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宜蘭縣環境教育基金補助環境教育專案計畫	

執行成果報告書	

計畫名稱：107年度移動的森林之環保行動劇-	

環境教育與土地價值推廣計畫	

計畫執行期間：		107	年10	月	8	日~	107	年	11	月	11	日																																			

申請單位：宜蘭縣政府									承辦部門：農業處												

承辦人：詹巧雯																		職稱：約僱人員													

姓名：詹巧雯											

電子信箱：	eva0102@mail.e-land.gov.tw																																																

聯絡電話：	03-9255399											分機	26						

傳真電話：												

聯絡地址：	(	26060	)宜蘭市中山路一段755號	宜蘭縣樹藝景觀所			



宜蘭縣環境教育基金補助環境教育專案計畫執行成果報告書	

計畫名稱：108年度移動的森林之環保行動劇	
-環境教育與土地價值推廣計畫                  

一、目的：	

　							移動的森林這個特地為宜蘭學童設置的環境教育與土地價值推廣計畫，	

						連續三年將載滿台灣特有原生種植栽的移動的森林行動車，	開往全宜蘭所	

						有的國小。成功的將環境教育、台灣特有植栽、融合綠繪本故事帶進校			

						園，	讓學童們在聽說綠繪本故事中感受大自然的力量，帶領宜蘭學童近距	

						離的實地觸摸嗅出各種植物。而不是只看圖片或影片介紹，移動的森林創	

						造出自己獨特的特色，成功的打造全台獨一無二的環境教育行動車，也帶	

						給學童們正確的環境價值觀與態度。今年移動的森林這個有趣又富含教育	

						意義的活動能繼續在宜蘭縣散播環保種子。這次我們採用大型的兒童舞台	

						劇將我們所要傳達的環境教育意念及目前地球上的人類的都要從自身做起	

						的愛護地球，將愛護環境行動落實在日常生活中減塑、減少一次性餐具	

						、甚至於留意四週環境是否有任何人隨意的污染環境或是惡意的砍伐山			

						林。	呼籲保護環境、實現人與自然共存。給予學童愛惜愛護地球並如何與	

						自然與地球和諧共處的觀念。	

												環境教育主旨在教導學童關心並察覺整體環境與其相關之問題，涵養	

						具有知識、技能、態度、動機與承諾的情感，願意採個別或集體式合作來	

						蹶決環境所發生之問題，對自然有敏銳之感受力與洞察力，越早教導越能	

						陶冶其愛護環境之情感與解決環境問題的能力。「教育的最高境界是使個	

						體對生命與所處環境敏感。」而其在德國所進行之環境教育的研究也顯示	

						如果我們要培養孩子敬重生命的態度，必先對	生命有所體悟，也就是培養	

						孩子熱愛大自然，對大自然中之動物、植物等生命充滿興趣	與關心，才可	

						能對所有生命有民胞物與，感同身受的情懷。當我們體會到自己與周遭生		

						物原是休戚與共的，我們才會自動自發、自然而然改變自己的行為與其他	

						生物和諧共處，	並且更關切所有生命的福祉，即提升孩童自然智能，也是	



					促進環境關懷度與生命熱愛度。這也是移動的森林推廣給所有學童與民眾	

					的主要觀念。	

												第四年移動的森林開始轉型，希望能在短時間內達到最多學童觀看的	

						效益，我們以大型環保行動劇的演出，開始將每次兩個班級的人數拓展到	

						每次二十個班級甚至於全校的學童都可以一同觀賞。呈現出有趣富有教育	

						意義的專業兒童戲劇，期望能讓更多的學童及民眾觀賞，讓大家能夠除了	

						欣賞戲劇表演之外，更加能夠自省，美麗的青蛙村就像是我們居住的地	

						球，	人類不停建設之餘，也帶給地球更多的污染及垃圾。我們現在就得正	

						視這些嚴重的問題，這是我們居住的也是唯一的地球。啟迪學童的環境價	

						值之瞭解與環境關懷後，能促進其環境概念和自然知識內涵。發現兒童在	

						瞭解善惡基本概念、環境問題現況及其對人類社會文化的影響，並在日常	

						生活中落實環保的機會與行動。	

