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雄市海洋教育體驗路線 

路線名稱 哨船頭山海漫遊 

編撰者 高雄市小港區桂林國小  方朱衣絹主任 

適用年段 國小中高年級 

路線類型 
□生態環境 ■人文歷史 ■休閒遊憩 ■社區走讀 

■場館參訪 ■職涯教育 ■水域活動  

教學目標 

1. 具備從事多元水域休閒活動的知識與技能。 

2. 瞭解各式海洋產業模式，學習尊重各式職業。 

3. 學習愛護海洋環境。 

4. 透過環境探索，增加孩子自主學習的能力。。 

5. 培養表達自我的能力。 

路線規劃 

A. 哨船頭山海漫遊(3小時)： 

西子灣遊客中心(哨船頭公園)導覽+爆蝦餅體驗 【0.5 小時】→

哨船頭社區秘徑(小九份)→打狗英國領事館文化園區(打狗英國

館事館官邸→登山古道→打狗英國領事館)【1.5 小時】→搭乘遊

艇進行高雄國際商港巡禮【1小時】→賦歸 

B. 其他哨船頭在地推薦-哨船頭里長帶路推薦遊程 

1.哨船頭里長帶路推薦遊程(一)綠色探索-哨船頭生態秘境(3 小

時)：西子灣遊客中心→漁人聚會所→堤防遺趾(舊部落)→哨船

頭山區自然步道→鳳凰嶺 

2.哨船頭里長帶路推薦遊程(二)別有洞天-軍事遺趾探秘(3 小

時)：西子灣隧道→西子灣遊客中心→雄鎮北門一前清打狗海關

→海巡署船仔媽→哨船頭山碉堡 

3.哨船頭里長帶路推薦遊程(三)古人遺跡-哨船頭的流金歲月(3

小時)：西子灣遊客中心→西子灣觀景平台→洋行屋群一開台福

德宮→打狗英國館事館→打狗英國領事館官邸→西子灣行館 

路線詳細說明與介紹 

一、 行政支持與安全風險管理 

1. 活動前 

(1) 進行課程規劃與活動安排 

a. 西子灣遊客中心(哨船頭公園)導覽+爆蝦餅體驗： 

ㄅ.西子灣遊客中心(哨船頭公園)導覽：位於鼓山哨船頭公園內的「西子灣遊

客中心」，有著獨特的外觀造型，不論是從陸地上甚至是從海上觀賞，皆相當

引人注目，尤其搭配整個高雄港、展覽館及高雄地標 85 大樓，儼然成為高雄

港的重要地標之一。 西子灣旅客中心兼具旅客諮詢服務、文創商品、在地文

化展演等多項服務，讓學生來此地歇腳、諮詢，慢慢品味在地的風俗民情及文

化之美。 

ㄆ.爆蝦餅體驗：從大海這個天然冰箱取來的食材~蝦，每一隻蝦經過人工處理，

再將蝦殼、蝦肉一起打碎成蝦泥加入糯米、糙米製作非油炸爆米餅天然食材，

將蝦餅原料倒進機器內，過幾秒非油炸蝦餅就會迅速飛出來，有點像是爆米香



的概念，讓學生體驗海鮮自製零食。 

b. 打狗英國領事館文化園區： 

☆打狗英國領事館文化園區包含兩座建於 1879 年的英式建築(打狗英國領事館

及官邸)及一條登山古道，領事館位於臺灣高雄港（清打狗港）口北岸的哨船頭

碼頭邊，是當時英國政府於打狗掌理領事業務工作的重要據點。 

依據最新文史調查研究顯示，位於哨船頭山丘之市定古蹟打狗英國領事館實為

打狗英國領事官邸，於清光緒 5 年(1879)完工啟用，係領事居住及接待使節賓

客的場所。該建築由當時的大英帝國陸軍皇家工程部設計監造，為一獨立之紅

磚木構迴廊建物。打狗英國領事館辦公室（含巡捕區與監牢）則設於哨船頭海

濱，兩棟建物以登山古道聯結。 

☆登山古道乃英國領事館約於光緒 5 年(1879)所修築的階梯古道，主要是為了

連通英國領事館與山丘上的領事官邸，並且可通抵哨船頭海濱。古道總長約 200

公尺，以花崗石、咾咕石、紅磚等鋪設，相當古樸。 

