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後壁金促米兒童夏令營活動簡章 
一、 活動主旨： 

透過大學生與小學生營隊集體合作的做中學，以《懂得生活即是最好的學習》的

生活教育精神，深度踏查長短樹之美與特色，共同挖掘與激盪在地的無限可能。 

二、 活動日期：2020 年 07 月 15 日（三）至 07 月 19 日（日）共五日。 

三、 活動時間：早上 8:00 至下午 04:00 

四、 活動地點：臺南市後壁區頂長社區 

五、 招生對象： 

1.20 名 菁寮國小三年級至國小五年級 

2.10 名 他校國小三年級至國小五年級 

六、 報名費用：$2,500/人 

七、 匯款資訊：請於報名後三天內，將報名費匯款至下列帳戶，並回傳匯款帳號後五

碼至 LaiTse9725@gmail.com 

八、 匯款資訊： 

銀行：第一銀行善化分行（代號：007） 戶名：陳篁維 

帳號：62368111816 

九、 聯絡窗口： 

1.聯絡人：林盈真 0975-269-784、陳篁維 0975-342-906 

2. E-mail：LaiTse9725@gmail.com 

十、 主辦單位：臺南市後壁區菁寮國民小學、南臺科技大學-大學社會責任推動中心、 

          來坐農創工作室 

協辦單位：臺南市頂長社區發展協會 

十一、 注意事項： 

1.因課程需要及安全防護，請學員攜帶以下物品：隨身小背包、水壺、環保餐具、  

手帕、隨身藥品、健保卡、換洗衣物(視個人需求)。 

2.活動期間請穿著舒適運動鞋。 

3.五天營會不提供住宿。 

4.課程當中有米食 DIY 的課程，料理完後可帶回家享用，請攜帶保鮮盒或餐具來裝 

填食物。 

備註：主辦單位保有因天候狀況或其他不可抗拒因素，機動調整營會活動之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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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活動資訊：如下表 

  第一天：初見長短樹 

時間 / 地點 活動 內容 

08:00 ~ 08:30 

社區關懷據點 
集合時間 

1. 頂長社區關懷據點集合簽到 

2. 小朋友互動時間 

08:30 ~ 09:10 

社區關懷據點 
初次見面 

1. 介紹貴賓、老師與隊輔 

2. 解說活動流程及注意事項 

09:10 ~ 09:50 

社區關懷據點 
破冰遊戲 透過破冰遊戲，培養學童與隊輔間之間的默契 

09:50 ~ 10:00 

社區關懷據點 
休息時間 下課休息 10 分鐘 

10:00 ~ 11:30 

社區關懷據點 
椅聊 DIY 

1. 說明活動主題「椅聊文化」 

2. 自己的「椅聊」自己做！ 

11:30 ~ 12:30 

社區關懷據點 
午餐時間 

1. 享用午餐，並感謝社區媽媽們的料理 

2. 聊天、休息及自由活動 

12:30 ~ 14:00 

社區關懷據點 

稻草造紙 

-不紙是這樣 

1. 說明「手抄紙」由來，並展示不同材質作品  

2. 稻草「手抄紙」DIY 

14:00 ~ 15:00 

社區關懷據點 
三輪車巡禮 坐三輪車，聽里長伯說古 

15:00 ~ 16:00 

社區關懷據點 
頂長小日記 

--- 長短樹之人．文．地．產．景 --- 

【畫與話】~在頂長社區的喜怒哀樂 

16:00 ~ 

社區關懷據點 
回家補體力 椅子集中收齊 

 

  



  第二天：宋江古時憶 

時間 / 地點 活動 內容 

08:00 ~ 08:30 

社區關懷據點 
集合時間 

1. 頂長社區關懷據點集合簽到 

2. 小朋友互動時間 

08:30 ~ 09:30 

社區關懷據點 
宋江知識小博士 

1. 講解社區宋江陣的歷史與故事 

2. 以小組趣味互動【白板搶答】方式進行 

09:30 ~ 11:00 

社區關懷據點 
面面具到 

1. 由在地師傅解說歷史悠久的「打面宋江陣」 

2. 「打面宋江陣」畫臉文化 

3. 彩繪專屬自己的「打面宋江陣」臉譜 

11:10 ~ 11:30 

社區關懷據點 
創意說畫 分享自己畫的「打面宋江陣」臉譜設計理念 

11:30 ~ 12:30 

社區關懷據點 
午餐時間 

1. 享用午餐，並感謝社區媽媽們的料理 

2. 聊天、休息及自由活動 

12:30 ~ 13:30 

社區關懷據點 
相伴你我他 

1. 量身製作「手抄紙」邀請函 

2. 準備將邀請函送去給配對的社區阿公阿嬤 

13:30 ~ 14:30 

社區關懷據點 
古時技憶 

1.由宋江陣師傅來教導「宋江陣」拳法 

2. 戴上面具跳宋江 

14:30 ~ 15:00 

社區關懷據點 

【尬陣】 

技藝文化交流 

1. 菁寮國小「金獅陣」展演 

2. 「打面宋江陣」V.S. 「金獅陣」 

15:00 ~ 16:00 

社區關懷據點 
頂長小日記 

--- 長短樹之人．文．地．產．景 --- 

【畫與話】~在頂長社區的喜怒哀樂 

16:00 ~ 

社區關懷據點 
回家補體力 椅子集中收齊 

 

  



  第三天：米食新時代 

時間 / 地點 活動 內容 

08:00 ~ 08:30 

社區關懷據點 
集合時間 

1. 頂長社區關懷據點集合簽到 

2. 小朋友互動時間 

08:30 ~ 09:30 

社區關懷據點 
田埂小教室 

1. 學習摘香蕉和做碗粿，由工作人員教導傳遞

知識。 

2. 以小組趣味互動【白板搶答】方式進行 

09:30 ~ 11:00 

社區關懷據點 
一齊趣蕉遊 

1. 來去香蕉園 

2. 小農夫摘香蕉體驗 

11:00 ~ 11:30 

社區關懷據點 
阿公阿嬤低兜威 

1. 將「手抄紙」邀請函送去給配對的阿公阿嬤  

2. 阿公阿嬤~我來囉! 