二、環境教育之主題及內容：	

　　						環境教育包括	「關懷環境的教育」、「在環境中的教育」和「為了環

境中的教育」。所謂「關於環境的教育」，是協助學童理解目前身邊週遭

的環境	;	至於「在環境中的教育」是培養學生技能以及鼓勵參與	;	關於「為

了環境的教育」，則是養成學生對環境負責任的態度和行為，皆是重要的

教學內容。在劇中孩童們見識到了自私的豬小妹堅持在禁建的山坡地上蓋

大別墅、濫墾山林蓋造紙廠的阿里巴巴，還將工廠廢水排入清澈的溪水中，

嫉妒的皇后想將愛吃蘋果的白雪公主毒死，所以命令侍衛濫灑農藥，污染

農作物及土壤，人類的所做所為再加上濫墾山林讓西歐土更加強大，青蛙

村美好的景色被破壞之外，連氣候都受到了影響。孩子都喜歡故事，故事

有很多呈現的方式，最常見的繪本就是其中一種。但不同於繪本的是，戲

劇將故事搬上舞台，用具體的方式呈現，讓原本在平面繪本裡的角色活生

生的動了起來，加上立體、真實的場景，更能吸引孩子的目光，延長孩子

的注意力。最珍貴的是，戲劇是由真人演出，孩子可以直接感受到真情流

露的情感，還可以在現場與台上角色互動，更是多了不一樣的趣味性。兒

童戲劇以淺顯易懂的演出說明及表現自然領域與環境教育的相關議題，可



啟發學童其對應所獲得之自然環境項目，包括欣賞、表現、創新、表達、

溝通、分享、尊重、關懷生命、具團隊合作精神至主動觀察、探索、研究、

獨立思考和解決問題。孩童對社會中之環境資源有分類、再生，再利用從

環境教育所學習之知識，應用在生活經營與居住環境之行動中，學習珍惜

現有資源，愛護環境與保育各類動植物、學習簡單生活，不過份貪婪、分

辨對錯的概念，能體認生物之間、人和自然之間相互依存、共生共榮的生

態法則，自然而然的提升其自然知能，並學習著與自然保持接觸，能愛惜

生命、並珍惜資源、善用資源。能以合作學習的方式探究自然，從自然生

活中感受學習與大地的連結，體認，進而感謝並珍惜土地帶給我們的美好。

三、辦理單位：	

										主辦單位：宜蘭縣政府農業處	

										協辦單位：宜蘭縣環境保護局	

										承辦單位：莫尼活動創意有限公司	

四、辦理日期(或期間)：	

							107	年	10	月	8	日	至	107	年	11	月	11	日。	

五、辦理地點：	

辦理時間 辦理地點 參加人數

10月		8日	(一)	下午 公正國小 約400位

10月	12日	(四)	上午 北成國小 約800位

10月	15日	(五)	上午 礁溪國小 約850位

10月	16日	(一)	下午 光復國小 約250位

10月	19日	(五)	上午 凱旋國小 約250位

10月	23日	(二)	下午 羅東國小 約700位

10月	25日	(四)	上午 南屏國小 約750位

10月	29日	(一)	上午 五結國小 約500位

10月	30日	(二)	下午 成功國小 約500位

10月	31日	(三)	上午 中山國小 約650位

11月	10日	(六)	上午 羅東文化工場 約300位



六、參加對象及人數：	

							十場針對國小一年級到六年級的學童，最後兩場在羅東文化工場進行公開

展演，約六千三多名國小學童及民眾參加此活動。	

七、執行成果：	

													移動的森林之環保行動劇之青蛙村傳奇成功巡演十二場次，超過六千

名學童及民眾觀賞過以有趣活潑有教育意義的環境教育行動劇讓學童們及

社會大眾印象深刻，12場全縣巡演讓國小學童及參觀民眾目不轉睛，進而

產生熱烈迴響。如何能在短時間內讓全校學童一起觀看並能夠留下強烈的

印象，寓教於樂的行動劇是能夠鼓勵大家將愛護環境行動落實在日常生活

中。在演出過程中呼籲保護環境、實現人與大自然和諧共存。給予學童愛

惜愛護地球並如何與自然與地球和諧共處的正確觀念，喚起大家愛護環境

的心呼籲學童及民眾正視目前我們地球的問題，並以積極且正確的行動來

珍惜保護我們唯一的生存環境。	

											移動的森林之環保行動劇之青蛙村傳奇。劇中生動活潑的演出、緊湊

逗趣的故事情節，讓孩子們在觀賞環保行動劇之餘，來獲得正確的環境教

育觀念，讓孩子從具有故事張力的戲劇故事情境中感受到正確的信念及守

護大自然的態度。一齣好的兒童劇，除了要受到孩子喜歡，戲劇的內容必

須是正確、能啟發孩子的，並能傳達正面的價值觀與信念，不能只有娛樂

效果而已。讓學童知道人類砍伐樹木造成的後果，能覺知環境的改變及其

造成的影響，進而知道環境保護的重要性，實踐有續環境的未來。	

　　	

