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觀光工廠 X 戶外教育 課程方案表 

一、場域基礎資訊 

場域名稱 

（觀光工廠名稱） 
台灣氣球博物館 

場 域 地 址

交通方式 

台中市神岡區大豐路五段 505 號 

(搭台中市公車 921 可到達門口) 

場域網站連結網址 www.prolloon.com.tw 

場域特色與教育價值 

    台灣氣球博物館位在台灣唯一的氣球工廠-大倫氣球，專門生產橡膠氣

球。從導覽與氣球 DIY 課程中，可以學習氣球相關的知識，從生產過程到

多元應用，從美術及科學教育到環境意識的提升，讓知識與歡樂融合成為

一體。行程整體的設計，以創意、教育、歡樂為核心，在輕鬆愉快的氛圍

中不知不覺完成學習。 

台灣氣球博物館空間分為： 

廣場區─草坪植物花園、橡膠樹展示、造型氣球公共藝術 

   
 

商品區─參觀報到與氣球展示及販售 

   
 

博物館─介紹台灣氣球歷史、機具、原料與配方、生活應用、環境教育 

   



體驗區─DIY 教室大/中/小三間、遊戲區 

     
 

生產區─自動化氣球生產線、包裝部、印刷部（需特別洽談） 

   
 

 

教育價值： 

歷史：氣球的故鄉-豐原。認識鄉土人文，讓孩子對於自己居住的土地有更

多的認識與自信。 

 

氣球製造：透過影片認識氣球的生產過程，連結實體氣球的介紹，讓孩子

了解氣球與模具的關聯。 

 

原料到成品：介紹橡膠樹的栽種、橡膠液的採集方式、橡膠液的保存與調

配，透過嗅覺深刻感受與實際製作手工氣球 DIY，認識氣球的一生。 

 

安全與環境教育：認識空飄氣球，比較氫氣與氦氣的差異，增加安全意

識。從空飄氣球引導孩子氣球到哪裡了？氣球與環境保護息息相關，從小

開始培養環境意識。 

 

生活應用：氣球除了裝飾用途之外，還可以做什麼？從醫學、藝術、歡

慶、科學玩具等面向讓孩子重新認識氣球與生活的關聯。 

 

 



