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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海灣輕旅行─用捷運探索高雄 

林寶鈺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資源教室輔導員 

壹、 活動規劃緣起 

為了增進資源教室學生彼此的情誼，促成相互支持系統，也凝聚同學對於資源教室

的歸屬感，資源教室每學期都會辦理團體戶外活動，讓特教學生可以共同踏出學校，進

行社會生活體驗。 

而本次活動規劃時，以「善用在地資源」、「增加學生自立能力」為主軸，希望藉

由資源教室的示範帶領，讓學生學習到，未來可以如何運用在地的資源，例如捷運等大

眾運輸工具，以及生活圈的鄰近景點，為自己開啓輕旅行的可能。 

因此本次便以單日、高雄特色景點、大眾交通運輸工具可抵達為辦理原則，選定近

期相當受到大學生喜愛，具備參與吸引力的駁二棧貳庫進行安排。 

貳、 行前準備工作 

一、 經費規劃 

本次活動以教育部身心障礙學生工作計畫經費支應晚餐餐費，其餘交通、餐食

及購物費用均由學生自理。 

二、 計畫撰寫／預期目標 

（一） 教導學生如何運用大眾運輸工具規劃旅程 

（二） 增進資源教室學生相互交流及支持 

（三） 提供學生走出校園擴展視野的機會 

三、 校內流程 

本活動以大專身心障礙工作計畫經費辦理，經資源教室工作團隊規劃活動內

容，確認符合經費使用要點，便可直接執行，並於活動結束後，進行核銷作業。而

在活動辦理期程上，會於每學期開學時，將該學期活動皆公告給學生，以利學生先

行規劃行程，並於活動前兩週，再次提醒學生報名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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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活動設計 

活動時間 活動內容 備註 

16:30-17:00 集合  

17:00-17:30 搭乘捷運前往棧貳庫 文化中心站－鹽埕埔站 

17:30-18:30 漫遊棧貳庫  

18:30-19:30 用餐及交流時間  

19:30-20:00 搭乘捷運返回學校  

20:00 結束  
 

參、 活動紀實 

一、 半結構的行程安排，融入學生自主意見 

雖然是由資源教室辦理活動，但僅設定交通方式與行程的主要景點，沿途再跟

學生討論，附近有什麼值得參觀的地方，例如當天天氣炎熱，同學說想吃冰，有人

就搜尋到附近有一家有名的婆婆冰，於是同學查詢路線，一行人就先去吃冰。這樣

半結構的安排，一方面讓行程不會制式化或太過緊湊，另方面讓整群人可以依據當

天的情況，共同討論行程，大幅提高同學的參與感。且在討論過程中，大家也可以

共同查詢及解決問題，例如當新增加一個景點，大家就會討論預算夠不夠、時間夠

不夠、要走多遠，然後是不是大家都願意共同參與，每個人也就都有機會，學習如

何規劃行程，以及學習如何進行討論。 

二、 促進跨系學生交流互動 

同學平時的上課時間都相當緊湊，參與資源教室活動的時間，也沒有太多交流

互動的機會，透過一學期一次的戶外活動，一是相處的時間較長，二是當環境從生

硬的教室空間轉換到戶外，同學的心情也就變得較為輕鬆，且能隨著環境的刺激，

有較多話題自然產生，例如分享自己之前曾經來過，或是從天氣聊到自己。 

三、 增進彼此協助的契機 

此次共同參與活動的學生有肢體障礙、情緒行為障礙（選擇性緘默症），因為

晚餐時間，是讓大家從 2 家店，各選擇一些東西一起吃，所以在選餐的時候，肢體

障礙的學生就會主動協助情障的學生點餐，而在點餐過後，則是由情障的學生協助

將餐點端回桌上。透過這樣的協助歷程，讓學生有協助他人的機會，同時也可以看

見自己具備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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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活動回饋 

