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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環境教育設施場所是希望透過一個場域，提供環境教育的服務給教師、學
生及社會大眾了解在地環境及相關之環境保護理念。因此，本研究繼去年研究
計畫選擇以屏東縣滿州鄉里德社區為輔導對象，進行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輔
導，透過設施硬體設備規劃、遊客導入、環境教育主題課程的修訂與測試及相
關教材準備等補足申請認證條件，並培訓社區環境教育專責人員進行主題課程
解說及現勘審查。成果如下：
一、在今年 04 月底前已輔導里德社區繳交申請文件給行政院環保署環境保護人
員訓練所。
二、完成二次現勘審查之模擬審查，並對委員給予的建議進行修正。於 107 年
09 月 21 日完成正式的現勘審查。
三、協助里德社區完成申請文件、現勘審查之報告簡報及訓練簡報報告等，並
依據里德社區所有之物品協助完成現勘審查場地布置。
四、已完成 30 小時以上的課程培訓，課程包含主題課程訓練與教案修正。
五、完成並持續修正 4 套主題課程教案，分別為「慢遊欖仁溪」、「鷹揚里德」、
「食在有藝」、「豬朥束文化之旅」。
六、與 7 個社區發展協會、4 所學校、地方企業及地方政府皆有合作關係，其中
部分學校已在輔導下建立農食基地。
七、截至 107 年 02 月至 11 月底已發布 107 則 FB 貼文，粉絲團由 3,206 人增加
至 3,636 人，期間 10 月份因鷹季關係獲關注度為最高。
八、協助里德社區建置完成窯灶、六組褙版海報及主題課程教材設計等硬體設
置。
九、將里德社區推廣到高市南部各級學校，未來有機會能吸引學校團體來訪。
十、通過里德社區申請環境教育設施場所之申請。
關鍵字詞：里德社區、環境教育設施場所
I

Abstract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facility and field is to educate school students and the
public who comprehend local environment and related environment protection concepts.
This research continued last year’s evaluation and chose Lide community, Manchou
Township, Pingtung County as a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Facility And Field(EEFF).
Assist Lide community with EEFF Certification examination by planning facilities and
hardware devices, marketing local culture events and revising and examining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courses to reach the EEFF standard. Furthermore, Train local
community staff to be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staff by environmental subject course
and tests. Here are the results below:
I.

Lide community submitted application to Environmental Professionals Training
Institut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dministration Executive Yuan in April 2018.

II.

Attained 2 simulation tests of field inspection and took the field inspection on 21,
September.

III. Assisted Lide community submitted application, field inspection report, training
report and so on, and the resource of Lide community’s presentation for the
Evaluation.
IV. Finished above 30 hours training which included environmental subject courses
and lesson plans’ revise.
V.

Attained and continued revising 4 set of environmental subject courses, which are
1. Slow tour in Lanren Rvier. 2. Chinese sparrowhawk viewing 3. Local
agricultural vegetable and fruit cooking. 4. Cilasoaq culture tour.

VI. Cooperated with 7 local community development associations, 4 schools,
enterprises and government. And part of school built Food Agriculture Education
basements.
II

VII. As of February 11, 2018, 107 posts were on Facebook, fans page population from
3,206 up to 3,636. During October eagle season, fans page got the highest attention.
VIII. Help Lide community to build kiln stove, 6 set of backboard posters,
Environmental subject lesson plans and hardware devices.
IX. Promote Lide community to Kaohsiung City and southern Taiwan school of all
kinds and levels that attracted more groups visiting.

Keywords: Lide Community、Environmental Education Facility And 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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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

緒論

第一節 計畫緣起及背景
本計畫是由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委託高雄師範大學科學教育暨環境教育研
究所輔導滿州鄉里德社區通過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計畫以「永續發展」作
為整個議題的理念。因此本計畫在規劃時，以「全球化思考，地方性行動｣為考
量，並符合現今的環境教育著重於可持續性的發展，在社區營造正式教育與非
正式教育的管道，讓學生與社會大眾於場域中學習，並了解環境場域的永續發
展，自然資源是可持續性被利用，以及維護地球上生命生存的概念，藉由實地
參與後深植個人與家庭，進而影響整體的文化樣貌，為輔導里德社區的目標。
環境教育設施場所以永續發展理念來規劃，作為社區型發展模式，並符合
在地化的區域發展，融入「循環經濟」的新經濟循環模式，做為生態社區產業
的發展主軸。而申請環境設施場所，對於地方而言，具有引導產業發展與生態
保育的功能，除此之外，還能讓當地居民持續對土地有情感上的連結，尊重當
地的自然環境與文化資源，並主動回饋與保護當地的環境與產業，表現出負責
任的正向環境行為。
國家公園應具備提供保護性的自然環境、保存物種及遺傳基因、提供國民
遊憩及繁榮地方經濟與促進學術研究及環境教育的功能。而墾丁國家公園在早
期就提供這些方面的教育訓練，如訂定環境教育綱領及行動計劃、環境資源、
環境生態、環境變遷及生態管理，並持續推動環境教育相關活動，結合專業機
構、民間團體、機關、學校及社區建立夥伴關係。園區內設施施行環境教育，
持續深耕在地，推動社區型生態旅遊、社區總體營造及引薦自然資源管理夥伴
與社區，以科學方式監測環境及生物資源的變化。因此本計畫輔導里德社區建
立學校環境教育及社會環境教育的場域，並成為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推展環境
教育的主要力量之一。本計畫的社區型環境教育設施場所透過在地議題思考及
調適的行動瞭解全球環境問題及社區型環境教育顧及「生產」、「生活」、「生
態」之「三生一體」並重，社區才能永續發展，促成生態為中心的自然保育與
永續經營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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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優質的環境教育設施場所
本計畫以輔導里德社區通過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設施以具備可教育學生及社會
大眾的方案、可供研究的場域、保育觀念的落實、遊憩功能、在地文化特色之場域
或方案等多功能的目標進行，並以在地特色、永續發展及環境保育作 為主要目標，
竭力尋求社區發展為「三好社區｣(為生態、生活及生產)。利用現有地方資源及地
方團隊共同發展打造地方特色，共同創造在地社區的利益，謀求可持續的利用及發
展的經濟模式與生態環境。
本計畫的執行是依據環境教育學習中心的組成要素（周儒、林明瑞、蕭瑞棠，
2000；周儒，2002）進行，學習中心的組成要素，包含環境教育人員、設施、營運
管理及方案。圖 2-1-1 顯示環境教育設施
，
須具備有四項最基本要素包括有方案、設
施、人、營運管理彼此相互依存、影響，而以活動教學方案為核心，逐步影響到設
施、人、營運管理，而在設施、人、營運管理等三項要素上，彼此也相互作用產生
影響。

經營管理者
教育人員

中心設施
解說設施
教育

環境教育
環境解說

人員

設施
場所

營運
管理

經營管理
經費
維修
行銷

圖 2-1-1、環境教育學習中心 (自然教育中心/環境教育設施場所)組成要素(周儒，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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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案（Program）
教學方案是戶外課程活動中的最基本條件，在地課程針對不同年齡層選擇 不
同類型的課程活動，融入豐富多元的教學策略及內涵，因應不同屬性的對象需求
有不同的戶外課程設計活動；因此環境學習中心課程活動方案區分為(1)環境教
育；(2)環境傳播；(3)環境解說等三大類型的活動。
二、設施（Facility）
一個進行戶外教學活動的環境教育場域所要具備的條件，必須有足夠的設
施，才能發揮其在地社區的功能；因此環境學習中心的設施包括 (1)房舍(2)環境
教育設施(3)環境解說設施(4)生活設施(5)環境設施。
三、人（People）
環境學習中心必須要有人的存在、使用、活動，才能讓中心的存在具有實質
的意義。包括中心的行政人員、環境教育專業人員、與中心共同合作的夥伴（民
間團體、社區人士）
、中心設施與服務的使用者（在地社區居民、學校師生，在
地社區老師或解說員）等。
四、營運管理（Operation）
中心的存在、運作與發展，必須考慮到經營管理、財務、維護、土地與棲地
管理等四大方向。因此考慮如林明瑞、謝佳伶（2008）針對「社區型環境學習
中心組成要素」的研究中，則認為對社區來說，社區教學方案、設施、人、營運
管理等四個面向構成的要素。並依照周儒與姜永浚(2013)所提出的要點進行申請
計畫的書寫，與進行社區對外的發展，因為環境學習中心:結合了設施、人員、
經營管理與方案（周儒，2000）整體發揮作用，兼具保育、研究、教育、遊
憩、文化等多方面的功能（Ashbaugh, 1971；周儒，2000)，其中包含五個主要
面向：（一）整體關切；（二）場域與設施；（三）經營與管理；（四）人員；
（五）軟體方案等。
（一）整體關切
特質 1：環境學習中心基於其設立目的及資源特色（不論是既有的或新開創的）
，
來發展出具體的環境教育使命、目標或願景。
特質2：環境學習中心的軟硬體設計應盡量與參訪者的背景經驗、所關切事物
3

或生活模式 (life style) 產生連結，使其對該學習中心的使命、目標或
願景產生共鳴。
特質 3：環境學習中心軟硬體的規劃、設計與管理制度，應以人身安全為優先考
量。
特質 4：境學習中心應透過制度上的設計，公開且客觀的對其人員、設施、活動
方案及經營管理等進行持續的評估 (evaluation)與改進。
（二）場域與設施
特質 5：環境學習中心擁有或位於一塊具備環境資源特色的場域上。這裡所稱的
特色可能是一塊人工棲地、一個自然生態系，或是具有特殊環境教育意
涵的場域，如特有的地質、地形景觀、綠建築、廢棄物處理設施、野生
動物救護站、具歷史意義或文化價值的建築物、植物園、動物園、博物
館、環境敏感地、天然災害紀念地…等。
特質 6：環境學習中心內的各項硬體設施，應依據中心的使命或願景進行規劃與
設置，並促成方案的有效執行。
特質 7 : 環境學習中心內的各項設施與設計能融入當地的環境或反映當地的特
色，並廣泛且深入的考量其節能設計、妥善利用能源、趣味性、知性、
美學、人文與教育的意涵。
特質 8：環境學習中心需考慮身心障礙者的學習權利並加以回應，其回應的內容
則視中心的需求而定。
（三）經營與管理
特質9：環境學習中心應主動連結在地組織或個人，共同落實地方生活、生產
與生態的均衡發展。
特質10：環境學習中心宜廣泛的發展夥伴關係，包括專家顧問、諮詢團體、民
間企業或組織、公部門、學校、社區人士…等。
特質11：環境學習中心在經營管理上，應考慮當地的遊憩承載量 (recre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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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rying capacity)，其衝擊參數包括有：1.生態承載量；2.實質承載量；
3. 設施承載量；4. 社會承載量等，以盡可能減少對環境的衝擊。
特質12：環境學習中心應規劃有中長期的財務計畫，並尋求或接受合適的財務
支持。
特質13：環境學習中心應依據資源特色及服務對象，訂定適切的行銷目標與多
元的行銷策略，以實現組織的使命。
特質14：環境學習中心對自身環境及資源的狀況，應進行定期的監測、管理與
污染防制。
(四)人員
特質15：環境學習中心的工作人員需具備適當的環境素養與永續發展的理念。
說明：這裡的工作人員包括專職人員、兼職人員、義工、實習人員
等，其工作性質除教育人員外，也包括經營者、行政人員、後勤人
員…等。
特質16：環境學習中心的工作團隊人數及專業職能上，需足以支持環境學習中
心的運作及方案之推動。
特質17：環境學習中心的工作人員具備「熱情、好奇、創新、同理心、相信自
己的努力將為環境及參訪者產生正面的影響」等人格特質。
特質18：環境學習中心最少需有一位具備環境教育專業的全職工作人員。
特質19：中心的環境教育專職人員在環境教育的專業能力上，最少需具備下面
的六個層面：(1)環境素養；(2)對「環境教育」的基本認識；(3)對身
為環境教育者的專業責任；(4)規劃並執行環境教育課程與方案的能
力；(5)促進學習的能力；(6)檢討與改進的能力。
特質20：環境學習中心應辦理或支持工作人員的專業成長及終身學習。
說明：這裡的人員包括專職人員、義工、實習生、兼職員工等。專業
成長的管道除自辦外，與其他單位合作、補助或鼓勵參加外界的訓練
5

也都是可行的辦法。
（五）軟體方案
特質21：環境學習中心的活動方案通常具備某些特質，如：重啟發而非教導、
強調互動而非單向的灌輸、協助參訪者獲得親身的體驗等。
特質22：環境學習中心的活動方案要能反映出對環境的關懷及當地資源的特
色。
特質23：環境學習中心的活動方案其目的在於協助參訪者發展環境覺知、學習
環境知識、培養環境倫理、熟習行動技能，甚至獲得環境行動的經
驗。
特質24：環境學習中心應針對不同的參訪者，經常性地提供多元的環境教育方
案與學習活動。
特質25：環境學習中心能推陳出新展示、課程及活動方案，吸引參訪者回流、
持續運用中心的服務。
特質26：環境學習中心的學習活動能彌補在學校內進行環境教學的不足，並協
助達成各學科課程的學習目標。
特質 27：環境學習中心透過設計或安排，使活動方案及設施的使用者能在此體
驗與履行對環境友善及永續發展的承諾。
依此作為里德社區認證環境教育設施場所，及進行工作項目的準備及輔導
申請之依據。

6

第參章 工作項目
第一節 工作內容說明
以下針對本計畫委託的服務工作項目及其內容進行說明：
一、準備里德社區環境教育設施場所之認證文件，並於 107 年度 4 月底前報請
環境保護人員訓練所進行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程序送審。
本計畫在四月份之前為滿州鄉里德社區申報環境教育設施場所，依據
我國現有環境教育法規定訂定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及管理辦法，由行政
院環境保護署環境保護人員訓練所環境教育資訊網頁中對環境教育設施場
域認證申請之文件說明，可了解申請認證之必要條件與撰寫說明，本計畫
整理如表 3-1-1 所示，主要分為證明文件影本、經營管理規劃書及附件。故
本工作項目內容為里德社區發展協會整理、補充及撰寫相關文件，以滿足
申請條件，另亦協調設施場所的營運中心位址，選於滿州鄉社區圖書館作
為暫時的營運場址，其他還有增設相關硬體設備（海報看板及相關教具)、
輔導修正四套環境教育主題課程教案、精進社區成員環境教育主題課程教
學及協助建立環境教育設施場所經營通則等，以通過環境教育設施場所第
一階段之程序審查。
表 3-1-1、環境教育設施場域認證申請 應備妥文件
項目
證 設施場所之所有權、管理權或
明 使用權證明文件影本
文
件
︵
備
妥
︶

說明
如：土地所有權狀、建築物使用執照、
租賃契約書、同意使用書、經營管理委
託契約

申請單位依法須取得政府機 如：營利事業登記證、法人登記書、其
關核准設立、登記者，其核准 他：
設立、登記證明文件影本
設施場所依法須取得政府機 如：公文、法規、登記證（類別：）、其
關許可始得營運者，其營運許 他
可證明文件影本

經營管理規劃書

如表二所示

如表二所示

附 申請單位近 3 年辦理環境教育 參考相關格式及相關活動照片(活動名
件 相關證明文件

稱、內容摘要、活動日期及時間、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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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數、活動經費、辦理性質、備註

備

建築物使用執照、最近一次建築物公共

妥

安全檢查間證申報結果通知書、最近一

︶ 安全維護證明文件

次消防安全檢查紀錄、防護計劃書、防
火管理人員證書、半年一次自衛消防編
組演練、建築物耐震評估
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設立或許可之
證明文件、動物飼養清單：其內容至少

涉及動物活動之相關文件及
說明

包括動物種類、來源證明、特性、照
料、飼養與管理方式、設施維護、訓練
及操作標準、對於動物活動與其課程方
案及環境教育關連之具體說明及確保動
物福祉之操作準則。

在硬體設施上與社區進行協商，包含環境教育設施場所中心位址、生
活設施、安全設施及教學設備等進行補充，中心位址商請滿州鄉公所支
援，目前里德社區的活動中心尚未建好，故滿州鄉公所借用滿州鄉立圖書
館作為臨時中心辦公場所，待通過後再依據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辦法第
11 條「設施場所申請認證之所送文件及認證證明文件記載事項有變更時，
應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備查｣申請變更。在軟體設備上，則針對四套已完成之
環境教育課程進行試行教學及修正，並設計相關教材及教學成果供未來認
證及營運使用。環境教育人員之培訓除以增能工作坊培訓環境教育專業教
學人員外，也協助社區的環境教育行政人員執行環境教育相關業務。
最後營運管理上高師大則擔任從旁輔助之角色，輔導里德社區發展協
會在環境教育業務方面能更加熟稔，並讓社區自主管理，不主動介入協會
相關運作模式。因此計畫上將以時間點為標準，在四月底前送予環訓所進
行認證申請。
二、輔導里德社區通過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現勘審查前至少預檢 2 次，包
含審核簡報、展演練習、簡報模擬及書面審查，預計至少邀請 5 位具相關
專業領域人士配合預檢，並給予社區回饋及建議表。
本計畫確認程序審查通過即辦理現勘審查預檢，以實際流程演練，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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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表如下圖 3-1-1 所示，場所特色與環境教育實施情況之簡報限制時間為
20 分鐘，並抽取 1-2 套教案共 40 分鐘進行展演，另有 20 分鐘為路程時間
或是介紹當地自然人文特色。最後進行其他事項之補充問答，如書面審查
資料進行意見交流與專家回饋。並在環訓所現勘審查前辦理完畢。因此，
本計畫除預檢外，也針對社區人員進行環境教育課程演練的試教，配合平
時遊客進入社區選擇的遊程進行教案試教練習，輔導社區成員至少 2 次，
讓社區成員在預檢及現勘審查時能更加熟悉，並請社區成員配合實施。

圖 3-1-1、現勘審查流程圖

三、軟體部分包含委員訪視審核之準備，如:審核簡報、課程體驗及委員問答等
內容進行輔導。並協助完成環境教育設施場所布置、推動環境教育設施場
所之啟動。
本計畫預計送出證明文件後，即著手進行預檢之準備，包含環境教育課
程的展演、演練具有場所特色及環境教育實施現況之簡報及相關書面資料，
實際演練並請專家提出回饋以修正調整，至少進行兩次預檢。在預檢演練上
則比照現勘審查辦理，規劃空間為滿州鄉立圖書館臨時辦公場所或開會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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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設置長桌、立牌、椅子供審查委員及出席成員，並安排動線規劃及餐點飲
品供委員使用，相關展示用品則有教案手冊及學習手冊之陳列、實作作品之
展示、設施成果海報、活動剪影播放、環境教育活動獎牌或獎座；當天則依
據現有空間進行美化擺飾。相關的軟體設備如下所示：
1. 相關書面資料(含簡報資料、手冊、回饋紀錄等)。
2. 設備部分 (含筆電、投影機、長桌、椅子、立牌)。
3. 相關活動作品 (影片紀錄、照片記錄、實作作品、獎座或獎狀及海
報等)。
4. 還有茶水、午餐及動線規劃。
四、持續辦理社區夥伴增能培訓工作坊: 課程內容含教案設計修正、教學及執行
技巧為主，此系列培訓課程至少 30 小時，持續強化社區成員的教案教學及
優化之能力，並完成課程紀錄、回饋單及成效評估分析。
本計畫依規定辦理相關活動，教授課程以培訓社區成員優化執行環境
教育課程之能力，並推廣至上一年度未參與環境教育人員認證之社區夥伴
共同培力，內容為專業領域的培養、環境教育的議題、教案設計及教學技
巧，希冀社區成員最後能發展屬於在地討論的思考模式及團隊討論模式，
具有創意思維，能獨立進行修正教案或發展教案之能力，在辦理增能工作
坊之前完成場地布置、預定餐食、製作明牌及手冊等項目。當日則安排工
作人員辦理簽到、場控、紀錄及服務等事項。課程內容方面，本計畫依據
四套主題環境教育課程，以不同環境議題教學，包含有食物里程、生物放
大作用、水泥化的堤岸等議題，透過不同的教學方式與學習模式，提高持
續性的學習意願。課程應對相對應的主題教案有連貫性及實踐性，以加深
學員對於社區的連結意識，也能了解不同的教學方式有不同學習效果，從
而改變原有教學的角度與方向，在戶外教學活動中協助學員內化社區意
識，並配合課程結合社區進行社區實作活動，以此做為環境教育人員社區
夥伴之增能培訓目的。

五、修訂目前 4 套環境教案解說手冊與學習手冊(各 10 份)，每套教案至少 20 頁
以上，每套教案並須針對教案執行修正後適用對象提供完整的解說手冊與
學習手冊(含國小、國中及社會大眾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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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四套教案包含有欖仁溪豐富的生態環境「慢遊欖仁溪」、參照里德
社區既有特色及社區園圃進行規畫的「食在有藝」、斯卡羅的獨有文化及日
治時期的遺跡，加上里德社區在地居民的智慧發展的「豬朥束文化之旅」
及每年 10 月過境的南路鷹「鷹揚里德」四套教案，這四套教案目前都依據
十二年國民教育基本綱領進行設計，分為小學、中學及社會大眾三版本，
教案內容接續上一年度融入氣候變遷、生物多樣性、低碳飲食等環境議題
並以社區當地文化及自然特色讓到訪家長及學生更加容易了解。而本計畫
將針對這四套環境教育課程教案於每次課程實施後進行討論反思並修正教
案內容，在社區自行試教、工作坊之訓練及預檢之演練皆進行修正。包括
由高師大方面導入的遊客或是社區自行試教，在課程後依據遊客反應、社
區成員感受及高師大團隊觀察進行反思，確認應修正地方後修改；工作坊
之訓練則針對社區成員演練狀況及講師觀察進行教案微調修正；而預檢的
時候則依據委員意見進行教案修正，在正式現勘審查前完成四套環境教育
課程教案之修訂，最終依規定提供環訓所來訪之委員進行現勘審查，並讓
社區成員能持續不斷的演練教案使之更能靈活運用手冊之輔助，並經演練
後修正使其更熟稔精進。
四套課程從一開發至今的歷程中，經不斷於實施、討論、修正後再實
施的循環下，將教案盡量依對象符應適合的學習內容及使得社區人員更容
易傳遞在地環境教育的教學策略，於正式現勘審查前完成全套環境教育課
程教案之修訂，最終依規定繳交供現勘審查。

六、邀請至少 5 個社區周遭機關及團體建立長期的合作夥伴關係，落實環境教
育執行及與在地連結的能力，與社區鄰近學校發展校本課程。
如圖 3-1-2 所示，以里德社區發展夥伴合作聯盟為目標，將里德社區推
出與其他單位團體合作，像是不同社區擁有不同的文化及自然資源特色，
透過聯合其他社區(如：滿州鄉生態旅遊觀光促進會、永靖社區發展協會及
港口社區發展協會等)發展多樣的環境教育課程路線及聯合不同團體串聯滿
州地區的資源，強化社區與在地的連結。並可與各機關團體簽署具長久持
續發展關係，共同合作實行及推廣環境教育課程、發展環境教育教案、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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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相關活動進行及學術研究等。也與中小學簽訂建教合作關係利用社區的
力量進行文化的傳承外，還希望深化學生在學科知識與應用能力上的學
習，並且將所學習到成果帶回社區之中，將該校成為具有辦學特色的示範
學校，達到學校、學生與社區「共好」的境界。

圖 3-1-2、預想之夥伴合作聯盟關係圖
本計畫在發展課程方面，預計在學校方面與滿州鄉滿州國民小學、長
樂國民小學、永港國民小學及恆春鎮墾丁國民小學-鵝鑾分校建立長期夥伴
關係，邀請夥伴參與工作坊之培訓至少 2-3 場次(16-24 小時)，進而將里德
社區的主題課程帶回學校，由學校與社區合作共同找出屬於學校特色之主
題課程進行教學，並共同支援環境教育相關活動及建立環境教育課程活動
發展團隊。
表 3-1-2 夥伴合作教學暨參訪時間
夥伴學校

合作教學起始時間

參訪時間及活動

滿州國民小學

107.08 整地

107.03 欖仁溪

長樂國民小學

106.12 農食教育造窯

106.11 欖仁溪&107.11 雨來菇

永港國民小學

107.06 農食教育

恆春鎮墾丁國民小學-

107.03 農食教育造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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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10 欖仁溪&107.10 賞鷹

鵝鑾分校

七、協助並輔導社區經營 FB 粉絲頁，增列環境教育課程教案活動，並更新里德
社區遊程簡介、環境教育歷程與宗旨、生物監測資料及社區永續發展特色
之網頁資料，此項目每周至少更新 2 次以上之動態消息。

圖 3-1-3、里德生態旅遊粉絲頁面
透過圖 3-1-3 中已建置的網頁增列環境教育課程活動，供一般遊客及
團體機關選擇，增加社區簡介，包含環境教育歷程、環境教育宗旨、生
物監測資料及社區的永續發展特色等將里德社區近三年的監測資料及活
動紀錄放上網路，提供參訪者瞭解里德社區擁有的自然特色資源、推廣
環境教育課程及關切的環境議題等不同面向之機會。本計畫與里德社區
發展協會合作，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微幅更新里德社區資料，在遊程
簡介中納入環境教育課程、在簡介中補充社區發展環境教育歷程、以及
盡量將先前生物監測資料補充進去或是在貼文內展現等。第二部分則以
每周相距 2-3 天之間距發文，維持文章熱度。包含有社區生物界介紹、環
境教育課程活動資訊或照片、相關環境教育議題或環境知識以及熱門環
境教育議題等。內容包含有：
1. 主題課程訊息-- 每一活動於一個月前刊載於 FB 上至活動結束。
2. 主題課程宣傳-- 每一課程於一個前月刊載於 FB 上至活動結束、
媒介:粉絲專頁、與其他主辦單位作交換宣傳、學校公文、 建
立參加者名單做未來活動的發送。
3. 環教議題探討--每周增列一次最新環境教育時事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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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主題課程活動成果(社區、協力學校)--每一活動結束一周內於
FB 上呈現成果照片。
5. 社區旅遊路線--長期刊載里德社區及鄰近旅遊路線。
6. 生物監測資料--每兩個月植物、昆蟲監測調查資料更新 。
7. 旅遊地圖--以里德社區為中心向外標示出墾丁地區及恆春地 區
可供遊玩之景點與特色之處，並列舉一日遊路線或二日遊路 線 。

圖 3-1-4、旅遊地圖

八、輔導里德社區通過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包含設施場所手冊編列、課程
教材、硬體設備規劃與建立及環境教育設施場所招牌等舉凡與環境教育設
施場所相關之硬體設備。
將環境教育設施場所之中心及相關設施進行補充，並建立完整清單及
資料供社區未來使用。並於現勘審查前完成基本運作設備之建立，操作至
少兩次。目前將於滿州鄉立圖書館設置臨時辦公地點，依據圖書館中目前
缺乏認證條件的物品進行補正，並增列辦公用品進駐臨時辦公地點，布置
內容則依據讓現有教室能實際運作為原則進行器材的增列，並在現勘審查
之前備妥相關展示用品(如：教案手冊及學習手冊、實作作品、設施成果海
報、相關環境教育活動獎牌或獎座及富含社區在地文化之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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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計畫期程
本計畫計畫期程如下所示，包含有107 年度計畫的甘特圖、目前各工作項目
執行狀況及進度說明：
一、計畫甘特圖
107 年度「墾丁國家公園生態旅遊社區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及實踐-

名稱

以里德社區為例」委託專業服務計畫

工作項目

一 二 三 四
月 月 月 月

五 六 七
月 月 月

八 九 十
月 月 月

1.場所認證送審
2.審查預檢
3.製作審核文件
4.舉辦增能培訓

十 十
一 二
月 月
月

5.修訂教案及手冊
6.期中報告
7.簽訂夥伴關係
8.發展校本課程
9.更新網頁資訊
10.規劃硬體設備
11.經費核銷
12.成果報告

二、現階段各工作項目執行狀況

場所認證
送審

審查預檢

製作審核
文件

舉辦增能
培訓

修訂教案
手冊

期中報告

預期時間

03-04 月

03 -07 月

01-03 月

03-07 月

02-10 月

06-07 月

實際開始

1070416

1070401

1070103

1070301

1070201

1070601

實際結束

1070425

1070920

1070410

1071031

1071215

107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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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訂夥伴
關係

發展校本
課程

更新網頁
資訊

規劃硬體
設備

經費核銷

成果報告

時間

01-04 月

03-10 月

01-10 月

01-10 月

02-12 月

10-12 月

開始時間

1070103

1070301

1070205

1070110

1070201

1071115

結束時間

1070430

持續

持續

1070921

1071218

持續

三、工作項目進度報告
針對今年業已完成之計畫內容如下:
1. 持續輔導修正四套環境教育主題課程教案、精進環教人員主題課程教學。
2. 增設相關硬體設備（海報看板及相關教具)。
3. 完成 4 套環境教案解說手冊與學習手冊
4. 辦理現勘預檢(含審核簡報、展演練習、簡報模擬及書面審查共 2 次，邀請 5
位具相關專業領域人士配合預檢。
5. 辦理社區夥伴增能培訓工作坊及共同培力參與社區環境教育人員之夥伴。
6. 邀請至少 5 個鄰近社區、國小及團體建立長期的合作夥伴關係
7.協助建立環境教育設施場所經營注意事項。
8.已獲得完成環境教育設施申請與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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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 計畫成果
本章節將依照工作項目類別進行分別概述，分類概況為環境教育設施場域申請進
度、人員增能培訓、合作夥伴概述、環境教育主題課程修訂、遊客導入與網頁宣傳、
教學場域規劃設計及現勘審查共七節進行論述。

第一節 環境教育設施場域申請進度
申請進度如表 4-1-1 所示，從計畫開始進行申請書撰寫、審稿與修訂、提出申請
至通過初步審核，再者則為第二次審查-現勘審查準備及模擬，最後通過環團大會成為
環境教育設施場所。
表 4-1-1、目前申請進度
序號

日期

說明

1

107/02/05

資料整理及申請文件撰寫

2

107/04/15

申請文件初稿完成

3

107/04/16

審請文件審核

4

107/04/23

修訂文件

5

107/04/30

申請文件寄送

6

107/05/18

文件內容未備齊

7

107/05/23

申請文件覆送

8

107/06/21

初審通過

9

107/07/06

繳費成功

10

107/09/02

第一次審查預演

11

107/09/20

第二次審查預演

12

107/09/21

環保署初審現勘會議

13

107/10/08

初審委員補正及建議事項

14

107/11/25

補正後申請文件寄送

15

108/01

環團大會決議

審查通過後，高師大與社區共同討論未來經營方向，為環境教育設施場所營運提
供建議及相關事項。未來以現職環教人員為榜樣，協力輔導社區有更多人力投入環境
17

教育通過環境教育人員認證，更能傳承並共同為社區家園發展而努力，也鼓勵未來社
區環境教育人員可以更積極取得其他領域類別的認證(如:自然保育領域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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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人員增能培訓
增能工作坊截至目前為止辦理共四場的場次，時間如下表 4-2-1 所示，以環境教
育主題課程培訓為主，以四套教案主題分別對參與的夥伴說明教案教學內容及應注意
事項，並進行排演及訓練。未來針對剩餘主題課程會再進行訓練，目前總培力時數為
30 小時。
表 4-2-1、增能工作坊培訓日期
培力主題

培力日期

課程排演

課程排演

培力時間

培力內容

03/09

19:00-21:00

教案主題-慢遊欖仁溪及食在有藝

03/10

09:30-16:00

教案內容解說與排演

03/25

08:00-17:00

教案主題-灰面鵟鷹及豬朥束文化
內容解說與排演

課程訓練

04/09

10:00-15:00

教案主題-慢遊欖仁溪主題訓練

課程訓練

05/20

09:00-16:00

教案主題食在有藝課程訓練

一、第一場增能工作坊
本次增能工作坊參與人數社區成員有 8 人，向學校邀請教師參與，但無教師
報名。方式以培訓欖仁溪教案及食在有藝教案主題而辦理，在前一晚先講解工作
坊進行方式及欖仁溪教案執行方式解說，欖仁溪沿路的解說點與環境教育概念怎
麼配合，以及相關注意事項。隔日至欖仁溪步道中排演解說各點應符合之內容及
應帶領之活動，實際排演一至兩次。中午利用午餐時間講解食在有藝執行方式，
下午則實際排演食在有藝，針對各解說內容與應融入環境教育之理念進行排演與
討論。藉由實際帶領配合解說要點融入環境教育概念的方式增加社區夥伴對教案
內容的熟悉度。相關回饋內容（表 4-2-2)及活動照片（圖 4-2-1)如下所示：
表 4-2-2、第一場增能工作坊 回饋表
回饋內容

說明

慢遊欖仁溪
1. 我認為要講解的地方很多時間會

1. 今天是初次社區成員排練，先以

來不及

講解清楚為主，時間掌握會記錄之後
再做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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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這樣有很多東西(知識)要準備

2. 這就是生態旅遊與環境教育主題

3. 我建議要縮短講解內容

課程不同的原因。
3. 環境教育課程會根據不同對象調
整解說內容深度。

食在有藝
1. 這樣會不會太複雜

1. 食在有藝主題本來就是低碳設施

2. 所有設施都要介紹到嗎？

與園圃作物的介紹及體驗為主，實際

3. 食材準備會很麻煩吧，可以先幫

操作時間是差不多的。

我們準備嗎？

2. 所有設施都要介紹，這麼特別的

4. 這樣花費成本會不會太高？

地方當然要介紹，可以介紹茅草屋的

5. 如果時間來不及怎麼辦？

製作歷程、風譯的過程與來由、窯與
灶的就地取材。
3. 食材我們這次會先準備給你們
看，也會說明準備重點
4. 花費成本的考量是以不超支為目
的，食材成本可以依據季節調整。
5. 那就依據不同活動縮短體驗時間
跟教學目標

圖片說明:講師進行主題教案
內容與執行說明。

20

圖片說明:配合解說實際演練
及安插環境教育理念。

圖片說明:講師講解後挑選社
區成員示範。

圖片說明:社區成員解說動手
做體驗之一，由講師及其他
成員給予相關建議執行方
式。

圖 4-2-1、第一場增能工作坊 活動照片(107.03.09-10)

二、第二場增能工作坊
本次增能工作坊有 9 人，長樂國小教師有 2 位願意參與，但無法全程參與。
以培訓鷹揚里德及豬朥束主題而辦理，與第一場相同的進行方式，灰面鵟鷹的教
案優先。教案操作以活動中心外圍進行課程內容排演，在看到鳥類後除講解其生
態地位與個體特徵外，也須讓學員紀錄該次上課內容記錄到之鳥種，之後回到據
點進行相關體驗活動，深化解說概念，總結鳥類與生態環境的關係。下午則進行
豬朥束主題，在午餐時段講解教案內容及符合的環境教育及排演內容，於下午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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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實地解說排演，並參照社區成員意見增加教案之豐富度，中間穿插遊戲體驗了
解各學員學習狀況，透過實際排演讓各解說員了解及確認遊戲規則。相關活動照
片如圖 4-2-2 所示：
表 4-2-3、第二次工作坊回饋整理表
回饋內容

說明

鷹揚里德
1. 這樣有需要準備望遠鏡嗎？

1. 可以請遊客自備，社區也可以準

2. 現在沒有灰面鵟鷹怎麼辦？

備(社區有 10 來個)，讓遊客輪流使

3. 所以學習單要邊寫邊觀察？

用。

4. 如果有不認識的鳥種怎麼辦？

2. 如果沒有灰面鵟鷹，可以觀察在
地社區的鳥類以及猛禽，象今天就有
觀察到大冠鷲、鳳頭蒼鷹、樹鵲…等
鳥類。
3. 可以分組調查，依據人數多寡分
攤工作。
4. 可以準備圖鑑或是依據觀察紀錄
鳥種特色及特徵，再回教室討論鳥
種。

豬朥束文化
1. 這樣一點都不像環境教育

1. 環境教育有很多面向，透過歷史

2. 解說要背誦的太多

與文化了解社區與環境的關係也是其

3. 猴與象的故事要放入嗎？

中之一。

4. 紅龍果園區要再跟園區主人討論

2. 解說與背誦確實過多，可以縮減

可否使用

內容，依據不同教學對象進行解說。

5. 活動時間要怎麼掌控？

3. 可以放入，猴與象對里德社區的
意義，除了人文歷史外，對環境又有
甚麼關係。
4. 這部分要請社區理事長多幫忙。
5. 活動時間要依據流程進行內容縮
22

減，例如街坊傳奇預計時間是 120 分
鐘，則來回要控制在 45 分鐘上下

圖片說明:由講師講解教案主
題執行內容要點。

圖片說明:實際排演教案主題
內容。

圖片說明:體驗主題中教學活
動，讓教學內容更活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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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說明:排演該主題內容與
遊戲體驗模式討論。

圖 4-2-2、增能工作坊 活動照片 (107.03.25)
三、第三場增能工作坊
本次社區成員參與人數有 10 人，國小教師參與人數有 3 人，實際培訓社區各
成員執行欖仁溪教案主題，因其他因素導致上課時間略有變動，在一開始再講解
一次欖仁溪主題教案內容及各停留點應注意事項後，及進行一對一演練，其中包
含 5 大停留點、1 個遊戲體驗及學習單填寫，結束後給予建議。直至所有參與的
社區成員完成後才結束課程。課程中的建議與應準備之內容則請社區成員自行吸
收演練，有問題隨時再討論修正。相關回饋建議表及活動照片如下所示：
表 4-2-4、第三次工作坊回饋整理表
回饋內容

說明

慢遊欖仁溪
1. 解說流程要明確

1. 這次培訓是針對每個解說點進行

2. 解說內容要配合課程時間

演練，時間自然會耽擱很久，未來操

3. 可以跟我們說有幾個點要特別注

作課程則依據不同對象或是教學時間

意嗎？

的長短來調整。

4. 沿途的解說要注意時間

2. 解說內容是要配合時間，所以本
次演練會控制一個點約 5 分鐘就要開
始移動，或是可邊移動邊解說。
3. 地理環境、雨來菇與水資源、自
然環境與人為環境、人工海岸與自然
海岸。
4. 解說要注意課程時間，有些社區
24

夥伴會愈講愈有興趣而超過時間，重
點或主題有講到(闡述清楚)就可以
了。

圖片說明: 社區成員一一演
練剛開始的環境介紹。

圖片說明:社區成員演練昆蟲
操。

圖片說明：社區成員演練欖
仁溪流域解說。

圖 4-2-3、增能工作坊 活動照片(107.04.09)

四、第四場增能工作坊
本次社區成員有 8 人參與，國小教師有 1 人參與。主要辦理食在有藝主題課程
25

演練，依照課程進行解說並講解會運用到的概念，請社區成員先筆記，除了體驗活
動外進行各社區成員排演，以社區菜園及低碳概念為主軸講解，待各社區成員全員
解說後進行總講解。下午則進行體驗活動增能，以在地食材雨來菇及紅龍果進行變
化料理，雨來菇加入南瓜熬煮成濃湯，紅龍果則編入麵糰中變為特殊口味之小餐包，
社區成員街友料理清單與步驟表，剩餘材料作為社區成員練習使用。最後排練菜園
體驗活動及遊戲體驗，讓社區成員了解解說要點及實施方式。相關回饋整理表及活
動照片如下所示：

表 4-2-5、第四次工作坊回饋整理表
回饋內容

說明

食在有藝
1. 這些是我們一定要講到的概念

1. 4R 的概念是我們在這份教案要灌

嗎？如果是我們就要把它背起來

輸給學員的重點之一，也是你們設施

2. 這些要背要花一點時間

能貫徹的理念，所以最好是背起來

3. 目前我們有些設施的解說還是不

(我們以理解的方式把它背起來)

太了解

2. 每個教案都有它的環境教育理

4. 所以我們要進去園圃裡面嗎

念，食在有藝跟豬朥束文化對你們來

5. 這些原料要提前準備不會太麻煩

說比較不擅長，自然就需要花時間把

嗎？成本會不會太高？

它們背誦起來。
3. 因為你們有些人只擅長單一設施
解說，所以我們就是要讓你們演練一
次，每個人都解說一次，互相學習互
相激勵對方。
4. 是的，我們要讓學員進入園圃，
這邊要注意解說隊形跟安全守則。
5. 這些是我們建議可新增的菜單選
項，並非一定要做，畢竟要考慮作物
是否有季節性跟成本問題，要以平衡
收支為本。至於成本部分，其實都不
26

會太難準備，有些材料可以在前一晚
準備好。

圖片說明:社區成員一一演練
教案。

圖片說明:社區成員一一演練
教案。

圖片說明:社區成員在講師帶
領下揉製紅龍果麵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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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說明:講師排練各社區成
員在社區菜園應注意之要
點。

圖 4-2-4、增能工作坊 活動照片(107.05.20)

