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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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荖坑環境教育中心 2019 年環境教育系列課程暨推廣活動

執行計畫     

 

一、 目的： 

(一) 強化武荖坑環境教育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的組織架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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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展多元面向的優質「戶外教學與到校服務課程方案」、辦理系列「專業

研習及種子教師培訓」等課程，提供給全國各機關、學校單位申請，深化

環境教育內涵。 

(三) 拓展環教中心教育功能與服務項目，實施「『親近自然』戶外生活體驗」、

「探訪新城溪的故事」以及「環教到我家」，透過「推廣活動」以及「到

校服務」增加服務對象族群，並連結公民科學家的群眾能量、提升環境行

動參與效能。 

(四) 系統性經營本環境教育中心，朝「教育推廣、生態保育、專業研究、文化

變遷、遊憩學習及特色行銷」等遠程目標邁進。 

 

二、 環境教育之主題及內容： 

(一) 本計畫下共有三個子計畫：「『親近自然』戶外生活體驗」、「探訪新城溪的

故事」和「環教到我家」。 

(二) 「『親近自然』低碳生活體驗」：近年來露營風氣盛行，惟如何作才能在享

受戶外生活之餘避免對環境造成太大的干擾。本活動擬藉由無痕山林運動

守則搭配上風景區內規劃妥善的露營區讓民眾認識更好、更有善的戶外生

活模式。 

(三) 「探訪新城溪的故事」：此一系列活動在引導參與的學員，從新城溪的上、

中、下游各角度更深一層去認識一條河流，因為產業、時空變換而發生的

影響，產生的改變。 

(四) 「環教到我家」擬將本中心現行之環境教育主題課程(生物多樣性、水資

源及氣候變遷)等重要環境議題進行到校推廣及服務縣內機關團體。 

 

三、 辦理單位： 

(一) 指導單位：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二) 主辦單位：宜蘭縣政府(教育處環境教育中心、工商旅遊處)。 

(三) 承辦單位：武荖坑環境教育中心、大進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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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辦理期間：108年 1月 1日至 108年 11月 30日 

 

五、 辦理地點：武荖坑環境教育中心 

 

六、 參加對象及人數： 

(一) 參加對象： 

1. 子計畫(一)：「『親近自然』戶外生活體驗」以親子及其家長為對象，

家長必須陪同參與全程活動。 

2. 子計畫(二)：「探訪新城溪的故事」對象為本縣國中小教師、一般社會

大眾；以具備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社會學習領域、健康領域或綜合

領域之專長教師為優先招募對象。 

3. 子計畫(三)：「環教到我家」對象為縣內國中小班級及政府機關團體。 

(二) 預估人數： 

1. 「『親近自然』戶外生活體驗」4場次，共計 185人次參與。 

2. 「探訪新城溪的故事」3場次，共計 67人次參與。 

3. 「『環教到我家』-到校服務」30場次，共計 1023人參與。 

4. 以上各類課程與推廣活動共計 1275人次。 

(三) 提供參加環境教育者優待方式 

1. 參加「『親近自然』戶外生活體驗」學員：課程免費(含課程服務、餐點、

保險)，入園門票、營地費與停車費依風景區收費標準辦理。。 

2. 參加「探訪新城溪的故事」學員：課程免費(含課程服務、餐點、保險)，

入園門票與停車費依風景區收費標準辦理，學員自備交通工具。 

3. 參加「環教到我家」學員：課程免費(含課程服務、器材)。 

 

七、 分工事宜（包括人員編組） 

(一) 行政編組：如下圖所示，本中心召集人為宜蘭縣政府教育處處長，隸屬體

健科下專案任務編組，設中心主任 1名，分為 5大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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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環教中心組織編組階層圖 

 

宜蘭縣政府教育處環境教育中心教學實踐場域包含：武荖坑、生態綠舟、

蘭陽博物館 3處，分工如下表所示： 

 

表 6 宜蘭縣政府教育處環境教育中心組織分工 

教育處 

處長 

體育保健科 

科長 

環境教育中心 

主任 

教育推廣組 企劃活動組 
棲地管理 

與研究發展組 
行政事務組 

實踐場域 

專案管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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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環境教育中心師資名單與職掌 

 

唐欣怡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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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執行成果：  

(一) 「『親近自然』戶外生活體驗」： 

『無痕山林運動』源於美國無痕旅遊之概念(Leave No Trace)，主要

肇因於 1960年代、美國大眾旅遊對環境產生的嚴重衝擊。因此自 1980年

代起，美國各級政府的土地管理單位、環境教育學者、保育團體、戶外用

品的製造商與銷售商、登山健行團體及社會大眾共同發起此項全國性教育

推廣運動，教導大眾對待環境的正確觀念與技巧，協助將遊憩活動對自然

的衝擊降到最低，多年來已獲致良好成效。 

近年來戶外休閒風氣蓬勃發展，各式戶外活動盛行，尤其是露營活動

商機更是高達數百億。然而，許多露營區常設置在地質敏感脆弱之處，民

眾在進行野外活動時也鮮少顧慮當地自然限制，此等方式常對脆弱的資源

造成嚴重的衝擊，更易導致相關的環境破壞。 

本中心為推廣愛護自然環境，推動「有品質的戶外遊憩活動」特舉辦

「『親近自然』戶外生活體驗」，受理年滿(含)6歲以上之學童與家長(以親

子 2人為單位)或年滿(含)18歲以上之成人共同報名參加本活動，每一場

次含工作人員合計以 40人為限(家長必須陪同學童全程參與活動)。活動

內容如下表：活動內容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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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遊綠博、夜宿山林」來去武荖坑住一晚 
課程表(一) 

108年 04 月 20日 (六) 

