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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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山河森林公園-生態綠舟 

2018年【園區環境資訊解說內容規劃與教育推廣】執行計畫 

 

計畫執行期間：107年 1月 20日至 107年 11月 30日 

申請單位：大進國小 

承辦部門：宜蘭縣政府教育處環境教育輔導及教學研究中心、 

          冬山河生態綠舟(教育研究部) 

承辦人職稱： 主任           姓名：汪俊良   

電子信箱：dreliang1213@gmail.com 

聯絡電話：(03)9591314       

聯絡地址：宜蘭縣冬山鄉大進七路 5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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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環境教育基金補助環境教育專案計畫申請書 

 

計畫名稱：冬山河森林公園-生態綠舟 2018年【園區環境資訊解說內容規劃

與教育推廣】執行計畫 

 

一、 名稱：冬山河森林公園-生態綠舟 2018年【園區環境資訊解說內容規劃與教育推

廣】執行計劃。 

二、 活動宗旨： 

(一) 強化冬山河森林公園-生態綠舟(以下簡稱本中心)組織架構、運作模式、志工

與專案教師的角色定位，進而提升環境教育推動量能。 

(二) 規劃優質「園區環境資訊解說內容」，並透過現場解說志工教育推廣，擴展多

元環境教育服務內容。 

(三) 深化生態綠舟環境教育課程內容，根據綠舟課程發展系統及階段性課程方案，

建置相關教材、教具以提昇教學品質。 

(四) 配合綠色博覽移地生態綠舟，辦理相關深度學習活動。拓展環教中心教育功

能與服務項目，透過與周邊在地夥伴的連結，期望以活動點狀、帶狀串聯推

展流域特色，增加服務對象族群，並連結社區能量、提升環境行動參與效能。 

(五) 系統性經營本中心環境教育願景，朝「成為並被認定為認識及體驗宜蘭永續

生活的優質場域！」遠程目標邁進。 

(六) 結合本縣土地價值重建年 2.0的主題，引發更深入關懷與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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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辦理時間：107 年 1 月 20 日至 107 年 11 月 30 日 

 

四、 舉辦地點：冬山河森林公園-生態綠舟 

 

五、 指導單位：宜蘭縣政府環境保護局 

 

六、 主（協）辦單位： 

(一) 主辦單位：宜蘭縣政府教育處環境教育輔導及教學研究中心 

(二) 協辦單位：宜蘭縣政府工商旅遊處、冬山河生態綠舟、武荖坑環境教育中心、

蘭陽博物館環境教育中心、財團法人蘭陽農業發展基金會。 

(三) 執行單位：冬山河生態綠舟教育研究部、大進國小。 

 

七、 提供參加環境教育者優待方式： 

(一) 申請園區團體環境導覽解說活動免收費用(申請辦法依園區相關規定辦理)，

入園門票與停車費依風景區收費標準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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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分工事宜（包括人員編組）： 

(一) 行政編組 

表 3/冬山河森林公園-生態綠舟行政編組 

 

 

 

 

(二) 教育處環境教育輔導及教學研究中心課程師資 

表 4/中心師資專長與相關經歷一覽表 

姓名 領域專長 相關經歷 

汪俊良老師 自然科學課程規劃、環境教育

課程規劃、民間環境教育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自然科學教育碩士、荒野

保護協會解說員、台北市木柵動物園解說

員、台灣綠色學校伙伴網路回應委員、全國

教師會環境教育委員會委員、宜蘭縣環境教

育輔導團輔導員 

宜蘭縣政府跨局處

決策小組

教育研究部

（教育處）

課程發展

教育推廣

教材研發

研究出版

資源整合

企劃活動部

（農發基金會）

大型企劃

流域整合

專案活動

媒體行銷

產業發展

棲地管理

與行政部

（工旅處）

環境維護

棲地管理

行政事務

基礎服務

硬體維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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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宏仁老師 文化歷史、博物館教育課程規

劃、環境教育課程規劃 

國立東華大學鄉土文化學系碩士、蘭陽博物

館研究助理、蘭陽博物館環教中心講師、宜

蘭縣環境教育輔導團輔導員 

賴擁憲老師 自然生態解說、校園生態教材

園規劃、水域及濕地生態解說 

東華大學生環所碩士、宜蘭鳥會志工、濕地

聯盟志工、東華蛙蛙學堂志工、宜蘭縣環境

教育輔導團輔導員 

唐玉雯老師 學校環境教育規劃 宜蘭縣環境教育輔導團輔導員 

陳文珮老師 自然體驗活動設計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自然科學教育碩士、宜蘭

縣環境教育輔導團輔導員 

李秉光老師 自然科學課程規劃、溪流生物

調查 

宜蘭縣環境教育輔導團輔導員 

唐欣怡老師 博物館教育課程規劃、環境教

育課程規劃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心理與諮商學系碩士、蘭

陽博物館研究助理、蘭陽博物館環教中心講

師、宜蘭縣環境教育輔導團輔導員 

許浩倫老師 博物館教育課程規劃、環境教

育課程規劃 

 

國立台東大學語文教育學系學士、蘭陽博物

館研究助理、蘭陽博物館環教中心講師、宜

蘭縣環境教育輔導團輔導員 

 

九、 參加對象及人數： 

(一) 參加對象：一般社會大眾、全國各國民中小學學生、學校教師、生態綠舟解

說志工、環境教育相關團體。 

(二) 參與人數： 

甲、 解說資訊規劃工作坊： 

上半年度進行園區解說資訊規劃工作坊，共計 7場次，每場次包含工作

人員及外部委員約 8人次參與，共計 56人次參與。 

乙、 園區環境教育資源解說培力訓練： 

辦理 1場次園區環境教育資源解說培力訓練，共計 16人次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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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 現場教育推廣： 

下半年度運用於現場解說，共計辦理 6場次，合計 131人次參與。 

丁、 上述計畫人數共計 203人次。 

 

十、 執行成果： 

(一) 解說資訊規劃工作坊 

甲、 工作坊辦理場次及參與人數：共計辦理 7場次，合計 56人次參與。 

乙、 重要發展歷程： 

    本計畫邀請相關專業學者、地方文史工作者、資深解說志工參考【冬山河森林公

園導覽解說方案規劃(「財團法人人禾環境倫理發展基金會」彙編)，如附件：附錄一】，

共同彙編園區環境資訊解說摺頁、網路平台 EDM 等內容，進行園區基礎環境資訊傳播

與溝通資料建置。並預計於彙編完成後，搭配園區解說志工於現場解說導覽服務時簡

介說明，提升相關資訊使用成效。 

    本計畫初期原訂環境資訊解說內容包括：園區基本資訊介紹、成立歷程、定位目

標、營運架構、工作內容、園區服務、各特色地點重要環境資訊，讓遊園民眾了解生

態綠舟截至目前為止的經營狀況與工作內容，總計 10式主題。預估規劃內容如下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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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計畫初期預設園區環境資訊解說內容規劃表 

主題 

編號 
展示板主題 

主題 

編號 
展示板主題 

A 冬山河身世從頭說起 F 綠舟人動起來，做些什麼事？ 

B 冬山河大變身 G 冬山河生態綠舟的服務 

C 
漫漫長路從無到有的建置過

程 
H 冬山河生態綠舟的深度體驗 

D 園區分區介紹 I 
冬山河流域帶與週遭深度旅遊資

訊 

E 
掌好舵，生態綠舟的總體方

針與目標 
J 生態綠舟大事記 

 

    根據計畫目標需求，設定「園區環境資訊解說內容規劃工作坊」歷次期程規劃(如

表 2)，包括：邀請專業人員、地方文史工作者、資深解說志工，以及環教中心及蘭陽

農業發展基金會專案人力共同組成工作坊團隊，研商歷次工作坊重要期程規劃、確認

園區環境資訊解說內容編寫主軸、編寫內容重點及格式、強化解說內容概念表述的圖

面設計、解說文案與圖面內容之審閱與定稿、相關資訊教育推廣出版品運用之型式與

策略，以及實際運用本次發展之解說內容進行教育推廣之測試。 

   表 2/「園區環境資訊解說內容規劃工作坊」期程規劃： 

項次 期程規畫 日期/期程 

1 
工作坊團隊形成、共識討論 

園區環境資訊解說內容主題研商 
107/02/02 

2 

環境資訊解說內容討論(主題 A-E)  

環境資訊解說內容對應繪圖需求討論 

圖面暨美編設計(一) 

107/0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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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環境資訊解說內容討論(主題 A-E)  

環境資訊解說內容對應繪圖需求討論 

圖面暨美編設計(二) 

107/06/21 

4 

環境資訊解說內容討論(主題 F-J) 

環境資訊解說內容對應繪圖需求討論 

圖面暨美編設計(一) 

107/07/31 

5 

環境資訊解說內容討論(主題 F-J) 

環境資訊解說內容對應繪圖需求討論 

圖面暨美編設計(二) 

107/08/28 

6 環境資訊解說內容檢覈 107/09/25 

7 園區環境教育資源解說培力訓練 107/10/07 

8 
工作坊教材出版品討論 

折頁內容確認、校對 
107/10/19 

9 園區環境資源解說教育推廣活動 10-11月份 

 

    於初期討論會議中，本工作團隊從新檢視「表 1/計畫初期預設園區環境資訊解說

內容規劃」10 項主題內容，評估如要在園區內的既有解說系統中加入上述內容，或是

要在園區內另外設定獨立空間陳列相關展示，似乎有所困難甚至有整體空間規劃上的

衝突問題。 

    因此重新評估研議後，調整為配合「冬山河生態綠舟-環境教育學習內涵」為主軸，

並根據園區現階段空間的經營與改變、環境棲地的改善，強畫園內原有的解說牌誌內

容，本計畫特別彙編系列【綠舟遊學-主題式圖文解說文宣】，透過補足既有「宜蘭地理

與地景」、「冬山河流域環境」、「宜蘭友善生活的感受與實踐」及「眾人的參與，持續

產生影響」等四大面向的完整介紹，讓社會大眾及來訪學習對象對園區整體資源有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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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的體驗。 

 

(二) 【綠舟遊學-主題式圖文解說文宣】整體規劃與詳細內容介紹： 

    根據【冬山河生態綠舟-環境教育學習內涵】四大主軸-「宜蘭地理與地景」、「冬

山河流域環境」、「宜蘭友善生活的感受與實踐」及「眾人的參與，持續產生影響」的

原本內容，對照目前園區環境現地的改變、環教中心想與外界溝通對話內涵的調整，

本計畫將原本部份「學習內涵」做適當之調整。 

    以「冬山河流域環境-與時俱進的冬山河水上風情」為例，原現地解說牌誌之內容

在向遊客介紹冬山河上過去曾有的水路運輸功能，包括：各種不同型式、功能的運駁

船隻，居民運用冬山河過往進行貿易，到現今的觀光運輸，甚至是獨木舟、遊船、帆

船競賽…等各類休閒遊憩方式。然而，以現地實際狀況而言，該地點位於園區「森之

脈橋」上，一旁即為台鐵高架橋，是許多遊客駐足等候各級列車拍照的最佳地點，因

此經常遇到學生或遊客詢問各級列車的型號、不同類型列車的載運功能，因此經研議

後在新版的環境解說文案中，便新增「猜火車」的主題式圖文解說資訊，供園區志工

在進行導覽解說或學校戶外教學時融入課程內容介紹。本計畫共計調整、新增 9 項學

習內涵及 1 項整體說明，如表 3 內容所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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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綠舟遊學-主題式圖文解說文宣】調整規劃表及分項詳細介紹 

四大面向與

溝通主旨 
學習內涵(次主旨)—原內容 調整(或補充)建議 

A. 宜蘭地

理與地

景 

1-1  認識宜蘭特殊的地理環境與人文地景  

1-2  探索伏流、湧泉與溪流等水態的成因與影響  

1-3  了解蘭陽平原地景的環境與文化意涵 

1-3  園區生物空間營造及低度人工維護 

1.園區環境步道週邊維護強調避免過度公園化管理 

2.園區空間、動線設計，生物空間、人工棲所營造概念 

1-4  重大決策對宜蘭地景的影響  

1-5  變化中的地景，未來如何發展？  

B. 冬山河

流域環

境 

2-1  流域環境管理思維的演變與呈現 

2-1  園區設計結合微型宜蘭概念(地景多樣化) 

1.園區內各種地形地貌空間設計(水田、丘陵、平原、森林)，呈現宜蘭地景環境

的多樣化 

2-2  冬山河流域中，噶瑪蘭人的民族植物  

2-3  與時俱進的冬山河水上風情（食衣住行育樂） 

2-3  各式火車運輸載具介紹 

1.介紹東部幹線各列車車種、現階段停靠冬山站車種 

2.列車經過綠舟園區時會看見的景色 

3.綠色載具、大眾旅遊、環境承載之關聯性 

2-4  冬山河流域的生物及其互動關係  

2-5  活在地名、俗諺、詩歌與小說裡的冬山河 

2-5  減塑生活 

1.根據上次會議討論希望可以從遊客在賣店選購商品的角度出發 

2.簡介塑膠廢棄物可能對於整體環境的影響 

3.強調一次性餐具、非必要之塑膠製品的減少使用 

C. 宜蘭友善

生活的感

受與實踐 

3-1  綠色旅遊發展原則與操作指南 

3-1  森之脈橋介紹 

1.介紹森之脈橋前身為台鐵軌道鐵路橋 

2.森之脈橋藝術設計融入葉脈及翅脈的巧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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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冬山河流域的友善耕作 

3-2  園區友善耕作的實踐 

1.介紹園區友善梯田、生活菜園的空間設計 

2.說明由園區志工運用友善耕作理念協助田間管理與作物耕種的作法 

3-3  三生一體（生活、生產與生態）的實務操作  

3-4  負責任環境公民的具體參與行動 

3-4  冬山河流域魚類資源概況 

1.介紹歷年進行魚類資源調查的方式與目的 

2.針對園區較具代表性或特色的魚類資源簡介 

3-5  減排低碳、使用在地：落實自給自足的願望 

3-5  濕地功能與鳥類生態 

1.介紹綠舟園區內濕地環境樣態與功能 

2.介紹園區常在濕地環境出現、活動的鳥類，及遊客觀賞鳥類時應注意的事項 

D. 眾人的參

與，持續產

生影響 

4-1  冬山河森林公園的定位緣起  

4-2  冬山河的歷史脈絡與文化思維的演變  

4-3  自然生態的演替歷程與人為介入  

4-4  前人智慧的累積與應用  

4-5  未來，靠你我一起創造 

4-5  水田生態系 

1.簡介水田生態系概念、生態服務功能 

2.介紹水田生態系具代表性的生物，引導遊客觀察(調查)田間生物的重點及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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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總論 