28

第三節 環境教育主題教案
本節環境教育課程在去年度 10 月設計完成後邀請環境教育專家、現職國小及國中
教師各兩名進行教案審核，再依據審核意見進行修正，以下將以各套環境教育課程簡
介、教案發展歷程及目前最新修正版教案。依序主題課程為「慢遊欖仁溪」、「食在有
藝」、「豬朥束文化」、「鷹揚里德」敘述。
一、慢遊欖仁溪
慢遊欖仁溪是以里德社區欖仁溪部落的欖仁溪步道及欖仁溪為主題發展的課程，
當初規劃為結合社區生態旅遊，讓社區成員較易對環境教育課程上手。主題課程以生
物多樣性為主軸，氣候與地理環境的得天獨厚造就這裡的環境的生態景觀及物種組
成，透過課程了解欖仁溪生態環境的多樣及社區產業的衝突，進而反思人與生物的關
係，產業開發與自然保護兩難的探討。下表 4-3-1 為教案發展歷程，表 4-3-2 為 107 年
12 月修正版本的完整教案以國小版本為例，其餘三個版本另附於附件。
表 4-3-1、慢遊欖仁溪 教案歷程發展
修正時間

修正說明

106 年 10 月

初版

106 年 11 月

專家審議後修正

11 月 15 日

解說內容修正(環境議題)

12 月 17 日

解說路線及時間調整
開始構思互動性小遊戲

107 年
03 月 10 日

整理必要解說點
剩餘內容依活動時間調整

04 月 21 日

增減教學重點

09 月 15 日

預審查委員建議修正

11 月 15 日

現勘審查委員建議修正

12 月 25 日

依期末報告建議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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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2、慢遊欖仁溪國小版教案內容
課程名稱

慢遊 欖仁溪
設計者 蕭秀芸、林和俊
慢遊欖仁溪課程主要以實地體驗、踏查、解說導覽、觀察分享的方式，從里
德社區欖仁溪部落產業道路進入欖仁溪，分別精心設計「熱情南國」與「秘境之
旅」、「生物多樣」三個主題探訪欖仁溪。
單元一、「熱情南國」中分為「地理氣候」與「自然產業」兩個部分。
「地理氣候」，連結國小社會科台灣的地形及氣候，介紹滿州鄉的地理環境與氣
候，這裡屬於南台灣僅有的熱帶季風林氣候環境獨特，，海拔 200 公尺以下的區
域。在秋季時吹東北季風因地形差異形成恆春半島特有之「落山風」。
「自然產業」，老天爺恩賜的雨來菇又稱情人的眼淚，因氣候使得鄉內生存的農
作物很少，所以從草地膨脹而長出的雨來菇是此地重要的農作物之一。
單元二、「秘境之旅」中分為「原始景象」與「欖仁溪戲」兩個部分。「原
始景象」的部分沿著林徑步道至終點的欖仁溪瀑布約 1.8 公里長，沿途自然美景
是一條感受山林氣息原始森林的景象。
「欖仁溪戲」介紹終年溪水不枯、水質清澈，進入欖仁溪的溪流潺潺水聲兩旁深
山幽谷 、溪石堆疊、粗獷原始巨岩峽谷的壯觀景象令人驚艷。
單元三、「生物多樣」中分為「生聲不息」與「蝶影重重」兩個部分。「生
聲不息」沿途的步道、溪流兩岸，除了景色絕佳，更可以見到多樣的生物在此棲
息活動是一處自然生態豐富的地區。
「蝶影重重」的部分介紹此一產業步道兩旁蜜源植物、食草多，生物種類多樣，
課程簡介
活動的進行來正可展現其對知識的應用讓在遊戲中學習，在體驗學習中思考，在
創意思考中展現其對知識的應用。正可呼應自然課程中認識植物與昆蟲，從實際
的體驗與觀察印證知識豐富生態步道蜻蜓、班卡拉蝸牛、石龍子、蜘蛛、群蝶飛
舞，其數量及種類多，鳳蝶、粉蝶、斑蝶、蛺蝶、弄蝶。
本課程維繫著「生態保育」的概念，透過探訪活動及導覽的體驗方式，讓學
員能對保護區、在地地理環境與自然、產業與生態保護有概念導入環境教育的理
念，讓活動的進行在遊戲中學習，在體驗學習中思考，在創意思考中展現其對知
識的應用。讓學員能夠瞭解里德社區發展時，對於生態保育並顧及以自然資源作
為環境教育之推廣。
課程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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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小學
教育階段
學習表現

國民小學
教育階段
學習內容

教學目標

教學對象
教學地點
教學時間
活動人數
教材教具
教學方法
注意事項

參考資料

自然領域
tr-Ⅱ-1 能知道觀察、記錄所得自然現象的的結果是有其原因的，並依據習得的
知識，說明自己的想法。
tr -Ⅲ-1 能將自己及他人所觀察、記錄的自然現象與習得的知識互相連結，察覺
彼此間的關係，並提出自己的想法及知道導與他人的差異。
po-Ⅱ-1 能從日常經驗、學習活動、自然環境，進行觀察，進而能察覺問題。
po -Ⅲ-1 能從學習活動、日常經驗及科技運用、自然環境、書刊及網路媒體
等，察覺問題。
ai -Ⅱ-2 透過探討自然與物質世界的規律性，感受發現的樂趣。
ai -Ⅲ-3 參與合作學習並與同儕有良好的互動經驗，享受學習科學的樂趣。
自然領域
INb-Ⅱ-7 動植物的外部形態和內部構 造與其生長、行為、繁衍後 代和適應環境
有關。
INb-Ⅲ-8 生物可依其形態特徵進行分類。
INc-Ⅱ-8 不同的環境有不同的生物生存。
INe-Ⅱ-1 自然界的物體、生物、環境 間常會相互影響。
INe-Ⅲ-12 生物的分布和習性，會受環境因素的影響；環境改變也會影響生存於
其中的生物種類。
INe-Ⅲ-13 生態系中生物與生物彼此間的交互作用，有寄生、共生和競爭的關係。
INf-Ⅱ-5 人類活動對環境造成影響。
INg-Ⅲ-1 自然景觀和環境一旦改變或破壞，極難恢復。
1. 認知
(1) 認識里德社區的氣候和地理位置。
(2) 認識里德社區的欖仁溪生態環境的物種組成與物種間的關係。
2. 技能
(1) 能以語言、文字或圖畫等表達自己對自然體驗或環境保護的想法。
(2) 能以科學方法利用物種特徵或構造進行分類。
3. 情意
(1) 啟發關懷、愛護環境及其他自然生物的情懷與興趣。
(2) 體會地方環境對個人生活影響的重要。
國小生
欖仁溪部落、欖仁溪瀑布、雨來菇田、滿州鄉圖書館
240 分鐘
40 人
師生比 1:10
獎卡或印章、生物圖卡、可利用的植物、筆、探索卡
講述教學、口頭發表、合作教學、戶外探訪、討論教學、提問教學
1.遵守一切安全規範。
2.步道探訪勿脫隊、大聲喧嘩。
生態台灣
http://archive.zo.ntu.edu.tw/ecologytaiwan/forest_type/main.asp?type_id=7
墾丁避暑祕境---欖仁溪瀑
http://blog.xuite.net/td01031/blog/80542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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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目標 教學活動流程
壹、熱情南國

時間

教學資源

地點：欖仁溪步道

一、引起動機
你們每一個來自不同地區的人，對陽光普照熱情洋溢的墾
丁得天獨厚的天氣會有不同的感受，甚麼樣是讓你印象最深刻
認識里德 事物?
社區的氣
口頭講述
請學生從社區居民活動的行為，觀察比較如何適應天氣。 05min 說明
候和地理
位置
引導問答：
（一)你知道里德所處位置是台灣的哪個位置嗎？
（二）進入里德地區感受到的天氣，第一個直覺是什麼?
（三）假設你是這裡的居民，你要如何面對這樣的天氣？
二、準備活動
認識里德 （一）事前準備
社區的氣 1.宣導注意事項簡述說明
候和地理 2.小組任務說明 記錄卡(如附錄三)、白板筆、生物
卡(如附錄二)
位置
3. 要進入欖仁溪前要換穿雨鞋。

手杖
生物卡
02min 白板筆
可利用的
植物

三、發展活動：
 行前說明
1.任務說明。
(1) 在行進過程中會有加分的活動。
(2) 請每人領取一份學習單。
(3) 小組先觀察圖卡，在步道上有出現的將其圈選。
認識里德 (4) 各組沿路可記錄
社區的氣
① 定點解說的重點摘要紀錄。
候和地理
② 比對紙卡上不同生物的種類、特徵。
位置
2.分別在護魚站牌中點站及欖仁溪進行兩段統計分數。

1.
2.
3.

步道守則。
不可以隨意摘取或觸摸植物。(有毒)
安靜的觀察找出任務中的動物夥伴。
不可以隨意脫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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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卡
03min 可利用的
植物

 地理環境簡介
地點:前往欖仁溪、產業道路— (電線杆編號 59-62)
說明滿州鄉的地理環境氣候介紹

活動 1-1 地理氣候
(一) 滿州地理環境介紹(地形)
這裡是滿州鄉滿州村，設籍在這裡的有 400 多人，但實
際住在這裡的人只有 100 多人，地廣人稀。這裡是欖仁溪部
落，旁邊有欖仁溪。欖仁溪這裡是人口最少的，也因為人口
比較少，這裡的林相與動物相也很豐富。欖仁溪步道來回路
程大概 3 個公里，時間大概兩個半小時，沿途生態豐富。
1. 從道路上遠眺山上，你看到那些景象?
參考答案:翠綠的山、茂密的樹林、小路……
認識里德
社區的氣
候和地理
位置

2. 你可預期會有那些景色或猜想這樣的景觀下可能會有那些
生物?
參考答案:我猜想這樣的環境可以讓鳥類、獼猴、昆蟲安全的 10min
躲藏在裡面，且數量應該不少。
3. 為何會讓人感受到很多生物的生存?
參考答案:感覺很神秘、安靜、是動物最佳庇護所。
4. 沿途行徑的道路，你注意到有不同的變化或一致性嗎?
參考答案:一開始有人為的水泥地，走進有產業的道路似乎有
別於水泥地由石子鋪成的路、還有較鬆軟的泥土路。
結論:為保留住在里德社區中如此得天獨厚的自然環境，社區
以較少的人造化的設置鋪路，期能守住家園的環境，減少人
為干預自然環境，社區居民也盡力維護這片土地的原始風
貌，與動物共存的優勢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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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滿州氣候環境介紹(落山風)
這裡的氣候屬於熱帶季風林氣候，我們這裡的溫差沒有
很大，秋季時吹東北季風會刮落山風，落山風是因為地形差
異，東北季風吹北邊吹過來，過了中央山脈後地形下降，就
形成落山風，以前的人稱這裡的風是從後面的山過來，所以
叫落山風。
1. 你知道屏東的氣候炎熱之外，還有一特殊的氣候現象?
你有感受到嗎?
參考答案:①(夏季)炎熱的天氣，但感覺不會悶熱。
②(秋冬季)我們都感受到有一股很強的風不斷的吹著，東北
季風翻過中央山脈於恆春半島降下，形成強勁的落山風，是
舉世罕有的地理現象。
2. 2. 落山風形成的原因?如果住在這樣強風下的地方你覺得
會有那些優缺點?
參考答案: 東北季風可輕易沿著山脈往上爬，隨著爬升的過
程中，將高空的大風速及乾冷空氣帶往地面，因而形成強勁
認識里德 的下坡風，直撲恆春半島西岸，形成所謂的「落山風」（乾燥
社區的氣 且風速大，溫度低冷）。居民幾乎有半年的時間要接受強風吹
10min
候和地理 襲，門戶大所………。
位置
3. 假設住在這樣的環境氣候下，你會如何面對它?
參考答案:我認為除了關門再加上防風設備外，可以因應現在
全球能源危機，利用強風轉化為能源的利用。
總結:雖然處在嚴苛環境，但是步道兩旁樹木林立正可以體驗
順應自然環境與草地人為改變環境對生態的維持與養息，正
是造成環境維繫與破壞的比對，提醒著要積極推廣環境教育
為守護地方環境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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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自然與產業的發展
這裡嚴苛的氣候環境讓作物的生長狀況不甚良好很難生
存的。而即使這裡有種植作物，你們也可以看到這些圍籬，
因為跟山林很近，所以常常會有野生動物下來分食這些果樹
的果實，常常在果實還青澀的時候就已經被獼猴分食了。
啟發關
懷、愛護
環境及其
他自然生
物的情懷
與興趣

1. 在嚴苛的氣候環境下，因應大自然而栽種的作物，反而
形成我們特殊的產業，你知道那些作物嗎?
參考答案:洋蔥、紅龍果、港口茶……，這些耐旱的作物都能 10min
適應嚴苛的環境。
2.你注意到步道兩旁樹木林立，生長著不同的果實，常常被
動物物吃了，猜一猜是什麼動物呢?其理由?
參考答案: 這裡少有貓狗等動物的出現，又有隱密的樹叢在
這樣的環境中有可能獼猴、山羌、野豬在此活動，因為這具
有原始森林的感覺，這些動物牠們喜歡如此自然的山林環
境。
(四)雨來菇產業特色與水資源
早期當地人會在野外採集一種真菌與藻類的結合體--「雨
來菇」，像它的名字一樣在下雨過後非常容易出現，而其浪漫
的名字源自阿美族的一段傳說，相傳一對相愛的戀人因為得不
到雙方父母的同意決定私奔，跑著、躲著來到一片草原上，兩
人因體力用盡、相擁而泣，最後離開人世，兩人眼淚落下的地
方長出了雨來菇，因此有了這樣的命名。

能以科學
方法利用
物種特徵
或構造進
行分類

20min 實地實物

1. 「情人的眼淚」指的是什麼?沿途你有看見嗎?在哪裡看見?
參考答案: 情人的眼淚指的是雨來菇，一路來在潮濕地上、草
地上或碎石子上較容易看見。
2. 一畦一畦的田地，這作物的耕作上，你有注意到有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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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異的種植法呢?
參考答案:看起來乾乾枯枯的直接鋪在上面、也沒有土壤，只有
小石子，和一般的耕作方式不同。
3. 你可以透過體驗「聞、看、摸」雨來菇分享?
參考答案：
聞起來有淡淡藻味無刺鼻味
看起來是深墨綠帶點黃色。
摸起來是滑滑的水水的 QQ 彈性。
4. 雨來菇種植方式需要施肥嗎?
參考答案：
雨來菇種植適合生長在沒有污染且具有乾淨的山泉水、不能
用化肥。
總結:雨來菇很要求水質其生長需乾淨水質，且一定要用山泉
水，自來水是無法讓它長大的。目前僅有近南仁山下、欖仁
溪兩岸的 8 公頃土地適合栽種，所以可以看到目前當地居民
都在這裡種植雨來菇。「雨來菇」營養、環保又無汙染已成
為滿州鄉特產，在地居民為此將產業與環境永續發展結合而
努力，更將雨來菇在食材上創意做多元利用。
(五) 自然環境---欖仁溪大解密
1. 依據步道進行解說：
(1)電線杆編號 59-62—由老師說明滿州鄉的地理環境氣候介
紹
能以語
言、文字
或圖畫等
表達自己
對自然體
驗或環境
保護的想
法。

生物卡
可利用的
45min
植物
實景實物

(2)白榕(會走路的樹) –氣根、熱帶植物特徵。
我們來看這裡有土地公，土地公上方的植物，有長長的
觸鬚、氣生根，你們知道他是誰嗎？沒有錯，就是少年 pi 裡
面的白榕，這樣的植物在我們滿州的環境是很常見的，也是
很重要的。它為了適應這樣的環境，可以利用氣根去吸收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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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的水分，也會利用氣根發展為氣生根，成為支柱，慢慢的
在環境中擴張。所以我們都成它是「會走路的樹」。

(3)電線杆 74-75—草坪 VS 次生林

① 看到一片大草地，你的感受如何?
參考答案：如果草多些，可以滾草地玩遊戲，看起來有些光
禿，實在可惜。
② 你注意到草地在這裡有什麼作用嗎?
參考答案：看起來好像沒有任何作用，除了一些小花小草以
外，遠處一頭牛。
總結 :在這裡會有開闊的草坪，這與在地居民發展經濟有
關，原本的面貌是否跟旁邊的山林一樣，當這樣被人為開發
利用，犧牲的是山林裏面植物與動物的棲息環境。
(4) 河岸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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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你看到這一段河川有何不同?
參考答案：
這裡明顯的有人為的水泥化護岸與自然護岸，這樣
會影響到水生生物、魚類的生存。
(5)電線杆 84-85—密林

①:請觀察這茂密的樹林中，你發現了什麼?
參考答案：不同的植物上有不同的昆蟲，牠們有的吸著
花蜜、有的棲息在上面……..
總結:欖仁溪的環境讓很多植物能順利的成長，動物們也因為
這麼多的植物而有食物跟棲所，這些就是構成欖仁溪的環境
有這麼豐富及多樣化的一環。
(6)護魚管制牌
在管制牌這裡先讓學生休息一下並統整目前為止看到的
物種種類與數量。
介紹港口馬兜鈴上的蝴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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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這密林中，生長著不同的植物，你發現了什麼生物?
參考答案：這裡有很特別的花吐出了舌頭，又有果實像降落
傘，黑黑的毛毛蟲(紅紋鳳蝶的幼蟲)在上面，沒有其他的。
2. 這片密林中你還觀察到那些?
參考答案：紫斑蝶在澤蘭上面，所以不同的毛毛蟲在不同的
植物上。
總結:生物的生活環境不僅是生物的生存空間，當生存空間能
提供更多樣的物種使生物存活，則生物種類越多，組成越複
雜，整個生態系統就不會因為少數幾個物種的變動而產生重
大的改變。生物多樣性就會是穩定自然環境的基礎。
3. 教師留意下列原則：
(1)安全第一，行進中留意學生是否跟上。
(2)學生注意後再開始講解。
(3)上述解說點僅供參考，可依據不同時間有不同安排
總結:在滿洲鄉欖仁溪林境步道充滿自然環境和在地人文環境
素養的存在，在地更仰賴當地的資源進行生態、資源保育的
生態旅遊探訪及宣導。
四、綜合活動
(一)昆蟲暖身操動一動
由教師先行示範說明與操作動作後，經共同練習後，分組
進行「我來說，你來做」競賽，大家一起動一動!!
記錄卡
10min
生物卡
1.常見的昆蟲辨識特徵: (為提示下一記錄觀察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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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令---構造

動作---手勢

昆蟲有頭、胸、腹

雙手依序摸頭、胸、
腹

昆蟲有 6 隻腳

雙手比六

蜻蜓的眼睛

雙手握拳貼在額頭前

豆娘的眼睛

雙手握拳在額頭兩側

蜻蜓的翅膀

雙臂張開，上下移動

豆娘的翅膀

雙臂緊 往上移動

飛蛾的觸角毛鬚鬚

雙手手指打開往上伸
直

蝴蝶的觸角

雙手握拳往上伸直

2.計名次與分享時間
活動一結束
貳、秘境之旅

地點:欖仁溪溪流處

認識里德
社區的欖
仁溪生態
環境的物
種組成與
物種間的
一、引起動機：
關係

03min

欖仁溪發源於海拔 526 公尺的萬里德山，全長 6 公里，
匯入港口溪終年溪水不枯，除擁有生態豐富多樣的動植物，
還有溪岸溪石堆疊粗礦原始巨岩、深山幽谷原始峽谷壯麗的
景相，堪稱絕佳景色是令人驚豔的地方。
二、準備活動：
02min

1. 準備生物卡
2. 說明生物卡如何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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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請記錄各生物名稱及數量、種類、發現環境。
三、發展活動：

(一)原始景相
入欖仁溪群樹環繞著，風吹來穿越在樹林間，潺潺的流
水聲不停息的，風聲和流水聲變成最美妙的大自然旋律樂
曲，彷彿遠離塵囂的秘境，充滿原始林相的林徑，如熱帶雨
林的景像。

啟發關
懷、愛護
環境及其
他自然生
物的情懷
與興趣

1. 從走在太陽底沒有遮蔭，到茂密的樹林，你有感受到
步道的不一樣嗎?
參考答案:走進樹林感受清涼舒服，暑意全消，真想坐下來歇
息，享受樹林裡的寧靜，及鳥鳴聲。
10min
2. 樹林間，沿途除茂密的原始林以外，還有哪些景象或景
物?
參考答案: 樹林兩旁昆蟲、蕨類、樹藤生態豐富外，也有了
流水作伴，愈是前進愈是分明的水聲潺潺，小溪周圍佈滿大
小不一的石頭，石塊上佈滿苔藓,畫面清新自然。
3. 欖仁溪溪流有涼快的溪水，你注意到其他生物?
參考答案: 欖仁溪水質清澈見底，大小溪石堆疊羅列在河道
間，溪流中的小蝦小魚、溪蟹、水生植物相當豐富的生態
4. 生態豐富的欖仁溪瀑布，如何維護不被破壞應該注意哪
些行為?
參考答案:不可抓小蝦小魚、不可自行前往烤肉汙染水源，並
且禁止亂丟垃圾。
總結: 社區環境意識提升重視環境保育的推廣，無論在人
文、自然生態都具多樣性，而大自然鬼斧神工造作下形成擁
有豐富生態樣貌的欖仁溪，更成為在地的重要三生「生產、
生活、生態」的資源保護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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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欖仁溪戲
欖仁溪水質清澈見底，在河道間、溪石旁、岸邊觀察落
葉流水及溪裡的生物相，依據記錄卡指示作記錄。
(提醒:河道間觀察要注意安全、如石頭上的青苔易滑)
欖仁溪溯溪而上眼見碧綠的水潭，隱藏在幽靜的山中，
自然形成的峽谷峭壁矗立兩旁而最精華的瀑布在上游因豐沛
的水量源源流瀉而下的自然景觀令人讚嘆大自然的奧妙。
體會地方 1. 你發現欖仁溪除了沁涼的溪水以外，還有的好處?
環境對個 參考答案:水質乾淨、自然保育、生物多樣
40min
人生活影
響的重要 2. 你認為欖仁溪對居民的生活有影響嗎?說說看理由。
參考答案:從長者的口中得知這是以前他們賴以生存的水，現
在更帶給當地產業的灌溉，維繫著村落的生活與經濟的來
源。
總結: 欖 仁 溪 提 供 了 生 物 生 命 的 營 養 ， 也 涵 養 了 河 邊
的山林樹木，也帶給社區產業的生產，更是社區的經
濟 命 脈 因 此 地方社區更凝聚力量為環境永續而努力護溪、保
護自然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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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綜合活動：
(一)你最想成為溪裡的誰?(附錄三)
1.先觀察溪流中有哪些生物?
2.用一句話形容發現的生物。5 分
3.你最像哪一種生物?為何? 10 分
4.你最擔心遇到甚麼問題? 10 分
5.請提出維護環境的方法解決。10 分
6.環境宣言。10 分

配對卡
生物卡
10min
實物

(二) 頒獎-最佳獎項
表演獎
魅力獎
最認真獎
……….
(一)中點站能量補充
~~活動二結束~~

認識里德
社區的欖
仁溪生態
環境的物
種組成與
物種間的
關係

參、生物多樣

地點:欖仁溪林徑步道

一、引起動機：
欖仁溪發生態豐富多樣的動植物，處處是令人驚豔的地 02min
方。步道沿途有許多生物的蜜源植物與幼蟲食材，因此蝴蝶
各種種類，亦不乏蜻蜓、豆娘、石龍子、攀木蜥蜴……種類
多到令人眼花撩亂。它們有時群起飛舞、有時小聚於葉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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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朵上覓食飲水，是來到這裡絕對可見的各種昆蟲精采演
出。
二、準備活動：
1. 準備配對卡(如附錄三-1)及生物卡(如附錄二)(進行第
二部分—發現各種生物) 。
2. 說明配對卡如何使用。
3. 請記錄各生物名稱及數量、種類、發現環境。

03min

配對卡
生物卡

三、發展活動
活動 3-1 生物多樣

認識里德
社區的欖
仁溪生態
生物卡
環境的物
步道陽光充足生態豐富、環境無汙染、水質乾淨，自然 25min 記錄表
種組成與 造就物種多樣性，是成為人類社會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基礎，
實景實物
物種間的 更是在地農漁林牧業各種生物產業經營的重要來源。
關係
1. 步道上有很多的生物，請小組合作觀察並紀錄生物的特
徵，如昆蟲或動物、顏色、形狀、數量、行為……?
參考答案 :
蜻蜓(豆娘)，它的特徵是翅膀前段是黑褐色，尾部透明。
蝴蝶兩隻，它的特徵是翅膀黑色，腹部有紅色。
三角形蝗蟲，它的特徵是身體褐色，後腳有刺。
活動 3-2 蝶影重重
能以語
言、文字
或圖畫等
表達自己
對自然體
驗或環境
保護的想
法

20min
欖仁溪步道的昆蟲蟲況相當多，包括黑點大白斑蝶、小
紋青斑蝶、枯葉蝶、玉帶鳳蝶、紫斑蝶、弄蝶……等。
1. 依據現況完成配對卡(連一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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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濕葉面

＊棲息樹枝

＊植物上

＊甲殼

＊溪流水中

2. 進階加分題:說出生物的分類類屬做為加分

(鱗翅目)

(蜻蛉目)

(甲殼綱 )

(腹足綱 )

(蜻蛉目)

項目:記錄其特徵及類屬
總結：社區推廣生態教育同時推動生態環境保護，對欖仁溪
的溪流滋養生命帶來水生生物及陸地物種的多樣性並能
使環境豐饒多元，留給大自然清澈的河川和乾淨的環
境，人人皆可隨手行動。
四、綜合活動：
(一) 分享記錄單
 觀察生物並進行討論與分享如下：
Q1:.你看到哪幾種生物?它正在做甚麼?請把它紀錄下來。
參考答案：蝴蝶(吸花蜜)、蜻蜓(交配)、蝸牛(爬行)、
鳥(唱歌) ……
生物卡
Q2 你發現的生物喜歡在哪一種環境?而環境中有需要解決的 10min 配對卡
實景實物
問題嗎?
參考答案：發現垃圾將它撿起來放進隨身攜帶的垃圾袋，以維
護生物的環境。
(二) 頒獎—環保小勇士

~~活動三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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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評量
一 口頭評量
(1) 每次解說主題結束後會詢問 1-2 個問題了解學員學習情況(包含里德地區的氣候、在
地產業發展、自然資源及生態與社區的平衡等)
(2) 由活動紀錄的討論與發表了解學員學習欣賞自然之美與將所學的動植物關係進行請處
的描述
(3) 感想分享 了解主題課程結束後學員對里德社區與自然環境關係的描述與感想
二 紙本評量
(1) 字卡上的物種紀錄及特徵
(2) 紀錄單上物種與環境的關係
反思及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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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3、慢遊欖仁溪國中版教案內容
課程名稱

慢遊

欖仁溪

費用

課程簡介

慢遊欖仁溪課程主要以實地踏查、解說導覽的方式，從里德社區欖仁溪部
落產業道路進入欖仁溪，分別精心設計「熱情南國」與「秘境之旅」、「生
物多樣」三個主題探訪欖仁溪。
單元一、「熱情南國」，分為「地理氣候」與「自然產業」兩個部分。
「地理氣候」部分介紹滿州鄉的地理環境與氣候，這裡屬於熱帶季風林氣
候，僅出現在台灣南部地區，海拔 200 公尺以下的區域。氣候環境獨特，
在秋季時吹東北季風因地形差異形成恆春半島特有之「落山風」，即將探
訪的是環境靜謐、風景優美，位在滿州山裡幽靜的一個純樸而簡潔的原住
民部落的產業步道。「自然產業」部分介紹雨來菇又稱情人的眼淚，因氣
候及鄉內丘陵遍布使得能在滿州鄉生存的農作物很少，從草地膨脹而出的
雨來菇也是此地重要的農作物之一，從而了解環境如何生成大自然的恩
物。
單元二、「秘境之旅」，分為「原始景象」與「欖仁溪戲」兩個部分。
「原始景象」的部分沿著林徑步道至終點的欖仁溪瀑布約 1.8 公里長，沿
途大片的山林田野，原始森林的自然美景是一條感受山林氣息的秘境。
「欖仁溪戲」探訪匯入港口溪終年溪水不枯、水質清澈的原因，透過教學
了解其生態有可循的脈絡，感受欖仁溪的溪流潺潺水聲兩旁深山幽谷 、
溪石堆疊、粗獷原始巨岩峽谷為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其壯觀景象令人驚艷。
單元三、「生物多樣」，分為「生聲不息」與「蝶影重重」兩個部分。
「生聲不息」步道、溪岸景色絕佳擁有豐富多樣的動植物生態，生物相豐
富步道有著蜻蜓、班卡拉蝸牛、石龍子、蜘蛛、……，記憶、觀察、判
斷，體驗環境中的生命的價值及在地極力保育的重要性。「蝶影重重」的
部分介紹此一產業步道兩旁蜜源植物、食草多，鳳蝶、粉蝶、斑蝶、蛺
蝶、弄蝶，其數量及種類多，是一處進行物種調查、紀錄的區域，透過小
組共同學習「付出行動能力」資料紀錄彙整加上當地專業解說人員引導鑑
定提升生物科學素養，走出教室最佳戶外教育行動的能力。
本課程維繫著「生態保育」的概念，透過探訪活動及導覽的體驗方
式，讓民眾能夠瞭解里德社區發展時，對於生態保育並顧及環境保育，以
自然資源作為環境教育的主體，同時結合對自然環境的推廣與解說，發展
對生態的負責任態度，兼顧維護地方住民的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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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能力
國民中學
教育階段
學習表現

tr-Ⅳ-1 能將所習得的知識正確連結到觀察自然現象及實驗數據，並推論出其
中的關聯進而運用習得知識來解釋自己的看法或解釋
認識科學本質
ai -Ⅳ-2透過與同儕的討論，分享科學發現樂趣。
ai -Ⅳ-3透過所學到的科知識和探索各種方法，解釋自然現象發生
Gc -Ⅳ-1 依據生物形態 與構造的特徵，可以將生物分類
Ge-Ⅳ-2 地球上有形色的生物，在生態系中擔任不同角色，發揮不同的功能
有助於維持生態系穩定

國民中學
Lb-Ⅳ-2 人類活動會改變環境，也可能影響其他生物的生存。
教育階段
Lb -Ⅳ-3 人類可採取行動來維持生物的存環境，使能在自然環境中生長、繁殖
學習內容
交互作用，以維持生態平衡。
Na-Ⅳ-1利用生物資源會影響生物間相互依存的關係。
教學目標

1.

了解里德社區的氣候和地理位置、在地資源的運用。

2.

認識欖仁溪生物資源之生態及強調當地資源保育的。

3.

啟發學習共同體對物種調查興趣、解決問題的能力素養

4.

培養維護生態的概念及欣賞地方文化之美的情操。

教學對象

國中生

教學地點
教學時間
活動人數
教材教具
教學方法
注意事項

欖仁溪部落、欖仁溪瀑布、雨來菇田、滿州鄉圖書館
240 分鐘
1:10
40 人
師生比
獎卡或印章、生物圖卡、可利用的植物、筆、探索卡
講述教學、口頭發表、合作教學、戶外探訪、討論教學、提問教學
1.遵守一切安全規範。
2.步道探訪勿脫隊、大聲喧嘩。

參考資料

生態台灣
http://archive.zo.ntu.edu.tw/ecologytaiwan/forest_type/main.asp?type_id=7
墾丁避暑祕境---欖仁溪瀑
http://blog.xuite.net/td01031/blog/80542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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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目標

教學活動流程

時間

教學資源

05min

口頭講述
說明

02min

手杖
生物卡
白板筆
可利用的
植物

單元壹、 熱情南國

了解里德
社區的氣
候和地理
位置、在
地資源的
運用。

一、引起動機
國境之南的陽光印著天空之美與大海的海水之藍是
墾丁給人悠遊度假的熱鬧景點，其實走入社區更有值得
細細品味的地方，滿洲鄉里德擁有豐富的自然景觀、特
殊氣候落山風的天氣。
請小組說說對墾丁的印象?實際的感受有何不同?和
你居住所在地比較相異之處。
引導問答：
（一）請問「南台灣-墾丁」給你的印象有哪些?
（二）「南台灣」在你的學習應經驗中有哪些方 面的特
殊性?
（三）你注意到里德的特色與當地環境的關係?
一、準備活動
1.宣導注意事項簡述說明
2.小組任務說明 記錄卡(如附錄三)、白板筆、 生物卡
(如附錄二)
3.要進入欖仁溪前要換穿雨鞋。

認識欖仁
溪生物資
源之生態
及強調當
地資源保
育的。

一 發展活動：
 行前說明
(一).記錄卡任務說明。
1. 在行進過程中會有幾個加分的小任務，請完成。
2. 請你們 2-3 人一組，每組派代表抽一張紙卡。
3. 小組觀察圖卡在步道上有幾多少數量，它有甚麼樣的
特徵。
4. 各組沿路記錄
(1)解說老師於定點解說的相關問題記錄。
03min
(2)紙卡上生物的種類、數量跟相關問題。
5. 分別在護魚站牌中點站及欖仁溪進行兩段統計數。
(二)步道守則。
1. 不可以隨意摘取或觸摸植物。(有毒)
2. 安靜的觀察找出任務中的動物夥伴。
3. 不可以隨意脫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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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卡
可利用的
植物

活動 1-1 地理氣候
 地理環境簡介
地點:前往欖仁溪、產業道路— (電線杆編
號 59-62)說明滿州鄉的地理環境氣候介紹

(一)滿州地理環境介紹(地形)
這裡是滿州鄉滿州村，設籍在這裡的有 400 多人，
但實際住在這裡的人只有 100 多人，地廣人稀。這裡是
欖仁溪部落，旁邊有欖仁溪。欖仁溪這裡是人口最少
的，也因為人口比較少，這裡的林相與動物相也很豐
富。欖仁溪步道來回路程大概 3 個公里，時間大概兩個
半小時，沿途生態豐富。
培養維護
生態的概
念及欣賞
地方文化
之美的情
操

1. 請觀察眼前景物，你認為這樣的環境優劣勢的條件為
何?
參考答案:山林木密提供動植物庇護棲地環境、水泥化
的鋪路僅提供人行走、有石子路、原始泥土路讓土地呼
吸………。
總結:人為干預自然環境，所影響的最終也是回歸到人
類，在地社區人士積極阻止人為無限量破壞及開發，才
能保護各種生物物種、棲息地和整個生態系統，避免滅
10min
絕的威脅，同時也維護健康自然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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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物

(二) 滿州氣候環境介紹(落山風)
這裡的氣候屬於熱帶季風林氣候，我們這裡的溫差
沒有很大，秋季時吹東北季風會刮落山風，落山風是因
為地形差異，東北季風吹北邊吹過來，過了中央山脈後
地形下降，就形成落山風，以前的人稱這裡的風是從後
面的山過來，所以叫落山風。
1.從產業道路進入林徑可以感受到山林對環境產生那些
功能?
參考答案:茂密的樹林具有調節氣候和天氣，對酷熱的
南部是一大功臣。同時具有豐富多樣的樹林也能淨化空
氣及提供維持大氣中氧及二氧化碳的平衡上，扮演極重
要的角色。
培養
維護生態
的概念及
欣賞地方
文化之美
的情操。

總結:
熱情的太陽正似熱情南國，雖處嚴苛的環境步道兩旁正
可以體驗順應自然環境與人為改變環境對生態的維持與
養息，是造成環境是否永續(可持續)的指標，這也正是
在地人積極推廣環境教育為維繫在地環境資源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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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min

實物

活動 1-2 自然產業
(一) 自然與產業的發展
培養維護
生態的概
念及欣賞

這裡嚴苛的氣候環境讓作物的生長狀況不甚良好
很難生存的。而即使這裡有種植作物，你們也可以看
到這些圍籬，因為跟山林很近，所以常常會有野生動
物下來分食這些果樹的果實，常常在果實還青澀的時
候就已經被獼猴分食了。

地方文化
之美的情
操。

10min

實物

1.對當今野生動物保護法人與野生動物之間的關係?
你認為社區面對這環境該有的態度?
參考答案: 環境中有獼猴、山羌、野豬在此活動其不
影響社區生活，在地社區應以保育的態度對待野生
動物，對於野生動物保護、復育更積極維持動植物
生存之自然環境，使之形成滿州的特色。
(三) 雨來菇產業特色與水資源

培養維護
生態的概
念及欣賞

早期當地人會在野外採集一種真菌與藻類的結合
體--「雨來菇」，像它的名字一樣在下雨過後非常容
易出現，而其浪漫的名字源自阿美族的一段傳說，相
傳一對相愛的戀人因為得不到雙方父母的同意決定私
奔，跑著、躲著來到一片草原上，兩人因體力用盡、
相擁而泣，最後離開人世，兩人眼淚落下的地方長出
了雨來菇，因此有了這樣的命名。
實景實物

地方文化
之美的情
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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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據你的觀察種植雨來菇的環境，所需要的條件 有哪
些嗎?
參考答案：草地上或碎石子、灑水器、水

培養維護

雨來菇很要求水質其生長需乾淨水質，且一定要用山
泉水，自來水是無法讓它長大的。目前僅有近南仁山
下、欖仁溪兩岸的 8 公頃土地適合栽種，所以可以看
到目前當地居民都在這裡種植雨來菇。

生態的概
念及欣賞
地方文化
之美的情
操。

2.慣行農法 VS 有機農法 VS 自然農法，雨來菇種植方式為
何?
參考答案：雨來菇種植的方式因適合生長在沒有污染
且需要乾淨的山泉水、不能用化肥(慣行農法)，也
比有機農法更徹底杜絕肥料，不需人為干預，讓其
自然成長。

20min

實景實物

總結:當地產業多以種植雨來菇，作為經濟收入之一，
雨來菇是藍藻類菌菇，其具有健康食材的條件，故
滿州里德已有愈來愈多農民種植。相對間接提升環
境品質維護及禁止汙染的行為為共同的目標，為此
將產業與環境永續發展結合。
活動 2-1 原始景相
(一) 自然環境---欖仁溪大解密

認識欖仁

1. 依據步道進行解說：
(1)白榕(會走路的樹)
–氣根、熱帶植物特徵。

溪生物資
生物卡

源之生態
及強調當

(2) 電線杆 74-75—草坪 VS 次生林

10min

可利用的
植物

地資源保
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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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 山林這邊有蜜源植物、食草植物或其他動物愛吃
的植物，草生地也有相當多的蜜源植物，根據觀察你
覺得最大的差異?
參考答案：山林提供多元棲息環境，而草生地僅少數
物種的食草，那麼像草生地單一物種，容易造成當地
物種多樣性極低，生態系統易被破壞。
② : 你注意到這區塊的大不同嗎?請比較這一路來的
景象的改變，並觀察可能的原因?
參考答案：這裡會有開闊的草坪，與在地居民發展經
濟應該有關，原本的面貌和旁邊的山林不一樣，應是
被人為開發利用，犧牲的是山林裏面植物與動物的棲
息環境。
總結 ：森林可以提供大部分的動物躲藏、休息及食物
來源，相對而言草生地就有點單調，除了蜜源植物的
盛開引來蜂蝶，這樣的差別造就出多樣的生存環境，
但也帶出人為開發的隱憂。
(3)河岸地

啟發學習
15min

共同體對

記錄卡

物種調查
興趣、解
決問題的
能力素養

配對卡
①:欖仁溪河流是社區生活的命脈，在此人為干預形
成人工護岸與自然護岸其對河川生物的影響？
參考答案：河岸水泥化對環境的影響在於河 水 的 搬
運 力 量 水流會直瀉而下，石頭減緩它的速度，凹
凸的石頭或形成的隙縫與水窪便適合溪流生物生存
與庇護。然而天氣、人為利用而改變環境狀態皆會
影響到社區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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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卡

(4) 電線杆 84-85—密林

15min
持續介紹植物種類與動物種類
(如：稜果榕與白鼻心、蜜源植物與蝴蝶等…)
欖仁溪這邊的環境讓很多植物能順利的成長，動
物們也因為這麼多的植物而有食物跟棲所，像是我們
剛剛提及的那些，這些也是構成欖仁溪的環境有這麼
豐富及多樣化的一環。現在，我們再多多觀察一下還
有哪些動植物吧！
(5)護魚管制牌
在管制牌這裡先讓學生休息一下並統整目前為止
看到的物種種類與數量。
介紹港口馬兜鈴上的蝴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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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發學習
共同體對
物種調查

2. 教師留意下列原則：
(1)安全第一，行進中留意學生是否跟上。
(2)學生注意後再開始講解。
(3)上述解說點僅供參考，可依據不同時間有不同
安排。
總結：在滿洲鄉欖仁溪林境步道充滿自然環境和在地
人文環境素養的存在，在地更仰賴當地的資源進行生
態、資源保育的生態旅遊探訪及宣導。