第一天課程 

時 間 主 題 授 課 備 註 與 說 明 

13:30 

│ 

14:00 

報到集合 
武荖坑環境教育

中心 
 

15:00 

│ 

17:00 

無痕山林實務與操作 
江彥青(內聘) 

謝惠娟(內聘) 
分為 2組， 

16:00 

│ 

18:30 

搭營、晚餐 
武荖坑環境教育

中心 
 

18:30 

│ 

20:30 

探索「武」夜 
陳漢欽(外聘) 

賴擁憲(內聘) 
分為 2組 

20:30 

| 

21:00 

星語呢喃 
 

 

21:00~ 就寢 
武荖坑環境教育

中心 
 

108年 04 月 21日 (日) 

第二天課程 

時 間 主 題 授 課 備 註 與 說 明 

05:30 

│ 

07:00 

晨光時間 
武荖坑環境教育

中心 
 

07:00 

│ 

09:00 

無痕山林實務與操作 

早餐、拔營與滅跡 

武荖坑環境教育

中心 
 

09:00 

│ 

11:50 

武荖坑環境教育中心特色課程體驗 

無椎動物的生存壓力 

李秉光(內聘) 

陳文珮(內聘) 
分為 2組 

11:50 

| 

12:00 

心得分享與改進建議 
武荖坑環境教育

中心 
 

12:00 

| 
賦歸 

武荖坑環境教育

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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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遊綠博、夜宿山林」來去武荖坑住一晚 
課程表(五) 

108年 05 月 25日 (六) 

第一天課程 

時 間 主 題 授 課 備 註 與 說 明 

13:30 

│ 

14:00 

報到集合 
武荖坑環境教育

中心 
 

15:00 

│ 

17:00 

無痕山林實務與操作 
江彥青(內聘) 

謝惠娟(內聘) 
分為 2組， 

16:00 

│ 

18:30 

搭營、晚餐 
武荖坑環境教育

中心 
 

18:30 

│ 

20:30 

探索「武」夜 
陳漢欽(外聘) 

賴擁憲(內聘) 
分為 2組 

20:30 

| 

21:00 

星語呢喃 
 

 

21:00~ 就寢 
武荖坑環境教育

中心 
 

108年 05 月 26日 (日) 

第二天課程 

時 間 主 題 授 課 備 註 與 說 明 

05:30 

│ 

07:00 

晨光時間 
武荖坑環境教育

中心 
 

07:00 

│ 

09:00 

無痕山林實務與操作 

早餐、拔營與滅跡 

武荖坑環境教育

中心 
 

09:00 

│ 

11:50 

武荖坑環境教育中心特色課程體驗 

我是一條河 

李秉光(內聘) 

陳文珮(內聘) 
分為 2組 

11:50 

| 

12:00 

心得分享與改進建議 
武荖坑環境教育

中心 
 

12:00 

| 
賦歸 

武荖坑環境教育

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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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遊綠博、夜宿山林」來去武荖坑住一晚 
課程表(三) 

108年 05 月 04日 (六) 

第一天課程 

時 間 主 題 授 課 備 註 與 說 明 

13:30 

│ 

14:00 

報到集合 
武荖坑環境教育

中心 
 

15:00 

│ 

17:00 

無痕山林實務與操作 
江彥青(內聘) 

謝惠娟(內聘) 
分為 2組， 

16:00 

│ 

18:30 

搭營、晚餐 
武荖坑環境教育

中心 
 

18:30 

│ 

20:30 

探索「武」夜 
李秉光(內聘) 

陳文珮(內聘) 
分為 2組 

20:30 

| 

21:00 

星語呢喃 
 

 

21:00~ 就寢 
武荖坑環境教育

中心 
 

108年 05 月 05日 (日) 

第二天課程 

時 間 主 題 授 課 備 註 與 說 明 

05:30 

│ 

07:00 

晨光時間 
武荖坑環境教育

中心 
 

07:00 

│ 

09:00 

無痕山林實務與操作 

早餐、拔營與滅跡 

武荖坑環境教育

中心 
 

09:00 

│ 

11:50 

武荖坑環境教育中心特色課程體驗 

綠的探索家 

唐欣怡 

李秉光 
分為 2組 

11:50 

| 

12:00 

心得分享與改進建議 
武荖坑環境教育

中心 
 

12:00 

| 
賦歸 

武荖坑環境教育

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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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遊綠博、夜宿山林」來去武荖坑住一晚 
課程表(四) 

108年 05 月 11日 (六) 

第一天課程 

時 間 主 題 授 課 備 註 與 說 明 

13:30 

│ 

14:00 

報到集合 
武荖坑環境教育

中心 
 

15:00 

│ 

17:00 

無痕山林實務與操作 
江彥青(內聘) 

謝惠娟(內聘) 
分為 2組， 

16:00 

│ 

18:30 

搭營、晚餐 
武荖坑環境教育

中心 
 

18:30 

│ 

20:30 

探索「武」夜 
李秉光(內聘) 

陳文珮(內聘) 
分為 2組 

20:30 

| 

21:00 

星語呢喃 
 

 

21:00~ 就寢 
武荖坑環境教育

中心 
 

108年 05 月 12日 (日) 

第二天課程 

時 間 主 題 授 課 備 註 與 說 明 

05:30 

│ 

07:00 

晨光時間 
武荖坑環境教育

中心 
 

07:00 

│ 

09:00 

無痕山林實務與操作 

早餐、拔營與滅跡 

武荖坑環境教育

中心 
 

09:00 

│ 

11:50 

武荖坑環境教育中心特色課程體驗 

綠的探索家 

唐欣怡 

陳文珮 
分為 2組 

11:50 

| 

12:00 

心得分享與改進建議 
武荖坑環境教育

中心 
 

12:00 

| 
賦歸 

武荖坑環境教育

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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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探訪新城溪的故事」 