標題 綠舟遊學。 

引導互動文 遊一趟綠舟，向環境學習智慧 

內文 

 

冬山河生態綠舟在成立初期即針對園區環境特色規劃「環境學習內涵架構」，共分成「宜蘭地理與地景」、「冬山河流域環境」、「宜

蘭友善生活的感受與實踐」及「眾人的參與，持續產生影響」等四大面向。經過幾年的空間經營與調整、園區環境棲地的改善，

為了讓您對園區整體資源有更充分的體驗，除了園內原有的解說牌誌，這次我們特別另外彙編了系列【綠舟遊學-主題式圖文解說

文宣】，希望來訪者透過本補充資訊的介紹，能對園區整體特色與環境資源有更進一步的認識。 

圖文建議
1070731 

 

  

1080828 修改建議 

1. 代號能否用其它方式呈現，強調該主題之特色？ 

2. ”標題改為(綠舟遊學)”原則上沒有問題，引導互動文及內文

需再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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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3 園區生物空間營造及低度人工維護 

撰寫重點： 

1.園區環境步道週邊維護強調避免過度公園化管理 

2.園區空間、動線設計，生物空間、人工棲所營造概念 

標題 友善空間營造 

引導互動文 嗯！這邊看起來亂亂的，是這樣嗎？ 

內文 

 

走在生態綠舟園區的步道上，您可能會觀察到離開步道 1 公尺左右距離後的植物長得很高、很茂密，似乎看起來有點凌亂、好像

野外的環境。其實，這是我們特別規劃的環境維護方式，主要是希望透過『低度人工維護』，只將方便民眾行走的空間整理出來，

避免過度公園化的草地維護，讓園區裡多樣化的植被能較為自然得生長，提供鳥類、昆蟲、兩棲爬行動物更友善的躲藏、覓食、

活動與繁殖空間。此外，您也會在園區內幾個地點看到「蝙蝠屋」、「野生蜂旅館」及「人工浮島」等「生物人工棲所」，目的就

是為了改善並增加園區的微棲地環境、活化生物多樣性。在植被比較茂密的地點停留一段時間，或是在「生物人工棲所」觀察看

看，您一定會有意想不到的收穫。 

圖文建議
1070731 

 

  

1070621 修改建議 

1. 草的範圍再往前(向步道)延伸一些，讓除草範圍看起來再少一點。 

2. 右邊的草地及樹林增加一些環境中的小動物。 

3. 左邊草地增加一座”野生蜂旅館”，作為人工棲所營造的示意概念。 

 

1070731、0828 修改建議 

1. 圖面改成淺景，以便呈現環境中的生物。 

2. 增加幾種代表性的動物-蛇、鳥、蛙。 

3. 可畫入蜂旅館的意象。 

4. 文案已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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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1 園區設計結合微型宜蘭概念(地景多樣化) 

撰寫重點： 

1.園區內各種地形地貌空間設計(水田、丘陵、平原、森林)，呈現宜蘭地景環境的多樣化 

標題 微型蘭陽 

引導互動文 仔細觀察園區的地貌特色與地形起伏，您是否有似曾相識的感覺？ 

內文 

 

站在此處看看園區四周的環境，眼前是一片草原及流貫園區的冬山河，河的另一邊則有高低起伏的丘陵、茂密的矮灌叢及樹林，

沿著水岸則可見水陸交界的濕地環境，園內還營造了一區水田空間。是的，這就是我們所熟悉的蘭陽平原與週邊淺山的地貌特色，

園區在整體空間規劃時結合宜蘭環境縮影，將多樣化的地形地貌融入其間；此外，仔細觀察園區內所栽種的植物，您也會發現如：

「穗花棋盤腳」及「風箱樹」等具有田邊護坡及耐淹水的宜蘭在地特色樹種。邀請您在不同季節來走訪園區，您將可從園區不同

樹種及地貌上的變化深刻感受時序更迭之美。 

圖文建議
1070731 

 

  

1070621 修改建議 

1. 右下方園區地圖可以拿掉，因為圖面太小也無法判別地型起伏的

特色。 

2. 水田近景增加一些「孤立小丘」(丸山概念)。 

3. 因為刪去園區縮圖，可以將特色植物的範圍放大一些。 

 

1070731 修改建議 

1. 濕地呈現圖面方式會再調整。 

2. 在圖面上曾加些許建築物(傳統竹圍厝)。 

 

1070828 修改建議 

1. 調整田邊界線，並讓竹圍厝旁邊的道路變明顯。 

2. 文案已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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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3 各式火車運輸載具介紹 

撰寫重點： 

1.介紹東部幹線各列車車種、現階段停靠冬山站車種 

2.列車經過綠舟園區時會看見的景色 

3.綠色載具、大眾旅遊、環境承載之關聯性 

標題 猜火車 

引導互動文 每天有一百多班次的火車通過，猜猜看接下來的火車是哪一種？ 

圖文建議

1070731 

 

 

1070621 修改建議 

1. 火車是否確認用照片處理？有無使用版權問題？ 

2. 圖面僅留火車名，詳細介紹另外頁面處理。 

3. 火車排列能否用時間軸順序排列？ 

4. 請協助各種列車詳細文案介紹的版面設計。 

 

1070731 修改建議 

1. 火車圖片及各種列車詳細文案介紹的版面排列方式依時間軸方式排列。 

2. 需與台鐵洽詢是否能授權火車圖面使用，如果無法則需自行拍攝(濟昆

可協助拍攝)。 

 

1070828 修改建議 

1. 火車圖片及各種列車詳細文案介紹的版面排列方式改成依照””對號、非

對號、其他類別”方式排類。另外視版面空間決定是否加入觀光列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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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魯閣號 普悠瑪號 自強號(推拉式) 莒光號 

太魯閣號是台鐵首度引進的傾斜式列

車，能以較高的速度過彎，克服宜蘭

線、北迴線彎道多的特性，以縮短台北

花蓮間的行車時間至兩小時內。車窗一

改過去對號列車慣用的大窗形式，改為

每排座位皆擁有一扇小窗。 

2005年曾舉辦過公開命名活動，最後

由能強烈代表花蓮印象且以世界級景

點為名的「太魯閣號」勝出。 

 

此型車採用日本新發展的「空氣彈簧傾

斜」技術，透過系統設計的簡化，可有

效降低保養維修的成本，惟傾斜角度降

為至多 2 度(太魯閣號為 5 度)，在列

車高速過彎時旅客較易產生不適感。普

悠瑪號曾創下台北台東間三小時半的

記錄。 

在登場前，台鐵也舉辦徵名活動，最後

以「普悠瑪號」獲選成為二代傾斜式列

車的名稱。普悠瑪為原住民卑南族語，

除了具有「集合團結」的語意外，亦是

臺東站所在地「卑南鄉」的稱呼。 

1978年縱貫線電氣化第二期完工通車

至台中之時，自強號車種始上路。自強

號不僅停靠站少且旅行時間短，常受到

中長途旅客的青睞，是當時台鐵城際運

輸的主力車種。然而在推拉式自強號大

舉上路後，自強號班次變得不再稀有，

且停靠站越來越多，速度與時間的優勢

逐漸喪失。 

 

莒光號車種誕生於 1970年，是台鐵第

一代採用寬大玻璃窗設計與設有空調

系統的對號列車，目前主要擔負東西幹

線長程與跨線區間運輸，而在新造與改

造車加入陣容下，新式車廂已有 3種不

同車型。 

 

    

復興號 EMU500型電聯車 EMU700型電聯車/區間快車 EMU800型電聯車/區間快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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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興號在 1995 年開始遭莒光號陸續取

代，目前仍定期運用於屏東線、 南迴

線、宜蘭線及北迴線。2016 年 10 月 20

日的改點後復興號又回到了縱貫線上。 

 

 EMU500 型電聯車是通勤電車中數量

最龐大的族群，現今在電氣化區間皆可

輕易見其蹤影。此型車最大特點是加速

能力為台鐵各車型之冠，達 0.8 公尺/ 

秒平方，優異的性能使其偶爾可充作假

日加班長程快速列車使用，而車身採用

不鏽鋼金屬打造，銀色的外觀在豔陽下

行駛格外耀眼。 

 

EMU700 型電聯車是台灣第一次進行

全車自製(尤其包括機電系統)的電聯車

組，此型車前三組為日本車輛所製造，

自第四組以後則為台灣車輛公司在日

方的技術支援及移轉下自行生產。其

端 面外觀設計突破行之多年的兩扇窗

加中間貫通門形式，改為全寬式駕駛窗

使駕駛的視野更佳良好，而下方因增加

連結器蓋故向外突出一大部，造型有些

怪異。 

此型車如同 EMU700 型的生產模式，

前四組為日本車輛製造原裝進口，第五

組 以後則由台灣車輛開始組裝量產。

其編組仍為固定兩組八輛運轉，先頭車

造型已較 EMU700 型改良，流線圓弧

的外觀更具現代感。 

 

    

水泥列車 石灰石列車 行李包裹列車 貨車守護者―「守車」 

台鐵路線上跑的水泥斗車有台泥、亞

泥、幸福等三家水泥公司，這些公司不

僅有自己的水泥斗車與調車機，還建造

專用的側線進到廠區以利裝卸。此類貨

車亦是台鐵唯一完全沒有，全部皆屬廠

商私有的一種貨車。 

 

石灰石是東部地區礦業開採的大宗，其

主要用作水泥製造原料，生產水泥的公

司大抵也有自備石斗車裝載石灰石，運

用於礦區至水泥工廠之間。石斗車一般

外觀漆成黑色，僅台灣水泥有灰色塗裝

的車輛。 

 

台鐵至今仍提供行李及包裹托運的業

務，尤其又以每逢學生開學或寒暑假前

托運的機車為最大宗。此列車簡稱行包

列車。 

 

守車是掛在貨物列車車尾的車輛，除提

供隨車人員休息空間外，透過車上設置

的貫通壓力氣軔表可監視貨車行駛時

煞車系統是否正常運作；另設有車長閥

可在緊急狀況時拉下洩壓，使列車進行

煞車；而配置手軔機則類似汽車的手煞

車功用，在貨車長時間停放時啟動可防

止車輛溜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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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5 減塑生活？(與原主旨關聯性較低) 

撰寫重點： 

1.根據上次會議討論希望可以從遊客在賣店選購商品的角度出發 

2.簡介塑膠廢棄物可能對於整體環境的影響 

3.強調一次性餐具、非必要之塑膠製品的減少使用 

標題 您吃「塑」嗎？ 

引導互動文 一次性塑膠容器方便實用，但對我們及環境會帶來什麼問題呢？ 

內文 

 

出門在外，有時為了方便，我們可能會使用商家提供或販售的塑膠袋、塑膠杯、塑膠吸管，甚至是其他一次性餐具及餐盒，這些方便

的東西有些雖然可以回收，但很多時候因為隨意棄置或處理不當，而進入了自然環境的系統之中。當我們不慎讓塑膠製品進入河川、

海洋，這些東西可能就會對許多海洋生物產生嚴重的危害，例如：某些海龜以水母作為主食，對牠們而言，海洋中的塑膠袋看起來就

與水母一樣，因此經常會有海龜誤食塑膠袋的問題，若塑膠面積太大造成海龜的腸胃道阻塞，就會有致命性的危險。就算是誤食較小

塊的塑膠，胃內容物中過高比例的海洋廢棄物亦會影響消化正常食物的能力，導致較小個體的海龜營養不良，進而影響健康狀態。近

年來，也出現更多塑膠微粒存積在海洋魚類、螺貝類體內的案例，可以想見當這些生物成為餐桌上的佳餚時，最終我們也會是這些塑

膠微粒共同的受害者。對了，可能有些塑膠袋上會標示「環保分解」、「生物分解」、「自然分解」，但這些塑膠真的可分解嗎？實際上這

些塑膠袋雖然添加玉米澱粉或碳酸鈣成分，但只能「裂解」成小塑膠，並不是真正「分解」消失。其實，減少使用一次性塑膠製品並

不困難，讓我們隨身準備個水壺、大型購物袋、環保餐具及便當盒，一起環保且優雅地在外面享用美食餐點吧！ 

圖文建議
1070731 

 

1070621 修改建議 

1. 圖面上原本”減塑”兩字刪去，改為標題。 

2. 餐具版面可縮小、海龜的部分放大。 

3. 海龜的圖面微調，變成捕食水母的動作。另外在海龜周遭加入海洋廢棄物、塑膠袋，少少的水

母混在很多海廢的環境中。 

1070731、1070828 修改建議 

1. 圖面改為人類使用大量塑膠餐具盡情飲食，周邊則是各種海洋動物受到各種塑膠廢棄物的傷害。 

2. 文案已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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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1 森之脈橋介紹 

撰寫重點： 

1.介紹森之脈橋前身為台鐵軌道鐵路橋 

2.森之脈橋藝術設計融入葉脈及翅脈的巧思 

標題 脈脈相連 

引導互動文 您所在的橋樑其實很特別，注意到了嗎？ 

內文 

 

為配合台鐵宜蘭線高架化工程與冬山河生態綠舟的開發，冬山站與周邊鐵路路段曾進行過高架化改建工程，新站體以「綠色隧道」

作為設計主題，採用瓜棚造型的外觀，是台灣第一個以休閒觀光為目的所開發改建的鐵路車站。穿越綠舟的舊鐵路東移架高後，

原有的鐵路橋則保留下來，做為連結綠舟「遊客服務區」與「學習體驗區」的唯一通道，兩側耐候鋼欄杆並融入葉脈與蜻蜓翅脈

的藝術巧思，象徵生態綠舟生生不息之脈動。 

圖文建議
1070731 

 

