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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環境教育基金補助環境教育專案計畫成果報告 

 

計畫名稱：蘭陽博物館 2018 年「來蘭博，玩環教」系列推廣活動 

 

一、 目的： 

 

本場域的環境教育使命為打造「宜蘭成為永續的生態博物館」，其願景建構

「蘭陽博物館成為一座連結現地環境與地方文化學習的生態博物館」。在推

動策略上有其價值、指導原則及視角，希冀能提升環境素養、認識宜蘭在地

文化、環境行動力實踐為目標。 

 

為貫徹執行此目標，本計畫利用蘭陽博物館館舍資源以及烏石港溼地與遺址

等現地環境，針對 105年環保署已核定之五項環境教育課程，加以開發環教

課程的配套方案，且施行「滾動式課程改進」等發展模式，以擴大對象觸及

面以及課程發展之完整性。 

本計畫目標分為 2個子計畫：其一為「環教停看聽」的課程開發、種子教師

工作坊與課程試行推動，其二為「來蘭博，玩環教」全日課程開發與試行推

動。其目的在充實教育人員環境教育知識以及課程帶領的全方位性，並強化

蘭陽博物館環境場域之運作方式；且透過快閃課程與全日課程的試行推動，

藉此將蘭陽博物館的環境教育推廣到宜蘭全縣、甚至台灣北部地區的國民學

校師生、親子團體或一般社會大眾等，以期提供更多元的環教課程學習方式，

能將環境保護的概念推廣至全縣縣民及來蘭博參觀民眾。 

 

二、 環境教育之主題及內容： 

本計畫從 105年度環保署核定的 5個教案包含「烏石港歷史劇場」、「烏

石溼地小世界」、「蘭博單面山」、「寫在地底的歷史」及「探索鯨奇」等出發，

透過快閃與全日課程的配套方案開發，並擴充 DIY、操作和蘭博周遭現地環

境的體驗課程，可培育、活絡環教人員（含志工）之種子教師人力資源系統，

並強化館舍設施的運作，並更加落實環境教育的課程實施。且從多元、豐富

且可供自由配套的課程方案中，可提供來館參觀一般民眾有更多面向的環境

教育課程可供選擇並參與，並非僅一般的參觀導覽，另也設計各方面的時間

點，觸及不同類型的社會大眾，且將視角遍及台灣各地，希冀讓來館參觀民

眾了解人與環境的現今狀態與覺察人與環境、社會發展的相互關係，以涵養

人與環境和諧共處的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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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辦理單位： 

(一) 指導單位：宜蘭縣政府環境保護局。 

(二) 主辦單位：宜蘭縣立蘭陽博物館。 

(三) 協辦單位：宜蘭縣環境教育輔導團。 

 

 

四、 辦理期間：107年 3月 1日至 107年 11月 30日 

 

五、 辦理地點：蘭陽博物館與溼地 

 

六、 參加對象及人數： 

(一) 參加對象： 

1. 子計畫（一）：「環教停看聽」，包含課程開發、種子教師培育工作坊與

課程試行推動，工作坊對象為宜蘭縣內 15歲以上對於環教議題傳達、

表達有興趣之學生或民眾與蘭博相關教育人員（含志工）；課程試行推

動預定參加對象為至蘭博館館舍參觀之一般社會大眾、親子團體、外

國遊客等。 

2. 子計畫（二）： 「來蘭博，玩環教」，包含全日課程開發與試行推動，

課程試行推動期間，預定參加對象為宜蘭縣內國中小學生團體。 

 

(二) 參與人數： 

1. 子計畫(一)：「環教停看聽」，包含課程開發、種子教師培育工作坊與

課程試行推動，預計培育 30 位種子教師，並預計試行 50 場次，預估

單場遊客參與人數以 15人為計，約 750人。 

2. 子計畫(二)：「來蘭博，玩環教」包含全日課程開發與試行推動，全日

課程估計試行 10梯次，每梯次 30人，約 300人參加。 

 

(三) 提供參加環境教育者優待方式 

1. 參加「環教停看聽」講師培訓學員及參與者：培訓課程免費(含訓練、

餐點)，入館門票與停車費依蘭陽博物館收費標準辦理。。 

2. 參加「來蘭博玩環教」學員：培訓課程免費(含車資、餐點)。 

 

 

七、 執行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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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環教停看聽」課程開發、種子教師培育工作坊 

蘭陽博物館的展件設施及溼地，透過展示文字面版及互動裝置等，確實與環

境知識息息相關。為了能讓環境教育的效益發揮得更好，讓來蘭博參觀及遊

玩的散客客群及親子客群也能在娛樂之餘，對環境教育也有更多的認識，結

合本館的展示，透過繪本說故事以及動手操作 DIY的設計，將環境教育相關

的理念設計成適合更多親子及散客客群共同參與的活動。 

同時，為求未來能永續提供此種環境教育服務，也針對這次的活動先行辦理

種子培育工作坊，先進行 1場基礎劇場能力的培訓，再進行 2次的課程及教

材共備工作坊，並在工作坊結束之後隨即進行演練及排班。最終有 45人次

共同參與共備。 

課程內容及場次說明如下： 

 

(1)種子教師培育工作坊共同課程—說學逗唱—達人教你說故事。 

參與人數： 

時間：107年 6月 2日 (六)    說學逗唱—達人教你說故事 

時 間 主 題 授 課 備 註 與 說 明 

08:30 

│ 

09:00 

集合   

09:00 

│ 

10:00 

暖身及互動 
無獨有偶 

講師群 
 

10:00 

│ 

11:00 

聲音遊戲 
無獨有偶 

講師群 
 

11:00 

│ 

12:00 

說繪本不只是說繪本 
無獨有偶 

講師群 

用各種聲音及

輔助讓繪本內

容活起來 

 

13:30 

│ 

15:00 

暖身及身體活動 
無獨有偶 

講師群 

集中學員的注

意力、使用身

體語言說故事 

15:00 

│ 

16:30 

偶戲介紹及操作關鍵 
無獨有偶 

講師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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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種子教師培育工作坊共備課程(2梯次)—環教停看聽課程共備 

   參與人數 

時間：107年 6月 3日 (日)、6/13(三) 環教停看聽課程共備 

時 間 主 題 授 課 備 註 與 說 明 

08:30 

│ 

09:00 

集合   

09:00 

│ 

10:00 

團隊共識凝聚 
蘭博環教中心

講師群 

團隊討論共同

目標 

11:00 

│ 

12:00 

繪本精讀及教材確認 
蘭博環教中心

講師群 

共同選擇繪本

主題 

 

13:00 

│ 

15:00 

繪本說故事共備 
蘭博環教中心

講師群 

分組進行說故

事教材討論 

15:00 

│ 

16:00 

主題 DIY發想設計 
蘭博環教中心

講師群 
分組分享 

 

 

 

(二) 「環教停看聽」活動試行推動 

依據上開課程，預計於暑假期間，共推行 50場次（5場次/天，共 10天），

由參與「環教停看聽」工作坊的學員擔任種子講師（含志工），於蘭博館舍

帶領觀察解說；課程試行推動預定參加對象為至蘭博館館舍參觀之一般大眾、

親子團體等，本活動最終舉辦 52梯次，共計 810人參與。 

    課程內容如下： 

1. 課程內容及教材 

(1) 七月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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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小鰻魚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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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鬼頭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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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12 

