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投縣集集國民小學 107 學年度第一學期 

學校總體課程「集集復集集」教學計劃 
 
單元名稱：集集的鐵道文化 

（ 五 ）年級學年學習目標 單元學習目標 

1、瞭解集集支線鐵道之歷史與文化 

1、能說出集集支線各站的由來 

2、能說出集集支線各站的功能 

3、能比較出集集支線各站功能的轉變 

能力指標 融入議題 年級 授課日期 
節

數 
設計者 

1-1-1 能運用五官觀察探究環境中事物 

2-2-1 能了解生活週遭的環境問題及 

     其對個人學校與社區的影響 

2-1-4 認識並欣賞週遭環境 

6-3-3 能規劃彙整資料 

環境教育 

資訊教育 
五   1~5 週 9 白汸可 

教學活動內容 評量方式 

 

一、引起動機：歌唱「車站」，導引學生說出對車站的感受 

 
二、教學活動： 

1.展示車站照片，請學生思考並發表：集集支線各車站之美。 

2.教師展示舊車站的建築圖片並說明其建築之特色。 

3.教師解說集集支線各站的歷史。 

 
三、綜合活動： 

(一)分組討論並報告 

1.集集支線的由來 

2. 集集支線各站昔日的型態和目前的功能。 

3.地震後，集集車站為何不拆掉重建新車站？其歷史意義何在？ 

發表 

筆記 

紀錄 

聆聽 

報告 

 



南投縣集集鎮集集國小本位課程學習單 

活動 

名稱  

參觀火車站-二

水 
日期    年  月   日 

設計 

老師  
白汸可 

座號

姓名 
(    ) 

活動一：小朋友，集集線的起點在哪裡？ 

 請問 1.二水火車站附近有何國家風景區？ 2.它是隸屬哪個縣市？ 

（１）                           

（２）                           

 活動二：請你介紹二水車站？   

  

 

  

活動三：請寫出二水車站的歷史。 

 

 

 

 

活動四：請畫(貼)二水車站的樣貌。 

       



南投縣集集鎮集集國小本位課程學習單 

活動 

名稱  
參觀火車站-濁水 日期    年  月   日 

設計 

老師  
白汸可 

座號

姓名 
(    ) 

活動一：小朋友，集集往二水會經過龍泉及濁水車站。 

 請問 1.龍泉火車站附近有何風景點？ 2.它附近還有哪個重要公共設施？ 

 （１）                            

 （２）                            

 活動二：請寫出龍泉車站的歷史 

   

  

 

  

活動三：請寫出濁水車站的歷史。 

 

 

 

 

活動四：請畫(貼)濁水車站的樣貌。 

       



南投縣集集鎮集集國小本位課程學習單 

活動 

名稱  
參觀火車站-集集 日期    年  月   日 

設計 

老師  
白汸可 

座號

姓名 
(    ) 

活動一：小朋友，集集鎮最有名的，莫過於火車站了，每當假日，車站邊總是擠滿了遊客。 

        請問 1.火車站是從什麼地方拆過來的？2.它所使用的木頭是什麼種類的？ 

 （１）                            

 （２）                             

 活動二：請依序寫出火車行經之站別：  起點二水   

 （1）                             （2）                          

 （3）                             （4）                            

 （5）                             （6）                            

活動三：請寫出集集車站的歷史。 

 

 

 

 

活動四：請畫(貼)今與昔集集車站的樣貌。 

       



南投縣集集鎮集集國小本位課程學習單 

活動 

名稱  
參觀火車站-車埕 日期    年  月   日 

設計 

老師  
白汸可 

座號

姓名 
(    ) 

 

活動一：小朋友，集集線最後一站是車埕車站。 

        請問 1.車埕車站又有什麼稱號？2.它隸屬哪個國家風景區？ 

（１）                           

（２）                           

活動二：請寫出車埕車站附近之特色 

 （１）                               （2）                         

（3）                                （4）                         

（5）                                （6）                         

活動三：請寫出車埕車站的歷史。 

 

 

 

活動四：請畫(貼)車埕車站的樣貌。 

       