八、執行效益分析：	

						（一）以有趣活潑的方式傳達正面的環保價值觀與信念。	

						（二）培養更多環保志士。	

						（三）將觀看人數從小單位提升為百人，可以讓更多的人可以同時觀賞。	

						（四）提升大家對環保議題的重視。	

											針對這種可以一次和全校學童們共同觀看的環教行動劇，移動的森林

環保行動劇之青蛙村傳奇能夠吸引所有學童的目光、學童們藉由行動劇了

11月	11日	(日)	上午 羅東文化工場 約350位



解到二氧化碳的可怕，全球暖化、人類濫墾山林造成土石崩塌、酸雨的形

成、人類對土壤、水源、空氣的傷害在劇中童話故事人物的演出來加深學

童們的印象、人類貪婪的慾望無窮無盡，幾乎摧毀了青蛙村人人所需的空

氣、賴以為生的土壤及水源、野生生物棲息的樹林.......。青蛙村傳奇成功

的吸引學童們的目光及興趣，在吸引孩子們濃厚的興趣後，再告訴學童們

平常不起眼的樹木、土壤、植物帶給我們人類這麼多的好處，能夠調解溫

度、淨化空氣、提供野生動物棲息、我們如果再不即時愛護我們的大地，

青蛙村的結果就會發生在我們的身上。讓學童們知道要好好愛護與珍惜我

們賴以為生的大地。人類如何與地球這個生養全人類全物種的自然環境和

諧共處，學習如何愛惜愛護這個美好的自然生態。期許以自身的體悟感染

他人，使每個人都能成為環保種子，散播到各自相關的團體中，影響更多

人做好環保工作，讓我們生活的環境更加美好。	

九、檢討及研擬精進作法：	

　　一、檢討：	

											由於此次活動的場次只有十二場，所巡演的各個學校反應熱烈，期望

能夠有更多場次巡演。由於場次集中在宜蘭縣內人數較多的學校，能夠到

偏鄉學校或是社區帶給偏鄉學童們這麼有趣的兒童行動劇展演。	

　　二、研擬精進作法：	

　 									經過本年的活動劇活動計畫執行期間，得到許多孩童與校方美好的寶

貴經驗及回饋，並順利完成活動劇的展演。最後兩場在羅東文化工場的展

演，是開放民眾自由參加，許多親子是透過社群網路知道展演訊息特地到

現場觀看，反應熱烈給予許多回饋。可以考慮在宜蘭的公開大型場地作公

開展演，讓宜蘭市的市民也可以親子同樂，一同參與。	

十、經費支用情形：	

本項計畫申請總經費	920,000元，實際支用總經費	920,000元，詳如「經費