c. 遊艇搭乘： 

可搭乘 45 人以下『愛之船』遊艇或 176 人以下之『長安二號』由「哨船頭」出

發，經高雄港第一港口支航道，沿途介紹、觀賞旗津半島→中信船塢→海軍四廠

→海上皇宮→折回→散裝雜貨專用碼頭→水泥專用碼頭→中島商港區(第一貨櫃

集散中心）→亞州新灣區→高雄展覽館→遊艇專區→新光碼頭→85 大樓→漢神百

貨→愛河出海口（真愛碼頭、光榮碼頭）→高雄海洋流行音樂廳→大港橋→十號

碼頭→香蕉碼頭→棧二庫→新濱碼頭→哈瑪星→遠眺打狗英國領事館、西子灣與

中山大學美景→最後回到哨船頭碼頭結束高雄港巡禮之旅。 

【遊艇遊港特色】 

遊艇遊高雄港，搭配專業導覽全程解說，一趟與海相約的知性之旅體驗不一樣

的海港城市，帶您一起從海的視角飽覽高雄港壯闊海景。 

(2) 場地勘查 

參考「中小學親海參考指引」進行活動場域勘察，以利辦理親海體驗課程或活動時， 

教師能協助學生於行前檢核評估應具備之親海風險及危機 處理知能，俾提升師生

海洋安全教育及風險管理概念。 

(3) 事前簡報、提供當地文史資訊，師生事先瞭解活動場域特性。 

(4) 活動交通與相關場域確認預約 

a. 西子灣遊客中心(哨船頭公園)： 

https://hi-song.com.tw/ 07-5312030 

https://khh.travel/zh-tw/attractions/detail/1146 

b. 打狗英國領事館文化園區：
https://britishconsulate.khcc.gov.tw/home01.aspx?ID=1 

07-5250100(山上官邸) 07-5314170(山下辦公室) 

c. 遊艇搭乘： 

高雄市鼓山區哨船頭社區發展協會(高雄市鼓山區哨船街 66 號 07-5312030) 

https://hi-song.com.tw/ 

https://www.facebook.com/shaochuantou  

d. 交通： 

https://khh.travel/zh-tw/attractions/detail/1146
https://britishconsulate.khcc.gov.tw/home01.aspx?ID=1


公車 

☆捷運西子灣站(2 號出口) → 搭乘捷運接駁公車(橘 1、市公車 99)，至雄鎮北

門站或西子灣站下車。 

☆高雄火車站 → 搭乘市公車(248 中正)至中山大學站(隧道口)下車，沿著哨船

街步行接蓮海路。 

 捷運 

搭乘捷運橘線至西子灣站(2 號出口) → 轉搭公車或沿著哨船步行接蓮海路。 

 Ubike 自行車 

捷運西子灣站 → 臨海二路 → 哨船街 → 蓮海路 

 

2.活動中： 

(1) 學生水域安全控管：搭乘遊艇相關安全防護、人身及場地設備安全維護提醒，如防

曬、補充水分，確保成功的學習活動。 

(2) 確認參與人員是否到齊：領隊與隨隊教師隨時掌握學生人數。按照各站點學習要點

學生能積極操作並完成優質小組協力成果 

(3) 活動說明：將學生依各活動需求，採取適度分組，依各站學習重點，督促學生積極

參與並完成小組學習任務。 

3.活動後： 

活動檢討：於每站結束活動前，歸納活動學習重點，請各小組發表心得感想或學習單

完成成果等。 

(1) 寫下活動記錄與感想深化學習效能。 

(2) 深入探討各學習要點，延伸學習主題。 

(3) 檢討觀察討論紀錄，分析改進。 

     ※學生活動提醒：做好安全防護、防蚊與防曬工作、適時補充水分。 

 