此一系列活動在引導參與的學員，從新城溪的上、中、下游各角度

更加認識一條河流，因為產業，因為時空變換而發生的影響，產生的改

變。清澈見底的武荖坑溪發源自中央山脈蘭崁山，蜿蜒流過武荖坑風景

區後在台九省道後進入下游。進入下游的武荖坑溪又名新城溪，早些年

新城溪的出海口位於現在的無尾港，後因風災、山洪，溪流改道由現在

的位置出海。而新城溪在無尾港社區內所遺下的舊河道隨著歲月演替淤

積成湖而成為現在的無尾港。 

無尾港港邊社區近年來社區整體營造有成，配合社區導覽解說及社

區內自營活動成為宜蘭縣內另一處推廣環境教育的優質場所，本活動擬

藉由糞箕湖山健行，武荖坑林道環境資源踏查，騎乘自行車緣新城溪而

下，一窺新城溪的過去及現在及環境變遷下人們生活方式的改變。本活

動受理年滿(含)8歲以上之學童與家長(以親子 2人為單位)或年滿

(含)18歲以上之成人共同報名參加本活動，每一場次合計以 20人為限

(家長必須陪同學童全程參與活動)。活動內容如下表： 

1. 「探訪新城溪的故事」系列活動一-武荖坑東溪環境資源現況調查： 

武荖坑東溪上游現為水泥事業採礦區，早些年礦區因開礦或洗礦

而造成新城溪嚴重污染，後在前縣長陳定南的「青天碧泉」計畫下恢

復溪流原有乾淨的面貌。沿著武荖坑東溪闢建的武荖坑林道，過往是

林業工作的道路，現則為礦區交通車及卡車通行路線。 

林道從蘇澳新站起至管制站全長約 11.7公里，坡度堪稱平緩，沿

途經過多條小支流，另有早些年遺留下來供涉水而過的吊橋，生態資

源豐富，台灣獼猴、山羌、食蟹獴皆有目擊經驗。課程規劃如下表所

示： 

時間：108年 09月 22日 (日) 

時 間 主 題 授 課 備 註 與 說 明 

07:40-08:00 報到集合 慈申宮  

09:00-12:00 
武荖坑東溪環境資源及現

況調查 

李秉光 

徐唯恩 
武荖坑林道 

12:00-12:30 午餐/休息   

12:30-14:30 
武荖坑東溪環境資源及

現況調查 

李秉光 

徐唯恩 
武荖坑東溪林道 

14:30 

 
心得分享與討論、賦歸~ 

武荖坑環境教

育中心 
 

 

2. 「探訪新城溪的故事」系列活動二-武荖坑西溪環境資源現況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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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武荖坑風景區後方產業道路在通往番薯山的路徑上，能窺見武荖

坑溪鮮少人見的一面，路途中還能遠眺蘭陽平原發現宜蘭地景地貌的不

斷變化。活動內容如下表： 

時間：108年 09月 08 (日) 

時 間 主 題 授 課 備 註 與 說 明 

07:40-08:00 報到集合 
武荖坑環境教

育中心 
 

08:00-09:00 無痕山林 
李秉光 

徐唯恩 
 

09:00-12:00 
武荖坑林道環境資源及現

況調查 

李秉光 

徐唯恩 
武荖坑林道 

12:00-12:30 午餐/休息   

12:30-14:30 
武荖坑溪及武荖坑林道

資源踏查 

李秉光 

徐唯恩 

武荖坑溪中游段

/武荖坑林道 

14:30 心得分享與討論、賦歸~ 
武荖坑環境教

育中心 
 

3. 「探訪新城溪的故事」系列活動三-無尾港騎遇記： 

本活動擬藉由自行車沿著新城溪自行車道順流而下，一探新城溪流

域下游人文、環境及產業的變遷。藉由與港邊社區的合作，讓參與的學

員對天災地變的無情及時空變化下兩地所產生的種種變化具有更深切的

感受。活動內容如下表： 

時間：108年 06月 22日 (日) 

時 間 主 題 授 課 備 註 

07:30-08:00 報到集合   

08:30-10:30 

無尾港騎遇記 

武荖坑風景區-新城溪左岸自行車道-國道

五號蘇澳交流道橋下-龍德工業區-頂寮生

態公園-新城溪左岸自行車道-大坑里 

李秉光 

陳文珮 
 

10:30-12:30 無尾港社區的人文巡禮 張淑芬  

12:30-13:30 午餐   

13:30-15:30 

港口里-港邊社區-無尾港水鳥保護區-宜

42線-宜 60線-大圳路-新城溪右岸自行車

道-武荖坑風景區) 

李秉光 

許浩倫 
 

15:30-15:40 心得分享與討論   

15:40 賦歸   

(三) 「環教到我家」-到校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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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荖坑環境教育中心提供「水域體驗課程」、「戶外探索課程」及「環教

主題課程」三種課程面向規劃供全國中小學及各級政府機關申請，做為戶外

環境教育最佳的學習場所，為有效的推廣環境教育主題，本中心針對「水資

源」環境教育重要議題提供到校服務，期待讓環境教育在更多地方發生，課

程內容簡介如下： 

武荖坑環境教育中心到校服務課程方案總表 
課

程

代

碼 

活動方案名

稱 
活動概要 

適用

年級 

環境教育 

議題面向 
備註 

Ａ 
生命的盒子 

+ 藍色星球 

透過發人深省的活動，學生將會發現維持生命所需

的四個基本的，相互依存的要素。 

太空人在太空所拍攝的照片中，地球往往都是呈現

藍色，因此有人叫地球為藍色星球。只不過，我們

該怎麼確認地球陸地與水面的比例是多少。我們可

以透過隨機抽樣或概率計算的活動來與學生討論陸

地與水的比例狀況，以暸解地球的環境特性。 

1-2 

自然保育 

環境與資源

管理 

 