支出明細表」。	



『青蛙村傳奇』演出劇本 

< 開場⾳樂下 > 
⼀、蛙出場，所有⼈員佈場 
青蛙：青蛙村位在台灣的東部，是個風景優美的⼩村莊。這裡的⼟地乾淨、溪
⽔清澈、空氣清新，因此，吸引了許多青蛙在這裡居住。久⽽久之，⼤家就把
這裡叫做「青蛙村」。但是，在我們青蛙村的後山，有個叫煙囪村的地⽅，那
裡的居民每天都燃燒⼤量的⽊材，排放出⼤量的⿊煙------- 
Δ三隻⼩豬、侍衛、皇后左出 
豬⼆：啊~~救命啊~~~(到右舞台、前佈景停，發抖) 
豬⼤：快逃啊~~~(跟豬⼆在⼀起，發抖) 
豬⼩：等等我啊~~等等我啊~~(跟豬⼆、⼤在⼀起，發抖) 
侍衛：皇后快逃啊~~~(和皇后⼀起到中舞台、前佈景停，發抖) 
青蛙：奇怪，這些不都是煙囪村的⼈嗎︖怎麼都往我們青蛙村跑了呢︖ 
鸚鵡：來了~~來了~~~，西歐⼟來了~~~ 
青蛙：什麼！西歐⼟，快逃啊~~~ 
< 西歐⼟⾳樂下 > 
Δ西歐⼟出，到處肆虐，所有從煙囪村逃出來的居民亂篡，往後舞台逃，西歐
⼟往反⽅向後舞台跑。
西：燒吧！你們燒吧！你們燒得越多，我西歐⼟的⼒量就越強⼤。害怕吧！害
怕吧！你們越是恐懼，我就越開⼼啊！哈哈哈哈～
Δ三豬從右舞台出，⼩跑步驚慌出場。
豬⼤：還好，我們跑得快，不然就被西歐⼟給吃了 
豬⼆：(看看四周)咿，這裡看起來真不錯耶，豬⼤哥、豬⼩妹，我們就在青蛙
村住下來吧！ 
豬⼤：嗯！這裡好山好⽔真是個好地⽅啊！ 
豬⼆：好！就在這座山坡地上蓋房⼦。 
豬⼩：好耶！ 
豬⼤：我們是不是應該找個更安全的地⽅啊！ 
豬⼩：不管啦！我現在就是要在這裡蓋房⼦！ 
豬⼆：好，我們來蓋房⼦。 
三隻⼀起：Ya~~~ 
< 三隻⼩豬蓋房⼦⾳樂下 > 
豬⼤：(唱)⼤哥蓋個茅草屋~~ 
豬⼆：(唱)⼆哥蓋個⽊頭屋~~ 



豬⼩：(唱)只有⼩弟蓋個⼤別墅，⽽且蓋在山坡處~~ 
豬⼆：(唱)樹⽊全部砍⼀砍~~~ 
豬⼩：(唱)怪⼿開來挖⼀挖~~~ 
三隻合：(唱)在山坡地上挖個洞，才能蓋好⼤別墅~~~ 
< ⾳效：雷聲響起 、下⾬聲下> 
豬⼆：哇啊~~~ 
豬⼤：下⾬了！ 
豬⼩：快跑呀！ 
Δ三豬退右進。 
西：西歐⼟加上⾬⽔就成了酸⾬啦，哈哈哈哈。我來啦～ 
Δ青蛙出。 
蛙：呱~~~呱~~真糟糕，是誰呀，在我們禁建的山坡地上蓋了⼀間⼤別墅，還
把樹⽊都砍光光，⼤⾬⼀直下，把⼟⽯都給沖刷下來了啦！(難過的退場) 