課程活動 地點 跨領域 核心素養 
海洋教育議題暨 

戶外教育實質內涵 
教學準備與教學提醒 

哨船頭山

海漫遊 

高雄市鼓山區

哨船頭社區、

西子灣遊客中

心(哨船頭公

園)、打狗英

國領事館文

化園區、哨船

頭碼頭 

自然 

社會 

綜合 

數學 

自-E-B3 

自-E-C1 

自-E-C3 

社-E-A2 

社-E-A3 

社-E-B3 

社-E-C3 

綜-E-A3 

綜-E-B1 

綜-E-B2 

綜-E-C1 

綜-E-C3 

數-E-A3 

海 E1（海洋休閒）

喜歡親水活動， 重

視水域安全。 

海 E3（海洋休閒）

具備從事多元水或

休閒活動的知識與

技能。 

海 E4（海洋社會） 

認識家鄉或鄰近的

水域環境與產業。 

海 E11 (海洋科學

與技術)認識海洋生

物與生態。 

 學生能嘗試整合

哨船頭特殊的建

築、生態與人文歷

史特點，分享出設

計的海洋休閒觀

光產業。 

 活動安全注意事

項提醒學生注意

安全(此學習點附

近馬路寬廣、車速

快注意行走安全、

哨船頭公園港邊

水深預防掉落)  