B 
無脊椎動物

的生存壓力 

一般人習慣用視覺和嗅覺來感覺溪流的水是否乾

淨，但是被污染的河流也可能看似或聞起來很乾

淨。但是，大型水生無脊椎動物是判斷水質好壞的

重要指標。透過遊戲體驗環境壓力對水生無脊椎動

物的影響，可以暸解生物多樣性對水質的重要性。 

3-9 

自然保育 

環境與資源

管理 

需要較

空曠的

活動空

間(例

如川

堂、操

場) 

C 

可以喝的一

滴水 ＋ 挑

戰你的極限 

學生可能都知道地球上大部分是被水覆蓋，但是他

們可能不知道這其中只有一小部分的水可供我們飲

用。體會水資源是很有限之後，可以讓學生更珍惜

用水。 

可曾想過你只是百萬人中的一個或是十億人中的一

個？透過凌波舞的遊戲，學生更能暸解為達到飲用

水標準所必須花費的心力，尤其是當水質下降時。 

5-12 

自然保育 

環境與資源

管理 

需要較

空曠的

活動空

間(例

如川

堂、操

場) 

D 藍色河流 

學生可能聽過「流域」這個詞彙，但也許不了解水

是如何流經一片流域，春、夏、秋、冬或不同的天

氣如何影響流量，也可能不知道人類的各種行為將

影響到水質。我們將透過一個全身性的活動，讓學

生模擬水在一條河流及其流域內的移動，並藉此發

現河流所遭遇到的問題。 

3-9 

自然保育 

環境與資源

管理 

需要較

空曠的

活動空

間(例

如川

堂、操

場) 

 

為推廣「水資源」環境教育重要議題，特於 108年 1月 4日~1月 18日、

9 月 18 日～10 月 30 日間(週三、週五)推出「水資源教育到校推廣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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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課程時間約 2節課，由學校申請並協助配合時間調整班級課程安排，本

次活動共辦理 30場，累積服務人次達 1023人，服務的場次整理如下： 
序號 日期 時間 課程名稱 學校 班級 人數 

1 
1月 4日 

(五) 

8:30-10:00 

(第 2.3節) 
生命盒子+藍色星球 同樂國小 一年級 36 

2 
1月 7日 

(一) 

08:50-10:20 

(第 1.2節) 
生命盒子+藍色星球 永樂國小 一忠、二忠 19 

3 
1月 7日 

(一) 

10:30-12:00 

(第 3.4節) 
無脊椎動物的生存壓力 永樂國小 三忠、四忠 18 

4 
1月 7日 

(一) 

13:20-14:50 

(第 5.6節) 
藍色河流 竹林國小 

四仁、四愛、

五愛 
82 

5 
1月 8日 

(二) 

08:30-10:00 

(第 1.2節) 
無脊椎動物的生存壓力 東興國小 四忠、五忠 28 

6 
1月 8日 

(二) 

13:30-15:00 

(第 5.6節) 
藍色河流 羅東國小 五忠、五愛 49 

7 
1月 10日 

(四) 

08:30-10:00 

(第 1.2節) 
藍色河流 力行國小 六忠、六孝 51 

8 
1月 10日 

(四) 

13:30-15:00 

(第 5.6節) 
藍色河流 清溝國小 501.502.503 86 

9 
1月 11日 

(五) 

08:30-10:00 

(第 1.2節) 
生命盒子+藍色星球 公正國小 205 31 

10 
1月 11日 

(五) 

10:30-12:00 

(第 3.4節) 
生命盒子+藍色星球 公正國小 107 31 

11 
1月 14日 

(一) 

13:30-15:00 

(第 5.6節) 
藍色河流 清溝國小 301.303 86 

12 
1月 15日 

(二) 

08:35-10:05 

(第 1.2節) 
無脊椎動物的生存壓力 光復國小 四愛 26 

13 
1月 15日 

(二) 

13:35-15:05 

(第 5.6節) 
生命盒子+藍色星球 馬賽國小 204 22 

14 
1月 18日 

(五) 

08:30-10:00 

(第 1.2節) 
生命盒子+藍色星球 北成國小 205 27 

15 
1月 18日 

(五) 

10:30-12:00 

(第 3.4節) 
藍色河流 北成國小 502.503.504 85 

16 
1月 18日 

(五) 

13:20-14:50 

(第 5.6節) 

可以喝的一滴水＋挑戰

你的極限 
孝威國小 五六 27 

17 
9月 18日 

(三) 

08:30-10:00 

(第 1.2節) 

可以喝的一滴水 ＋ 挑

戰你的極限 
頭城國小 六愛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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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9月 20日 

(五) 

10:30-12:00 

(第 3.4節) 
生命的盒子+藍色星球 冬山國小 二仁 26 

19 
9月 20日 

(五) 

13:30-15:00 

(第 5.6節) 

可以喝的一滴水 ＋ 挑

戰你的極限 
七賢國小 

五六忠(圖書

館) 
23 

20 
9月 25日 

(三) 

10:30-12:00 

(第 3.4節) 
無脊椎動物的生存壓力 竹林國小 三愛 26 

21 
10月 2日 

(三) 

10:35-12:05 

(第 3.4節) 
生命的盒子+藍色星球 冬山國小 一仁 24 

22 
10月 16日 

(三) 

08:30-10:00 

(第 1.2節) 

可以喝的一滴水＋挑戰

你的極限 
竹林國小 六忠 22 

23 
10月 16日 

(三) 

10:30-12:00 

(第 3.4節) 

可以喝的一滴水＋挑戰

你的極限 
竹林國小 六信 15 

24 
10月 18日 

(五) 

08:35-10:05 

(第 1.2節) 

可以喝的一滴水＋挑戰

你的極限 
員山國小 五孝 21 

25 
10月 18日 

(五) 

10:35-12:05 

(第 3.4節) 