11:30 ~ 12:30 

社區關懷據點 
享用午餐 

1. 享用午餐，並感謝社區媽媽們的料理 

2. 聊天、休息及自由活動 

12:30 ~ 13:30 

社區關懷據點 
碗粿 DIY 

1. 由社區媽媽教導小朋友如何製作「碗粿」 

2. 【幼銀共創】碗粿 

13:30 ~ 15:00 

社區關懷據點 
蹦出米好滋味 

1. 邀請爆米香師傅示範「米」要怎麼「香爆」 

2. 「爆米香」看得到也吃得到喔! 

15:00 ~ 15:30 

社區關懷據點 
頂長小日記 

--- 長短樹之人．文．地．產．景 --- 

【畫與話】~在頂長社區的喜怒哀樂 

15:30 ~ 16:00 

社區關懷據點 
碗粿出籠 熱騰騰的碗粿領回家與家人分享 

16:00 ~ 

社區關懷據點 
回家補體力 椅子集中收齊 

   

  



第四天：田間逗樂趣 

時間 / 地點 活動 內容 

08:00 ~ 08:30 

粨面宋江公園 
集合時間 

1. 粨面宋江公園集合簽到。 

2. 小朋友互動時間 

08:30 ~ 09:00 

粨面宋江公園 
野球棒 DIY 利用稻梗自製球棒、棒球 

09:00 ~ 09:40 

粨面宋江公園 
野球紅不讓 

1. 比賽說明 

2. 棒球大聯盟！小組 PK 賽！ 

09:40 ~ 09:50 

社區關懷據點 
移動至頂長社區關懷據點 

09:50 ~ 11:00 

社區關懷據點 
湯圓搓搓樂 由社區媽媽領軍製作「花生米漿湯圓」 

11:00 ~ 11:30 

社區關懷據點 

專注力遊戲〈一〉 

空中接力 

1. 專注遊戲大集合，主持人說明規則 

2. 這是要比賽的喔!看看誰最有專注平衡力! 

11:30 ~ 12:30 

社區關懷據點 
享用午餐 

1. 享用午餐，並感謝社區媽媽們的料理 

2. 聊天、休息及自由活動 

12:30 ~ 12:40 

粨面宋江公園 
移動至粨面宋江公園 

12:40 ~ 14:00 

粨面宋江公園 
彩繪風箏 風箏 DIY & 彩繪自己的專屬風箏 

14:00 ~ 14:30 

粨面宋江公園 
話風箏 分享風箏創作理念 

14:30 ~ 15:30 

粨面宋江公園 
風箏飛上天 田間放風箏 PK 賽，看看誰是贏家！ 

15:30 ~ 15:40 

社區關懷據點 
移動至頂長社區關懷據點 

15:40 ~ 16:00 

社區關懷據點 
湯圓出鍋囉 自備餐具享用花生米漿湯圓 

16:00 ~ 

社區關懷據點 
回家補體力 

1. 椅子集中收齊 

2. 回家記得完成【頂長小日記】喔～ 



 

  第五天：後壁金促米 

時間 / 地點 活動 內容 

08:00 ~ 08:30 

粨面宋江公園 
集合時間 

1. 粨面宋江公園集合簽到 

2. 小朋友互動時間 

08:30 ~ 11:30 

粨面宋江公園 

米你人生 

劇場遊戲 

1.將「人」一生重要階段與「米文化」鏈

結，例如：出世(出生)吃油飯、滿月吃紅

圓、度晬(週歲)吃紅龜粿…訂婚要有爆米

香….，設計成闖關角色扮演遊戲 

2. 大家來闖關!!! 

11:30 ~ 11:40 

社區關懷據點 
移動至頂長社區關懷據點 

11:40 ~ 12:30 

社區關懷據點 
享用午餐 

1. 享用午餐，並感謝社區媽媽們的料理 

2. 聊天、休息及自由活動 

12:30 ~ 13:00 

社區關懷據點 

專注力遊戲〈二〉 

小袋鼠接力賽 

1. 專注遊戲大集合，主持人說明規則 

2. 小袋鼠障礙賽~不要撞倒障礙物喔！ 

13:00 ~ 14:00 

社區關懷據點 
阿公阿嬤金促咪 1.分組 PK，用說台語的方式給阿公阿嬤猜謎  

14:00~15:00 

社區關懷據點 
畫出心印象 

--- 長短樹之人．文．地．產．景 --- 

【畫與話】~在頂長社區的喜怒哀樂 

15:00~15:30 

社區關懷據點 
說出心裡話 依依不捨話 5 天日常 

15:30~16:00 

社區關懷據點 
頒獎典禮 

16:00 ~ 

社區關懷據點 
賦歸 

1. 椅子集中收回 

2. 期待下次再相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