數-E-B1 

數-E-B2 

數-E-C2 

海 E15 (海洋資源與

永續)認識家鄉常見

的河流與海洋資源，

並珍惜自然資源。 

海 E16 (海洋資源

與永續)認識家鄉的

水 域 或 海 洋 的 汙 

染、過漁等環境問

題。 

戶 E1 善用教室外、

戶外及校外教學，認

識生活環境（自然或

人為）。 

戶 E2 豐富自身與

環境的互動經驗，培

養對生活環境的覺

知與敏感，體驗 與

珍惜環境的好。 

戶 E3 善用五官的

感知，培養眼、 耳、

鼻、舌、觸覺及心靈

對環境感受的能力。 

戶 E5 理解他人對

環境的不同感受，並

且樂於分享自身經

驗。 

戶 E7 參加學校校

外教學活動，認 識

地方環境，如生態、

環保、地質、文化等

的戶外學習。 

 「中小學親海參

考指引」導引學生

檢核及強化進行

海洋體驗時應具

備之水域安全觀

念 

 鄰近尚有其他學

習點，時間如果充

裕可一併列入參

訪，例如：一號船

渠景觀橋、西子灣

觀景平台、十八王

公廟…。 

哨 船 頭 -

里長帶路

推薦遊程

(一)綠色

探 索 - 哨

船頭生態

秘境 

西子灣遊客

中心→漁人

聚會所→堤

防遺趾(舊部

落)→哨船頭

山區自然步

道→鳳凰嶺 

自然 

社會 

自-E-A1 

自-E-B2 

自-E-B3 

自-E-C1 

自-E-C2

社-E-A2 

社-E-C1 

社-E-C3 

海 E3（海洋休閒）

具備從事多元水或

休閒活動的知識與

技能。 

海 E4（海洋社會） 

認識家鄉或鄰近的

水域環境與產業。 

海 E11 (海洋科學

與技術)認識海洋生

物 與生態。 

 哨船頭山區自然

步道生態蒐集與

認識 



海 E15 (海洋資源與

永續)認識家鄉常見

的河流與海洋資源，

並珍惜自然資源。 

海 E16 (海洋資源

與永續)認識家鄉的

水 域 或 海 洋 的 汙 

染、過漁等環境問

題。 

戶 E1 善用教室外、

戶外及校外教學，認

識生活環境（自然或

人為）。 

戶 E2 豐富自身與

環境的互動經驗，培

養對生活環境的覺

知與敏感，體驗 與

珍惜環境的好。 

戶 E5 理解他人對

環境的不同感受，並

且樂於分享自身經

驗。 

戶 E7 參加學校校

外教學活動，認 識

地方環境，如生態、

環保、地質、文化等

的戶外學習。 

哨 船 頭 -

里長帶路

推薦遊程

(二)別有

洞 天 - 軍

事遺趾探

秘 

西子灣隧道

→西子灣遊

客中心→雄

鎮北門一前

清打狗海關

→海巡署船

仔媽→哨船

頭山碉堡 

自然 

社會 

綜合 

自-E-A1 

社-E-A2 

社-E-A3

社-E-C3 

綜-E-C3 

海 E4（海洋社會） 

認識家鄉或鄰近的

水域環境與產業。 

海 E5 海洋社會）探

討臺灣開拓史與海

洋的關係。  

海 E6（海洋社會）

了解我國是海洋國

家，強化臺灣海洋主

權意識。 

戶 E1 善用教室外、

戶外及校外教學，認

識生活環境（自然或

人為）。 

 1.認識哨船頭軍

事設置特殊的人

文歷史。 

 2.探索哨船頭軍

事遺跡。 

 注意學生參觀廢

棄碉堡時的安全 



戶 E5 理解他人對

環境的不同感受，並

且樂於分享自身經

驗。 

戶 E7 參加學校校

外教學活動，認識地

方環境，如生態、環

保、地質、文化等的

戶外學習。 

哨 船 頭 -

里長帶路

推薦遊程

(三)古人

遺 跡 - 哨

船頭的流

金歲月 

西子灣遊客

中心→西子

灣觀景平台

→洋行屋群

一開台福德

宮→打狗英

國館事館→

打狗英國領

事館官邸→

西子灣行館 

社會 社-E-A2 

海 E6 了解我國是

海洋國家，強化臺灣

海洋主權意識。 

海 E7 閱讀、分享及

創作與海洋有關的

故事。 

戶 E1 善用教室外、

戶外及校外教學，認

識生活環境(自然或

人為)。 

戶 E3 善用五官的

感知，培養眼、耳、

鼻、舌、觸覺及心靈

對環境感受的能力。 

 師生事先了解此

活動文史 

 鼓勵影像紀錄 

二、 課程活動設計 

課程活動一-哨船頭山海漫遊 

地點 

西子灣遊客中心(哨船頭公園)導覽+爆蝦餅體驗 【0.5小時】→哨船頭社區秘徑(小九

份)→打狗英國領事館文化園區(打狗英國館事館官邸→登山古道→打狗英國領事館)