可以喝的一滴水＋挑戰

你的極限 
員山國小 五仁 21 

26 
10月 18日 

(五) 

14:25-16:00 

(第 6.7節) 

可以喝的一滴水＋挑戰

你的極限 
員山國小 五忠 21 

27 
10月 23日 

(三) 

10:35-12:00 

(第 3.4節) 
生命的盒子+藍色星球 梗枋國小 

 
15 

28 
10月 30日 

(三) 

08:35-10:05 

(第 1.2節) 
生命的盒子+藍色星球 壯圍國小 一忠 25 

29 
10月 30日 

(三) 

10:35-12:05 

(第 3.4節) 
生命的盒子+藍色星球 壯圍國小 二忠二孝 30 

30 
10月 30日 

(三) 

13:30-15:30 

(第 5.6節) 

可以喝的一滴水＋挑戰

你的極限 
羅東國中 702 30 

小計 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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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活動講義與教材(活動設計) 

(1) 無痕山林實務與操作 

『無痕山林運動』主要在提醒我們應對所處的山林環境善盡應有的關懷與責任，

以儘可能減少衝擊的活動方式與行為，達成親近山林的體驗。這些減少環境衝擊的方

法，初步歸納出七大準則，適當地運用這些山林中的活動準則，可以能讓喜歡戶外的

民眾，在享受自然生態之美的同時，亦能減少因活動所對自然環境、野生動植物及其

他使用者所造成的衝擊，七大準則包含： 

甲、 事前充分的規劃與準備 Plan Ahead and Prepare 

在進入自然環境前，如能事先蒐集當地相關資訊、充實戶外知識與技能、做好充

分的計畫與準備，除可將因不瞭解或準備不足所造成的危險及傷害降至最低外，更可

以增進戶外遊憩體驗的豐富性。 

 做好登山計畫 

 依據自己及同伴的體能狀況、登山技巧與經驗，選擇合適的登山地點與

行程。 

 蒐集步道之氣候環境、高度、坡度及步道口周邊之交通接駁資訊，讓登

山行程準備更完善。 

 查明登山路線是否位於管制區內，除遵循管理單位所訂定之相關規定及

注意事項外，也需瞭解是否需申請入山入園之相關手續。 

 詳細規劃步程所需時間、中途休息及夜宿地點，避免太陽下山後還在趕

路或尋找住宿點。 

 衣物及裝備的考量 

 選擇舒適、安全、堅固、環保性佳的裝備及容易排汗的衣物，並採用米

色、咖啡色、綠色或黑色等接近自然及大地顏色的衣物。 

 預防山區多雨、多變的氣候狀況，應準備防水、防曬及保暖等衣物及用

品。 

 選擇較輕巧舒適的登山鞋；厚重的靴子或深刻紋的鞋底，容易使土壤緊

實並破壞步道，應視必要穿著。 

 若行走在潮濕、泥濘的區域，可穿著登山鞋搭配綁腿或雨鞋，防止弄髒

褲管。 

 依活動環境及需求，可考量配戴護膝、登山杖。 

 隨時掌握所處方位，別讓自己迷路。請攜帶地圖及指北針等定位定向工

具，取代沿途所留下的人為痕跡。 

 攜帶信號鏡、低音哨、螢光背心及手機或無線電對講機、繩索等求救物

品，並於出發前將行程等相關資料告知步道管理單位、家人或熟識的朋

友，確保遊程的安全。 

 攜帶頭燈、手電筒等照明工具，以提供夜間照明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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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天以上行程應確實規劃過夜地點及所需裝備，瞭解是否有山屋或露營

地點，並提早向相關單位登記或申請。另外也可詢問是否有睡袋、帳棚

的租借、水源及糧食的補給等，以減輕負重。 

 食物的準備 

 依個人體型、活動特性計算所需營養及熱量，攜帶充足的飲水及食物。

但請勿攜帶過量，夠吃就好。 

 確保所攜帶食物及飲水的衛生及食用方便性。先去除不必要的包裝，將

食物分裝到可重覆使用的夾鏈袋（封口袋）或保鮮盒內，避免直接攜帶

錫罐、鋁罐及玻璃瓶。適當的分裝，除可節省背包有限的空間，也可減

輕負重，同時降低帶入山林裏的垃圾量。 

 預先想好處理廚餘、果皮及垃圾的方法，避免氣味引起野生動物的興趣

（例如以夾鏈袋密封防止氣味溢出，或避免攜帶容易造成過多垃圾的食

物）。 

 泡麵及蔬果 記錄食物熱量的表格 

 準備簡便、易保存的乾糧與蔬果，避免易發臭的食物，最好所有食物都

能身用、減少廚餘。 

 計算每餐食物的熱量，並做好分裝，避免攜帶過量的食物。 

 隊伍的組成及風險管理 

 登山活動以小隊伍為佳，可降低吵雜的音量及對環境生態的影響。 

 需有合格的專業登山嚮導及領隊、或熟識路況及環境的專家帶領，隊伍

成員應一起參與、瞭解行程規劃，降低過程中迷路或誤觸危險環境等狀

況。 

 隊伍行進時應注意隊伍長度及隊員的狀況。 

 若為大型隊伍，則需有足夠的指導員及領隊，並儘量分小隊活動、分散

露營區域。 

 平時應有自救及緊急應變的訓練。 

 做好平時的訓練並維持體能狀況，以加強登山技巧與經驗，選擇適合自

己的登山地點與行程。 

 登山中的小團體隊伍 有領隊帶頭的登山隊伍 

 登山隊伍應以小團體為佳，另行進時需注意隊員狀況，不宜將隊伍拖太

長 

 需有合格的專業登山嚮導及領隊帶領，以確保活動安全 

乙、在可承受地點行走宿營 Travel and Camp on Durable Surfaces 

踐踏會破壞植被的生長，並造成土壤侵蝕與地表的流失，因此請在已規劃好的步

道及宿營範圍內活動，避免破壞步道及營地周邊脆弱的植物及地表；不走捷徑，並儘

可能留下最輕的足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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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走時注意事項 