 

 

 

 

 

2. 執行場次 

本活動與暑假期間於蘭陽博物館親子廳辦理，採取現場報名。每週五六

日有 4個時段，共計執行 52場次，計 810人次參與。 

 

(三) 「來蘭博玩環教」活動試行推動 

1. 課程內容及教材 

(1) 四年級以下學員：以探索自然中的律動為目的。課程內容結合遊戲、

展場內觀察以及溼地探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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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四年級以上學員：課程內容以展場中的人文歷史背後的探訪及討論

為主，並談論族群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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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執行場次：執行 10場次，計 318人次參與。 

 

八、 執行效益分析： 

(一) 參與人數： 

1. 「環教停看聽培訓」2場次，共計 45人次參與。 

2. 「環教停看聽」執行 52梯次，共計 810人次參與。 

3. 「來蘭博玩環教」全日課程執行 10場次，共計 318人次參與。 

4. 以上各類課程與推廣活動共計 1173人次參與。 

(二) 效益分析： 

1. 「環教停看聽」培訓及執行後效益分析 

這次在培訓前就己經先確立培訓後的工作目標，在培訓活動結束後直接

進行排班，並強調課程共備，由志工們彼此討論激發創意想法。最終本

培訓活動達成的效益如下： 

(1) 對蘭博展場內的各種空間進行活化的測試，並成為下一階段課程

的養份。 

為了找到可以執行活動的最佳場地，在活動初期就進行了各種場

地的測試，從現場觀眾旳反應來了解繪本故事及 DIY活動在博物

館內的效果。結果發現，雖然在 DIY部份確實還是需要有桌椅空

間能夠使用，但是在展場相關展品旁進進行繪本故事是很有效果

的作法。 

最後雖然在暑假期間不選擇使用這些地點，但卻在下一階段的

「來蘭博玩環教」中成為課程設計的一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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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之層的黑潮立體劇場，試做鬼頭刀摺紙。 黑潮立體劇場裡試講小鰻魚。 

 

 

泰雅家屋試講七月尾。 泰雅家屋試講七月尾。 

 

 
嘗試直接在展場中央進行活動，能吸引許多聽眾。 在展場內確實比較不易操作 DIY 的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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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配展示品進行相關的環教主題，效果極佳。 展場裡直接進行環教停看聽的活動。 

 

 

調整黑潮劇場的光度後試講小鰻魚。 嘗試除了繪本之外，搭配其他圖片說明。 

 

 

(2) 具有能力、共識及願景的志工團隊 

這次從培訓期開始，就邀請有興趣的志工夥伴深入參與。經過一

整天的聲音、肢體及說故事的培訓，並看有經驗的講師進行示範

之後，隨即進入產出型工作的模式，以能在暑假進行親子環教課

程服務為目的，讓志工討論出工作目標的共識、進行的方式等細

節，並且選擇想要進行的活動主題，並且激盪出 DIY的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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肢體訓練—鏡像活動。 快速暖身 

快速暖身 小組講繪本 

用聲音非肢體去呈現故事重點 進行各種情緒主題的雕像活動 

專業劇場老師示範說故事技巧 利用各種材質製造配合說故事的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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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工們進行共同的目標建構過程 充份表達每個人的想法和擔心 

分組討論各個繪本的表達重點 七月尾的故事很符合展示，但有難度 

鬼頭刀的戲劇性本身就很足夠 大家一起想出來的環教主題 

 選擇繪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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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繪本故事 進行充份討論 

  

 

(3) 精采的 DIY活動以及志工自主精進的各種教具 

這次的環教停看聽主要由志工團隊們進行服務，也由志工團隊發

展環教課程的細節，包括 DIY的項目和操作模式也是由志工主動

發想，並進行各種測試。小鰻魚的部份也曾經討論過是否使用捲

軸遊戲進行，鬼頭刀的部份也曾考慮用輕黏土來製作……在在都

呈現出志工夥伴們的熱情及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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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同時段裡有不同的主題，完全由志

工自主決定要進行什麼課程。 

志工自己製作手繪的鬼頭刀圖卡 

志工自己做的問題海報 為了進行說明，連真空包的鰻魚都帶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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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自己製作鰻魚飯的模型！ 

回家後志工自己用各種顏色嘗試許多

種不同尺寸的鬼頭刀摺紙 

 

(4) 讓民眾有更美好的親子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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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來蘭博玩環教」課程研發及執行後效益分析 

(1) 善用常設展示及溼地之課程研發 

這次活動善用各種年齡層來上環教課程的機會，開發對常設展和烏石溼地利用

度更高的課程。 

 

A. 在山之層的課程設計 

山之層的部份使用展場中各種生物在不同的生態棲位的展示讓學員去尋找；另

外利用採樟和伐木的模型來引發學員思考族群的具體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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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在平原層的課程設計 

在蘭博內的泰雅家屋及泰雅人雕像這裡說明泰雅族的生活細節；用噶瑪蘭族在

地契上蓋的手印來具像化噶瑪蘭人在漢人入蘭後的處境；並用展場裡的西門渡

口區讓學員進行劇場遊戲。 

 

 

C. 在海之層的課程設計 

在海層利用海層的溼地模型，為下午的鳥類課程作預告及準備，鼓勵學生去觀

察溼地；利用展場裡的南風壹號漁船，跟學員談日本時期帶來的漁業技術；利

用各種魚類模型去談論東海岸豐富的漁業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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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在溼地的課程設計 

除了過去常利用溼地讓學生進行鳥類觀察之外，這次也利用展場二樓能眺望

到烏石礁的地點，讓學生認識這裡曾經也是清朝時期唯一的官方港口烏石港

的歷史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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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對教師夥伴之成效評估 

因為這次主要是試行課程的測試，所以將帶學生來上課的教師們都視為課程修

正過程的夥伴，所以都會利用時間向帶班教師們尋求意見及改進建議。尤其是

東光國中的詹繼祥老師、竹林國小的薛翔文老師、龍潭國小的老師，給了許多

建議，幫助我們將這套課程修改得更好。 

 