【1.5小時】→搭乘遊艇遊高雄港【1小時】→賦歸 

時間 3小時 

教學

目標 

1.透過環境探索，增加孩子自主學習的能力。 

2.培養表達自我的能力。 

3.具備從事多元水域休閒活動的知識與技能。 

4.學習整合哨船頭社區人文歷史等特點，了解高雄海洋城市的發展史與發展海洋休閒

觀光產業。 

5.透過一趟與海相約的知性之旅體驗不一樣的海港城市，從海的視角飽覽高雄港壯闊

海景。 

教學

流程 

一、與「哨船頭」相見歡 

1.西子灣遊客中心導覽 

位於鼓山哨船頭公園內的「西子灣遊客中心」，有著獨特的外觀造型，不論是

從陸地上甚至是從海上觀賞，皆相當引人注目，尤其搭配整個高雄港、展覽館

及高雄地標 85 大樓，儼然成為高雄港的重要地標之一。 西子灣旅客中心兼具



旅客諮詢服務、文創商品、在地文化展演等多項服務，讓學生來此地歇腳、諮

詢，慢慢品味在地的風俗民情及文化之美。 

2. 破冰活動-遇見海味~爆蝦餅體驗 

從大海這個天然冰箱取來的食材~蝦，每一隻蝦經過人工處理，再將蝦殼、蝦

肉一起打碎成蝦泥加入糯米、糙米製作非油炸爆米餅天然食材，將蝦餅原料倒

進機器內，過幾秒非油炸蝦餅就會迅速飛出來，有點像是爆米香的概念，讓學

生體驗海鮮自製零食。 

二、探索哨船頭社區的秘徑-小九份古道 

1.走訪哨船頭社區依山而建的小徑 

2.踏查哨船頭社區小徑周遭的漁村痕跡 

3. 哨船頭海岸陸、海域穩定又生物多樣性的完整生態與特殊地貌。 

三、探究打狗英國領事館文化園區的美麗與哀愁 

1. 打狗英國領事館領事館位於臺灣高雄港（清打狗港）口北岸的哨船頭碼頭

邊，是當時英國政府於打狗掌理領事業務工作的重要據點。 

2. 打狗英國領事館領事館官邸，依據最新文史調查研究顯示，位於哨船頭山丘之

市定古蹟打狗英國領事館實為打狗英國領事官邸，於清光緒 5年(1879)完工啟用，

係領事居住及接待使節賓客的場所。 

3.登山古道乃英國領事館約於光緒 5 年(1879)所修築的階梯古道，主要是為了連

通英國領事館與山丘上的領事官邸，並且可通抵哨船頭海濱。古道總長約 200 公

尺，以花崗石、咾咕石、紅磚等鋪設，相當古樸 

4.現今打狗英國領事館文化園區前的哨船街，當年是大型貿易船停泊與貨物上下

的區域，直到一港口安檢所設立，從山上英國領事館官邸、古道、山下辦公室，

再連通到港灣的繁華熱鬧才被切斷，也逐漸為人淡忘。 

5.欣賞與了解市定古蹟之美與其歷史淵源與重要地理位置。 

四、搭乘遊艇遊高雄港 

1.依學校參訪人數搭乘遊艇別 

2.可搭乘 45人以下『愛之船』遊艇或 176人以下之『長安二號』 

3海上參訪導覽路線：由「哨船頭」出發，經高雄港第一港口支航道，沿途介紹、

觀賞旗津半島→中信船塢→海軍四廠→海上皇宮→折回→散裝雜貨專用碼頭→水

泥專用碼頭→中島商港區(第一貨櫃集散中心）→亞州新灣區→高雄展覽館→遊艇

專區→新光碼頭→85大樓→漢神百貨→愛河出海口（真愛碼頭、光榮碼頭）→高雄

海洋流行音樂廳→大港橋→十號碼頭→香蕉碼頭→棧二庫→新濱碼頭→哈瑪星→遠

眺打狗英國領事館、西子灣與中山大學美景→最後回到哨船頭碼頭結束高雄港之

旅。 

五、分享觀察記錄與參訪心得 

教學

提醒 

1. 注意適時補充水分、防曬、防蚊蟲叮咬。 

2. 活動中注意自己及他人安全，保護環境所有事物。 

3. 事先收集本站相關學習資源並善加利用。 

輔助

資源
★興濱計畫-哨船頭風華再現     

https://hamasen.khcc.gov.tw/home02.aspx?DATA=2388&EXEC=D&ID=%243001&IDK=2 



/聯

繫窗

口 

★「中小學親海參考指引」導引學生檢核及強化進行海洋體驗時應具備之水域安全觀

念 

★高雄市鼓山區哨船頭社區發展協會 07-5312030 https://hi-song.com.tw/ 

★西子灣遊客中心(哨船頭公園)0910579032 

https://khh.travel/zh-tw/attractions/detail/1146 

★打狗英國領事館文化園區：https://britishconsulate.khcc.gov.tw/home01.aspx?ID=1 

07-5250100(山上官邸) 07-5314170(山下辦公室) 

★遊艇搭乘預約： 

高雄市鼓山區哨船頭社區發展協會(高雄市鼓山區哨船街 66 號 07-5312030) 

https://hi-song.com.tw/ 

https://www.facebook.com/shaochuantou  
課程活動二-哨船頭里長帶路推薦遊程(一)綠色探索-哨船頭生態秘境 

地點 西子灣遊客中心→漁人聚會所→堤防遺趾(舊部落)→哨船頭山區自然步道→鳳凰嶺 

時間 3 小時 

教學

目標 

1.了解哨船頭社區前人的文史活動。 

2.認識哨船頭山區常見的濱海植物。 

3.探訪哨船頭社區生態秘境。 

教學

流程 

1.透過獲選壽山國家公園示範社區的鼓山區哨船頭社區，由里長開發出深度主題遊程，

豐富的山海景觀與日軍戰備古道。 

2.沿著登山步道你將會發現山上特殊的地質與多樣性的生態風貌，珊瑚礁石灰岩表現

地理變化的痕跡，穿梭山間小心台灣獼猴就在你身邊。 

3.英國駐臺副領事史溫侯曾在壽山進行生態調查，發現臺灣獼猴。壽山具有豐富的生

態資源與歷史意義，我們嘗試將既有生態步道作環境改善，並串聯登山步道至主要

景點，創造哈瑪星至壽山間優質有趣的步行動線。 

教學

提醒 

1.此為類登山行程，請確認參加者身體狀況是否合適。(活動部分路段坡陡崎嶇，請參

與者評估個人體能及身體狀況。 

2.參與活動時服裝以長袖排汗衣物為佳，並穿著登山鞋或抓地力較好的鞋子、防滑手

套。 

3.沿途幾乎沒有遮蔽，注意適時補充水分、防曬、防蚊蟲叮咬。 

輔助

資源

/ 聯

繫窗

口 

高雄市鼓山區哨船頭社區發展協會(高雄市鼓山區哨船街 66 號 07-5312030) 