 

 



南投縣集集國民小學 107 學年度第二學期 

學校總體課程「集集復集集」教學計劃 
 

單元名稱：探尋遺忘的山巒—集集大山 

（  五  ）年級學年學習目標 單元學習目標 

一、認識集集大山的位置、高度、動植物 

二、認識重陽節的習俗活動 

三、能親自探訪並導覽解說 

1 能說出集集大山的位置、高度 

2 能說出沿途的特色 

3 能說出山巔四周圍的鄉鎮 

4 能認識沿途常見的動植物 

能力指標 融入領域 年級 授課週 節數 設計者 

6-3-3 能規劃、拜訪、彙整、收集

資料。 

1-3-5-1 願意與同儕相互溝通、共

享活動的樂趣。 

1-3-5-2 傾聽別人的報告，並做適

當的回應。 

5-3-1 注意營養，鍛鍊身體。 

資訊教育 

環境教育 

生命教育 

五  1,3~5 週 7 白汸可 

教學活動內容 評量方式 

一、 訪問家人或耆老、上網搜尋有關集集大山的由來、故事或

相關的資料。 

二、 登集集大山：認識沿途之風景、動植物，並和資料相對照。 

三、 語文：學生解說「一葉知秋、明察秋毫、平分秋色、秋高

氣爽」四個成語。 

四、 數學：實際測量學校和山頂的氣溫差別，並計算每升高 100

公尺溫度會下降幾度。 

五、 社會：解說重陽節「飲菊花酒、插茱萸、登高、敬老」習

俗。 

http://www.gio.gov.tw/info/festival_c/99/99.htm 

六、 自然：解釋秋天的天氣現象「秋老虎、東北季風」，並由學

生提出春天常見的自然現象(候鳥過境、植物蕭條、葉枯楓

紅、芒草飄逸……等)。 

七、 心得分享：親身感受後，與同學分享。 

紀錄、筆記 

聆聽、發表 

登上集集大山 

學習單 

分享 

※ 本計畫需有較多節數供學生蒐集、整理資料 



※ 分組製作「集集大山印記」紀錄筆記 

內含（封面、目錄、組員、計畫、集集大山的動物、植物、景色、學習單…等）

裝訂成冊 

 

 

 

 

 

 

 

 

 

 

 

 

 

 

 

 

 



南投縣集集鎮集集國小本位課程學習單 

活動 

名稱  
登集集大山 日期    年  月   日 

設計 

老師  
白汸可 

座號

姓名 
(    ) 

 

活動一：小朋友，我們要準備登集集大山了，你對集集大山了解多少呢？ 

         請問 1.集集大山隸屬哪個山脈？2.他相鄰哪三個鄉鎮？ 

 （１）                        山脈                     陵脈。 

  （２）                                  

 活動二：請寫出集集大山命名的由來。 

     

  

 

  