一、 安排在期末考後有助舒緩心情 

學期間的考試與作業壓力大，資源教室安排在期末考後的旅行，一方面在期末

考時，可以有個目標「考完就有個旅行可以去」，一方面在出發當天，也真的感受

到旅行的輕鬆感，期末的壓力就自然的拋開。 

二、 輕旅行形式較沒有時間壓力 

很多同學常期待可以跟大家一起出去玩，但可能忙於課業，無法有太多休閒時

間，也可能對於跟不熟悉的人出遊，還是有些緊張，如果出遊的時間越長（例如 1-

2 天），就會越無法參加，但這樣 3-4 個小時的輕旅行的行程，在參加時，就比較

不會有花費掉太多時間的壓力。 

三、 一起搭乘大眾運輸工具較不緊張 

有些外地同學雖然很想搭捷運，但因為沒有搭過不熟悉，也不好意思請同學帶

自己搭乘，所以透過活動共同搭乘體驗，可以認識怎麼搭乘捷運，也因為有了使用

經驗，之後要自己搭乘就比較有信心。 

四、 增進資源教室同學的情誼 

同學在參與活動後，都對可以和同儕一起旅行覺得有趣，且覺得透過旅行，有

更加認識資源教室的其他同學，相處起來更加輕鬆愉快。 

伍、 活動規劃小提醒 

一、 活動時間的安排須衡量學生情況 

活動日期、活動時間長度（包含整個活動的時間以及估算移動的時間）需要考

量學生的行程與狀況，例如期中／期末考或連假前，較不適宜安排活動，且活動時

間也不適宜太長，如此較能增加學生參加的意願，學生也較無時間壓力。此外若有

肢體障礙學生參與時，更須考量景點間移動的時間，避免安排太過緊湊。 

二、 動線規劃需要預先實地查看 

為使活動動線能夠順暢進行，規劃行程時建議事前探勘場地，確認包含無障礙

坡道、無障礙廁所、無障礙電梯的位置，確認場地的狀況適合前往。 

三、 安排協助同學從旁協助 

雖然大專資源教室學生大多已屆成年，也大多可以自我照顧及管理，但資源教

室輔導員帶一群學生出門，難免也還是有些需要留意及照顧支援的地方，建議可以

安排幾位熟悉身障生的協助同學共同前往，有利活動的順暢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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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輔導員的心得與回饋 

一、 透過旅行認識學生的更多面向並促進互動 

平時在學校跟學生的互動大多是「任務型」，去了解學生的需求並提供協助，

而學生也大多都是有事，才會來找資源教室輔導員，但透過戶外活動的安排與進行，

資源教室輔導員跟學生，可以有更多「生活型」的接觸與互動，實際看到學生在日

常生活中的自然樣貌，甚至可以發現學生，不同於在學校情境的專長或特質。此外

透過輕旅行的進行，讓輔導員跟學生可以有更多輕鬆的交流互動，也讓學生感受到，

可以跟輔導員輕鬆自在相處的氛圍，增進後續接觸的意願。 

二、 輕旅行的利弊共存，可透過分組掌握同學的行蹤及確認整體行程的順暢 

輕旅行的優點是時間短、距離近，相當符合行動不便或時間較少的同學的需求，

較能提昇學生嘗試參與旅行的意願，在行程規劃上，也較可減少車程的勞累及時間

的緊迫。而在缺點部份，因為距離近，所以有些同學就會想要挑選行程參加，例如

只想一起吃飯，但不想一起散步，或是有些同學會想要自己騎乘機車前往，輔導員

就會需要更多鼓勵同學，共同參與完整的行程。此外，有些同學因為課程較晚結束

或晚上有家教行程，以致會遲到早退參與活動，我們這次就以將同學分組的方式安

排，讓同學仍可以結伴同行，一方面彼此在安全上照應，另方面也增加同學互動的

機會，而輔導員就請同學回報以掌握各組的行蹤。 

三、 後續可安排深度旅遊，增加行程的獨特性 

此次在規劃上僅安排大家在棧貳庫散步參觀，雖然輕鬆較無拘束，但也較缺乏

行程的獨特性，而棧貳庫有豐富多元的展覽活動，也有搭船參觀導覽高雄港風光的

行程，後續若可納入行程安排中，可能也較能吸引更多學生參與。 

柒、 資源分享 

高雄捷運：https://www.krtc.com.tw/ 

棧貳庫：https://www.kw2.com.tw/ 

https://www.krtc.com.tw/
https://www.kw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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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在海邊看日落時的大船入港 圖四：共進晚餐 

  

圖五：漫遊棧貳庫海景風光 圖六：一起逛街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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