二、戶外教育課程方案 

課程方案名稱 氣球達人大冒險（低年級） 

對象、年齡層 國小一、二年級 每場次人數 上限 40 人（師生比建議 1:20） 

每場次時間 120 分鐘 每天可提供場次 四場 

是否提供學習單 有 收費方式 團體價$200/人 

課程/活動類型 ☐生態環境■人文歷史☐探索挑戰☐休閒遊憩☐職涯探索☐山野☐海洋 

對應十二年國教

核心素養 

A 自主行動 B 溝通互動 C 社會參與 

£A1 

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具備身心健全發展的素質，

擁有合宜的人性觀與自我

觀，同時透過選擇、分析與

運用新知，有效規劃生涯發

展，探尋生命意義，並不斷

自我精進，追求至善。 

£B1 

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具備理解及使用語言、文

字、數理、肢體及藝術等各

種符號進行表達、溝通及互

動的能力，並能了解與同理

他人，應用在日常生活及工

作上。 

■C1 

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具備道德實踐的素養，從個人小我

到社會公民，循序漸進，養成社會

責任感及公民意識，主動關注公共

議題並積極參與社會活動，關懷自

然生態與人類永續發展，而展現知

善、樂善與行善的品德。 

£A2 

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具備問題理解、思辨分析、

推理批判的系統思考與後設

思考素養，並能行動與反思，

以有效處理及解決生活、生

命問題。 

£B2 

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具備善用科技、資訊與各類

媒體之能力，培養相關倫理

及媒體識讀的素養，俾能分

析、思辨、批判人與科技、

資訊及媒體之關係。 

■C2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具備友善的人際情懷及與他人建立

良好的互動關係，並發展與人溝通

協調、包容異己、社會參與及服務

等團隊合作的養。 

£A3 

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具備規劃及執行計畫的能

力，並試探與發展多元專業

知能、充實生活經驗，發揮

創新精神，以因應社會變

遷、增進個人的彈性適應

力。 

■B3 

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具備藝術感知、創作與鑑

賞能力，體會藝術文化之

美，透過生活美學的省

思，豐富美感體驗，培養

對美善的人事物，進行賞

析、建構與分享的態度與

能力。 

£C3 

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具備自我文化認同的信念，並尊重

與欣賞多元文化，積極關心全球議

題及國際情勢，且能順應時代脈動

與社會需要，發展國際理解、多元

文化價值觀與世界和平的胸懷。 

對應學科 
□語文(國語文、英語文) □數學◼自然科學◼社會◼藝術◼綜合活動□科技 

□健康與體育 

對應議題 

□性別平等教育□人權教育◼環境教育□海洋教育□品德教育□生命教育 

□法治教育□科技教育□資訊教育□能源教育◼安全教育□防災教育□家庭教育 

□生涯規劃教育□多元文化教育□閱讀素養□戶外教育□國際教育□原住民族教育 



達到教育目標 

1.認識氣球工廠和氣球博物館場域及應有的參觀禮儀。 

2.從氣球產業了解在地的鄉土人文。 

3.透過操作、觀察、探索、反思、互動認識氣球各種相關的知識與安全認知。 

4.從氣球到哪兒了培養環境意識與公民道德感。 

5.透過遊戲學習人際關係與培養團隊合作的默契。 

6.從造型氣球的示範培養藝術與美感的素養。 

安全風險管理 

機制 

1.有符合公共場所安全消防設施規範，館內有 AED 及醫藥箱。 

2.參觀者皆有公共意外責任險 

課程方案詳細內容 

抵達場域前 

(建議教師抵達場

域前之教學內容) 

傳達內容 

台灣氣球博物館位於氣球工廠裡面，入場後聽導覽人員的指示，不

可隨意亂逛、吃東西，要保持環境的整潔，不要太高興聲音過大干

擾別人的學習就好。 

在場域中的教學

安排與規劃 

（場域端需要完

整、詳細說明與

規劃） 

類型 時間 主題與教學內容主要說明 

引起動機 15 分鐘 

透過影片認識台灣氣球鄉土人文、氣球的製造過

程、以及在台灣氣球博物館可以玩什麼，並以有

獎徵答的方式讓孩子提高專注力。 

發展活動 45 分鐘 

以遊戲式闖關的方式，透過操作、 觀察、探

索、反思、互動，帶領孩子進入老廠房改建的博

物館空間開始認識氣球。 

1.波波兔做氣球：認識氣球的鄉土人文。 

2.波波兔找形狀：了解氣球與模具的關聯 

3.氣球收納我最行：認識氣球怕什麼＆如何保存 

4.捲嘴高手：體驗如何做氣球捲嘴 

5.誰是採膠達人：認識橡膠如何採集 

6.氣球的魔法配方：認識氣球的安全配方。 

7.氣球飛高高：用遊戲記得氦氣比氫氣安全。 

8.氣球到哪兒了：從空飄氣球提升環境保護意識 

9.波波兔點心時間：認識造型氣球 

10.氣球好好玩：示範氣球變成好玩玩具。 

綜合活動 60 分鐘 

闖關遊戲： 

故事：有一天夢幻島上的母雞哭著找小飛俠說自

己的小雞被巨人抓走了，要請小飛俠幫忙，因為

巨人非常厲害，所以小飛俠需要完成三項任務才

能確定自己可以成功把小雞帶回來，各位就是小

飛俠，你們需要過三關，完成訓練，才有辦法成

功救回小雞。 

透過遊戲學習人際關係與培養團隊合作的默契。 



離開場域後建議 

（建議教師離開

場域後可進行之

活動與評量） 

延伸活動 
氣球到哪兒了？演一齣話劇，角色有：放空飄氣球的人、氣球、海

裡吃水母的生物、水母，他們是什麼關係。 

延伸反思 

聽完「氣球到哪兒了？」，了解氣球並不會真的消失不見，而是大部

分到了海洋裡。想想那些海洋生物吃到氣球的碎片是什麼樣的感

受？  

延伸實作 
制定一個計畫，請大家想想「我要怎麼告訴身邊的家人跟朋友為什

麼不要施放空飄氣球？」 

學習單 

 

 



 

 

 

 

 

 