興趣、解
決問題的
能力素養

0
05min

四、綜合活動

記錄卡
配對卡
生物卡

1.依據聽解定點解說學習後，小組討論分享林徑步
道與環境教育議題的心得
---分享記錄
~~~活動一結束~~

培養維護

單元貳、秘境之旅

生態的概
念及欣賞
地方文化
之美的情
操。

一、

引起動機：

02min

欖仁溪發源於海拔 526 公尺的萬里德山，全長 6 公
里，匯入港口溪終年溪水不枯，除擁有生態豐富多樣的
動植物，還有溪岸溪石堆疊粗礦原始巨岩、深山幽谷原
始峽谷的壯麗景相，堪稱絕佳景色是令人驚豔的地方。
二、準備活動：
1.準備配對卡(如附錄四)及生物卡(如附錄二)
(進行第二部分—發現各種生物) 。
2. 說明配對表如何使用。
3. 請記錄各生物名稱及數量、種類、發現環境

三、發展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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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對卡

03min

生物卡

活動 2-1 原始景相

培養
維護生態
的概念及

入欖仁溪群樹環繞著，風吹來穿越在樹林間，潺潺
的流水聲不停息的，風聲和流水聲變成最美妙的大自然
旋律樂曲，彷彿遠離塵囂的秘境，充滿原始林相的林
徑，如熱帶雨林的景像。

欣賞地方
文化之美
的情操。

配對卡
生物卡

1:當走到欖仁溪的樹林間，你觀察到裡外最大的差異?
原因為何?這樣的景象對社區的生活有何益處?
參考答案: 裡外的溫差明顯，外面炎熱，樹林裡涼爽，
面對現在氣候變遷問題，種樹不失為一解決方式之
一，樹林既能調節氣溫、雨量、防風….，更能影響
當地居民優質生活型態及居住環境。
欖仁溪水質清澈見底，大小溪石堆疊羅列在河道
間，水生植物、動物、蕨類、樹藤生態豐富。
2.你注意到有哪些「人為設施」是友善環境的做法?
參考答案: 河川巡守的標語，禁止戲水、烤肉避免水源
受到汙染。
欖仁溪溪流也是護漁區，為保存溪裡珍貴的生物資
源，並成立巡守隊監測水質及護溪，為維護環境生態生
生不息。

培養維護
生態的概
念及欣賞
地方文化
之美的情
操。

20min

總結:台灣各地的人文自然生態的差異與多樣性，里德
社區得天獨厚擁有生態豐富的欖仁溪，是為保護區在
神秘面紗下有著大自然鬼斧神工造作，更成為在地的
重要「生產、生活、生態」資源保護區，由社區共同
維護並推廣生態旅遊同時著重環境保育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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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min

活動 2-1

欖仁溪戲

欖仁溪水質清澈見底，在河道間、溪石旁、岸邊觀
察落葉流水及溪裡的生物相，依據記錄卡指示作記錄。
(提醒:河道間觀察要注意安全、如石頭上的青苔易滑)
欖仁溪溯溪而上眼見碧綠的水潭，隱藏在幽靜的山
中，自然形成的峽谷峭壁矗立兩旁而最精華的瀑布在上
游因豐沛的水量源源流瀉而下的自然景觀令人讚嘆大自
然的奧妙。
1.根據觀察你發現欖仁溪有那些的優勢條件?
參考答案:水質乾淨可提供社區生活產業、生態環境豐
富提供生物棲息達到自然保育、山林的生產力維繫生
物多樣的機會……。
總結:為了強化地方社區環境永續而努力護溪、保生
態，更為維繫社區在地水資源的安全，進而保護自然
生態使環境永續循 環 再 利 用 以維持原始樣貌為目
標。
四、綜合活動：
(一)水生生物調查，遊戲規則說明:
1.找出正確生活環境得生態保育 5 分
2.說明生存環境優勢得生態保育 10 分
3.發現人造物(包含垃圾、說明牌…)得生態保育 5 分
4.解決人造物或提出維護環境的方法得生態保育 15 分
5.每記錄到一種物種得生態保育 10 分
6.同一物種如:蜻蜓兩隻則得 20 分
【

】記錄方式如下:【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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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20min

實物

認識
欖仁溪生
物資源之
生態及強

20min

調當地資

配對卡
生物卡

源保育的
重要

(二)中點站能量補充
~~活動二結束~~
認識
欖仁溪生

單元參、生物多樣(戶外課 )

地點:欖仁溪林徑步道

一、引起動機：

物資源之
生態及強
調當地資
源保育
的。

欖仁溪發生態豐富多樣的動植物，處處是令人驚豔
的地方。步道沿途有許多生物的蜜源植物與幼蟲食材，
因此蝴蝶各種種類，亦不乏蜻蜓、豆娘、石龍子、攀木
蜥蜴……種類多到令人眼花撩亂。它們有時群起飛舞、
有時小聚於葉片、花朵上覓食飲水，是來到這裡絕對可
見的各種昆蟲精采演出。
二、準備活動：
1.準備配對卡(如附錄四)及生物卡(如附錄二)
(進行第二部分—發現各種生物) 。
2. 說明配對卡如何使用。
3. 請記錄各生物名稱及數量、種類、發現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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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min

生物卡
03min

記錄表
實景實物

三、發展活動:
活動 3-1 生生不息

認識欖仁
溪生物資
源之生態
及強調當
地資源保
育的重
要。

步道陽光充足生態豐富、環境無汙染、水質乾
淨，自然造就物種多樣性，是成為人類社會賴以生存
和發展的基礎，更是在地農漁林牧業各種生物產業經
營的重要來源。
1. 請注意要觀察的是甚麼物種及特徵
參考答案 :水中生物及陸地生物，皆活躍的生存於環
境中，成為優質環境指標之表徵。
2.開始溯溪至步道觀察，沿途介紹物種棲息空間與食
物對社區的影響。
參考答案 :動物昆蟲會找尋適合的棲息與覓食的植物
或食物，不同物類間各司其職，不影響社區生活，
帶來生態豐富的優質環境。
總結:無論是陸地生物如蝴蝶吸食花蜜，協助授粉使得
植物開花結果，或提供人與動物的食物，水生生物亦
同，同時也提供水資源的環境指標，確保水的安
全……等等。所以要維持生物多樣性才是人類賴以生
存的基礎，而尋求生物多樣性和環境的保護息息相
關，進而對提供未來的福祉、健康、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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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卡
15min

配對卡
實景實物
紀錄卡

活動 3-2 蝶影重重

欖仁溪步道的昆蟲蟲況相當多，包括黑點大白斑
蝶、小紋青斑蝶、枯葉蝶、玉帶鳳蝶、紫斑蝶、弄
蝶……等。
1. 依據現況完成學習單
2.將抽到的生物卡進行小組的生物大調查分享為
加分題
認識欖仁

項目:記錄其特徵(5 分)

溪生物資
源之生態
及強調當

20min 實景實物

地資源保
育的重
要。

總結：欖仁溪的溪流的循環營養提供生物及陸地物種
的食物供應，源源不絕、生生不息的生物多樣性著實
關係著在地生活及生產的重要性指標，為此社區更大
力於推廣生態教育的同時並推動生態環境保護、環境
可持續、環境的承載等概念，讓參與者學習尊重大自
然維護環境留給後代子孫，澈的河川和乾淨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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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綜合活動：
(一) 分享記錄單
進行分享、記錄昆蟲和植物，討論的問題如下
1.你發現的物種有哪幾類?其特徵為何?
參考答案：種類:鳳蝶、蛺蝶、粉蝶、小灰蝶、
斑蝶 ……
2.你在溪流的環境中除了生物多樣性外，還注意到它還
具有那些重要性?
參考答案： 溪流更滋養多樣的生物生命、
調節氣候、循環生機………

生物卡
20min 記錄卡

(二) 頒獎—環保勇士
~~活動三結束~~
教學評量
一 口頭評量
(1) 每次解說主題結束後會詢問 1-2 個問題了解學員學習情況(包含里德地區的氣候、在地
產業發展、自然資源及生態與社區的平衡等)
(2) 由活動紀錄的討論與發表了解學員學習欣賞物種組成與多樣性的重要
(3) 感想分享：了解主題課程結束後學員對里德社區與自然環境關係的描述與感想
二 紙本評量
(1) 字卡上的物種紀錄及特徵，能夠清楚的表述出來 3-5 個。
(2) 紀錄單上物種與環境的關係，了解生態系統中複雜的關係。
反思及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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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4 慢遊欖仁溪社會大眾版教案內容
課程名稱 慢遊 欖仁溪
費用
『 慢遊欖仁溪』課程主要以環境教育人員實地踏查及解說的方式，從認識
里德社區欖仁溪部落進入欖仁溪的路線，設計三個單元「熱情南國」與「秘境
之旅」
、
「生物多樣」主題，探訪社區守護著與生活息息相關的重要溪流---『欖
仁溪』。
「熱情南國」，介紹位於南台灣有著獨特的地理環境的里德社區，這裡的
生態系統，因為跟地質地形有直接關係，所以擁有豐富獨特的生態環境，也形
成社區的自然資源及社區產業的發展因素，在探訪中讓大眾瞭解保育地方社
區生態資源，可提高環境品質，提供社區人文、社會、生態教育功能，有助社
區永續發展。
「秘境之旅」，實地踏查傳說中的秘境---欖仁溪，透過觀察及體驗親環境
行為的重要性，以及對社區的自然資源與產業發展的認識。活動中與大眾互
動、分享社區與秘境欖仁溪的密切關係，從感受社區參與監測工作及保育溪水
周邊孕育的豐富生態，得以知道當地自然資源的特色及其對社區的影響，達到
由認知到保護行動和自然資源的永續利用。
「生物多樣」，社區至欖仁溪沿途生物豐富多樣、透過親身體驗各類野生
動植物、生態系及其演替能了解生物多樣及生態保育的重要性，培養環境意識
提升參與大眾對各種環境議題、環境倫理、保育法令與策略等基本知識。
課程簡介

透過分享與體驗認知在地社區對保護區、在地環境與自然、產業與生態的
演替之間維繫著生態保育的概念，讓民眾能夠瞭解里德社區發展時藉由先人
的智慧傳承導入環境教育的理念，對於生態保育並顧及環境保育，以自然資源
作為環境教育的主體，同時結合對自然環境的推廣與解說，發展對生態的負責
任態度，兼顧維護地方住民的福利，以達成生態、經濟和精神文化的永續發展。
期盼關心社區參與社區活動時，能展現對這塊山川土地和自然萬物更多的生
態關懷與尊重。
慢遊 欖仁溪
活動一

活動二

活動三

熱情南國

秘境之旅

生物多樣

地理氣候

原始景相

生生不息

自然產業

欖仁溪戲

蝶影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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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 -Ⅴa-1 能從學習活動、日常經驗及科技運用自然環境書刊網路媒體中，進
行各種有計畫、條理效率的觀察而能察覺問題。
高級中學 ai -Ⅴa-2 透過了解科學理論的簡約、科學思考的嚴謹與複雜自然現象背後的
教育階段 規律，學會欣賞科學的美。
學習表現 ah -Ⅴa-2 運用科學的思考模式，例如：邏輯思考、精確性、客觀性等標準，
判斷日常生活中科學資訊的可信度。
CNa-Vc-2 將永續發展的理念應用於生活中。
BGc-Ⅴa-1 生物多樣性包含遺傳多樣性、物種多樣性及生態系多樣性三個面向。
高級中學
BGc-Ⅴa-5 造就臺灣生物多樣性的因素。
教育階段
BGc-Ⅴa-6 生物多樣性的保育。
學習內容
BLb-Ⅴa-3 群集中族群間的交互作用、群集結構及演替。

1.
2.
教學目標 3.
4.

了解里德社區的氣候和地理位置、在地資源的運用。
認識欖仁溪生物資源之生態及強調當地資源保育的。
啟發學習共同體對物種調查興趣、解決問題的能力素養。
培養維護生態的概念及欣賞地方文化之美的情操。

教學對象
教學地點
教學時間
活動人數
教材教具
教學方法

社會大眾
欖仁溪部落、欖仁溪瀑布、雨來菇田、滿州圖書館一樓
240 分鐘
40 人
師生比 1:10
實物(雨來菇、果實…)、可利用的植物 (如無患子果實、竹槍、海金沙等用品)
講述教學、口頭發表、戶外探訪、討論教學、提問教學
1.遵守一切安全規範。
注意事項
2.步道探訪勿脫隊、大聲喧嘩。
生態台灣
http://archive.zo.ntu.edu.tw/ecologytaiwan/forest_type/main.asp?type_id=7
參考資料 墾丁避暑祕境---欖仁溪瀑布
http://blog.xuite.net/td01031/blog/80542567
教學目標

教學活動流程

時間

教學資源

單元壹、熱情南國
瞭解 一、引起動機
有沒有從北部/中部或外地來的朋友，墾丁最有名的有
里德社區
生態教育 三寶三怪，你知道是那些嗎？又是甚麼樣的條件理由?
的素養，
請學員感受滿州里德社區周遭環境，其中體驗到來到此
提升環境
地最大的不同點為何?
意識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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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min

可利用的
植物獎卡
或印章

引導問答：
(一)這裡的天氣可用「春天後母臉」來形容，請問指的是
甚麼意思？
(二)從觀察後的認知與看法，你覺得當地適合發展那些特
色？
(三)你注意到社區對環境的態度有值得學習的部分?
二、準備活動
(一)事前準備

05min

1.宣導注意事項簡述說明
2.教材準備
3.要進入欖仁溪前要換穿雨鞋。
三. 發展活動：
 行前說明
1.步道守則。
(1) 不可以隨意摘取或觸摸植物。(有毒)
(2) 安靜的觀察找出任務中的動物夥伴。
(3) 發現動物時，請聽從講師指示前進或後退。
(4) 不可以隨意脫隊。
 地理環境簡介
地點:前往欖仁溪、產業道路— (電線杆編號 59-62)
說明滿州鄉的地理環境氣候介紹

02min

促進推廣 活動 1-1 地理氣候
社區生
態、經濟 (一)滿州地理環境介紹(地形)
和精神文
這裡是滿州鄉滿州村，設籍在這裡的有 400 多人，但
化的永續 實際住在這裡的人只有 100 多人，地廣人稀。這裡是欖仁
發展。
溪部落，旁邊有欖仁溪。欖仁溪這裡是人口最少的，也因
為人口比較少，這裡的林相與動物相也很豐富。欖仁溪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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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min

道來回路程大概 3 個公里，時間大概兩個半小時，沿途生
態豐富。
1:電視媒體常說:「天然ㄟ尚好!」在這裡既非高山又貼近
社區的地點，請你遠眺這映入眼簾的風景，讓你最大的
感受為何?
參考答案:難得一處天然的景色，滿山遍野綠意盎然，沒有
過多的人造環境，走在社區部落令人心曠神怡。
結論:各種生物物種、棲息地和整個生態系統會受到人為過
度干預影響自然環境，其最終也受害最嚴重的仍回歸到
人類，因此在地社區人士積極發揮溝通以阻止人為的破
壞及開發，才能保護居家環境的品質及維護健康自然環
境。
(二) 滿州氣候環境介紹(落山風)
這裡的氣候屬於熱帶季風林氣候，我們這裡的溫差
沒有很大，秋季時吹東北季風會刮落山風，落山風是因
為地形差異，東北季風吹北邊吹過來，過了中央山脈後
地形下降，就形成落山風，以前的人稱這裡的風是從後
面的山過來，所以叫落山風。
1.滿州里德氣候環境獨特--之「落山風」，你認為今全
球暖化的議題，對當地生活造成的可能影響?
參考答案: 落山風主要因素是每年秋冬之交的東北季風、
地形影響，受全球暖化影響，全臺灣各區域的平均 氣
溫近 30 年來均有上升的趨勢，恆春地區亦 不例外，惟
增加的幅度尚未達統計上的顯著水準，僅有少許的增溫
現象。恆春地區增溫現象主要歸因為極端高溫事件在近
30 年來發生的次數明顯增加，次為夜間溫度較以往略
為上升所致。
總結:雖處嚴苛的環境，恆春地區增溫 現象主要歸因為極
端高溫事件在近 30 年來發 生的次數明顯增加，次為夜
間溫度較以往略 為上升所致。恆春地區年溫差不大，
且氣溫 適中，可謂四季如春，正如其名『恆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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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min

位於生態保護研究特區，在地人積極推廣環境教育於
步道兩旁可以體驗順應自然環境與人為改變環境對生態的
維持與養息，這正是在地維繫環境資源期作到永續(可持
續) 而努力。

活動 1-2 自然產業
(一)自然與產業的發展
這裡嚴苛的氣候環境讓作物的生長狀況不甚良好很難
生存的。而即使這裡有種植作物，你們也可以看到這些圍
籬，因為跟山林很近，所以常常會有野生動物下來分食這
促進
些果樹的果實，常常在果實還青澀的時候就已經被獼猴分
推廣社區
食了。
生態、經
濟和精神
文化的永 1:野生動物在部落中時有出現，你認為該如何
續發展。

面對與因應?對這樣的環境有何感受?
參考答案:有野生動物的出現代表著在地的居民對環境保護
做的很好，另外都市裡已難見到野生動物環境吵雜工業
化，社區發展是以成為野生動物保育及保護動物棲地環
境，灌輸尊重所有生命觀念的實際行動。

進推廣社

(二)雨來菇產業特色與水資源

05min

區生態、
經濟和精
神文化的
永續發展

早期當地人會在野外採集一種真菌與藻類的結合體-「雨來菇」，像它的名字一樣在下雨過後非常容易出現，而
其浪漫的名字源自阿美族的一段傳說，相傳一對相愛的戀
人因為得不到雙方父母的同意決定私奔，跑著、躲著來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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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min

片草原上，兩人因體力用盡、相擁而泣，最後離開人世，兩
人眼淚落下的地方長出了雨來菇，因此有了這樣的命名。

【動手體驗】
取起一把地上的雨來菇，提供民眾觀察。
請大家透過五官眼觀、鼻聞、手摸，感受這種人成「情人的
眼淚」，來到里德要讓各位了解這是當地的重要產業之一，
與我們的水源有很大的影響。
1.這些有產值的作物，是老天爺賞賜?其種植方式需要施肥
嗎?
參考答案：老天爺賞賜的是雨來菇，它生長需乾淨水質，種
植環境適合生長在沒有污染且具有乾淨的山泉水、自來水
是無法讓它長大的且不能用化肥。
2.目前看到有些居民大量種植雨來菇，你認為對當地經濟、
環境的影響?
參考答案：現代人由於所處生活環境受到現代工業污染愈
來愈嚴重，而雨來菇 營養、環保又無汙染，是環保健康
的食材，唯種植設置地點要考量規劃不影響地形與生活
安全，更要有環境意識，合力維護環境達成環境保護共
識。
總結: 在地居民的當地產業多有種植雨來菇，相對間接提
升環境品質維護及禁止汙染的行為為共同的目標，為此
將產業與環境永續發展結合，必能造福社區及大眾。
認識社區

(三) 自然環境---欖仁溪大解密

對欖仁溪 1. 依據步道進行解說：
(1)電線杆編號 59-62—由老師說明滿州鄉的地理環境氣候
生態資源
介紹
保育及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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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min

成負責的
環境行為

(2)電線杆編號 63-64— 老師說明滿州鄉的地理環境的植物
特色及信仰文化

(3)白榕(會走路的樹) –氣根、熱帶植物特徵。

10min

(4)里德特有文化—信仰、祭祀及神話故事-(以前的人感恩
自然並祈求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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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以前的人要進去山林採集或打獵之前，為什麼是拜土地
公?
參考答案: 土地公是地方村莊的守護神拜祭拜土地公，祈求
土地公幫忙狩獵及護佑農作物豐收 ，平安順利。所以在
地人相信心誠則靈保佑，對於自然仍保有崇敬的心。
(5) 電線杆 74-75—草坪 VS 次生林

①山林的沿途上，一路植物林相豐富，來到此處你注意到
不同的林相嗎?想想造成的可能原因?
參考答案:這裡有開闊的草坪，原本的面貌已改變犧牲的是
山林裏面植物與動物的棲息環境。當這樣被人為開發利
用，與在地居民發展經濟有關，如今為此草地單調、較
無生機，為保有山林生態不斷提供居民環保意識的提
升，而更願為保育環境而群策群力維護這一片土地。
10min
(6)河岸地

①.站在河岸邊你的感受是甚麼?
參考答案：自由發揮，不安、危險…….
②.都市化的人造環境在原始叢林中，對環境的衝擊，影響
最大的是甚麼?人工護岸與自然護岸有甚麼不一樣？
參考答案：水泥護岸與自然護岸的差異有:植物少 V.S.多；
平滑 V.S. 凹凸地多孔洞石頭；淤積 V.S.一邊沒淤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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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岸水泥化對環境的影響在於水流會直瀉而下，沒有凹凸
的石頭減緩它的速度，凹凸的石頭形成的孔隙與水窪便適
合溪流生物的生存與庇護。
想一想:都市中的水岸是不是也是水泥化，這樣的整潔是否
也扼殺了環境中的多樣化。
(7)電線杆 84-85—密林

① .來到密林區，在這裡與其他區塊又有何最大的差異?
參考答案：密林區有許多動物的蜜源植物、食草植因為可
以看見更多的密林可以提供大部分的動物躲藏、休息及
食物來源，相對而言草生地就有點單調，除了蜜源植物
的盛開引來蜂蝶，這樣的差別造就出多樣的生存環境。
②.接近大自然看到如此多種類的植物與動物中有你熟悉的
是哪一種?
05min
參考答案：自由發揮.
(ex.雀榕與白飯樹、蜻蜓、鳳蝶等…)
(8)護魚管制牌
休息一下 喝口水
老師分享圖卡統整目前為止看到的物種種類與數量並親近
港口馬兜鈴上的蝴蝶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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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師留意下列原則：
(1)安全第一，行進中留意學生是否跟上。
(2)學生注意後再開始講解。
(3)上述解說點僅供參考，可依據不同時間有不同安排。
總結:在滿洲鄉欖仁溪林境步道充滿自然環境和在地人文環
境素養的存在，在地更仰賴當地的資源進行生態、資源保
育的生態旅遊探訪及宣導。
四、綜合活動
1.經過解說學習後，分享林徑步道與關心對於社
區環境意識、環境議題共同的心得交流
---分享記錄
2.急智歌王
說唱一曲 天籟之音，說唱出有關昆蟲植物自然現 象的歌
曲、繞口令、兒歌，對社區經營維護環境生態豐富示意，
聊表贊同社區。
參考答案：讓耳邊迴盪著潺潺流水蝴蝶、小蜜蜂、田嬰、螢
火蟲、月琴、思想起秋蟬………
10min
3.你來唸唸看(落山風歌謠朗讀)
請你跟我這樣做，以歌謠來說明落山風的意涵
『落山風，像颱風，
十月起，四月止，
咻咻咻，驚死人，
大街上，攏無人，
關大門，鎖門窗，
拜祖公，趕山風。』
大家一起動一動!!
大家一起來唱歌!!
~~活動一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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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探索
卡

貳、秘境之旅(戶外課)

認識
社區對欖
仁溪生態
03min
資源保育
及養成負
地點:欖仁溪溪流處
責的環境
行為
一、引起動機：
欖仁溪發源於海拔 526 公尺的萬里德山，全長 6 公里，
匯入港口溪終年溪水不枯，除擁有生態豐富多樣的動植物，
還有溪岸溪石堆疊粗礦原始巨岩的景相絕佳景色是令人驚豔
的地方。深山幽谷原始峽谷的壯麗。
二、準備活動：
1.準備配對卡(如附錄四)
2.說明配對表如何使用。
3.請記錄各生物名稱及數量、種類、發現環境。

02min

三、發展活動：
活動 2-1 原始景相

認識社區對
欖仁溪生態

20min

資源保育及
養成負責的
環境行為

入欖仁溪群樹環繞著，風吹來穿越在樹林間，潺潺的流
水聲不停息的，風聲和流水聲變成最美妙的大自然旋律樂
曲，彷彿遠離塵囂的秘境，充滿原始林相的林徑，如熱帶雨
林的景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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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探索
卡
獎卡或印
章

1.當今全球暖化議題不斷，在欖仁溪的樹林間是否有啟發你
的想法?
參考答案: 我們可以從樹林中感受到有樹蔭溫度就下降，這
是每個人都可以做到降低暖化的方法—種樹………
欖仁溪水質清澈見底，大小溪石堆疊羅列在河
道間，水生植物、動物、蕨類、樹藤生態豐富。
2.如果你是社區一份子，你認為該如何盡到保護欖仁溪瀑布
的作為?
參考答案:成立河川巡守隊定期巡守、淨溪，設立禁止戲
水、烤肉，避免水源受到汙染。
欖仁溪溪流也是護漁區，為保存溪裡珍貴的生物資
源，並成立巡守隊監測水質及護溪，為維護環境生態生生
不息。
總結:台灣各地的人文自然生態的差異與多樣性，欖仁溪的
神秘面紗下有著大自然鬼斧神工造作，更成為在地的重要 10min
「生產、生活、生態」資源保護區，由社區共同維護喚醒
在生態旅遊中環境意識重視環境保育的推廣。

活動 2-2 欖仁溪戲
欖仁溪水質清澈見底，在河道間、溪石旁、岸邊觀察
落葉流水及溪裡的生物相。
(提醒:河道間觀察要注意安全、如石頭上的青苔易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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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min

生物圖卡
筆
獎卡或印
章

欖仁溪溯溪而上眼見碧綠的水潭，隱藏在幽靜的山中，
自然形成的峽谷峭壁矗立兩旁而最精華的瀑布在上游因豐沛
的水量源源流瀉而下的自然景觀令人讚嘆大自然的奧妙。
1.目前台灣河川的問題有哪些?相對的欖仁溪面臨的問題你
認為有哪些?
參考答案: 目前台灣的河川面臨了許多環境的問題，包括河
川生態的改變--人們恣意對河川環境的破壞，如濫墾、濫
伐、疏濬、築壩等。
水質的破壞大多是人為造成，欖仁溪也恐面臨水質問題。
總結:
環境永續必須要地方社區努力的護溪、保護生態，以維繫
社區在地水資源的安全為首要目標，並適時結合社區意識
發展，發展出具社區特色，凝聚社區環境意識，建立社區
民眾保育自然資源的正確觀念是現今社區推動溪流環境保
育與永續的重要途徑。
四、綜合活動：
(一)真心話 大方送
1.你有多久沒有赤腳感受大地？
你有多久沒有讓溪流穿驅而過了？
坐在溪流邊，感受溪流穿驅而過是甚麼感覺?
參考答案：遠離塵囂讓人有『心涼脾土開』、沁涼舒適。
2.觀察不同河段的生物與環境樣貌，發現人類因生活需求在
20min
河川中的各種利用方式，分享你的看法?
參考答案：進一步省視行為背後的動機，衡量環境的承載有
限，考量其必要性的取捨，社區居民達共識然後做出行動
與改變態度。
(二)中點站能量補充

~~活動二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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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生物多樣(戶外課 )
地點:欖仁溪林徑步道
認識社區 一、引起動機：
對欖仁溪
欖仁溪發生態豐富多樣的動植物，處處是令人驚豔的地
生物圖卡
生態資源
05min 獎卡或印章
保育及養 方。步道沿途有許多生物的蜜源植物與幼蟲食材，因此蝴蝶
成負責的 各種種類，亦不乏蜻蜓、豆娘、石龍子、攀木蜥蜴……種類
環境行為
多到令人眼花撩亂。它們有時群起飛舞、有時小聚於葉片、
花朵上覓食飲水，是來到這裡絕對可見的各種昆蟲精采演
出。
二、準備活動：
1.準備配對卡(如附錄四)及生物卡(如附錄二)(進行第二部
分—發現各種生物) 。
2. 說明配對卡如何使用。
3. 請記錄各生物名稱及數量、種類、發現環境。

05min

參、發展活動:
活動 3-1 生生不息
(一)生物多樣
促進推廣
社區生
態、經濟
和精神文
化的永續
發展

步道陽光充足生態豐富、環境無汙染、水質乾淨，自然
造就物種多樣性，是成為人類社會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基礎，
更是在地農漁林牧業各種生物產業經營的重要來源。
1.請分享你聽到潺潺水聲外更有哪些生物或發現?
參考答案 :至此更感受社區對於原始自然環境的維護及保
留原始狀態的行為，使得此地生機盎然水中生物及陸地
生物皆活躍的生存於環境中，是一優質環境指標之表
徵，令人對這一片山川更敬畏。
2.開始溯溪至步道觀察，沿途介紹該物種棲息空間與食物
對社區的影響。
參考答案 :沿途可見越近水源區物種種類越多樣，水質環
境的維護好，得以有豐富的生態，不論水中的或陸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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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圖卡
20min 筆
獎卡或印
章

在在說明社區經營維護的大自然循環的食物鏈，也提供
社區生活及生態、生產的優質環境。
活動 3-2

瞭解
里德社區
生態教育
的素養，
提升環境
意識觀念

蝶影重重

欖仁溪步道的昆蟲蟲況相當多，包括黑點大白斑
蝶、小紋青斑蝶、枯葉蝶、玉帶鳳蝶、紫斑蝶、弄
蝶……等。
1. 依據現況認識蝴蝶。
2. 將觀察到的物種與生物卡進行猜一猜比賽
(能說出現場看到的特徵或行為)
3.加分項目為可說出教師分享後學習到的知識或對環
境的影響感受(5 分)

生物圖卡
15min 獎卡或印
章

總結：欖仁溪的溪流生物及陸地物種的多樣性著實關係著
維繫在地生活及生產的重要性指標，為此社區更大力於
推廣生態旅遊的同時推動生態環境保護、環境可持續、
環境的承載等概念，讓參與者學習並有共識順應天地、
尊重大自然維護環境留給後代子孫，清澈的河川和乾淨
的環境。
四、綜合活動：
(一)配對活動
每人各拿一張生物卡進行分享，並找到與你的生物卡有
相關的為夥伴：
1.找一找我的朋友在哪裡?
參考答案：
蝴蝶 vs.花朵、溪蝦 vs.石頭、溪岸邊 vs.青蛙……
(二) 心得分享
~~活動三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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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圖卡
筆
25min 獎卡或印
章
學習單

教學評量
一 口頭評量
(1) 每次解說主題結束後會詢問 1-2 個問題了解學員學習情況(包含里德地區的氣候、在
地產業發展、自然資源及生態與社區的平衡等)
(2) 由活動紀錄的討論與發表了解學員學習欣賞自然之美與將所學的動植物關係進行請處
的描述
(3) 感想分享 了解主題課程結束後學員對里德社區與自然環境關係的描述與感想
二 紙本評量
(1) 字卡上的物種紀錄及特徵
(2) 紀錄單上物種與環境的關係
反思及回饋

78

二、食在有藝
食在有藝是以在地智慧及在地食材為主軸發展主題課程，教學場地位於社區園
圃，園圃內有社區自行製作的許多低碳設施可進行環境教育活動，因主要是利用在地
回收材料及資源 (如海洋廢棄物、漂流木、在地生長的白芒草及竹子等)建立園圃，傳
承老一輩的智慧與做法下來，今年也為了課程建造兩座窯，兩座窯也運用在地的三合
土仿造古法建造，教學以低碳生活為課程主軸概念發展活動，最後自行體驗在地生產
在地食用的美味。下表 4-3-3 為教案發展歷程，表 4-3-4 為 107 年 12 月修正版本的完
整教案以國小版本為例，其餘三個版本另附於附件。
表 4-3-5、食在有藝 教案歷程發展
修正時間

修正說明

106 年 10 月

初版

106 年 11 月

專家審議後修正

11 月 16 日

解說內容修正(環境議題)
修正學習單內容

12 月 19 日

調整學習單內容

107 年
03 月 10 日

解說流程調整
教學重點化
依據不同季節有不同體驗
活動及作物

09 月 15 日

預審查委員建議修正

11 月 15 日

現勘審查委員建議修正

12 月 25 日

依期末報告建議修正

表 4-3-6、食在有藝國小版教案內容
課程名稱

滿州里德--「食在有藝」

設計者

蕭秀芸、林家偉、林和俊

本課程首先介紹里德「食在有藝」的環境因素及在地化的資材運用建構
形成豬朥束茅草屋的特色，分別以「亭下講古」與「低碳家園」、「在地滋
課程簡介 味」三個主軸，從茅草屋的無到有的故事及創設歷程，主要以解說教學及實
作體驗的活動方式為主。本課程延續著「生產與生活」的環保概念，實際體
驗在地生產及生活的活動，透過解說的方式讓學生感受在地居民對社區營
造、生活環境中傳承先人智慧順應自然，將食農教育與環境教育結合的理
79

念，因能更深入了解當地的人文歷史，從源頭進行食育，為連結在地人文，
紮根食農教育而努力。
課程架構

自然領域
po-Ⅱ-1 能從日常經驗、學習活動、自然環境，進行觀察，進而能察覺問題。
ai -Ⅲ-3 參與合作學習並與同儕有良好的互動經驗，享受學習科學的樂趣。
ah-Ⅱ-1 透過各種感官了解生活週遭事物的屬性。
社會領域
國民小學 2a-Ⅱ-2 表達對居住地方社會事物與 環境的關懷。
教育階段 2a-Ⅲ-1 關注社會、自然、人文環境與生活方式的互動關係。
2a-Ⅲ-2 表達對在地與全球議題的關懷。
學習表現 綜合活動領域
3d-II-1 覺察生活中環境的問題，探討並執行對環境友善的行動。
3d-III-1 實踐環境友善行動，珍惜生態資源與環境。
生活領域
6-I-5 覺察人與環境的依存關係，進而珍惜資源，愛護環境、尊重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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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領域
INa-Ⅲ-8 熱由高溫處往低溫處傳播，傳播的方式有傳導、對流和輻射，生活
中運用不同的方法保溫與散熱。
INf-Ⅲ-4 人類日常生活中所依賴的經濟動植物及栽培養殖的方法。
INg-Ⅱ-2 地球資源永續可結合日常生活中低碳與節水方法做起。
INg-Ⅱ-3 可利用垃圾減量、資源回收、節約能源等方法來保護環境。
INg-Ⅲ-6 碳足跡與水足跡所代表環境的意涵。
社會領域
Ab-Ⅱ-2 自然環境會影響經濟的發展，經濟的發展也會改變自然環境。
國民小學 Ab-Ⅲ-3 自然環境、自然災害及經濟活動，和生活空間的使用有關聯性。
Af-Ⅲ-1 為了確保基本人權、維護生態環境的永續發展，全球頇共同關心許
教育階段 多議題。
學習內容 Ca-Ⅲ-2 土地利用反映過去和現在的環境變遷，以及對未來的展望。
Da-Ⅱ-2 個人生活習慣和方式的選擇，對環境與社會價值觀有不同的影響。
綜合活動領域
Cd-II-1 生活中環境問題的覺察。
Cd-II-2 環境友善的行動與分享。
Cd-III-2 人類對環境及生態資源的影響。
生活領域
B-I-2 社會環境之美的體認。
B-I-3 環境的探索與愛護。
1. 瞭解里德社區的文化對在地產業及環境的影響
2. 從實作中體驗農作經驗及生活飲食中培養生活美學、永續發展之概念。
教學目的 3. 瞭解個人與環境的關係，從中省思日常生活的行為模式。
4. 瞭解低碳飲食也是減碳生活策略之一。
5. 願意採取保護環境的生活策略並分享之。
教學對象 國小生
教學地點 豬朥束園圃
教學時間 240 分鐘
活動人數 40 人

師生比

1：10

教材教具 看板、海廢資源、當令食材、窯與灶、圖卡、主題食材
教學方法 講述教學、實作教學、口頭發表、合作教學
注意事項 1.老師示範操作過程，請聽從教師指示 。
2.社區探訪勿脫隊、大聲喧嘩以及隨意採摘作物。
參考資料 社區人士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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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目標 教學活動流程
壹、亭下講古

時間

教學資源

地點:豬朥束茅草屋

一. 一、引起動機
二.
(一)
農村的村落裡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茶餘飯後總有供人
歇息的地方，社區不僅為打造一個聚會聊天的地方而建
造，更符應當今環境要減碳的概念，而尊重大自然法則，
減少人類活動對自然的衝擊。
瞭解里德
社區的文 (一) 小朋友你注意到涼亭使用了那些材料呢?
看板
化對在地 (二) 你曾經看過這樣的涼亭嗎?在哪裡看過呢?
05min
圖片
產業及環 (三) 在一個村子或社區裡建造這樣的涼亭可以做什麼用
境的影響 呢？

圖一:竹子的利用-童玩
三.
1.
2.
3.
四.

二、教師準備
(一) 各式圖卡+加減碳卡
(二) 說明看板

看板
05min 圖卡
減碳卡

三、發展活動
活動 1-1 「植物功能」

在熱帶地區的滿州鄉種植盤古拉草，油綠的盤古拉草
在夏秋之季形成充滿鄉村風情的地景，綠色大草原一綑綑
草捲堆放在農田上(專門給畜牧場餵牛羊)。除此最受歡迎
瞭解里德
的牧草外，還有許多植物蔬果社區皆能發揮創思設計賦予
社區的文
看板
新生命。
化對在地
20min 實物
產業及環
(草棚)
境的影響

圖二、盤古拉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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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你有注意到菜園附近生長的作物社區運用了那些
當作材料嗎?
參考答案：自由回答(里德社區的菜園有茅草、竹子和藤
條。)
利用菜園附近的植物和附近居民的巧手創意，讓種植
的植物、作物能多了新的用處。
2. 小朋友有注意到茅草屋對社區有何的作用?
參考答案：可作為避雨、休息、野炊、聚會，凝聚居民感
情，更能推動資源再利用的環境教育。
結論：在地除了種植物外，更能善加運用大自然環境中的
資源做為資源再利用減少環境汙染問題。社區承襲老祖先
惜物愛物的精神，竹子、盤古拉草、木材除了有經濟價值
外，更將多餘的、廢物發揮對環境友善的做法，以共同搭
建屬於社區共同的休憩的地方，作為凝聚村落情感與文化
傳承聚會的地方。
活動 1-2「出神入化」 (地點: 茅草屋)
社區對這塊故鄉的土地有更多的使命及想法，有記載
社區的文化脈絡，參與共同營造設施，彼此相互交流，從
中激發不少創意，引發共識。
1. 你能說說看社區對於在地的資源蓋成茅草屋，除了乘涼
之外，還有哪些用途呢?
從實作中 參考答案：玩遊戲場地、辦野餐活動或是戶外活動。
體驗農作
經驗及生 2. 生活中的碳足跡其意義及試舉一個例子?
看板
活飲食中 參考答案：一個人生活中所產生的二氧化碳，開車去住家
15min 實物
培養生活 附近買早餐。
(草棚)
美學、永
續發展之 【活動】
找一找身上帶有的塑膠製品製造者從哪裡來的?
概念。
參考答案：台灣製、大陸製、美國製……，這些東西以美
國製的物品產生的二氧化碳最多(碳足跡最多)。
總結：在地的植物除了是糧食外，在面對當今的環境問
題，社區藉由自給自足的能力積極減少資源廢棄同時朝
著在能源、減碳方面的應用及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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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四、綜合活動：

1.

(一)尋寶遊戲-1
1. 說明在茅草屋周圍藏有圖卡牌請各組將找到的圖卡對照
看板問答考驗!
如:拿到④卡，對照看版翻牌是奇異果圖，
請問奇異果對當地而言有何影響?
答:非當地食物，所以當地不採用因會增加碳，得 10 分

加
碳
卡

減
碳
卡

圖三:加減碳卡
正面
10

背面

20

20

20

10

30

30

10

20

(抽到○
4 符號者為加碳)

1

4
○

7

2

5

○8

3

○6

9

圖四:圖卡(正反面)
2. 統計計分頒獎
活動一 結束

84

20min

圖卡
減碳卡

壹、 貳、低碳家園
(地點:低碳廁所、窯與灶)
貳、
參、 一、引起動機：
瞭解個人
肆、
1.
低碳生活不但可以落實節能減碳，還能節約資源，社
與環境的
區如何從個人出發，選擇造成較少二氧化碳排放的生活模
關係，從
中省思日 式，社區在節約能源與綠色生活兩大部分從生活周遭開始 05min
常生活的 著手進行，已有成效。
行為模2.
1. 你覺得隨手關燈、節約用水和減少垃圾的產生算不算是
式。
一種低碳生活?
參考答案：答對了，也是一種低碳生活方式。
二、 準備活動
(一)各式圖卡+加減碳卡
(二)看板

看板
05min 圖卡
減碳卡

三、發展活動 地點:低碳廁所、窯與灶
活動 2-1 「化腐為奇」
過去的農村生活中一進茅房，裡面就是蚊蠅亂飛、臭
氣熏天。會讓用過的人膽戰心驚、心有餘悸，從此再也不
瞭解里德 願意嘗試了。住在城市中亦有很差的環境，但是你知道有
一種以堆肥化腐為奇的低碳廁所嗎?
社區的文
化對在地 1. 你聽過茅廁嗎?你是怎麼到知道的呢?
參考答案：電視看到或是聽過老長輩說過。茅廁就是俗稱的
產業及環
廁所，利用竹籬笆簡易的圍起來的一間茅房。
境的影響
2. 小朋友你看完低碳廁所後，覺得哪些部分是低碳作法 20min
呢?
瞭解個人
參考答案：節省水的利用或是不用電動馬達沖水。
與環境的
關係，從
3. 請問你們家裡住的房子是利用什麼蓋成的嗎?又早期時
中省思日
代是用什麼蓋成的呢?
常生活的
參考答案:水泥，早期年代的房子有用茅草、土、咾咕
行為模
