同學進行互動，滿足人際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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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因為到台鋁需要從橘線轉乘紅線，所以在捷運的搭乘上，需要花些時間，也要在捷

運站內轉乘，藉由轉乘教學，讓學生學會搭乘捷運。 

柒、 資源分享 

高雄捷運：https://www.krtc.com.tw/ 

https://www.krtc.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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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 活動照片 

 

 

圖一：活動宣傳海報 圖二：活動大合照 

  

圖三：捷運站集合中 圖四：前往台鋁商場的路上 

  

圖五：好市多一同用餐 圖六：台鋁商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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