活動三：回答下列問題。 

1.集集大山的高度為：                  公尺。 

2.集集大山被歸為：                    等三角點。 

3.集集大山主要農作物為：                、                、                

活動四：請畫出從學校遠眺集集大山的樣貌。       



集集大山的地理位置 

集集大山是台灣南投縣境內一座山嶽，位於集集、中寮、水里三個鄉鎮交界，同時是集集鎮知名景點

之一。 

集集大山在台灣地理學而言，是歸屬於雪山山脈集集稜脈，海拔高度為 1392公尺，基點是座二等三

角點，由行政院體育委員會選出的台灣小百岳之一。 

集集大山的交通指引與現況 

自行開車 

*由台中走中投公路經南投、名間、集集到富山國小。 

*由鎮公所前民生路循通往水里之舊道路而行，抵達富山里後左轉進入巷道，然後循產業道路

直行而上。 

照片引用資料來源-美佛慧訊-傅麗卿 

集集大山登山口起自富山國小，沿途有溪水潺潺流過，中低海拔的原始闊葉林與茂盛孟宗竹竹林交叉

出現，生機盎然。從集集市區可直接眺望到集集大山，其山頂處有座紅白相間高塔，乃為電視公司轉

播發射塔，已成為集集大山標的物。 

集集大山設有眺望台、停車場，視野遼闊可透視日月潭、濁水溪沿岸市區， 如水里、集集，

甚至最遠可眺到濁水溪對岸鄉鎮鹿谷，以及玉山山脈、中央山脈等名山。由於集集大山山頂處

視野範圍甚廣，已成召覽喜好攝影人士前來取日月潭全景，與對岸的水社大山遙遙相望。                  

引用資料來源-維基百科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F%B0%E7%81%A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D%97%E6%8A%95%E7%B8%A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B%86%E9%9B%86%E9%8E%AE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AF%AE%E9%84%8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0%B4%E9%87%8C%E9%84%8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B%86%E9%9B%86%E9%8E%AE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F%B0%E7%81%A3%E5%9C%B0%E7%90%8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B%AA%E5%B1%B1%E5%B1%B1%E8%84%8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5%AC%E5%B0%BA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A1%8C%E6%94%BF%E9%99%A2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AB%94%E8%82%B2%E5%A7%94%E5%93%A1%E6%9C%83&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F%B0%E7%81%A3%E5%B0%8F%E7%99%BE%E5%B2%B3
http://travel.nantou.com.tw/
http://jiji.nantou.com.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8D%97%E6%8A%95%E7%B8%A3%E7%AB%8B%E5%AF%8C%E5%B1%B1%E5%9C%8B%E6%B0%91%E5%B0%8F%E5%AD%B8&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97%8A%E8%91%89%E6%9E%97&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D%9F%E5%AE%97%E7%AB%B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B%BB%E8%A6%96%E5%8F%B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7%A5%E6%9C%88%E6%BD%A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F%81%E6%B0%B4%E6%BA%AA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F%81%E6%B0%B4%E6%BA%AA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B9%BF%E8%B0%B7%E9%84%8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8E%89%E5%B1%B1%E5%B1%B1%E8%84%8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A4%AE%E5%B1%B1%E8%84%88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B0%B4%E7%A4%BE%E5%A4%A7%E5%B1%B1&action=edit&redlink=1


集集大山的由來 

集集大山舊稱為“大崙山”，後來因為商人來此作生意，收購樟腦、山產，問當地人何處收

購，當地人說“集集那邊的大山”，所以集集大山的地名就由此而生。 

集集大山的近況 

前往集集大山，有登山步道，在慈德寺附近。但因為在富山國小旁有條產業道路直上集集大

山山頂，也可以當健行步道來走，所以一般若不是健行，都會開這條產業道路上山。不過產

業道非常小條，有的地方會車是有難度的，因為地處偏遠，此處一般人少來，所以會車的機

會不大。據說十多年前，集集大山是非常熱門的登山健行景點，但現在已經荒廢日久了，而

且看到集集大山的步道及廁所也都荒煙漫草了，很難想像當年的熱門程度。位於集集鎮郊的

集集大山原是集集香蕉主要產地，自從香蕉外銷市場沒落，除山腰以上仍種植香蕉，多數已

改植紅龍果、檳榔。大山海拔一三九二公尺，係集集鎮最高點所在地，也是南投、名間、竹

山、集集、水里等鄉鎮海拔最高點；因此除有中華電視台所設置的轉播站外，在香腸族、呼

叫器以及行動電話等資訊革命的現代，更成為許多資訊單位爭取的設站地點、目前前往集集

大山的道路雖然狹小，但仍可行汽車，至於民國七十年末、八十年初一度盛行的集集大山踏

青健行活動、目前則逐漸沒落。 

對於集集大山景觀點風光再造，集集鎮長林明溱曾先後向土地管理單位林務局及省府相關部

門爭取經費做道路維修以及休息站造景，然而卻礙於經費欠缺以及其他因素，目前仍屬於半

荒廢狀態。 

  

安全事項：也許是山區的關係，虎頭蜂很多，所以不能在上面停留太久，以免被蜂群攻擊。 

 

 

http://jiji.nantou.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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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travel.nantou.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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