石……建造房子的。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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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板
實物
(低碳廁
所、窯與
灶)

圖五:教材教具室
總結：低碳廁所能作為堆肥場所，可產生肥料，做到資源
零廢棄。社區朝向建立一個永續、有彈性的生態環境系
統，讓資源得到更貼切、合理的再利用，永續經營與利
用，除節約用水與回收之外， 維護自然生態環境，作
好循環經濟創造物品新價值，才是更積極的做法。

低碳廁所
從實作中 活動 2-2「風之譯語」 (地點:風譯 作品處)
體驗農作

在墾管處開辦藝術家駐村活動的機會，與藝術家的接
經驗及生 觸下，藝術家與里德社區的相處感受記憶中孩提時隨風擺
動如鞦韆的記憶而建構出”風譯”之藝術創作，更與社區伙
活飲食中
伴組成”浮浪拱打擊樂團”。
圖片
培養生活
實物
1. 這些你看到的垃圾你們要猜猜看來自哪裡嗎?
35min (低碳廁
美學、永
參考答案:附近的海灘。
所、漂流
續發展之
木)
社區在資源缺乏的條件下，轉而利用生活中的廢棄
概念。
物，除減少垃圾外做到資源再利用，也讓社區環境更優
質。
瞭解個人
與環境的 2. 「風譯」看起來像什麼東西?它在沙地上寫了什麼呢?
關係，從 參考答案:自由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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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省思日
結合當地氣候特色加上，社區夥伴的熱情人情味，結
常生活的 合了藝術讓社區提升了生活樂趣。
行為模
總結:日常生活中可找尋利用垃圾減量、資源回收、節約能
式。
源等方法來保護環境。如里德社區茅草亭的建置，透過
低碳建築與回收利用將此處成為社區重要據點。且藝術
創造亦落在社區菜園內社區精神的堡壘，除了裝置藝術
的精神外，也代表我們社區正在學習面對資源危機的處
理與策略。
四、綜合活動
(一)尋寶遊戲-2
1.說明在低碳廁所及風譯周圍藏有數字卡，(說明: 在茅
草屋周圍藏有「圖卡牌」請各組
2.將找到的圖卡對照看板以問答考驗方式進行「加減碳記
憶」活動!
玩法: 抽到圖卡，則要對照看板，分辨出它是哪一項屬於
圖卡
加碳或減碳的圖卡(圖片中有加減碳分數)。
15min
減碳卡
如:拿到地瓜圖卡
答:是在地食材可以減少季大量的碳足跡，所以放在減碳
卡方，答對的小組加 10 分。)
3.請各組將找到的圖卡對照看板
4.加減碳記憶考驗
5.計分
活動二 結束
參、在地滋味

地點:茅草屋菜園

一、引起動機
你要品嘗道地的在地滋味是甚麼?答案當然是要「享鮮
在地」
，就是「吃當地 ，時當令」的從土地到餐桌最快最直05min
接的美好鮮味。
1.小朋友你知道那些季節應該盛產那些蔬菜水果嗎?
2.菜圃中你觀察到生長了那些蔬菜呢?
二、準備活動：
(一) 看板
(二) 實際觀察

05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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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卡
看板

三、發展活動 (地點:茅草屋)
活動 3-1「繽紛農趣」
近來生活飲食上充斥著食安問題，「我可以安心購買
嗎？」、「這食物吃了有害嗎？」、「現在還有什麼東西是可
以吃的？」面對層出不窮的食品事件，除了人人自危之
外，我們還能如何因應？
社區建造里德柴燒窯，更是利用在地盤古拉草、溪裡
的泥土和黑糖三合土做成的喔。
1. 請問你們家裡住的房子是利用什麼蓋成的嗎?又早
期時代是用什麼蓋成的呢?
參考答案:水泥，早期年代的房子有用茅草、土、咾咕
石……建造房子的。
瞭解低碳 總結:里德社區為了達到「無毒」以及「吃在地，吃當令」
的飲食理念，材料都是取自在地環境，在地的土和草，
飲食也是
看板
所以就算後來這座窯不再使用了，讓雨水沖刷後，自然
減碳生活
30min 實物
就會回歸大自然，不會像水泥一樣殘留在地表，讓里德
策略之
(窯與灶)
社區除了永續發展外也達到「永續的經濟」
。
一。

圖七:窯與灶及其材料

圖八:窯與灶及其材料
瞭解個人 活動 3-2 「食在有味」
與環境的
看板
你們會不會煮飯、曉不曉得食物怎麼來的，更不知道
關係，從
10min 實物
中省思日 如何吃得健康，讓孩子接觸食物的源頭，重新認識食物存
(園圃蔬菜)
常生活的 在的價值，食育才是解決食安問題最好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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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模
式。

1. 你吃的食物是誰買的呢?都去哪裡買?
參考答案：自由回答
大多的生活經驗中較沒有機會看見食物的源頭，因此
帶領孩子從產地到餐桌，從飲食到環境，探訪食物源頭與
製程。
2. 你有去幫忙家裡買過要吃的食物嗎?要怎麼選擇食物才
會有營養呢？
參考答案: 自由回答
3. 菜圃種的是現在季節盛產的蔬菜，我們吃當季盛產的蔬
果，除了比較容易得到之外，還有哪些好處呢?
參考答案：保護環境、比較便宜讓參與者親手接觸食材
時，透過實際的飲食經驗，學習與食物有關的知識，知
道如何正選擇食材，一場無形的食農教育也就在潛移默
化下慢慢紮根。
4.你覺得我們好好保護環境和我們的飲食安全有關嗎?
參考答案：如果種植蔬菜水果的土地和水被汙染了，我們吃
的食物也會有問題，之前新聞也時常報導農藥汙染或是
海鮮(蚵仔)被河水的重金屬汙染，如此一來我們吃到肚子
東西一旦不安全，對於身體健康也會有不好的影響，因此
好好愛惜保護環境，才能確保食物不被環境汙染。

圖八:葛鬱金

圖九:白蘿蔔

總結：地球資源永續除了可結合日常生活中低碳與節水方
法做起，也可以學習里德社區建置社區菜園共同努力、
協力建立豬朥束菜園，共作建構最短食物里程飲食，除
了達到原本的自給自足、減少碳足跡的目標，更在無形
中，拉近了社區人與人之間的距離。也凝聚了社區人的
意識及力量，更完全符合社區營造之精神，也是減緩與
調適兩種途逕氣候快速變遷下的方法。而同時讓參與者
對土地和環境有更多的情感與關心樂活健康的生活方
式，能提升人類的身心，做到保護我們生存的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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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綜合活動：
(一) 季節性體驗活動
1.

從菜園採收書採開始體驗由產地到餐桌的過程，配合
當天準備的蔬菜進行加工，過程中交流低碳生活經驗與烹
飪技巧。

2. 1.實際體驗 DIY:採蘿蔔或醃製白蘿蔔或磨製葛鬱金粉、南
願意採取
保護環境 瓜粿…….
當令食材
的生活策 注意:體驗活動會隨著季節的不同而有不同種類主題進行手 45min 主題食材
略並分享
學習單
作 DIY，社區成員須注意各食材與器材之準備，詳細烹
之。
飪流程則比照社區風味餐組的指示辦理。

3.

(二) 享用及完成學習單

4.
活動三 結束
教學評量
教學評量一、口頭評量方式
(一)、能思考飲食行動與環境維護發生衝突時，應該具備的態度與應變能力。
(二)、能夠敘述並瞭解參與課程所學習之內容。
(三)、能藉由活動參與，反思自我與環境之間應有的正向倫理關係。
教學評量二、紙本評量方式
(一)、應由學員自我思考並紀錄。
(二)、最後再由教師分享學習單內容:
1.人與環境之間倫理關係之感想。
2.完成工作或解決問題之心得與良好做法。
3.面對問題點的正向心態或表現態度。
4.面對問題點的正向或良好解決方法。
5.對於環境問題的反思或解決建議。
6.對於文化與環境關聯性的自我獨到見解或感想。
7.反思而產生的環境情感或認知、態度改變。
反思及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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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7 食在有藝國中版教案內容
費用

滿州里德--「食在有藝」

課程名稱

本課程首先介紹里德食在有藝的環境因素及在地化的資材運用建構形
成豬朥束茅草屋的特色，分別以「亭下講古」與「低碳家園」、「在地滋味」
三個主軸，從茅草屋的無到有的故事及創設歷程，進行主要以解說教學及實
作體驗的活動方式為主。本課程延續著「生產與生活環保」的概念，實際體
驗在地生產及生活的活動，透過解說的方式讓民眾感受在地居民對社區營
造、生活環境中傳承先人智慧順應自然，將食農教育與環境教育結合的理
念，因能更深入了解當地的人文歷史，從源頭進行食育將為連結在地人文，
紮根食農教育而努力。
單元一
課程簡介

亭下講古

課程名稱

單元二

食在有藝

低碳家園

1-1植物功能
活動
1-2出神入化

2-1化腐為奇
活動
2-2風之譯語

單元二
在地滋味

社會領域
社 1a-Ⅳ-1
地 1b-Ⅳ-1
國民中學 地 1b-Ⅳ-2
社 2a-Ⅳ-2
教育階段 懷。
學習表現 地 1c-Ⅳ-2

3-1繽紛農趣
活動

3-2食在有味

發覺生活經驗或社會現象與社會領域內容知識的關係。
解析自然環境與人文景觀的相互關係。
歸納自然與人文環境互動的結果。
關注生活周遭的重要議題及其脈絡，培養本土意識與在地關
反思各種地理環境與議題的內涵，並提出相關意見。

自然領域
pc-Ⅳ-2 能利用口語、影像（如攝影、錄影）、文字與圖案、繪圖或實物、科
學名詞、數學公式、模型或經教師認可後以報告或新媒體形式表達完整之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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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過程、發現與成果、價值、限制和主張等。視需要，並能摘要描述主要過
程、發現和可能的運用。
ai -Ⅳ-2 透過與同儕的討論，分享科學發現的樂趣。
an -Ⅳ-2 分辨科學知識的確定性和持久性會因科學研究的時空背景不同而有
所變化。
綜合領域
家 Aa-IV-2 青少年飲食的消費決策與行為。
家 Aa-IV-3 飲食行為與環境永續之關聯、實踐策略及行動。
社會領域
地 Ab-Ⅳ-4 探究活動：土地利用與環境倫理。
地 Af-Ⅳ-3 臺灣的區域發展及其空間差異。
自然領域
Lb-Ⅳ-3 人類可採取行動來維持生物的生存環境，使生物能在自然環境中生
長、繁殖、交互作用，以維持生態平衡。
國民中學 Mc-Ⅳ-3 生活中對各種材料進行加工與運用。
教育階段 Na-Ⅳ-3 環境品質繫於資源的永續利用與維持生態平衡。
Na-Ⅳ-4 資源使用的 5R：減量、抗拒誘惑、重複使用、回收與再生。
學習內容 Na-Ⅳ-5 各種廢棄物對環境的影響，環境的承載能力與處理方法。
Na-Ⅳ-6 人類社會的發展必須建立在保護地球自然環境的基礎上。
Na-Ⅳ-7 為使地球永續發展，可以從減量、回收、再利用、綠能等做起。
綜合領域
3d-IV-2 分析環境與個人行為之關係，運用策略與行動，促進環境永續發
展。

教學目標

學生能連接學校所學的概念。(熱的原理、植物的生長或食用部位)
學生能表達慢食的概念。
學生願意與他人分享當季蔬果的理念。
學生表達支持低碳飲食之意願。。
學生能表達如何支持低碳飲食之行動。
學生能動手體驗產地到餐桌的過程。

1.
2.
3.
4.
5.
6.

教學對象 國中
教學地點 豬朥束園圃
教學時間 240 分鐘
活動人數 40 人

師生比

教材教具 看板、海廢資源、當令食材、窯與灶、圖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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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教學方法 講述教學、實作教學、口頭發表、合作教學
注意事項 1.老師示範操作過程，請聽從教師指示 。
2.社區探訪勿脫隊、大聲喧嘩以及隨意採摘作物。
參考資料 社區人士提供
教學目標 教學活動流程

時間

壹、亭下講古(戶外)

教學資源

地點:豬朥束茅草屋

一、引起動機
農村的村落裡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茶餘飯後總有供人
歇息的地方，社區不僅為打造一個聚會聊天的地方而建造，
更符應當今環境要減碳的概念，而尊重大自然法則，減少
人類活動對自然的衝擊。
認識 (一)
里德社區 (二)
(三)
在資源上
(四)
的永續利

你注意到建築結構中的做法嗎?
除不用釘子外，還有哪些與環境及能源有關?
鄉村跟都市的建築差異在哪裡？
都市生活中鄰居們會大家聚在一起聊天嘛？

05min

看板
圖片

用做法

圖一:竹子的利用-童玩
二、教師準備

看板

(一) 各式圖卡+加減碳卡

05min

(二) 說明看板
認識 三、發展活動
里德社區
活動 1-1 「植物功能」
在資源上

圖卡
減碳卡
看板

(地點: 茅草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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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物
(草棚)

的永續利
用做法

在熱帶地區的滿州鄉種植盤古拉草，油綠的盤古拉
草在夏秋之季形成充滿鄉村風情的地景，綠色大草原一 20min
綑綑草捲堆放在農田上(專門給畜牧場餵牛羊)。除此最
受歡迎的牧草外，還有許多植物蔬果社區皆能發揮創思
設計賦予新生命。

圖二: 盤古拉草
1.你知道蓋涼亭需要那些素材嗎?
參考答案：自由回答
木頭、石頭、鐵皮、玻璃…….，皆可以使用
2.你可注意到社區建造茅草屋的材料?
參考答案：里德社區的涼亭使用茅草、竹子和藤條。取自
在地生活環境中所種植的植物，以及從周遭環境撿拾的
廢物再利用。
結論：在地除了種植物外，更能善加運用大自然環境中的
資源做為資源再利用減少環境汙染問題。社區承襲老祖
先惜物愛物的精神，竹子、盤古拉草、木材除了有經濟
價值外，更將多餘的、廢物發揮對環境友善的做法，以
共同搭建屬於社區共同的休憩的地方，作為凝聚村落情
感與文化傳承聚會的地方。
在當今注重環保減碳的宣導下，善用植物的特性及
長者的智慧做經驗傳承教導，讓種植的植物、作物能多
元使用賦予創新，更凝聚社區對文化傳承與傳統技藝的
重視，發揮在地的特色。
瞭解
經濟發展 活動 1-2 「出神入化」

看板
(地點: 茅草屋)

與環境保

20min

實物
(草棚)

94

護的關

社區對這塊故鄉的土地有更多的使命及想法，有記載
係，經由 社區的文化脈絡，參與共同營造設施，彼此相互交流，從
中激發不少創意，引發共識。
討論與分
1.社區對於在地的作物，除了吃以外，你注意到還有哪些
享覺知永 運用?
續發展的
重要性

參考答案：「屋頂」，以盤古拉草一層一層鋪蓋且逐年加
鋪層層疊疊成為密而不滴水並可避雨;「竹子」，作為籬
笆圍起來做為遮風之用。
總結：在地的植物除了是糧食外，在面對當今的
環境問題，社區也同時朝著在能源、減碳方面
的應用。
四、綜合活動：
(一)尋寶遊戲-1

培養學生
從農作經
驗與低碳
實例中提

1. 說明在茅草屋周圍藏有圖卡牌
2. 請各組將找到的圖卡對照看板
3. 問答考驗，「加減碳記憶」!
如:請問地瓜是? 答:減碳，得 10 分。
4. 計分

升對於環

加
碳
卡

境保護之
情感

25min

圖卡
減碳卡

減
碳
卡

圖三:加減碳卡
瞭解 正面
個人行為
10

會影響環

20

20

境，致使
個人分享

圖卡
20

10

30

30

10

20

實踐低碳
生活之策
略

背面 (抽到④符號者為加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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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碳卡

1

4
○

7

2

5

○8

3

○6

9

圖四:圖卡(正反面)
活動一 結束
貳、低碳家園
瞭解
個人行為
會影響環
境，致使
個人分享
實踐低碳
生活之策
略

(地點:低碳廁所、窯與灶)

一、引起動機：
低碳生活不但可以落實節能減碳，還能節約資源，社
區如何從個人出發，選擇造成較少二氧化碳排放的生活模 05min
式，社區在節約能源與綠色生活兩大部分從生活周遭開始
著手進行，已有成效。
1.你注意到可從生活中如何做到低碳生活?
二、準備活動：

看板

(一)各式圖卡+加減碳卡

05min

(二）看板

圖卡
減碳卡

三、發展活動 (地點:低碳廁所、窯與灶)
活動 2-1 「化腐為奇」
過去的農村生活中一進茅房，裡面就是蚊蠅亂
飛、臭氣熏天。會讓用過的人膽戰心驚、心有餘悸，從 20min
此再也不願意嘗試了。住在城市中亦有很差的環境，但
是你知道有一種以堆肥化腐為奇的低碳廁所嗎?

看板
實物
(低碳廁

1.你聽過茅廁嗎?你知道何謂低碳廁所嗎?
參考答案：
「茅廁」指的就是廁所，社區標榜的低碳廁所，
考慮安全使用人的排泄物作堆肥。人跟環境的關係是密

所、窯與
灶)
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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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的，社區為維護環境，將資源零廢棄的理念，為在地
的公廁仿早期的茅廁改良為多功能。
2.社區稱低碳廁所，其意義為何?社區中低碳廁所如何轉
化成堆肥?
參考答案：在菜園設置茅坑使用碾米後的穀殼，覆蓋便便
掩蓋味道。用稻殼覆蓋排泄物不僅能掩蓋味道，還能使
排泄物更快發酵，成為肥料融入自然中如此循環的利
用，環境不髒不臭，照顧到人與植物的安全，對環境友
善的做法。

圖五:教材教具室
總結：堆肥廁所，轉化為無害堆肥可滋養土地，做到資源
零廢棄。社區朝向建立一個永續、有彈性的生態環境系
統，讓資源得到更貼切、合理的再利用，永續經營與利
用，除節約用水與回收之外， 維護自然生態環境，作
好循環經濟創造物品新價值，才是更積極的做法。

六 :低碳廁所
認識 活動 2-2 「風之譯語」 (地點:風譯 作品處)
里德社區
在資源上

在墾管處開辦藝術家駐村活動的機會，與藝術家的
接觸下，藝術家與里德社區的相處感受記憶中孩提時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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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
實物

的永續利
用做法

(低碳廁

風擺動如鞦韆的記憶而建構出”風譯”之藝術創作，更
與社區伙伴組成”浮浪拱打擊樂團”。

所)
(漂流木)

1.「風譯」作品是利用那些素材?
參考答案:漂流木、海漂廢物
瞭解經濟
發展與環
境保護的

社區在資源缺乏的條件下，轉而利用生活中的廢棄 15min
物，除減少垃圾外做到資源再利用，也讓社區環境更優
質。

關係，經
由討論與

2.「風譯」作品傳達了甚麼意義?
參考答案:自由作答。

分享覺知
永續發展
的重要性

結合當地氣候特色加上，社區夥伴的熱情人味，結合
了藝術讓社區提升了生活樂趣。
總結:日常生活中可找尋利用垃圾減量、資源回收、節約
能源等方法來保護環境。如里德社區茅草亭的建置，透
過低碳建築與回收利用將此處成為社區重要據點。且藝
術創造亦落在社區菜園內社區精神的堡壘，除了裝置藝
術的精神外，也代表我們社區正在學習面對資源危機的
處理與策略。

培養學生 四、綜合活動：
從農作經

(一)尋寶遊戲-1

驗與低碳 1.說明在低碳廁所及風譯周圍藏有數字卡，如
實例中提 2.請各組將找到的圖卡對照看板
3.加減碳記憶考驗
升對於環
4.計分
境保護之
情感

15min

活動二 結束

瞭解 參、在地滋味 (地點:茅草屋菜園)
個人行為
一、引起動機：
會影響環
境，致使
個人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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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min

圖卡
減碳卡

實踐低碳
你要品嘗道地的在地滋味是甚麼?答案當然是要「享
生活之策 鮮在地」，就是「吃當地 ，時當令」的 從土地到餐桌最
略
快最直接的美好鮮味。
1.你知道里德現在生產收成甚麼作物嗎?
2.走一趟社區，你觀察到賴以生存的食物有何特色?
二、準備活動：
(一) 看板
(二) 實際觀察

圖卡
05min

看板

三、發展活動
活動 3-1 「繽紛農趣」
瞭解經濟
發展與環
境保護的
關係，經
由討論與
分享覺知
永續發展
的重要性

近來生活飲食上充斥著食安問題，「我可以安心購買
嗎？」、「這食物吃了有害嗎？」、「現在還有什麼東西
是可以吃的？」面對層出不窮的食品事件，除了人人自危
20min
之外，我們還能如何因應？
社區建造里德柴燒窯，更是利用在地三合土做成的。
1.燒窯的建材有哪些?何謂三合土呢?
參考答案: 現代可以利用燒製後的紅瓦、養瓦、尺磚、
六角磚、八角磚、斗子砌磚當建材、較具現代化且常
用的混凝土也稱作三合土，而所謂的三合土另有蚵殼
粉、糯米、糖製成。

2. 社區建造的灶和窯是利用在地的甚麼樣的三合土組合
的建材?
參考答案: 就是欖仁溪溪泥、園圃前面盤古拉草園
瞭解經濟
的盤古拉牧草以及紅糖。
發展與環
總結:里德社區為了達到「無毒」以及「吃在地，吃當
令」的飲食理念，材料都是取自在地環境，在地的土和
關係，經 草，所以就算後來這座窯不再使用了，讓雨水沖刷後，自
10min
由討論與 然就會回歸大自然，不會像水泥一樣殘留在地表，讓里德
社區除了永續發展外也達到「永續的經濟」。
分享覺知
境保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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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板
實物
(園圃蔬菜

永續發展
的重要性

圖七:窯與灶
活動 3-2 「食在有味」
你們會不會煮飯、曉不曉得食物怎麼來的，更不知道
如何吃得健康，讓孩子接觸食物的源頭，重新認識食物存
在的價值，食育才是解決食安問題最好的方式。
1.你有注意過自己在學校營養午餐吃的蔬
菜是否符合當季盛產嗎?
參考答案：自由回答

瞭解經濟
發展與環
境保護的
關係，經
由討論與
分享覺知
永續發展
的重要性

大都的生活經驗中較沒有機會看見食物的源頭，因
此帶領孩子從產地到餐桌，從飲食到環境，探訪食物源
頭與製程。
2. 你認為怎樣選擇食物來吃，才合乎營養？
參考答案:當令當季無化肥……

20min

看板
實物
(園圃蔬
菜)

3. 我們選擇當令的蔬菜食用，除了比較容易買到之外，
還有哪些好處呢?
參考答案：保護環境、比較便宜讓參與者親手接觸食材
時，透過實際的飲食經驗，學習與食物有關的知識，知
道如何正選擇食材，一場無形的食農教育也就在潛移默
化下慢慢紮根。

4. 請你想想看，社區的菜跟園圃，要種植 2 種以上的蔬
菜，而不只是單種一種蔬菜呢?
參考答案：食物多元選擇對於健康以及環境影響的重要
性，單一種作物易受特定害蟲影響，多元種植才能避免
這樣的狀況發生。
瞭解經濟 5. 我們能透過飲食習慣的改變，來保護我們的
20min
發展與環
環境嗎?
境保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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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板
實物

關係，經 參考答案：知道透過個人的飲食行為與選擇能減少食物碳
由討論與
足跡增加，能分析吃哪些食材對環境破壞較小(例如進
分享覺知
口番茄與台灣產的番茄，應選擇台灣產的，因為進口食
永續發展
材，必須消耗能源運輸)、當令蔬果的栽培，對環境壓
的重要性
力相對較小(因為適合的季節裡，蔬果長得較好，自然
化肥和農藥可以減少使用)、產地選擇(例如有平地高麗
菜可以食用，就不要選擇高山高麗菜，因為在對的季節
裡，平地高麗菜也很好吃，但是若在不對的季節裡還想
吃到高麗菜，那就只有犧牲山林環境，開發土地種植高
麗菜了，而且也會汙染高山水源)。

圖八:葛鬱金

(園圃蔬
菜)

圖九:白蘿蔔

總結：地球資源永續除了可結合日常生活中低碳與節水方
法做起，也可以學習里德社區建置社區菜園共同努力、
協力建立豬朥束菜園，共作建構最短食物里程飲食，除
了達到原本的自給自足、減少碳足跡的目標，更在無形
中，拉近了社區人與人之間的距離。也凝聚了社區人的
意識及力量，更完全符合社區營造之精神，也是減緩與
調適兩種途逕氣候快速變遷下的方法。而同時讓參與者
對土地和環境有更多的情感與關心樂活健康的生活方
式，能提升人類的身心，做到保護我們生存的地球。
四、綜合活動：
瞭解個人 (一) 減碳我最行
行為會影
響環境，
致使個人

各種圖卡中抽一張牌卡，依抽到的加碳牌或減碳
牌，從起點前進目標區取回對應的圖卡。(如:在原點抽
圖卡
25min
到減碳卡，則要去終點取任一可減碳的漂流木或環保杯
減碳卡
圖卡，反之則為取加碳的圖卡)

分享實踐 注意:因不同加減碳卡分數不同，最後統計該隊伍加減碳
低碳生活 總分，最多的為獲勝隊伍。
之策略

(二) 計分暨頒獎
101

(三) 完成學習單
活動三 結束

教學評量
教學評量一、口頭評量方式
(一)、能思考飲食行動與環境維護發生衝突時，應該具備的態度與應變能力。
(二)、能夠敘述並瞭解參與課程所學習之內容。
(三)、能藉由活動參與，反思自我與環境之間應有的正向倫理關係。
教學評量二、紙本評量方式
(一)、應由學員自我思考並紀錄。
(二)、最後再由教師分享學習單內容:
1.人與環境之間倫理關係之感想。
2.完成工作或解決問題之心得與良好做法。
3.面對問題點的正向心態或表現態度。
4.面對問題點的正向或良好解決方法。
5.對於環境問題的反思或解決建議。
6.對於文化與環境關聯性的自我獨到見解或感想。
7.反思而產生的環境情感或認知、態度改變。
反思及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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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8 食在有藝社會大眾版教案內容

滿州里德--「食在有藝」

課程名稱

費用

本課程首先介紹里德食在有藝的環境因素及在地化的資材運用建構形成
豬朥束茅草屋的特色，分別以「亭下講古」與「低碳家園」、「在地滋味」
三個主軸，從茅草屋的無到有的故事及創設歷程，進行主要以解說教學及實
作體驗的活動方式為主。本課程延續著「生產與生活環保」的概念，實際體
驗在地生產及生活的活動，透過解說的方式讓民眾感受在地居民對社區營
造、生活環境中傳承先人智慧順應自然，將食農教育與環境教育結合的理
念，因能更深入了解當地的人文歷史，從源頭進行食育，將為連結在地人
文，紮根食農教育而努力。

課程簡介

ai-Ⅴc-2 透過科學探索與科學思考對生活週遭的事物產生新的體驗及興趣。

高級中學 ah-Ⅴc-2 對日常生活中所獲得的科學資訊抱持批判的態度，審慎檢視其真實性
教育階段
與可信度。
學習表現
an-Ⅴc-2 了解科學的認知方式講求經驗證據性、合乎邏輯性、存疑和反覆檢視。
ENa-Vc-2 節用資源與合理開發，可以降低人類對地球環境的影響，以利永續發

高級中學 展。
教育階段 CNa-Va-2 資源保育的有效方法。
學習內容 CNa-Vc-2 將永續發展的理念應用於生活中。

教學目標

1.
2.

學生能連接學校所學的概念。(熱的原理、植物的生長或食用部位)
學生能表達慢食的概念。

3.
4.
5.
6.

學生願意與他人分享當季蔬果的理念。
學生表達支持低碳飲食之意願。。
學生能表達如何支持低碳飲食之行動。
學生能動手體驗產地到餐桌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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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對象 社會大眾
教學地點 豬朥束園圃
教學時間 240 分鐘
活動人數 40 人

師生比

1：10

教材教具 看板、海廢資源、當令食材、窯與灶、圖卡、季節食蔬、主題食材
教學方法 講述教學、實作教學、口頭發表、合作教學
1.老師示範操作過程，請聽從教師指示 。
注意事項 2.社區探訪勿脫隊、大聲喧嘩以及隨意採摘作物。
參考資料 社區人士提供
教學目標 教學活動流程
壹、亭下講古(戶外)

時間

教學資源

05min

看板
圖片

地點:豬朥束茅草屋

一、引起動機
農村的村落裡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茶餘飯後總有
供人歇息的地方，社區不僅為打造一個聚會聊天的地方
而建造，更符應當今環境要減碳的概念，而尊重大自然
法則，減少人類活動對自然的衝擊。
(一) 你注意到建築結構中的做法嗎?
認識里德 (二) 除不用釘子外，還有哪些與環境及能源有關?
社區在資 (三) 鄉村跟都市的建築差異在哪裡？
源上的永 (四) 都市生活中鄰居們會大家聚在一起聊天嘛？
續利用做
法。

圖一:竹子的利用-童玩
二、教師準備
1. (一) 各式圖卡+加減碳卡
2. (二) 說明看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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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min

看板
圖卡
減碳卡

三、發展活動
活動 1-1 「植物功能」

認識里德
社區在資
源上的永
續利用做
法。

(地點: 茅草屋)

在熱帶地區的滿州鄉種植盤古拉草，油綠的盤古拉
草在夏秋之季形成充滿鄉村風情的地景，綠色大草原一
綑綑草捲堆放在農田上(專門給畜牧場餵牛羊)。除此最
受歡迎的牧草外，還有許多植物蔬果社區皆能發揮創思
設計賦予新生命。

看板
20min

實物
(草棚)

圖二: 盤古拉草
1.請你說一說，在這裡有沒有勾起你熟悉的回憶印
象?當時的涼亭與現在的涼亭有沒有差異?
參考答案：自由回答
記憶中涼亭是茶餘飯後聊天聯絡感情的地方。在
這異鄉有尋找印象中熟悉的記憶，即是所謂的『家』
的感覺。早期的茅草屋對現在而言可以說是環保的建
築，現在社區中的亭子很有復古，也很具環保的作
法。
2.利用植物的特性及長者的智慧做經驗傳承教導讓種植
的植物、作物能多元使用賦予創新。
3.觀察社區茅草屋，說說看是利用哪些材料建造的?
參考答案：早期茅草物的建造材料取自生活中的植物，
而社區依循的傳統的智慧及耆老的經驗，也利用在地
生活環境中所種植的植物蔬果的廢物再利用有茅草、
竹子和藤條更難能可貴的是完全沒有使用易鬆動、生
鏽的釘子，而是運用榫卯結構相當具低碳環保的建築
概念。
結論：在地除了種植物外，更能善加運用大自然環境中
的資源做為資源再利用減少環境汙染問題。社區承襲
老祖先惜物愛物的精神，竹子、盤古拉草、木材除了
有經濟價值外，更將多餘的、廢物發揮對環境友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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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法，以共同搭建屬於社區共同的休憩的地方，作為
凝聚村落情感與文化傳承聚會的地方。
活動 1-2「出神入化」

(地點: 茅草屋)

社區對這塊故鄉的土地有更多的使命及想法，有記載
社區的文化脈絡，參與共同營造設施，彼此相互交流，從
中激發不少創意，引發共識。
1.社區中的茅草屋除了實用外，將廢物再利用
花點心思，垃圾也能變黃金，你注意到那些
參考答案：瓠瓜做成水瓢 、掃帚、農具、童玩、竹槍、
瞭解經濟 竹蜻蜓………
發展與環
境保護的 2.分享社區製自的資源再利用的作品，並體驗與交流討論
創意。
關係，經
20min
參考答案：透過各個民眾的分享，更能集思廣益，多元
由討論與
學習，發會創意達到做環保大家一起來。
分享覺知
永續發展
的重要性 3.現代社會購買物品方便，為何社區仍要推動讓垃圾變黃
金?
參考答案：自由回答。
減碳作為環境保護，人人有責………

看板
實物
(草棚)

總結：在地的植物除了是糧食外，在面對 當今的環境問
題，社區也同時朝著在能源、減碳方面的應用。
四、綜合活動：
搶答遊戲-1

培養學生
從農作經
驗與低碳
實例中提
升對於環
境保護之
情感

先教育民眾「碳足跡」的概念，並從遊戲中思考
生活中產生的碳足跡因而反思正確的做法。
1. 隨機抽取桌上圖卡
2. 舉手搶答，說明圖卡上的物品為增/減碳品，並敘述一
個理由
3. 合理者得到減碳卡
15min
4. 計分

圖三:減碳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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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卡
減碳卡

正面

背面 (抽到 4 符號者為加碳)
圖四:圖卡(正反面)

活動一 結束
貳、低碳家園

(地點:低碳廁所、窯與灶)

瞭解個人行 一、引起動機：
為會影響環
境，致使個
人分享實踐
低碳生活之
策略。

低碳生活不但可以落實節能減碳，還能節約資源，
05min
社區如何從個人出發，選擇造成較少二氧化碳排放的生
活模式，社區在節約能源與綠色生活兩大部分從生活周
遭開始著手進行，已有成效。
1. 你注意到可從生活中如何做到低碳生活?
二、準備活動：
(一)各式圖卡+加減碳卡
(二）看板

05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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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板
實物
(低碳廁
所、窯與
灶)

看板
圖卡
減碳卡

三、發展活動 (地點:低碳廁所、窯與灶)
活動 2-1 「化腐為奇」
過去的農村生活中一進茅房，裡面就是蚊蠅亂飛、臭
氣熏天。會讓用過的人膽戰心驚、心有餘悸，從此再也不
願意嘗試了。住在城市中亦有很差的環境，但是你知道有
一種以堆肥化腐為奇的低碳廁所嗎?
1.早期年代有所謂的「茅坑」，其作用除排泄外，還有
其他用處嗎?
參考答案：社區建造的廁所，考慮安全使用人的排泄物作
堆肥。人跟環境的關係是密切的，社區為維護環境，將
資源零廢棄的理念，為在地的公廁仿早期的茅廁改良，
其廢物更可以做肥料，為多功能。
2.社區低碳廁所的作法對環境的影響?
參考答案：社區以全盤考量，以循環的概念連結菜園、廢
棄物(稻殼)、排泄物轉化成堆肥，以不用農藥施肥的作
法，不僅對人無害、對土地有了維護、對環境有了保護
作用，讓植物生長更安全。可稱得上最有智慧的環境保 20min
護作法。

圖五:教材教具室
總結：堆肥廁所，轉化為無害堆肥可滋養土地，做到資源
零廢棄。社區朝向建立一個永續、有彈性的生態環境
系統，讓資源得到更貼切、合理的再利用，永續經營
與利用，除節約用水與回收之外， 維護自然生態環
境，作好循環經濟創造物品新價值，才是更積極的做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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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板
實物
(低碳廁
所、窯與
灶)
圖片

圖六 :低碳廁所
活動 2-2「風之譯語」 (地點:風譯 作品處)
在墾管處開辦藝術家駐村活動的機會，與藝術家的接
觸下，藝術家與里德社區的相處感受記憶中孩提時隨風擺
動如鞦韆的記憶而建構出”風譯”之藝術創作，更與社區
認識 伙伴組成”浮浪拱打擊樂團”。
里德社區
在資源上 1.在地資源與藝術結合的「風譯」作品其代表的意
20min
的永續利
象是什麼?利用那些素材?
用做法。 參考答案:化腐朽為神奇，將漂流木、海漂廢物，
多點創意和藝術結合，共組成代表社區的生活精神。社
區在資源缺乏的條件下，轉而利用生活中的廢棄物，除
減少垃圾外做到資源再利用，也讓社區環境更優質。
2. 象徵著回憶的「風譯」作品，能呼應在社區演
奏下所傳達的甚麼意義?
參考答案:自由作答。
瞭解經濟
運用廢棄物再利用成立的「浮浪拱樂團」，經技術
發展與環
指導學習後更能轉化為社區居民創作並敲奏出代表里德
境保護的
社區、恆春民謠等歷史記憶，如同風意代表回憶的意
關係，經
義。結合當地氣候特色加上，社區夥伴的熱情人情味，
由討論與
結合了藝術讓社區提升了生活樂趣。
15min
分享覺知
永續發展 總結:日常生活中可找尋利用垃圾減量、資源回收、節約
的重要
能源等方法來保護環境。如里德社區茅草亭的建置，透
性。
過低碳建築與回收利用將此處成為社區重要據點。且藝
術創造亦落在社區菜園內社區精神的堡壘，除了裝置藝
術的精神外，也代表我們社區正在學習面對資源危機的
處理與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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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
實物
(低碳廁
所)
(漂流木)

四、綜合活動：
培養
學生從農
作經驗與
低碳實例
中提升對
於環境保
護之情
感。

(一)搶答遊戲-2
1. 隨機抽取桌上圖卡
2. 舉手搶答，說明圖卡上的物品為增/減碳品，
並敘述一個理由
3. 合理者得到減碳卡
4. 計分

圖卡
減碳卡

活動二 結束
參、在地滋味

瞭解個人
行為會影
響環境，
致使個人
分享實踐
低碳生活
之策略。

15min

(地點:茅草屋菜園)

一、引起動機：
你要品嘗道地的在地滋味是甚麼?答案當然是要「享
鮮在地」，就是「吃當地 ，時當令」的從土地到餐桌最快 05min
最直接的美好鮮味。
1.你知道里德現在生產收成甚麼作物嗎?
2.走一趟社區，你觀察到賴以生存的食物有何特色?
二、準備活動：
(一)看板
(二)實際觀察

05min

活動 3-1 「繽紛農趣」

圖卡
看板

10min

近來生活飲食上充斥著食安問題，「我可以安心購買
嗎？」、「這食物吃了有害嗎？」、「現在還有什麼東西是可
瞭解經濟
以吃的？」面對層出不窮的食品事件，除了人人自危之
發展與環
外，我們還能如何因應？
境保護的
關係，經
社區菜園中建造一座里德柴燒窯，應用傳統
由討論與
作法加上運用在地「三合土」做成的。
分享覺知
永續發展
1.什麼是三合土呢?你知道哪些做法?
的重要
參考答案:是指以三種或以上的材料混合而成的建築用
性。
土，三合土有土、砂、和石還可以加入蚵殼粉、糯
米、糖，也有石灰、黏土和細砂 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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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板
實物
(窯與灶)

10min
2. 社區建造的灶和窯是利用在地的甚麼樣的三合土組合
的建材?
參考答案: 社區堅持使用在地原料和柴燒燒窯經社區努力
嘗試後就是欖仁溪溪泥、園圃前面盤古拉草園的盤古
拉牧草以及紅糖
總結:里德社區為了達到「無毒」以及「吃在地，吃當
令」的飲食理念，材料都是取自在地環境，在地的土
和草，所以就算後來這座窯不再使用了，讓雨水沖刷
後，自然就會回歸大自然，不會像水泥一樣殘留在地
表，讓里德社區除了永續發展外也達到「永續的經
濟」。

圖七:窯與灶

活動 3-2 「食在有味」
瞭解
經濟發展
與環境保
護的關
係，經由
討論與分
享覺知永
續發展的
重要性。

現在的小孩會不會煮飯、曉不曉得食物怎麼來的，更
不知道如何吃得健康，讓孩子接觸食物的源頭，重新認識
食物存在的價值，食育才是解決食安問題最好的方式。
1.食物的取得容易，但社區的食物大多從哪裡來?
參考答案：自由回答
大都的生活經驗中較沒有機會看見食物的源頭，因此
帶領孩子從產地到餐桌，從飲食到環境，探訪食物源頭與
製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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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板
實物
(園圃蔬
菜)

2. 社區製作傳統的製品，其意義？
參考答案:自由回答
在自給自足的耕作下，社區除了提供溫飽外，更能
將多餘的食材，以傳統醃製法製作具有家鄉味的醃製
品，更可以讓食材延長保存。
3. 我們選擇當令的蔬菜食用，除了比較容易買到之外，
還有哪些好處呢?
參考答案：當令當季無化肥，食用安全，更可以保護環
境、透過實際的讓參與者親手接觸食材的經驗，學習與
食物有關的知識，知道如何正選擇食材，這正是社區推
廣食農教育，其目的傳達了愛物惜物的觀念。
4. 如何從飲食習慣的改變，來保護我們的
環境嗎?
參考答案：透過飲食行為與選擇食物碳足跡減少的食材，
以及對環境友善的方式選擇台灣產的吃當地的、當令蔬
瞭解經濟
果，因為進口食材，必須消耗能源運輸增加碳量，對環
發展與環
境破壞較大。
20min
境保護的
關係，經
由討論與
分享覺知
永續發展
的重要
性。
圖八:葛鬱金
圖九:白蘿蔔

看板
實物
(園圃蔬
菜)

總結：地球資源永續除了可結合日常生活中低碳與節水方
法做起，也可以學習里德社區建置社區菜園共同努力、
協力建立豬朥束菜園，共作建構最短食物里程飲食，除
了達到原本的自給自足、減少碳足跡的目標，更在無形
中，拉近了社區人與人之間的距離。也凝聚了社區人的
意識及力量，更完全符合社區營造之精神，也是減緩與
調適兩種途逕氣候快速變遷下的方法。而同時讓參與者
對土地和環境有更多的情感與關心樂活健康的生活方
式，能提升人類的身心，做到保護我們生存的地球。
瞭解
個人行為
會影響環
境，致使
個人分享
實踐低碳

四、綜合活動：
(一) 季節性體驗活動
從菜園採收書採開始體驗由產地到餐桌的過程，配合當
天準備的蔬菜進行加工，過程中交流低碳生活經驗與烹飪
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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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min

圖卡
減碳卡

