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彰化縣立大村國民中學 111年單車暨體驗教育冬令營計畫 

壹、依據：一、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實施戶外教學與海洋教育要點。 

          二、本校 110年體育發展委員會會議通過。    

  

貳、辦理單位：  

主辦單位：彰化縣政府  

承辦單位：彰化縣大村國民中學 

協辦單位：正新橡膠股份有限公司、美利達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伊諾華國際股 

          份公司  

指導單位：彰化縣體育總會自由車委員會、社團法人臺灣 i騎車教育協會 

叁、緣起與目標 

一、緣起 

 臺灣素有自行車製造王國之稱，彰化縣亦屬製造重鎮之一，自行車相關產業如：

美麗達、明係集團、建大輪胎、正新輪胎、華豐輪胎…等大廠皆設立在彰化縣大

村鄉。大村國中在如此得天獨厚的環境中，非常適合發展自行車教育課程。彰化

縣擁有八卦山登山自行車路網系統、田尾公路花園自行車路網系統、二水鄉觀光

自行車路網系統、長青自行車道、東螺巡寶自行車道、洋子厝溪自行車道、高鐵

綠園自行車廊道等，擁有豐富人文景觀。  

希望透過社群運作，研發自行車結合部定課程，以學校周邊景點為主課程，由學

校出發，從認識家鄉開始，循序漸進的認識彰化，加深對自己家鄉的認同感。 

二、目標 

     自行車教育除協助學生認識單車的基本知識外，還必須熟悉單車的操控、

道路安全的學習與騎車禮儀，以及了解自行車賽事。藉由此次課程鼓勵孩子走出

戶外、遠離 3C電玩的誘惑，養成運動習慣，更期望能啟發學生在自行車運動中

的天分，成為培育國家選手的搖籃。 

肆、實施日期與對象 

日    期：111年1月26日至111年1月28日(星期三、四、五) 

對    象：國小五、六年級(報名人過多以六年級學生優先) 

報名日期：111年1月12日至111年1月20日(星期四) 

報名地點：大村國中體育組(大村鄉中山路2段240號)04-8521231-214 

報名費用：免費 

自備器材：腳踏自行車一輛 

 

 

 

 



單車教育自主學習課程實施計畫~ 

一、單車教育自主學習課程之課程設計： 

(一)課前討論：藉由問題引導方式，互動討論，導引進行流程如下： 

1.我知道自己住在哪個縣市區域嗎? 

2.與自己居住地相臨的縣市區域有哪些？ 

3.如果要進行道路騎單車，需要準備什麼?要注意哪些安全事項? 

4.考量進行單車活動所需要準備事項和應注意的安全規則? 

  (二)課中學習：課程架構與內容如下 

 

課程主題 課程內容 

基本知識 

 部位名稱 

 基本保養與維修（落鏈、破胎） 

操控技巧 

 自我保護 

 突發狀況應變 

法規與禮儀 

 交通法規的遵守 

 騎乘禮儀的學習 

關於競賽 

 國內外賽事 

 比賽規則 

   

(三)課後反思： 

依學生的學習過程及觀察角度，拍照記錄，蒐集、整理、製作成果並發表，

並將此成果作為之後更深入學習時的比較。 

Bike  
自行車 

基本   
知識 

 法規 
與  

禮儀 

關於   
競賽 

操控  
技巧 



二、教學評量方式：  

   (一)活動中實施動態評量。 

   (二)活動後進行檔案及紙筆評量。 

   (三)課程回饋單調查與統計。 

   (四)學習課程執行成效質與量分析。 

伍、安全風險管理機制 

 

一、活動前的風險評估和安全整備：行前檢整作業及單車騎乘安全說明 

參與活動的師生都能了解最新氣象預報和場域安全狀況，以整備適合該

活動的裝備；並應強調相關的單車活動安全規範，辨識交通號誌、了解

交通法規,行動時需配合團體前進的步調，以及發生緊急狀況時的應變方

式，提醒學生以適當及正確騎乘行為來避免潛在的風險。 

 二、活動前進行自主體能訓練 

利用一些簡易的團體互動運動，例如：跳輪胎、空中猜拳、大象走路、

蹲馬步運球、太空漫步…等，富有趣味的互動團體練習，讓活動不枯燥

乏味。 

三、活動進行中的風險預防和安全維護：團隊紀律作業 

加強隊伍的紀律和隊伍管理，導向自主管理的共同學習，確保「每一位

成員」都充分受到照顧，並學會自我保護與自我照顧以降低活動當下不

必要的安全事故。 

四、活動中的緊急應變與安全事件通報 

當發生意外的安全事件時，立即啟動緊急應變機制，迅速辨明影響層面，

中斷課程活動，集合所有人員，採取應為的緊急應變措施，並詳細記錄

整個過程，以期在事後能以此案例探討作為未來防範的意外事故的借鏡，

並有助於釐清相關責任，避免二度傷害。安全事故應變流程如下圖。 

安全維護 

活動前：行前檢整作業 

活動前：單車騎乘的安全說明 

活動中：團隊紀律作業 

活動中：緊急應變與安全事件通報 

特殊災害防救與應變措施 



 

五、特殊災害防救與應變措施 

若遇到颱風、豪雨（水災）、地震或疫情等可視為「天災」的緊急事故，

立即終止活動，避免二次傷害，儘速循相關的安全防護與撤退方式，結

束活動，平安回家。 

陸、預期效益 

一、透過學習場域延伸，發揮戶外體驗教育活動功能，增進學生運用家鄉資

源之能力。 

二、經由行程的安排，讓學生學習團體中溝通、協調與合作的能力。 

三、藉由與實際的接觸，加強學生對身邊事物之觀察力，經濟活動與生活經

驗。 

四、透過體驗學習教育讓學生能體認相互支持的重要，培養思考改變意願增

進應變能力、鼓勵正向冒險、定時反思內省、自主引導學習、平衡心理

發展之素。 



柒、上課程安排: 