A.東光國中詹繼祥老師 
記得去年差不多月份也因為宜蘭縣鄉土實察計畫全校二年級來到蘭陽博物館，當時 807 還是剛接手的後母班

級，學生看起來很興奮，但也算配合知道是來戶外教學，不是來旅遊的，表現尚佳。透過志工導覽，我們對

博物館的建築、宜蘭的自然、人文、環境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收穫不少。 

    一年後的暑假宜蘭縣環境教育中心的邀約，提供這一個機會讓東光國中 907 的孩子，更加深入了解蘭陽

歷史。雖然早知道要來了解歷史，需要有足夠的先備知識。但孩子七年級學的東西好像真的都還給老師了。

還特別把複習資料或是課本都帶來，已備不時之需。還好在欣怡老師的生動活潑的精闢解說下，以數百年的

時間為經、蘭陽博物館的展場為緯，交織出百年來這塊土地上的許多精彩故事，上面每個族群的生動演出，

都是後代子民應該體會及珍惜的。中午用餐非常環保提供鐵盒便當，加上學生自備環保餐具及水壺。非常符

合環境教育宗旨之一落實環保。 

    上午老師講得太精彩塞給大家太多東西，經過午餐後的半小時討論消化後，終於換 907 表演了，實在非

常擔心他們亂演一通，因為準備時間實在太短。不過，我們可是參加過羅東鎮環保短劇比賽的優勝隊伍呢，

大家把當時被國文老師還有導師每天碎念及叮嚀的記憶又找回了。時間雖短但戲劇效果十足，當然也很爆笑。

不過內容嗎～恩，有待加強（出草把整組演員殺光劇情太煽情了，還有跨族群戀愛太鄉土劇了）！最後一小

時時間老師教大家製作陶罐，非常有趣的實做課程，但時間似乎不夠多，不然應該每個人都能有一個不錯的

成品。 

   最後，再次感謝環教中心四位老師授課及蘭陽博物館兩位助理的協助，讓 907 在國三一開始就又多了一份

美好回憶！ 

 

 

建議： 

1.可以在會議廳使用 PPT，透過圖片、影像加深印象，時間軸的掌握更清晰。 

2.明確告知下午就有一場短劇演出，讓學生上午就可以構思及更深入研究，並能夠及早提問。 

3.各組演出限定主題或族群，演出會更多元。 

4.老師講解時可以多給任務或提問，讓學生加深印象及更專注。 

5.陶罐製作時間太短，可以延長。（但似乎會壓縮其他課程時間。） 

6.烏石港濕地公園建議還是去繞一圈。 

 

 

B.龍潭國小廖老師 

 
這是新班級第一次的校外教學，選擇到蘭博似乎已經成為必要的行程了。每年都在期待報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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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程，沒想到也因此有機會獲得參與新課程的體驗。孩子們帶著首發的心情，走進大觀園的蘭

陽博物館，好奇與興奮完全寫在臉上。 

從欣怡老師 HsinYi Tang 和團隊夥伴的生動教學引導下，課程融入體驗、探索、發表與觀察，活

動間毫無冷場，足見蘭博的教育課程模組，的確是相當成熟的學習活動。 

利用博物館學習是一件讓孩子欲罷不能的活動，一整天完整的課程設計與內容，是蘭博教育團

隊的專業與用心，真的值得大家好好利用。 

雖然說老師要帶孩子去參與常常受限於經費而作罷，但那些常把「窮不能窮教育」掛在嘴上的

政客與官員，才應該好好檢討為什麼資源在，而全縣的孩子卻受益的少?如果只是在數字上凸顯

每年宜蘭縣政府花多少錢免費送學生去「蘭博半日遊參觀」倒不如想想，如何「讓全縣每個孩

子都能到蘭博去上體驗課程」來的真實?而學校的校長窮盡心力投入社交，更該想想那些外在的

資源能為學校的孩子多做些甚麼?省省那些放煙火的活動吧！ 

很多學校的領導者都在談 108 課綱，只在課程上講「素養」，把大把經費時間用在對老師培訓

與課程宣導，但簡單且對的事卻老是視而不見，意義和何在?這樣一次的校外教學活動，老師從

對孩子的行動秩序、學習規矩、參觀與用餐禮貌的教育，讓孩子表現出來的能力才是素養的核

心！老師很自豪地說：我們的孩子在一日蘭博學習活動中，真的是令人滿意！ 

再次感謝蘭博佳靜 Wing Yu 秘書的協助、欣怡老師與團隊夥伴的辛苦教學。整個活動從進館、

博物館體驗探索、午餐、賞鳥與桌遊等活動，讓老師與孩子們都留下深刻的印象，有你們真的

很好！ 

 

 

(3) 學生的課後回饋 

另外在學生的評量方面，以觀察學生的參與度及課堂中的反應等形成式評量作

為最重要的參考；另外也邀請老師將上課後的延伸心得作業提供給我們作為總

結式評量的參考。 

A.東光國中回饋 

 

毛巧

勻 

其實來蘭陽博物館也不是第一次了，不過那時還小總是走馬看花，隨便看看。這一

次來到蘭陽博物館我有比較認真地觀賞，細心的體會宜蘭的文化，今天去上新的課

程，感覺蠻不錯的，之前上的有些都忘記了，但今天上有讓我回想起一些，我超久

沒演戲了，今天突然演戲超緊張的，我們最後一個演，手汗重頭到尾流流個不停，

演戲的部分讓我更深刻的記住以前人有獵頭文化，不過這都有經過祖靈的同意，用

陶土做東西也蠻特別的，我的初體驗，只是陶土到後面要一直噴水很麻煩，說真的...

以前的人還真厲害，沒有用任何的機器，只用手，就可以把東西做的這麼漂亮，只

是真可以東西在被挖出來的時候就都碎裂了，環教中心很環保呢！連中午的午餐盒

也用環保盒，謝謝你們今天給我們一個不一樣的體驗，真的很開心能夠參加這個初

體驗。 

吳芷

儀 

今天去蘭陽博物館,參加了了解宜蘭歷史一日體驗，一開始要我們排歷史時間表時，

我覺得是很好的一個 任務，因為大家會互相合作完成任務，之後我們上樓看到很多

https://www.facebook.com/hsinyi.tang.94?__tn__=%2CdK-R-R&eid=ARAr0H2dnAOVpX1Xn1FZjL3Nn6dDPEzuUil4GKwtqH6cl5x2UvhegLwN8IGb9Y8AhSdfXARig7Gdeike&fref=mentions
https://www.facebook.com/wing.yu.338?__tn__=%2CdK-R-R&eid=ARCZYzCncVQAfylQ9ja3oPatFHc5eqcg6_-8cmhUX4CIf0YCWz3OpKY99LZbhqFQ1DBAxtbZxf_dxWGf&fref=men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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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物品，像是漁船、鯨魚、搶孤、葛瑪蘭族土地簽約，泰雅族獵頭、平埔族住宅....

等等，這些都讓我映象深刻，因為之前來蘭博時，都不知道說講員在說什麼，等於

我們做我們的，他說他的，可是今天說的東西我都記得，因為說明的很清楚，並且

有時連帶笑話，讓人不會覺得無聊，最後的演戲，我覺得很不錯，可以讓別人知道

你對什麼想了解深入和感興趣的事，整體一天來說是豐收滿滿，還有非常開心,能在

有這個機會我很感謝。 

小小建議：在說明的時候，說的事情太多，可能會沒什麼在聽，因為大家對物品不

較感興趣，這時就會沒聽別人說話，只顧著看和摸，一日的行程，我覺得有點趕和

緊繃，希望能在延長一點時間，讓我們在多一點的回顧它，因為我們很少會來見見

蘭陽博物館，所以需要一點時間的調和。我自己在走出蘭博時，身體突然一震冷風，

吹過感覺好寂寞何孤單，好像在和我說再見一樣，希望以後還能再有這種體驗活動。 

林玟

淇 

9 月 7 號到蘭陽博物館的會議廳時，我看見了 6 個老師，其中 3 個老師我有在武荖

坑見過，老師拿出一張印著西元 1600 到 2030 年的時，我就想說不是要講歷史嗎?

