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灣好行－體驗本土」教學活動教材設計 

壹、 單元名稱與課程基本資料 

單元名稱 捷運大富翁~臺北任我行 教學對象 國小高年級學童 

教學科目 語文、社會、藝文 教學時間 640分鐘(16節課) 

設計理念 

    近年來，臺北的交通便捷，除了公車，鐵道，以及隨招隨停

的計程車外，還有四通八達的捷運網絡，串起了臺北人無往不利

的都市生活，也讓行遍臺北一卡行的友善交通吸引了國內外旅客

目光。 

    仔細觀察，就可以發現大臺北地區的各行政區域中隱身許多

的歷史足跡與多元文化，舉凡萬華區的剝皮寮歷史街區、龍山寺

廟宇古蹟、西門紅樓戲院…；中正區的古城門、特色街道…；大

同區的孔學文化、書香古宅…；信義區的科技建築、藝文廣場…；

以及文山區的茶香、南港區的水埤…等，而這些都是彌足珍貴的

鄉土教材。 

    因此，本單元課程活動的設計，即是希望引導學生透過便捷

的交通網絡進行團隊探索式的戶外體驗學習，以收集資料、閱讀

文史開始，再進行實地探索與體驗臺北捷運線上各站附近的歷史

文化為行動，以「知行合一」教育方式強化學童對鄉土文化的探

尋與珍視，再融入語文課程的欣賞、創作與發表能力，並以社會、

資訊及藝文等領域的教學活動來協助本單元活動的進行，讓學生

能在生活探索中體驗鄉土，並以學習製作大富翁、桌遊等趣遊方

式與家人朋友，成為探索鄉土、體察鄉土的文化小種子。 

    期許孩子們能從體驗遊學的歷程中，認識家鄉文化的發展與

特色，並以分享創作方式，將家鄉的美好，介紹給更多人認識。 

 



相關領域 ˇ語文（本土語言） □數學   □生活課程   自然與生活科技   

ˇ社會  ˇ藝術與人文 □健康與體育  □綜合活動  ˇ資訊 

單      元      目      標 

 

能      力      指      標 

語文 

2-2-2-3能發展仔細聆聽與歸納要點的能力。 

3-3-3-4 能利用電子科技，統整訊息的內容，作詳細報告。 

3-2-1-1 在討論問題或交換意見時，能清楚說出自己的意思。 

5-2-6-1 能利用圖書館檢索資料，增進自學的能力。 

社會 

1-3-1瞭解生活環境 的地方差異，並能尊重及欣賞各地的不同特色。 

1-3-2瞭解各地風俗民情的形成背景、傳統的節令、禮俗的意義及

其在生活中的重要性。 

3-3-1能依自己的觀點，對一組事物建立起分類和階層關係。 

藝文 
1-2-5 嘗試與同學分工、規劃、合作，從事藝術創作活動。 

2-3-10參與藝文活動，記錄、比較不同文化所呈現特色及文化背景。 

資訊 2-3-2 能操作及應用電腦多媒體設備。 



貳、 課程精神與教學活動架構圖 

 

 

 

 

 

依課程目標設計之教學步驟 依教學步驟擬定之教學策略 教學活動流程 

檢
視
修
正 

檢
視
修
正 

資訊議題融入 

一、架構圖 

二、設計精神 



       三、各單元教學活動內容 

 

 



參、 創新教學策略、過程與評量 

單元一、打開城門看世界 (2節課) 

【活動目標】 

1. 認知：能知道自己居住區域的鄉土民情。 

2. 技能：能透過發表、分享、回饋或創作等方式表達想法。 

3. 情意：能與同儕合作，一同探索鄉土文化。 

【教學準備】 

1. 「臺北老故事 01 斷垣殘門臺北城」（影片）。 

2. 「臺北古城的故事」文章。 

3. 臺北城門圖像影音資料及周邊文物、建築影像圖。 

教學策略 教     學     流     程 教學資源 教學評量 

準備活動 

課程總覽 

【消失的城門】10分鐘 

一、引起動機 

1.教師先展示西門(寶成門)的歷史圖片，詢

問學生看過這個門嗎？再展示北門(承

恩門)、南門(麗正門)、小南門(重熙門)