生活之策 注意:因季節不同致使體驗活動種類之不同，社區成員須
略。
注意各食材與器材之準備，詳細烹飪流程則比照社區風
味餐組的指示辦理。
(二) 享用及完成學習單
活動三 結束
教學評量
教學評量一、口頭評量方式
(一)、能思考飲食行動與環境維護發生衝突時，應該具備的態度與應變能力。
(二)、能夠敘述並瞭解參與課程所學習之內容。
(三)、能藉由活動參與，反思自我與環境之間應有的正向倫理關係。
教學評量二、紙本評量方式
(一)、應由學員自我思考並紀錄。
(二)、最後再由教師分享學習單內容:
1.人與環境之間倫理關係之感想。
2.完成工作或解決問題之心得與良好做法。
3.面對問題點的正向心態或表現態度。
4.面對問題點的正向或良好解決方法。
5.對於環境問題的反思或解決建議。
6.對於文化與環境關聯性的自我獨到見解或感想。
7.反思而產生的環境情感或認知、態度改變。
反思及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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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豬朥束文化
豬朥束文化是以在地文化為主，體驗古往今來里德社區的變遷，透過講師的講述
了解當年排灣族，入主豬勞束、日本理番、漢化等過程，了解歷史對這片土地的影
響，這使的里德居民知足常樂，近年更以海漂垃圾製成打擊樂團巡迴演出。下表 4-3-5
為教案發展歷程，表 4-3-6 為 107 年 12 月修正版本的完整教案以國小版本為例，其餘
三個版本另附於附件。
表 4-3-9、豬朥束文化 教案歷程發展
修正時間

修正說明

106 年 10 月

初版

11 月

專家審議後修正

11 月 12 日

解說內容修正(環境議題)
思考互動性遊戲
學習單修正

12 月 19 日

修正教案內容
評估納入竹水槍體驗

107 年
03 月 10 日

整理必要解說點
增設紅龍果園器具展示室

07 月 27 日

調整教案方向…

08 月

持續討論新元素

09 月 15 日

預審查委員建議修正

11 月 15 日

現勘審查委員建議修正

12 月 25 日

依期末報告建議修正

表 4-3-10、豬朥束文化國小版教案內容
課程名稱

滿州里德--「豬朥束文化之旅」 設計者 蕭秀芸、楊筑鈞、林和俊

本課程首先介紹里德社區的地理位置，主要的導覽方式，是沿當地社區道
路進行，分為「咱家風情」與「咱家ㄟ寶」兩個故事主軸。在「咱家風情」
課程簡介 的活動一分為「國語傳習所」與「街坊傳奇」兩個部分。在「國語傳習所」
部分介紹，在清領時期，里德地區被稱為斯卡羅王國，是斯卡羅族群與卑南
族通婚後，所建立的貴族聚集之地，清領時期的里德社區擁有土地權跟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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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但是日治時期後失去其領地統治權，且將琅嶠十八社視為開化的平地人，
因此在此地設立國語傳奇所，主要教導學生當時的國語，日語，算術與修身，
鄰近的部落孩子們都要翻山越嶺來豬朥束分教場接受教育。
「街坊傳奇」部分則是介紹當地族群有閩南人、客家人及原住民，可以由建
築風格房子上的匾額堂號分辨出，並介紹在這樣小小的區塊中，出現了幾位
政治意見領袖，說明里德社區從古至今獨天德厚地靈人傑的存在。
「咱家ㄟ寶」的活動分為「傳統農具重現」與「浮浪共樂團」部分，
「傳統農
具重現」部分介紹社區現今的產業風貌，以及在傳統農業所使用的器具與狩
獵的用具，介紹社區以往的生活方式。而「浮浪共樂團」部分，則是藉由回
收廢棄物製作成樂器，藉由社區成員所組成的樂團，進行《里德名謠》的傳
唱，讓民眾感受到社區精神的傳承。
本課程延續著「地方」的概念，透過活動及導覽的體驗方式，讓民眾能對原
居地、周遭環境地形與文化的變遷，在引入歷史故事導入環境教育的理念，
讓民眾能夠瞭解里德社區發展時，對於生態保育及維護傳統文化的多方努力。
課程架構

社會領域
1a-Ⅱ-3 舉例說明社會事物與環境的互動、差異或變遷現象。
1a-Ⅲ-2 舉例說明在個人生活或民主社會中對各項議題做選擇的理由及其影
響。
1b-Ⅱ-1 解釋社會事物與環境之間的關係。
1b-Ⅲ-3 解析特定人物、族群與事件在所處時間、空間脈絡中的位置與意
國民小學 義。
2a-Ⅱ-1 關注居住地方社會事物與環境的互動、差異與變遷等問題。
教育階段 2a-Ⅱ-2 表達對居住地方社會事物與環境的關懷。
學習表現 2a-Ⅲ-1 關注社會、自然、人文環境與生活方式的互動關係。
2a-Ⅲ-2 表達對在地與全球議題的關懷。
2b-Ⅲ-1 體認人們對社會事物與環境有不同的認知、感受、意見與表現方
式，並加以尊重。
2c-Ⅲ-2 體認並願意維護公民價值與生活方式。
自然領域
ai -Ⅱ-3 透過動手實作，享受以成品來表現自己構想的樂趣。
ah -Ⅱ-2 透過有系統的分類與表達方式，與他人溝通自己的想法與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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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小學
教育階段
學習內容

教學目標

教學對象

ah -Ⅲ-1 利用科學知識理解日常生活觀察到的現象。
ah -Ⅲ-2 透過科學探究活動解決一部分生活週遭的問題。
社會領域
2a-Ⅱ-1 關注居住地方社會事物與環境的互動、差異與變遷等問題。
2a-Ⅲ-1 關注社會、自然、人文環境與生活方式的互動關係。
1b-Ⅲ-3 解析特定人物、族群與事件在所處時間、空間脈絡中的位置與意
義。
2b-Ⅱ-2 感受與欣賞不同文化的特色
2b-Ⅲ-2 理解不同文化的特色，欣賞並尊重文化的多樣性。
Ab-Ⅲ-1 臺灣的地理位置、自然環境，與歷史文化的發展有關聯性。
Af-Ⅱ-1 不同文化的接觸和交流， 可能產生衝突、合作和創新，並影響在
地的生活與文化。
自然領域
INf-Ⅱ-2 不同的環境影響人類食物的種類、來源與飲食習慣。
INg-Ⅱ-2 地球資源永續可結合日常生活中低碳與節水方法做起。
INg-Ⅱ-3 可利用垃圾減量、資源回收、節約能源等方法來保護環境。
1. 了解里德居民組成的族群多為排灣族，與位處的地理位置有關。
2. 認識當地排灣族傳統文化特色及強調當地斯卡羅文化傳承。
3. 啟發尊敬與尊重文化之情懷，從歷史發展的脈絡下更珍惜當地文化。
4. 培養維護古蹟的概念及欣賞在地文化之美。
國小學生

教學地點 里德社區
教學時間 240 分鐘
活動人數 40 人

師生比 1：10

教材教具 看板、圖卡、童玩 DIY（圖片）
教學方法 講述教學、實作教學、口頭發表、合作教學、戶外探訪
注意事項 1.童玩製作老師示範
2.社區探訪勿脫隊、大聲喧嘩
臺灣第一所蕃民教育學校
http://blog.xuite.net/a8801286415/twblog/
行政院農委會林業試驗所
https://www.tfri.gov.tw
參考資料 潘文杰：恆春原住民領袖所經歷的 1895
https://gushi.tw/%E3%80%90%E5%B0%8F%E7%9A%84%E8%87%BA%E7%8
1%A3%E5%8F%B2%E3%80%91%E6%BD%98%E6%96%87%E6%9D%B0%E
F%BC%9A%E4%B8%80%E5%80%8B%E5%8E%9F%E4%BD%8F%E6%B0%
91%E9%A0%98%E8%A2%96%E6%89%80%E7%B6%93%E6%AD%B7%E7%
9A%8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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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目的

教學活動流程
壹、咱家風情

時間

教學資源

地點:豬朥束茅草屋、傳習所

一. 引起動機
了解里德
德居民組
成的族群
多為排灣
族，與位
處的地理
位置有關

小朋友你們聽過「豬朥束」嗎?它是吃的?動物?還
是?你們可以說出屏東的你哪些地名呢?
那你們知道斯卡羅族、高砂族、頭目……是什麼嗎，這
些在學校課本中出現過的名詞與它的神祕面紗，今日就
要帶大家一一探訪踏查，讓大家了解過去地名跟部族對 05min 老照片
現在里德社區的重要性，以及如何轉變、過去歷史文化
對里德社區的重要性，以及在地社區如何重視並維護傳
統文化的保存。
老師:請問我們所看見的建築及各式用具，猜一猜它
過去是拿來做什麼的呢？具備的功能又是什麼?

二. 準備活動:
（一）教師準備
1.教學活動前備好看版。
2.張貼活動流程表及看版圖片、簡報活動說明，透過 05 min 圖片
講師講解認識豬狫束社的過去與現今的轉變。

三. 發展活動

30min 看版
圖片

活動 1-1 國語傳習所

實物
（一）說明里德&豬朥束社的由來
認識當地
排灣族傳
統文化特
色及強調
當地斯卡
羅文化傳
承

豬朥束社文化、傳統建築和現代豬朥束菜圃的形
成，人類社會的每一次進步中，文化都發揮著很大作用，
而當今時代，科技技術快速發展文化的傳承更是要靠
人。
(1)「豬朥束」你覺得是什麼？它是吃的?動物?
還是植物呢？還是?(請說出你的直覺)
參考答案：地名

(2)對於屏東恆春鎮你最有印象的有哪些地名?表示的涵
意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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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答案：ex.恆春-瑯嶠

10 min

(3)國語傳習所為台灣第一所西式教育的學校稱為?
參考答案：ex.豬朥束分教場
結論:透過舊照片、看板及現場實物的解說，讓參與者
認識在地人對於過往的歷史存有保留及其中蘊含的
意義有初步的概念，進一步瞭解歷史古蹟為先民之
環境遺物，為後代子孫之寶貴遺產，也為鄉土之資
源，應予以妥適的永久保存，以為環境之傳承，增
進對鄉土環境之愛。
(二)原住民文化

認識當地
排灣族傳
統文化特
色及強調
當地斯卡
羅文化傳
承

1. 日治臺灣原住民的教育可分為幾種，除了熟蕃外，南
北各部族文化上進程不一，北部較為剽悍，南部較為溫
和，以埔里為中心，分為南北兩大群，因此在南部設立
學校教育較為容易成功。當時臺灣總 督府所頒布原住
民教育方針：一、學科設國語、習字及算術三科，修身
作為課外學科。修身最初講授極為簡明之倫理，以及原
住民善良風俗與道德等，然後逐漸依據修身教科書講
授，每週講授一小時或兩小時。二、講授時先以國語（日
語）講授，再以原住民語解釋，例如教授數字「一、十、
百」
，先以國語講授，然後用原住民語解 釋；教授倫理
時，由教員先行國語講述過後，再由翻譯員以原住民語
20min
解釋。
(1)那現在你覺得「豬朥束」會是什麼呢？它是吃的?動
物?還是植物呢？
還是?(請說出你的直覺)
參考答案：地名
(2)你覺得生番熟番差在哪裡呢？
參考答案：被漢化的程度
(3)國語傳習所為台灣第一所西式教育的學校稱為?
參考答案：豬朥束分教場
(4)蚊蟀公學校是現在哪個學校呢？
參考答案：滿州國小前身
活動 1-2 街坊傳奇
20min
人類的文化是民族生存和發展的重要力量，相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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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當地
排灣族傳
統文化特
色及強調
當地斯卡
羅文化傳
承

依賴更肩負起對環境的責任。短短的一條街道，社區
間流傳的奇聞軼事有很多，也帶有豐富的傳奇色彩。
總結：街坊呈現並了解人與環境互動互依關係，尊重環
境及人之間的倫理關係。不同文化的接觸和交流，可
能產生衝突、合作和創新，日治民時期因為治台政策
影響在地的生活與文化族群，造上地區上的文化差
異。歷史與文化各有其產生的背景因素，因而形塑臺
灣多元豐富的文化內涵，而原住民文化、中華文化及
世界文化、日治時期遺留下的文化與史實，隨著時代
變遷，都在臺灣留下有形與無形的文化資產，並於生
活中展現特色。
四. 綜合活動:
(一)豬朥束大車拼

培養維護
古蹟的概
念及欣賞
在地文化
之美

本活動由關主出題，透過問答方式考驗遊客對民俗
植物與傳統工具的了解，本活動為個人活動，將一條麻
繩擺在地上，關主說明完題目後，題目敘述是正確的往
右跳，錯的往左跳。以下為題庫表：
1. 翻土機是拿來翻土的(o)
2. 月桃葉可以拿來包種子(o)
3. 鋤頭拿來吃的(x)
4. 無患子可以做繩索(x)
5. 無患子可以製作成洗滌商品(o)
墊子
6. 月桃葉的葉鞘能編織(o)
30min
7. 用山棕做蓑衣簑帽(o)
卡片
8. 翻土機是拿來抓背的(x)
9. 白榕的樹皮可以製作繩索(o)
10. 山棕葉可以做坌斗(x)
參考答案：是掃把
11. 月桃葉的可以拿來當粿墊(o)
12. 香蕉葉可以拿來當粿墊(o)
13. 黃藤可以變成掃把(x)
14. 無患子可以當法事用具(o)
參考答案：原住民將無患子視為法器
15. 沈葆禎是日本人(o)
16. 恆春鎮是在高雄市(x)
17. 豬朥束分教場是六年體制(x)
參考答案：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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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豬朥束是人名(x)
參考答案：地名
19. 台灣是 1895 年割讓給日本(o)
20. 姑婆芋可以吃(x)
參考答案：有毒，不能誤食。
總結：透過遊戲活動加深對在地文化的認知而連結使
參與者學習後能轉晴對自己文化的認知動機，同時
學習惜物愛物的態度，珍惜先人所遺傳下的文化對
我的重要性。
~~活動一結束~~
貳、咱家ㄟ寶

地點:里德社區和紅龍果園

一. 引起動機
屏東縣滿州鄉，陽光普照，冬季有所謂的落山風 05min 圖片
吹拂著。除了在地、文化、生態以外，有著適合種植的
產業，提供以無毒、無藥、生態共榮理念發展特色目標。
二、準備活動
(一) 教師準備

啟發尊敬
與尊重文
化之情
懷，從歷
史發展的
脈絡下更
珍惜當地
文化

1. 本活動由關主出題，透過問答方式考驗遊客對民俗
植物與傳統工具的了解，本活動為個人活動，將一條麻
繩擺在地上，關主說明完題目後，題目敘述是正確的往
右跳，錯的往左跳。以下為題庫表：
(1) 翻土機是拿來翻土的(o)
(2) 月桃葉可以拿來包種子(o)
(3) 鋤頭拿來吃的(x)
(4) 無患子可以做繩索(x)
10min 墊子
(5) 無患子可以製作成洗滌商品(o)
卡片
(6) 月桃葉的葉鞘能編織(o)
(7) 用山棕做蓑衣簑帽(o)
(8) 翻土機是拿來抓背的(x)
(9) 白榕的樹皮可以製作繩索(o)
(10)山棕葉可以做坌斗(x) 參考答案：掃把
(11) 月桃葉的可以拿來當粿墊(o)
(12) 香蕉葉可以拿來當粿墊(o)
(13) 黃藤可以變成掃把(x)
(14) 無患子可以當法事用具(o)
參考答案：原住民將無患子視為法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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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沈葆禎是日本人(x)
(16) 恆春鎮是在高雄市(x)
(17) 豬朥束分教場是六年體制(x)
參考答案：三年
(18) 豬朥束是人名(x)
參考答案：地名
(19) 台灣是 1895 年割讓給日本(o)
(20) 姑婆芋可以吃(x)
參考答案：有毒，不能誤食。
三、 發展活動
活動 2-1 傳統農具再現
(一)里德紅龍果園
1. 在街坊巷弄中，提供參訪 DIY 與現場採果樂，為兼
顧生態平衡，永續環境土地利用帶來全新的在地、無毒
親近大自然的體驗。
啟發尊敬
與尊重文
化之情
懷，從歷
史發展的
脈絡下更
珍惜當地
文化

2. 為何里德適合種植紅龍果的條件及原因?
參考答案：陽光、落山風及貧瘠的土地孕育著抗風寒、
耐乾旱的仙人掌植物『紅龍果』。

10min

總結：傳統的文化與純樸的生活體驗，透過當地居民收
集及保留，可回憶過往先人的智慧及面對生活刻苦耐
勞、辛勤工作的精神，於參觀耕種農具並透過在地解
說更能感受歷史的記憶與生活智慧。
(二) 教師準備
1. 教學活動前農具參訪聯繫。
2. 準備圖片--認識在地豬朥束社大頭目的歷史與
藝術重現的轉變。
3. 進行提問討論，討論的問題如下：
這一條街別於其他街坊的地方有哪些不一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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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min

參考答案：這裡有 DIY 烙燒藝術、漂流木雕刻。
(三)傳統農具重現
當地居民對於先人的智慧與勤儉刻苦耐勞的耕作
所留下來的文化，里德紅龍果園區工作室蒐藏了早期先
民生活器具與文物。
1. 你見過那些器具或知道其作用？它如何和操作?
參考答案：補獵物的捕獸器，就像設置陷阱，帶耊物誤
觸時就立刻被夾住無法逃脫。
培養維護
古蹟的概
念及欣賞
在地文化
之美

總結：傳統的文化與純樸的生活體驗，透過當地居民收
集及保留，可參觀不少過往的耕種農具，透過在地解 30min 農具
說回憶農業時期的味道十足。

傳統農具
活動 2-2 浮浪共樂團
(一)浮浪拱資源
農村再造的示範，社區投入人力並利用在地資源，
認識當地
除了凝聚社區力量也保護了社區生態，更屏除不以"建
排灣族傳
設"來發展在地生活兼顧居民生計與生態保育的進路。
統文化特
漂流木品
色及強調
實物
1.浮浪拱樂團都是利用哪些材料製作樂器?
當地斯卡
20min
參考答案：漂流木、海漂垃圾、廢棄漁具……
羅文化傳
承。
2.藉由樂團的表演，你注意到歌曲的意義?
參考答案：傳承、延續著民族歌謠的文化，並藉著歌曲
敘說著當地歷史文化特色。
總結：應用在地資源、在地智慧重建過往居民生活的樂
趣及在地文化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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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里德名謠之歌同樂
由在地人為記載里德的歷史文化，所寫下的名謠更
成為浮浪共樂團的主題曲。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2AzbHTWMHrA
《里德名謠》
里德本名豬狫束，後來分做三部落
十八番社大頭目，就是在地高砂族
山頂原名蚊蟀埔，後來叫做山頂路
日時作工真艱苦，晚時陪伴火金姑
欖仁溪有好地勢，植物動物尚介多
自然生態有保育，南部找嘸第二個
漂流木品
10min 實物

總結：可利用垃圾減量、資源回收、節約能源等方法來
保護環境這些原看不起眼的漂流木可以是垃圾汙染
我們的環境，也可以被秉予新生命減少破換環境，藉
著體驗學習與藝術創作，日常生活中我們也能效法
此精神，加以改造物品，增加產品的新功能，進而培
養我們愛護自然環境的永續精神。
四 、綜合活動
1.動手體驗-敲打 DIY 竹蜻蜓、掃把、喇叭樂
2.作品分享
3.心得分享
培養維護
古蹟的概
念及欣賞
在地文化
之美

沙勒竹
乾茅草
30min 繫繩
竹片

~~活動二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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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評量
一、口頭評量
(1) 每個主題活動進行中，均會有開放式問答與封閉式問題，是學員了解情況，如豬
朥束文化過古往今來的改變與差異。
(2) 感想分享，請學員分享里德社區是如何讓垃圾減量、資源回收、節約能源等改造
社區環境，並試者請他們分享會如何運用到他們之後的生活上。
(3) 豬朥束大車拼的回答與反應評斷
一、紙本評量
(1) 學習單上的作答，看學員是否了解在地文化的脈絡與情境。
反思及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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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11、豬僗束文化國中版教案內容
課程名稱

豬僗束文化
設計者 蕭秀芸、楊筑鈞、林和俊
本課程首先介紹里德社區的地理位置，主要的導覽方式，是沿當地社區道
路進行，分為「咱家風情」與「咱家ㄟ寶」兩個主軸。在「咱家風情」的活動
一分為「國語傳習所」與「街坊傳奇」兩個部分。在「國語傳習所」部分介
紹，本社區原為豬朥束社（今滿州鄉里德村），古稱為斯卡羅族的舊地。日據時
代在豬朥束設立分教場"教化”蕃童。學習體制和六年制的公學校不同，是三年
的學習教育，以國語(當時為日語)、算術與修身三科目為主。當地大頭目潘文
杰所屬部落的高砂族學童必須跋山涉水到豬朥束分教場接受教育。而位在南方
港口溪流域聚落的巴龜甪社阿美族學童，都要徒步翻山越嶺到里德的豬朥束分
教場上學。在「街坊傳奇」部分則是介紹當地族群有閩南人、客家人及原住
民，可由當地房屋建築及堂號中看出，此外並介紹過往原住民的主要活動範
圍，並依照導覽路徑介紹母女縣議員與兄弟里長的居所。在「咱家ㄟ寶」的活
動二分為「傳統農具重現」與「浮浪共樂團」部分，「傳統農具重現」部分介紹
社區現今的產業風貌，以及在傳統農業所使用的器具與狩獵的用具，介紹社區
以往的生活方式。而「浮浪共樂團」部分，則是藉由回收廢棄物製作成樂器，
藉由社區成員所組成的樂團，進行《里德名謠》的傳唱，讓民眾感受到社區精
神的傳承。
本課程延續著「地方」的概念，透過活動及導覽的體驗方式，讓民眾能對
原居地、周遭環境地形與文化的變遷，在引入歷史故事導入環境教育的理念，
課程簡介 讓民眾能夠瞭解里德社區發展時，對於生態保育及維護傳統文化的多方努力。
課程架構圖

豬朥束文化之旅
活動一

活動二

咱家風情

咱家ㄟ寶

國語傳習所

傳統農具重現

街坊傳奇

浮浪拱樂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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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領域
社 1a-Ⅳ-1
地 1a-Ⅳ-2
地 1b-Ⅳ-1
地 1b-Ⅳ-2
社 2a-Ⅳ-1
社 2a-Ⅳ-2
社 2c-Ⅳ-3

發覺生活經驗或社會現象與社會領域內容知識的關係。
說明重要環境、經濟與文化議題間的相互關係。
解析自然環境與人文景觀的相互關係。
歸納自然與人文環境互動的結果。
敏銳察覺人與環境的互動關係及其淵源。
關注生活周遭的重要議題及其脈絡，培養本土意識與在地關懷。
欣賞並願意維護自然與人文之美。

國民中學
教育階段 自然領域
學習表現 tc-Ⅳ-1 能依據已知的自然科學知識與概念，對自己蒐集與分類的科學數據，抱
持合理的懷疑態度，並對他人的資訊或報告，提出自己的看法或解釋。
po-Ⅳ-1 能從學習活動、日常經驗及科技運用、自然環境、書刊及網路媒體中，
進行各種有計畫的觀察，進而能察覺問題。
pc-Ⅳ-2 能利用口語、影像（如攝影、錄影）、文字與圖案、繪圖或實物、科學
名詞、數學公式、模型或經教師認可後以報告或新媒體形式表達完整之探究過
程、發現與成果、價值、限制和主張等。視需要，並能摘要描述主要過程、發
現和可能的運用。
ai-Ⅳ-1 動手實作解決問題或驗證自己想法，而獲得成就感。
ah -Ⅳ-2應用所學到的科學知識與科學探究方法幫助自己做出最佳的決定。
社會領域
歷 Ea-Ⅳ-3「理蕃」政策與原住民社會的對應。
歷 Eb-Ⅳ-1 現代教育與文化啟蒙運動。
地 Ab-Ⅳ-4 探究活動：土地利用與環境倫理。
地 Af-Ⅳ-1 聚落體系與交通網絡。
地 Ca-Ⅳ-3 聚落地名的命名與環境、族群文化的關係。
國民中學
地 Ca-Ⅳ-4 探究活動：地名和生產活動、產物命名等商品行銷的關係。
教育階段
自然領域
學習內容
Ib-Ⅳ-6 台灣秋冬季受東北季風影響，夏季受西南季風影響，造成各地氣溫、風
向和降水的季節性差異。
Na-Ⅳ-3 環境品質繫於資源的永續利用與維持生態平衡。
Na-Ⅳ-5 各種廢棄物對環境的影響，環境的承載能力與處理方法。
Na-Ⅳ-6 人類社會的發展必須建立在保護地球自然環境的礎上。
Na-Ⅳ-7 為使地球永續發展，可以從減量、回收、再利用、綠能等做起。
1. 瞭解人與灰面鵟鷹等猛禽在生態系中的地位與關係。
2. 知道灰面鵟鷹等猛禽對自然環境的重要性及其生命的價值
3. 瞭解人類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會對環境與生物產生傷害。
教學目標
4. 經由實際體驗，培養學生對各種環境變遷的覺知進而付諸行動。
5. 能歸納思考不同環境問題的原因與研判可能的解決方式。
教學對象 國中生
教學地點 里德社區
教學時間 24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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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人數 40 人
師生比 1:10
教材教具 看板、圖卡、童玩 DIY（圖片）
教學方法 講述教學、實作教學、口頭發表、合作教學、戶外探訪
1.木雕操作(雕刻刀)老師示範
注意事項
2.社區探訪勿脫隊、大聲喧嘩
臺灣第一所蕃民教育學校
http://blog.xuite.net/a8801286415/twblog/
參考資料
行政院農委會林業試驗所
https://www.tfri.gov.tw
教學目標 教學活動流程
壹、咱家風情 (室內+戶外)

時間

教學資源

地點:豬朥束茅草屋、傳習所

一、引起動機

了解里德
德居民組
成的族群
多為排灣
族，與位
處的地理
位置有關

小朋友你們聽過「豬朥束」嗎?它是吃的?動物?還是?你們
可以說出屏東的你哪些地名呢?
那你們知道斯卡羅族、高砂族、頭目……是什麼嗎，這些
05min 老照片
在學校課本中出現過的名詞與它的神祕面紗，今日就要帶大家
一一探訪踏查，讓大家了解過去地名跟部族對現在里德社區的
重要性，以及如何轉變、過去歷史文化對里德社區的重要性，
以及在地社區如何重視並維護傳統文化的保存。
老師:請問我們所看見的建築及各式用具，猜一猜它過去
是拿來做什麼的呢？具備的功能又是什麼?
二、準備活動
1.教學活動前備好看版。
2.張貼活動流程表及看版圖片、簡報活動說明，透過講師講解 05min 圖片
認識豬狫束社的過去與現今的轉變
三、發展活動：

認識當地
排灣族傳
統文化特
色及強調
當地斯卡
羅文化傳
承

活動 1-1 國語傳習所
看版
（一）說明里德&豬朥束社的由來
30min 圖片
豬朥束社文化、傳統建築和現代豬朥束菜圃的形成，人類
實物
社會的每一次進步中，文化都發揮著很大作用，而當今時代，
科技技術快速發展文化的傳承更是要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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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豬朥束」與里德社區有什麼樣的關係?
參考答案：很特別的名稱，是地名。
在歷史的記載被稱為或自稱斯卡羅族（人）的豬勞束社（今
滿州鄉里德村）人，在當代並不再用斯卡羅來稱呼自己是誰，
而是採用了「里德人」一種對於地方指涉的概念，來區分我群
與他群的差異。里德人指的是過去居住在 Kaliusin（嘎哩稱）
、
認識當地 Tsikaudan（狗籠）及豬勞束（Cilasoaq）三個地方的人群。
排灣族傳
統文化特 (2)對於屏東恆春鎮你最有印象的有哪些地名?表示的涵意為
看版
色及強調 何?
20min 圖片
當地斯卡 參考答案：ex.恆春-瑯嶠
實物
羅文化傳
承
(3)國語傳習所為台灣第一所西式教育的學校稱為?
參考答案：ex.豬朥束分教場
總結:透過舊照片、看板及現場實物的解說，讓參與者認識在
地人對於過往的歷史存有保留及其中蘊含的意義有初步的
概念，進一步瞭解歷史古蹟為先民之環境遺物，為後代子孫
之寶貴遺產，也為鄉土之資源，應予以妥適的永久保存，以
為環境之傳承，增進對鄉土環境之愛。
(二)原住民文化
1. 日治臺灣原住民的教育可分為幾種，除了熟蕃外，南北各
部族文化上進程不一，北部較為剽悍，南部較為溫和，以埔
里為中心，分為南北兩大群，因此在南部設立學校教育較為
容易成功。當時臺灣總 督府所頒布原住民教育方針：
認識當地
排灣族傳
統文化特
色及強調
當地斯卡
羅文化傳
承

(1)、學科設國語、習字及算術三科，修身作為課外學科。修
身最初講授極為簡明之倫理，以及原住民善良風俗與道德
等，然後逐漸依據修身教科書講授，每週講授一小時或兩小
時。
(2)、講授時先以國語（日語）講授，再以原住民語解釋，例
如教授數字「一、十、百」，先以國語講授，然後用原住民
語解 釋；教授倫理時，由教員先行國語講述過後，再由翻譯
員以原住民語解釋。
①那現在你覺得「豬朥束」會是什麼呢？它是吃的?動物?還
是植物呢？還是?(請說出你的直覺)
參考答案：地名
② 國語傳習所為台灣第一所西式教育的學校稱為?
參考答案：豬朥束分教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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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min

③ 蚊蟀公學校是現在哪個學校呢？
參考答案：滿州國小前身
④ 日治時期對原住民學童教導了哪三個學科？
參考答案：修身、國語、算數
總結: 從歷史的發展看，地名跟部族可以了解與政治、歷
史、文化都有密切關係，具意義的是歷史文明的知識更能
豐富人的學習，透過解說與體驗傳承重視並維護傳統文
化。
活動 1-2 街坊傳奇
人類的文化是民族生存和發展的重要力量，相互依賴更
肩負起對環境的責任。短短的一條街道，社區間流傳的奇聞
軼事有很多，也帶有豐富的傳奇色彩。
1.里德社區的一條街中，人才濟濟，你猜猜有哪些民意代表?
認識當地 參考答案：任里長、第一位女議員……，人才濟濟。
排灣族傳
統文化特 2.在人數不多的社區當任民意代表者，都有一特殊現象?
色及強調 參考答案：街坊中有賢喬梓、昆仲皆擔任里長。
10min
當地斯卡
羅文化傳 總結：街坊呈現並了解人與環境互動互依關係，尊重環境及
承
人之間的倫理關係。不同文化的接觸和交流，可能產生衝
突、合作和創新，日治民時期因為治台政策影響在地的生活
與文化族群，造上地區上的文化差異。歷史與文化各有其產
生的背景因素，因而形塑臺灣多元豐富的文化內涵，而原住
民文化、中華文化及世界文化、日治時期遺留下的文化與史
實，隨著時代變遷，都在臺灣留下有形與無形的文化資產，
並於生活中展現特色。
四、綜合活動:
(一) 豬朥束大車拼
培養維護
本活動由關主出題，透過問答方式考驗遊客對民俗植物
古蹟的概
與傳統工具的了解，本活動為個人活動，將一條麻繩擺在地
墊子
念及欣賞
30min
上，關主說明完題目後，題目敘述是正確的往右跳，錯的往
卡片
在地文化
左跳。以下為題庫表：
之美
1. 翻土機是拿來翻土的(o)
2. 月桃葉可以拿來包種子(o)
3. 鋤頭拿來吃的(x)
4. 無患子可以做繩索(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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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無患子可以製作成洗滌商品(o)
6. 月桃葉的葉鞘能編織(o)
7. 用山棕做蓑衣簑帽(o)
8. 翻土機是拿來抓背的(x)
9. 白榕的樹皮可以製作繩索(o)
10. 山棕葉可以做坌斗(x)
參考答案：是掃把
1. 月桃葉的可以拿來當粿墊(o)
2. 香蕉葉可以拿來當粿墊(o)
3. 黃藤可以變成掃把(x)
4. 無患子可以當法事用具(o)
參考答案：原住民將無患子視為法器
1. 沈葆禎是日本人(o)
2. 恆春鎮是在高雄市(x)
3. 豬朥束分教場是六年體制(x)
參考答案：三年
1. 豬朥束是人名(x)
參考答案：地名
1. 台灣是 1895 年割讓給日本(o)
2. 姑婆芋可以吃(x)
參考答案：有毒，不能誤食。
總結：透過遊戲活動加深對在地文化的認知而連結使參與者
學習後能轉晴對自己文化的認知動機，同時學習惜物愛物的
態度，珍惜先人所遺傳下的文化對我的重要性。
~~活動一結束~~
啟發尊敬
與尊重文
化之情
懷，從歷
史發展的
脈絡下更
珍惜當地
文化

貳、咱家ㄟ寶(戶外課)

地點:里德社區和紅龍果園

一、引起動機
屏東縣滿州鄉，陽光普照，冬季有所謂的落山風吹拂
05min 圖片
著。除了在地、文化、生態以外，有著適合種植的產業，提
供以無毒、無藥、生態共榮理念發展特色目標。

二、準備活動
1. 教學活動前農具參訪聯繫。
2. 準備圖片--認識在地豬朥束社大頭目的歷史與藝術重
現的轉變。
3. 進行提問討論，討論的問題如下：
這一條街別於其他街坊的地方有哪些不一樣的？
參考答案：這裡有 DIY 烙燒藝術、漂流木雕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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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min

墊子
卡片

三、發展活動
活動 2-1 傳統農具再現
(一)里德紅龍果園
1. 在街坊巷弄中，提供參訪 DIY 與現場採果樂，為兼顧生態
平衡，永續環境土地利用帶來全新的在地、無毒親近大自然的
啟發尊敬 體驗。
與尊重文 2. 為何里德適合種植紅龍果的條件及原因?
參考答案：陽光、落山風及貧瘠的土地孕育著抗風寒、耐乾旱
化之情
懷，從歷 的仙人掌植物『紅龍果』。
20min
史發展的
脈絡下更
珍惜當地
文化

總結：傳統的文化與純樸的生活體驗，透過當地居民收集及保
留，可回憶過往先人的智慧及面對生活刻苦耐勞、辛勤工作
的精神，於參觀耕種農具並透過在地解說更能感受歷史的記
憶與生活智慧。
(二)傳統農具
當地居民對於先人的智慧與勤儉刻苦耐勞的耕作所留下
來的文化，里德紅龍果園區工作室蒐藏了早期先民生活器具與
文物。
1. 你見過那些器具或知道其作用？它如何和操作?
參考答案：補獵物的捕獸器，就像設置陷阱，帶耊物誤觸
時就立刻被夾住無法逃脫。
培養維護
古蹟的概 總結：傳統的文化與純樸的生活體驗，透過當地居民收集
念及欣賞
及保留，可參觀不少過往的耕種農具，透過在地解說回
在地文化
憶農業時期的味道十足。
之美

傳統農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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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min 農具

活動 2-2 浮浪共樂團
(一)浮浪拱資源
農村再造的示範，社區投入人力並利用在地資源，除了凝
聚社區力量也保護了社區生態，更屏除不以"建設"來發展在地
認識當地 生活兼顧居民生計與生態保育的進路。
排灣族傳
統文化特 1.浮浪拱樂團都是利用哪些材料製作樂器?
漂流木品
色及強調 參考答案：漂流木、海漂垃圾、廢棄漁具……
20min
實物
當地斯卡
羅文化傳 2.藉由樂團的表演，你注意到歌曲的意義?
承
參考答案：傳承、延續著民族歌謠的文化，並藉著歌曲敘說著
當地歷史文化特色。
總結：應用在地資源、在地智慧重建過往居民生活的樂趣及在
地文化的認識。
(二) 浮浪共樂團-里德名謠之歌同樂
由在地人為記載里德的歷史文化，所寫下的名謠更成為浮
浪共樂團的主題曲。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2AzbHTWMHrA
《里德名謠》
里德本名豬狫束，後來分做三部落
十八番社大頭目，就是在地高砂族
山頂原名蚊蟀埔，後來叫做山頂路
日時作工真艱苦，晚時陪伴火金姑
欖仁溪有好地勢，植物動物尚介多
自然生態有保育，南部找嘸第二個
10min

總結：可利用垃圾減量、資源回收、節約能源等方法來保護環
境這些原看不起眼的漂流木可以是垃圾汙染我們的環境，也
可以被秉予新生命減少破換環境，藉著體驗學習與藝術創
作，日常生活中我們也能效法此精神，加以改造物品，增加
產品的新功能，進而培養我們愛護自然環境的永續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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漂流木品
實物

四 、綜合活動
1.動手體驗-敲打 DIY 竹蜻蜓、掃把、喇叭樂
2.作品分享
3.心得分享
培養維護
古蹟的概
念及欣賞
在地文化
之美

30min

沙勒竹
乾茅草
繫繩
竹片

~~活動二結束~~
教學評量
一、口頭評量
(4) 每個主題活動進行中，均會有開放式問答與封閉式問題，是學員了解情況，如豬朥束
文化過古往今來的改變與差異。
(5) 感想分享，請學員分享里德社區是如何讓垃圾減量、資源回收、節約能源等改造社區
環境，並試者請他們分享會如何運用到他們之後的生活上。
(6) 豬朥束大車拼的回答與反應評斷
二、紙本評量
(2) 學習單上的作答，看學員是否了解在地文化的脈絡與情境。
(3)
反思及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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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12、豬僗束文化社會版教案內容
課程名稱

豬僗束文化
設計者 蕭秀芸、楊筑鈞、林和俊
本課程首先介紹里德社區的地理位置，主要的導覽方式，是沿當地社區道路
進行，分為「咱家風情」與「咱家ㄟ寶」兩個主軸。在「咱家風情」的活動一分
為「國語傳習所」與「街坊傳奇」兩個部分。在「國語傳習所」部分介紹，本社
區原為豬狫束社（今滿州鄉里德村）
，古稱為斯卡羅族的舊地。日據時代在豬朥
束設立分教場"教化”蕃童。學習體制和六年制的公學校不同，是三年的學習教
育，以國語(當時為日語)、算術與修身三科目為主。當地大頭目潘文杰所屬部落
的高砂族學童必須跋山涉水到豬朥束分教場接受教育。而位在南方港口溪流域
聚落的巴龜甪社阿美族學童，都要徒步翻山越嶺到里德的豬朥束分教場上學。在
「街坊傳奇」部分則是介紹當地族群有閩南人、客家人及原住民，可由當地房屋
建築及堂號中看出，此外並介紹過往原住民的主要活動範圍，並依照導覽路徑介
紹母女縣議員與兄弟里長的居所。在「咱家ㄟ寶」的活動二分為「傳統農具重
現」與「浮浪共樂團」部分，「傳統農具重現」部分介紹社區現今的產業風貌，
以及在傳統農業所使用的器具與狩獵的用具，介紹社區以往的生活方式。而「浮
浪共樂團」部分，則是藉由回收廢棄物製作成樂器，藉由社區成員所組成的樂
團，進行《里德名謠》的傳唱，讓民眾感受到社區精神的傳承。
本課程延續著「地方」的概念，透過活動及導覽的體驗方式，讓民眾能對
課程簡介
原居地、周遭環境地形與文化的變遷，在引入歷史故事導入環境教育的理念，
讓民眾能夠瞭解里德社區發展時，對於生態保育及維護傳統文化的多方努力。
課程架構圖

社會領域
歷 1a-Ⅴ-2 說明相關歷史事件或人物在歷史發展中的重要性。
歷 1a-Ⅴ-3 比較過去與現在的異同，並說明過去與現在的關聯性。
高級中學
公 1a-Ⅴ-1 說明社會生活的現象及其成因。
教育階段 地 2a-Ⅴ-1 敏銳察覺社會及環境變遷的內涵。
學習表現 地 2a-Ⅴ-2 連結地理視野、地理系統的概念，體認生活中各種現象的全球關
連。
公 2a-Ⅴ-1 關注社會生活相關課題及其影響。
地 2b-Ⅴ-1 具備地方感與鄉土愛，關懷其他地區的社會及環境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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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2b-Ⅴ-3 理解地理環境的系統運作，體認環境倫理的內涵。
地 2c-Ⅴ-2 珍視不同空間尺度的環境永續價值，並願意付諸行動保護。

高級中學
教育階段
學習內容

教學目標

教學對象
教學地點
教學時間
活動人數
教材教具
教學方法
注意事項

社會領域
歷 Db-Ⅴ-1 日治時期的政治與社會運動。
地 Bf-Ⅴ-4 探究活動：產業發展與變遷。

1. 學生能認識並瞭解斯卡羅族。
2. 學生瞭解文化對人的重要性。
3. 學生願意與他人分享學習到的歷史內容。
4. 學生能操作並體驗由海洋廢棄物製成的樂器。
5. 學生知道資源利用可以達到海洋廢棄物減量。
社會大眾
里德社區
240 分鐘
40 人
師生比 1:10
牧草、土壤、小方塊、木雕
講述教學、實作教學、口頭發表、合作教學、戶外探訪
1.木雕操作(雕刻刀)老師示範
2.社區探訪勿脫隊、大聲喧嘩

臺灣第一所蕃民教育學校
http://blog.xuite.net/a8801286415/twblog/
參考資料 行政院農委會林業試驗所
https://www.tfri.gov.tw
教學目標 教學活動流程
壹、咱家風情(室內+戶外)

時間

教學資源

地點:豬朥束茅草屋、傳習所

一、引起動機
能理解日
治時期的
政治與現
代教育與
文化啟蒙
運動，對
聚落族群
的影響

你們還記得日治時期的同化政策嗎？那你覺得我們這裡
為什麼叫做「豬朥束」呢?
你們可以說出屏東的你哪些地名呢?
10min 老照片
那還記得斯卡羅族、高砂族、頭目……是什麼
嗎，
這些在學校課本中出現過的名詞是如何被命名，當地的環境與
族群又是什麼樣貌，今日就要帶大家一一探訪踏查，讓大家了
解過去地名跟部族對現在里德社區的重要性，以及如何轉變、
過去歷史文化對里德社區的重要性，以及在地社區如何重視並
維護傳統文化的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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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恆春地區十九世紀末，已然形成一個族群關係多樣化的
地帶；同時，恆春，由於是中（清帝國）、 外（美國、日
本）勢力交錯的特殊地帶，開港之後屢屢因船難誤闖的歐美
人士、牡丹社事件前後造訪的日本軍隊，以及設縣之後的清
朝官吏，到日治時期，不同的民族對滿洲地區的統治，對滿
州地區原住民的管理策略，都深深地影響至今里德社區的
樣貌。
二、準備活動
1.教學活動前備好看版。
2.張貼活動流程表及看版圖片、簡報活動說明，透過講師講解 05min 圖片
認識豬狫束社的過去與現今的轉變
三、發展活動：
活動 1-1 國語傳習所
在日治時期，日本人採取安撫政策，並廣為開設番童國語
傳習所，制定教育台灣小學(公學校)理念，當時在豬勞束（今
滿州里 德）設立日本治台首先設立的皇化蕃民場所「恆春國