怎麼會會印 2030 年呢!然後老師就問我們想到哪個年代，老師叫我們選時我就隨便

選了一個年代，之後老師就開始在介紹西元幾年發生什麼事，介紹完後，老師就帶

著全班去參觀蘭陽博物館，老師在介紹時我一直在看周圍，我有發現有一些地方的

擺設有一點改變。老師帶我們回會議廳後沒多久就吃午餐了，我打開飯盒看到飯時

我覺得好少喔!下午表演時，我覺得每一個組都演得很好看，也很搞笑，但我覺得我

們這一組演得有點噁心呢!之後老師說要捏陶土，我拿到陶土時我聞了一下陶土，我

覺得那個陶土有股鐵鏽味，我再捏陶土時我希望可以捏得跟老師捏得一樣好看，但

現實總是殘人的，我捏出來的陶土我認為根本就不像一個陶罐，反而像小孩隨便捏

一捏的作品。 

邱子

綺 

九月七號我們班到蘭陽博物館上宜蘭史，在這堂課中我學到了很多有關宜蘭和台灣

的歷史，那裡的老師跟們講了很多很多的原住民的故事，我覺得這些故事都超有意

義的，雖然並不是每個故事都是好的，但是我認為他們之所以會做這些事都是有含

義在的，但也不是每個人都可以認同他們所做的事。我覺得這堂課超有意義的，這

堂課讓我知道原來蘭陽平原以前並不是這麼大，原來從吳沙開墾以前就有人居住在

這阿！我從以前就認為宜蘭是從吳沙開墾後才有人住在這的，這堂課真的是讓我大

開眼界啊！這堂課裡我最喜歡的環節就是演戲和做陶罐了，雖然我覺得我們班演的

戲都很唬爛，但是很搞笑、很好玩，我覺得我們班做的陶罐各式各樣，每個都跟老

師做的差了十萬八千里的不像，各個都奇形怪狀很好笑，不過我覺得做陶罐很好玩，

這個體驗非常非常的有趣、好玩，今天我玩得很開心。 

施采

吟 

雖然是實驗班，但這次的蘭博介紹的很詳細，而且還做了陶器，可是做的不是很好

就是了，尤其是一想到我們表演的時候，一想到，就覺得好笑，每一組都演得超誇

張，不過也不是全部亂演。 

    我覺得老師了解的超多的，什麼后羿射太陽的傳說、發生事件的年代和發生什

麼事，和一些建築物的細節，老師說了這麼多，雖然不是每一件事都記得起來，但

對我來說，多少都有幫助，我現在才知道原來巫女是真的存在的，而且她竟然還活

著，我原本以為那只有在電視上才會出現，更讓我吃驚的是事那些巫女真的有一些

力量，不過我也覺得很可惜，因為巫女就快要失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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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認為以前的人真的很厲害，可是我覺得獵頭真的好可怕喔，如果是現在這個

社會，早就被當成殺人犯，被抓去關或是處決了，真心覺得能在這個和平的世界誕

生，真是太好了。 

張心

僑 

今天去蘭陽博物館上課，我覺得上課的老師講的很仔細但是我覺得可以有一點問答 

因為這樣才不會很無聊或快睡著的感覺，有手做的課程很好玩也很有趣，親自體驗

以前人怎麼做一些陶罐，雖然去過很多次的蘭陽博物館 但上這個課讓我更深入的了

解宜蘭以前的歷史文化 還有一些事件，還有演小短劇，用演的來演出自己對這堂課

的吸收多少還有對宜蘭歷史的理解深度，我最深刻的是那個老師在講泰雅族人的以

前故事，我覺得這樣上課比在教室上課還要聽的下去 比較活的感覺，可是只有上台

灣歷史而已希望可以上其他的歷史會更好。 

張宜

靜 

今天去蘭博算去聽課吧，老師叫我們每個人選一年我們想出生的年，我選擇的是1620

年，因為課本裡的年我只記得荷蘭人來的那一年也就是 1624 年我還蠻好奇荷蘭人和

西班牙人都長什麼樣子會不會長的很奇怪呢？這堂課我最印象深刻的是同學們表演

的戲，老師說我們都殺來殺去的，我最喜歡第六組的表演和第四組的，我們班表演

真搞笑，原本老師說我們一定很會演戲，我還懷疑了一下「有嗎？」結果看到我們

班的表演，好像都只適合表演搞笑劇呢！班上好難得那麼開心耶，最後做陶瓷的那

時候我真的覺得好難好難呀我不斷的一直重做看到12號的我覺得她好厲害哦做的好

漂亮，自己看看我的完全比不上她的陶瓷作品，後來帶了顆陶瓷黏土回去學校也不

知道要做什麼，這次體驗我覺得老師上課好有趣，我也有學到一些東西。 

陳亭

伃 

老師上課一開始用年代表時，一開始看到都忘記了，後來老師放上那一年發生的事

件，瞬間好像又想起來了。之後老師帶我們一層一層介紹，才知道為什麼蘭陽博物

館為什麼裡面要這樣設計，之後老師一個一個介紹才知道這個東西為什麼要放這

裡，它背後的意義是什麼。以前總覺得蘭陽博物館很無聊，現在覺得它存放了很多

歷史，老師讓我們想一齣戲，不僅能運用到剛剛學到的歷史，讓我們腦海中浮現剛

剛學到的和同學的戲劇，最後老師讓我們做陶罐，一直以為做陶罐有什麼難的，後

來才發現好難喔!那以前的人是怎麼做陶罐的，而且以前什麼都缺乏，他們是怎麼做

到的，這個課程讓我們學到更多宜蘭的歷史，也讓我們更了解。 

建議:老師上課都一直說，而且都說太快了。 

陳珮

瑄 

我覺得這個課程十分的有意義，因為在歷史課本中極少出現關於宜蘭的歷史，而我

們身為宜蘭人卻對自己的祖先一知半解，實在是太不應該了，在這個課程結合了台

灣歷史和宜蘭歷史，不僅可以讓我們了解自己所生活的土地曾發生了什麼事，更讓

我們進一步深入了解歷史，這個課程也不只包含了歷史，更加上地理、人文風俗等，

一天課程下來可以說是收益頗多，對於外縣市的學生而言可以讓他們進一步了解宜

蘭，讓他們對宜蘭有更深的體會，藉由了解宜蘭啟發他們了解家鄉的念頭，讓每個

地方的歷史永遠流傳於世。 

建議： 

        我的建議是希望可以多增加一些互動問答，如果只有老師一昧的講解，學生

不只會感到無趣，到後面更是處於一個晃神的狀態，手作體驗則是對某部分的人而

言有一點點太難了，浪費了太多的時間，可以更改手作課程，換為難度較低的，將

剩餘時間利用在解說濕地上，可以更有收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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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子

筠 

蘭陽博物館是宜蘭一個很著名的景點，而我們很榮幸來到這，我覺得早上時導覽員

帶我們參觀一到三層樓的文物，從吳沙開墾到清領時期都解釋得非常完整，清楚有

條理。其中呢，我對於噶瑪蘭族坎坷的遭遇非常同情，原本住得好好的，過著純樸

而不失樂趣的生活，後來自從漢人來蘭陽平原後，因為語言不同常常發生衝突，又

因為看不懂漢字而被欺負了都還不知道，時常吃虧，就算後來清朝有立了土牛番界

也還是沒用，真的很可憐!這也是我最印象深刻的! 