及東門(景福門)圖片，詢問學生是否看

過這些城門，知道這些城門的名稱及所

在位置嗎？引發學生學習動機。 

二、課程說明與準備 

1.教師說明本單元課程目標、學習內容與評

量方式。 

2.將學生做異質性任務編組。 

課程影片 

電腦 

單槍設備 

觀察 

發表 

發展活動

提問學習

【閱讀臺北城】30 分鐘 

一、閱讀探索 

臺北城故

事資料 

實作 

參與 



策略 1. 教師請學生拿出於課前所發之「臺北古

城的故事」閱讀文章，提問：「這篇文章

的主要內容在說些什麼？」請每組討論

後寫於小組展示板中並發表，內容需包

含文章內容主旨、分段大意、讀後心得

及我們的小疑問…等。 

2. 教師引導並協助整理出：臺北設府的歷

史緣由、築城的順序、日治時期的改正、

五個城門的位置與功能…等。 

二、資訊融入 

1. 播放「臺北老故事 01 斷垣殘門臺北城」

影音記錄資料，引導學生觀察臺北城圈

圍範圍的今昔位置。 

2. 教師提問，請學生討論後回答，並做比

較分析： 

臺北城設城門及圍牆的原因為何？

(安全性、防盜賊入侵…) 

設置城牆的優劣分析？(優：安全考

量、管理方便…，劣：閉鎖，往來不

便…) 

為何臺北城會設置在這區域範圍內？ 

3. 利用Google地圖呈現古臺北城圈圍的範

圍在現今地圖上的位置，讓學生做觀察

與討論。 

【今昔比一比】25分鐘 

臺北城門

影音記錄

資料 

 

小組紀錄

展示板 

發表 



三、檢索比較 

1. 教師請各組學生合作，在臺北區域圖中

找出「臺北古城的故事」閱讀文章中所

提的 10個城內及周邊建築所在位置。 

急公好義坊   (二二八公園內) 

接官亭       (北門) 

西門市場      

中山堂        

總統府        

臺北賓館      

臺灣博物館 

臺北車站及鐵道部廳舍 

臺北郵局 

臺大醫院 

2. 全班合力完成這些周邊建築位置的標

記，教師引導學生試著發表是否曾經觀

察或關注過這些歷史的痕跡，並從生活

經驗中做分享聯結。 

四、激勵反思 

1. 教師引導學生發表破除城牆的圈圍後， 

古臺北有了哪些變化？ 

(往來方便、商業買賣行為熱絡、增

進鄰里互動、地域爭奪械鬥引發…) 

今臺北又有了什麼變化？ 

(交通便捷、區域特色發展蓬勃…) 