語傳習所豬老束分教場」，從事豬勞束社山區部落蕃童的學校
教育，那時候所謂的「國語」，當然不是現在的北京話，而是
阿烏伊ㄟ歐的日本話。
產業發展
變遷聚落
與地名的
命名與環
境、族群
文化的關
係

(1)「豬朥束」你覺得是什麼？它是吃的?動物?還是植物呢？
還是?(請說出你的直覺)
看版
參考答案：地名
30min 圖片
(2)對於屏東恆春鎮你最有印象的有哪些地名?
實物
參考答案：ex.恆春-瑯嶠
(3) 瑯嶠代表的涵意為何?
參考答案：對於瑯嶠的地名來源，一般認為是當地原住民排灣
族語「蝴蝶蘭」的音譯，因過去這裡有遍地野生的蘭花，因
此稱之為「開滿蘭花的土地」，亦有人說是鯊魚很多的地方、
種滿銀合歡之地等。
總結:透過舊照片、看板及現場實物的解說，讓參與者認識在
地人對於過往的歷史存有保留及其中蘊含的意義有初步的
概念，進一步瞭解歷史古蹟為先民之環境遺物，為後代子孫
之寶貴遺產，也為鄉土之資源，應予以妥適的永久保存，以
為環境之傳承，增進對鄉土環境之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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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原住民文化
1. 日治臺灣原住民的教育可分為幾種，除了熟蕃外，南北各
部族文化上進程不一，北部較為剽悍，南部較為溫和，以埔
里為中心，分為南北兩大群，因此在南部設立學校教育較為
容易成功。當時臺灣總 督府所頒布原住民教育方針：
(1)、學科設國語、習字及算術三科，修身作為課外學科。修
身最初講授極為簡明之倫理，以及原住民善良風俗與道德
等，然後逐漸依據修身教科書講授，每週講授一小時或兩小
時。
(2)、講授時先以國語（日語）講授，再以原住民語解釋，例
能理解日 如教授數字「一、十、百」，先以國語講授，然後用原住民
治時期的 語解 釋；教授倫理時，由教員先行國語講述過後，再由翻譯
政治與現 員以原住民語解釋。
自製玩牌
代教育與
25min 圖卡
文化啟蒙 ①那現在你覺得「豬朥束」會是什麼呢？它是吃的?動物?還
看板
運動，對 是植物呢？還是?(請說出你的直覺)
聚落族群 參考答案：地名
的影響
② 國語傳習所為台灣第一所西式教育的學校稱為?
參考答案：豬朥束分教場
③ 蚊蟀公學校是現在哪個學校呢？
參考答案：滿州國小前身
④ 日治時期對原住民學童教導了哪三個學科？
參考答案：修身、國語、算數
總結: 從歷史的發展看，地名跟部族可以了解與政治、歷
史、文化都有密切關係，具意義的是歷史文明的知識更能
豐富人的學習，透過解說與體驗傳承重視並維護傳統文
化。
活動 1-2 街坊傳奇
人類的文化是民族生存和發展的重要力量， 相互依賴更
肩負起對環境的責任。
了解族群
短短的一條街道，人才濟濟，曾經擔任里長 的有那些人? 20min
文化的關
參考答案：ex.賢喬梓、昆仲皆擔任里長一職、 第一位女議
係
員……，人才濟濟。
總結：街坊呈現並了解人與環境互動互依關 係，尊重環境及
人之間的倫理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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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綜合活動:
（一）配對大作戰
(透過遊戲讓遊客對李德的歷史文化有進一步的認識)
由教師以說故事的串聯方式，將以下題目中的 5-8 的主題融
入，再進行配對遊戲比賽:
1.為什麼設立國語傳習所？
A: 放任驅逐與同化
2.國語傳習所設立於何時？
A:1896-1898 年
3.國語傳習所中的國語是指那國語言？
A:日本語
4.國語傳習所為台灣第一所西式教育的學校?
A:豬朥束分教場
5.國語傳習所後來改為？其前身？
A:公學校(今屏東滿州國小)
6.蚊蟀公學校就是今天的那個國小？
A:滿州國小，
鄉村地區 7.國語傳習所是那一族群的教育發祥地?
自製玩牌
A:高砂族
的土地利
30min 圖卡
用與環境 8.十八番社中種族通婚後所形成建立的貴族政治實體，是為
看板
那一族?
倫理
A:斯卡羅族
9.大頭目稱為什麼？
A:大股頭
10.羅發號事件有那些關係人？
A:李仙德 卓杞篤
潘文杰
11.最早漢化的原住民？
A:斯卡羅族
12.斯卡羅族有四大社
A:豬朥束社、社麻里社、貓仔社、龍鑾
社
13.大頭目的姓氏
A:潘

(1)每完成一組配對，得 2 分，
(2)最後答對者最多者再加 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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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日治時期對台灣的現代教育與文化啟蒙運動，使不同
文化的接觸和交流、衝突，日治民時期因為治台政策影響
里德社區的生活與文化族群，新舊文化的衝突與在地社會
的調適。歷史與文化各有其產生的背景因素，因而形塑臺
灣多元豐富的文化內涵，而原住民文化、中華文化及世界
文化、日治時期遺留下的文化與史實，隨著時代變遷，都
在臺灣留下有形與無形的文化資產，並於生活中展現特
色。
~~活動一結束~~
貳、咱家ㄟ寶(戶外課)
知道恆春
半島秋冬
季受東北
季風影
響，對作
物的影響
與限制

地點:里德社區和紅龍果園

一、引起動機
屏東縣滿州鄉，陽光普照，氣候屬於熱帶性海
洋
性，夏季雨水充沛，秋季東北季風強勁，全年四季春。因中
央山脈延伸至恆春半島前端已形成三、四百公尺高度小山， 05min 圖片
無法抵擋季節強風，以致每年 9 至翌年 3 月間形成著名的落
山風。冬季有所謂的落山風吹拂著。除了在地、文化、生態
以外，有著適合種植的產業，提供以無毒、無藥、生態共榮
理念發展特色目標。
二、準備活動
1. 教學活動前農具參訪聯繫。
2. 準備圖片--認識在地豬朥束社大頭目的歷史與藝術重現的
轉變。
墊子
10min
3. 進行提問討論，討論的問題如下：
卡片
這一條街別於其他街坊的地方有哪些不一樣的？
參考答案：這裡有 DIY 烙燒藝術、漂流木雕刻。
三、發展活動
活動 2-1 傳統農具再現

知道恆春
半島秋冬
季受東北
季風影
響，對作
物的影響
與限制

(一)里德紅龍果園
1. 在街坊巷弄中，提供參訪 DIY 與現場採果樂，為兼顧生態
平衡，永續環境土地利用帶來全新的在地、無毒親近大自然的 15min
體驗。
2. 為何里德適合種植紅龍果的條件及原因?
參考答案：紅龍果對園地的要求並不嚴格，不論是砂礫地、粘
質壤土或其它邊際效益低之地質均可生長；氣候條件以冬季不
下霜之處即可，因此台灣從南到北的平地、丘陵或淺坡地均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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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栽植，惟仍以氣溫較高、光線充足處，植株的生育會較為強
健，對病蟲的抗性較強，且產期長又分散，果實耐貯運且耐旱，
病蟲害少，幾乎可不噴農藥等良好生產管理特性。恆春半島先
天的地理條件擁有陽光、東北季風(落山風)及貧瘠的土地孕育
著抗風寒，因此適合種植仙人掌植物『紅龍果』。

(二)傳統農具
里德紅龍果園區工作室蒐藏了早期先民生活器具與文物。
1.你認識哪一種農具，你自己用過那些呢？能不能請你上台分
享經驗呢？那你知道它如何和操作？你知道它的功用嗎？
參考答案：翻土機、耙子……。
總結：傳統的文化與純樸的生活體驗，透過當地居民收集及保
留，可參觀不少過往的耕種農具，透過在地解說回憶農業時
產業發展
期的味道十足。以傳統文化用具為例，探討石化產業對環境
變遷、族
與生活的轉變，探索其帶來的經濟發展及環境衝擊，進而引
30min 農具
群文化傳
導思索永續發展的可能性。
承的關係

傳統農具
了解各種
廢棄物對
環境的影
響，人類
社會的發
展必須建
立在保護

活動 2-2 浮浪共樂團
(一)資源利用
漂流木品
農村再造的示範，社區投入人力並利用在地資源，除了凝 20min
實物
聚社區力量也保護了社區生態，更屏除不以"建設"來發展在地
生活兼顧居民生計與生態保育的進路。
1.浮浪拱樂團都是利用哪些材料製作樂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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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自然
環境的礎
上。環境
的承載能
力與處理
方法

參考答案：漂流木、海漂垃圾、廢棄漁具……
2.邀請遊客一同思考漂流木與海漂垃圾還有哪些方式可以利
用?並一同分享反饋
參考答案：烙燒藝術、漂流木雕刻、燈罩
總結：應用在地資源、在地智慧重建過往居民生活的樂趣及在
地文化的認識，了解各種廢棄物對環境的影響，並透過尋環
境經濟的思維朝向人類社會的永續發展。
(二) 浮浪共樂團-里德名謠之歌同樂
由在地人為記載里德的歷史文化，所寫下的名謠更成為浮
浪共樂團的主題曲。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2AzbHTWMHrA
《里德名謠》
里德本名豬狫束，後來分做三部落
十八番社大頭目，就是在地高砂族
山頂原名蚊蟀埔，後來叫做山頂路
日時作工真艱苦，晚時陪伴火金姑
欖仁溪有好地勢，植物動物尚介多
自然生態有保育，南部找嘸第二個

10min

漂流木品
實物

浮浪共樂團
總結：鄉村文化與環境品質繫於資源的永續利用與維持生態平
衡，是可以同時並進的，文化保存的同時，可以新的循環經
濟思維如垃圾減量、資源回收、節約能源等方法來保護環境
維護環境也為自己創造生計，世世代代與這塊土地共生共
存。
資源的永 四 、綜合活動
續利用與
維持生態 1.動手體驗-敲打 DIY 竹蜻蜓、掃把、喇叭樂
平衡使地 2.作品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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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勒竹
乾茅草
30min
繫繩
竹片

球永續發 3.心得分享
展可以從
減量回收
再利用綠
能等做起
為環境負
責任並開
始行動

~~活動二結束~~
教學評量
一、口頭評量
(1)每個主題活動進行中，均會有開放式問答與封閉式問題，是學員了解情況，如豬朥束
文化過古往今來的改變與差異。
(2)感想分享，請學員分享里德社區是如何讓垃圾減量、資源回收、節約能源等改造社區
環境，並試者請他們分享會如何運用到他們之後的生活上。
(3)豬朥束大車拼的回答與反應評斷
三、紙本評量
(4) 學習單上的作答，看學員是否了解在地文化的脈絡與情境。
反思及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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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鷹揚里德
鷹揚里德是以里德賞鳥的最佳環境因素及位置，分別以「鷹姿煥發」與「社區花
園」、「里德好所在」三個主軸，沿當地社區賞鳥區及村落道路進行，主要以教學解
說、實際體驗及互動遊戲等方式。課程主軸以生態永續為核心概念，強調猛禽在生態
環境的重要性，應採取行動保護及做好保育工作。下表 4-3-7 為教案發展歷程，表 4-38 為 107 年 12 月修正版本的完整教案以國小版本為例，其餘三個版本另附於附件。
表 4-3-13、鷹揚里德 教案歷程發展
修正時間

修正說明

106 年 10 月

初版

106 年 11 月

專家審議後修正

11 月 29 日

解說內容修正
討論非季節的課程進行
思考相關體驗活動

12 月 17 日

護鷹小卡評估
教學路線修正
解說內容調整

107 年 03 月
25 日

修正教學重點及學習單內容
整理解說重點及環境議題

09 月 15 日

預審查委員建議修正

11 月 15 日

現勘審查委員建議修正

12 月 25 日

依期末報告建議修正

表 4-3-14、鷹揚里德國小版教案內容
課程名稱

鷹揚里德
設計者 蕭秀芸、楊筑鈞、林和俊
本課程首先介紹里德賞鳥的最佳環境因素及位置，分別以「鷹姿
煥發」與「社區花園」、「里德好所在」三個主軸，沿當地社區賞鳥區
及村落道路進行，主要以導覽活動方式。
在「鷹姿煥發」的活動一分為「群鷹飛舞」與「里德獵人」兩個
課程簡介 部分。在「群鷹飛舞」部分，介紹秋季因北方天氣轉冷食物缺乏，鳥
類必須往南遷移度冬，「遷移」是生物因應季節變化，離開熟悉的棲地
移動找尋食物資源，屏東滿州鄉里德每年十月，有鷹成群，數量可觀
形成天空藍的鷹景。「里德獵人」的部分介紹，灰面鵟鷹在此棲息環境
中對居民與環境而言，它扮演重要的角色是一生態環境指標與人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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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環境的轉變有極大的關係。在「社區花園」的活動以走進農村，不
干擾當地居民生活為主，分為「鳴音繚繞」與「幸福農村」兩個部
分。在「鳴音繚繞」的部分，主要善用本土豐富野鳥資源從賞鳥開
始，認識社區鳥類生態及鳥鳴啁啾不歇的天籟之音繚繞，「幸福農村」
介紹居於適宜舒適的生活環境中有可以作為觀賞綠植，還有可以食用
植物，更為維護美麗社區增添幸福的聲境色彩而融合豐富生態。在
「里德好所在」活動三，分為「部落營造」與「鷹揚里德」兩個部
分。介紹在過去學者認為豬朥束社（里德）與排灣族文化相似度高，
但當地居民為排灣族、卑南族、番仔、里德人、能人以及斯卡羅人這
幾種界定人群的方式，處於歷史過程中人群流動頻繁且族群互動複雜
區域，在這多元文化人群匯集，其居民對於族群的概念及共同勾勒出
幸福農村的好所在。
本課程延續著「生態與文化」的概念，透過實際觀察體驗活動及
導覽的方式，讓民眾能對原居地營造、周遭環境與文化的變遷，再結
合社區踏查探訪深究環境教育的理念，讓民眾能夠瞭解里德社區發展
時，在地居民順應自然環境營造社區並對於生態保育及維護傳統文
化，從自然保育與環境維護，與自然共榮共存共好的生活型態多方努
力。
課程架構

ti-Ⅱ-1 能在指導下觀察日常生活現象的規律性，並運用想像力與好奇
心，了解及描述自然環境的現象。
tr-Ⅱ-1 能知道觀察、記錄所得自然現象的的結果是有其原因的，並依
據習得的知識，說明自己的想法
國民小學
po-Ⅱ-1 能從日常經驗、學習活動、自然環境，進行觀察，進而能察覺
教育階段
問題。
學習表現
po -Ⅱ-2 能依據觀察、蒐集資料、閱讀、思考、討論等，提出問題。
pc -Ⅱ-2 能利用簡單形式的口語、文字、或圖畫等，表達探究之過程、
發現。
ai -Ⅱ-2 透過探討自然與物質世界的規律性，感受發現的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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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b-Ⅱ-5 常見動物的外部形態主要分為頭、軀幹和肢，但不同類別動
物之各部位特徵和名稱有差異
INb-Ⅲ-6 動物的形態特徵與行為相關，動物身體的構造不同有不同的
運動方式。
INb-Ⅲ-8 生物可依其形態特徵進行分類。
INd-Ⅱ-3 生物從出生、成長到死亡有一定的壽命，透過生殖繁衍下一
代。
國民小學
INd-Ⅱ-4 空氣流動產生風。
教育階段
INe-Ⅱ-1 自然界的物體、生物、環境 間常會相互影響。
學習內容
INe-Ⅲ-11 動物有覓食、生殖、保護、訊息傳遞以及社會性的行為。
INe-Ⅲ-12 生物的分布和習性，會受環境因素的影響；環境改變也會影
響生存於其中的生物種類。
INf-Ⅱ-2 不同的環境影響人類食物的種類、來源與飲食習慣。
INf-Ⅱ-5 人類活動對環境造成影響。
INg-Ⅲ-1 自然景觀和環境一旦改變或破壞，極難恢復。
1. 學生能分辨灰面鵟鷹與其他猛禽特徵的不同。
2. 學生瞭解滿州地區對灰面鵟鷹的重要性。
3. 學生知道為何需要保護灰面鷹並說得出原因。
教學目標
4. 學生願意與他人分享賞鷹的心得。
5. 學生能親手製作護鷹行動相關的實作。
教學對象 國小學生
教學地點 里德社區、環境教育中心
240 分鐘
40 人
師生比
1：10
望遠鏡、簡報、圖片、紀錄表、地圖、學習單
講述教學、實作教學、口頭發表、合作教學、戶外探訪
1.進入社區請保持低音量、不干擾
注意事項 2.賞鷹期間勿脫隊、大聲喧嘩
教學時間
活動人數
教材教具
教學方法

臺灣猛禽協會
http://raptor.org.tw/
墾丁國家公園網站：
http://www.ktnp.gov.tw/
參考資料 聯合新聞網
https://udn.com/news/story/7327/2753531
環境資訊中心
http://e-info.org.tw/node/94250
教學目標
壹、鷹姿喚發

教學活動流程
環境教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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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教學資源

瞭解里德
社區保護
猛禽的行
為轉變，
瞭解生命
的珍貴與
價值。

10min

一、引起動機
在墾丁國家公園九到十月國慶日前後，天 空 如
繁 星 點 點 好 熱 鬧 ， 灰 面 鷲 夏季在北溫帶之亞洲地
區東部等地繁殖，秋季則向南遷徙至中國大陸之華南
與西北、等地過冬，此時上萬隻的灰面鷲聚集在滿
州里德形成滿天飛鷹展翅翱翔的鷹景正是全台
最大的賞鷹地點。

圖 一 :漫 天 飛 舞 的 灰 面 鵟 鷹
你可曾注意或明白為什麼灰面鵟鷹得天獨厚選擇滿州
里德社區嗎？
引導問答：
1. 你想在白天目睹天空有漫天飛舞的灰 面 鵟 鷹 之 盛
況?
2. 你知道是什麼原因，里德可以得天獨厚擁有此現
況?
二、準備活動:
(一) 事前準備
1.教學簡報、影片及圖片(進行講解活動及影片的
觀賞認識灰面鵟鷹的特徵與習性。)
2.準備教學望遠鏡(簡易操作教學)

簡報
05min 圖片
望遠鏡

三、發展活動:
瞭解
里德社區
保護猛禽
的行為轉
變，瞭解
生命的珍
貴與價
值。

 望遠鏡操作說明:
1. 進行適合個人使用的調整教學
(1)首先要將望遠鏡背帶調整到適宜的位置，約在胸
部下肚臍上的位置，以使在拿起時順手又快速。
10min 望遠鏡
(2)以壓折方式來調整望遠鏡目鏡的左右寬度，為了
使瞳孔與目鏡的距離正確，使觀測時有完整的視野。
(3)先閉右眼調整對焦環至左眼看清楚主體，再閉左
眼調整右方視力曲度調整環以使右眼看同一主體也清
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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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區村落步道守則:
1. 不可以隨意摘取或觸摸植物。
2. 安靜的觀察鳥類生態。
3. 保持低音量不影響住家環境品質。
活動 1-1 群鷹飛舞

地點:活動中心旁賞鳥台

1.灰面鵟鷹的特徵與習性
生活在北方的猛禽，因冬天的氣溫下降，食物及
氣候條件不利生存，秋季即開始往溫暖而食物資源較
豐富的南方移動但由於距離遙遠，加上猛禽的體型較
大，因其身體構造於飛行時所需的體力負荷極大故為
了節省力氣，猛禽會利用陸地表面上升的熱氣流協助
飛行，因此經過台灣的猛禽種類有赤腹鷹、黑鳶、灰
面鵟鷹……，會隨著越來越狹窄的陸地地形，來到台
灣的最尾端-墾丁後出海。

知道猛禽
的定義與
相關的特
徵，瞭解
其在生態
系中的地
位。

25min 圖卡

圖一:灰面鵟鷹秋季遷徙路線
(1). 台灣的鳥類大致可分為幾種?如何分辨?
參考答案：台灣的鳥類大致可分為留鳥、候鳥、過
境鳥、迷鳥和籠中逸鳥。
留鳥--指的就是不會遷徙的鳥，牠們一年四季都住
在台灣。候鳥--夏候鳥是春夏期間在台灣繁殖或避
暑（通常為由南方遷徙至北方）。冬候鳥則是在秋
冬期間到台灣休養生息，吃飽後再北返。台灣的迷
鳥--是指本來不該出現在台灣的鳥類，會因為一些
特殊的原因而「迷路」到台灣。籠中逸鳥--又稱為
外來鳥，這類別的數目是「無數、無法估計」，這
類的鳥主要是由外地引進的籠中飼鳥，因為人類有
意的放生、或是自行逃脫而跑到野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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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你知道說出來到台灣的灰面鵟鷹是哪一類?且
牠有另一別名?
參考答案：灰面鷲是猛禽、過境鳥，因為來台灣的
時間在國慶日前後所以又叫做「國慶鳥」。
(3). 請說說看是什麼原因讓大多的灰面鵟鷹獨厚滿州
鄉里德社區作為過境之地？
參考答案：鳥類選擇棲息的環境應該是一、里德有
優勢的地理環境位置，二、這裡的環境可以提供足
夠食物而使得灰面鵟鷹以此作為度冬補充能量之過
境地點。
2. 台灣豐富的鳥類生態
台灣因地理環境特殊，除屏東滿州可以看見遷移
性猛禽數量多鳥況壯觀外，各地也擁有豐富的鳥類生
態資源為全世界密度數一數二的國家，所以社區做好
維護環境，更藉由賞鳥活動積極宣導山林復育，肩負
推廣自然生態保育的觀念之責。
總 結 :在 全 球 生 物 多 樣 性 快 速 流 失 的 今 日 ， 許 多
生物族群及棲地大量地減少與劣化。鳥類族
群是人類生存環境健康與否的重要指標之
一，我們關注鳥類不僅僅是因為牠們的稀有
與美麗，也是因為鳥類族群的存續預言著人
類 的 未 來 ， 社區讓遊客是為了他們在地所擁有的
珍貴資源而來，居民將更懂得愛護當地環境，成
為旅遊地環境的守護神，對社區生態保護也有了
參與感。
活動 1-2 里德獵人
早期里德村，地處偏遠的小小聚落，居民生活不
便，物質取得不易，因此每年十月山後鳥過境時，天
瞭解里德 空蔚為奇觀的鳥況使得成群飛舞的飛鷹自然成為居民
社區保護 獵捕的對象。
猛禽的行
為轉變， 1.為什麼早期的里德獵人最愛獵老鷹?
10min 打獵用具
瞭解生命 參考答案: 早期村民生活不易，常常要上山打鷹，作
的珍貴與
為補充蛋白質之營養。
價值。
2. 現在社區居民是如何面對灰面鵟鷹?
參考答案:居民不再是早期的獵鷹者，現在是作為灰
面鵟鷹的守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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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時至今日，交通發達物質來源多，同時在大都
屬生態保育區土地資源可利用少的情形下，社區轉
型發展生態旅遊帶動社區產業的發展除提高居民生
活經濟收入，更兼顧維持良好的生態環境提升保育
觀念，許多靠打鷹生活的居民已經不再打鷹，獵人
轉型變成灰面鵟鷹的最佳保育、護鷹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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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綜合活動
(一)猜猜我是誰
小白鷺
八哥鳥
黑面琵鷺
灰面鵟鷹

vs
vs
vs
vs

留鳥
外來鳥
冬候鳥
過境鳥

先由教師說明，這四組的配對
1.分為兩組，各組派一個人抽卡
2.兩人背靠背，面對組員，抽一張圖卡(不可先看)
3.將圖卡放置於額頭上面，圖卡正面朝向前面
4.由組員提供該物種的特徵讓拿卡的人猜對名稱。
5.最快喊出且正確的獲勝加分，然後換下一張。
小白鷺

解里
德社區保
護猛禽的
行為轉
變，瞭解
生命的珍
貴與價
值。

灰面鵟鷹

20min

八哥

留鳥

黑面琵鷺

外來鳥

冬候鳥

過境鳥

(1)各組累計分數，一題一分。
(2)最後答題最快者為獲勝。
(二)頒獎和心得分享
~~活動一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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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卡
小獎品

瞭解里德
社區保護
猛禽的行
為轉變，
瞭解生命
的珍貴與
價值

貳、社區花園

地點:村落沿道

一、引起動機
灰面鵟鷹以滿州作為停靠棲息點，而位於「淺山
生態環境」，淺山地區的生物活動與人類有非常密切
的關係。
所以在社區裡除了猛禽之外，亦有不少的留鳥從
清晨大冠鷲、喜鵲、樹鵲、大捲尾、紅嘴黑鵯……，05min 望遠鏡
瞭解人類 在聚落中此起彼落的鳴叫著，絕對是初級賞鳥學習的
在經濟發 最佳場所。
展的過程
中會對環
境與生物
產生傷
害。
二、準備活動:
(一) 教師準備
05min 望遠鏡
1.活動路線及注意事項的說明。
紀錄表
2.準備望遠鏡及記錄表。
三、發展活動:
知道猛禽
的定義與
相關的特
徵，瞭解
其在生態
系中的地
位

活動 2-1 餘音繚繞

猛禽多半不喜鳴叫，但仍有少數猛禽很善鳴，且
鳴聲互異，因此當牠們鳴叫時就很容易靠鳴聲加以辨
別。村落鳥鳴此起彼落，人群以友善的態度面對自然
環境、自然庇護生物的場所，如，溪流、山坡水梯田
等棲息地，善用本土豐富野鳥資源，從賞鳥開始循著
瞭解人類 聲音譜一段人與鳥的精采互動，推廣環境保護之目的
在經濟發
望遠鏡
展的過程 1.村落環境擁有那些讓你值得注意的條件？
40min 紀錄
中會對環 參考答案: 空曠的環境中沒有吵雜的聲音，路旁還有
境與生物 溪流、樹林，少數的住家。
產生傷害
2.安靜的村落，有著那些大自然的聲音?
培養學生 參考答案: 有蟲鳴聲，鳥叫聲，時而此起彼落不
感知日常
絕…
生活周遭
這麼多種聲音，還有這麼多鳥鳴聲，換言之有很
環境的能
多鳥類居住在里德社區周遭，為維護這樣的賞鳥環
力
境，讓生態資源生生不息、讓文化資源永世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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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村落自然棲息地
山巒、樹林

圖二、溪流
活動 2-2 幸福農村
這裡昔日為排灣族所蟠踞的一片密林地帶---滿州
鄉「里德社區」，這是一個山明水秀、氣候宜人的環
境。探訪里德村，因天時地利人和下，造就當地民情
淳樸、刻苦勤勞、人情濃郁。又以自然生態，如落山
風、牧草、灰面鷲等聞名之地方。
1. 在這村落中有關自然生態，有其獨特之處?
參考答案:在這裡抬頭便能看見、聽見鳥乘著氣流優
游於空中飛翔及悅耳的鳥鳴聲迴盪在耳邊。
總結:里德村落可以直接感受原始自然環境不被嚴重
破壞開發得以從大自然中獲得喜悅、知識、與啟發。10min
在地居民更體悟保護候鳥及維護自然環境除利人利
己，更能為保護這蘊含生態特色、人文情懷的墾丁後
花園環境盡一份心力。

傳統村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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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綜合活動
(一) 食物鏈拳
先介紹規則並講解手勢
(1)老鷹(雙手展開作拍翅動作)，如圖一
(2)蛇(左手托右手成 90 度) ，如圖二
(3)老鼠(手部放在嘴前模擬老鼠觸鬚)，如圖三

圖三 老鼠

圖二 蛇
20min 小獎品

圖一老鷹(台語:厲鶴)
遊戲規則:出拳前的以「台語 」唸唱以下:
厲鶴在展翅、厲鶴在展翅
沒甚麼代誌、沒甚麼代誌
蛇要吃鼠 、雞仔要啄米
唸唱完之後就出拳比賽。
(老鷹吃蛇，蛇吃老鼠，老鼠剋老鷹)
(1)遊客分成兩兩一組，分別對抗，食物鏈拳，贏的
人繼續跟贏的人比，最後贏的人可以得到小禮物。
(2)增加遊客參與度，輸得人也可互相競爭，最後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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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敗部復活者，與食物鏈拳冠軍比拚，爭取小禮物。
總結:在社區豐富的生態環境中物種之間的食物組成
是一個很好的食物鏈，因此老鼠可以剋老鷹，透過
遊戲教育學學習食物鏈的重要，它可以穩定生態系
中的能量循環，是維持生態平衡的基礎。
~~活動二結束~~
參、里德好所在

地點:社區沿道及環境教育中心

一、引起動機
知道猛禽
的定義與
相關的特
徵，瞭解
其在生態
系中的地
位

你知道灰面鵟鷹與滿州地區居民有一個感人的故
事嗎?聽過「巴丹媽」嗎?她指的是從巴丹群島漂到臺
灣的女生，她落腳在台灣，思鄉的情愁藉由從他的故05min
鄉飛來台灣度冬的灰面鵟鷹來來去去的，雖感傷但主
婦著後代子子孫孫要守護灰面鵟鷹。
引導問答
1.灰面鵟鷹與巴丹媽的關係?
2.敘說人與鳥來台的故事?
05min 圖卡
望遠鏡
紀錄表

二、準備活動:
(一) 教師準備
1.遊戲圖卡展示。
2.圖片說明認識里德社區部落。
3.準備望遠鏡及記錄表。
知道猛禽
的定義與
相關的特
徵，瞭解
其在生態
系中的地
位

三、發展活動:
活動 3-1 部落營造

當地人對於族群中排灣族、卑南族、番仔、里德
人、能人以及斯卡羅人有這幾種界定人群的方式，恆
春半島的老祖祭典與族群意象也進一步從多元人群聚
集文化混雜的地區，原住民文化近乎瓦解，其居民共
10min
瞭解人類 同為維繫文化相互尊重和平相處生活概念。守護在地
在經濟發 生物多樣生態，不干擾自然環境
展的過程
中會對環 1. 中華文化歷史悠久，有所謂民族大融合，各民族
境與生物 交往交流有一族群組成落腳在里德?
產生傷害 參考答案:社區不是同一民族，而是一大民族融合，
共同居住在這好山好水的地方，社區的組成有排灣
培養學生
族、阿美族、卑南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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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知日常
生活周遭
環境的能
力

2.同理心，也在人與動物間產生，一個從巴丹島漂流
到台灣的女子(巴丹島女住民)對灰面鵟鷹有著什麼的
關注?
參考答案: 因為灰面鵟鷹與巴丹媽都是來自家鄉看
到這些來返家鄉的鳥，將鄉愁轉化為異客對灰面鵟
鷹的保護。

部落

&

圖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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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3-2 鷹揚里德
1.滿洲地區能看到的猛禽是非常多元的，因全台灣 28
種猛禽中，有 23 種為遷移性猛禽，滿洲地區能看到
的種類高達 19 種，所以里德社區是塊寶地要好好愛
惜(主要能看到灰面鵟鷹、赤腹鷹、日本松鶴鷹、北
雀鷹、蒼鷹、蜂鷹、鵟、白肩鵰、魚鷹、紅隼、遊
隼、燕隼、黑鳶、黑冠鵑隼)社區部落發揮群策群力
的精神做好保育老鷹與社區環境的決心。
里德社區 (1)一處可以擁有最多猛禽可供觀賞的地區是何處?其
保護猛禽 代表的意義?
的行為轉 參考答案:台灣生態豐富有很多觀賞鳥類的景點，但
變，瞭解
唯獨可以觀賞猛禽最多的地區是屏東滿州里德社
生命的珍
區，因為他有特殊的地理位置，生態環境好不受人
貴與價
為干擾的優勢環境。
值。
總結:鳥類是環境監測指標，物種越豐富意味著生態
參與戶外
環境優質，因此不只著重於所謂生態「資源」豐富
學習的機
的地方，還包含物種的保育。
會，體驗
25min 望 遠 鏡 紀
環境的
美、人與 2.猛禽顧名思義即是鳥類中的猛獸，位居生態系食物
錄表
自然和諧 鏈的頂層，以捕捉魚、老鼠、小鳥、蛇、蛙等小型動
共存的樣 物為食，在生態系平衡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貌。
(1) 對鳥類而言食物充沛，是生存重要因素，但會不
瞭解人類
會有像人類一樣的糧食危機問題?
在經濟發 參考答案: 在大自然中在不受到人為干擾的自然狀態
展的過程
下，生態系統中的食物鏈是維繫生命循環的。也是
中會對環
一種捕食鏈。
境與生物
因此不論對於人與人、人與物種間互動的人文關
產生傷
懷、生態保護，社區更以及不時自省、感恩的謙沖態
害。
度。
總結:不為了發展經濟而過度開發犧牲環境，課程中
讓學生學習所以重新上也沒有開始進而已研究鳥類
生態消長和環境的關係最後從保育的理念維護環境
生態平衡，與人接觸、分享賞鳥樂趣，推廣本土野
鳥生態保育，讓「幸福農村」是一種人與自然和諧
相處的生活美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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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綜合活動
(一) 猛禽飛行操
地點:村落空地
老師先說明喊出老鷹飛行時的特徵(鷹柱鷹球鷹河
(1-1)老師喊出鷹球呀鷹球，然後抽出一張好碼牌，如
抽到七---就是學生要馬上找到七個人
(1-2)作出鷹球的狀態(七個人圍成一個圓圈圈，外加
轉動，模擬老鷹盤旋的樣子)，沒找到的人未得到加
分。
知道猛禽
的定義與
相關的特
徵，瞭解
其在生態
系中的地
位
參與戶外
學習的機
會，體驗
環境的
美、人與
自然和諧
共存的樣
貌
培養學生
感知日常
生活周遭
環境的能
力

圖一: 七個人手牽手轉圈(鷹球)
(2-1)老師喊出鷹河呀鷹河往左邊飛，然後抽出一張
號碼牌，如抽到三---就要找到三個人一組

紀錄表
(2-2) 三個人排成一列往左邊揮動手臂走，模擬老鷹 35min 學習單
成群結成鷹河的樣子，沒找到的人未得到加分。

圖二: 三個人揮動左臂往左移動(鷹河)
(3-1)老師喊出鷹柱呀鷹柱，一樣抽號碼牌，如抽到
二，即兩位靠攏
(3-2)兩人一起原地自轉，沒找到的人未得到加分。

圖三: 二個人園地自轉(鷹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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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回到活動中心:
(三). 頒獎及分享

總結:透過模擬猛禽飛行，解釋灰面鵟鷹特殊的行
為，讓參與者認識猛禽的特徵與特色，對於猛禽
種類與賞鳥的有初步的概念，不但體現「過境猛
禽」賞鷹型態，更契合生態旅遊精神。由肩負著
保護當地資源、維護地方環境、與自然保育的觀
點，與生態多樣性的重要性達成永續發展等多重
責任。
~~活動三結束~~
教學評量
一 口頭評量
(1) 每次解說主題結束後會詢問 1-2 個問題了解學員學習情況(包含猛禽特徵、里
德社區部落理念、自然資源及生態與社區的平衡等)
(2) 由學員的觀察紀錄的討論與發表了解學員對物種認識的程度及該物種與環境
關係的描述並引導到棲地保育的重要。
(3) 感想分享 了解主題課程結束後學員對里德社區與自然環境關係的描述與感
想
二 紙本評量
(1) 紀錄單上物種與環境的關係
(2) 學習單上學員對課程的感想及建議
反思及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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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15、灰面鵟鷹國中版教案內容
課程名稱

灰面鵟鷹
設計者 蕭秀芸、林和俊
本課程首先介紹里德賞鳥的最佳環境因素及位置，分別以「鷹姿煥發」與
「社區花園」
、
「里德好所在」三個主軸，沿當地社區賞鳥區及村落道路進行，
主要以導覽活動方式。本課程延續著「生態與文化」的概念，透過實際觀察體
驗活動及導覽的方式，讓國中生能了解社區居民與灰面鵟鷹的關係、灰面鵟鷹
與環境的關係、居民與環境的關係，這三者對原居地營造、周遭環境與文化的
變遷，再結合社區踏查探訪深究環境教育的理念，讓國中生在主題課程中不僅
更認識灰面鵟鷹，也能夠瞭解里德社區發展時，在地居民順應自然環境營造社
區並對於生態保育及維護傳統文化，從自然保育與環境維護，與自然共榮共存
共好的生活型態的努力。
單元一「鷹姿煥發」的活動一在「群鷹飛舞」介紹秋季因北方天氣轉冷食物
缺乏，鳥類必須往南遷移度冬，「遷移」是生物因應季節變化，離開熟悉的棲
地移動找尋食物資源，屏東滿州鄉里德每年十月，有鷹成群，數量可觀形成天
空藍的鷹景。「里德獵人」的部分介紹，灰面鵟鷹在此棲息環境中對居民與環
境而言，它扮演重要的角色是一生態環境指標與人類生存環境的轉變有極大
的關係。
單元二「社區花園」的活動在「鳴音繚繞」的部分，主要善用當地豐富野鳥
資源從賞鳥開始，認識社區鳥類生態及鳥鳴啁啾不歇的天籟之音繚繞。「幸福
農村」以走進農村，不干擾當地居民生活為主，於適宜舒適的生活環境中有可
以作為觀賞綠植，還有可以食用植物，更為維護美麗社區增添幸福的聲境色彩
而融合豐富生態。
課程簡介
單元三「里德好所在」介紹在過去學者認為豬朥束社（里德）與排灣族文化
相似度高，但當地居民為排灣族、卑南族、番仔、里德人、能人以及斯卡羅人
這幾種界定人群的方式，處於歷史過程中人群流動頻繁且族群互動複雜區域，
在這多元文化人群匯集，其居民對於族群的概念及共同勾勒出幸福農村的好
所在。
課程架構圖
單元一
鷹姿煥發

課程名稱

單元二

鷹揚里德

社區花園

單元三

里德好所在

1-1群鷹飛舞
活動
1-2里德獵人
2-1鳴音繚繞
活動
2-2幸福農村

3-1部落營造
活動
3-2鷹揚里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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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 -Ⅴc-1 能主動察覺生活中各種自然科學問題的成因，並能根據已知的科學識
提出解決問題的各種假設想法，進而以個人或團體方式設計創新的科學探索方
高級中學 式並得到成果。
教育階段 po -Ⅴc-2 能依據觀察、蒐集資料、閱讀、思考、討論等，確認並提出生活周遭
學習表現 中適合科學探究或適合以科學方式尋求解決的問題（或假說）。當有多個問題同
時存在時，能分辨並擇定優先重要之問題（或假說）。
ai -Ⅴc-2 透過科學探索與科學思考對生活週遭的事物產生新的體驗及興趣。
自然領域
BNa -Ⅴa-1 棲地零碎化造成的邊緣效應對物種多樣性之影響。
高級中學
社會領域
教育階段
歷 1a -Ⅴ-3 比較過去與現在的異同，並說明過去與現在的關聯性。
學習內容
地 1a -Ⅴ-3 說明以地理視野觀察地表現象及議題的方法。
公 2b -Ⅴ-2 尊重或肯認社會中的不同主張及差異。

教學目標

6. 瞭解人與灰面鵟鷹等猛禽在生態系中的地位與關係。
7. 知道灰面鵟鷹等猛禽對自然環境的重要性及其生命的價值
8. 瞭解人類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會對環境與生物產生傷害。
9. 經由實際體驗，培養學生對各種環境變遷的覺知進而付諸行動。
10. 能歸納思考不同環境問題的原因與研判可能的解決方式。

教學對象
教學地點
教學時間
活動人數
教材教具
教學方法

國中生
里德社區、環境教育中心
240 分鐘
40 人
師生比 1:10
望遠鏡、簡報、圖片、紀錄表、地圖、學習單
講述教學、實作教學、口頭發表、合作教學、戶外探訪
1.進入社區請保持低音量、不干擾
注意事項 2.賞鷹期間勿脫隊、大聲喧嘩
臺灣猛禽協會
http://raptor.org.tw/
墾丁國家公園網站：
http://www.ktnp.gov.tw/
參考資料 聯合新聞網
https://udn.com/news/story/7327/2753531
環境資訊中心
http://e-info.org.tw/node/94250/
教學目標 教學活動流程
瞭解里德 壹、鷹姿煥發(戶外課)
社區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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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教學資源

05min

簡報
圖片

猛禽的行 一、引起動機
為轉變，
在墾丁國家公園九到十月國慶日前後，天空如繁星點點好
瞭解生命
的珍貴與 熱鬧，灰面鷲夏季在北溫帶之亞洲地區東部等地繁殖，秋季則
向南遷徙至中國大陸之華南與西北、等地過冬，此時上萬隻的
價值。
灰面鷲聚集在滿州里德形成滿天飛鷹展翅翱翔的鷹景正是全
台最大的賞鷹地點。

望遠鏡

漫天飛舞的灰面鵟鷹
你可曾注意或明白為什麼灰面鵟鷹得天獨厚選擇滿州里德社
區嗎？
引導問答：
請說一說你見過此情此景的感受?
請想一想里德環境吸引鳥類的優勢為何?
二、準備活動
（一）事前準備
1.教學簡報、影片及圖片(進行講解活動及影片的觀賞認識灰 05min 望遠鏡
面鵟鷹的特徵與習性。)
2.準備教學望遠鏡(簡易操作教學)
三、發展活動：
1.望遠鏡操作說明:
進行適合個人使用的調整教學
瞭解里德
社區保護 (1)首先要將望遠鏡背帶調整到適宜的位置，約在胸部下肚 臍
猛禽的行
上的位置，以使在拿起時順手又快速。
為轉變瞭 (2)以壓折方式來調整望遠鏡目鏡的左右寬度，為了使瞳孔與
10min 圖卡
解生命的
目鏡的距離正確，使觀測時有完整的視野。
珍貴與價 (3)先閉右眼調整對焦環至左眼看清楚主體，再閉左眼調整右
值
方視力曲度調整環以使右眼看同一主體也清楚。
2.社區村落步道守則:
不可以隨意摘取或觸摸植物。
安靜的觀察鳥類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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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低音量不影響住家環境品質。
活動 1-1 群鷹飛舞 (地點:活動中心旁賞鳥台)
1.灰面鵟鷹的特徵與習性
生活在北方的猛禽，因冬天的氣溫下降，食物及氣候條件
不利生存，秋季即開始往溫暖而食物資源較豐富的南方移動但
由於距離遙遠，加上猛禽的體型較大，因其身體構造於飛行時
所需的體力負荷極大故為了節省力氣，猛禽會利用陸地表面上
升的熱氣流協助飛行，因此經過台灣的猛禽種類有赤腹鷹、黑
鳶、灰面鵟鷹……，會隨著越來越狹窄的陸地地形，來到台灣
的最尾端-墾丁後出海。

知道猛禽
的定義與
相關的特
徵，瞭解
其在生態
系中的地
位

20min 打獵用具
灰面鵟鷹秋季遷徙路線
2.不同種類的猛禽
除屏東滿州可以看見遷移性猛禽數量多鳥況壯觀，台灣
因地理環境特殊含豐富的鳥類生態資源為全世界密度數一數
二的國家，所以賞鳥(灰面鵟鷹)除了能提供正當休閒活動，