  下午的課程比較好玩!導覽員要我們分組演戲真的是超精彩的，每個人都樂在其

中，因為劇情有些很天馬行空，很好笑；有些卻很合理，具備故事性。我從來沒想

過歷史能透過表演演出啊 !而且我本來不怎麼喜歡歷史，但上了這節課讓我變得比較

喜歡歷史了!最後的玩陶土，真的很開心呢!謝謝為我們訂便當的叔叔阿姨們!希望下

次還有機會再來參觀! 

  建議:我覺得早上導覽員講的時間太長了，能稍微縮短一些；或者也能給下次參觀

的同學一些時間中場休息，不然太久沒喝水上廁所也不好! 

賴映

廷 

今天我們去了蘭陽博物館當成人家教學課程的對象，因為是新的所以我們是第一個

上，而且那裏的老師很有趣會跟我我們說說笑笑讓我們輕鬆很多，而在國際會議廳

講完了一些重點的歷史之後，老師們帶我們去參觀和說故事給我們聽，我們從山下

走到山上，我們跟著老師去看看山下的農家為甚麼要養鴨子，因為要讓他們去吃割

稻剩下留下來的稻米，之後我們走到了山上去看看以前原住民住的屋子和一個女孩

在家裡面織布，之後我們回到了國際會議廳吃飯，飯吃完後每一組都在排等一下要

表演的戲，排好之後大家都坐在位子上等待組别表演每一組都很好笑，之後我們做

了陶土，但本來要去烏石港參觀因為做陶土的時間來不及去，但今天很開心能受到

邀請去參加這個課程，希望下次還有機會能去。 

賴苡

恩 

這次來蘭博上課，是我真正有聽進腦袋裡的一次，以前參觀的時候，總是左耳進右

耳出，就腦袋空空的出了博物館，但是這次我是真的有學到東西，也是我上過最喜

歡的一次歷史課，老師講到噶瑪蘭族跟泰雅族的出草文化時，我覺得很恐怖也很殘

忍，但是漢人殺了他們還拿去煮也非常殘忍，但不同族群的文化本就會有不同。到

了中午吃飯的時候，要順便討論演戲的劇情，一開始我覺得很難做到，但是劇本的

雛形出來後，就覺得好像也沒有想像中的那麼難，我們這組的兩個男生飾演一對戀

人，真的非常難為他們，別說當事人覺得噁心，連我自己看了都覺得不自在，但最

後我們也順利演完戲，也沒有白費了他們的犧牲，下午體驗陶土的課程是整天下來

我最喜歡的環節，但是捏陶土真的非常困難，捏太薄就破掉，過太久土也會乾就裂

掉，所以我重做了三次才成功，但是迷你陶罐真的非常可愛。一整天下來真的非常

感謝老師們的講解跟幫忙，能夠體驗這樣的課程我覺得非常開心，而且覺得時間過

得非常快，在聽老師講解的時候也不會覺得無聊想睡覺，讓這天過得非常有趣且充

實。 

簡昀

柔 

從小去蘭博的次數多道數不清，每次去參觀都只是看一下就在找位置休息。再熟悉

不過的蘭博，這次的旅程卻帶給我不一樣的體驗。工作人員專業的說明和講解，房

子如此搭建原來是因為這個原因、這假人的裝扮為何如此的奇特，讓展出的物品有

了新的生命力，如果真有時光機，我真想回到以前的宜蘭，看噶瑪蘭人如何過生活？ 

  第二有趣的是全班眼的小短劇，本班真的都是戲精，每齣都非常精采，每組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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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的劇本「笑」果都非常的好，令人看得捧腹大笑！覺得大家都是最高分的！捏

陶土時真的很困難，頻頻失敗，捏壞了再重來，用了好久才勉強有個雛形出來，第

一次捏陶很有趣，雖然成品可能比出土時的陶器還糟，不過我非常樂在其中。 

  最後雖沒時間到烏石港濕地探訪，感覺有點可惜，但還是收穫滿滿，希望會考能

因這次的體驗為歷史加點分數！ 

建議 

1. 早上的行程有點趕，不太能休息。 

2. 可以用發問的方式來講解，不然大家就只在聽，沒什麼思考。 

3. 其餘的都十分有趣，有機會想再去體驗看看！ 

簡若

筑 

這次去蘭陽博物館很有趣，因為讓我更了解台灣和宜蘭的發展歷史，剛開始時老師

讓我們自己選一個時代，我選了 1800 年代，但我卻不知那時發生什麼事件，後來才

知道是吳沙開墾後沒幾年後發生的事，後來老師帶著我們去蘭博的二、三、四樓進

行導覽與講解歷史，在老師講解的時候，我深刻體會到當時人民的辛苦，也知道了

關於葛瑪蘭族和泰雅族的事蹟，這些故事有許多我都未聽說過，中午的時候老師讓

我們分組討論演一齣戲，主角要有葛瑪蘭人、 

泰雅人、日本人和漢人，年齡七、十七、二七和三七歲，隨各組編排，我們這組剛

開始想不太出來，後來有人想出來內容，我們再藉由他的內容進行修改和編排，我

們實際排演一次，內容剛開始有一段內容是吵架，是一名葛瑪蘭和泰雅人吵架，是

我和一個同學演的，由於不知兩族的語言，所以用奇怪語言罵人，罵完後我們兩人

都笑翻了，覺得自己很好笑，接著演殺人的時候，我念出龜派氣功，同學則念出降

龍十八掌，我們兩人念完後又笑翻了，後來在捏陶土時，我已經捏了好幾次但形狀

總是歪七扭八，最後終於定型了，老師幫我把形狀變得更堅固，成了一個壺，這次

的課程很有趣，有動手也有動頭腦，讓我收穫滿滿。 

藍品

昀 

很榮幸這次能夠被邀請到蘭博參加一日的歷史課程，雖然去過蘭博很多次，但是根

本沒有來真正了解過那裡的東西以及故事。對於宜蘭史我並沒有到很知道，那邊的

老師明白的告訴我們，但我覺得可惜的是，講的太多，我們沒辦法自己去看自己所

想看的東西。中午午餐花了一下子時間安排了一小短短劇，我覺得這個活動很不錯，

了解宜蘭史以後編劇演出，真的很特別。班上同學都演的很好笑，都讓我目不轉睛，

也讓我見識班上一些同學的另一面。最後的陶土，雖然我重捏了很多次，但最後還

是有成型。班上還有人最後捏成行動電源的樣子，真的很有創意！而我是捏一個陶

瓷，還蠻有成就的。這個活動很有趣，收穫頗多，只是沒有再去看看自己真正想看

的，覺得有點可惜。 

林宸

宇 

這次的校外教學，我覺得整體活動還蠻不錯。我覺得其中做陶罐的那個環節，最有

趣。 

    一開始，老師在講解宜蘭歷史時，先讓我們看看及觸摸以前的古物是怎麼樣的，

再用了台灣整體的歷史事件跟宜蘭歷史做比較。我發現台灣有些地區有發生過的事

件，在宜蘭都沒發生過，但老師講解過後，我才了解了其原因，不過我覺得老師應

該多問一些問題，來問我們，這樣的話，我們對老師講解的事情會多一點印象。 

    接下來呢，老師們讓我們試著用老師講過的宜蘭歷史讓各組演出一齣小短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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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這個活動還蠻好玩的。我本來以為每一組都會一本正經地上台表演，只有我