1070621 修改建議 

1. 因為本文重點在於介紹森之脈橋，考量整體比例問題，森之脈橋可能

無法再放大處理。因此，建議在圖面右下方補充森之脈橋的特色，將

「翅脈」跟「葉脈」的樣式畫在這個區域做強調。 

 

1070731、1070828 修改建議 

1. 依 0621 修改建議辦理 

2. 文案已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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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2 園區友善耕作的實踐 

撰寫重點： 

1.介紹園區友善梯田、生活菜園的空間設計 

2.強調由園區志工運用友善耕作理念協助田間管理與作物耕種的作法 

標題 怡然聚落，怡然生活 

引導互動文 在風景區內怎麼會有梯田跟菜園呢？ 

內文 

 

友善生活區內的梯田與菜園是風景區中獨樹一幟的地景，這裡是我們實踐友善耕作的空間。 

在菜園裡，配合節氣種植的蔬菜生意盎然，沒有農藥與化肥的影響，在屬於它們的季節裡，隨著自己的步調悠然成長。 

梯田在四季裡也有自己的風景，秧苗的嫩綠，到結穗後稻浪的金黃，這裡也是紅冠水雞、白腹秧雞與彩鷸嬉戲、育雛的天堂。 

綠舟志工用手工搭配生物防治，除去菜園裡的農作害蟲，撿拾農田裡的福壽螺，用友善的耕作與管理來照顧農作物。在我們心中，

怡然聚落，就是一種怡然的生活。 

圖文建議
1070731 

 

1070621 修改建議 

1. 請協助增加一位戴著斗笠的小農，手端著這盤豐收的作物。 

2. 背景可增加怡然聚落的南島風瞭望台。 

 

100731 修改建議 

1. 背景改為怡蘭聚落的菜園景觀。 

 

1070828 修改建議 

1. 圖面取消小農，僅保留”斗笠”做為小農意象。 

2. 文案已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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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4 冬山河流域魚類資源概況 

撰寫重點： 

1.介紹歷年進行魚類資源調查的方式與目的 

2.針對園區較具代表性或特色的魚類資源簡介 

標題 魚兒蝦仔水中游 

引導互動文 當您搭乘電動小船時，可別被跳出來的魚嚇到了！ 

內文 

 

園區內有冬山河主河道流貫而過，並開挖一條寬約 5-7公尺的人工河道，穿行園區之中，最後匯回主河道，供電動小船行駛。本

園於試營運期至今均常態進行相關環境資源調查，水質檢測結果顯示區內河道水質濁度較高，偏輕度污染，不利於耐污性差的魚

蝦蟹棲息。水中生物調查則以魚蝦類為主，發現園區河道中有 22種魚類、2種沼蝦。原生魚類以圓吻鯝、紅鰭鮊、鯉魚、豆仔魚…

等較易發現，當然也有外來種，如吳郭魚、大肚魚、琵琶鼠魚、橘尾窄口鲃，以及近年來被視為嚴重危害水域生態的泰國鱧，而

2017年調查首度發現長絲𩷶，其危害未知，但有可能成為新的生態威脅。蝦類則以台灣沼蝦與日本沼蝦為主。(文案已修正) 

圖文建議
1070731 

 

1070621 修改建議 

1. 圖面原本預計用照片方式呈現的魚，改為政霖先前協助繪製的手繪圖，擁憲確

認要放入魚的種類後再請小瀞協助調整到適當的棲位上。 

2. 有關魚的內文介紹需再調整親民一些。 

 

1070731 修改建議 

1. 文案內容需作修改，將各類魚種名稱僅保留具代表性的 1-2 種(看是否依體型區

分或是中表層、底層區分方式)，詳細介紹放在雲端文件內。 

2. 請提供預計放入圖面的手繪圖檔案(需授權)及建議位置。 

 

1070828 修改建議 

1. 文案陳述方式微調，刪去部分非重點之內容(已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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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5 濕地功能與鳥類生態 

撰寫重點： 

1.介紹綠舟園區內濕地環境樣態與功能 

2.介紹園區常在濕地環境出現、活動的鳥類，及遊客觀賞鳥類時應注意的事項 

標題 濕地生態是綠舟 

引導互動文 請靜下心來，找個好角度，用眼睛與耳朵靜靜的觀察濕地。 

內文 

 

走在碼頭河畔，彷彿進入一幅美麗的自然圖案中。遠處有藍天白雲，近一點就是鬱綠蔥蔥的樹林，一池倒映天光雲影的河水，近

水域有兩座看似小舟的生態浮島，上頭長滿各種水生植物，這裡就是綠舟濕地。濕地是大地之腎，能濾淨有毒的物質，還給大地

好水質，在雨量豐沛的季節時，有著滯洪與防災的作用。靜靜的坐在這裡，除了可以聽到白頭翁、紅嘴黑鵯、棕背伯勞、綠繡眼、

樹鵲與大卷尾不時的鳴叫聲外，還可遠望各種不同的鷺鷥、翠鳥、番鵑、花嘴鴨在這片濕地裡佇足或覓食，以及不時高空翱翔的魚鷹。

牠們的出現，意味著這片濕地裡有著豐足的食物來源，不論是植物，還是魚蝦、昆蟲、蜘蛛或微生物，構成這片濕地生態，都因為我

們的珍視與保存而完整，我們有責任與義務為維護世界上任何一塊濕地而努力。因為，濕地的美不只是在於自然景色與多樣的生態資

源，也不只是人們冠予豐厚的美名而已，更美的是，人們與濕地相處時，所描繪出那片寧靜與和諧的美麗。 

圖文建議

1070731 

 

1070621 修改建議 

1. 水面增加一些水鳥、上空放入一隻魚鷹、岸邊可增加一些青蛙。 

2. 紅色圈圈內的石頭能否改為人工浮島？ 

1070731 修改建議 

1. 人工浮島(紅色圈圈)的底部增加竹筏基座的修飾，強調人工浮島的形像，

另外浮島上的植物需強化輪廓。 

2. 完稿圖面不保留目前的紅色標註字樣說明。 

1070828 修改建議 

1. 浮島調整回”自然浮島”，因本圖面均以自然環境中原有的濕地型態為主要

元素。福島底部請增加”草毯厚度”，強化其自然浮島之形象。 

2. 文案已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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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4-5 水田生態系 

撰寫重點： 

1.簡介水田生態系概念、生態服務功能 

2.介紹水田生態系具代表性的生物，引導遊客觀察(調查)田間生物的重點及方式 

標題 田田樂園-農田生物在哪裡？ 

引導互動文 學習彩鷸與黃頭鷺，緩慢的走入田梗，去看看田間生物。 

內文 

 

水田，是人類耕種糧食、傳統農村社會賴以為生的坔(ㄉㄧˋ)環境，加上時不時需要入水灌溉，因而形成一個廣大的農田濕地。近

年來，國人普遍開始重視「健康的農田」，也就是所謂的「有機田」、「友善田」等名詞，其實，就是避免或減用農藥與化學肥料，

而改以重視田間生態系的耕作農田。例如：花蓮農改場研究發現，田間裡有許多的生物，牠們的食物鏈關係有助於田間裡「農作

害蟲」的抑制。像是橙瓢蟲與長腳蛛之類的動物，牠們會在春夏季時捕食蚜蟲、飛蝨、葉蟬、蛾蝶、雙翅目等讓農夫頭疼的小昆

蟲。而蜜蜂、狩獵蜂、食蚜蠅的出現，不僅可以協助水稻田開花授粉，其中有一些蜂類也會捕捉小昆蟲給自己的蜂寶寶吃。眼前

是一塊未噴灑農藥與化學肥料的綠舟田，裡頭有著許多陪伴我們吃的米長大的小生物，牠們各自扮演不同的角色，提供不同的生

態服務，健全農田生態系，孕育好的農田環境。有時間的話，試著走入田梗，到田間仔細觀察看看，說不定您會有意想不到的驚

喜。 

圖文建議

1070731 

 

1070621 修改建議 

1. 由於綠色區塊文案會在另外的頁面呈現，因此下方圖面的比例可放大。 

 

1070731 

1. 修改標題(改為：找找看，農田生物在哪裡？)。 

2. 部分生物調整位置到近景，依遠近及體型大小修改動物圖面。 

 

1070828 

1. 文案已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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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園區環境教育資源解說培力訓練 

甲、 培力訓練辦理場次及參與人數：共計辦理 1 場次，合計 16 人次參與。 

乙、 培力訓練課程內容說明： 

    為提升園區志工運用環境資源進行教育推廣工作，同時考量許多中小學教師至園

區進行戶外教學時，除申請中心環境教育課程外，仍會自行替學生進行環境解說，因

此特別安排一場增能研習課程，供園區志工及學校教師進修學習。鑒於部分志工反映

園區內經常有機會遇到各種爬行動物(蛇類、蜥蜴)，但卻對該類生物的認識相當有限，

且也無法有好的方式引領大眾認識，因此特邀請＜台灣兩棲爬行動物圖鑑＞、＜台灣

蜥蜴自然誌＞作者，針對臺灣爬行動物探索辦理專業增能課程，並就相關解說資訊在

環境教育實施時之運用策略進行討論。共計 11位中小學教師、5位環教志工出席參與。 

丙、 研習計畫 

宜蘭縣政府教育處環境教育中心 

十二年國教五堂課有效教學- 

107年度「冬山河森林公園-生態綠舟」教育研究部 

「臺灣爬行暨兩棲動物解說資訊增能及環境教育推廣」研習實施計畫 

一、依據 

（一）宜蘭縣環境教育基金環境教育專案計畫補助要點。 

（二）宜蘭縣 107年度辦理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中小教學品質總體計畫。 

（三）冬山河森林公園-生態綠舟 2018年【園區環境資訊解說內容規劃與教育推廣】執行計畫。 

（四）宜蘭縣環境教育中程計畫（106-108年）。 

（五）宜蘭縣環境教育行動方案計畫。 

 

二、目標 



                        

 25 

（一）透過案例分享以及課程活動設計，提升教師將重要環境議題融入正式課程之能力。 

（二）透過本課程協助中小學教師運用生態綠舟園區自然資源規劃相關「環境解說資訊」，以利

未來各級學校於戶外教學實施時深化環境教育教學內容。 

（三）深化生態綠舟環境教育課程內容，根據綠舟課程發展系統及階段性課程方案，建置相關教

材、教具以提昇教學品質。 

 

三、主協辦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 

（二）主辦單位：宜蘭縣政府 

（三）承辦單位：宜蘭縣政府教育處環境教育中心、冬山河森林公園-生態綠舟 

（四）協辦單位：大進國小 

（五）補助單位：宜蘭縣政府環境保護局 

 

四、研習日期：107年 10月 07日（星期日），09：00~12：00。 

 

五、參與對象： 

（一）本縣各國中小環境教育承辦人員、校長、主任、教師。 

（二）宜蘭縣環境教育輔導團團員、種子教師。 

（三）其他從事環境教育相關工作者。 

（四）以上各類人員合計 20人。 

 

六、研習地點：冬山河森林公園-生態綠舟環教中心，請參閱園區地圖指示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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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報名方式及注意事項： 

（一）請至全國教師進修網線上報名系統登錄報名，以利核發研習時數。 

（二）參加本次研習人員給予公假登記。 

（三）為避免資源浪費與影響他人參加權益，於報名成功後請務必全程參加課程。 

（四）請自備飲水。 

（五）由於環教中心位於冬山河森林公園-生態綠舟風景區內，入園相關注意事項及門票、停車

收費請依園區公告標準辦理。 

 

八、研習課程：全程參與本研習者，由研習中心核予 3 小時研習進修時數證明。 

 

九、課程內容 

日期：10月 07日(日) 

時間 主題 授課 備註與說明 

08：45 

│ 

09：00 

報到集合 
生態綠舟 

教育研究部 

由風景區入園後，約

需步行 5-10 分鐘，

請準時抵達本中心。 

09：00

│ 

11：30 

臺灣爬行暨兩棲動物大探索 
向高世 

 
＜台灣兩棲爬行動

物圖鑑＞、 

＜台灣蜥蜴自然誌

＞作者 

 

11：30

│ 

12：00 

兩棲暨爬行動物解說資訊 

於環境教育實施之運用策略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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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 賦歸 
生態綠舟 

教育研究部 
 

※研習課程內容如有更動，以活動當日課程實施內容為主 

 

十、本計畫陳核後實施，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補充修正之。 

 

丁、 研習課程資料(節錄，詳細內容請參閱附件：附錄二) 

園區環境資源解說培力訓練課程資料 

爬行動物簡介 

向高世  20180101 

什麼是「爬行動物」？就演化及適應的觀點來說，他們代表著能夠脫離水域並開始適應陸地生活

的一群動物，除了已經滅絕的恐龍外，現生的種類包括：蛇、蜥蜴、蚓蜥(Amphisbaenians；一種外型

如蚯蚓，體表卻又佈滿環狀鱗片的穴居型動物)、龜、鱷以及被稱為活化石的喙頭類(Tuatara；僅產於

紐西蘭)等；其中蛇、蜥蜴及蚓蜥因為有著較近的親緣關係，所以又被合稱為「有鱗類」，至於其動物

分類的階序，則簡示如下： 

真核生物域(Domain Eukaryota) 

        動物界(Kingdom Animalia) 

            脊椎動物門(Phylum Chordata) 

                爬行綱(Class Reptilia；現生者共分為四目) 

      1. 鱷目(Order Crocodylia)、2. 喙頭目(Order Sphenodonta)。 

      3. 龜鼈目(Order Chelonia)、4. 有鱗目(Order Squamata)。 

 

◎其中有鱗目下又可再分成 3 亞目： 

          1)蜥蜴亞目(Suborder Sauria or Suborder Lacertilia)。  

          2)蚓蜥亞目(Suborder Amphisbaenia)。 

          3)蛇亞目(Suborder Serpentes or Suborder Ophidia)。 

 