二、戶外教育課程方案 

課程方案名稱 氣球達人總動員（低年級） 

對象、年齡層 國小一、二年級 每場次人數 上限 40 人（師生比建議 1:20） 

每場次時間 120 分鐘 每天可提供場次 四場 

是否提供學習單 有 收費方式 團體價$200/人 

課程/活動類型 ☐生態環境■人文歷史☐探索挑戰☐休閒遊憩☐職涯探索☐山野☐海洋 

對應十二年國教

核心素養 

A 自主行動 B 溝通互動 C 社會參與 

£A1 

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具備身心健全發展的素質，擁

有合宜的人性觀與自我觀，同

時透過選擇、分析與運用新知，

有效規劃生涯發展，探尋生命

意義，並不斷自我精進，追求

至善。 

£B1 

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具備理解及使用語言、文字、

數理、肢體及藝術等各種符號

進行表達、溝通及互動的能力，

並能了解與同理他人，應用在

日常生活及工作上。 

■C1 

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具備道德實踐的素養，從個人

小我到社會公民，循序漸進，

養成社會責任感及公民意識，

主動關注公共議題並積極參與

社會活動，關懷自然生態與人

類永續發展，而展現知善、樂

善與行善的品德。 

£A2 

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具備問題理解、思辨分析、推

理批判的系統思考與後設思考

素養，並能行動與反思，以有

效處理及解決生活、生命問題。 

 

£B2 

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具備善用科技、資訊與各類媒

體之能力，培養相關倫理及媒

體識讀的素養，俾能分析、思

辨、批判人與科技、資訊及媒

體之關係。 

£C2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具備友善的人際情懷及與他人

建立良好的互動關係，並發展

與人溝通協調、包容異己、社

會參與及服務等團隊合作的

養。 

£A3 

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具備規劃及執行計畫的能力，

並試探與發展多元專業知能、

充實生活經驗，發揮創新精

神，以因應社會變遷、增進個

人的彈性適應力。 

■B3 

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具備藝術感知、創作與鑑賞能

力，體會藝術文化之美，透過

生活美學的省思，豐富美感體

驗，培養對美善的人事物，進

行賞析、建構與分享的態度與

能力。 

£C3 

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具備自我文化認同的信念，並

尊重與欣賞多元文化，積極關

心全球議題及國際情勢，且能

順應時代脈動與社會需要，發

展國際理解、多元文化價值觀

與世界和平的胸懷。 

對應學科 
□語文(國語文、英語文) □數學◼自然科學◼社會◼藝術◼綜合活動□科技 

□健康與體育 

對應議題 

□性別平等教育□人權教育◼環境教育□海洋教育□品德教育□生命教育 

□法治教育□科技教育□資訊教育□能源教育◼安全教育□防災教育□家庭教育 

□生涯規劃教育□多元文化教育□閱讀素養□戶外教育□國際教育□原住民族教育 



達到教育目標 

1.認識氣球工廠和氣球博物館場域及應有的參觀禮儀。 

2.從氣球產業了解在地的鄉土人文。 

3.透過操作、觀察、探索、反思、互動認識氣球各種相關的知識與安全認知。 

4.從氣球到哪兒了培養環境意識與公民道德感。 

5.從造型氣球的示範培養藝術與美感的素養。 

安全風險管理 

機制 

1.有符合公共場所安全消防設施規範 

2.參觀者皆有公共意外責任險 

課程方案詳細內容 

抵達場域前 

(建議教師抵達場

域前之教學內容) 