社區更藉由賞鳥活動積極推廣自然生態保育觀念的意義。
總結:在全球生物多樣性快速流失的今日，許多生物族群及棲
地大量地減少與劣化。鳥類族群是人類生存環境健康與否
的重要指標之一，我們關注鳥類不僅僅是因為牠們的稀有
與美麗，也是因為鳥類族群的存續預言著人類的未來，社
區讓遊客是為了他們在地所擁有的珍貴資源而來，居民將
更懂得愛護當地環境，成為旅遊地環境的守護神，對社區
生態保護也有了參與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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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1-2 里德獵人
早期里德村，地處偏遠的小小聚落，居民生活不便，物質
取得不易，因此每年十月山後鳥過境時，天空蔚為奇觀的鳥況
使得成群飛舞的飛鷹自然成為居民獵捕的對象。
1.你知道灰面鵟鷹還有很多的俗名?
參考答案：灰面鵟鷹，灰面鷲除了俗稱國慶鳥，也有稱作清明
瞭解里德 鳥、灰面鵟鷹、南境鳥、南路鷹等很多種稱呼跟遷徒都有息息
社區保護 相關。
猛禽的行
為轉變， 2.有句話說「南路鷹一萬死九千」有何含意?
望遠鏡
10min
瞭解生命 參考答案：是在說老鷹過去的悲慘命運。這是早年的一句順口
紀錄表
的珍貴與 溜，說明了灰面鵟鷹過去的悲慘命運。也就是說一萬隻南路鷹
飛經台灣，有九千隻都被獵捕的意思。尤其在 1960~1970 年間，
價值。
日本標本商來台收購時，在滿州鄉山區，被捕殺的南路鷹甚至
多到必須牛車來搬運的程度，是一段南路鷹慘痛的過去。
總結: 時至今日，交通發達物質來源多，同時在大都屬生態
保育區土地資源可利用少的情形下，社區轉型發展生態旅遊
帶動社區產業的發展除提高居民生活經濟收入，更兼顧維持
良好的生態環境提升保育觀念，許多靠打鷹生活的居民已經
不再打鷹，獵人轉型變成灰面鵟鷹的最佳保育、護鷹人員。
四、綜合活動
(一)猜猜我是誰
瞭解里德
社區保護
猛禽的行
為轉變瞭
解生命的
珍貴與價
值

灰面鵟鷹 vs 赤腹鷹 vs 黑鳶 vs 鳳頭蒼鷹
1.分為兩組，各組派一個人抽卡
2.兩人背靠背，面對組員，抽一張圖卡(不可先看)
3.將圖卡放置於額頭上面，圖卡正面朝向前面
4.由組員提供該物種的特徵讓拿卡的人猜對名稱。
5.最快喊出且正確的獲勝加分，然後換下一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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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遠鏡
紀錄表
30min
小獎品

赤腹鷹

灰面鵟鷹

大冠鷲

黑鳶

(1)各組累計分數，一題一分。
(2)最後答題最快者為獲勝。
(二)頒獎和心得分享
~~活動一結束~~
貳、社區花園(戶外課)

地點:村落沿道

瞭解人類 一、引起動機
在經濟發
展的過程
灰面鵟鷹以滿州作為停靠棲息點，而位於「淺山生態環
望遠鏡
05min
中會對環 境」，淺山地區的生物活動與人類有非常密切的關係。
紀錄表
境與生物
所以在社區裡除了猛禽之外，亦有不少的留鳥從清晨大
產生傷害 冠鷲、喜鵲、樹鵲、大捲尾、紅嘴黑鵯……，在聚落中此起
彼落的鳴叫著，絕對是初級賞鳥學習的最佳場所。
二、準備活動:
（一）教師準備
1.活動路線及注意事項的說明。

05min

望遠鏡
紀錄表

10min

望遠鏡
紀錄表

2.準備望遠鏡及記錄表。
知道猛禽
的定義與
相關的特
徵，瞭解
其在生態

三、發展活動:
活動 2-1 餘音繚繞
猛禽多半不喜鳴叫，但仍有少數猛禽很善鳴，且鳴聲互
異，因此當牠們鳴叫時就很容易靠鳴聲加以辨別。村落鳥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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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中的地
位

此起彼落，人群以友善的態度面對自然環境、自然庇護生物
的場所，如，溪流、山坡水梯田等棲息地，善用本土豐富野
鳥資源，從賞鳥開始循著聲音譜一段人與鳥的精采互動，推
廣環境保護之目的。
1.村落周邊有哪些環境？
參考答案: 有溪流、有河床及山巒、樹林，較少的人為建物。
2.不定時清聲啾叫的鳴聲，你可以循聲找到在何處的鳥嗎?
參考答案:鳴叫的聲音從空中傳來，抬頭即可以看見。
大冠鷲飛行的姿勢穩重平穩，是厲害的御風者，鼓翼時不
急不徐，領域性不強的牠可常常看到好幾隻一起在空中盤
旋，是最好觀賞的猛禽。
總結:這麼多種聲音，還有這麼多鳥鳴聲，換言之有很多
鳥類居住在里德社區周遭，為維護這樣的賞鳥環境，讓
生態資源生生不息、讓文化資源永世傳承。

圖:村落自然棲息地
一、山巒、樹林 二、溪流
活動 2-2 幸福農村
這裡昔日為排灣族所蟠踞的一片密林地帶---滿州鄉「里
德社區」，這是一個山明水秀、氣候宜人的環境。探訪里德村，
因天時地利人和下，造就當地民情淳樸、刻苦勤勞、人情濃郁。
又以自然生態，如落山風、牧草、灰面鷲等聞名之地方。
圖卡
25min 望遠鏡
紀錄表
1.依你觀察「里德農村」村落與其他的村落有哪些不同?
參考答案:這裡有豐富的鳥況、寧靜的氛圍，讓人身心靈舒
暢。
總結:里德村落可以直接感受原始自然環境不被嚴重破壞
開發得以從大自然中獲得喜悅、知識、與啟發。在地居民更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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悟保護候鳥及維護自然環境除利人利己，更能為保護這蘊含生
態特色、人文情懷的墾丁後花園環境盡一份心力。

里德村落
四、綜合活動
參與戶外
學習的機
會，體驗
環境的美
人與自然
和諧共存
的樣貌

食物鏈拳
先介紹規則並講解手勢
(1)老鷹(雙手展開作拍翅動作)，如圖一
(2)蛇(左手托右手成 90 度) ，如圖二
(3)老鼠(手部放在嘴前模擬老鼠觸鬚)，如圖三
圖三
老鼠

圖二
蛇

圖一
老鷹
(台語:厲鶴)

35min

遊戲規則:
出拳前的以「台語」唸唱以下:
知道猛禽
厲鶴在展翅、厲鶴在展翅
的定義與
沒甚麼代誌、沒甚麼代誌
相關的特
蛇要吃鼠 、雞仔要啄米
徵，瞭解
其在生態
唸唱完之後就出拳比賽。
系中的地
(老鷹吃蛇，蛇吃老鼠，老鼠剋老鷹)
位
(1)遊客分成兩兩一組，分別對抗，食物鏈拳，贏的人繼續跟
贏的人比，最後贏的人可以得到小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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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錄表
學習單

(2)增加遊客參與度，輸得人也可互相競爭，最後選出敗部復
活者，與食物鏈拳冠軍比拚，爭取小禮物。
總結:在社區豐富的生態環境中物種之間的食物組成是一個很
好的食物鏈，因此老鼠可以剋老鷹，透過遊戲教育學學習食物
鏈的重要，它可以穩定生態系中的能量循環，是維持生態平衡
的基礎。
~~活動二結束~~
壹、 里德好所在(戶外課+室內課)
知道猛禽
的定義與
相關的特
徵，瞭解
其在生態
系中的地
位

一、引起動機
你知道灰面鵟鷹與滿洲地區居民有一個感人的故事嗎?聽
過「巴丹媽」嗎?她指的是從巴丹群島漂到臺灣的女生，她落
腳在台灣，思鄉的情愁藉由從他的故鄉飛來台灣度冬的灰面鵟
05min
鷹來來去去的，雖感傷但主婦著後代子子孫孫要守護灰面鵟
鷹。
引導問答：
巴丹媽和灰面鵟鷹的關係?
村落敘說哪些與生態環境有關的故事?
二、準備活動:
（一）教師準備
1.遊戲展示。
2.圖片說明認識里德社區部落。
3.準備望遠鏡及記錄表
三、發展活動:

圖卡
05min 望遠鏡
記錄表

活動 3-1 部落營造
當地人對於族群中排灣族、卑南族、番仔、里德人、能人
以及斯卡羅人有這幾種界定人群的方式，恆春半島的老祖祭典
瞭解人類
與族群意象也進一步從多元人群聚集文化混雜的地區，原住民
在經濟發
文化近乎瓦解，其居民共同為維繫文化相互尊重和平相處生活
展的過程
概念。守護在地生物多樣生態，不干擾自然環境。
圖卡
中會對環
20min
望遠鏡
境與生物
1.里德社區部落是同一族群的組成?
產生傷害
參考答案:不是，社區是一民族大融合，有排灣、阿美族、
卑南族……
2.「巴丹媽」(巴丹島女住民)的故事，主要傳達?
參考答案:鄉愁轉化為異客對灰面鵟鷹的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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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落 & 圖騰
活動 3-2 鷹揚里德
1. 滿洲地區能看到的猛禽是非常多元的，因全台灣 28 種猛禽
中，有 23 種為遷移性猛禽，滿洲地區能看到的種類高達 19
種，所以里德社區是塊寶地要好好愛惜(主要能看到灰面鵟
鷹、赤腹鷹、日本松鶴鷹、北雀鷹、蒼鷹、蜂鷹、鵟、白肩
鵰、魚鷹、紅隼、遊隼、燕隼、黑鳶、黑冠鵑隼)社區部落
發揮群策群力的精神做好保育老鷹與社區環境的決心。
(1) 全台可觀賞最多猛禽的地區?這對地區環境代表意義?
參考答案:猛禽最多的地區是屏東滿州里德社區，生態環境
越好。
瞭解里德
總結:鳥類是環境監測指標，物種越豐富意味著生態環境優
社區保護
質，因此不只著重於所謂生態「資源」豐富的地方，還包含
猛禽的行
物種的保育。
圖卡
為轉變，
2. 猛禽顧名思義即是鳥類中的猛獸，位居生態系食物鏈的頂 30min 望遠鏡
瞭解生命
層，以捕捉魚、老鼠、小鳥、蛇、蛙等小型動物為食，在生
記錄表
的珍貴與
態系平衡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價值
(1)「螳螂在前，黃雀在後」雖是顧前不顧後的意味，卻
也反映出了生態系統中的何種現象?
參考答案: 生態系統中的一種食物鏈（樹→蟬→螳螂→黃
雀）也是一種捕食鏈。
因此不論對於人與人、人與物種間互動的人文關懷、生態保
護，社區更以及不時自省、感恩的謙沖態度。
總結:不為了發展經濟而過度開發犧牲環境，課程中讓學生
學習所以重新上也沒有開始進而已研究鳥類生態消長和環
境的關係最後從保育的理念維護環境生態平衡，與人接觸、
分享賞鳥樂趣，推廣本土野鳥生態保育，讓「幸福農村」是
一種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生活美學。
知道猛禽 四、綜合活動
的定義與
相關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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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瞭解 1.猛禽飛行操
地點:村落空地
其在生態
20min 紀錄表
系中的地 老師先說明喊出老鷹飛行時的特徵(鷹柱鷹球鷹河
學習單
位
(1-1)老師喊出鷹球呀鷹球，然後抽出一張好碼牌，如抽到七--就是學生要馬上找到七個人
(1-2)作出鷹球的狀態(七個人圍成一個圓圈圈，外加轉動，模
擬老鷹盤旋的樣子)，沒找到的人未得到加分。

圖一:七個人手牽手轉圈(鷹球)
(2-1)老師喊出鷹河呀鷹河往左邊飛，然後抽出一張號碼牌，
如抽到三---就要找到三個人一組
(2-2) 三個人排成一列往左邊揮動手臂走，模擬老鷹成群結成
鷹河的樣子，沒找到的人未得到加分。

圖二:三個人揮動左臂往左移動(鷹河)
(3-1)老師喊出鷹柱呀鷹柱，一樣抽號碼牌，如抽到二，即兩
位靠攏
(3-2)兩人一起原地自轉，沒找到的人未得到加分。

圖三:二個人園地自轉(鷹柱)
2.回到環境教育中心:頒獎及分享
總結:透過模擬猛禽飛行，解釋灰面鵟鷹特殊的行為，讓參與
者認識猛禽的特徵與特色，對於猛禽種類與賞鳥的有初步的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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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不但體現「過境猛禽」賞鷹型態，更契合生態旅遊精神。
由肩負著保護當地資源、維護地方環境、與自然保育的觀點，
與生態多樣性的重要性達成永續發展等多重責任。
~~活動三結束~~
教學評量
一 口頭評量
(1) 每次解說主題結束後會詢問 1-2 個問題了解學員學習情況(包含猛禽特徵、里德社區
部落理念、自然資源及生態與社區的平衡等)
(2) 由學員的觀察紀錄的討論與發表了解學員對物種認識的程度及該物種與環境關係的
描述並引導到棲地保育的重要。
(3) 感想分享 了解主題課程結束後學員對里德社區與自然環境關係的描述與感想
二 紙本評量
(1) 紀錄單上物種與居民的關係、物種與環境的關係、環境與居民的關係有沒有交互作
用
(2) 學習單上學員對課程的感想及建議
反思及回饋

170

第四節 合作夥伴概述
本節與合作夥伴分別簽屬為有意願合作的團體及目前有合作之團體進行概述，內
容包含申請文件中合作單位及各單位合作之進度。
一、合作單位
夥伴關係發展與合作是里德社區在申請場域著重的重點之一，透過夥伴的協助與
幫忙使里德社區更加茁壯，也有足夠的能量回饋至鄰近社區。社區能利用政府相關資
源持續經營社區內部組織合作，同時導入更多產業發展所需的專業資源。其中在公部
門方面有營建署、墾丁國家公園、屏東縣政府、水保局、勞動部高屏澎分署、林務局
屏東林區管理處、滿州鄉公所；在社區方面包含社區發展協會、地方組織、工藝與文
創業者；在學界方面包括高雄師範大學、屏東科大學、樹德科技大學以及滿州鄉及恆
春鎮小學；產業資源投入包括森社場所、民宿業者、餐飲業者、雄獅旅行社以及其他
旅行社。圖 4-4-1 顯示為目前里德社區歷年來與其他夥伴合作之類別圖，詳細單位及
合作項目如表 4-4-1 所示。

如：大學、高國中小等。
如：社區協會等組織類別。

民間
單位

公家
機關
如：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林
務局、林業試驗所、南仁山工
作站、滿州鄉公所…等不同層
級或類別之行政單位

里德
社區

學校
如：里山生態有限公司、小墾
丁度假村…

企業

圖 4-4-1、里德社區與合作夥伴之類別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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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1、目前合作單位
類別

單位名稱

政府機關

墾管處、勞委會、林務局、營建署、環保署、水土保持局、滿洲鄉
公所

學校單位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樹德科技大學、滿州鄉
永港國民小學、滿州鄉長樂國民小學、滿州鄉國民小學、恆春鎮
墾丁國民小學-鵝鑾分校

民間單位

社團法人屏東縣瓊麻園城鄉文教發展協會、屏南社區大學、屏東
縣滿州生態觀光促進會、屏東縣恆春鎮水蛙窟社區營造協會、屏
東縣滿洲鄉港口社區發展協會、屏東縣滿鄉永靖社區發展協會、
屏東縣滿州鄉九棚社區發展協會、屏東縣恆春鎮大光社區發展協
會、屏東縣恆春鎮國境之南生態文化發展協會

企業法人

華泰瑞苑、小墾丁渡假村、雄獅旅遊、資拓宏宇、六福莊

二、學校單位合作發展現況
里德社區已經與長樂國民小學、鵝鑾分校、永港國民小學及滿州國民小學四間小
學有合作關係，其中長樂國小因與墾管處合作計畫案以及鵝鑾分校有研究生承接合作
計畫案而先行執行，永港國小與滿州國小則會逐漸規劃執行。目前各學校發展現況如
下所述：
1. 屏東縣滿州鄉滿州國民小學
滿州國小在 08 月開始進駐，與學校討論校園場地規畫及教學課程，學校現有的設
施有魚菜共生系統及香草植物等，依據學校特色規畫農食基地，發展香草植物與農食
栽種課程，透過教學引發學生學習興趣，圖 4-4-2 為學校共同建立農食基地之過程
照。

圖 4-4-2、滿州國小 未來教學農食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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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屏東縣滿州鄉長樂國民小學
本年度墾管處協同里德社區和高雄師範大學科學教育暨環境教育研究所團隊，協
助屏東縣滿洲鄉長樂國小，共同開闢校園無毒有機的健康菜園，以永續農業為主軸，
發展地方議題為主軸的課程，本學期課程結合環境生態與食農教育，透過課程的設計
與安排，增加社區、家長參與學校課程的機會，邀請當地排灣族與里德社區共同為學
校的孩子教學利用在地食材烹調在地美味，還耕種排灣族常常食用的芋頭與紅藜，學
生除了親手原住民的特色食材外，還用農民曆來尋找適合這個季節耕種的菜，耕種蘿
蔔、番茄、辣椒等「當令食材」經過學生辛苦照顧三個月後，菜園也長的欣欣向榮，
雖然有遇到一些蟲蟲危機，但學生也學習到友善環境的耕種方式。

圖 4-4-3、長樂國小 本學期教學成果照片
今年的課程依照教案設計（如附件六)除課堂教學，也讓學生自己動手做的窯與
灶，讓學生學習傳統的三合土工法，帶孩子們親自動手做，灶做黑糖糕、手工窯烤
pizza、青江菜佐杏鮑菇、紅龍果冰沙等，讓 孩 子感受在地食材的美味，除了體驗動手
作的樂趣，也學會了煮菜與燒柴，自己種的菜自己煮，最短的食物里程，最簡單美
味，產地到餐桌，照顧自己的健康外，也能照顧到大自然，過程中孩子們漸漸地學會
了與自然相處，也懂得尊重土地與生命，營造出協力共作的學習氛圍，讓學生向社區
173

學習耕種的技巧，讓親師與親子之間共同合作與成長，拉近孩子與土地的關係，力行
親自動手種，藉由產地到餐桌的無毒飲食，培養與自然和諧共存的行動力，並與社區
共同創造美好校園。
這學期也與 長 樂 國 小 、 大 學 、 社 區 、 墾 管 處 ， 共 同 進 行 活 動 規 劃 ， 強 調 排
灣族習俗與野菜食用等，探討民俗文化傳承，跨世代的知識傳承，用原住民
傳 統 料 理 ，拉近孩子與自身傳統文化的關係，強化排灣族對自然的敬畏，如在排灣族
的傳說中，兩兄弟撿回一個裡頭有顆百步蛇蛋的陶壺，經太陽照射之後，誕生一嬰
兒，後來成部落的頭目及祖先，顯示原始宗教信仰是其尊重大自然的基礎，藉由永續
農業課程，縮 短 學 生 與 自 然 環 境 的 距 離 讓學生深入理解原住民的環境倫理規範，具
有豐富的生態智慧， 並 培 養 對 環 境 的 感 知 ， 瞭 解 四 時 的 律 動 及 現 象 、 傳 統 智 慧
的重要，以及如何與自然生態共存共榮。
3. 屏東縣恆春鎮墾丁國小鵝鑾分校
這學期學生解說員組織培訓教學 透過夥伴學校教師團隊共同進行解說員培訓。而
學生解說員培訓與解說活動流程設計，則是依照 5E 活動學習環進行模式規劃，如下
所示﹕①.參與:透過教師的引導與了解，得知學生先備知識或相關學習經驗，加以調
整後續教學策略，並藉由生活例子與師生互動引起學生的學習動機。②探索:經由學生
自主性的發現學習相關問題或議題，並藉由小組合作模式提 出問題假設以及解決的方
式，藉由過程教師可了解學生的自我學習能力以及 診斷學生學習狀況。③.解釋:教學
者引導學生將結果加以分析並統整，再藉由學生將結果經由個人 思維進行轉化，之後
學生能加以說明結果意義並表達自己的看法。④.精緻化:學生能將結果或現象由內延的
因素，藉由合理的邏輯分析或推理方式，說明相關的外延性例子或事件。⑤.評鑑:教學
者應將學生的學習成果以及成效進行統整，以作為後續教學改進依據，並提供學生自
我學習狀況的自我評估與反省。根據上述的學習活動模式，我們將學生解說員的培訓
活動過程，等同於教案的方式進行課程設計，解說活動相關內容對應教學活動。除了
設計學生解說員流程之外，也會另行編製解說手冊之設計，而相關手冊內容規劃，會
協同輔導團隊與社區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解說員共同討論設計，以便日後學校將學生
解說員作為學校特色課程學習，或是帶領外賓或參訪者觀摩之時，能使學生具有整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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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覽能力並達到完善流暢，提高學生成就及學習興趣。

圖 4-4-4、墾丁國小鵝鑾分校 本學期教學成果照片
為配合課程所需，以及解決校內「舊建築，新使用」的問題，團隊同時與夥伴學
校合作，將校內閒置的熱帶植物教學中心進行整修以及內部建置，並以此建 築設施作
為學校山海環境教育教學中心，以利學校能以此中心作為教學設施，將教學課程計畫
更容易融入校本位課程或特色課程，而使學校校內也能完善利用並因整治完成建築，
俾使發揮校內建築再利用的優點。
在可用植物教學課程中，設計理念強調常見藥用與香草植物的栽培及有效利用，
在教學過程中將適時加入議題討論，透過動手做與思辯過程讓學生了解相關知識與概
念；藥用與香草植物在許多飲食烹調與料理利用上，是不可或缺的素材，諸如烹調料
理常用的九層塔、蔥、蒜、薑甚至薄荷，或是青草茶飲常用的藥用植物等，都礙於台
灣的香草與藥用植物生產不多，許多時候都必須依賴進口，便宜的草葉植物不僅因此
價格上漲，也增加了生產運送過程的碳足跡，具有可用性的 植物如能在地生產在地利
用，也能促進產業發展與兼具資源利用環境教育意義， 並以降低環境傷害及充分利用
資源為目標。而植物意象藝術創作，則是藉由將環境教育理念融入藝品創作之中，讓
學生以藝術品的形式表達個人對於山林環境維護的想法，且藝品創作材料皆來自植物
落葉枯枝或毬果等，同時教育學生思考一花一草木皆為資源，應當愛惜山林資源並維
護環境的永續發展。本課程設計標準則參照自然科領域及綜合活動領域為主，透過討
論、學習單、藥用與香草植物栽培製作利用以及意象藝術品創作多元學習方式提高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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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學習動機。
4. 永港國小 – 食農基地建立
永港國小這次以社團的方式帶領國小學童一邊建立農食基地一邊上課，透過做中
學、學中做，不斷循環以學生的先備知識加上生活經驗，透過實際動手體驗操作方式
引起學童學習興趣，從開始讓學生有正確知識概念及基本的種植方式、瞭解食材變食
物的重要性及過程，課堂有一半的時間進行共作使荒田變良田的教學過程與照料養護
的基本概念，一半的時間進入農食基地親自體驗種植的樂趣。在這段期間農食基地種
植多樣的作物，包含花椰菜、水果玉米、白玉蘿蔔、桑葚、百香果、蔥及蒜等，透過
教學、體驗激發學生對學習的興趣及渴望。並趁鷹季來臨時配合在地植物與國境之南
的社區成員合作教學，以在地植物瓊崖海棠製作鷹哨，除符合滿州地區一年一度的大
活動，也藉由本次教學介紹猛禽與在地之關係。

圖 4-4-5、永港國小本學期學習成果
三、產官合作發展現況
1. 執行計畫
里德社區持續與政府機關承接不同計畫及參與全國競賽等，以活絡及宣傳社區，
包含與屏東縣政府合作農村改造、短期就業方案……等，也參與金牌農村、國家環境
教育獎、屏東縣績優社區選拔等比賽，爭取社區能見度。相關照片如圖 4-4-6、圖 4176

4-7 所示：

圖 4-4-6、屏東縣績優社區選拔

圖 4-4-7、屏東縣績優社區選拔(107.07)

(107.09)
2. 場域設施中心新建
滿州鄉公所與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協助里德社區興建場域設施中心，在新位址未
建立前，鄉公所無償提供圖書館供里德社區做為場域中心使用，相關借用文件如附件
一。

3. 遊客導入及宣傳社區規劃
與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共同辦理主題活動，包含參與墾管處瑯嶠鷹季活動及珊瑚
周活動、承接墾管處足溯欖仁溪、合作辦理有控萊里德及與小墾丁渡假村簽署共同發
展計畫推出星空吶喊…等，推廣社區及支援活動豐富而多樣。相關照片如下所示：

圖 4-4-8、星空吶喊合作活動

圖 4-4-9、春之溪合作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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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10、足溯欖仁溪合作活動

圖 4-4-11、有控來里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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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遊客導入與網頁宣傳
本節分為遊客導入與網頁宣傳，遊客導入部分以測試課程及場域負載人數為主，
主題課程內容以慢遊欖仁溪、食在有藝及豬朥束文化之旅為主，由遊客體驗課程內容
必填寫相關學習單及問卷回饋。網頁宣傳則以 FB 粉絲頁的貼文分享與里德社區的環
境教育主題大小事，及設置社區旅遊地圖現況說明。
一、遊客導入
遊客導入目前辦理次數及人數如表 4-5-1 所示，各遊程行程及問卷分析說明在下
面各標題會再詳述，遊客導入活動的成行有幾種方式，校方自主報名、教授邀請、管
處辦理及旅行社接洽。
表 4-5-1、遊客導入活動
日期
01 月 20 日
03 月 16-17 日
04 月 21 日
04 月 22 日

對象
台南市那拔國小親
子團
能源區域中心教授
團
一般遊客報名
高雄市莒光國小

人數
說明
35 人 校方聯絡，由校長帶領共 35 人出席
參與慢遊欖仁溪課程及用餐。
5 人 教授邀請作為最低人數遊客測試。

22 人 管處舉辦活動。
32 人 與旅行社接洽辦理一般團體人數進行
課程測試
05 月 04 日
高雄市勝利國小親
120 人 與旅行社接洽辦理 120 人 大型團體
子
進行最高人數遊客測試。
第一場的對象為台南市那拔國小，參與的主題課程內容為表 4-5-2，

表 4-5-2、主題課程內容
時間

行程

10 分鐘

簽到

欖仁溪步道口

10 分鐘

車程

社區活動中心欖仁溪步道口

50 分鐘

慢遊欖仁溪(一) 熱
情南國

欖仁溪步道

慢遊欖仁溪(二) 秘
境之旅

欖仁溪步道

50 分鐘

場地

說明
簽到單及課前問卷
換裝雨鞋, 並轉搭社區車輛
了解欖仁溪並為接下來的活動
準備
包含巡溪溯源與生生不息課程
瞭解欖仁溪生態及環境的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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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說明: 欖仁溪步道解說

圖片說明:

步道蝴蝶復育區

圖 4-5-1、主題課程 實施照片 (107.01.20)
第二場為專家邀請團，由教授及助理共5 人參與。課程流程以慢遊欖仁溪及 食在有
藝如表4-5-3 所示，相關照片則如4-5-2 所示。
表4-5-3、課程流程體驗
時間

行程

60 分鐘

午膳

180 分鐘

食在有藝

30 分鐘

晚膳

場地
里德社區活動
中心

說明
用餐

社區菜園

社區低碳設施與菜園介紹 體
驗太白粉及醃蘿蔔製作

社區菜園

甕窯餐+割稻飯

晚上住宿里德社區
180 分鐘

慢遊欖仁溪

欖仁溪步道

欖仁溪主題課程
動手做體驗

10 分鐘

賦歸

社區活動中心

課後問卷及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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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說明: 社區理事長示範並解說如何 圖片說明: 社區菜園介紹。
揉製。

圖片說明: 動手體驗搓揉野生愛玉。

圖片說明: 解說步道附近產業發展與生
態環境。

圖4-5-2、主題課程 實施照片 (107.03.16-17)
第三場為高雄市莒光國小親子團，由該校教師帶領學生及學生家長(志
工)組 團至里德社區體驗慢遊欖仁溪課程及食在有藝農作體驗，共35
人。主題課程內容如表4-5-4 所示，相關照片則如4-5-3 所示，簽到單及問
卷則如附件八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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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5-4、主題課程內容
時間

行程

場地

說明

10 分鐘

簽到

欖仁溪步道口

簽到單及課前問卷

10 分鐘

車程

社區活動中心-

換裝雨鞋, 並轉搭社區車輛

欖仁溪步道口
50 分鐘

慢遊欖仁溪(一)
熱情南國

欖仁溪步道

了解欖仁溪並為接下來的活動
準備

50 分鐘

慢遊欖仁溪(二)
秘境之旅

欖仁溪步道

包含巡溪溯源與生生不息課程瞭
解欖仁溪生態及環境的變遷

50 分鐘

慢遊欖仁溪(三) 生
欖仁溪步道口
物多樣

10 分鐘

賦歸

欖仁溪步道口社區活動中心

40 分鐘

午膳

社區活動中心

20 分鐘

社區菜園介紹

社區菜園

20 分鐘

農作體驗

社區菜園

圖片說明: 學生一起手作搓醃蘿蔔。

心得分享
完成學習單及課後問卷
車程
里德在地菜餚
低碳設施、社區菜園及盤古拉
草原

圖片說明:

體驗「菜頭籠仔」製作

體驗溪流環境的獨特之處。

圖4-5-3、主題課程 實施照片 (107.0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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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為勝利國小師生團三個班級三台遊覽車，共120 人，由旅行社帶領其下
員工及各班級至里德社區體驗慢遊欖仁溪課程。主題課程內容如表4-5-5 所示，
相關照片則如4-5-4 所示。
表4-5-5、主題課程內容
時間

行程

場地

說明

10 分鐘

簽到

欖仁溪步道口

120 分鐘

慢遊欖仁溪

欖仁溪步道

了解欖仁溪並為接下來的活動
準備 包含巡溪溯源與生生不息
課程 瞭解欖仁溪生態及環境的
變遷

50 分鐘

享用午膳

欖仁溪步道口

心得分享

簽到單及課前問卷

完成學習單
20 分鐘

里德社區介紹

社區菜園

產業及環境介紹

10 分鐘

賦歸

遊覽車

課後問卷及車程

時間

行程

場地

說明

10 分鐘

簽到

欖仁溪步道口

圖片說明: 解說白榕對環境的重要性。

簽到單及課前問卷

圖片說明: 體驗溯溪而上，過程中仔細
觀察周遭環境與生物。

圖4-5-4、主題課程 實施照片 (107.0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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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網頁宣傳
「里德生態旅遊」粉絲專頁，從計畫開始前至現今，按讚數由 3,209 人成長
至 3,636 人，追蹤數則由 3,260 人成長至 3,644 人，人數上的分析如圖 4-5-5 所
示，男性粉絲為 38%，女性粉絲為 61%，其中粉絲頁中 35-44 歲的為追蹤人數
最多。

圖 4-5-5、按讚人數分析圖
由一周貼文活躍日（圖 4-5-6 一周貼文活躍日)來看，周一至周日的人數都
有 3,000 人以上的觸及數，周三貼文是最高的；而由日貼文活躍時間（圖 4-5-7
日貼文活躍時間)來看觸及率，則有兩個明顯高峰，12 點為第一高峰，22 點為第
二高峰，未來貼文將盡可能搭配高峰時間，在高峰一小時前發文，會有較多粉
絲看見。

圖 4-5-6、周貼文活躍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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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7、日貼文活躍時間

另以表 4-5-3 來看，總貼文數統計 107 年 01 月 12 日至 11 月 22 日為 118
則，若以計畫開始統計則由 107 年 02 月開始至 10 月 31 日共 110 則，其中永港
國小為 13 則、鵝鑾分校為 10 則、培訓課程為 7 則、生物相關為 6 則、其他內
容則為 19 則、長樂國小為 18 則、滿州國小為 2 則、生態旅遊與相關活動宣傳
為 32 則及關懷據點相關為 3 則。各主題相關訊息資訊如下：
(一)主題課程活動宣傳
此類別包含里德社區為主的活動宣傳及活動成果展現，最高觸及數為 09/05
日里德社區影片的發布（貼文內容參照附件九)共有 24,746 人次，09 月 17 日及
10 月 09 日則分別有 8,042 及 8,441 人次的觸及率，一則為足溯欖仁溪的活動推
廣，另一則為滿州地區被灰面鵟鷹群鷹遮天之影片，顯見目前粉絲頁對里德社
區關注的程度高的都是里德社區著重的發展面向，欖仁溪及灰面鵟鷹兩大主軸
要為多人關注。另在關於灰面鵟鷹的主題推廣及 10 月份貼文相較於其他月份及
主題也較多人關注，因此建議未來可在貼文中做更豐富的介紹與內容吸引更多
的觸及。
(二)環境教育議題探討
此類別特別獨立出來目前暫時只有 06 月 03 日搭配久旱不雨及缺水時事的
水資源議題分享，觸及人數為 803 人次，按讚人數為 43 人次，因數據不足不做
過多討論，往後建議再依時事分享如海洋塑化等相關議題增加里德社區與之連
結性及曝光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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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6、fb 貼文總計
發布日期

內容

已觸及 分享 按讚數

長樂
國小

永港
國小

鵝鑾
分校

培訓
課程

活動
宣傳

關懷
據點

生物

其他

8

73

2

1 月 12 日 里德社區有 8 位通過評量展演 1855
1 月 15 日
里德社區完成古早窯
719

1

40

v

3

1 月 17 日

榮獲優質農村體驗社區

385

0

31

v

4

1 月 19 日

關懷據點

646

0

33

5

1 月 19 日

茅草屋補強-割茅草

886

0

61

v

6

1 月 22 日

吳麗雪副縣長蒞臨

804

2

29

v

7

1 月 23 日

關懷行動-雞湯送暖

489

0

22

8

1 月 30 日

風中追憶斯卡羅

529

0

25

v

9

2 月 09 日

恆春半島生態旅遊服務狀況

522

0

8

v

10

2 月 11 日

滿州紀錄片-海角鷹飛

772

4

24

11

3 月 06 日

元宵節出席打擊表演

513

1

26

v

12

3 月 19 日

滿州國小參訪

878

0

53

v

13

3 月 23 日

慢遊欖仁溪課程資訊分享

1582

7

55

v

14

3 月 25 日

協助長樂國小整理菜圃

389

4

36

15

3 月 25 日

協助鵝鑾分校建造窯灶

740

0

42

16

3 月 25 日

分享食在有藝風味餐資訊

1768

3

78

17

3 月 26 日

協助鵝鑾分校完成窯灶

392

1

43

18

3 月 27 日

增能課程培訓

831

0

37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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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v

v

v

v
v
v
v
v

已觸及 分享 按讚數

長樂
國小

永港
國小

鵝鑾
分校

培訓
課程

活動
宣傳

發布日期

內容

19

3 月 28 日

慢遊欖仁溪活動資訊發布

4082

13

75

20

3 月 28 日

協助長樂國小培育菜苗

789

0

30

21

3 月 29 日

發布墾管處廚藝家甄選訊息

628

0

13

22

4 月 02 日

增能課程培訓

411

4

49

23

4 月 11 日

協助長樂國小建造窯灶

333

1

58

24

4 月 13 日

慢遊欖仁溪課程重點培訓

1036

1

76

v

25

4 月 20 日

墾管處檢驗解說實務能力

1129

0

99

v

26

4 月 25 日

分享鵝鑾分校環境教育課程

591

0

21

27

4 月 29 日

珊瑚生態保育週打擊表演

639

0

37

v

28

4 月 29 日

珊瑚生態保育週打擊表演

580

0

35

v

29

4 月 30 日

發布有控來里德活動訊息

559

1

24

v

30

5 月 06 日

高雄市勝利國小參訪

1295

1

101

v

31

5 月 09 日

發布長樂國小窯灶樣貌

646

0

34

v

32

5 月 13 日

發布長樂國小環境教育課程

408

0

15

v

33

5 月 18 日

發布長樂國小環境教育課程

621

0

30

v

34

5 月 20 日

參加公民素養週研習

643

0

17

35

5 月 23 日

海角鷹飛休士頓影展獲獎

1648

8

55

36

5 月 27 日

發布長樂國小環境教育課程

119

0

21

v

37

5 月 31 日

發布長樂國小環境教育課程

730

0

37

v

38

6 月 03 日

水資源環境議題訊息分享

810

0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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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懷
據點

生物

其他

v
v
v
v
v

v

v
v

v

已觸及 分享 按讚數

長樂
國小

永港
國小

鵝鑾
分校

培訓
課程

活動
宣傳

關懷
據點

發布日期

內容

生物

39

6 月 05 日

蘋果日報新聞分享

615

1

21

40

6 月 05 日

發布星空吶喊活動訊息

424

0

6

41

6 月 07 日

發布長樂國小環境教育課程

539

0

21

42

6 月 15 日

灰黃澤蟹介紹

669

1

42

43

6 月 16 日

發布鵝鑾分校環境教育課程

608

1

40

44

6 月 21 日

人面蜘蛛介紹

557

0

28

v

45

6 月 21 日

里德春夏季生物介紹

615

0

30

v

46

6 月 22 日

發布長樂國小成果展資訊

475

0

22

47

6 月 28 日

發布里德暑期生態旅遊資訊

500

0

24

48

6 月 29 日

協助永港國小整理菜圃用地

925

1

45

49

6 月 29 日

長樂國小成果展活動分享

975

2

32

v

50

6 月 29 日

長樂國小成果展餐點介紹

662

1

33

v

51

6 月 29 日

長樂國小成果展菜圃介紹

552

1

24

v

52

7 月 02 日

更換封面照片

972

4

34

53

7 月 08 日

日本樹蛙介紹

538

0

30

54

107/07/10

分享 2018 屏日生活市集粉絲頁

456

0

5

55

107/07/11

社區林業 2.0 走讀式訓練班

1212

3

68

56

107/07/12

分享 2018 屏日生活市集粉絲頁

445

0

8

57

107/07/14

夏季動物

568

0

16

58

107/07/19

績優社區選拔

714

0

56

其他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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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V

已觸及 分享 按讚數

長樂
國小

永港
國小

鵝鑾
分校

培訓
課程

活動
宣傳

發布日期

內容

59

107/07/25

夏日遊行

879

2

36

V

60

107/07/30

足溯欖仁溪

506

0

30

V

61

107/07/30

永港國小

478

0

21

V

62

107/07/31

永港國小-種玉米

492

0

25

V

63

107/08/01

永港國小-香草

642

0

27

V

64

107/08/04

長官蒞臨

1512

9

59

65

107/08/05

徐國勇訪墾丁-報紙

596

0

34

66

107/08/09

永港國小-木瓜

542

0

17

67

107/08/31

更換封面照片

378

0

10

68

107/09/01

永港國小-災後現勘

638

0

21

69

107/09/06

High 鮮吧南台灣

129

2

4

70

107/09/06

關懷據點

1203

3

46

71

107/09/08

永港國小-災後整頓

534

0

21

72

107/09/09

鵝鑾分校-整頓

409

0

20

73

107/09/13

長樂國小 - 新課程

423

0

17

74

107/09/15

鵝鑾分校-種植

567

0

20

75

107/09/17

推廣足溯欖仁溪

8072

0

172

76

107/09/18

永港國小-上課

464

0

13

77

107/09/21

長樂國小-分享與傳承

431

0

15

78

107/09/21

場域認證審查

579

0

69

關懷
據點

生物

其他

V
V
V
V
V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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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V
V
V
V
V
V
V
V

已觸及 分享 按讚數

長樂
國小

永港
國小

