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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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味噌釀造文化館 

場 域 地 址

交通方式 

台中市豐原區三村里西勢路 701 號 

公車 921 路於『台灣味噌文化館站』下

車。步行約 2 分鐘。 

公車 12 路、63 路於『東龍家電站』下車 

，步行約 5 分鐘。 

場域網站連結網址 

官網：www.sauceco.com.tw 

味噌實作學習教材：https://youtu.be/VtyNv68XW0A 

味噌實作影片：https://youtu.be/nxHwJ9sK4as 

FB：台灣味噌釀造文化館 

場域特色與教育價值 

關於味榮SAUCECO 

在純樸農業社會的簡單年代，傳統的醬菜車或柑仔

店，總是帶來家人餐桌上簡單美味的幸福醬菜料理

。並傳遞真心誠意，用滿滿的愛串起土地到餐桌之

間的美味橋樑，讓忙碌一天的家人們，能在餐桌上

，安心品嚐溫馨歡聚時光。 

我們本著誠信安心七十年三代的醬職人精神，持續

愛護這塊土地，以「關懷人文」、「友善土地」、

「美味食物」為三大理念做為純釀造美食料理文化

努力的方向，也不斷發掘這塊土地的豐富農產作物與美味醬料為味榮終身

使命。 

味榮為延續臺灣釀造文化精神，推廣在地特色文化工藝與農產品，成立全

國第一座味噌釀造文化館。透過五感體驗手作活動，運用『移動博物館』

概念與地方創生運作，持續讓區域振興繁榮。其建築物外觀採用環保綠建

築概念建造，館內陳列百年古董級杉木桶、製麴木麴盒等，且介紹早期釀

造食物源由、歷史與種類，有助於民眾認識味噌及多種釀造類食品，並為

民眾提供更安全、豐富、健康的廚房醬料與文創伴手禮選擇。 

「台灣味噌釀造文化館」是一個充滿豐富人文特色的焦點旅遊觀光工廠，

內包含「看．味榮富含文化底蘊的歷史」，「聽．專業導覽人員詳細解說

」，「聞．多元化種類的味噌醬料」，「觸．精心設計味噌DIY教學活動」

，「嚐．味榮食品美味佳餚」，綜合以上豐富的五感體驗，除了能讓貴賓

們用心感受味噌的淵源歷史外，還能實際體驗到「手工味噌DIY」「手工風

味醬油DIY」「美味手做飯糰」的活動，深入且豐富多元體驗手作之旅。 

 

 



 

【產業焦點特色】 

◆ 創立於1984年，為全台第一座『味噌觀光工廠』。 

◆ 全台獨創味噌與味噌拌醬超過30種不同的風味。 

◆ 全台首創味噌產業-味噌「產業實作學習活動」 

◆ 第一座味噌工廠結合觀光可為民眾設計『深度旅遊與體驗觀光』遊程 

  ，並在產業發展上致力環保節能減碳『永續觀光』提供最佳示範場域。 

◆ 產品包裝設計，獲得政府與民間單位獎項超過15項以上，將包裝設計 

   的語言、文字、藝術符號、藝術創作發想與文化傳承統合，讓學員們 

   體驗藝術文化之美，培養美學素養，豐富美感體驗，引發創作的樂趣。 

◆『熟成木桶手作味噌DIY體驗』榮獲經濟部2020觀光工廠職人手作獎，為 

  獨一雙體驗活動，結合味噌「產業實作學習活動」與「熟成木桶折盒」 

  體驗，深入體驗與實際生產流程90%相似之味噌實作，熟成木桶仿造館 

  舍百年鎮館之寶「木桶」開發的包裝設計，強烈表達產業永續與藝術創 

  作，深厚的產業文化之旅，引發學員更多思考與動機。 

 

場域導覽為專業導覽人員帶領學員參觀，不為電子科技取代，透

過互動體驗友善建立與學員們良好的互動關係。 

戶外教育相片 

 

 

台灣味噌釀造文化館入口廣場-大木桶展示 & 百年笳苳樹 

 

 



二、戶外教育課程方案 

課程方案名稱 食農教育-手作味噌 DIY 

對象、年齡層 國小一年級~二年級 每場次人數 80 人（師生比建議 1：20） 

每場次時間 2 小時 每天可提供場次 10:00, 13:00, 15:00 

是否提供學習單 是 收費方式 3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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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意義的學習】走出書本，進入產業，實際體驗與觸摸，還原加工食品前的

作物原料，讓學員們了解自己所食的食物本質。再透過味噌「產業實作DIY學

習活動」，觀察原料加工後的變化，融會貫通，作物從產地到餐桌的流程。 

【健康的身心】透過戶外教育，促使學員與學員間友善的互動，藉由館舍內的

互動體驗（EX:有獎徵答、團隊合作遊戲、學習單闖關遊戲)，達到團隊合作目

的。 

【友善環境】透過導覽讓學員們了解農作物本質，選擇食物應從作物的品質著

手，應選擇對環境以及人類友善的作物原料而非黑心化學原料。 

透過食農教育除認識原料本質，也培養學子們的環境意識。 

安全風險管理 

機制 

※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單  

※公司具合法營業登記證&工廠登記證(符合國際標準 ISO22000&HACCP)  

※具消防安檢設備檢修申報書，每個樓層都有消防設備與緊急照明設備。 

課程方案詳細內容 

 

抵達場域前 

 

傳達內容 
百年的大木桶是要用來做什麼的呢? 