傳達內容 

台灣氣球博物館位於氣球工廠裡面，入場後聽導覽人員的指示，不

可隨意亂逛、吃東西，要保持環境的整潔，不要太高興聲音過大干

擾別人的學習就好。 

在場域中的教學

安排與規劃 

（場域端需要完

整、詳細說明與

規劃） 

類型 時間 主題與教學內容主要說明 

引起動機 15 分鐘 

透過影片認識台灣氣球鄉土人文、氣球的製造過

程、以及在台灣氣球博物館可以玩什麼，並以有

獎徵答的方式讓孩子提高專注力。 

發展活動 45 分鐘 

以遊戲式闖關的方式，透過操作、 觀察、探

索、反思、互動，帶領孩子進入老廠房改建的博

物館空間開始認識氣球。 

1.波波兔做氣球：認識氣球的鄉土人文。 

2.波波兔找形狀：了解氣球與模具的關聯 

3.氣球收納我最行：認識氣球怕什麼＆如何保存 

4.誰是採膠達人：認識橡膠如何採集 

5.氣球的魔法配方：認識氣球的安全配方。 

6.氣球飛高高：用遊戲記得氦氣比氫氣安全。 

7.氣球到哪兒了：從空飄氣球提升環境保護意識 

8.波波兔點心時間：認識造型氣球 

9.氣球好好玩：示範氣球變成好玩玩具。 

綜合活動 50 分鐘 

1.手工氣球 DIY：從無到有，教孩子怎麼從氣球

模具，沾凝固劑、乳膠液、做捲嘴、氣球脫模

等，完成一顆氣球。 

2.認識造型氣球：由簡入深，現場示範造型氣

球，讓孩子接觸造型氣球與美術教育的關聯。

（完成的造型氣球以有獎徵答的方式送出，增加

孩子的專注力與學習動機。） 

其他補充 10 分鐘 彈性調配的 10 分鐘，可作為結束前的 QA 問答 



離開場域後建議 

（建議教師離開

場域後可進行之

活動與評量） 

延伸活動 
氣球到哪兒了？演一齣話劇，角色有：放空飄氣球的人、氣球、海

裡吃水母的生物、水母，他們是什麼關係。 

延伸反思 

聽完「氣球到哪兒了？」，了解氣球並不會真的消失不見，而是大部

分到了海洋裡。想想那些海洋生物吃到氣球的碎片是什麼樣的感

受？  

延伸實作 
制定一個計畫，請大家想想「我要怎麼告訴身邊的家人跟朋友為什

麼不要施放空飄氣球？」 

學習單 

 

 



 

 

 

 

 

 



二、戶外教育課程方案 

課程方案名稱 氣球達人大我在行（中年級） 

對象、年齡層 國小三、四年級 每場次人數 上限 40 人（師生比建議 1:20） 

每場次時間 120 分鐘 每天可提供場次 四場 

是否提供學習單 有 收費方式 團體價$200/人 

課程/活動類型 ☐生態環境■人文歷史☐探索挑戰☐休閒遊憩☐職涯探索☐山野☐海洋 

對應十二年國教

核心素養 

A 自主行動 B 溝通互動 C 社會參與 

£A1 

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具備身心健全發展的素質，擁

有合宜的人性觀與自我觀，同

時透過選擇、分析與運用新知，

有效規劃生涯發展，探尋生命

意義，並不斷自我精進，追求

至善。 

£B1 

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具備理解及使用語言、文字、

數理、肢體及藝術等各種符號

進行表達、溝通及互動的能力，

並能了解與同理他人，應用在

日常生活及工作上。 

■C1 

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具備道德實踐的素養，從個人

小我到社會公民，循序漸進，

養成社會責任感及公民意識，

主動關注公共議題並積極參與

社會活動，關懷自然生態與人

類永續發展，而展現知善、樂

善與行善的品德。 

£A2 

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具備問題理解、思辨分析、推

理批判的系統思考與後設思考

素養，並能行動與反思，以有

效處理及解決生活、生命問題。 

 

£B2 

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具備善用科技、資訊與各類媒

體之能力，培養相關倫理及媒

體識讀的素養，俾能分析、思

辨、批判人與科技、資訊及媒

體之關係。 

£C2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具備友善的人際情懷及與他人

建立良好的互動關係，並發展

與人溝通協調、包容異己、社

會參與及服務等團隊合作的

養。 

£A3 

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具備規劃及執行計畫的能力，

並試探與發展多元專業知能、

充實生活經驗，發揮創新精

神，以因應社會變遷、增進個

人的彈性適應力。 

■B3 

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具備藝術感知、創作與鑑賞能

力，體會藝術文化之美，透過

生活美學的省思，豐富美感體

驗，培養對美善的人事物，進

行賞析、建構與分享的態度與

能力。 

£C3 

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具備自我文化認同的信念，並

尊重與欣賞多元文化，積極關

心全球議題及國際情勢，且能

順應時代脈動與社會需要，發

展國際理解、多元文化價值觀

與世界和平的胸懷。 

對應學科 
□語文(國語文、英語文) □數學◼自然科學◼社會◼藝術◼綜合活動□科技 

□健康與體育 

對應議題 

□性別平等教育□人權教育◼環境教育□海洋教育□品德教育□生命教育 

□法治教育□科技教育□資訊教育□能源教育◼安全教育□防災教育□家庭教育 

□生涯規劃教育□多元文化教育□閱讀素養□戶外教育□國際教育□原住民族教育 



達到教育目標 

1.認識氣球工廠和氣球博物館場域及應有的參觀禮儀。 

2.從氣球產業了解在地的鄉土人文。 

3.透過操作、觀察、探索、反思、互動認識氣球各種相關的知識與安全認知。 

4.從氣球到哪兒了培養環境意識與公民道德感。 

5.透過造型氣球的示範培養藝術與美感的素養，進而引發創作的興趣。 

6.從玩具氣球認識自然科學的原理。 

安全風險管理 

機制 

1.有符合公共場所安全消防設施規範 

2.參觀者皆有公共意外責任險 

課程方案詳細內容 

抵達場域前 

(建議教師抵達場

域前之教學內容) 