們這組純粹搞笑而已，沒想到每組竟然都跟我們一樣的無厘頭阿！但是這個活動也

蠻好玩的，還可以了解到我們對宜蘭的歷史是不是真的了解了，我還意外發現我們

班還真有演戲天分呢！ 

    最後，進入到我覺得最有趣的活動－－做「陶罐」！我一開始做的時候，一直

搞砸，所以重做了好幾遍，十幾遍過後才做好一個圓！之後，我不斷你黏土，盡量

把它變成一個「陶罐」。接著，老師把可印在罐子上的印章發下來，其實我認為，老

師如果有時間的話，可以介紹一下每個印章的涵義，因為我很是好奇，它們代表的

是什麼意思。 

胡詠

睿 

今天去蘭博時，其實蠻期待ㄉ，因為是第一次認真聽宜蘭的歷史和發展，而且我們

是去幫忙實驗ㄉ。在蘭博時，聽到那個老師上宜蘭歷史時，總算有點恢復記憶ㄌ也

蠻有趣ㄉ。在下午，老師讓我們演戲，讓我們增加記憶，我們也笑的很開心。快到

尾聲時，我們自己做屬於自己的陶罐，大家也都捏的很開心，只是有點難捏。最後，

大家在蘭博後面拍一張大合照後，大家就開心的回去ㄌ。 

建議：希望老師講話時能夠和同學互動，盡量能問同學們一些問題，讓他們增加記

憶，老師講話的時間也可以在縮短一點，在中間穿插著一些問題，就可以縮短時間

了吧。這樣，最後捏陶罐的時間就會長一點，做出來就會比較好看一點，時間也就

不會這麼趕ㄌ。 

真的謝謝蘭博的老師能讓我們有這個機會能真正了解到宜蘭的歷史。 

張承

震 

我覺得在這一次上課，我覺得非常的稀奇，畢竟是第一次上這個課程，這次活動，

有讓我們摸古蹟、介紹宜蘭歷史、園區導覽以及製作自己的陶土模型。在陶土課程

中，我覺得可以做類似矽膠材質的內膜，讓不會做的學生，可將陶土裹在內膜外，

等乾掉後，再將矽膠內膜取出，這樣至少讓學生可以有個成品出來，而且是矽膠做

的，方便拆又好洗，也可讓學生有個內膜可以支撐住，讓學生捏外型或蓋印章等。

我覺得老師也很活潑，不會覺得很做作，上課內容也非常有趣、詳細，但我覺得都

是老師在說話，沒有讓學生回答的機會，這樣感覺沒有什麼參與感。其他的都非常

喜歡，尤其是可以讓我們觸摸那些東西，觸感非常的特別，但大部分聞起來都有一

種味道。其他的課程都非常的喜歡，也非常的特別。 

 

許仲

漢 

今天我們去了蘭博學了七年級教過但有些已望記的台灣歷史,我們先聽了一些有關漢

人、泰雅人、葛瑪蘭人等一些故事,後來我們去參觀蘭博,那時我才知到原來蘭博的最

高到最低是山到海,而那時老師有和我們說了荷西時期、鄭治時期、清朝等這些時期

的歷史,然後我們就在中午時邊吃飯邊想著下午要演什麼,因為老師說要演戲,人物有

漢人、泰雅人、葛瑪蘭人、日本人四選一,年紀一樣要從 7、17、27、37 裡選一個,

我們班分了七組,而我們是第一組,我們的表演順序第一組是最後一個表演的,各組表

演完後,其他六組要給上台表演的組別評分,滿分是 100 分,好像是合理 50 分、創意

25 分、其他 25 分,每一組都很高分,而最高分的組別有兩個,表演完後,我們在用陶土

做陶罐,有些人做的佷漂亮,有些人做的很奇怪,我自己也覺得我做的很奇怪,時間到

了,要回去上第八節課,我們就回去了,我很開心 
 

陳永 今天我們去蘭陽博物館上歷史課，這次去是要學台灣的歷史，剛好我們模擬考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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樺 所以對台灣的歷史有點印象，一段時間後，我們到了蘭博，開始上課時，老師擺出

