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旅行文學社群 102年度下學期第 1 次聚會 

主  題：課程大綱規劃 

主持人：李淑雲  老師 

分享人：李淑雲  老師 

記  錄：邱薳令  老師 

時  間：103年 03月 13日 12:20-13:20 

地  點：國文科辦公室 

出  席：李淑雲老師、王媛蘭老師、邱薳令老師 

 

一、 主持人報告： 

感謝各位老師上學期的熱情參與，讓短短六週的旅行文學特色課

程不僅圓滿結束，也得到了參加學科展覽等豐碩的成果。本學期仍要

請與會老師協助，就上學期的基礎更新課程設計。 

二、 分享內容： 

請參閱附件一：102 年度下學期  旅行文學課堂大綱（初版）。 

 

三、 心得與討論/後續規畫： 

請參閱附件二：102年度下學期  旅行文學課堂大綱（0313版）。 

 

四、 會議照片(最多 2 張)： 



 

 

 

 

 

 

 

 

 

 

 



旅行文學社群 102年度下學期第 2 次聚會 

主  題：閱讀文本篩選 

主持人：王媛蘭  老師 

分享人：王媛蘭  老師 

記  錄：邱薳令  老師 

時  間：103年 03月 26日 12:20-13:20 

地  點：國文科辦公室 

出  席：王媛蘭老師、李淑雲老師、邱薳令老師 

 

五、 主持人報告： 

依據上次討論的課綱，我們希望每個主題都有二至三篇的閱讀

文本，請各位老師就目前的十餘篇文本篩選之。另因逢停課、戶外教

學等因素，請老師斟酌發放文本的次數。 

六、 分享內容： 

作者 篇名 採用與否／對應週次 

張讓 旅人的眼睛 採用，第一週 

三毛 如果教室像遊樂場 不採用 

張曉風 戈壁行腳 不採用 

柯裕棻 比正路還長的巷子 不採用 

安藤忠雄 二十四歲漫遊世界 

隻身遊走歐洲七個月 

動盪不安的心 

採用，第四週 

五月天 阿信 《浪漫的逃亡》選文： 不採用 



千手觀音的殘念 

紅豆婆婆的一生懸念 

埼玉的時空奇遇 

裸味參悟 

余光中 記憶像鐵軌一樣長 不採用 

郝譽翔 回來以後 採用，第二週 

謝旺霖 《轉山》選文：朝聖者 不採用 

焦桐 遠足 採用，第一週 

舒國治 京都賞遊十帖 採用，第五週 

 

七、 心得與討論/後續規畫： 

1. 請同學摘錄閱讀文本之佳句，編入自製小書中。 

2. 第二週適逢高一漆彈射擊，停課乙次，授課次序調整

如下： 

第一週：大稻埕（發放閱讀文本） 

第二週：停課 

第三週：藍色公路 

第四週：自我的神話／交通工具微旅行報告（一）（發 

放閱讀文本） 



第五週：長安山海經／交通工具微旅行報告（二）（發 

放閱讀文本） 

第六週：小書製作（發放閱讀文本） 

八、 會議照片(最多 2 張)： 

 

 

 

 

 

 

 



旅行文學社群 102年度下學期第 3 次聚會 

主  題：「大稻埕」講義定稿 

主持人：邱薳令  老師 

分享人：邱薳令  老師 

記  錄：李淑雲  老師 

時  間：103年 04月 02日 12:20-13:20 

地  點：國文科辦公室 

出  席：邱薳令老師、李淑雲老師、王媛蘭老師 

 

一、 主持人報告： 

本週第一單元即將上場，請各位老師為第一堂課作總體檢。 

二、 分享內容： 

1. 民視《台灣演義．大稻埕》影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j05GfUk6fo 

2. 閱讀文本：張讓〈旅人的眼睛〉、焦桐〈遠足〉（請參閱附件） 

三、 心得與討論/後續規畫： 

1. 教學次序： 

i. 課程說明及分組。（發課堂大綱定稿） 

ii. 定義「旅行文學」。 

iii. 民視《台灣演義．大稻埕》影片觀賞。 

iv. 課堂問題與討論。 

2. 提醒同學下週不上課，第三週為校外教學，請同學當

日最遲於上午 10:05 在校門口集合，逾時不候。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j05GfUk6fo


旅行文學社群 102年度下學期第 4 次聚會 

主  題：「藍色公路」戶外教學行前規劃 

主持人：李淑雲  老師 

分享人：李淑雲  老師 

記  錄：邱薳令  老師 

時  間：103年 04月 09日 12:20-13:20 

地  點：國文科辦公室 

出  席：李淑雲老師、王媛蘭老師、邱薳令老師、林偢萍老師 

 

一、 主持人報告： 

本週配合教育局「藍色公路校外教學體驗計畫」，將課堂帶到淡

水河上，並邀請學務處林千惠主任、林偢萍老師一同參與，請各位老

師協助審視課堂設計，俾使當日活動順利進行。 

二、 分享內容： 

1. 「藍色公路校外教學體驗計畫」（請參閱附件一）。 

2. 閱讀文本：郝譽翔〈回來以後〉（請參閱附件二）。 

三、 心得與討論/後續規畫： 

1. 教學設計： 

i. 當日上午 10:10 準時點名，發車前往大稻埕。 

ii. 搭船前往關渡，沿途介紹淡水河文化變遷，並請

同學利用時間完成學習單。 

iii. 預 12:30 返抵校園，另請隨車老師下車前回收學習

單。 



2. 基於時間有限，未於 10:10 抵達集合地點的同學，將協

請教官安置圖書館自習。 

四、 會議照片(最多 2 張)： 

 