 在既有的步道、步道口、露營區等已建置好的區域內活動及休息。 

 縱使步道泥濘或潮濕，也請行走於步道上，避免走在步道邊緣而造成步

道面積加寬，或泥濘範圍變大；可穿著登山鞋配合綁腿或雨鞋，以減少

衣物鞋襪的污損。 

 在沒有步道的區域可以怎麼做 

 若必須穿越沒有鋪設步道，或進入自然度較高的荒野地區，請選擇岩石

地、沙地、碎石地及雪地等較堅硬的地表行走，以減低對植被及地表的

傷害與侵蝕。 

 在自然度較高的荒野地區，請將隊伍分散行走，以避免新的步徑形成。 

 應儘可能避開稀有動植物棲地、復育區等環境脆弱敏感地區；若一定要

經過，儘可能讓腳步落在破壞性最低的地方，並請隊友依循前一位隊友

的步徑行走。 

 露營時注意事項 

 使用現成的營地，運用露營場、遮蔽處等完善設施，以減少對植被的破

壞。 

 集中並儘量縮小帳棚、背包、煮食區等活動範圍，避免造成露營區以外

新的土壤裸露區域。 

 將睡覺地點與煮食區分開，以避免野生動物的干擾或攻擊。 

 不要影響或傷害營地周圍的樹木，折斷樹枝、釘釘子、纏繞鐵絲、刻字

等行為，除了會留下醜陋的痕跡外，樹木也容易遭受病蟲害的侵入；如

果需要綑綁繩索，應使用軟墊保護樹皮。 

 在沒有現成露營地時可以怎麼做 

 尋找較大面積的岩石、碎石或其他堅固的區域，作為煮食區及睡覺地點。

儘可能保護環境脆弱之區域（如植被生長、生物活動、土質鬆軟等區域），

因為地表可能需要經過很久的時間才能恢復原貌。 

 請避開重要動植物棲地、復育區等環境脆弱敏感區域。 

 搭帳棚前，應先觀察營區周邊是否有鳥巢、腳印、糞便等明顯的動物活

動痕跡，請選擇一處看起來安全，較不會影響野生動物的區域。 

 可穿著涼鞋、布鞋、平底鞋等軟底鞋，並儘量集中活動區域，讓輕微受

創的地方有復原的機會。 

 在荒野地區露營時，若有二個以上的帳棚，請分散帳棚搭蓋區域，以減

輕對植被及地表的傷害。 

 避免在同一地點停留 2天以上。 

 離開時將搬離的石頭、樹枝放回原來位置，或將落葉、松針均勻散佈於

營地上，讓人為使用的痕跡不要太明顯，也讓營地儘可能恢復至原來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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貌。 

丙、適當處理垃圾維護環境 Dispose of Waste Properly 

攜帶適量的裝備與食物，帶出所有攜入的垃圾，並妥切的處理無法攜出的物品。 

 帶出所有攜入的物品 

 離開露營地、休息區前，請將垃圾（如煙蒂）、食物、廚餘（果皮、麵

條、蛋殼、貝類等有機垃圾）都帶走。這是每位造訪自然的人都應具備

的責任，避免留下會發臭的食物，因為這可能會吸引野生動物好奇，造

成牠們翻找或食用。 

 垃圾可能會讓野生動物致命，如鳥類、哺乳類等動物皆有誤食塑膠袋而

喪命的案例。 

 不要用〝火〞解決垃圾問題，金屬箔片、塑膠罐等均不能完全燃燒，況

且燃燒或許會吸引野生動物的注意或造成牠們的恐慌。 

 不要掩埋垃圾，野生動物會翻出它，或在風吹雨淋後，垃圾會外露。 

 帶塑膠袋去裝自己甚至是別人的垃圾。 

 避免沿途留下人為的痕跡及記號，可使用地圖、指北針或衛星定位儀來

定位定向，取代沿路的路條，太多的路條除破壞景觀，也可能限制樹木

的生長與健康。 

 排遺的處理方式 

 排遺處理不當會導致水源污染、疾病傳播及不良的觀感，如果所在的環

境沒有廁所，可考量使用下列方式處理排遺。同行隊員若不能接受這些

方式，請選擇有廁所的登山及露營地點。 

 貓洞地點的選擇與處理方式 

 選擇偏僻、不要太接近營區的地點，同時避免幾天下來集中在營區的某

幾個地點。 

 儘可能遠離水源、營地、步道及排水系統（國外一般建議需在 60公尺

外地區）。 

 用小手鏟挖掘深約 15-20公分的洞，過程中請依土壤層大致分上、下層

擺放，掩埋時再依序回填。 

 土壤中存在會分解糞便的微生物，因此儘可能不要將糞便留在石頭下

（因為分解速度緩慢，也容易污染水源）。 

 可以使用草、樹葉、樹枝、石頭、雪水等取代衛生紙。 

 冬季結冰時，土壤層可能被深埋在冰下數尺距離，因此較好的方式是將

排遺全部帶出。 

丁、保持環境原有的風貌 Leave What You Find 

儘可能保持造訪地點的原始風貌，不任意改變當地的自然與人文環境，也不取走

任何物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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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留步道上的自然遺跡 