https://hi-song.com.tw/ 

https://www.facebook.com/shaochuantou 

課程活動三-哨船頭里長帶路推薦遊程(二)別有洞天-軍事遺趾探秘 

地點 
西子灣隧道→西子灣遊客中心→雄鎮北門一前清打狗海關→海巡署船仔媽→哨船頭山

碉堡 

時間 3 小時 

教學

目標 

1.認識哨船頭軍事設置特殊的人文歷史。 

2.探索哨船頭軍事遺跡。 

https://khh.travel/zh-tw/attractions/detail/1146
https://britishconsulate.khcc.gov.tw/home01.aspx?ID=1


3.觀察哨船頭地質地形與人類活動的交叉影響。 

教學

流程 

1.細說哨船頭特殊的人文歷史。 

2.走訪哨船頭軍事廢棄碉堡等設施。 

教學

提醒 

1. 哨船頭公園，在這裡可以迎海風、看大船入港，也可欣賞鼓山、旗津間的渡輪往返，

靜坐公園木椅欣賞高雄港風光及八五大樓等風景。 

2.往碉堡入口步道長約 50 公尺，呈之字型，觀景平台圍繞二戰時期遺留的機槍碉堡而

建，極具創意，約可容納 40 人，並與打狗英國領事館文化園區山上官邸遙望相對，近

可欣賞壽山風景，遠可眺望 85 大樓、高雄港及旗津島，並可俯瞰哈瑪星新舊夾陳的建

築風光，感受西子灣海風，享受沉浸於歷史的味道。觀景平台及步道設有照明，傍晚

欣賞海港夕陽，別有一番風情。 

3. 本次課程活動以哨船頭里內秘境軍事廢棄碉堡為主要觀察景點，壽山國家公園內

因軍事管制關係，處處可見從清朝時期、日據時代及國民政府時期起留下不少的軍事

遺址，可另行安排踏查、體驗活動。 

4.注意適時補充水分、防曬、防蚊蟲叮咬。 

5.活動中注意自己及他人安全，保護環境所有事物。 

輔助

資源

/ 聯

繫窗

口 

高雄市鼓山區哨船頭社區發展協會(高雄市鼓山區哨船街 66 號 07-5312030) 