好喝的味噌湯要如何煮出來呢? 

發放資料 台灣味噌釀造文化館 DM 

播放影片 
味噌傳統製作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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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提醒  

在場域中的教學

安排與規劃 

 

類型 時間 主題與教學內容主要說明 

引起動機 
簡報     

20 分鐘 

故事性解說味噌的歷史與味榮的故事，了解產業

的文化 

發展活動 

味噌文化館

導覽 

30 分鐘 

食農教育之農作物原料認識 

1. 味噌原物料-米的品種 

2. 味噌原物料-黃豆品種的認識 

3. 製麴用的菌種有哪些呢?分別有哪幾種顏色? 

4. 味噌原物料-鹽的種類與選擇 

5. 不同作物可做出不同風味的味噌 

(EX:大雅鄉的麥可以做出麥味噌) 

6. 味噌的味道感受與理解 

(EX:甜味來自於每天吃的米飯) 

(EX:鮮味來自於豆漿中的黃豆) 

(EX:鹹味來自於鹽巴) 

7. 味噌原來有不同顏色與不同顆粒大小 



綜合活動 

 

味噌產業實

作學習 

40 分鐘 

味噌 DIY-味噌原料加工 

1. 黃豆蒸煮(觀察黃豆狀態與風味) 

2. 米麴(觀察米麴狀態與風味) 

3. 手作加工體驗(敲碎黃豆) 

4. 手作加工體驗(混合揉捏原料) 

5. 食物保存的方式與概念(原物料入罐) 

6. 熟成時間食品的變化 

味噌湯品嚐 

學習單 

10 分鐘 

◆ 味噌湯烹煮教學與品嚐 

◆ 學習單學習驗收成果『集章換禮品活動』 

味噌產品 

認識 

20 分鐘 

◆ 味噌相關產品認識 

離開場域後建議 

 

延伸活動 手作味噌觀察每個月熟成的顏色與風味變化 

延伸反思 
◆   為什麼味噌的顏色會一直不斷的改變呢? 

◆   三個月完熟的味噌我們要拿來做什麼料理呢? 

延伸實作 ◆   三個月後熟成後的味噌料理與分享 

學習單 

 



場域相片 

 
 

文化走廊(導覽區域) 文化走廊(導覽區域) 

  

產業實作教室 (味噌 DIY 體驗區) 文化走廊(導覽區域) 

 
 

二樓商品展示區 (參觀報到&商品銷售) 

  

簡報教室 



二、戶外教育課程方案 

課程方案名稱 味噌「產業實作學習活動」-手作味噌 DIY 

對象、年齡層 國小三年級~六年級 每場次人數 80 人（師生比建議 1：20） 

每場次時間 2 小時 每天可提供場次 10:00, 13:00, 15:00 

是否提供學習單 是 收費方式 3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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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意義的學習】釀造文化傳承三代發展史，讓學員們可以透過現代製程與館

內袖珍木桶呈現的早期釀造手法，進而了解人類文化永續發展史。了解釀造文

化的起源來自於祖先們愛惜萬物為了保存過剩的食物所製。 

【健康的身心】味噌手作DIY體驗，透過實際的手做，挑戰人生第一罐手做味

噌，利用成功經驗來提升自我自信與肯定。 

【友善環境】透過了解味噌選擇的國產在地原料，熟悉地方特色物產，製造出

不同風味的醬料與味噌，深入了解台灣地方特色發展。 

【尊重與關懷他人】了解產業對社會貢獻與價值，尊重學習關懷成長，擴展溝

通、創意思考的能力。透過學習味噌料理之幸福味噌湯，學習分享與夥伴溝通

，調出最適合大家口味的味噌湯料理。 

安全風險管理 

機制 

※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單  

※公司具合法營業登記證&工廠登記證(符合國際標準 ISO22000&HACCP)  

※具消防安檢設備檢修申報書，每個樓層都有消防設備與緊急照明設備。 

課程方案詳細內容 

抵達場域前 

 

傳達內容 屬於自己人生中的第一罐手作味噌體驗 

發放資料 台灣味噌釀造文化館 DM 

播放影片 
味噌傳統製作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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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提醒  