傳達內容 

台灣氣球博物館位於氣球工廠裡面，入場後聽導覽人員的指示，不

可隨意亂逛、吃東西，要保持環境的整潔，不要太高興聲音過大干

擾別人的學習就好。 

在場域中的教學

安排與規劃 

（場域端需要完

整、詳細說明與

規劃） 

類型 時間 主題與教學內容主要說明 

引起動機 15 分鐘 

透過影片認識台灣氣球鄉土人文、氣球的製造過

程、以及在台灣氣球博物館可以玩什麼，並以有

獎徵答的方式讓孩子提高專注力。 

發展活動 45 分鐘 

以遊戲式闖關的方式，透過操作、 觀察、探索、

反思、互動，帶領孩子進入老廠房改建的博物館空

間開始認識氣球。 

1.氣球的故鄉：認識氣球的鄉土人文。 

2.氣球小偵探：找到氣球從什麼模具做出來的 

3.氣球收納我最行：認識氣球怕什麼＆如何保存 

4.橡膠達人：認識橡膠樹的生長環境與採集橡膠 

5.氣球的魔法配方：認識氣球的安全配方。 

6.會飄的氣球：用遊戲記得氦氣比氫氣安全。 

7.氣球到哪兒了：從空飄氣球提升環境保護意識 

8.氣球好好吃：用造型氣球做出食物 

9.氣球好好玩：好玩的氣球也跟自然科學有關聯 

綜合活動 50 分鐘 

1.手工氣球 DIY：從無到有，教孩子怎麼從氣球

模具，沾凝固劑、乳膠液、做捲嘴、氣球脫模

等，完成一顆氣球。 

2.認識造型氣球：由簡入深，現場示範造型氣

球，讓孩子接觸造型氣球與美術教育的關聯。

（完成的造型氣球以有獎徵答的方式送出，增加

孩子的專注力與學習動機。） 

其他補充 10 分鐘 彈性調配的 10 分鐘，可作為結束前的 QA 問答 



離開場域後建議 

（建議教師離開

場域後可進行之

活動與評量） 

延伸活動 
氣球到哪兒了？演一齣話劇，角色有：放空飄氣球的人、氣球、海

裡吃水母的生物、水母，他們是什麼關係。 

延伸反思 

聽完「氣球到哪兒了？」，了解氣球並不會真的消失不見，而是大部

分到了海洋裡。想想那些海洋生物吃到氣球的碎片是什麼樣的感

受？  

延伸實作 
制定一個計畫，請大家想想「我要怎麼告訴身邊的家人跟朋友為什

麼不要施放空飄氣球？」 

學習單 

 

 



 

 

 

 

 

 



二、戶外教育課程方案 

課程方案名稱 氣球達人我最行（高年級） 

對象、年齡層 國小五、六年級 每場次人數 上限 40 人（師生比建議 1:20） 

每場次時間 120 分鐘 每天可提供場次 四場 

是否提供學習單 有 收費方式 團體價$200/人 

課程/活動類型 ☐生態環境■人文歷史☐探索挑戰☐休閒遊憩☐職涯探索☐山野☐海洋 

對應十二年國教

核心素養 

A 自主行動 B 溝通互動 C 社會參與 

£A1 

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具備身心健全發展的素質，擁

有合宜的人性觀與自我觀，同

時透過選擇、分析與運用新知，

有效規劃生涯發展，探尋生命

意義，並不斷自我精進，追求

至善。 

£B1 

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具備理解及使用語言、文字、

數理、肢體及藝術等各種符號

進行表達、溝通及互動的能力，

並能了解與同理他人，應用在

日常生活及工作上。 

■C1 

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具備道德實踐的素養，從個人

小我到社會公民，循序漸進，

養成社會責任感及公民意識，

主動關注公共議題並積極參與

社會活動，關懷自然生態與人

類永續發展，而展現知善、樂

善與行善的品德。 

£A2 

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具備問題理解、思辨分析、推

理批判的系統思考與後設思考

素養，並能行動與反思，以有

效處理及解決生活、生命問題。 

 