https://hi-song.com.tw/ 

https://www.facebook.com/shaochuantou 

課程活動四-哨船頭里長帶路推薦遊程(三)古人遺跡-哨船頭的流金歲月 

地點 
西子灣遊客中心→西子灣觀景平台→洋行屋群一開台福德宮→打狗英國館事館→打狗

英國領事館官邸→西子灣行館 

時間 3 小時 

教學

目標 

1.探訪哨船頭的文史與建築古蹟 

2.穿梭融合中西及新舊文化的哨船頭 

3.拜訪各時代的中西官邸 

教學

流程 

鼓山區哨船頭里西臨台灣海峽，早在四百年前就有漢人定居，是高雄市最早發源地，

里內開台福德宮相傳是台灣最早土地公廟，哨船頭里因此博得「天下第一里」的封號。 

哨船頭里長楊宗正說，哨船頭里融合中西及新舊文化，除了有最早土地廟、氣勢雄偉

的雄鎮北門砲台，還有屬於西洋風的打狗英國領事領及極具現代感的遊艇碼頭，走進

這里，彷彿是穿梭於不同時空。 

1.參訪全台最早的土地公廟、英國領事館、洋行建築、遠眺旗後山、看大船入港。 

2.哨船頭洋行 

攝於西元 1890 年（清光緒 16 年），為哨船頭之一景。山頭建築為英國領事館，左方山

腳建築則為洋行。西元 1863 年（同治 2 年）以後，洋商多在哨船頭建房，作為海關、

領事館及洋人居住地。 

3.哈瑪星擁有第一座現代化整齊的街道，是打狗地區最早使用自來水、電燈、電信、

電力的社區，是日治初期打狗的政經、文化及教育中心。哈瑪星有許多古蹟及歷史建

築、日治時期建築，除了古蹟修復之外，我們也透過哈瑪星歷史街區風貌再現，串聯



哨船頭街、屋、空間等文化資源，打造哈瑪星獨特的歷史生活空間。                                                                                                                                                                 

教學

提醒 

1.注意適時補充水分、防曬、防蚊蟲叮咬。 

2.活動中注意自己及他人安全，保護環境所有事物。 

輔助

資源

/ 聯

繫窗

口 

★高雄市鼓山區哨船頭社區發展協會 07-5312030 https://hi-song.com.tw/ 

★西子灣遊客中心(哨船頭公園)0910579032 

https://khh.travel/zh-tw/attractions/detail/1146 

★打狗英國領事館文化園區：https://britishconsulate.khcc.gov.tw/home01.aspx?ID=1 

07-5250100(山上官邸) 07-5314170(山下辦公室) 

 

※依實際課程撰寫即可。 

三、 

教學實施 

□學習單（請學生畫下課程活動中最有印象的事物） 

□學習心得 

□平台網站 

□教學影片 

預期效益 

以跨領域課程結合情境式的體驗探索，透過觀察、接觸、體驗，以此

深入海洋知能的 探究，從活動與省思中激發出熱愛海洋的情操，進而

珍惜並守護海洋資源，逐步培養海洋素養並關心海洋發展，以此深厚

基礎並營造出「親海、愛海、知海」的教育內涵。 

一、透過網路媒介、實體操作與課堂引導，讓學生從分組討論、合作

學習的過程中，逐步認識哨船頭社區的興衰與高雄港建設的發展。 

二、透過深度哨船頭社區的學習探山海路線的探究，參與各項陸上、

海賞海洋教育活動，培養學童學習海洋意識、尊重在地文化及多元學

習。進而能整合多元資源與特色，規劃永續海洋生態旅遊路線。 

 
  

https://khh.travel/zh-tw/attractions/detail/1146
https://britishconsulate.khcc.gov.tw/home01.aspx?ID=1


補充資料： 

一、 打狗英國領事館文化園區建築特色 

 
(一) 打狗英國領事館官邸 

打狗英國領事館官邸原設計者為英國人， 使用尺寸皆為英制單位（Yard）。建築物整體外觀的四

周外牆有連續的半圓拱， 轉角處的拱較小而牆柱較大，為穩固結構，轉角的磚柱為雙柱並立。建

築物房間內設有壁爐， 建物下層內並有高低不一的地下室， 此乃建造者當初為因應高低不一的

岩石地形所做的空間設計，其主要用途為倉庫或儲藏室。雖然建築物設計者為英國人，而建築用

的紅磚則從廈門運來，竹節狀的落水管是清末洋樓的特色。 

 

    
(圖片及資料來源：打狗英國領事館文化園區

https://britishconsulate.khcc.gov.tw/home02.aspx?ID=$5001&IDK=2&EXEC=D&DATA=1481&AP=

$5001_HISTORY-0) 

(二) 打狗英國領事館 

英國領事館之設計者為英國工部上海辦公室之代理測量官馬歇爾（Marshall），故而造型式樣

極可能是受到上海殖民地風格建築之影響。由造型式樣觀之，其有著殖民地外廊式建築風格，正

立面強調對稱，造型具紀念性，整體構成為明顯的屋頂、屋身、基座的三段式作法。英國領事館

之主要特徵在拱廊，正立面迴廊入口及轉角柱採併柱，餘則為單柱。柱式形式簡潔，僅收以兩重

外凸線腳。 

https://britishconsulate.khcc.gov.tw/home02.aspx?ID=$5001&IDK=2&EXEC=D&DATA=1481&AP=$5001_HISTORY-0
https://britishconsulate.khcc.gov.tw/home02.aspx?ID=$5001&IDK=2&EXEC=D&DATA=1481&AP=$5001_HISTORY-0