1/26(三)  DAY1 

時間 課程名稱 課程內容 

8:00~9:00 學員報到 
 

9:00~10:00 環境認識 破冰遊戲 

10:00~11:00 安全防護 安全帽正確戴法、摔車應變及自我保護 

11:00~12:00 認識單車及構造 正確騎乘姿勢 

12:00~13:00 午餐及休息時間 

13:00~14:00 基礎技巧-1 直線平衡與穩定 

14:00~15:00 基礎技巧-2 緊急煞車使用與應變 

15:00~16:00 基礎技巧-3 路上障礙物閃避技巧 

16:00~17:00 基礎技巧-4 配合地形的變速運用 

17:00~ 第一天課程結束 

1/27(四)  DAY2 

8:00~9:00 進階技巧-1 跨越障礙物 

9:00~10:00 進階技巧-2 路面高低差應變 

10:00~11:00 進階技巧-3 非平整路面的重心轉移 

11:00~12:00 進階技巧-4 跟車技巧與煞車安全距離判斷 

12:00~13:00 午餐與休息時間 

13:00~14:00 交通安全 交通規則與騎乘禮儀 

14:00~15:00 賽事介紹 國內外賽事種類 

15:00~16:00 選手之路 訓練的方式 

16:00~17:00 影片欣賞 國內外各種賽事（職業、業餘） 

17:00~ 第二天課程結束 

1/28(五)  DAY3 

8:00~9:00 
外騎準備、注意事項 

9:00~10:00 

10:00~11:00 
道路騎乘 

1.一般騎士的騎乘方式與禮儀             

2.選手的騎車方式與隊形 11:00~12:00 

12:00~13:00 午餐與休息時間 

13:00~14:00 

課程綜合挑戰賽 闖關挑戰 14:00~15:00 

15:00~16:00 

16:00~17:00 分享時間 

17:00 開心賦歸 

  

 

 



捌、教練師資 

陳柏維：106全國場地錦標賽 4公里團隊追逐第一名，團隊競速第一名。 

岳中城：2019花蓮鐵人 515分組第一名。 

謝珮嘉：教育部體育署體適能指導員。 

  



彰化縣立大村國民中學 111年單車暨體驗教育冬令營計畫報名表 

 

編    號 （由主辦單位填寫） 

（黏貼照片） 

 
姓    名  性別 □男  □女 

身分證字號  

現在就讀學校 

及班級 
__________國小  _____年  ____班 身高  

出生年月日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體重  

住    址  

家長或監護人 

姓    名  

聯絡電話 

公： 

手機： 

自備腳踏車   □是    □否 

學生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 

（原子筆簽全名或蓋章） 

家長簽章：____________________ 

（原子筆簽全名或蓋章） 

 



彰化縣立大村國民中學 111年單車暨體驗教育冬令營參加者切結書 

本人       志願報名參加彰化縣立大村國民中學 111 年單車暨
體驗教育冬令營，願與大會合作服從教練人員指揮，遵守大會相關規
定，以避免發生危險，並保證身心健康無慮，若因個人身體等因素而
發生任何意外，立切結書人願負全責，與大會無關。 

 

※備註：檢活動切結說明 

１、特殊病歷或需協助事項（如學員皮膚易過敏或有蠶豆症者，自備
適合的防曬乳及防蚊用品，若無任何特殊疾病請填無」）。 

 
２、該學員法定代理人保證身體健康狀況均正常，並無個人特殊體質

特殊及心血管…等疾病，且經慎重考量後，自願參加單車冬令營，
活動前已確實了解活動必須遵守、注意之各事項，參加活動期間，
若因個人疏失導致發生危險，本人願自行承擔所有責任；如有意
外事故，本人也願意按照保險公司規定，辦理申請手續接受保險
理賠，恐口無憑特立此書以茲證明。 

 
※有其他上述未提及需要大會協助及注意事項參加運動的理由嗎？ 

□是    □否 

    理由：                                            

 

參加者（原子筆簽名或蓋章）：_____________ 

家  屬（原子筆簽名或蓋章）：_____________（家長或法定監護人） 

中華民國 111 年    月    日 

 

 

 

 

 

 



大村國民中學生個人資料蒐集使用、處理及利用之範圍、目

的、對象及使用期間等相關規範告知事項 

 

1、學生於完成本報名程序後，即同意本校因作業需要，作為學生身分確定、成

績計算作業運用。 

2、本校於報名表中對於學生資料之蒐集，係為學生成績計算、資料整理及報到

作業等招生作業之必要程序，並作為後續資料統計及學生報到註冊作業使用，考

生資料蒐集之範圍以本校報名表所列各項內容、術科測驗成績資料為限。 

3、蒐集之學生資料，因招生、統計與考生註冊作業需要，於學生完成報名作業

後，即同意本校進行使用，使用範圍亦以前項規定為限。 

4、學生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三條規定，當事人依該法行使之權利，將不因報名

作業而拋棄或限制，惟考量招生作業之公平性，學生報名之相關證明文件應於報

名時一併提出，完成報名作業後不得要求補件、修改或替換，未附證明文件或證

明書中各欄填寫不全者，一律不予採認，所繳相關證明文件亦不退還。若學生不

提供前開各項相關資料，本校將無法進行該學生之甄選、錄取等相關作業，請特

別注意。 

5、完成報名程序之學生，即同意本校對於學生個人資料蒐集類別、使用範圍、

方式、目的、對象及使用期間等相關規範，並同意本校對於學生個人資料進行蒐

集或處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