⼆、皇后、侍衛右出。 
皇：剛剛那⼀場酸⾬真是太可怕了！侍衛，我看起來還好吧︖ 
侍：報告皇后，您看起來還不錯，我就不太好了。 
皇：怎麼不妙︖ 
侍：我常常淋酸⾬都變成禿頭了。 
皇：西歐⼟真是太恐怖了！幸好我們逃得快。對了，我們逃到哪兒了︖ 
侍：報告皇后，這裡是傳說中的青蛙村。 
皇：這裡看起來真不錯，我們就在這裡住下來吧！ 
侍：是的，皇后！ 
皇：我的魔鏡呢︖ 
侍：在這裡。(⼿持魔鏡) 
皇：哦~~魔鏡啊魔鏡，誰是這世界上最美麗的女⼈~~~~什麼是⽩雪！可惡！⽩
雪在哪︖ 

侍：報告皇后，⽩雪公主正在果園裡種蘋果樹。 
皇：喔~~她喜歡吃蘋果，是吧︖ 
侍：是的，皇后。 
皇：來⼈啊，去把蘋果樹通通給我灑農藥，越多越好，我要毒死她。 
侍：報告皇后，農藥會污染⼟地和地下⽔，還會破壞⽣態環境。 
皇：我不管，誰叫她比我美，給我⽤⼒的灑~~~我要毒死她~~~哈~~~毒死她~~ 
< ⽩雪公主出場⾳樂下 > 
⽩：天氣真好，我來為蘋果樹澆澆⽔。就⽤這最純淨的溪⽔灌溉吧！誒，這個



蘋果成熟了耶！你們想吃嗎︖我幫你們先吃⼀⼜喔。 
Δ⽩雪拿著蘋果（在說話的同時）侍衛拿灑農藥器，在⼀側對⽩雪的蘋果噴灑。

⽩雪：嗯~~好⾹的蘋果~~~(咬⼀⼜蘋)~~啊，有農藥~~~啊~~~(倒地)怎麼會
有農藥︖
Δ皇后出，也拿⼀蘋果，接著侍衛拿灑農藥器，在⼀側對皇后的蘋果噴灑。
皇：哈~~~⽩雪終於死了，現在我就是全世界最美的女⼈了。(得意的吃了⼀⼜
蘋果)~~~我忘了這蘋果也有農藥~~~(也倒地，退場)。

Δ青蛙出。
蛙：咳~~~咳~~~，是誰啊，在我們的果園裡到處亂灑農藥，把我們的⼟地都給
汙染了啦，叫我們青蛙怎麼住下去啊！(退場)

< 阿⾥巴巴⾳樂下 > 
⼆強盜出，各拿斧頭。 

（阿⾥阿⾥巴巴、阿⾥巴巴是個快樂的青年。芝麻開⾨、我要賺錢。 芝麻開⾨、
我要賺錢）

爸：阿⾥
⾥：爸爸
爸：到了，我們造紙廠就蓋在這裡。
⾥：這裡看起來真不錯喔，還有這條溪⽔，到時候，我們就把造紙廠的廢⽔排
到溪裡⾯。

爸：哈~~說得好，這樣就神不知鬼不覺了。阿⾥
⾥：爸爸
爸：剛才過的來的時候有經過⼀⽚樹林，剛好砍下來給我們造紙廠⽤。
⾥：我也數過了，⼀共有四⼗棵⼤樹，等我們把它們全砍光，我們就成了鼎鼎
⼤名的四⼗⼤盜了。

爸：砍完了，我們就發財了~~哈~~~~哈~~~阿⾥
⾥：爸爸
爸：⾛~~~
⾥：⾛~~~(⼆⼈退)
(退到後⽅繞⼀圈)
< 樹⽊⾳樂下 >，四棵樹舞出。，⼆盜等樹定位後再出場，並隨⾳樂節奏砍
樹。最後把四樹全帶下場。

< 西歐⼟旁⽩下 >
<砍吧！你們樹⽊砍得越多，我的威⼒就越強⼤～哈哈哈哈 >



鸚(出)：不⾒了，不⾒了，樹不⾒了~~~怎麼辦︖怎麼辦︖
蛙(出)：你不是阿⾥巴巴裡的那隻鸚鵡嗎︖你怎麼了︖
鸚：樹⽊被砍光光，我的家不⾒了~~~
蛙：樹⽊被砍光光，不只你的家不⾒了，還會讓地球暖化。