了一個時代表，時間是從 1600 到 2030 年，也就是未來，老師問我們最想去哪一個

朝代，我選擇了 1600 年，沒有這些 3c 產品的他們以前到底怎麼過生活，之後老師

介紹了宜蘭的歷史，讓我大開眼界，原來宜蘭有這麼多的文化遺址，只是比較不出

名，尤其是以前生活在宜蘭的葛瑪蘭人，因為和漢人爭奪土地，以及語言不通等問

題，死了許多人，吃完飯後，老師叫我們一組演一齣戲，每個人演的都很有創意，

我們這組演的事本來要射山豬，卻誤射太陽，所以後羿就誕生了，我們還用陶土捏

陶罐，我覺得古代人真的很辛苦，每天都要做，而我卻做得四不像，古代人真的很

辛苦。 

陳昱

佑 

透過這次到了蘭陽博物館做了一些有關宜蘭歷史與臺灣歷史的課程，讓我更深入的

了解這塊土地，比如說荷西時期、明鄭時期、清治時期、日治時期，還有更主要的

就是早期生活在這片土地的噶瑪蘭族。從一開始好好生活在宜蘭這個地方，到外族

的入侵，被迫離開了原有生存的地方，還提到了一寫關於泰雅族的歷史。不是戰爭

就是搶奪，侵略了土地，破壞了生態，但是不代表都沒有一點好處，像是開起通商

港口，帶動了臺灣的經濟。如果老師在講完這些之後，在次問我們，如果有時光機，

你會想回到哪個時代?我會選擇 1895 年，也就是日治時期，原因是我我想保護自己

的族群，不要讓他們忘了自己的是誰，流失了自己的文化。很謝謝老師讓我更親近

我生存的地方。 

陳煜

傑 

心得：這次的這個實地考察的校外教學很不錯，能夠利用當地蘭陽博物館的資源與

宜蘭歷史做一個搭配。而且其範疇我們學習過，也較不會讓同學們感到陌生，而分

心、無聊。 

建議：早上的課程腳有點酸， 雖然要講的內容很多，但或許可以再濃縮一些。還有

可以的話再增加一些與學生互動的機會。 

游亦

寬 

前往蘭陽博物館，進行一場無與倫比的歷史體驗，是我對本次活動的總結。早上帶

我們參觀並且導覽，有系統、完整的介紹了宜蘭的文化與自然景觀，內容包山包海，

從伐木、房舍到捕魚等，所有宜蘭以前曾經發生的事都有介紹，為讀整場導覽的時

間有點偏長，若是中間能讓我們休息一下，消化內容，我認為會有更好的體驗。 

下午的安排，讓我們能夠透過戲劇來認識歷史，有些導覽時沒講到的小細節，也許

演戲時提到了，那就能夠多家了解，像是原住民族的傳統故事、巫女文化等，就是

先前沒有提到的，製作陶罐則讓們能藉由自己的雙手，來知道以前人的工藝到底有

多麼的精湛，不然之前雖然聽過，但是卻沒有那麼深的感受。 

黃煒

翔 

上課很好玩也很有趣尤其是那個演戲真的好好笑但是該講的都沒有確實講到也沒有

講的很詳細讓人有時會誤會那個意思不過有些倒是講的很好。 

那個小故事是我覺得最好聽也很有趣的故事，吃中飯時那個排骨飯也很好吃用鐵盒

裝也很環保很衛生但如果飯在多一點這樣比較吃得飽，在做手工藝時材料可以早點

拿出來就像那個水因為太晚拿出來所以害同學們一直因為裂開一直重做這樣真的很

麻煩也很浪費時間，如果可以希望早點跟大家說水可以讓陶土濕一點比較好捏這樣

不僅很減少做的時間會比較有效率，有時腳真的會站不住因為站的時間比坐的時間

還要長要適當的讓小孩休息不能一路講完這樣會對腳有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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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柏

葳 

這次的蘭去完博收穫許多，能認事宜蘭的歷史發展還能看到以前人用的器具，雖然

是複製品但是能知道者什麼樣子我就很高興了，上午上的課程大部分是宜蘭的歷史

還有一些是台灣的歷史，能更認識宜蘭，我感覺很棒希望下一個班級也能讓他們認

是宜蘭的歷史，尤其是台灣的平埔族，但是也不要講太多，適當的給我們一些問題

讓我們各組討論、競爭，也能讓老師休息一會兒，不兩全其美嗎? 

下午的課程有上台表演和捏製陶器，前者能讓學生的表演天分用這次機會表演而

出，後者能讓學生的藝術天分藉由捏陶看出來，總歸來說我都很喜歡，中午的便當

很好吃呢。裡面我最喜的部分是上午的課程，因為能邊上邊複習雖然老師沒問我們

問題，的用但是還是能看出老師心，最後很謝謝老師能讓我們到蘭博，上一堂寶貴

的一課 

盧貴

忠 

  9/7 星期五去蘭博上歷史課，一開始老師先講台灣的開墾，之後講噶瑪蘭的歷史，

老師講漢人、泰雅人和噶瑪蘭人的械鬥非常激烈，我們走了蘭博一圈看了泰雅人和

漢人的房子和衣服、和日本人來台捕魚的船還有魚的標本跟漢人跟噶瑪蘭人的契約

證明……等，中午他們發便當我們覺得比學校的營養午餐還好吃，之後老師要我們

演戲，下午發表成果每一組都很好笑，第 1、2 組上去演戲就有人死，全部人都笑死，

之後幾組上去就還好可是還是很好笑，之後老師還要我們捏陶土，全部人幾乎捏得

都醜醜的，可是就有一個人捏行充超好笑。 

李宥

均 

一剛開始還怕等等會聽不懂跟我們講解的老師說的事件，因為我本來就是個台灣歷

史不好的人，後來慢慢聽，才發現老師講的好簡單，加上帶著我們實際走一遍，更

加有趣，不會和我想的一樣枯躁乏味，不過有時候會稍微說的有點快，來不及反應

過來。平時來過好幾次的地方，經過了老師不一樣的講解和帶著我們看，感覺就好

像來到了一個從沒來過的地方，有了不 

一樣的看法。後來他讓我們演自己的戲時，還擔心做不好會辜負了她的用心，不過

在同學玩鬧時， 自己也跟著放開了點，覺得老師的用意好像是注重在其中的樂趣，

不怎麼嚴肅，看到她後來看其他組別的戲時，笑得也很開心，就放心了，大膽的演

出我們的戲劇。最後捏陶土時，看見大家的作品覺得好笑，看見大家毀掉又重作，

又覺得大家都好求自己，我也不可以輸，不知道重作了幾次。不過我還是很希望她

能在她講完後留一些時間讓我們自己去走走看看。 

張諺

民 

這一次的蘭陽博物館的設計課程，雖然我們只是當成實驗的人不過整體感覺對我來

說很不錯很好玩， 雖然我以前去過蘭陽博物館很多次了（大概有 5 次以上）！ 

可是呢我覺得這一次去是我去過那沒多次的蘭陽博物館裡嘴好的一次了，為什麼

勒？因為以前去都只是去那裡校外教學在那裡亂玩亂逛的 根本沒有在認真看 而且

也根本沒有人教我們或是講解，所以啊 像是格瑪蘭族我也不知道他們怎麼那麼早就

消失不見，我是上了這課程才知道 原來他們是被消滅或怕被殺才跑到東部的還有人

隱姓埋名生活，這課程讓我學到蠻多的 很謝謝這 6 位老師們 

這個課程我希望繼續下去讓更多人去真正瞭解台灣歷史，我覺得下午的表演 可以在

早上先講因為這樣才會有足夠的時間去想要怎麼去演或彩排才不會說再給一點時

間！這是我個人的想法希望可以參考看看喔！大致上都很好 最後面的捏陶土的課

很好玩 也很好笑 我也發現到誰沒有耐心，還有人做行動電源的哈哈真的是很有創

意 這對我們班是一個很好的回憶 也是一個很好的一個歷史課了！ 下次正式開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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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還能再去一次 哈哈！ 

 

 

 

 