 讓你造訪之處維持原來的風貌。留下沿途發現的樹木化石、石頭、羽毛、

貝殼、古物等，甚至是動物的排遺，讓其他人也能欣賞，擁有〝發現野

趣〞的感覺。 

 沿途的野花 保持環境原有的風貌 野生動物的骨骸 

 不要擾亂現有的景物 

 許多人認為摘取些許野花，並不會造成什麼影響，但是如果每個人都這

樣想就會造成明顯的影響及破壞。 

 不要擾亂現有的景物 

 不要將外來植物如花草、水生植物等帶入自然環境中。 

 讓背包、帳棚、靴子及鞋底保持乾淨，縱使是泥巴或土壤，或許也會夾

帶種子、孢子或動植物。 

 不要丟棄或放養任何生物至自然環境中。 

協助通報步道管理者需注意或處理的區域。 

戊、減低用火對環境的衝擊 Minimize Use and Impact from Fires 

用火的疏忽往往危急許多自然區域。除非必要，儘可能減少火的使用，並以效能

高的器具煮食及照明，降低對環境的衝擊。 

 爐具與代替性工具的運用 

 以質輕且效能高的爐具取代營火，不僅炊煮快捷、輕鬆、較不易留下炭

火痕跡或燻黑的石頭外，也可以在任何天氣狀況下使用。 

 登山炊具依使用燃料區可分為白瓦斯（俗稱去漬油）、丁烷、丙烷或同

丁烷等種類，甚至也有使用多種燃料的炊具及燒木材的爐子，重要的是

這些用具可以降低用火對環境的破壞。 

 請以煤油燈、蠟燭燈籠代替營火。在使用蠟燭時，請留意不要讓蠟油滴

留到自然環境中。 

 低衝擊的生火方式-使用現成的生火地點 

 重複使用已搭建（或之前有人使用）的生火地點，勿重新建置，以降低

用火對環境的衝擊。 

 不要刻意撿拾石塊圍住火堆，因為被燻黑的石頭，將會嚴重破壞既有環

境的美感。 

 土堆生火：在生火的地方鋪一塊塑膠布，從已破壞的地方取得無機土壤、

沙子或礫石，在塑膠布上灑上約 8-13公分（3-5英吋）厚的沙土（可

以隔熱、保護土地），並將沙土形成一圓形，在土堆上生火即可。 

 火盆生火：使用金屬盆及鐵架，生火簡單快速，也更容易控制。火盆高

度至少要 8公分高，為保護土地，火盆應架在石頭上或底下墊無機土

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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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避免在有機土壤、落葉堆等會危害植物及自然景觀的區域生火。 

 降低火對環境的衝擊 

 營火雖然為傳統露營活動中的重要象徵，但營火沒辦法持續很久、也會

形成巨大的煤灰圈及灰燼，且需要大量木材；更重要的是它可能引發其

他不明野火，如果可以請儘量避免生火。 

 詢問並確認管理單位之相關規定，以及生火的技術，有些地方只允許在

特定區域生起營火。 

 如果現場沒有可用的火爐，請自行攜帶火盆或以土堆生火。 

 離去時用小鏟子將灰燼放入裝滿水的容器內，以免延燒造成問題。 

 火的管理 

 不要留下無人看管的火苗。 

 勿燃燒內襯錫箔紙的包裝、塑膠、金屬箔片剩餘的食物或其他需要善後

的垃圾。 

 離去前，停止供給燃料，並將未燃燒完的木材燃燒至完全化為灰燼為

止。 

 未燃燒完的木材，可將前端焦黑處砍掉。剩餘好的木材，請放回原來撿

拾的地點或散置於營地周圍。 

 事後清理 

 待冷卻後，帶上手套將所有燃燒後的灰燼、小的炭木碾成粉末，用水完

全浸濕，用小鏟子或鍋蓋將所有灰燼廣泛撒佈在遠離營地的周邊。 

 移走所有廢棄物，將沒有用到的木材放回撿拾地點或散置於營地周圍，

儘可能恢復自然原貌。 

 清理土堆和火盆時，也要把用到的沙土都處理好。 

 離去前，請確認營火已經完全熄滅，並蒐集營地周邊的落葉、松針、石

頭等，將地表回復至原來面貌。 

己、尊重野生動植物 Respect Wildlife 

自然環境是各種生物的家，應尊重並儘量不影響牠們的生活與習慣，不餵食、不

破壞、不侵犯，讓牠們可以在山林裡繼續繁衍、茁壯。 

 有距離的觀察及欣賞 

 請留在步道、平台上或更遠一些的觀察區，以望遠鏡、長鏡頭相機觀察，

如果動物對於你的出現有所抗拒或驚嚇，請再離牠更遠些。 

 愈大型的隊伍愈容易對環境造成影響、傷害，並驚擾周邊的野生動物，

所以請儘可能讓隊伍規模小一些，或分成小組，將對環境、野生動物的

影響減至最低。 

 與野生動物的互動 

 不要追趕、捕抓野生動物，或為了照相而打擾牠們，尤其是夜間觀賞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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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的光害，可能會造成野生動物的驚嚇。 