鵝鑾
分校

培訓
課程

活動
宣傳

關懷
據點

發布日期

內容

79

107/09/27

長樂國小-社區出走

563

0

35

80

107/09/27

環境教育路線

1039

0

62

81

107/09/28

永港國小-荒田變良田

460

0

11

82

107/09/29

滿州心民謠

1378

0

25

83

107/09/29

環境永續-在地利用

869

1

55

84

107/09/30

落鷹繽紛 X 欖仁溪

950

0

90

V

85

107/10/02

足溯欖仁溪

3720

0

569

V

86

107/10/02

107 年墾丁國家公園導覽人員
解說研習

521

0

35

87

107/10/03

鵝鑾分校-實踐的難題

508

0

27

88

107/10/03

2018 瑯嶠鷹季野餐預購單

674

2

11

89

107/10/04

2018 瑯嶠鷹季野餐活動

676

1

16

V

90

107/10/04

2018 鷹空下的美好食光

589

2

21

V

91

107/10/04

2018 鷹空下的美好食光-活動

587

0

47

V

92

107/10/04

2018 鷹空下的美好食光-資訊

509

0

50

V

93

107/10/04

2018 鷹空下的美好食光-餐點
1026
介紹

3

74

V

94

107/10/04

更改封面照片

563

1

17

V

95

107/10/05

里德社區影片

24746

0

86

V

96

107/10/09

鷹群遮天

8441

33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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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

其他

V
V
V
V
V

V
V
V

V

已觸及 分享 按讚數

長樂
國小

永港
國小

鵝鑾
分校

培訓
課程

活動
宣傳

發布日期

內容

97

107/10/09

2018 琅橋鷹季野餐-注意事項

731

2

24

98

107/10/10

鷹季賞鷹人潮

1211

1

132

V

99

107/10/15

瑯嶠鷹季活動回顧

878

0

59

V

100 107/10/28

永港國小-農食運動

383

0

10

101 107/10/29

鵝鑾分校-小小解說員賞鷹

625

1

52

102 107/10/30

滿州國小-飛鷹農場

483

0

27

103 107/10/31

長樂國小 - 雨來菇王子

1202

2

70

104 107/11/01

永港國小玉米復植

564

0

22

105 107/11/06

鵝鑾分校-熱帶海洋林植物

515

0

21

106 107/11/07

永港國小-學生感想

380

0

16

107 107/11/12

滿州國小-飛鷹農場

906

3

43

108 107/11/14

鵝鑾分校-海漂植物加工

665

0

34

109 107/11/21

長樂國小-蟲蟲危機

632

0

18

110 107/11/22

永港國小--鷹哨製作

647

0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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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懷
據點

生物

其他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三)協同學校合作歷程(社區與協力學校)
此類別目前包含四所與里德社區合作的學校，分別為滿州國民小學、長樂
國民小學、墾丁國民小學-鵝鑾分校及永港國民小學。其中 06 月 29 日長樂國小
邀請里德社區的成員進行雨來菇相關課程已觸及人數最高，為 1,202 人次，另有
2 人分享，70 位按讚數。協助永港國小整理菜圃用地則有 925 已觸及人次及 45
位按讚數。
(四)生物監測資料
此類別包含社區內物種介紹及相關物種監測資料，目前共有四則，最高觸
及數為 06 月 15 日之黃灰澤蟹的介紹，共 669 人次的觸及率及 42 位按讚數。相
較於其他類別，生物監測的觸及數較為穩定，數量落在 669 至 538 人次。
(五)社區旅遊路線
此類別依據社區旅遊地圖介紹社區旅遊路線，目前社區旅遊地圖還在持續
新增中，預計可提供社區作為發布相關流程或文章並連結至粉絲頁。(網址:
https://www.google.com/maps/d/u/0/viewer?hl=zhTW&mid=1QYHJ5kFyYSEx7QgrJFStYTzHHLfuAgqA&ll=21.99322669035451%2
C120.79737535000004&z=11)

圖 4-5-8、社區旅遊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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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教學場域規劃設計
本計畫將里德社區的環境教育設施教學地點分為二部分，為室內課程與室
外課程，室內課程會在滿州鄉立圖書館進行課程解說及回顧，戶外課程則依據
主題教案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各據點標示如圖 4-6-1 所示。

欖仁溪

活動中心
(原)
滿州鄉立圖書館

賞鷹亭

山頂橋

豬朥束園圃

老村長的家

紅龍果園區

高砂族紀念碑
圖 4-6-1、滿州鄉里德村各教學據點分布圖
1. 滿洲鄉立圖書館
向滿州鄉公所借用圖書館作為暫時的辦公及教學空間，一樓作為教學活
動空間，三樓則作為辦公空間與動手做教室，內部空間照片如圖 4-6-2 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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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5 所示，設置有投影及影音設備，擺有活動式桌椅可供調動。
2. 豬朥束園圃
為社區自行建置，分為兩大區，一是以茅草屋、廁所及儲藏室等以竹子跟
茅草興建起的空間，另於今年新增窯與灶的活動區，有投影設備可供教學使
用，茅草屋前的廣場則可做互動性活動場地使用；另一邊則是社區菜園，由協
會成員自行認養之區域。全部採用無毒及無農藥種植，部分作物可供教學使
用。照片如圖 4-6-6 及圖 4-6-7 所示。
3. 欖仁溪步道
欖仁溪發源於海拔 526 公尺的萬里德山，全長 6 公里，匯入港口溪，終年
溪水不枯，溪岸景色絕佳，擁有豐富、多樣的動植物生態，沿途的欖仁溪步道
生態資源也很豐富。如圖 4-6-8 及圖 4-6-9 所示。

圖 4-6-2、圖書館 正門口

圖 4-6-3、圖書館一樓一隅

圖 4-6-4、滿州鄉圖書館三樓教室一隅

圖 4-6-5、滿州鄉圖書館三樓接待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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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6、豬朥束園圃—茅草屋

圖 4-6-7、豬朥束園圃—社區菜園

圖 4-6-8、欖仁溪步道

圖 4-6-9、欖仁溪

4. 里德村
(1) 老村長的家
圖 4-6-10 是一處地理好的村落專門產村長的地方，隔壁是父子檔，另一邊
是兄弟檔都擔任過村長之位，村落中甚至還出了一位縣議員，傳言與風水
有關抑或是人才濟濟。
(2) 紅龍果園區
為兼顧生態平衡,永續環境土地利用,紅龍果園的商家使用無毒、無藥、無
蟲的栽培管理(如圖 4-6-11 所示)，在工作室還蒐藏有早期先民生活器具與
文物，與里德這邊的產業文化有深刻連結(如圖 4-6-12 所示)。
(3) 高砂族紀念碑
此碑為日本當局為紀念滿州公學校的前身－恆春國語傳習所豬朥束分教場
為日本治台首波設立的化蕃場所，因而以碑石篆文紀念，並命名為「高砂
族教育發祥之地」，在此記載著斯卡羅族與日人及漢人的歷史故事。(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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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13 所示)
(4) 里德橋與賞鷹亭
每年 09 月末至 10 月份灰面鷲總會依約如期過境台灣，期間吸引許多人到
訪里德，而里德橋與圖 4-6-15 的賞鷹亭則是在里德賞鷹必去的兩個觀賞
點，另有圖 4-6-14 的山頂橋。

圖 4-6-10、老村長之家

圖 4-6-11、紅龍果園區

圖 4-6-12、紅龍果園區-工作室一隅

圖 4-6-13、高砂族紀念碑

圖 4-6-14、山頂橋

圖 4-6-15、賞鷹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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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圖書館中，我們有配置一樓作為簡報/活動空間，三樓為研習/辦公空間，
相關空間位置圖可配合圖 4-6-2 至圖 4-6-5 及圖4-6-16 比對。另預計增設主題課
程褙板、課程海報及社區旅遊地圖，其位置擺放如圖4-6-16橘線處，社區旅遊地
圖位於研習 空間後方，空間前方設有四套主題課程海報，與其他圖書館相連處則用
褙板區隔， 現有褙板設計圖如圖4-6-17。

簡
研習空間
報
辦公空間

空
間

樓梯

樓

間

樓梯

1

2

樓
圖 4-6-16、圖書館內部配置圖

圖 4-6-17、背板設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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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

3

樓梯

第七節 現勘審查
本計畫預計在環保署指派委員進行現勘審查前，進行預審查，共辦理兩次
預審查。環保署於 107 年 09 月 21 日指派委員審查，與原本預期之日期早近一
個月，致使流程改變。流程遵照行政院環保署環境保護人員訓練所之公告進行
之時間模擬，場地則皆位於屏東縣滿州鄉立圖書館三樓及欖仁溪步道，社區推
派潘武璋、徐明正與盧美枝三位具環境教育專責證照之社區成員進行代表解
說，兩次預審查狀況如下：
一、第一次預審查
於 107 年 09 月 02 日辦理，徵詢各地老師意見後以國立台南大學的薛怡珍
老師、嘉南藥理大學的彭衍順老師及鄭蕙玲老師、屏東縣政府前研考處處長林
淑惠老師共四位老師擔任本次審查委員，但薛怡珍老師於當日臨時有事告知不
課前來。預審查流程比照行政院環保署規定施行之，包含簡報介紹與現勘教
學，簡報介紹以里德社區總幹事潘武璋為代表，進行 20 分鐘的報告，另由社區
解說員徐明正及盧美枝兩位負責「慢遊，欖仁溪」課程簡介及教學共 60 分鐘。
委員於審查後建議整理如表 7-1 所示，社區依據委員給的建議進行調整後而開始
第二次審查。
表 7-1 建議整理表
審查建議
申請書
1. 社區對文化方面論述太少，從原住
民到漢人中間有一段空白

意見回覆
1. 申請文件中確實缺乏一段空白的時
期未加敘述，高山原住民於日治時期
及清領初期就慢慢被同化，到清領後
期及光復後里德社區的高山原住民已
逐漸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有愈來愈多
的漢人及平地原住民搬遷至此，而漸
漸的形成現在里德社區的樣貌，以現
在的茅草屋來說，這不是高山原住民
(排灣族?)有的特色，反而有漢人及日
人的影響而存在，像是他的建造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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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在簡報及補充文件中
會再多加敘述。
2. 各教學據點的產權與相關證明文件
應備妥

2. 社區菜園的土地屬向社區居民承
租，承租文件及產權文件會放置於補
充文件中；欖仁溪步道及賞鷹亭則屬
於公有地，這部分要與墾管處及鄉公
所申請承租文件…如補充文件所示。

3. 短中長期規劃的目標過於雷同, 應
加以區隔與格式化，可以縮編或簡易
區隔後製成表格。(如教案一年修正好
一套或發展一套就已經很厲害了，可

3. 短中長期規畫目標將依據委員建議
進行調整，並將調整後的規劃目標放
置於補充文件；於簡報內則以表格表
示。

以一年一套這樣)

4. 環境教育設施場所的組織應獨立於 4. 最初規劃為環境教育設施場所的組
社區發展協會組織之下，財務規劃也
應另行製表，別於社區發展協會。且
社區發展協會與環境教育設施場所的
關係及其中各工作分組內容未加以詳
述。

織是社區協會另編組而成。將依照委
員建議修正組織架構放入社區協會底
下。社區發展協會與環境教育設施場
所如將社區發展協會的階層關係確立
後，對各組工作內容會再加以詳述。

5. 之前新版的環境教育法通過後參訪 5. 尚未修正法案前社區已實施生態旅
與生態旅遊不等於環境教育，在三年 遊從事環境教育的宣導與教學。這部
內活動紀錄最多的卻是參訪跟生態旅 分在簡報內容會再強調於法令修改前
遊，請備妥詳細的說明。

跟修改後執行的差別。(生態旅遊及環
境教育課程)

6. 產官學的連結應多加著墨

6. 跟管處、其他產業的合作於補充文
件及簡報內容中會再多加敘明。

7. 設施跟經營管理著墨比較少，營運
管理計畫可再補充設施管理及經營管
理計畫的 KPI 及行動策略

7. 在設施與經營管理部分會在放置於
補充文件中敘明。

8. 財務計畫應有多年規畫並反映設施

8. 財務計畫表會再重至於補充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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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護成本等支出

中，並依委員意見納入設施維護及修
築費用等項目規劃。

9. 前面申請文件中預估服務容量為
4000 人次，後面的財務規劃則為 1000
人次，這是明顯的不一樣，為什麼會
有這樣的不同？

9. 前面申請文件的預估服務量囊括的
是環境教育主題課程及生態旅遊這兩
部份社區可服務人次，這部分當時可
能未敘明清楚會再修正及補充；後面
的財務規劃則是針對環境教育課程項
目進行規劃設計，期望至少要有 1000
人次才能維持社區發展環境教育設施
之營運；與小墾丁合作案雖有高達
5000 人次，但合作人次不僅限於環境
教育課程，還囊括生態旅遊、DIY 體
驗活動及風味餐等社區服務項目；最
後的單日人次為環境教育課程最高限
制人次為 80 人，這是考量環境及社區
能負荷之數量 (社區講師目前最多七
位)，上述會在補充文件及簡報中敘
明。

10. 場域管理計畫應包含設施維護計
畫、環境友善設施及場域硬體設施規
劃，但在申請文件上比較沒看到

10. 場域管理計畫會在補充文件中再詳
列設施維護計畫及環境友善設施及硬
體設施規畫等項目。

11. 申請文件字誤人民「堤」案應修正 11. 字誤部分未來送交文件時會再會同
為人民「提」案
其他社區成員幫忙校閱與修正。
12. 申請文件中第 9 頁的內容有重複， 12. 如前一題會在未來送交文件時會同
請刪除。
其他社區成員幫忙校閱與修正。
13. 這邊有需要寫住宿嗎？要考慮委員
是否站在接待家庭角度或是民宿業者
角度？光采當時為避免被委員問問題
而未填寫住宿

13. 這確實是社區發展協會提供服務的
項目之一，環境教育設施場所可搭配
社區協會共同發展；另除社區協會提
供的接待家庭外，我們與外部單位也
有合作，如小墾丁度假村，可依據學
員需求安排住宿，但環境教育設施場
所僅提供住宿項目選擇，並非設施場
所之服務項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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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環境監測只有提到老鷹監測，但在 14. 未來在補充文件及簡報內容中會放
剛剛簡報與現勘中你們有蝴蝶監測跟 入與墾管處合作之環境監測及蝴蝶監
環境監測，為何沒有放進來？
測資料及監測歷程。
硬體設備
1. 教學據點的安全設施是否有備妥？
像是光采濕地就有在水深的地方設置
救生圈跟繩索，這部分社區應該還有
時間準備
2. 申請文件中僅有發函向鄉公所借用
一至三樓的公文呈現，並無更細項的
同意書說明借來使用環境教育教學用
途及期限多寡？另鄉公所下面有備註
說請先向圖書館確認無活動，並以不
干擾圖書館活動為主，請問如何解
決？

1. 安全設施的建立因考量土地所有
權，需與各單位討論後才能決議能準
備的項目及程度。

2. 在公文的附件有說明場地同意書為
環境教育用途，因未放入申請文件中
造成委員混淆，深感抱歉，詳列如補
充文件附件。圖館三樓使用的行政空
間是不會干擾到一般圖書館活動進
行；研習空間則會依據研習課程時間
的安排與圖書館協調，確實圖書館三
樓在時間安排上需要與館方協調後使
用；圖書館一樓則因與鄉立管樂團共
用，其練團時間固定，只要避開該時
段則無干擾問題。假如剛好該時段強
碰圖書館三樓研習及一樓活動空間，
則該添暫時於圖書館前廣場集合後，
帶至社區菜園的茅草屋進行活動。

3. 友善設施除了對環境友善外，你們 3. 在對人友善及其他設施的友善服務
對人怎麼友善, 像是圖書館三樓沒有電 上會再與社區協會成員討論，目前研
梯，那對行動不便者是否有甚麼樣的
措施或應對方式？

習空間只對研習課程活動使用，對參
於環境教育課程的人員較無影響，僅
需要至圖書館一樓從事課程活動，至
於參與研習人員部分如亦有行動不便
者有意願參與，則在提前告知狀況
下，會調整空間至圖書館一樓或茅草
屋舉辦。

4. 環境教育設施場所推廣的是減少人

4. 這部分會與社區成員協商怎麼表

為設施，那為何要設置人工化設施(設
置目的)？請備妥相關說明

達，這些設施是以前曾經在里德出現
的建築，透過這些建築可以較容易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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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在地文化的樣貌。
人力資源
1. 社區中缺乏 70-50-30-20-10 歲這樣
歲數不同但間隔不斷的人力資源連
結，如何因應？人力資源及人才培訓
課程也未詳細敘說，應加入經營管理
規劃說明

2. 書面資料中有提及志工卻未詳細說
明志工如何運用(包含辦法、招募、向
心力及培訓如何實施)？每三個月有檢
核嗎？

1. 社區中的人力資源一直是個問題，
我們也不斷地在尋求解決方式，像是
申請計畫邀請青年回鄉，培植在地產
業鼓勵青年回鄉及與在地學校合作建
立孩童與土地的連情感連結；這些在
簡報內及問答中會再多加著墨。
2. 社區在環境教育志工屬於籌備招募
階段，相關辦法及招募等方面要再與
社區成員協商，原則上會參考管處的
解說志工辦理辦法來增列，這部分預
計於通過後辦理招募。

3. 書面資料未提及，請問志工執勤及
環境教育講師教學是否有績效考核要

3. 這部分的績效考核也會在社區協會
的社員大會中提出討論協商，目前預

點或辦法?以及每年是否定期招開檢討 計環境教育講師於通過後每個月至少
會？
會朝開一次檢討會。
4. 如何讓青年返鄉？有沒有機制或是
案例可說明？(請備妥說明)

課程方案
1. 教案裡面有寫到會針對國小國中及
社會大眾，但中間看到的設定對象是
社會大眾，後面教案寫的對象又是國
小生，請將教學對象統一。

4. 社區協會裡面就有青年返鄉，等等
可以請他們分享他們的經歷。至於社
區一直在耕耘，希望藉由推廣某些農
產品及申請計畫等措施讓青年願意回
來里德，現在也利用與小學合作關係
希望加深學童與土地的連結。
1. 在申請文件中我們期望能做到國小
國中及社會大眾的教學方案規劃，委
員看到會有不同的標準是因為我們針
對不同的教學對象所做的試行教學，
不同的對象則有不同的教學方案，目
前能確定的是教學對象中我們對社會
大眾及小學階段的課程發展比國中階
段快，這部分我們會在簡報中統一，
並於補充文件中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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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請問是否有準備雨天備案？

2. 先前已準備雨天方案，若下雨導致
欖仁溪步道無法教學則改為到社區菜
園進行食在有藝的教學。

3. 授課對象若為親子團, 如何同時滿
足家長與孩童？孩童與家長的標準分
別為何？

3. 親子團的教學是以學童為主的教
學，內容難度會由淺至深，家長的功
能是協助學童學習及幫忙注意學生的
安全，如果家長有興趣則可以透過提
問等方式瞭解相關的知識，未來會再
針對委員有疑慮的地方進行調整。

4. 書面資料的四套教案太多，容易失
焦與被問問題，建議在當天聚焦其中
一套教案即可，但須對另外幾套教案

4. 當天會聚焦於慢遊欖仁溪，在現勘
教學與簡報內容均會做修正，其餘三
套較案還在調整中，會依據中長程規

有其他說法。

劃依序推出。

5. 在書面資料的教案與短中長期規劃

5.

中未明列教案如何優化及創新，請說
明。

會議會逐漸修正教案的教學方式、教
材更新等，更希望藉由每年的培訓課
程讓環境教育教師有更多的想法持續
優化課程的教學。

6. 參訪的對象可能是一般大眾也可能
是特殊族群，如何證明你們有能力接
待特殊族群？對於特定參訪者是否提
供客製化課程？

6. 這部分我們的規劃是如果有特殊的
族群前來參訪，我們會先藉由每周的
社員大會進行如何教學的討論，斟酌
調整課程。(如外語族群，會先告知社

在規劃中透過定期招開的教學檢討

區現況，如果外語族群可以接受則有
幾種方案：1. 外語翻譯 2. 外語與華語
的道具卡+簡單口語與手勢；如是行動
不便者則考慮運用不同教具及可操作
的實作體驗讓行動不便者也能參與課
程。
7. 現代科技發達，如果可以，建議善
用數位資訊於課程中(如 QR code 來介
紹課程基本架構或基本的知識概念)

7. 這部分會再與社區成員協商，並可
行的話會納入中程規劃。

簡報及現勘審查
1. 現勘審查中看不到課程方案與在地

1. 慢遊欖仁溪強調的是生態環境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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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居民生活的連結，宜加強說明

業發展的衝突與生物多樣性的重要，
這裡會再加入雨來菇產業對環境的衝
擊及對居民生活的幫助的解說；在雨
備的課程食在有藝的部分則會再加入
茅草屋等低碳設施與在地居民的連
結，我們從甚麼時候開始使用這些，
怎麼使用及社區的風貌變化(茅草
園)，最後帶入這樣的方式對環境的影
響連結回低碳的目標。

2. 在簡報及申請文件中看不到宣傳管
道說明，宜多加敘述。

2. 在補充文件中會再詳列宣傳管道的
方始及影響，並於簡報中呈現。

3. 簡報建議增加圖片及減少文字敘述 3. 簡報會依委員建議修正。
才不會有太多講不完(可看圖說故事)，
增加時間掌控能力。
4. 像光采濕地有遇到要移動到不同建
物時會經過非屬於他們產權的區域，

4. 以慢遊欖仁溪課程為例，從圖書館
到欖仁溪場域是以社區接駁車行動(時

這樣怎麼進行教學？那時候是說會在
移動過程中以一些教學活動帶過，而
像慢遊欖仁溪的課程在這裡面就沒有
算到回到原本出發地點的時間，所以
建議你們要將所有方案的動線標示在
簡報中用不同顏色標示。

間約在 5 分鐘以內)，到達場域後才開
始進行教學，未來在課程上會調整時
間以及簡報呈現時會注意教學場域及
動線規劃。

5. 委員抵達即委員開始評審的時候，
應該要呈現最好的說明及解說模式。

5. 未來會先規劃好委員到達時的說明
與流程，在委員到訪後即進入模擬狀

如果遇到認識的委員可以簡短打個招
呼後就應該把他當作委員看待。

況，提高流暢度及專業度。

6. 當天可能還會被問到 40 個人遊覽車 6. 活動，圖書館前會有行政人員幫忙
下來之後，要在哪裡迴轉？哪裡停
引導遊覽車至館前廣場靠邊後先將學
車？
員放下，待學員下車後，往前至台電
辦公處的廣場迴轉及停車休息，待活
動結束後再至館前廣場接待學員上
車。
7. 委員問問題會問一些比較難回答的

7. 在詢答時會注意委員的提問，若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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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記得不要先回覆，可以說感謝委 涉層面太深或太廣則會告知委員需要
員建議我們再與社區討論, 之後再由蔡 與社區成員及其他相關單位協商後才
老師這邊統一回覆。
能回應委員。
8. 簡報設置建議，以三巨頭的故事串
場，而簡報時間與動線安排應要掌握
控制好與安排適當活動(如在剛進圖書
館可以先給委員介紹一樓是如何使
用)。簡報要多加練習。

8. 審查前會先安排動線與適當的解
說，並持續練習簡報跟現場教學來掌
控報告時間。

9. 關於雨來菇與水資源議題，可以回
答這問題我們會先跟業主及政府溝
通，未來如果溝通順暢會將執行方式
放如中長程規劃。

9. 這邊會再與社區成員討論如何表
達，若當日委員還是提到類似問題，
則會跟委員說還得與業主及政府單位
協商後，再將協商後的做法放入中長
程規劃。

10. 在現勘教學時應注意自然環境及生 10. 這邊會再與兩位講師討論如何呈現
態的因果關係論述(如封溪護魚及除草 過多捕撈至封溪護魚的過程及除草劑
劑的禁用)

禁用歷程。

11. 地理位置偏遠 交通不便 如何吸引 11. 滿州地區的社區公共交通較不易，
遊客，建議結合鄰近資源再進一步合 但包團及私人行程並不受地理位置遠
作發展為夥伴關係
及交通不易影響；另外，社區也積極
與在地學校、墾管處及其他公司單位
合作，慢慢得整合資源發展各項活
動，在未來規劃是希望發展為夥伴關
係。
12. 建議簡報應解釋里德社區意象
LOGO 與解釋里德社區發展歷程(從獵 12. 會再調整簡報內容讓委員更瞭解里
鷹到護鷹)，畢竟也有委員第一次到里 德社區發展歷程。
德社區。

二、第二次預審查
於 107 年 09 月 20 日進行第二次預審查，因颱風及西南氣流影響之下，日
期及委員都有極大之更動，日期原訂為 09 月 16 日，委員則邀請台北市立大學
的高翠霞老師、嘉南藥理大學的彭衍順老師及鄭蕙玲老師、屏東縣政府前研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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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處長林淑惠老師共四位老師擔任本次審查委員，因安全考量因素而延期，也
致使所有老師無法配合（09 月 02 日及 16 日皆於一個月前與老師確定），但仍遵
照流程規定時間進行模擬，並由蔡執仲老師與馬協群課長給予回饋意見進行調
整。主要針對時間掌控及解說技巧給予建議，若當日簡報無法準確於時間結束
前報告完則估計張數及剩餘時間快速掠過每一頁(只講標題)至最後解說現勘審
查注意事項。
三、正式現勘審查
107 年 09 月 21 日早上委員來訪，有王穎委員、廖委員學誠、王委員順美、
李委員永展及李委員元陞。列席參與人員有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劉培東處長、
馬協群課長及歐展昌主任；屏東縣環境保護局林瑞娟科長、林淑儀科員；里德
社區發展協會宋仁宗理事長、古堅謀執行長、潘武璋總幹事、徐明正、李瑞
良、彭春梅、王運金、盧美枝、潘麗容及張家翎等社區成員；環境保護人員訓
練所許宴菱小姐、滿州鄉感港口社區發展協會楊秀蘭理事長、長樂國民小學陳
寶全校長、滿州國民小學李美秀校長等人員列席。相關流程依照模擬時間控
制，最後由各委員提點問題及應修正之建議，並於 107 年 10 月 08 日寄送應補
正事項及建議事項，相關修正事項如表 7-2 所示。
表 7-2、現勘審查補正事項與建議事項
補正事項

修正事項說明

1. 設施場所名稱為里德社區發展協 感謝委員建議，在申請表上已作釐清
會，請再釐清修正。
修正為「里德社區」。
補 2. 申請文件請增加 SDGs 第 11 個
目標(永續城市及市區)
正

感謝委員建議，已添加 SDGs 第 11 個
目標「促使城市與人類居住具包容、
安全、韌性及永續性」於第三頁中。

事 3. 環境教育專業人力配置：
(1)第 73 頁全職環境教育人員為理
項
事長或總幹事，請確認。
(2)專業增能培訓應與四個教案之間

感謝委員建議，首先在第 73 頁全職環
境教育人員部分已更正為社區理事
長；另外四套教案的專業增能培訓是
持續進行的，在今年的培訓課程中先

密切配合(第 5、6、83、84 頁)(加
強幸福農村、部落營造、豬朥束文

以慢遊欖仁溪及食在有藝為主要修訂
及增能項目，預計社區會著重豬朥束
206

化之旅等面向)

文化及鷹揚里德兩主題。也感謝委員
建議幸福農村、部落營造及豬朥束文
化等方向的提供，目前增能規劃如
82 頁所規劃。

4. 環境教育課程方案：
(1)各教學據點應有所有權人的同意
函(書)等，請補充。
(2)第 157 頁慢遊欖仁溪課程活動中
教學目標預估時間有誤，請更正；

感謝委員建議，以下依據各點回覆
(1)教學據點私人土地為豬朥束菜園及
紅龍果園均以提供土地使用同意書，
並呈現於環境教育中心的土地使用同
意書之後。

另外，其他三門課無最後的活動流
程表，請補上或將第一門課活動流
程表去除，以求一致性。
(3)四門課教案最後的教學評量都空
白，請補充評量方式。
(4)應彰顯教案內容與環境教育的關
聯，學習成效的評量請加強與環境
關係的問題。課程修正紀錄宜有回
饋至教案中。

(2)有關各主題教案實施流程表均已補
上，詳請翻閱附錄 133 頁至 290 頁各
教案實施流程頁。
(3)各主題教案實施的教學評量以口頭
評量及紙本評量為主，並均補充至各
主題教案中，詳請翻閱附錄 133 頁至
290 頁各教案評量頁。
(4)主題課程教案內容依據不同版本設
立不同問題，依據不同學習對象設定

(5)教案應有適齡程度的分化，請確
認教學對象為「社會大眾」或是其
他對象，在試教中有許多為「國中
生或國小生」，與教學對象不同。
(6) 第 182 頁內容架構中：各單元
項下為活動一及活動二，如

不同問題，但都希望能回歸各主題教
案之主軸，透過開放性問題引導學員
關注特定環境議題。課程修正紀錄則
依照實施情形不斷修正，根據主題及
對象不同進興修正。
(5)主題教案已做適齡程度的分化，如
附錄 133 至 209 頁。
(6)各主題教案依據委員建議已做單元
及活動項目之修正，如附錄 133 至

單元一

單元二

209 頁。
(7)各主題課程教學之雨天備案已補
充，如附錄 133 至 209 頁。
活動二
活動二
(8) 整體課程規劃如 82 頁所示，目前
(7)請補充說明各教學雨天備案
期望以四大主題教案作為里德社區發
(8)請增加整體課程架構(含未來規
展課程之主體，成熟後再依據不同面
劃)，中長期課程規劃應具體如現階 相及活動發展其他課程，感謝委員建
段為社會大學。未來結合戶外教
議。
育，可規劃國小及國中課程。
(9)關於鷹揚里德教案已做修訂，國小
活動一

活動一

(9)第 183-184 頁鷹揚里德，教學對
象為社會大眾，其教學目標不適宜

版本請參照 133 頁；國中版本請參照
213 頁；社會大種版本請參照 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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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12 年國教的教學目標，應採用
如第 131 頁教學目標。

頁。

5. 經營管理規劃書：戶外遭遇毒
蛇，野蜂的意外，應有具體防範及
因應措施，請補充說明。

感謝委員建議，已補充至申請書中第
92-93 頁。

建議事項

修正事項說明

1. 雨來菇的永續議題，建議須被探 感謝委員建議，雨來菇一直是社區關
討且採取協商的行動 (錢，數
切的議題，在行政面與現實面需要產
量)(如：耗水、水管多…) ，以進
業、政府的幫忙及協調；社區也利用
行價值兩難的探討，並將資源永續
利用的理念落實在雨來菇的使用及
體驗。

生態旅遊與主題課程等活動，透過親
身體驗後對學員進行價值探討與資源
永續利用的分享；目前社區正積極與
產業溝通，先以不傷害土地為主，並
分享環境永續利用之概念。

2. 建議可以加入蝴蝶主題之學習， 感謝委員建議，社區有意願往這個部
並於課程中加入累積的鳥類、蝶類 發展，也期望透過主題課程之基礎發
之監測數據分析。
展更多相關特色活動與教學。
建 3. 第 135-200 頁教案之內容，有清

感謝委員建議，已針對教案內容進行

楚步驟，但解說重點未清楚呈現，
較是口號式結語，缺少引導反思，
事 教案建議用在學校為教學對象。

敘明及闡述。

議

項

4. 環境教育人員專長大都為「學校
及社會環境教育」，建議未來可以
再加強自然保育或環境及資源管理
專長，以符合課程內容及未來社區
發展所需。

感謝委員建議，社區正目前積極邀請
其他成員一起投入環境教育專責人員
認證，也期望未來能拿到更多領域的
證照來發展社區。

5. 課程多以社會大眾為主，未來建 感謝委員建議，社區正積極發展各主
議發展中小學適用課程，教案內容 題課程配合三種不同對象，已參照 12
可以加入 12 年課綱主題，以搭配
年課綱主題發展教案內容。
未來戶外教育。
6. 建議考量將賞鷹季節對賞鷹的體 感謝委員建議，社區的鷹揚里德課程
驗納入課程，增加教學效果。
即是委員所提之延伸，已搭配十月賞
鷹季體驗增加學習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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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應彰顯教案內容與環境教育的關
聯，學習成效的評量請加強與環境
關係的問題。課程修正紀錄宜有回
饋至教案中。
(5)教案應有適齡程度的分化，請確
認教學對象為「社會大眾」或是其
他對象，在試教中有許多為「國中
生或國小生」，與教學對象不同。
(6) 第 182 頁內容架構中：各單元

主題教案中，詳請翻閱附錄 133 頁至
290 頁各教案評量頁。
(4)主題課程教案內容依據不同版本設
立不同問題，依據不同學習對象設定
不同問題，但都希望能回歸各主題教
案之主軸，透過開放性問題引導學員
關注特定環境議題。課程修正紀錄則
依照實施情形不斷修正，根據主題及
對象不同進興修正。

項下為活動一及活動二，如

(5)主題教案已做適齡程度的分化，如
附錄 133 至 209 頁。
(6)各主題教案依據委員建議已做單元
及活動項目之修正，如附錄 133 至
209 頁。

單元一
活動一
活動二

單元二
活動一

(7)各主題課程教學之雨天備案已補
充，如附錄 133 至 209 頁。
(8) 整體課程規劃如 82 頁所示，目前
期望以四大主題教案作為里德社區發

活動二

(7)請補充說明各教學雨天備案
(8)請增加整體課程架構(含未來規
劃)，中長期課程規劃應具體如現階
段為社會大學。未來結合戶外教
育，可規劃國小及國中課程。
(9)第 183-184 頁鷹揚里德，教學對
象為社會大眾，其教學目標不適宜
用 12 年國教的教學目標，應採用
如第 131 頁教學目標。

展課程之主體，成熟後再依據不同面
相及活動發展其他課程，感謝委員建
議。
(9)關於鷹揚里德教案已做修訂，國小
版本請參照 133 頁；國中版本請參照
213 頁；社會大種版本請參照 290
頁。

5. 經營管理規劃書：戶外遭遇毒
蛇，野蜂的意外，應有具體防範及
因應措施，請補充說明。

感謝委員建議，已補充至申請書中第
92-9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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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 結論
本計畫已為里德社區規畫及完成教學環境的設置與獲得環境教育設施場所
認證，培育專業的環境教育教師、連結相關社區、學校與機構、更新課程規劃方
案、教學硬體的更新及針對營運目標的規劃與實踐，提供專業的環境教育的在地
化內容與服務。

第一節 結論
本計畫結合地方資源，融合在地特色，並配合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以往對於
社區所投入的培力成果，拓展生態觀光、生態保育及文化保存等功能，在教學方
案與教學融入環境教育的理念，建構社區永續發展的願景。本計畫重要成果如下：：
一、完成里德社區進行環境教育設施場所申請並獲得認證。
二、完成環境教育主題課程增能工作坊與專責環境教育人員的培訓。
三、目前已於社區網站，為里德社區建立環境教育相關形象。
四、導入遊客達成測試里德社區旅遊乘載量及推廣社區主題課程活動。
五、與鄰近小學如滿州國小、永港國小、長樂國小及墾丁國小鵝鑾分校的合
作讓學校與社區有更多交流對談的機會，透過與其他學校的計畫實施，
建立社區成員與學校對話與交流的機會，奠基合作的基礎。
六、協助里德社區完成環境教育設施場域應有的硬體設備，並完成場域之環
境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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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里德社區成為環境教育設施場所後，為能發揮既有功能並能自主進行環境教
育服務及持續推廣里德社區營運，給予以下建議：
一、培力訓練
目前所培訓大部分環境教育講師為「學校及社會環境教育」這個領
域，期望未來所培訓講師應增加「自然保育」
、
「環境資源經營管理」及
「社區參與」不同領域之證照。並請墾管處辦理展延研習活動，方便供
講師進行證照展延。
二、網頁活絡推廣
持續以網路平台、媒體及建教合作等宣傳方式進行推廣。透過已建
置的網頁每周發文一次建立網絡熱度，並於每次活動結束後，在社區粉
絲專頁宣傳，以增加社區能見度。建議社區未來可以建置不同季節或不
同主題的旅遊地圖、活動照片、合作單位活動宣傳及環境議題(新聞)進
行分享，給更多遊客進來粉絲專頁關注社區活動，並可針對不同主題活
動進行推廣。
三、經營環境教育設施場所
在 12 月 24 日與里德社區成員開會，說明中長期的設施場所應如
何進行及維持。內容包含人力架構及人力需求、營運制度與辦法、設
施場所的環境教育主題課程定價及上架，教學流程及相關注意事項、
網際網路推廣及報名系統建置等，並請社區依據附件 15 的內容，進行
後續評鑑工作。以下為建議應注意事項。
1. 環境教育設施目標—在地化
環境教育設施場所以能獨立生存為基本目標，基本目標達成後為
與在地單位合作發展活動或推廣課程，讓場域在地化。
(1)經營管理—首要目標為支出與收入要能維持平衡，控制教案與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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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之成本，建議以社區現有課程與活動為主，持續維持每月一次或
固定頻次的教學活動吸引遊客參與。在非假日期間則建議著重與鄰近
小學合作推廣 4 小時認證時數課程，增加環境教育的服務面向。
(2)硬體設備—除平時維持清潔與功能外，建議依據不同執掌單位訂定
每年或二年一次大檢修，利用盈餘或原本就納入的維修成本來支出設
備的維護與增減，並考量腹地大小與使用空間之效益，增加部分器
材，打造更好的教學活動環境。
(3)人力資源—因應社區老齡化問題，建議社區持續推派人員認證環境
教育專責人員證照，以增加合格環境教育講師數量，避免未來老齡化
造成斷層或人數不足之問題。並與懇管處合作辦理展延研習課程。
(4)課程方案—每月定期召開教學規劃組與課程設計組之會議，透過社區
成員的回饋與討論修正教案內容或教學方式。建議針對特定主題舉辦活
動，增加客源與宣傳里德社區之機會（例如以蝴蝶為主題舉辦蝴蝶調查
行動，透過活動讓學員了解蝴蝶種類、如何調查及對社區的重要性)，並
能利用設施場所優勢推廣課程，認證每年 4 小時環境教育時數。
(5)課程開發—社區應持續增加對環境與社區資源的盤點，除進行保育的
措施外，並應針對此開發新的教學課程，促進教學更新。
(6)人員培訓—本計畫建議，針對人員培訓應該以跨域與跨社區進行培育，
增加社區的人才庫，並對國家公園相關區域持續均衡發展，達到效益共
享。
2. 環境教育設施的優質化
里德社區環境教育設施場所的發展，建議運用里德社區的環境教
育資源，作為協助鄰近社區發展的夥伴，協助輔導具潛力的社區，申
請認證為環境教育設施場所。以下針對如何進行優質化提出建議：
(1)經營管理—建議拓展與鄰近單位之合作關係。透過辦理不同形式的
研習與交流，拓展環境教育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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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硬體設備—建議因應未來環境議題及主題變遷而調整硬體設備，也
可研發新的教學形式。
(3)課程方案—建議因應設施場所展延之需求，除原先主題課程的落實
外，也可獨立研發新的主題課程增加客源，可聯合其他私人單位（如
度假村）發展套裝的主題活動，並推廣在地特色的風味飲食。
(4)人力資源—除每年辦理的培訓人員成為環境教育專責人員外，並應
考量未來恆春地區的社區發展，建議里德社區扮演領頭羊角色，建立
環境教育團隊，發展適合不同社區特色課程。
(5)培訓基地—為發揮社區在環境教育方面的功能，建議利用社區建置
完成的活動中心，除具有生態環境的保育功能外，並可發展為辦理環
境教育人員的培訓基地。
(6)功能連結—建議未來運用里德社區為基地，融合其他單位資源，建
構出複合功能的社區，方能促進社區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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