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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步蓮池潭－懷舊土窯樂無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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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學年度第一學期的尾聲，資源教室為凝聚學生情感，特地安排同學們前往高

雄蓮池潭周邊的榕樹下焢土窯，進行一個小型聚會。 

因應前一個學期辦理橋頭烤肉後，學生的回饋都很好，期待資源教室可再多辦理相

關的聯誼活動，因此，此次資源教室也構思相關類似的活動內容進行安排，在蓮池潭的

周邊，找到一處焢土窯的店家，考量鄰近的交通資訊及轉乘便利性，不論是燕巢校區或

是和平校區的學生都可以方便抵達，於是促成了本次焢土窯活動的成功。 

由於焢土窯所花費的時間較長，所以此次活動特別安排在假日時段，時間較為充裕，

學生們在沒有時間壓力的情況下，提升了參加的意願，亦可讓學生在假日休息之餘，藉

由資源教室的活動，認識不同的高雄景點。 

貳、 行前準備工作 

一、經費規劃 

本次活動提供一日之活動餐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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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進身心障礙學生的環境熟悉，提升人際互動，亦藉此機會，關懷學生在校適

應近況，建立良好的互動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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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活動時間預計 4-6 小時。 

活動先在高雄捷運 R16 左營站二號出口統一集合，後再一同步行至活動場地。

由於活動場地距離集合地點不遠，故決定大家一同步行前往，沒有另外安排搭乘轉

乘公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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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時間 活動內容 備註 

10:30 捷運出口集合  

11:00 
抵達榕樹下 
活動分組 
焢窯分工 

 

12:00 開窯！吃飯囉！  

13:00 大合照  

14:00 蓮池潭自由行  

五、成員招募 

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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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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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兩校區參與的學生中皆會再安排一位小隊長，可確保人數及安全。 

參、 活動紀實 

一、 本次活動辦理在假日，因有兩校區（和平校區及燕巢校區）的同學各自出發，故分

別安排學長或學姐協助，確認其他學員是否準時出發及安全抵達，並於活動結束後，

可回報是否安全回到住處，或可清楚交代其他同學的行程。 

二、 燕巢校區的同學是事先彼此聯繫好後在學校集合，搭乘公車一同出發，在交通上彼

此有個照應，也建立起互動關係，這樣的友好關係也延續下去，在課餘時間上，常

會相約至資源教室聊天吃飯或玩桌遊。 

三、 由於焢土窯的食材出爐時的溫度較高，有自閉症的學生就提到，對過燙的食物會很

緊張，害怕燙到自己，所以在分食的過程中，就顯得比較躁動，輔導員此時有介入

協助緩和情緒，也同時請協助同學，先將高溫的時候，放置其他桌面，避免影響學

生情緒。 

四、 此次活動中，有學生是自行騎機車，抵達活動地點，因活動地點離學校距離較遠，

也必須不斷提醒學生，要留意自身的交通安全，避免意外發生。 

五、 本活動有安排協助同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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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會產生無聊或尷尬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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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活動結束後，燕巢校區的同學們有自行安排後續的活動，在蓮池潭附近活動了一陣

子之後，又一同返回燕巢校區，充分展現聯誼活動的真諦與意義。 

肆、 活動回饋 

一、 有一位即將畢業的學長感性的表示：「一直很期待能有出遊的活動，平常自己一個

人，也不知道有哪些地方可以去，終於在畢業前能參與到，覺得很開心。」 

二、 在活動的過程中，可以看的出來學生間彼此幫助的狀況，學長姐會協助分工，學弟

妹們會協助執行，用餐完畢的善後狀況，也比想像中的還快速，除此之外，學生們

也會關心老師的用餐狀況，從活動的過程中，皆可看見學生在活動參與上的表現。 

三、 焢土窯的活動場地比較原始，用餐環境也是半戶外的空間，較顯髒亂擁擠，且當天

同時有許多民眾在現場用餐，所以環境上很吵雜，要傳遞訊息的時候，需要協助同

學一一去通知。 

四、 在活動過程中，同學間會主動地分享手機遊戲或是正在閱讀的書籍，比想像中的還

快地建立起關係，也讓活動進行得更加順利。 

伍、 活動規劃小提醒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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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會同時提

醒學生，在騎乘機車的安全性。 

二、 本次活動因參與學生較多，故有依校區安排負責點名的學長或學姐，確保學生不會

迷路，並可結伴出遊，彼此之間有個照應。 

三、 此次活動地點較無直接抵達的交通工具，步行距離也有一小段，且會經過部分大路

口，所以資源教室也有安排較多位協助同學協助看照。 

四、 焢土窯活動本身有些危險性在，有些障別的學生，像是自閉症會比較容易緊張，雖

然此次前往的場地，無須自己動手搬石塊及取出食材，但因食材出爐時溫度頗高，

所以會讓學生感到緊張，也須留意學生的反應。 

陸、 輔導員的心得與回饋 

一、 有時候學生期待的或許並不是豐富緊湊的行程安排，一些小巧精緻的活動，或許更

容易讓學生願意參與，學生的回饋中也提到，這些戶外活動的參與經驗，都是以前

沒有過的，覺得很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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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協助同學的參與很重要，可讓特教學生有被認同的感覺，在活動的參與過程中，也

感到比較積極，願意聊天分享。 

三、 在活動的過程中，容易觀察到學生私底下的樣子，像是：玩手機遊戲時的認真、隨

身攜帶書籍的習慣，或是飲食上有什麼堅持與討厭的地方，都能幫助我們與學生更

靠近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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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巢小隊集合了！ 圖二：手遊交流中 

  

圖三：輔導員與學生聊天 圖四：學生間自在的談話 

  

圖五：活動大合照 圖六：活動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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