這些動物的皮膚不像兩棲類一樣溼潤且富含腺體及微血管，取而代之的則是一些角質的

衍生物，如：鱗片或盾片等，可用以防止水份的散失，所以其身體的表面是乾燥的，另

外牠們也開始具有功能較發達的肺以及循環系統，來適應在陸地上的生活，至於牠們的

生殖方式則大多是行體內受精(雄性具有交接器)的有性生殖，少數的種類則可以無性的

孤雌生殖方式產生下一代（如：盲蛇(梵天南亞盲蛇)(Blind snakes；Indotyphlops bramin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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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ulin, 1803))及部分的蜥蜴(如：台灣的鱗趾虎、半葉趾虎和史丹吉氏蝎虎)）；而產生

幼體的方式則有卵生及胎生兩大類，卵生種類所生的蛋已經具有卵殼(多數卵生種類所

生的蛋，其殼是由蛋白質纖維所構成，質感近於皮革且具有彈性的革質卵(Leathery eggs)，

有別於我們所熟悉卵殼由碳酸鈣構成，質地較硬且脆的鈣質卵(Calcareous eggs)，殼內

並且有被稱為「羊膜」、「卵黃囊」、「尿囊」以及「絨毛膜」的胚膜，讓它們的胚胎能夠

在一獨立空間內發育並受到良好的保護，且能脫離水域在較乾燥的陸地環境下進行發育；

並由於這些對陸地生活的適應，使得牠們能夠出現的環境相對於兩棲類來說，就更加廣

泛而且更多樣。 

(以下略) 

 

戊、 當日研習課程照片紀實及出席學員簽到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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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綠舟遊學-主題式圖文解說文宣】推廣品製作及教育現場運用 

甲、 環境解說教育推廣活動辦理場次及參與人數：共計辦理 6 場次，合計

131 人次參與。 

乙、 推廣品製作發想概念說明： 

    本計畫於【綠舟遊學-主題式圖文解說內容】定稿後便進行相關文宣出版品開發討

論，為讓本計畫之成果能發揮最大效益，同時考量在不改變原本園區既有解說牌誌地

點，並讓精心繪製的圖面與文案內容能給更多大眾與學校師生使用的前提，最終決定

以製作通用資料夾的型式，將解說文案與相對應的概念圖面呈現在資料夾的兩個版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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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手繪插圖可以得到最加呈現效果，並且也便於使用者閱讀詳細的環境解說資訊，最

終共計製作 9 款【綠舟遊學-主題式圖文解說資料夾】(如圖 1，餘如附件所示)。 

 

         圖 1/綠舟遊學-主題式圖文解說資料夾版面設計 

 

 

丙、 推廣品運用於實際教學現場： 

    根據計畫目的，中心於完成大致園區環境資源解說內容及對應圖面後，便邀請學

校教師與學生進行解說內容推廣測試，針對原本即預約環教中心課程之班級或學校教

師團體，於活動當天另外加入實際環境解說活動流程，並於進行過程中適時使用【綠

舟遊學-主題式圖文解說資料夾】，讓造訪綠舟的學校師生或特定團體能對園區特色環境

資源有更完整的了解，本計畫教育推廣活動共辦理 6 場，共計 131 人次，參與之學校

團體、主要對象、參加人數如表 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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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生態綠舟園區環境資園解說教育推廣紀錄 

 

十一、 執行成果效益分析： 

(一) 【綠舟遊學-主題式圖文解說文宣】中長期整體規劃與內容發展 

    【綠舟遊學-主題式圖文解說文宣】中長期整體規劃與內容發展為本計畫

核心工作，透過歷次工作坊討論從新檢視園區既有的環境解說內容，並根據

園區現階段環境變化、人工棲所的空間營造、教育推廣過程中的觀察發現，

調整或補充原訂【冬山河生態綠舟-環境教育學習內涵】四大主軸-「宜蘭地

理與地景」、「冬山河流域環境」、「宜蘭友善生活的感受與實踐」及「眾人的

參與，持續產生影響」的呈現內容，總計調整、補充 9 個學習內涵，包括： 

 

   表 5/【綠舟遊學-主題式圖文解說文宣】調整規劃分項主題 

總論： 

遊一趟綠舟，向環境學習智慧 

園區生物空間營造及低度人工維護：友善

空間營造 

園區地景設計多樣化： 

微型蘭陽 

水田生態系： 

田田樂園-農田生物在哪裡？ 

各式火車運輸載具介紹： 

猜火車 

減塑生活： 

您吃「塑」嗎？ 

森之脈橋介紹： 

脈脈相連 

園區友善耕作的實踐： 

怡然聚落，怡然生活 

冬山河流域魚類資源概況： 

魚兒蝦仔水中游 

濕地功能與鳥類生態： 

濕地生態是綠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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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 9 項新增主題除配合現地實際需要調整環境解說資訊內容，另外亦邀

請生態插畫專業人員繪製與概念與呈現內容相呼應之圖面，該圖面可用於日

常環境解說教育推廣活動輔助介紹，或考慮未來如有機會調整園區既有解說

牌體時，可新增上述 9 項內容，讓園區環境解說資訊更符合現地實際狀況與

環教中心希望向大眾傳達之重要概念。 

 

(二) 園區環境教育資源解說培力訓練 

    本計畫針對園區環境解說志工及中小學教師安排一場次增能研習課程，

在主題規畫時，曾考量是否以環境解說技巧、環境教育基本概念為主要內容，

經向志工團隊探詢希望學習增能的主題，最終以【臺灣爬行動物探索】為增

能課程主題，講師於課程中向志工與中小學教師介紹台灣現存蜥蜴與蛇類概

況、爬行動物生物多樣性的意義、各物種在台灣的調查紀錄與生存現況，釐

清該類生物與人類生活間的關聯及我們對這些生物的誤解。 

    在課程進行中，講師也準備了我們在園區或多數校園中有機會發現，且

適合親子師生觀察的實際生物個體(攀木蜥蜴)讓學員近距離觀察身體特徵、

生理現象，並就相關解說資訊在環境教育實施時之運用策略進行研討。由於

講師豐富實務調查經驗的妥適帶領，讓許多未曾近距離觀察、接觸蜥蜴的志

工及教師有了全然不同的體驗，得以讓他們未來有機會向大眾或學生教授、

推廣相關議題時，能以更全面、正向的方式傳達友善環境、友善生物的內涵。

然而，本次研習學員實際出席狀況未臻理想，共計 16 位出席人員，包括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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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中小學教師及 5位環教志工，與原先調查報名時約 15位志工有意參與的預

期狀況落差甚大，經了解剛好研習辦理日期與「全國環保志工群英會」活動

撞期，不少原先報名之志工剛好也受邀參與該活動，因此大幅影響本研習之

出席狀況。 

 

(三) 運用計畫成果進行教育推廣之成效 

    為讓計畫之成果能發揮最大效益，讓精心繪製的圖面與文案內容能給更

多大眾與學校師生使用，本計畫最終以製作 9 款【綠舟遊學-主題式圖文解說

資料夾】的型式，將新增的解說文案與對應圖面呈現於資料夾的兩側(如下

圖) ，並邀請不同屬性的團體進行解說內容推廣測試，教育推廣活動共辦理 6

場，共計 131 人次，對象涵蓋：國小中高年級學生、國中自然領域及綜合領

域教師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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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次環境解說推廣活動之帶領人員則以園區解說志工為主、搭配中心環

教師資，針對 9 項新增調整之內容向學員深入說明、引導觀察，發現運用【綠

舟遊學-主題式圖文解說資料夾】確實有助於相關概念或重要內涵的說明，且

在解說活動過程中做為促進學員思考回答相關問題的獎勵品時，學童會更為

積極爭取及珍惜，可見本推廣品確實有達成其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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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檢討和研擬精進作法： 

(一) 【綠舟遊學-主題式圖文解說文宣】成果於未來教育現場之運用 

    為延續及擴大本計畫【綠舟遊學-主題式圖文解說文宣】成果之應用效益，

應設法運用不同策略、場合向更多學校師生或社會大眾進行推廣活動，推廣

策略應考量不同屬性、年齡層的團體需求、適合操作的方式、時間長度或參

與彈性程度加以安排。 

    例如：對一般民眾而言，不論是親子散客或旅遊團體，如果需要對園區

環境有更進一步的認識，但卻沒有足夠的停留時間，便適合用「自導式線上

學習模式」，結合手機應用程式(如：本縣教育網路中心所開發的「學習地圖」

軟體)，搭配「宜蘭綠卡」的學習時數設計，於園區進行【綠舟遊學-主題式

圖文解說內容】的自導式學習及環境探究。針對較不適合使用手機軟體進行

自導式學習的中小學學校團體，中心預計於 2019年綠色博覽會期間推出「園

區環境資源教育推廣活動」，以預約制型式，由中心安排解說志工或專業師資

與學校教師合作，搭配【綠舟遊學-主題式圖文解說資料夾】進行團體解說，

以達成本計畫成果之有效延續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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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各子計畫成果照片 

甲、 工作坊討論會議 

i. 會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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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 園區環境資訊解說內容規劃發展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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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 園區環境資訊解說內容歷次教育推廣活動照片(6 場次) 

i. 第一場：育才國小，時間-10/9，11:00~12:00 

  

  

 

ii. 第二場：凱旋國小，時間-10/16，11:00~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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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第三場：中山國小，時間-10/23，11:00~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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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第四場：國中綜合領域，時間-10/30，15:00~16:00 

  

  

 

v. 第五場：清溝國小，時間-11/20，13:00~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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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第六場：國中自然領域，時間-11/11，13:00~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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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附錄 

甲、 附錄一 

冬山河森林公園導覽解說方案規劃(生態綠舟使命版) 

解說路線地圖（104/05~07 適用，財團法人人禾環境倫理發展基金會彙編） 

解說總主旨：從冬山河森林公園到冬山河生態綠舟，談談這片土地的故事和未來使命。 

解說據點及次主旨： 

據點編號 據點名稱 解說次主旨 

1 入口服務區 認識解說員，瞭解今天導覽解說流程、動線、時間及注意

事項。 

2 森之脈橋 一路走來，遙想冬山河的過往景象.. 

3 友善生活區水梯田 以「吃」的力量來支持，現在的我們是一群友善土地的消

費者！ 

4 濕地教室 認識噶瑪蘭，瞭解不管是噶瑪蘭還是漢文化，都仰賴蘭陽

平原上的濕地英雄。 

5 森林步道 蘭陽平原上的另一位英雄，認識淺山生態系與森林別墅。 

6 火車瞭望台 了解冬山河生態綠舟以自然為師，呈現微宜蘭小綠博的樣

貌，期許你我也將是維護綠舟的一份子！  

7 入口服務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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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1－入口服務區 

次主旨：認識解說員，瞭解今天導覽解說流程、動線、時間及注意事項。 

行前概要： 

    找到主要的團體負責人，簡單交代導覽過程需要協助的事項。確認今天人數，確認遊客都已經

到場。導覽時間約 90 分鐘，下一個廁所位置約要 40 分鐘後才會到，給大家五分鐘，請大家先上廁

所，回至入口處集合。和未去廁所的遊客稍微閒聊，了解遊客從哪裡來、要去哪裡、成員組成的關

係等等。導覽解說開始。 

人員解說範例： 

    歡迎大家今天來到宜蘭縣政府轄下冬山河生態綠舟，「舟」代表的意象是「船」，宜蘭縣政府身

為主管機關，對這片土地的期待是：「呈現宜蘭自然與文化保存的功能，並且扮演周邊地區環境教

育及生態旅遊的重要領航者」。我是這裡的解說志工小魏，今天就要帶著各位深入認識這片土地，

談談從冬山河森林公園一路到生態綠舟的故事以及這片土地的未來使命。解說全程大約 90 分鐘，

各位手上拿到一份園區地圖，園區包含水域面積約有 18 公頃。請大家找找現在位置，我們今天將

沿著「橘色的線」，來探探這片神秘的土地。在我們開始走訪園區之前，大家也看到了園區尚處在

施工的狀態，因此有幾件事情需請各位協助配合： 

1. 請您走在步道上，並緊跟導覽解說員，不要單獨任意行動。 

2. 一起愛護生態綠舟，請別隨意攀折花木。 

3. 千萬不要留下垃圾。 

補充資料： 

1. 羅東運動公園面積約 47 公頃。 

2. 宜蘭運動公園面積約 27 公頃。 

3. 羅東林業文化園區面積約 18 公頃（含水域）。 

4. 一個標準籃球場的面積是 0.042 公頃。 

5. 冬山河全長 24 公里，從舊寮溪源頭起算。主流河道約 12 公里左右。 

補充教具： 

1. 園區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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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2－森之脈橋 