綜合活動

討論發表 

【分享與回饋】15分鐘 

一、提問分享 

1. 教師揭示臺北市行政區域圖，引導學生

臺北市行

政區域圖 

討論 

發表 



認識這些行政區域的位置及名稱，同時

以問答提式的方式，簡單介紹這些行政

區域的特色景點、物產或文物、古蹟。 

萬華區廟宇多：龍山寺拜拜 

文山區茶飄香：貓空品茶趣 

信義區建築新：101觀臺北 

北投區地熱冒：行義泡溫泉… 

2. 請學生分享是否到過這些區域遊玩或參

訪經驗？搭乘的交通工具？ 

二、統整說明 

1. 教師說明古臺北城因防禦的安全問題，

而設置圍牆、城門，使得區域發展有限；

如今隨著科技發展，人們生活已不再需

要城牆保護，而興起的便捷交通，讓人

與人的距離拉近，互動增多。 

2. 破除心中的藩籬，可以拉近你我的距

離；打開城門，看見世界。鼓勵學生學

習規劃探索路線，善用便捷的交通工具

(捷運)，去探索生活中的寶貝，開拓新

視界。 

三、課後延伸學習 

1. 指導學生於課後找尋臺北捷運路線圖，

並嘗試了解各路線起始點、停靠站等資

料，為欲深究主題收集相關資料 

~~~~~~~~~~~~~~~~~~~~本    單    元    結    束~~~~~~~~~~~~~~~~~~~ 



單元二、乘著捷運尋寶趣 (8節課) 

【活動目標】 

1. 認知：能認識不同社區的鄉土文化及特色。 

2. 技能：能規劃並搭乘捷運交通工具做體驗探索。 

3. 情意：能與同儕合作，一同探索鄉土文化。 

【教學準備】 

1. 臺北捷運路線圖及板南線周邊文化古蹟、歷史建築及特色文物影音資料等。 

2. 網路、電腦等資訊設備。 

3. 學生按組別圍坐在一起。 

教學策略 教     學     流     程 教學資源 教學評量 

準備活動

唸謠聆賞 

【捷運快飛】10分鐘 

一、引起動機 

1.教師播放一小段本土語唸謠「臺北是個好

地方」內容讓學生聆聽，提問：聽得懂

嗎？知道內容在說些什麼嗎？ 

2.歸納整理學生發表內容： 

臺北各行政區中的有趣風俗文物、歷

史古蹟或特色文化。 

搭乘捷運四處遊歷的趣味。 

3.藉由討論問答方式，激勵學生探索與學習

的興趣。 

二、學習準備 

1.拿出臺北捷運路線圖，做課程學習準備。 

「臺北是

個好地

方」唸謠 

聆聽 

觀察 

分享 

發表 

發展活動

蒐集資料 

【看我捷來運轉】30分鐘 

一、學習重點說明 

電腦、 

網路 
實作 



研讀資料 1. 教師說明本單元課程主題為： 

了解臺北捷運的簡易發展史； 

識讀捷運路線圖； 

學習搭乘捷運的注意事項； 

探索捷運路線分布區域及周邊歷史古

蹟、特色文化、建築、文物…等。 

2. 教師提醒學生利用網路搜尋及擷取資料

時應注意事項及應有禮節。 

3. 每一組需在指定時間內完成資料檢索與

彙整，並做分享說明。 

二、擬題深究 

1. 教師請各組觀察捷運路線圖，並與前一

次課程的「臺北城」做聯結，看看地圖

上的哪個區塊和古臺北城位置最接近。

引導學生發表臺北車站周邊最接近古臺

北城位置，捷運從此處開始四處發散，

四通八達。 

2. 引導學生做分組討論後，依序發表觀察

及探索、分享結果；鼓勵各組分別就捷

運圖中擬出三道題目，來與其他組做互

動。 

目前捷運共有幾條主要路線？分別以