 造型式樣上，迴廊為其重要特色，而迴廊本身不僅是一種空間，拱更是一種造型語彙。英國

領事館在細部裝飾上並不華麗，簡樸反而成為另一種特徵。其記錄了當時的建築形式，亦見證了

臺灣殖民地風格建築的變遷，更為日治時期臺灣殖民地風格建築發展過程的重要例證，建築本體

則具體反映了當時建築技術與潮流的發展，在臺灣建築史上具有重要的代表性角色。 

  
(圖片及資料來源：打狗英國領事館文化園區

https://britishconsulate.khcc.gov.tw/home02.aspx?ID=$5001&IDK=2&EXEC=D&DATA=1489&AP=

$5001_HISTORY-0) 

 

(三)登山古道 

 登山古道主要由階梯與旁邊的矮牆所構成。階梯最高與最低點間有 29公尺的高差。現況計

算階梯數共有 127 階，步道寬度在 130至 200公分之間，階梯的級深最小的有 14公分，最大的

有近 350公分，級高則在 10 至 30公分之間。 

   階梯的材料主要為磚、石，局部使用尺磚作 為高度調整

的材料。石頭的類型以花崗石為主，應是過去拿 來當作壓艙

石的花崗石。此外，局部亦使用打狗當地的硓咕 石（石灰

岩）為材。階梯的組砌有石砌、磚石混砌、磚砌 三種形式。

石砌的作法是在蹴面（垂直面）以較大的石塊排 列，後方則

以碎石填實。磚石混砌依磚石使用位置的不同又 可分成三

種，一為蹴面（垂直面）以較大的石塊排列，後 方填磚；二

為以平砌磚為蹴面（垂直面），下方墊石，三為以 立砌磚為蹴

面（垂直面），下方墊石。磚砌階梯作法多樣，根 據其級深及

磚砌排列方式而有不同的形式。 

(資料來源：打狗英國領事館文化園區

https://britishconsulate.khcc.gov.tw/home02.aspx?ID=$5001&IDK=2&EXEC=D&DATA=1490&AP=

$5001_HISTORY-0) 

https://britishconsulate.khcc.gov.tw/home02.aspx?ID=$5001&IDK=2&EXEC=D&DATA=1489&AP=$5001_HISTORY-0
https://britishconsulate.khcc.gov.tw/home02.aspx?ID=$5001&IDK=2&EXEC=D&DATA=1489&AP=$5001_HISTORY-0


   

二、 高雄港區碼頭地圖 

 
描述 高雄港區碼頭地圖 

日期 2020年 8 月 1日 

來源 https://kh.twport.com.tw/chinese/cp.aspx?n=117813148B91AD20 

作者 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高雄港務分公司  



三、 高雄港精彩照片分享： 

  



四、 哨船頭山海漫遊精選推薦 

 



 
  



 
  



 



學習單： 

《打狗英國領事館文化園區》 

班級：            姓名：                           座號：       

 

一、 請問主要「打狗英國領事館文化園區」由哪三大建築設施部分組

成？(             ) (             ) (             ) 

 

 
 

二、你最喜歡「打狗英國領事館文化園區」中的哪一部分?為什麼? 

 

 

 

 

 

 

 

三、為什麼英國人要建「打狗英國領事館」?你可以說出幾項當時英國領

事的工作嗎? 

 

 



《高雄港》 

班級：            姓名：                           座號： 

一、今天搭乘遊艇巡禮高雄港後(旗津半島→中信船塢→海軍四廠→海上皇宮→

折回→散裝雜貨專用碼頭→水泥專用碼頭→中島商港區(第一貨櫃集散中心）→亞

州新灣區→高雄展覽館→遊艇專區→新光碼頭→85 大樓→漢神百貨→愛河出海口

（真愛碼頭、光榮碼頭）→高雄海洋流行音樂廳→大港橋→十號碼頭→香蕉碼頭→

棧二庫→新濱碼頭→哈瑪星→遠眺打狗英國領事館、西子灣與中山大學美景→最後

回到哨船頭碼頭)，請寫出兩個你印象最深刻的海上景點並貼上你所拍攝的照

片(或手繪出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