次主旨：一路走來，遙想冬山河的過往景象… 

人員解說範例： 

說到冬山河生態綠舟的故事，就讓我們把時光回溯到 200 年前… 

    冬山河舊稱加禮遠港，從清嘉慶 14 年(1809)到民國 13 年(1924)，主流河道加上支流，大船運送

糖米鹽布等生活必需品到冬山河下游一處名叫利澤簡的地方，再透過鴨母船來來去去小支流，將物

資運送到羅東鎮，冬山河和蘭陽溪、宜蘭河共用同一個出海口，因此貨物甚至可運達宜蘭員山。如

果大家有興趣去冬山老街走走，也會發現老街上有媽祖廟的存在，冬山老街以往的民生物資也是如

此運送。 

    想像一下，在這段日子裡，冬山河面鴨母船來來往往，船夫吆喝聲、漁網灑落河面捕捉鯉魚的

水聲、趕鴨、孩童摸蛤仔嬉鬧聲此起彼落，河畔鮮美的水草叢生，魚兒悠游，兩岸盡是翠綠的稻田。

清代漢人入墾後山以來，由北向南逐步開墾，而當時的冬山河掌握了蘭陽溪以南的經濟命脈。然而，

冬山河是一條非常彎曲又淤淺的河道，老人家說，尤其在冬山橋這一帶，連小孩子也可以輕鬆的涉

水去玩，這樣的河川根本無法容納豪雨時山區帶來的水量。一旦山洪爆發，這些水就會大量蔓延到

水田和屋舍當中，而短短 12 公里的平原主流，又會受到海水潮汐的影響，阻礙排水，每逢夏天颱風，

常淹水一兩星期，辛苦耕作的稻田完全付之一炬。 

    民國 58 年，在冬山河接近出海口的地方首先興建「五結防潮大閘門」，防止海水倒灌。但是在

民國 63 年，遭受「范迪」及「瓊絲」颱風的侵襲，傾盆豪雨、山洪暴發，潰堤倒屋及交通斷絕之大

水災，農田積水近月不退，災情慘重。當時行政院蔣經國院長勘災，撥專款一億多元，指示對於水

患問題必須趕緊想出對策。隔年，整治工程立即著手進行，採取各式方法來增加排洪能力、防止海

水倒灌。 

1. 現有排水系統拓寬、清淤 

2. 河道幹線拓寬、清淤 

3. 中游地段截彎取直 

4. 高平原區加強排水 

5. 低平原區加裝閘門和抽水機 

6. 五結防潮大閘門配合拓寬 

7. 增建平行水路 

    這些措施無不在想盡辦法人定勝天，直至民國 70 年左右，大抵整治完成，而呈現了現今你我所

見到的冬山河樣貌，冬山地區也不再飽受嚴重的水災之苦。民國 73 年，宜蘭縣政府提報設立「冬山

河風景區」，79 年起大力推展相關觀光整建計畫，逐步完成河岸綠帶整建及親水公園等工程。民國

82 年冬山河森林公園規劃啟動，逐步進行土地徵收、整地開發等作業，一直到今天呈現出醞釀許久

的冬山河生態綠舟。 

    冬山河生態綠舟位在整條冬山河的中游地段，是多條支流匯集之地，全區被水圍繞。其中民國

96 年鐵路高架化移軌完成，而當時留下的舊橋就是這座現今名為「森之脈」的橋樑。就讓我們踏上

舊鐵道橋，進入這片被水包圍的森林地段，串聯起過去和現在的故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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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資料： 

1. 民國 13 年(1924)之後，因水圳門逐漸建造，加上宜蘭火車全線通車，水運從此慢慢式微。 

2. 利澤簡橋原名捷徑橋，鐵路橋以上稱上游，鐵路橋-捷徑橋稱中游，捷徑橋-出海口稱下游。 

3. 民國 70 年之後，冬山河整治仍然在微幅進行。民國 103 年整治完成的新舊寮溪分洪堰即有效的

解決上游地區局部淹水的問題。 

4. 冬山河生態綠舟事件表 

民國 58 年  興建五結防潮大閘門 

民國 63 年  范迪、瓊絲颱風侵襲，損害震驚中央 

民國 64 年  中央經費補助，著手進行整治計畫 

民國 70 年  冬山河大抵整治完成 

民國 71 年  五結防潮大閘門拓寬工程完工 

民國 73 年  宜蘭縣政府提報設立冬山河風景區 

民國 79 年  大力推展流域觀光整建計畫，逐步完成河岸綠帶整建及親水公園等工程 

民國 82 年  冬山河生態綠舟基本規劃案啟動 

民國 83 年  現址著手辦理土地徵收開發作業 

民國 86 年  冬山河生態綠舟開始整地 

民國 87 年  冬山河風景區森林公園基本規劃底定 

民國 90 年  森林公園周遭景觀及附屬基礎設施工程 

民國 91 年  台鐵新設鐵路工程 

民國 93 年  台電高壓電塔移設 

民國 96 年  鐵路移軌完成，進行車站高架化 

民國 97 年  自行車道修築及水域工間規劃 

民國 98 年  入口管理棟新建工程 

民國 100 年 昆蟲觀察區完工 

民國 101 年 友善生活區完工 

民國 102 年 冬山河水域活動遊憩設施完工 

民國 103 年 環境教育園區景觀完工 

民國 103 年 小舟河道周邊景觀工程完工 

民國 103 年 停車場規劃完工 

民國 104 年 環境教育中心暨周邊景觀工程 

民國 104 年~至今 持續工程微調中 

補充教具： 

1. 冬山河古流域地圖 

2. 冬山河現今流域地圖 

參考資料： 

1. 冬山河的史話－白長川著 

2. 宜蘭縣冬山河環境教育之旅解說員參考資料－仰山文教基金會著 

3. 冬山河生命史討論會論文集－仰山文教基金會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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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3－友善生活區水梯田 

次主旨：以「吃」的力量來支持，現在的我們是一群友善土地的消費者！ 

人員解說範例： 

    剛剛聽完冬山河過去的故事，我們其實與這片土地唇齒相依，想一想，我們生活中有哪些物品，

得從自然環境當中取得呢？當人為開發的面積日益增加，自然棲地快速縮減，有哪些方法可以減緩

人類與自然間的失衡呢？現在的宜蘭甚至是全台灣，有機認證、秀明自然農法、MOA 自然農法、樸

門永續設計、BD 生機互動農法、綠生農法、依循傳統智慧耕種等友善環境的名詞開始紛紛出現，這

些學門雖然名稱不同，施作的方法或許不同，但都秉持相同友善環境的耕作理念。透過友善農法、

農田也能是野生動物的庇護所。例如彩鷸是二級珍貴稀有野生動物，生性相當害羞隱密，會利用水

稻田生長期間前來築巢，但其會利用作物莖葉做為巢材；柴棺龜亦屬於二級保育類珍貴稀有野生動

物，族群並不大，屬半水棲性淡水龜，有機會出現在乾淨的水田或水溝旁。農地所提供的棲地價值

非常高！ 

    那對於不從事農業的我們來說，有什麼方法可以加入友善環境的行列呢？可別小看「吃」的力

量，俗話說民以食為天，消費的力量非常大，我們可以選擇自己的食物，用「吃」的力量來友善環

境，甚至是其他的衣、住、行，也都可以代入成為力量。你知道有哪些農產品是友善環境的嗎？ 

參考資料： 

1. 談生態友善農業 http://e-info.org.tw/node/85893 

 

 

 

 

 

 

 

 

 

 

 

 

 

 

http://e-info.org.tw/node/85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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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4－濕地教室 

次主旨：認識噶瑪蘭，瞭解不管是噶瑪蘭還是漢文化，都仰賴蘭陽平原上的濕地英雄。 

人員解說範例： 

    來到這個區域，想必大家會將眼光放在這裡兩棟獨特的建築物，以前眼前的一大片濕地。接下

來，我們來看看宜蘭著名的噶瑪蘭文化，並了解強韌的蘭陽個性其來有自。根據考古資料，大約一

千年前，噶瑪蘭人進入宜蘭地區定居，成為蘭陽平原的主人。噶瑪蘭人在蘭陽平原這塊土地上活動

到底已經有多久時間，沒有人確知：有人說幾百年，有人說一千年甚至更久。噶瑪蘭人個性溫馴樸

實和平，善於水性，常駕著小船在河上往來捕魚。為適應蘭陽平原沼澤多地面潮濕的環境特性，也

為了避免蟲害和動物侵襲，選擇在較高的小丘上架高房舍，我們給這種「架在樁上的屋舍」一個專

有名詞「干欄式建築」。然而噶瑪蘭人因為漢化極深，又因為房屋常隨環境改變而調整，現在已經看

不到固定的傳統建築形式，只能根據清代《噶瑪蘭廳志》的記載，去揣想當時噶瑪蘭人屋舍的樣貌。

而馬偕醫師的記載當中也說「先在地上插上幾根木拴，上面蓋屋頂，側面用蘆葦加以封閉，並塗上

泥土，再用劈開的竹料在旁邊做一個門，並留一個小洞以代窗子。」而現在右邊這棟房舍我們稱為

噶瑪蘭家屋，是觀摩近代噶瑪蘭耆老建造的家屋之後，模仿建造的。而涼亭則是採用類似的傳統工

法建造，並不是噶瑪蘭人傳統上會有的建築物造型。除了建築物之外，噶瑪蘭人也將他們的生活緊

緊與自然結合。例如，枝葉茂盛高大挺拔的大葉山欖是族人的聖樹，象徵噶瑪蘭族堅強、屹立不搖

的精神；而每年三、四月鮮紅的刺桐花開，處處充滿新生的氣息，這是族裡的新年時節，男人整理

獨木舟和漁具，準備為即將到來的飛魚做準備。香蕉和麵包樹則是衣食的重要來源，棕背伯勞則是

占卜鳥，每天外出做事時如果伯勞在枝頭嘰嘰喳喳叫個不停，表示祖先託靈示意當天不宜作重大事

情。而這樣噶瑪蘭家屋的景象再搭配濕地水域，呈現漢人入墾之前平埔族逐水而居的景象。 

    200 年前，隨著吳沙帶領漢人進入蘭陽平原，噶瑪蘭人也逐漸被漢化或受到擠壓而遷離。不過，

不管是噶瑪蘭人還是漢人，都仰賴著蘭陽平原重要的地理景觀而生活。是的，就是濕地。雖然長年

淹沒於水中的濕地帶來許多生活上的不方便，但是，濕地其實具有許多重要的功能！首先，濕地具

有強大的沉積和淨化作用，流水進入溼地後，各種物質隨水流緩慢而沉積，成為溼地植物的豐富養

料，而當中的有毒物質透過濕地植物被逐漸分解、稀釋、過濾，可說是陸地與海洋間的緩衝帶。也

因此，濕地成為全球生態系當中最具生產力的地帶，供給許許多多的浮游生物、魚蝦貝類棲息生育，

而豐富的魚蝦貝類吸引眾多岸鳥前來覓食，多采多姿的生物在這裡聚集生存，是非常重要的生物基

因庫，從這些生物當中又能獲得珍貴的藥物、食物以及衣料原料。同時也能涵養地下水，防止地下

水層鹽化、土壤劣化，並適度調節水量，具有相當的防洪功能。所以囉，雖然濕地帶來諸多不便，

但卻是豐厚的資源寶地，肥美的魚蝦和豐美的水草，不起眼的濕地，養育了許多嗷嗷待哺的嘴巴！ 

補充資料： 

1. 園區的噶瑪蘭家屋是仿流流社的家屋建造，而流流社家屋是請花蓮平埔族耆老來協助蓋成。 

2. 《噶瑪蘭廳志》對噶瑪蘭人屋舍的記載：「以大木鑿空倒覆為蓋，上下貼茅，稱以竹木，兩旁皆

通小戶」。 

參考資料： 

1. http://ticeda.moc.gov.tw/shenhua/010gmlan/010shjshi.html 台灣原住民文化產業發展協會 

2. http://www.pinpu.digital.ntu.edu.tw/overview_b2.php#p1-7 花蓮縣噶瑪蘭族發展協會 

3. http://wagner.zo.ntu.edu.tw/guandu/index.htm  台北市政府關渡自然公園與自然保留區解說宣導資

料庫（引用 2004 濕地的價值與生態功能 鄭薏如） 

http://ticeda.moc.gov.tw/shenhua/010gmlan/010shjshi.html
http://www.pinpu.digital.ntu.edu.tw/overview_b2.php#p1-7
http://wagner.zo.ntu.edu.tw/guandu/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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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5－森林步道 

次主旨：蘭陽平原上的另一位英雄，認識淺山生態系與森林別墅。 

人員解說範例： 

    除了濕地之外，「淺山」對人們的生活影響也十分重要。什麼是「淺山」呢？從前移民時代認為

人易到達之處即為淺山，難到達之處就是深山，而在嚴謹的生態學上，則定義距離人類聚落 800 公

尺之內的森林稱之。由於淺山是與人類接觸的第一線生物，因此兩者之間關係非常密切。我們需要

依存淺山來增加我們的生活品質，淺山中的森林可以淨化空氣、涵養水源、防範土石崩落，讓平原

地區悶熱的空氣吹散、調節氣溫、獲得乾淨充足的水源。 

    冬山河生態綠舟園區內依不同區塊配置，栽種喬木、灌木、草花及許多台灣原生的植物，不只

營造出淺山生態系景觀，也肩負物種與文化保存之責。春季草木齊發，樟樹抽芽展葉，綠意新生，

苦楝則開出茂密繁盛的淡紫小花。蟬鳴陣陣的夏季，可在樹林中尋覓光臘樹纍纍翅果在樹梢搖曳，

而步道兩旁的台灣欒樹黃花群簇綻放，到了夜晚，還可見一串串煙火般的穗花棋盤腳花朵盛開，香

氣濃郁。秋意漸涼，台灣三角楓綠葉轉黃，烏臼則是片片轉紅，為寂寥增添一抹暖色色調。冬季北

風呼呼，不畏風寒的山芙蓉與醉芙蓉卻在此時燦爛登場，盛開粉白花朵。而一年四季長綠又抗風、

耐濕的大葉山欖，就像噶瑪蘭人的守護者般佇立於屋舍旁。觀察森林的變化，將它視為四季報時的

自然指標，傳承古人的智慧，和萬物一起共休養生息，永續的生活就從現在開始。 

    對於大自然中的生物來說，這裡就是一座豪華冬山河森林別墅！林間的枝繁葉茂，有各式各樣

的空間可以躲避天敵、作為住所；莖葉花果都可以成為填飽肚子的食物；還有乾淨的水源可以享用；

又或在此共結連理，繁衍後代……人生若是如此，夫復何求呢？! 