 

 



旅行文學社群 102年度下學期第 5 次聚會 

主  題：「交通工具微旅行」及「自我的神話」課堂設計 

主持人：李淑雲  老師 

分享人：邱薳令  老師 

記  錄：王媛蘭  老師 

時  間：103年 04月 16日 12:20-13:20 

地  點：國文科辦公室 

出  席：李淑雲老師、邱薳令老師、王媛蘭老師 

 

一、 主持人報告： 

本週課程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為同學報告，其次為課堂講授，

請各位老師討論細部規畫，為本週課程定案。 

二、 分享內容： 

1. 「自我的神話」課堂 ppt、講義、學習單（請參閱附件一、二、

三）。 

2. 閱讀文本：安藤忠雄選文（請參閱附件四）。 

三、 心得與討論/後續規畫： 

1. 教學次序： 

（1）「交通工具微旅行」第一梯次（捷運與公車）課堂

報告每人 3~5 分鐘，含教師講評約一節課。 

（2）「自我的神話」課堂講授，最末預留十分鐘讓同學

構思學習單上的作業（三選一）。 

 



四、 會議照片(最多 2 張)： 

 

 

 

 

 

 

 

 

 

 



旅行文學社群 102年度下學期第 6 次聚會 

主  題：「長安山海經」課堂設計 

主持人：王媛蘭  老師 

分享人：李淑雲  老師 

記  錄：邱薳令  老師 

時  間：103年 04月 16日 12:20-13:20 

地  點：國文科辦公室 

出  席：王媛蘭老師、李淑雲老師、邱薳令老師 

 

一、 主持人報告： 

本週延續上次的教學設計，先讓同學上台完成「交通工具微旅行」

之報告，第二節再進行「長安山海經」的教學主題，請各位老師就本

次教學提出意見。 

二、 分享內容： 

1. 「長安山海經」講義及學習單。（請參閱附件一） 

2. 閱讀文本：舒國治〈京都遊賞十帖〉。（請參閱附件二） 

三、 心得與討論/後續規畫： 

1. 教學次序： 

（1）「交通工具微旅行」第二梯次（火車、船及其他）

課堂報告每人 3~5 分鐘，含教師講評約一節課。 

（2）「長安山海經」課堂講授，最末預留十分鐘讓同

學構思學習單上的作業。 

2. 提醒同學事先規畫小書內容，下週課堂結束即繳交。 



旅行文學社群 102年度下學期第 7 次聚會 

主  題：成果發表會規畫 

主持人：李淑雲  老師 

分享人：李淑雲  老師 

記  錄：邱薳令  老師 

時  間：103年 04月 30日 12:20-13:20 

地  點：國文科辦公室 

出  席：李淑雲老師、王媛蘭老師、邱薳令老師 

 

一、 主持人報告： 

課程接近尾聲，循上學期模式，最後一堂為小書製作時間，惟本

學期沒有學科展，擬於課堂上進行成果發表，請老師們討論課堂流程。 

二、 分享內容： 

1. 作品授權書及課堂回饋單。（請參閱附件） 

三、 心得與討論/後續規畫： 

1. 教學次序： 

i. 第一堂課為小書製作時間，請隨堂老師協助準備

及發放文具。 

ii. 第二堂課請同學上台分享小書，最末預留十分鐘

教師講評、同學回饋。 

iii. 請獲選佳作的同學填寫「佳作授權 

2. 請獲選佳作的同學踴躍提供作品，以作為下次開課的

參考，提供者請填寫「佳作授權書」。 



四、 會議照片(最多 2 張)： 

 

 

 

 

 

 

 

 

 

 



旅行文學社群  第 8 次聚會 

主  題：課程總體檢 

主持人：王媛蘭  老師 

分享人：王媛蘭  老師 

記  錄：邱薳令  老師 

時  間：103年 06月 04日 12:10-14:10 

地  點：國文科辦公室 

出  席：王媛蘭老師、李淑雲老師、邱薳令老師 

 

九、 主持人報告： 

本學期課程已結束月餘，進入批閱作業及學期成績階段，請各位

老師就課程內容、作業，裨使課程圓滿落幕。 

十、 心得與討論/後續規畫： 

1. 截至 6/3 為止，尚有個位數同學未繳交小書，擬請該班

國文老師轉知學生儘速繳交，以利評分。 

2. 部分課程有多項作業讓同學自由選擇，如同學一次繳交兩份以

上，將於所有分數中擇前五高分登錄。本學期因應打靶活

動停課乙次，課程相當緊湊，除閱讀文本無法討論外，

作業也顯得繁重，如再開課，應斟酌延長授課週數。 

3. 下學期有較多的體育賽事，容易造成戶外踏查課程趕

場或取消部分參觀活動，殊為可惜，宜事先知會學校，

討論因應方案。 

 



十一、 會議照片(最多 2 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