< 唏哩唏哩⾳樂下 >
Δ爸、⾥出。
爸：阿⾥
⾥：爸爸，你看，溪裡的⿂全死光了耶！
爸：(警告阿⾥)⼩聲⼀點！
蛙：我聽到了啦！你們這兩個強盜，亂排廢⽔，把我們的河川都給污染了啦

~~~~
Δ侍、皇，咳嗽出。
皇：差點被毒死了。 
侍：報告皇后，因為農藥灑太多了！ 
皇：啊！ 
蛙：妳這個壞⼼腸的皇后，妳看妳亂灑農藥，把我們的⼟地都汙染了啦。 
Δ豬⼩妹哭著出。 
豬⼩：嗚~~~我的別墅被⼟⽯流沖垮了啦，嗚~~~~~
蛙：停！你不能哭！還不都是你，你看你，在禁建地上⾯亂蓋房⼦，才會造成
⼟⽯崩塌啦~~~~~~，都是你們這些⼈，把我們美麗的青蛙村都給毀了啦
~~~嗚~~~~~~~~~

Δ天上突然掉下⼀個奇怪的⾦⾊⽔壺。
< ⾳效⾳樂下 >
鸚：(驚嚇) 啊，有炸彈！
蛙：啊，炸彈！
Δ強盜爸撿出⽔壺看
爸：這是什麼東西啊︖
⾥：(接過看)這是尿壺啊！
蛙：我看⼀下，這不是尿壺啦。(接過)好特別的⽔壺喔！
豬⼩：(也擠過來)我看看，我看看。這好像是傳說中的阿拉丁神燈耶！我來摸
摸看。

Δ當蛙要把⽔壺給豬⼩妹時，坐在魔毯上，下⾯還掛著三朵雲的阿拉丁也正在
看。

蛙：(嚇⼀跳)你在看什麼︖



丁：(抄外國腔) 我 看⾒台灣
全部：啊！ 
丁：剛才我在上⾯看⾒這個美麗的島，忍不住想要下來看看。可是我靠近⼀看，
哇~~發現你們這裡的山坡地上被挖了⼀個⼤洞，溪⽔又髒又臭，蘋果樹還
有那個農藥的味道，你們把樹⽊都砍光光了。 

蛙：(傷⼼的哭了)嗚~~~，我們青蛙村完蛋了啦。 
丁：不要哭，只要你把神燈還給我，你們可以許三個願望，我給你們三個法寶，
把青蛙村變成美麗的村莊。 

蛙：⼀⾔為定！ 
皇：那，我許第⼀個願望：還給村民乾淨的⼟地和溪⽔。 
丁：好，那就第⼀朵雲。 
侍：我來，第⼀朵雲是：不亂灑農藥，不亂排廢⽔，保育⽣態環境優。 
豬⼩：那第⼆個願望是：山坡地⼟⽯不亂流。 
蛙：第⼆朵雲我來，第⼆朵雲是：不濫墾山林，做好⽔⼟保持，⼟⽯不亂流。 
爸：第三個願望：把美麗的樹林變回來。 
丁：好，那就第三朵雲。 
全部：種樹 減碳 愛地球 簡單快樂過⽣活！ 
皇：咳咳！我命令全國⼈民，⼤家都要多種樹！ 
爸：阿⾥ 
⾥：爸爸，那我們就負責砍樹！ 
全：蛤 
爸⾥：拍謝啦!我台詞講錯了啦，是我們負責種樹！ 
侍：樹⽊可以淨化空氣，提供芬多精。 
丁：還可以美化環境，令⼈⼼曠神怡。 
鸚：樹⽊提供了野⽣動物的棲息。 
豬⼩：樹⽊幫助⽔⼟保持，守護您我家園。 
蛙：耶~~我們青蛙村終於有救了！ 
西歐⼟(左舞台衝出來)：啊~~~西歐⼟~~我來了~~~~ 
全部：你，沒戲唱了！ 

~~劇終~~ 
< 劇終⾳樂下，全體演員下台⼀鞠躬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