    淺山植物介紹：赤楊、水冬瓜、青剛櫟、九芎、烏桕   

補充資料： 

1. http://trrn.wra.gov.tw/trrn/ecologicalEngineeringCorridor/index.do?id=140e8c5b87e0000092d0 台灣

河川復育網-廊道概念 

2. http://biodivinfo.asdc.tw/leopardcat/content/lowland_forest_2 中央研究院數位數位文化中心 

3. 專有名詞解釋： 

生態廊道（森林生態學）：連續性的、可供生物移動的，用來串連不連續的棲息地。 

生態跳島（都市生態學）：不連續的、可供生物躲避的、綠洲式的。可以利用很多跳島期望達成

類似廊道的功能。 

4. 地理規劃理論中，生態廊道的概念主要源自哈佛大學的景觀生態學。因應都市法展，不得已需將

一大塊環境切割成數個小區塊環境，必須在區塊之間為當地動物量身訂做，建立有效的生態廊

道，落實串連踏石的區域，以達到物種播遷的目地。生態廊道除了避免動物「路死」外，還可提

供生物棲息、遷移、覓食、求偶、以及基因交流的機會。 

 

 

 

 

 

 

http://trrn.wra.gov.tw/trrn/ecologicalEngineeringCorridor/index.do?id=140e8c5b87e0000092d0
http://biodivinfo.asdc.tw/leopardcat/content/lowland_forest_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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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6－火車瞭望台 

次主旨：了解冬山河生態綠舟以自然為師，呈現微宜蘭小綠博的樣貌，期許你我也將是維護綠舟的

一份子！ 

人員解說範例： 

    在冬山河生態綠舟園區當中，我們看到蘭陽平原地貌及文化的縮影，不論是自然環境方面的濕

地、淺山森林或是文史方面的噶瑪蘭家屋、民俗植物以及漢文化的融入；以及友善環境的具體方式

呈現，像「友善環境的耕作方法」、「雨水回收系統」、「綠能建築」等等。 

    而硬體建設已經發展長達 20 年的冬山河生態綠舟，位於水陸的交會點，往來上下游親水公園與

傳藝中心的水上巴士、沿台九線的客運、南北來往的火車，都是一條條串連生態綠舟的線。我們現

在正致力於挖掘並發展這片土地的內涵與軟體服務，將友善環境實踐的範圍擴展至「生態旅遊」、「環

境教育」的推動。包括周遭自然資源的蒐集、社區夥伴關係建立、分析現況求得生態保育與遊憩休

閒的平衡點、課程/活動方案測試以及現場人員的培養及訓練，都是當前如火如荼進行中的任務。我

們對冬山河生態綠舟的期許是，能夠有別於縣內季節性舉辦的大型活動或四處可見的綠地，串連「人」

與「土地」，建立綠色旅遊平台，重新思考並與將消逝的環境對話，學習人與環境和諧共存的方式。

謝謝大家今天的參與、用心的聆聽，讓我們一起透過這葉方舟，載運著發芽種子的意象，守護浮島

上的生態及生物居所，尋找綠意盎然的美好。 

    今天的導覽解說到這邊大致告一個段落，為大家預留了 10 分鐘的時間，讓各位好好拍照、欣賞

美景、或是到大樹公瞭望台走走。和各位對時間，現在是 O 點 O 分，我們 X 點 X 分的時候，在大

樹公瞭望台下集合，一起帶各位走回入口服務區，有任何問題也歡迎來找我聊聊唷～ 

補充資料： 

冬山河生態綠舟現在正在做的事情是… 

1. 資源盤點－蒐集流域周邊自然資源調查、歷史人文、協力伙伴、旅遊型態、交通動線等。 

2. 現況分析－以 SWOT 現況分析方式，進行內部優勢、劣勢，外部機會、威脅進行分析，提出整 

          體發展可能的推動策略。 

3. 案例參考－蒐集各種營運可能的案例作為參考，包括：深度訪談、案例研討、現地參訪等方式。 

4. 課程方案－方案是推動場域運作的核心要素。在正式營運前先執行方案測試，一方面確 

          保執行流程，另一方面則進行場域設施的調整及行政流程的操作修正。 

5. 人力整備－測試方案執行的同時，人力也同時進行培訓工作。一方面補齊未來現場服務的人 

          力，一方面加強環境志工及解說志工的招募及訓練，以作為後續正式開園的準備。 

6. 宗旨－從冬山河出發，致力於實踐幸福宜蘭並擴大影響力。 

7. 願景－成為並被認定為認識及體驗宜蘭永續生活的優質場域！ 

 作為常民友善生活示範據點  

 提供優質戶外教育學習場域 

 擔任區域綠色旅遊整合平台 

 成為優質環境教育培力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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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 附錄二：園區環境資源解說培力訓練課程資料 

爬行動物簡介 

向高世  20180101 

什麼是「爬行動物」？就演化及適應的觀點來說，他們代表著能夠脫離水域並開始

適應陸地生活的一群動物，除了已經滅絕的恐龍外，現生的種類包括：蛇、蜥蜴、蚓蜥

(Amphisbaenians；一種外型如蚯蚓，體表卻又佈滿環狀鱗片的穴居型動物)、龜、鱷以

及被稱為活化石的喙頭類(Tuatara；僅產於紐西蘭)等；其中蛇、蜥蜴及蚓蜥因為有著較

近的親緣關係，所以又被合稱為「有鱗類」，至於其動物分類的階序，則簡示如下： 

真核生物域(Domain Eukaryota) 

        動物界(Kingdom Animalia) 

            脊椎動物門(Phylum Chordata) 

                爬行綱(Class Reptilia；現生者共分為四目) 

      1. 鱷目(Order Crocodylia)、2. 喙頭目(Order Sphenodonta)。 

      3. 龜鼈目(Order Chelonia)、4. 有鱗目(Order Squamata)。 

 

◎其中有鱗目下又可再分成 3 亞目： 

          1)蜥蜴亞目(Suborder Sauria or Suborder Lacertilia)。  

          2)蚓蜥亞目(Suborder Amphisbaenia)。 

          3)蛇亞目(Suborder Serpentes or Suborder Ophidia)。 

 

這些動物的皮膚不像兩棲類一樣溼潤且富含腺體及微血管，取而代之的則是一些角

質的衍生物，如：鱗片或盾片等，可用以防止水份的散失，所以其身體的表面是乾燥的，

另外牠們也開始具有功能較發達的肺以及循環系統，來適應在陸地上的生活，至於牠們

的生殖方式則大多是行體內受精(雄性具有交接器)的有性生殖，少數的種類則可以無性

的孤雌生殖方式產生下一代（如：盲蛇(梵天南亞盲蛇)(Blind snakes；Indotyphlops 

braminus (Daulin, 1803))及部分的蜥蜴(如：台灣的鱗趾虎、半葉趾虎和史丹吉氏蝎虎)）；

而產生幼體的方式則有卵生及胎生兩大類，卵生種類所生的蛋已經具有卵殼(多數卵生

種類所生的蛋，其殼是由蛋白質纖維所構成，質感近於皮革且具有彈性的革質卵

(Leathery eggs)，有別於我們所熟悉卵殼由碳酸鈣構成，質地較硬且脆的鈣質卵

(Calcareous eggs)，殼內並且有被稱為「羊膜」、「卵黃囊」、「尿囊」以及「絨毛膜」的胚

膜，讓它們的胚胎能夠在一獨立空間內發育並受到良好的保護，且能脫離水域在較乾燥

的陸地環境下進行發育；並由於這些對陸地生活的適應，使得牠們能夠出現的環境相對

於兩棲類來說，就更加廣泛而且更多樣。 

根據化石的記錄，地球上最早的爬行動物大約是在 3 億 4 千萬年前就已出現，當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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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類所有爬行動物的老祖宗，在外型和大小上和現今常見之蜥蜴很類似；至於全世界現

生之爬行動物，截至 2016 年 8 月，已約記錄有 10450 種(其中，龜鼈類：346 種；蜥蜴

類：6263 種，蛇類：3619 種；蚓蜥類：196 種(分布於非洲、西亞、中東、歐洲極南端、

北美洲以及南美洲，台灣不產)；喙頭類：1 種(僅於紐西蘭有分布)；鱷類：25 種，其中

蜥蜴(約 59.93%)跟蛇(約 34.63%)就佔了約 94.56%(=6263+3619/10450)，而相關之證據皆

指出，蛇及蚓蜥類也是由較早期之蜥蜴所演化出來的，因此我們可以說現存的爬行動物

多是「遠古蜥蜴之後裔」。 

    在台灣，除了鱷類有化石(台灣長吻鱷魚；Tomistoma taiwanicus)的記錄外，目前現

存之爬行動物僅有蜥蜴、蛇以及龜鱉三大類，在外表的體制上，由龜鱉類所背負用以保

護自身的厚重外殼，很容易就可將牠們與其他的爬行動物區分開來，不僅如此他們的脊

椎也是和外殼相契合，相當特殊，這情況在其他動物身上是看不到的，也因此外殼限制

了龜鼈類的活動能力，讓牠們在行動上相對較為緩慢；現生之龜鼈類，依其頸部藏入殼

下之方式，可大致區分成兩類，即所謂的：一)側頸龜亞目(Suborder Pleurodira；Side-neck 

turtles)：其頭部則只能藏入殼的側邊，無法縮入殼內，下分成 3 科約 93 種，總數不及

現生龜鱉種類的 1/4(約 23%)，僅分布於澳洲、南美洲、中非及南非；二)隱頸龜亞目(曲

頸龜亞目)(Suborder Cryptodira；Hidden-necked turtles)：大多數種類皆能將頸部縮入殼內，

其下則分成 11 科，約 253 種，布於除了澳洲(僅有一種隱頸龜類分布達澳洲北部)以外的

各大洲(包含溫、熱帶海域)，而台灣所產的原生龜龞類則皆屬此範疇；而倘若以棲地劃

分，則可將牠們約略區分成「海龜」、「陸龜」及「淡水龜」三大類，但所謂真正的「陸

龜」類，台灣並不產。 

以海龜來說，牠們在外型上與其他龜類最大的差別，就是適應海中生活用來游泳的

槳狀肢，全世界現生者一般被分成 2 科 7 種，台灣則記錄過 5 種，除了於繁殖季，綠蠵

龜仍會在部分地點(如：澎湖的望安、蘭嶼及近年的墾丁)上岸產卵，其餘的種類，若不

是誤觸魚網遭漁民捕獲或者擱淺的話，平時難得一見；至於台灣的淡水龜類則皆分布於

低海拔(1000 公尺以下)，除了食蛇龜偏陸棲，喜於濕度較高的樹林內或林緣活動，不喜

下水外，其餘的種類都喜歡在水域附近活動，且稍受驚擾便會往水中潛遁而去，也因為

要適應這種半水棲的生活，牠們在四肢的趾間都已呈明顯的蹼狀化，以方便牠們於水中

活動及覓食之用，這些水邊活動的龜類也常會爬到岸邊或水中突起物上作日光浴，而此

上岸曬太陽時也是我們較有機會一睹其貌之機會，所以下次您要是有機會，在風和日麗

的晴況下經過一些湖泊、池塘或溪流附近時，不仿拿起望遠鏡看看水域的四週，也許就

會讓你有意外的收穫；現今台灣本島所記錄到有在野外繁殖的淡水龜類共有 5種，包括：

鱉類 1 種、地澤龜類 3 種以及 1 種外來的澤龜類---紅耳龜(即所謂的「巴西烏龜」)，至

於金龜，在中華民國的政治領域內，僅在金門有原生的族群，外來強勢種類的競爭不說，

光以現今低海拔的高度開發(如：水域之污染及河岸的水泥化)、人們的獵捕的壓力、食

用以及放生，都讓他們的生存產生極大之問題；在此不禁要為其他的龜子龜孫們祈禱，

希望將來我們不會只有在寺廟或公園的放生池及路邊兜售的攤子上，才看得到原生的龜

類了。 

再說到蜥蜴，這類動物在中華民國的政治領域內(包含：蘭嶼、綠島、澎湖、金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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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馬祖)，若包含已在台灣建立族群的外來種(共 7 種)，目前確認記錄的約有 43 種，分

為七個科，包括有：1. 夜行性，並常於住家附近出現的壁虎科(已命名者約 12 種)(含已

在高、屏等地局部建立族群的帝王脊斑壁虎及大壁虎)。2. 雄蜥具有明顯鬣鱗且領域性

強的舊大陸鬣蜥科(包括原生的 5 種攀木蜥蜴及 2011 年才被正式由學界記錄的外來種---

亞洲水龍)。3. 身體及尾巴都很修長，並常於灌叢或其它植物上攀爬的草蜥類(8 種，屬

於正蜥科)。4. 外表鱗片光滑，四肢多較一般蜥蜴短且常在地面上活動的石龍子類(13

種)。5. 像蛇一般不具四肢但尾巴容易自割的的蛇蜥科(1 種)。6. 2002 年被記錄因人為引

入並建立族群，棲息環境與攀木蜥蜴相近的變色蜥科(1 種)。7. 因人為引入在台灣南部

度份地點建立族群，全長最大可達全長 2公尺的鬣蜥科(綠鬣蜥)；8. 因人為放養在高雄

旗津一帶建立族群的變色龍科(高冠變色龍)。 

除了偶有因早期原木進口或水族寵物飼養逃逸之大型蜥蜴外，以全長(含尾巴)說，

台灣原生並無大於 1 公尺以上之蜥蜴，至於本島原生最長的蜥蜴要算是蛇蜥類，最長約

可達 60 多公分；最小的則是壁虎中的某些種類，成體則僅有 7-8 公分，在台灣原生之

蜥蜴相中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其特有種(不含特有亞種)比率之高(約 40%)，在台灣陸棲脊

椎動物中是相當罕見的，而此中亦不乏外型或體色讓人眼睛為之一亮的種類，如：中海

拔山區所產的攀木蜥蜴；另外，不少人常會以為許多蜥蜴都有毒，但根據較新的研究，

雖然會分泌毒液的種類較先前所認知的兩種來得多，但真正有機會對人造成嚴重傷害或

致死的仍只有 3 種，包括：產於美國西南、墨西哥西部及瓜地馬拉一帶的兩種毒蜥，以

及印尼幾個小島上的科莫多巨蜥：因此在台灣我們在野外看到這些小動物並不需害怕，

甚至只要你花點工夫觀察，也會發現其實他們還蠻可愛的。 

至於蛇類的部分，若以海、陸棲地的區分，我們可簡略的將牠們分成海蛇類和陸棲

蛇類，海蛇類現在皆被認為是由陸棲蛇---眼鏡蛇科中所演化出來的，因此在動物分類上

牠們通常也是被歸類於眼鏡蛇科之下，牠們的尾巴已變成扁平的槳狀，腹鱗亦不若一般

陸棲蛇類發達，這都是為適應海中生活的結果，然而他們終究是爬行動物不是魚，所以

還是得用肺來呼吸，故每隔一段時間就必須浮上水面換氣，否則就會一命嗚呼---淹死了！

至於繁殖，大部分的種類(海蛇亞科；Hydrophiinae)為適應海中生活是以直接產子的胎生

方式，少數之種類(扁尾海蛇亞科；Laticaudinae)則是逃離不了牠們陸棲老祖宗的宿命，

會上岸產卵；台灣雖然四面環海，但仍是以局部區域才有機會見到牠們的蹤跡(包括：

本島的東南部沿海及東北角，離島的蘭嶼、綠島、小琉球及澎湖群島或附近海域較有機

會見這些會上岸的海蛇。 

說到台灣本島的陸棲蛇類，目前在中華民國的政治領域內所確認記錄的種類約可分

成 9-11 科(參考附錄)，約 51 種(依據較新及正在進行的研究，特有種可達 11 種以上)，

若按較新的分科來看則包括：1)眼睛退化，以穴居為主的盲蛇科(Typhlopidae；2 種)。2)