哪些顏色做區分？ 

第一條捷運路線是哪一條？ 

橫跨最多行政區的是哪一條路線？ 



哪一路線的停靠點最多？ 

從新埔站要到大安站，應怎麼搭乘才

會最省時便捷？ 

花媽從高雄搭高鐵來到臺北，想去泡

泡溫泉，應該怎麼搭乘捷運呢？ 

3. 鼓勵學生分組合作，學習視讀圖表擬題

提問、探究找線索，增加互動趣味性。 

【板南超級任務】40分鐘 

1. 決定路線：教師與學生討論後，選定離

學校較近的板南線，做為戶外體驗踏查

的捷運路線。 

2. 提出地點：學生分組討論板南線上的停

靠點附近，有哪些特殊的史蹟文物、特

色文化或風俗等；請各組討論後，分別

提出欲探索體驗的停靠點，並說明停靠

後，有哪些可以參訪、踏查的，為什麼？ 

3. 規劃路徑：學生各組分別提出欲探索體

驗的停靠點，指導學生發表說明後，以

票選方式，選出三個踏查點，經全班做

好路徑規劃及車資計算後，準備進行板

南文史體驗之旅。 

4. 擬定參訪路線為：出發龍山寺站上車

後山埤站國父紀念館站西門站

龍山寺站。 

綜合活動 【板南線尋寶記】240分鐘 臺北捷運 體驗 



體驗踏查 一、行前說明 

1. 將學生分成數組，依編組跟好隨行師長

及愛心家長，注意捷運上下車時間掌控。 

2. 師生共同討論參訪的觀察及記錄重點，

並提醒校外參訪的注意事項及禮儀。 

3. 提醒隨時閱讀「臺北捷運路線圖」及簡

易臺北地圖，以確認自己位置，並注意

安全。 

二、知行合一 

1. 於前一節課中，整理學生提出對各停靠

站的推薦介紹與重點踏查事項： 

(1) 後山埤站： 

 位於南港區，是板南線較尾端的停

靠站，附近有熱鬧的五分埔商圈。 

 是學生感到比較陌生的景點，搜尋

資料後發現，「埤」是水塘的意

思。在臺灣，很多的埤塘是先民

們為蓄水灌溉與生活取水的需求

而挖掘出來的。通常就位在聚落

附近，並成為聚落形成的重要因

素。南港區得天獨厚擁有不少埤

塘，除提供豐富的農田灌溉及民

生飲用水，並有調節水位的功

能，其中新庄仔埤、後山埤和三

重埔埤，並稱為南港的三大埤塘。 

路線圖 

 

捷運交通 

踏查 

實作 

合作 

發表 



 後山埤的殘留遺跡，就是現在南港

公園內的天然湖泊。「後山埤」所

在的南港公園，內有豐富的動植

物生態。 

 體驗踏查重點：走訪生態公園，看

看自然湖泊，感受先民蓄水、節

水、愛自然的用心。 

(2) 國父紀念館站： 

 位於大安區和信義區的接界處。 

 參訪結合傳統與現代的唐式宮殿建

築—國父紀念館、內部展場和外

部開闊的廣場。 

 從國父紀念館仰望四周環繞的新穎

建築—101大樓、百貨大樓等。 

 體驗踏查重點：欣賞位於熱鬧商圈

的紀念館，感受先人的努力與現

代科技的進步繁華。 

(3) 西門站： 

 位於萬華區。 

 有紅樓劇院廣場、西門遺址、西本

願寺、電影街、塗鴉文化、青少

年喜愛的潮流名店… 

 體驗踏查重點：參觀紅樓，觀察紅

樓八角造型的特色建築，漫步西

門徒步街區，感受新舊文化的交



融。 

2. 指導學生於體驗踏察歷程中，與自己的

生活做印證與比較。 

三、課後延伸學習 

1. 請學生將體驗踏查的心得寫於今日的連

絡簿中的心情小札；並鼓勵學生與家人

分享今日的學習心得，訪問家人是否有

參訪這些踏查點的經驗。 

 