£B2 

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具備善用科技、資訊與各類媒

體之能力，培養相關倫理及媒

體識讀的素養，俾能分析、思

辨、批判人與科技、資訊及媒

體之關係。 

£C2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具備友善的人際情懷及與他人

建立良好的互動關係，並發展

與人溝通協調、包容異己、社

會參與及服務等團隊合作的

養。 

£A3 

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具備規劃及執行計畫的能力，

並試探與發展多元專業知能、

充實生活經驗，發揮創新精

神，以因應社會變遷、增進個

人的彈性適應力。 

■B3 

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具備藝術感知、創作與鑑賞能

力，體會藝術文化之美，透過

生活美學的省思，豐富美感體

驗，培養對美善的人事物，進

行賞析、建構與分享的態度與

能力。 

£C3 

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具備自我文化認同的信念，並

尊重與欣賞多元文化，積極關

心全球議題及國際情勢，且能

順應時代脈動與社會需要，發

展國際理解、多元文化價值觀

與世界和平的胸懷。 

對應學科 
□語文(國語文、英語文) □數學◼自然科學◼社會◼藝術◼綜合活動□科技 

□健康與體育 

對應議題 

□性別平等教育□人權教育◼環境教育□海洋教育□品德教育□生命教育 

□法治教育□科技教育□資訊教育□能源教育◼安全教育□防災教育□家庭教育 

□生涯規劃教育□多元文化教育□閱讀素養□戶外教育□國際教育□原住民族教育 



達到教育目標 

1.認識氣球工廠和氣球博物館場域及應有的參觀禮儀。 

2.從氣球產業了解在地的鄉土人文。 

3.透過操作、觀察、探索、反思、互動認識氣球各種相關的知識與安全認知。 

4.從氣球到哪兒了培養環境意識與公民道德感。 

5.透過造型氣球的示範培養藝術與美感的素養，進而引發創作的興趣。 

6.從玩具氣球認識自然科學的原理。 

安全風險管理 

機制 

1.有符合公共場所安全消防設施規範 

2.參觀者皆有公共意外責任險 

課程方案詳細內容 

抵達場域前 

(建議教師抵達場

域前之教學內容) 

傳達內容 

台灣氣球博物館位於氣球工廠裡面，入場後聽導覽人員的指示，不

可隨意亂逛、吃東西，要保持環境的整潔，不要太高興聲音過大干

擾別人的學習就好。 

在場域中的教學

安排與規劃 

（場域端需要完

整、詳細說明與

規劃） 

類型 時間 主題與教學內容主要說明 

引起動機 15 分鐘 

透過影片認識台灣氣球鄉土人文、氣球的製造過

程、以及在台灣氣球博物館可以玩什麼，並以有

獎徵答的方式讓孩子提高專注力。 

發展活動 45 分鐘 

以遊戲式闖關的方式，透過操作、 觀察、探

索、反思、互動，帶領孩子進入老廠房改建的博

物館空間開始認識氣球。 

1.氣球的故鄉：認識氣球的鄉土人文。 

2.氣球小偵探：找到氣球從什麼模具做出來的 

3.氣球收納我最行：認識氣球怕什麼＆如何保存 

4.橡膠達人：認識橡膠樹的生長環境與採集橡膠 

5.氣球的魔法配方：認識氣球的安全配方。 

6.會飄的氣球：用遊戲記得氦氣比氫氣安全。 

7.氣球到哪兒了：從空飄氣球提升環境保護意識 

8.氣球好好吃：用造型氣球做出食物 

9.氣球好好玩：好玩的氣球也跟自然科學有關聯 

綜合活動 50 分鐘 

1.手工氣球 DIY：從無到有，教孩子怎麼從氣球

模具，沾凝固劑、乳膠液、做捲嘴、氣球脫模

等，完成一顆氣球。 

2.認識造型氣球：由簡入深，現場示範造型氣

球，讓孩子接觸造型氣球與美術教育的關聯。

（完成的造型氣球以有獎徵答的方式送出，增加

孩子的專注力與學習動機。） 

其他補充 10 分鐘 彈性調配的 10 分鐘，可作為結束前的 QA 問答 



離開場域後建議 

（建議教師離開

場域後可進行之

活動與評量） 

延伸活動 
氣球到哪兒了？演一齣話劇，角色有：放空飄氣球的人、氣球、海

裡吃水母的生物、水母，他們是什麼關係。 

延伸反思 

聽完「氣球到哪兒了？」，了解氣球並不會真的消失不見，而是大部

分到了海洋裡。想想那些海洋生物吃到氣球的碎片是什麼樣的感

受？  

延伸實作 制定一個計畫，我要如何讓地球不增加新的空飄氣球垃圾？ 

學習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