唇部具有熱感應凹陷的蟒科(Family Boidae；1 種)。3)鱗片在反光下帶有虹彩色澤的閃皮

蛇科( Xenodermatidae；2 種)。4)專食蛞蝓及蝸牛的鈍頭蛇科(Pareatidae；3 種(含 1 未命

名之種類(游，2011))。5)頭呈三角形，具可摺疊之大型管牙，毒性以出血性為主的蝮蛇

科(Viperidae；6 種)。6)適應水棲生活，具後溝牙且為胎生的水蛇科(Homalopsidae；2 種)。

7)以非洲沙哈拉沙漠以南及馬達加斯加為其大本營的非洲屋蛇科(Lamprophiidae；1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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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頭為橢圓或圓形，具固定式前溝牙，且毒性以神經毒為主的眼鏡蛇科(Elapidae；5 種)，

而除陸棲的種類外，所有的海蛇亦是屬於本科。以上所列算是爭議較少的 7 個科，至於

現有的 9)黃頷蛇科(Colubridae)：台灣產 29 種，是蛇類中種類最多的一科)，雖然明顯並

非一單系群(Monophyletic group)，但由於分群仍不夠成熟，故在此則採用Reptile Database

的方式，在台灣可見到 5 亞科分別為：A) 習性以鑽地穴居為主的鐵線蛇亞科

(Calamariinae；1 種)；B) 種類繁多，形態各異的黃頷蛇亞科(Colubrinae；15 種，是蛇類

中種類最多的一科)。C)僅包含 2 屬的斜鱗蛇亞科(Pseudoxenodontinae；2 種)。D)包含多

種半水棲蛇類的游蛇亞科(Natricinae；10 種)。E)特別偏好捕食石龍子等蜥蜴的劍蛇亞科

(Sibynophiinae；1 種)。 

 

    以長度來說，台灣原生之蛇種中，黃頷蛇類中有不少種類全長(含尾巴)可達 2 公尺

以上者，如：過山刀、臭青公、錦蛇、南蛇及細紋南蛇，但鮮少有 3 公尺以上者，而根

據國外文獻南蛇最大可達 3.8 公尺，這是台灣目前所產的蛇種中最長的記載(雖然並不是

在台灣記錄到的)，而不少人常會將「大蛇」和「蟒蛇」劃上等號，在野外看到大蛇，

便以為自己看到蟒蛇，事實上在中華民國的政治領域內，僅於大、小金門有原生之緬甸

蟒(亞洲岩蟒)(Python bivittatus bivittatus)(參考名錄)，本島並無產蟒科(Boidae)的類，所見

到的都是國外引進或走私飼養者。 

另外一個就是毒蛇的問題，不少人容易將「蛇」跟「有毒」作聯想，而產生恐懼，

那全世界的毒蛇多嗎？那台灣又如何呢？跟據統計，全世界的蛇類中有毒者約佔20%(黃

頷蛇科中具後毒牙或後溝牙之毒蛇 1%、眼鏡蛇科之毒蛇 10%及蝮蛇科之毒蛇 9%)，至

於台灣陸棲的蛇種中者有毒者(含微毒之種類)約有 15 種(佔 39.4%)，在比例上較全世界

之平均質更高出一些，雖然蛇類不會無故主動攻擊人，但當我們不小心在近距離驚擾到

他們時，他們仍會基於自衛咬人，故我們應仍要相當的小心；雖然蛇類在視力上大多不

佳，聽力又近乎聾子般，但是他們對震動可是相當敏感的，所以在從事一些野外活動又

必需穿越草叢時，除了衣著上的注意外，不妨拿根棍子撥弄先「打草驚蛇」一番，相信

他們多會早早逃之夭夭了。 

除了蛇類因「被誤解」及「被食用」承受極大的壓力外，在台灣；蛇類及蜥蜴類所

面臨的問題上相當類似，還是逃離不了和其他野生動物相同的命運---棲地破壞所造成的

滅種威脅，尤其是部分地區的道路過度開發(如：近幾年北部橫貫公路之拓寬就是其中

一個典型的例子，…當然還有太多的例子！)，我們知道爬行動物會有到稍微空曠之地

點曬太陽(藉以提高體溫)後才進行活動之習慣，而未有任何防護措施的路面，便常會成

為其致命之選擇而淪為車下亡魂，而台灣即使在一些通過生態敏感地區之馬路，目前皆

沒有如國外路面架高(底部留出通道，讓動物不經路面便可通過)或路兩側加起擋牆(防止

動物爬上路面)，以致每年皆有不計其數的動物被碾死，而蛇類更因其延長的身軀成為

此中最大的受害者(其中亦不乏有珍貴稀有，且對其生態習性少有所知之種類)。 

其實很多動物我們會覺得害怕，多是出於對他們的誤解，當我們對他們能夠有進一

步之認知後，常就不會覺得他們是那麼可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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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雙星號"**"表台灣特有種；單星號"*"表台灣特有亞種，因個人水平有限，錯誤在所難免；若有疑問敬請指教。 

 

蜥蜴亞目 Lacertilia  

 

壁虎科(Family Gekkonidae)  

1.  Gehyra mutilata (Weigmann, 1834) 裂足虎；中國大陸稱“截趾虎” 註：台灣最近一次正式記錄是在 1986年，已有

超過 30年未再被記錄。 

2. Gekko gecko (Linnaeus, 1758). 大壁虎；大守宮(外來種)  

註：近年來則於高雄及屏東皆有野外繁殖紀錄，至於台中大坑雖有零星個體，但繁殖狀況有待確認。 

3.  **Gekko guishanicus Lin & Yao, 2016龜山壁虎(目前僅於宜蘭縣及龜山島有紀錄) 

4.  Gekko hokouensis Pope,1928. 鉛山壁虎；守宮 

5.  **Gekko kikuchii (Oshima, 1912). 菊池氏壁虎；蘭嶼守宮；蘭嶼壁虎 

6.  Gecko monarchus (Duméril & Bibron, 1836) 帝王脊斑壁虎(外來種，已於高雄及屏東點建立族群) 

7.  Hemidactylus bowringii (Gray, 1845). 無疣蝎虎；中國大陸稱“原尾蜥虎”    

8.  Hemidactylus frenatus Duméril & Bibron, 1836. 疣尾蝎虎；蝎虎；蜥虎 

9.  Hemidactylus stejnegeri Ota & Hikida, 1989. 史丹吉氏蝎虎 

10.  Hemiphyllodactylus typus typus Bleeker, 1860. 半葉趾虎指名亞種；中國大陸稱“爪哇半葉趾虎” 

11.  Lepidodactylus lugubris (Duméril & Bibron). 鱗趾虎 

12.  **Lepidodactylus yami Ota, 1987. 雅美鱗趾虎 

 

舊大陸鬣蜥科(Family Agamidae)註：中國大陸其為「鬣蜥科」；而將" Family Iguanidae"稱為「美洲鬣蜥科」。 

1. **Japalura brevipes Gressitt, 1936. 短肢攀蜥 

2. **Japalura luei Ota, Chen, and Shang,1998. 呂氏攀蜥 

3. **Japalura makii Ota, 1989. 牧氏攀蜥 

4. *Japalura polygonata xanthostoma Ota, 1991. 黃口攀蜥 

5. **Japalura swinhonis Gunther, 1864. 斯文豪氏攀蜥 

6. Physignathus cocincinus Cuvier, 1829亞洲水龍；綠水龍(外來入侵種，目前僅在台北縣境內有記錄) 

 

正蜥科(Family Lacertidae) 

1.  **Takydromus formosanus (Boulenger, 1894). 台灣草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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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Takydromus hsueshanesis Lin and Cheng, 1981. 雪山草蜥 

3.  Takydromus kuehnei kuehnei VanDenburgh, 1909.古氏草蜥；臺灣地蜥 

    註: 1. Arnold(1989)認為原地蜥屬 (Platycoptus) 差異不足以將之從草蜥屬(Takydromus)中獨立出來，  

         故仍將本種列於草蜥屬下。 

      2. 本種於北越尚有另一亞種---古氏草蜥越南亞種(Takydromus kuehnei vietnamensis Ziegler and  

         Bischoff, 1999)。 

4.  **Takydromus luyeanus Lue and Lin, 2008 鹿野草蜥 

5.  **Takydromus sauteri VanDenburgh, 1909. 梭德氏草蜥；南臺草蜥；梭德氏蛇舅母. 

6.  **Takydromus viridipunctatus Lue and Lin, 2008. 翠斑草蜥 

7.  **Takydromus septentrionalis (Gunther, 1864). 北草蜥(於台灣本島未有分布，於馬祖及金門有記錄) 

8.  **Takydromus stejnegeri VanDenburgh, 1912. 蓬萊草蜥；史丹吉氏草蜥 

 

石龍子科(Family Scincidae)  

1.  Ateuchosaurus chinensis Gray, 1945. 中國光蜥(本種於台灣本島未有分布，而於金門及馬祖有記錄) 

2.  Emoia atrocostata atrocostata(Lesson, 1830). 沿岸島蜥 

3.  Eutropis cumingi (Brown & Alcala, 1980). 庫氏真稜蜥；庫氏南蜥(在台灣，僅於蘭嶼有紀錄) 

註：根據近年來有關分子親緣的相關研究(Mausfeld et. al., 2002)，原本被認為廣布於美洲、非洲及亞洲的南蜥屬

(Genus Mabuya)，僅產於美洲，而台灣者則改置於真稜蜥屬(Eutropis)下，屬名中“Eu-“ 為表示「真」或「美好」

的希臘字頭，”trop” 源自希臘字”tropidos” 為稜起(keel)之意，故直譯為「真稜蜥」。 

4.  Eutropis longicaudata (Hallowell, 1856). 長尾真稜蜥；長尾南蜥 

5.  Eutropis multicarinata borealis(Gray, 1845). 多稜真稜蜥；多稜南蜥(在台灣，僅於蘭嶼及小蘭嶼有紀錄) 

6.  Eutropis multifasciata (Kuhl, 1820). 多線真稜蜥；多線南蜥 

7.  Plestiodon chinensis chinensis (Gray, 1838). 中國石龍子指名亞種(台灣本島無，於金門之大膽島有記錄) 

註：根據近年來形態(Griffith et al., 2000)及分子親緣的研究(Schmitz, 2004)，原先被列於石龍子屬(Genus Eumeces)

內的種類並非單系群，而目前較新的分法則是將其再分為 4屬，其中東亞原被列為 Eumece屬下的種類，皆改

列為 Plestiodon屬下，原 Eumece屬現僅包含產於西亞及非洲的 4個種類。  

8.  * Plestiodon chinensis formosensis (VandDenburgh, 1912). 中國石龍子台灣亞種     

9.  * Plestiodon chinensis leucosticus (Hikida,1988). 中國石龍子白斑亞種(僅於綠島有紀錄)                                          

10.  Plestiodon elegans (Boulenger, 1887). 麗紋石龍子 

11. **Scincella formosensis (VanDenburgh, 1912). 臺灣滑蜥  

12.  Sphenomorphus incognitus (Thompson, 1912 ). 股鱗蜓蜥   

13.  Sphenomorphus indicus (Gray, 1853). 印度蜓蜥 

14. **Sphenomorphus taiwanensis Chen & Lue, 1987. 臺灣蜓蜥 

 

蛇蜥科(Family Anguidae) 

1.  Dopasia harti (Boulenger, 1899) 蛇蜥；中國大陸稱“脆蛇蜥” 

   註：1根據林思民等於 2003年所發表的分子生物及外型資料，原本被認為不具藍色斑的台灣特有種蛇蜥---臺灣蛇

蜥(Ophisaurus formosensis Kishida, 1930)應僅為脆蛇蜥之變異。 

2根據近年來的相關研究(Macey et. al.,1999; Nguyen et. al., 2011)之前所謂的蛇蜥屬(Genus 

 Ophisaurus)並非單系群，而產於亞洲的5個種類因此被改置於亞洲蛇蜥屬(Genus Dopasia)之下。 

 
變色龍科(避役科(中國大陸)) (Family Chamaeleonidae) 

1. Chamaeleo calyptratus Duméril & Bibron, 1851高冠變色龍(外來入侵種，目前僅在高雄旗津一帶發現) 

 

美洲鬣蜥科(Family Iguanidae) 

1. Iguana iguana Linnaeus, 1758綠鬣蜥(外來入侵種，已在台灣南部許多地點建立族群)  

 

變色蜥科(Family Dactyloidae) 

註：變色蜥屬(Anolis)原被列於美洲鬣蜥科(Family Iguanidae)下，後被分出。 

1. Anolis sagrei Duméril & Bibron, 1837 沙氏變色蜥(原產於古巴及其鄰近島嶼，台灣先後已先於嘉義水上鄉、花蓮吉

安及七星潭發現因人為引入的族群) 

 

 

蛇亞目 Serpentes  

 

盲蛇科(Family Typhlopid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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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Indotyphlops braminus (Daulin, 1803) 梵天南亞盲蛇；盲蛇 

2.  **?Argyrophis koshunensis (Ô shima, 1916) 恆春銀盲蛇；大盲蛇； 

 

蚺科(Family Boidae)  

1.  Python bivittatus bivittatus Kuhl, 1820.亞洲岩蟒；緬甸蟒 (於大、小金門有原生族群) 

註：1.在印尼蘇拉威西有另一亞種---侏儒緬甸蟒(Python bivittatus progschai Kuhl, 1820；Dwarf Burmese pythons) 