B.羅東高中回饋 
學生的回饋： 

上午— 

1. 「如果我是轉學生，我想我會選擇沉默不語，因為我本來就不是這個班級的人，要是我有什麼太唐突的

舉動，應該會顯得很奇怪吧，可是在此同時，又希望班上能有個認同我的人，卻又不主動和他人交道，

總而言之，就是個矛盾的心理！」 

(同一個學生)「如果我是原班的人，看到班上有轉學生，若是他熱情開朗， 

我會去和他做朋友，若是他沉默不語，我會主動跟他說話，看他需不需要幫 

助，畢竟剛來到新環境，總會不安的嘛！」 

2. 「如果班上有轉學生，我會對他保持既不討厭也不會特別喜歡的態度，站在中立的地方，假如班上發生

衝突才不會被捲進去。但如果他的個性跟我很和我想還是會跟他成為朋友。」「如果我是班上的轉學生，

我想我會嘗試和他們相處，如果沒辦法就算了，順其自然。」 

3. 「雖然我自己也是會討厭沒主見，不承認自己以前的人，但若我是弱勢,難免也會如此。」 

4. 「我覺得可以努力去嘗試和他/她(轉學生)相處，不一定要強迫人家融入環境，然後我覺得微笑是最好

的語言，面帶微笑人家會對你的印象好一點。」「如果我是較弱勢的一方，我可能會向較強勢的一方低

一些頭，因為自己比較不容易被欺負，但如果有機會的話，還是會推廣自己的文化，因為我覺得文化是

不分貴賤的，所以分享文化這件事我是贊同的。」 

5. 「如果班上有轉學生，嘗試跟他攀談，帶他參觀校園、員生社，一起打球…用友善的態度對待他。」「如

果我是較弱勢的人，我會希望不要被周圍的人敵視、排擠，我會試著融入對方的團體，但是不必否認自

己的過去，如果對方不喜歡，我可以不要提起。」 

6. 「面對類似轉學生-弱勢  的處境，認同是很難抉擇的問題，批評甚至詆譭對方認同信仰的行為是不被

允許的，為了融入而喪失自我也是偏差。」「採取雙方認同的態度，以溝通取代同化和掌握。」 

7. 「如果我是轉學生，我或許會選擇像 B同時一樣的行為，雖然一開始的確想要和 C同學一樣做自己，但

礙於其他人給的壓力和想融入大家，我會選擇表面上跟大家很好，但其實這樣的我是不快樂的。」「如

果我是主流的大多數學生，我會比較喜歡 C 同學這樣勇於表達自己的同學，因為這樣感覺跟他相處會比

較自然，不用害怕這個人城府很深之類的。但很矛盾的是我如果是轉學生我卻會選擇 B的行為。」--這

些學生對自己的理解有一定的深度。 

8. 「如果我遇到一位轉學生，我不會表態，如果他也能喜歡這個新的團體，對我來說，自己對這個人的感

覺會比較好，希望他也能喜歡自己原本的團體，但我不喜歡他不斷的訴說自己原本的團體，因為對我來

說，能夠將自身的喜好保留給自己，不一定要表達出來。純屬自身的感受。」 

9. 「當我是弱勢群體，我會認同自己的文化，但面對不斷的嘲笑，我想可能會把這些想法藏在心裡，做出

簡報中 B 同學的行為。確實，未來我可能會到其他國家，我也正在學習英文，該如何面對的確是必定會

遇到的課題。」 

10. 「其實己來蘭博許多次，卻總將目光停留於最粗淺的表面。此次發現了蘭博我認為最有特色，最使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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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的一面，看似很平常的展覽，其實內涵許多深層的東西。它們是富有生命的吧！無論是蠟像，又或者

是原住民族的房舍，著實呈現了歷史之軸。此次活動真的讓我學習到許多，是和平時不同的，不只是坐

在台下只有聆聽的汲取方式，透過活動中學習使人不覺枯燥乏味、意猶未竟，謝謝蘭博。 

 

下午的課程— 

1. 我覺得今天的內容非常不一樣，同樣是一件看似平常的案件，今天由同學創造出了開放式的結果，把大家

平常容易無視的新聞真實事件以各種方式讓同學們了解，非常不容易，也感謝老師們的指導！ 

2. 「今天的課程讓我思考了很多，從新聞標題上讀到的都和真實的情況有落差，看到新聞的標題，可能只會

認為他/她死了，不會去探究背後的故事，和其間錯綜的情感，或者造成更深的誤會等。我在想，也許我

們能敞開心胸的話，就能了解他/她們，雖然不一定能完全接受，但至少能了解事件，文化背後的原因、

故事。」 

3. 「讓我理解到不能只看一件事的表面，落入人云亦云的漩渦。對於來自不同地方、文化的人要給予更多關

懷，而不是帶著偏見隨意攻擊。」 

4. 「很感謝今天有這樣一個機會體驗這樣一個活動，我們在這堂課程中學到很多，不管是不同的角度或是態

度，都是全新的發現，也謝謝老師們的用心。心」 

5. 「今天一整天都很充實，從一開始的歷史事件大紀事，還逛了很久沒走過的展場，最重要的是關於族群的

議題，從很久以前就有人移入，到現在新住民、外籍移工己成為社會中一大部份，但我們對他們的態度是

否合宜？我們是否都抱持成見看待他們？我想這是很值得省思的問題，今天也讓我重新思考了這個部份。

而且今天很開心呢！」 

6. 「我絕對不會忘記通往家屋的入口處有兩尊泰雅族人像。因為在上一次來到蘭博時，耳聞了一段以標準京

腔口音進行的駭人對話。”爹，這人是啥？””這……野蠻人吧！”走在橋上的我有股按捺不住的衝突想

回頭揪住那人的領口要他把話吞回去。然而，情緒過後，竟有一點自傲自竊喜由然而生。生在這座人來人

往的島嶼，早慣於尋著地上的足跡找路，也喜好它的錯雜。其實用不著辯論先來後到的順序，這足跡不屬

於誰的，只不過是從從而過時踏得重了些的行跡。既然都秉著有緣在天涯相逢的喜心，何必論敵論我，何

必有文明與化外之別民？實則我應該轉頭，把這些告訴那個提出疑問的孩子。    我絕對不會忘記，我在

蘭博的國際會議廳渡過的一個下午。演戲真的是一個很輕易可以深入體會另一個視角與心境的方式。一起

外籍移工的死亡己成為一個無足輕重的新聞標題之後，很可能就這樣從眼前掠過。感謝老師做了這麼棒的

教案，讓這群人的身影在我面前立體起立。」 

7. 「今天的收穫良多，其中我最印象深刻的一句話”沒有續文，是因為沒有人在乎。”正因為那些人的故事

沒有人去挖掘，所以才使人們有更深的誤解，如果我們能用更積極的、用初心來面對這些”不同”的人群，

說不定，那些印象和誤會就能消失了！願自己能更明白這個道理。」 

8. 「(一串？國文字)你從哪來？你將去哪？   回頭看看白板上的照片，Mary 其實與你我沒什麼不同，可能

就和台灣青年都有個歐美、日本夢，東南亞的年輕人也都非常希望來到台灣展開新生活，雖有燦爛時光書

店，或是網媒換日線也常年專注在新住民議題，而政府也打從 2016 年始新南向政策，民眾們仍然對於這

些”新台灣人”充滿誤解、刻板印象，真心希望透過今日課程，從過去歷史進而探索今日面相，能使我們

對於我們的家鄉、國家有更多的了解，使我們的未來少一個隔閡。」 

 

 

 



 38 

九、 檢討及研擬精進作法 

(一) 在暑假期間執行親子環教課程確實是能將環教理念擴展給更多人了解的

作法，未來將持續努力培訓志工，期待能提供穩定的親子環教活動。 

(二) 為團體設計全日型課程能讓團體的環教體驗更加深入，也能善加利用館內

的各項展示資源，達成館方及來館參訪團體雙贏的目的。 

 

 

十、 附件（應包含經費支出分攤明細表、成果相片及相關佐證資料等）。 

(一) 支出分攤明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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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成果相片 

1. 「環教停看聽培訓」2場次，共計 45人次參與。 

 

 



 40 

 

 

2. 「環教停看聽」執行 52梯次，共計 810人次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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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來蘭博玩環教」全日課程執行 10場次，共計 318人次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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