~~~~~~~~~~~~~~~~~~~~本    單    元    結    束~~~~~~~~~~~~~~~~~~~ 

課程活動剪影 

 

學生分組做體驗路線的討論與規劃。 

 

先在各自的小白板上構思心智圖。 

 

老師說明使用網路資源的注意事項。 

 

學生分組利用資訊媒材做資料檢索。 

 

 



單元三、我的捷運大富翁 (6節課) 

【活動目標】 

1. 認知：能認識不同社區的鄉土文化及特色。 

2. 技能：能透過發表、分享、回饋或創作等方式表達想法。 

3. 情意：能欣賞、尊重並分享所學得的經驗或知識。 

【教學準備】 

1. 臺北捷運路線圖及前一單元學生收集的停靠點周邊史蹟、文物資料等。 

2. 海報紙、簽字筆及記錄工具。 

3. 網路及電腦設備。 

教學策略 教     學     流     程 教學資源 教學評量 

準備活動

影片欣賞 

【我們是主角】10分鐘 

一、引起動機 

1.教師將上一單元體驗踏查的活動照片以

影片播放方式輪播讓學生欣賞，並請學

生發表當日踏查心得與收穫。 

2.請學生發表若再次去踏查，希望能去哪些

地方？為什麼？ 

二、學習準備 

1.指導學生分組做主題探究的規劃與準備。 

自製活動

照片記錄

影片 

聆賞 

發表 

發展活動

心智圖法 

擬定旅程 

實作演練 

【探險隊出發】 

一、學習重點說明 

1. 教師請各組先分配欲探究的捷運路線為

何，確定每組皆分配到不同的路線。 

2. 確認各組路線後，開始進行實作。 

二、學生實作練習 110分鐘 

 