在場域中的教學

安排與規劃 

 

類型 時間 主題與教學內容主要說明 

引起動機 
簡報     

20 分鐘 
釀造文化發展史&味榮發展史 

發展活動 

味噌文化館導

覽 

30 分鐘 

專業的導覽解說，可以讓學生了解釀造食品的

源由、原理，味噌原料與選擇，味噌的種類與

用法。 

綜合活動 

味噌產業實作

學習 

40 分鐘 

從原料的選擇，觸摸，完整的製程呈現於手作

體驗過程中，讓學生們可以了解整個製程中，

原料到成品的變化，手作結束後還可以拿一罐

味噌回家，觀察味噌熟成的變化。熟成完成

後，可與家人師友共同分享這份美味的味噌。 

味噌湯品嚐 

學習單 

10 分鐘 

◆ 味噌湯烹煮教學與品嚐 

◆ 學習單學習驗收成果『集章換禮品活動』 

味噌產品認識 

20 分鐘 
◆ 味噌相關產品認識 



離開場域後建議 

 

延伸活動 手作味噌觀察每個月熟成的顏色與風味變化 

延伸反思 
◆   為什麼味噌的顏色會一直不斷的改變呢? 

◆   三個月完熟的味噌我們要拿來做什麼料理呢? 

延伸實作 ◆   三個月後熟成後的味噌料理與分享 

學習單 

 

 

 

 

 

 

 

 

 

戶外教育相片 

  
簡報 



  

產業實作流程圖 

  

產業學習實作實品-味噌 

  

學習單遊戲 

 
 

 



二、戶外教育課程方案 

課程方案名稱 『熟成木桶手作味噌 DIY 體驗』 

對象、年齡層 國中一年級~三年級 每場次人數 80 人（師生比建議 1：20） 

每場次時間 2.5 小時 每天可提供場次 10:00, 13:00, 15:00 

是否提供學習單 是 收費方式 35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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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意義的學習】透過味噌「產業實作學習活動」，了解味噌加工製程，製造

與生產的不易，更加珍惜資源。 

【健康的身心】透過導覽人員的引導與互動，深入了解產業文化，分析自我對

於產業的適性度。 

【友善環境】味噌製作堅持使用天然有機的原料，熟成木桶味噌DIY木桶設計

為存錢筒的設計，可重複利用，亦可回收再製，對生態汙染降到最低。 

食品加工的目的在於保存食物，對於產量過多的原料透過食品加工加以保存再

利用，達到產業供需平衡。 

安全風險管理 

機制 

※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單  

※公司具合法營業登記證&工廠登記證(符合國際標準 ISO22000&HACCP)  

※具消防安檢設備檢修申報書，每個樓層都有消防設備與緊急照明設備。 

課程方案詳細內容 

抵達場域前 

 

傳達內容 一日「醬職人」體驗 

發放資料 台灣味噌釀造文化館 DM 

播放影片 
味噌傳統製作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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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提醒  

在場域中的教學

安排與規劃 

 

類型 時間 主題與教學內容主要說明 

引起動機 
簡報     

20 分鐘 

1.釀造文化發展史&味榮發展史 

2.釀造原理 

(食品微生物與原料發酵種類:味噌、醬油、紅麴) 

發展活動 

味噌文化館導

覽 

30 分鐘 

食農教育之產地到餐桌:味噌原料、味噌製程、味

噌種類與風味、味噌應用料理) 

綜合活動 

 

雙體驗活動

『熟成木桶手

作味噌 DIY

體驗』 

60 分鐘 

雙體驗活動『熟成木桶手作味噌 DIY 體驗』 

1. 味噌「產業實作學習活動」:味噌製程實際體

驗與了解。 

2. 熟成木桶折盒實作:透過折紙盒的動作，學習

產品包裝設計的理念，透過實作了解禮盒的

成型方式與產品傳達的訊息。 

味噌湯/茶葉

蛋品嚐 

學習單 

20 分鐘 

◆ 味噌湯烹煮教學與品嚐 

◆ 『味噌茶葉蛋』品嚐 

◆ 學習單學習驗收成果『集章換禮品活動』 

味噌產品認識 

20 分鐘 
◆ 味噌相關產品認識 



離開場域後建議 

延伸活動 手作味噌觀察每個月熟成的顏色與風味變化。 

延伸反思 ◆   職人的態度的養成 

延伸實作 

◆   把「味噌當鹽用」，透過料理各種食物加入味噌，感受味噌與 

   不同食材融合的味道。 

◆   熟成木桶存錢筒應用。 

學習單 

 

 

 

 



戶外教育相片 

  
味噌文化館導覽互動 

  
味噌文化館導覽互動 

 
 

產業實作相片 

  

味噌湯烹煮教學與品嚐 味噌茶葉蛋烹煮教學與品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