2.在美國的佛羅里達州因為人為引入亦已在當地建立族群。 

閃皮蛇科(Family Xenodermatidae) 

1.  *Achalinus formosanus formosanus Boulenger, 1908 臺灣標蛇指名亞種；臺灣脊蛇指名亞種  

2.  **Achalinus niger Maki, 1931. 標蛇；黑脊蛇 

 

鈍頭蛇科(Family Pareatidae Romer, 1956) 

註：本類群原被置於黃頷蛇科之下，但根據較新的分子親緣相關研究，其應提升為一獨立的科 

1.  *Pareas hamptomi formosensis (VanDerburg, 1909) 漢氏鈍頭蛇台灣亞種；台灣鈍頭蛇 

2.  **Pareas komaii (Maki, 1931) 駒井氏鈍頭蛇 

註：根據近年來的相關研究(游崇瑋, 2011；Guo et. al., 2011)以往所謂的台灣鈍頭蛇(P. formosensis )與漢 

普頓氏鈍頭蛇(P. hamptomi)相當近緣，而依命名之優先權，台灣鈍頭蛇應該列為漢普頓氏鈍頭蛇之下 

的一個亞種。 

3.  **Pareas atyal You, Nicolay & Lin, 2015泰雅鈍頭蛇 

 

蝮蛇科(Family Viperidae) 

 

響尾蛇亞科(Subfamily Crotalinae；Pit Vipers) 

1.  Deinagkistrodon acutus (Günther, 1888) 百步蛇；中國大陸稱“尖吻蝮” 

2. **Ovophis makazayazaya (Takahashi, 1922). 瑪家龜殼花 

註：按較新的分子親緣研究(Malhotra, 2011)已往被列為山龜殼花(Ovophis monticola)下的多個亞種，現已被提升為多

個種，而產於台灣者亦依此將原本 Ovophis monticola makazayazaya 改列為台灣特有種 Ovophis makazayazaya。 

3. Protobothrops mucrosquamatus (Cantor, 1839) 龜殼花；中國大陸稱“原矛頭蝮” 

4. **Trimeresurus gracilis Oshima, 1920. 菊池氏龜殼花 

5.  Viridovipera Trimeresurus stejnegeri stejnegeri Schmidt, 1925 赤尾青竹絲；史丹吉氏青蝮 

 

蝮蛇亞科(Subfamily Viperinae；Pitless Vipers) 

1.  Daboia siamensis (Smith, 1917) 鎖鍊蛇；中國大陸稱“圓斑蝰” 

 

水蛇科(Family Homalopsidae Bonaparte, 1845) 

註：本類群原被置於黃頷蛇科之下，但根據較新的分子親緣相關研究，其應提升為一獨立的科 

1.  Hypsiscopus plumbea (Boie, 1827) 鉛色水蛇；中國大陸稱“水蛇” 

2.  Myrrophis chinensis (Gray, 1842) 唐水蛇；中國大陸稱“中國水蛇” 

 

非洲屋蛇科( Family Lamprophiidae Fitzinger, 1843) 

1.  *Psammodynastes pulverulentus papenfussi Zhao, 1995 茶斑蛇；中國大陸稱“紫沙蛇台灣亞種”  

    註：本種產於台灣的個體，因有著較高的腹鱗數及尾下鱗數，被大陸學者(趙，1995)獨立成一特有 

    亞種。 

 

 

 

 

黃頷蛇科(Family Colubridae) 

 

鐵線蛇亞科(Subfamily Calamariinae) 

註：亦有學者將其由黃頷蛇科中獨立提升為單獨的科，即鐵線蛇科(Family Calamariidae)的情況。 

1.  Calamaria pavimentata formosana Maki, 1931. 台灣鐵線蛇；中國大陸稱“尖尾兩頭蛇” 

註：根據筆者等人近年的研究，台灣的鐵線蛇已與亞洲大陸所產的鐵線蛇有著相當程度的分化，於此暫先以特有亞

種處理，未來則不排除處理為獨立的特有種。 

 

黃頷亞蛇科(Subfamily Colubrid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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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Boiga kraepelini Stejneger, 1902 大頭蛇；中國大陸稱“絞花林蛇” 

2.  Cyclophiops major (Günther, 1858) 青蛇；中國大陸稱“脆青蛇” 

3.  Elaphe carinata carinata (Günther, 1864) 王錦蛇；臭青公(產於台灣者其亞種地位尚有待確認) 

4.  Euprepiophis mandarinus (Cantor, 1842) 玉斑錦蛇；玉斑麗錦蛇；高砂蛇 

5.  Gonyosoma frenatum (Gray, 1853) 灰腹綠樹錦蛇；灰腹綠錦蛇 

6.  Lycodon rufozonatum (Cantor, 1842) 紅斑蛇；中國大陸稱“赤鍊蛇” 

7.  *Lycodon ruhstrati ruhstrati Fischer, 1886. 白梅花蛇；中國大陸稱“黑背白環蛇”  

註：根據研究(Vogel et. al., 2009 )本種產於台灣的族群已被區分為一特有亞種。 

8.  Oligodon chinensis (Günther, 1888) 中國小頭蛇(僅於東引有紀錄) 

9.  Oligodon formosanus (Günther, 1872). 赤背松柏根；中國大陸稱“台灣小頭蛇” 

10.  Oligodon ornatus VanDenburgh, 1909. 赤腹松柏根；中國大陸稱“飾紋小頭蛇” 

11.  * Oreocryptophis porphyracea kawakamii (Ô shima, 1911)紅竹蛇；紅竹山錦蛇；紫灰山錦蛇；紫灰錦蛇 

12.  *Orthriophis taeniura friesi (Werner, 1926). 台灣黑眉錦蛇；黑眉曦錦蛇；黑眉錦蛇台灣亞種 

13.  *Ptyas dhumnades oshimai Stejneger, 1952 過山刀；中國大陸稱“烏梢蛇” 

14.  Ptyas korros (Schlegel, 1837). 細紋南蛇；中國大陸稱“灰鼠蛇” 

15.  Ptyas mucosus (Linnaeus, 1758) 南蛇；中國大陸稱“滑鼠蛇” 

 

游蛇亞科(Subfamily Natricinae) 

註：亦有學者將其由黃頷蛇科中獨立提升為單獨的科，即游蛇科(Family Natricidae)的情況。 

1.  Amphiesma stolatum (Linnaeus, 1758) 花浪蛇；中國大陸稱“草腹鏈蛇” 

    註：不少文獻中誤用其種名為“stalota”。 

 

2.  ** Hebius miyajimae (Maki, 1931) 金絲蛇；宮島氏腹鍊蛇 

3.  Hebius sauteri sauteri (Boulenger, 1909) 梭德氏遊蛇；梭德氏腹鏈蛇；中國大陸稱“棕黑腹鏈蛇” 

4. ** Hebius sp. 排灣腹鏈蛇(新種, 待發表) 

5.  Macropisthodon rudis rudis Boulenger, 1906 擬龜殼花；中國大陸稱“頸稜蛇” 

6.  **Rhabdophis swinhonis (Gunther, 1868) 斯文豪氏遊蛇；斯文豪氏頸槽蛇 

7.  **Rhabdophis formosanus (Maki, 1931) 台灣赤煉蛇 

8.   Sinonatrix annularis (Hallowell, 1856) 赤腹游蛇；赤煉華遊蛇；水赤煉遊蛇 

9.  *Sinonatrix percarinata suriki (Maki, 1931) 白腹遊蛇；華遊蛇；中國大陸舊稱“烏遊蛇” 

10.  Xenochrophis piscator (Schneider, 1799) 草花蛇；中國大陸稱“漁遊蛇” 

 

斜鱗蛇亞科(Family Pseudoxenodontinae) 

註：亦有學者將其由黃頷蛇科中獨立提升為單獨的科，即斜鱗蛇科(Subfamily Pseudoxenodontidae)的情況。 

 

1.  Phagiopholis styani (Boulenger, 1893) 福建頸斑蛇 

2.  *Pseudoxenodon stejnegeri stejnegeri Barbour, 1908 史丹吉氏斜鱗蛇指名亞種 

 

劍蛇亞科(Sibynophiinae) 

註：亦有學者將其由黃頷蛇科中獨立提升為單獨的科，即劍蛇科(Sibynophiidae)的情況。 

 

1.  Sibynophis chinensis chinensis (Günther, 1889) 黑頭蛇；中國大陸稱“黑頭劍蛇” 

 

 

蝙蝠蛇科(中國大陸稱“眼鏡蛇科”)(Family Elapidae Boie, 1827) 

1.  Bungarus multicinctus multicinctus Blyth, 1861 雨傘節；中國大陸稱“銀環蛇” 

2.  Naja atra Cantor, 1842 眼鏡蛇；飯匙倩 

3.  ** Sinomicrurus hatorii Takahashi, 1930 羽鳥氏華珊瑚蛇；羽鳥氏帶紋赤蛇 

註:本屬的蛇之前皆被列於麗紋蛇屬(Hemibungarus)下，但根據 Slowinski, Boundy et Lawson, 於 2001所發表的研究，

台灣原被列於的麗紋蛇屬下的種類和產於菲律賓的麗紋蛇屬模式種(Hemibungarus calligaster)差異甚大，而改置於一

新命名的華珊瑚蛇屬(Sinomicrurus)下。 

4.  *Sinomicrurus macclellandi swinhoei (VanDenburgh, 1912) 環紋華珊瑚蛇；環紋赤蛇台灣亞種 

5.  **Sinomicrurus sauteri (Steindachner, 1913) 梭德氏華珊瑚蛇；帶紋赤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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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蛇(Sea Snakes & Sea Kraits Taiwan)(僅供參考) 

 

蝙蝠蛇科(Family Elapidae)(大陸稱眼鏡蛇科)註：關於海蛇於科之分類階層上以往有多種不同的處理，於此根據近年

來較為大家採信的方式，仍將之置於蝙蝠蛇科下。 

1. Emydocephalus ijimae Stejneger, 1898 飯島氏海蛇；龜頭海蛇 

2. Hydrophis (Lapemis) curtus (Shaw, 1802) 刺海蛇；平頦海蛇 

3. Hydrophis cyanocinctus Daudin, 1803 青環海蛇 

4. Hydrophis gracilis (Shaw, 1802) 小頭海蛇 

5. Hydrophis (Kerilia) jerdoni Gray, 1849 菱斑海蛇   

6. Hydrophis (Pelamis) platurus (Linnaeus, 1766) 長吻海蛇；黑背海蛇 

7. Hydrophis melanocephalus Gray, 1849 黑頭海蛇  

註：本種的正模式標本產地(Type locality)原是於印度洋，但標本遺失；然而根據於澳洲重新選定的 Lectotype (Cogger, 

et. al., 1983)及分布上的不連續性，產於東方及產於澳洲者極有可能為不同種；倘若如此，東方的族群的種名應為 

Disteira orientalis Stejneger, 1901。 

8. Hydrophis ornatus (Gray, 1842) 麗斑海蛇；淡灰海蛇 

9. Hydrophis (Acalyptophis) peronii (Dumeril, 1853) 棘刺海蛇；細鱗海蛇  

10. Hydrophis (Astrotia) stokessi (Gray, 1846) 棘鱗海蛇；大頭海蛇 

11. Laticauda colubrina (Schneider, 1799) 黃唇青斑海蛇；藍灰扁尾海蛇 

12. Laticauda laticaudata ((Linnaeus, 1758) 黑唇青斑海蛇；扁尾海蛇 

13. Laticauda semifasciata (Reinwardt, 1837) 闊尾青斑海蛇；半環扁尾海蛇屬 

註：早先中國族群被當成 Lapemis hardwickii, 然而根據 P. Gritis 及 H. K. Voris(1990)的研究 Lapemis hardwickii及 

Lapemis curttus應是同一種。 

14. Praescutata viperina (Schmidt, 1852) 毒海蛇；海蝰蛇 

 

龜鼈目 Testudines  

 

地澤龜科(Family Geomydidae Theobald, 1868)  

註：根據近年來許多有關分子親緣的相關研究(如：Spinks, 2004)，皆已將原河龜科(Family Bataguridae Gray, 1869)由

地澤龜科(Family Geomydidae)所取代；其下並分為河龜亞科(Subfamily Batagurinae Gray, 1869)及地澤龜亞科

(Subfamily Geomydinae Theobald, 1868 )，本名錄則依此。 

 

1.  Cuora flavomarginata flavomarginata (Gray, 1863) 食蛇龜；中國大陸稱“黃緣閉殼龜” 

2.  Mauremys mutica mutica (Cantor, 1842). 材棺龜；中國大陸稱“黃喉擬水龜” 

3.  Mauremys reevesii (Gray,1831). 金龜；中國大陸稱“烏龜” 

註：於中華民國的政治領域內，目前僅於金門有著較穩定的原生族群，至於台灣本島之前的紀錄根據近年來的研究

(Suzuki, et. al., 2011 )，則應為引入所建立之族群。 

 

4.  Mauremys sinensis (Gray, 1834). 斑龜；中國大陸稱“花龜” 

 

地澤龜亞科(Subfamily Geomydinae Theobald, 1868) 

 

澤龜科(Family Emydidae Rafinesque, 1815. 

1.  (外來種)Trachemys scripta elegans (Weid, 1839) 紅耳龜；紅耳泥龜 

 

鼈科(Family Trionychidae Fitzinger, 1826)  

1.  Pelodiscus sinensis (Weigmann, 1834). 中華鼈 

 

附錄：海龜與海蛇 

 

海龜(Sea Turtles) 

 

海龜科(Family Cheloniidae) 

1.  Caretta caretta (Linnaeus, 1758) 赤蠵龜；中國大陸稱“蠵龜” 

2.  Chelonia mydas (Linnaeus, 1758) 綠蠵龜；中國大陸稱“海龜” 

3.  Eretmochelys imbricata (Linnaeus, 1766) 玳瑁 

4.  Lepidochelys olivacea (Eschscholtz, 1829) 欖蠵龜；中國大陸稱“麗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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稜皮龜科(Family Dermochelyidae) 

1.  Dermochelys coriacea (Vandelli, 1761) 革龜；中國大陸稱“稜皮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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