臺北捷運

路線圖 

海報紙、

筆 

紙卡 

實作 

發表 

分享 



1. 每組學生先以上網查詢或閱讀資料等方

式探索所分配到的捷運路線停靠站周

邊，各有哪些歷史古蹟、特色文化或風

俗文物…等。 

2. 將收集到的資料做歸納整理，羅列在相

關的停靠站之後。 

3. 教師適時做行間巡視，給予適當提示、

指導，並確認學生皆在進行有效之合作

學習。 

4. 每組發下一張海報紙，請學生依心智圖

法，列出依主題衍生之欲介紹的內容，

並做歸納整理。 

5. 學生開始討論並模擬參訪路徑是否合

宜，有否兼顧文史探尋與學習趣味。 

6. 各組上台展示繪製之心智圖，並說明介

紹建議的參訪路線、時間分配及參訪踏

查重點，教師引導學生回饋，並適時提

出修正意見。 

7. 請學生依各組發表內容，每人投票選出

兩個最感興趣的捷運之旅活動。 

8. 教師給予獲選的組別獎勵與肯定。 

三、生活實踐 

1. 教師勉勵學生可以嘗試以改換搭乘捷運

路線方式，規劃更多有趣的探索行程，

並於假日時，邀約家人一同實地去踏查。 



【食尚小玩家】110分鐘 

一、規劃準備 

1. 教師說明「捷運大富翁」的設計理念。 

2. 師生共同討論「捷運大富翁」的遊戲內

容、進行模式及注意事項。 

二、設計實作 

1. 請學生分組將前一節課所收集各捷運路

線停靠站的周邊建築、史蹟、特色文化

或文物資料彙整，以精簡有趣的文字敘

述或圖像表達方式標註於該停靠站旁。 

2. 各組完成後，將內容彙整於全開海報中。 

3. 分工製作「機會」、「命運」、捷運幣…等

相關附件圖卡。 

三、各顯神通 

1. 每組推派一名代表操作，參與「捷運大

富翁」挑戰賽，看看哪一隊能最快到達

己隊預定的目的地，即獲勝。 

2. 遊戲結束後，教師引導學生思索遊戲規

則是否有需要做修正、調整或是變化。 

綜合活動

分享討論 

【遊學臺北‧北臺學遊】10分鐘 

一、回饋分享 

1. 教師引導學生反思透過這種實地遊歷學

習及同儕遊戲學習方式是否加深對課程

的興趣與參與感。 

2. 請學生分享參與此系列課程活動的收穫

電腦、 

網路 

討論 

發表 



與感想。 

二、歸納分析 

1. 教師歸納整理此系列課程的學習重點，

期勉學生善用科技優勢去進行鄉土文化

的探索學習，讓舊事物也能在新科技的

運用中展現薪傳生命力。 

2. 學習要「知行合一」，才能更深化、有意

義。 

三、課程總結與期許 

1. 鼓勵學生於真實生活中善用各項便捷的

交通工具或科技工具，嘗試規劃踏查體

驗旅程，並與家人一同力行，以實際行

動探索體驗鄉土之美，並把家鄉的美好

分享給更多人。 

~~~~~~~~~~~~~~~~~~~~本    課    程    結    束~~~~~~~~~~~~~~~~~~~ 

 

 

 

 

 

 

 

 

 

 



肆、 教學省思 

    「捷運大富翁~臺北任我行」課程是帶領孩子們從禁錮的臺北古城門走

出來，利用便捷的交通網絡工具—捷運，來達到自我探索、規劃及實踐的體

驗學習活動。讓鄉土踏查的學習，不再只是按部就班的觀察、體驗而已，還

能有自主性及決定權，以達成「以學生為本位」的主體主動學習目的。 

    課程的安排是以從臺北古城的探究為起點，融入資訊教育，讓 E世代的

孩子能在無國界的網路世界中盡情探尋摸索各項資源；再以自己規劃的踏查

路線來體認驗證；最後，再以共同設計桌遊模式，增添學習的互動與趣味感。

透過用眼觀察、用心感受與付諸行動的體驗歷程，讓更多人能看見家鄉的美

好，也讓科技的便捷為文化的薪傳延續綿延不絕的生命力。 

 

    在整體教學課程結束，和夥伴們對話省思後，列出下述幾點可供未來規

劃相關課程之參考： 

一、 真實情境的學習： 

1.孩子們最好的學習素材應與生活經驗或是居住環境發生聯結，才能

讓知識的學習在生活情境中獲得檢驗的機會。 

2.本次課程讓孩子學習以捷運為交通工具，自主規劃體驗踏查路線，

雖然過程中可能會有許多意想不到的突發狀況，但卻是激勵孩子提

升問題解決能力的好機會，這是課室或是情境教室所無法取代的。 

二、 知行合一的體驗： 

1.鄉土踏查、社區訪問或是古蹟巡禮等體驗學習活動，在文化探索學

習歷程中是非常重要的。然而，在進行體驗課程前，師生們宜有妥

善的規劃以及充足的勘查與準備，才能使戶外參訪活動精確有效。 

2.實作體驗能加深印象，還能有學以致用之效。本次課程以搭乘捷運

的方式，讓探索不再是夢事。尤其，在讓孩子當家決定參訪地點、

方式的歷程中，看到孩子要為自己的學習負責，是令人感動的。 



三、 多元媒材的運用： 

1.鄉土教育的實施可結合多領域來共成的，或是以學校特色課程方

式做整學年或是整學期的規劃安排，讓學生的學習能更系統，也

更有深入。 

2.以「Design for change」理念支持改變的力量，讓枝頭好鳥、水

面落花…，都可以成為學生學習的好媒材。 

     

    「我們常常無法做偉大的事，但我們可以用偉大的愛，成就許許多多

的小事。」讓我們以教育的力量，在孩子們的心中撒播愛鄉土的種子，鄉

土文化的傳承將源源不斷的蓬勃發展。 

 

伍、 參考資料 

一、臺北老故事 01 斷垣殘門臺北城，網址：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q270WOO2f0 

二、臺北古城的故事，網址：   

     http://ccnt1.cute.edu.tw/gec-project/fruit/7/7-7/week-3.pdf 

三、臺北大眾捷運路線圖，網址：     

http://www.metro.taipei/ct.asp?xItem=78479152&CtNode=70089&mp=12

2035 

四、臺北城古蹟巡禮（四）：黃氏節孝坊．急公好義坊．放送亭．二二八紀念館， 

    網址： http://www.tonyhuang39.com/tony0303.html 

五、雄鎮五方 --- 擁有五座城門的台北城，網址： 

http://taipeisomethings.blogspot.tw/2012/08/blog-post_9717.html 

六、〈南岸上的第一顆珍珠－後山埤〉，南港‧水岸‧老埤塘。網址： 

    http://blog.roodo.com/nangangmap2007/archives/cat_445579.html 

七、畫說臺北—各行政區的故事（2003），臺北市政府新聞處。 

 

陸、附件：教學活動單~1 

http://www.tonyhuang39.com/tony0303.html
http://taipeisomethings.blogspot.tw/2012/08/blog-post_9717.html
http://blog.roodo.com/nangangmap2007/archives/cat_445579.html


消失的城門：臺北城門大蒐祕 
_____國小 __年__班 第__組  小組成員：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發揮小偵探的團隊精神，一起從臺北城現今留存的蛛絲馬跡裡，找出消失

城門的祕密來。 

一、仔細觀察下圖，並在城門的位置旁填上正式名稱，例如：北門：(承恩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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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密碼解讀：閱讀臺北城 



    閱讀完老師指定的文章後，請小組成員集思廣益，合力完成下列問題。 

(一)這篇文章的內容主旨是什麼？請以 150字以內的小短文寫出。 

      

 

(二)臺北設府的歷史進程 

 

 

 

(三)臺北築城的經過 

 

 

 

(四)日治時代市區的改變 

 

 

 

(五)五大城門的建築特色及歷史背景 

城門 建築特色 歷史背景 

北門   

西門   

東門   

南門   

小南門   

「三個臭皮匠，勝過一個諸葛亮。」團結力量大，夥伴們一起動動腦，從文章閱

讀中找出隱藏的城門密碼來破解其中的祕密吧！ 

 

 

 

1. 

2. 

3. 

1. 

2. 

3. 

1. 

2. 

3. 



教學活動單~2 

臥龍藏虎臺北行政區 
_____國小 __年__班 第__組  小組成員：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一、 請協力將正確的行政區域名稱填寫在下列位置中。 

 

二、 請討論後，將 12個行政區的特色景點、物產或文物、古蹟填於下表中。 

行政區 特色景點、物產或文物、古蹟 行政區 特色景點、物產或文物、古蹟 

萬華區 廟宇古蹟多，例：龍山寺 大同區  

中正區  中山區  

文山區  松山區  

大安區  內湖區  

信義區  士林區  

南港區  北投區  

 

 

 

 

 

  

 

 
 

  

 

 

 

 



 

教學活動單~3 

臺北捷運我最知 
_____國小 __年__班 第__組  小組成員：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一、 捷運祕密追追追 

(一) 臺北地區的第一條捷運路線是在民國______年動工，並於民國_____

年完成，當時命名為捷運_______線，它是從______站開到______站。 

(二) 臺北地區的第二條捷運路線是在民國______年動工，並於民國_____

年完成，當時命名為捷運_______線，它是從______站開到______站。 

二、 捷運路線轉轉轉 

(一) 目前共有____條捷運路線。 

(二) 分別以哪些顏色做區分？請填寫於下列表格中。 

捷運線名 代表顏色 起點站 終點站 

板南線 藍色 頂埔 南港展覽館 

    

    

    

    

三、 捷運捷運快易通 

(一)從新埔站要到大安站，應怎麼搭乘才會最省時便捷？ 

 

(二)花媽從高雄搭高鐵來到臺北，想去泡泡溫泉，應該怎麼搭乘捷運呢？ 

 

四、 捷運博士問問問 

請從捷運圖中提出三個在搭乘捷運時，可能會遇到的情境題目，來考考夥伴。 

 

 



 

教學活動單~4 

看我捷來運轉 
_____國小 __年__班 第__組  小組成員：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一、 雀屏中選 

 我們選擇探究的是捷運_______線，它的代表顏色是_____色。 

二、 來龍去脈 

(一) 這條捷運路線的起點與終點分別是哪一站呢？它行經的途中經過了

臺北市的哪些行政區域呢？ 

答：起點是_______站，終點是______站， 

    經過了臺北市的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行政區。 

(二) 這條捷運線經過了哪些停靠站呢？請逐一列出來。 

答： 

    

 

三、 達人推薦 

請選擇三個停靠站，分別探究位於附近的特殊史蹟文物、特色文化或風俗…

等，並討論推薦去踏查這些地點的原因或理由。 

捷運停靠站名 附近的特殊史蹟文物、特色文化或風俗…等 推薦理由 

   

   

   

 

 

夥伴們： 

    你們即將接受一項神聖的任務，請發揮團隊效能，仔細規劃搭乘捷

運體驗鄉土的遊學行程，祝你們成功。                 北捷長老 



 

四、 食尚玩家 

請為你們所選定的體驗踏查路線訂出一個主題名稱，並寫出要進行的時間期

期的安排與規劃，以及遊學行程小叮嚀…。 

 
 

歡迎參加______之旅 

遊學臺北 北臺學遊 

交通工具：捷運_______線 

參觀行程與景點說明： 

第一站： 

特色遊歷- 

第二站： 

      特色遊歷- 

第三站： 

      特色遊歷- 

出發注意事項小叮嚀： 

穿著： 

攜帶： 

其他 

熱忱歡迎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