 避免快速移動或眼睛直視野生動物，以減少對野生動物產生侵略感。 

 土如果野生動物正在移動，請離開或繞過牠們的行進路線，或等待牠們

通過後再走。 

 快速通過具危險性的野生動物棲息區域，如熊、山豬等動物經常出現的

區域。 

 降低在晚上健行的機率，以避免大型野生動物或夜行性動物的攻擊。 

 有距離的觀察及欣賞 

 請留在步道、平台上或更遠一些的觀察區，以望遠鏡、長鏡頭相機觀察，

如果動物對於你的出現有所抗拒或驚嚇，請再離牠更遠些。 

 愈大型的隊伍愈容易對環境造成影響、傷害，並驚擾周邊的野生動物，

所以請儘可能讓隊伍規模小一些，或分成小組，將對環境、野生動物的

影響減至最低。 

庚、考量其他的使用者 Be Considerate of Other Visitors 

與他人分享山林環境，尊重他人獨處所需的寧靜，審慎思考自己的行為對環境和

他人的影響。 

 尊重他人並互助合作 

 有些人喜歡獨自造訪山林享受寧靜與孤寂，有些人則選擇結伴同遊。請

尊重彼此的選擇，無論在行進或宿營時，都儘可能不要影響或打擾到其

他使用者。 

 應與其他使用者或團體維持合作互助的關係，畢竟在未知的自然環境中，

經常需要彼此的協助與扶持。 

 降低對他人的影響 

 選擇路旁的石頭或空地休息，如果植被濃密或容易壓垮時，請選擇步道

上較寬的地點休息，並讓其他人可以通過。 

 如果可能，在遠離步道和遊客的地方紮營，儘量降低對他人的影響。 

 展現對當地人及其生活方式的尊重，如尊重地方風俗、經過私人土地時

請求許可、遵守各經營管理單位的規定與限制等。 

 讓自然的聲音展現 

 避免使用太亮的燈（夜晚）、收音機、電子遊戲和其他干擾設備，或選

擇使用耳機。 

 儘可能降低音量，避免太吵雜的戶外活動，尤其在夜晚和偏僻的地方，

更要顧及其他使用者的感受。 

 謹慎使用手機，最重要的是與自然的聲音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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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夜間定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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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我是一條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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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無脊椎動物的生存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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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無尾港騎遇記 

 

  

(6) 探訪新城溪的故事-武荖坑溪踏查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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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水資源到校-生命盒子 

暖身活動 

 向學生展示一盆盆栽，一顆石頭和一張魚的照片。要學生分辨出哪兩個東西是活生生

的。告訴學生他們將探索什麼是生命所必須的？ 

主要活動 

1. 將盒子交給學生，請它們打開盒子並仔細觀察盒子裡有甚麼？在每個學生查看過內容

後，他或她應該將盒子的蓋子闔上並將它交給下一個學生。 

2. 問學生他們在盒子內發現了什麼？他們也許會回答泥土和水。他們的興致也許會被你

引起當你告訴他們每個盒子裡有兩個以上的東西。 

3. 再次將盒子傳遞下去並且重複這個問題“盒子裡有什麼？”也許，在一個短暫的腦力

激盪之後，你的學生仍然沒發現到空氣跟陽光的話，提供他們答案。 

4. 告訴學生每個盒子裡包含了四個生命所必需的要素。事實上三個東西在盒子裡-水、泥

土、空氣。第四樣，陽光，當盒子打開時它才會進來。 

5. 向學生解釋生物是如何利用這四樣東西。 

總結 

 再次拿出魚的照片;也展示盆栽.問學生這些生物如何使用四個生命因素。 

 鼓勵學生帶著一個生命盒子回家，向他們的家庭成員詢問生活所需的四個因素。 

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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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確定生命的四個基本因素以及他們如何一起工作（步驟 3和 5）。  

 描述生物如何使用生命的四個因素（總結）。  

 完成活動後，進行進一步評估讓學生：創建一個實驗，以證明或反駁水，陽光，空氣和土壤是生

命的必要條件。 

(8) 水資源到校-藍色星球 

暖身活動： 

1. 拿出印有地球樣子的海灘球問學生知道這個是甚麼球嗎？ 

2. 讓學生看著手上的地球模型問學生他們看見了甚麼顏色？ 

3. 向學生解釋道藍色代表的是海洋，綠色、黃色及白色等代表的是陸地。問學生你知道

地球是陸地多還是海洋多？ 

4. 學生可能會說出答案(71%)若說出來的話可以問他怎麼知道的，是自己看書嗎？還是家

人告訴你的？但大部分的學生應該都是用猜測的？ 

5. 告訴學生科學家也很想知道地球上到底是陸地多還是海洋多，但科學強調的是數據是

事實，絕不可能只是猜猜看而已；我們可以利用抽樣技術來解決這樣的問題。 

主要活動： 

1. 拿出一袋裝有兩色籌碼的袋子，問學生知道袋子裡有幾個籌碼嗎？ 

2. 告訴學生袋子裡有兩種顏色的籌碼，一種是藍色，另一種是黃色，問學生哪一種顏色

比較多？ 

3. 科學家在面對未知的問題下會利用以下的方法來進行實驗，告訴學生待會他們將伸手

進去袋子裡隨機抽出一個籌碼，請高舉籌碼並將顏色說出來，台上會有老師劃記。 

4. 在至少進行 30次之後進行數據的統計會發現到袋子裡藍色籌碼與黃色籌碼的比約為 7：

3，接著實際點數袋子中的籌碼確認藍色籌碼有 7個，黃色籌碼有三個。 

5. 告訴學生這就是抽樣技術，利用這種方法科學家可以判斷袋子裡哪種顏色的籌碼比較

多。 

6. 告訴學生我們稍後會利用一樣的方法去驗證地球表面到底是陸地多還是海洋多。在此

提醒學生北極是凝固的海冰，冰塊消融後就是北極海；相反的南極則為一塊大陸棚。 

7. 到戶外進行拋接球的遊戲，請學生在接到球之後將右手大拇指按壓到的位置大聲說

出。 

總結： 

1. 回到室內讓學生看見剛剛進行遊戲後的結果。(海洋：陸地=71%：29%) 

2. 再次問學生地球表面是陸地多還是海洋多？ 

3. 那如果海洋比較多的話為什麼我們叫它「地球」而不是「海球」。 

4. 提醒學生太空人從外太空看我們的星球時，發現我們的地球是一顆藍色星球，而這原

因就是因為地球表面有絕大部分都被水覆蓋。 

(9) 水資源到校-無脊椎動物的生存壓力 

暖身活動： 

1. 問學生：「你覺得你的學校好嗎？」 

2. 告訴學生評斷學校好、壞的方法，可以透過硬體(學校的設備、飲水、午餐、空氣、噪

音等…)及軟體(訪談在學校生活的人)去評斷學校的好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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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通常在一個好的學校內，學生必定是健康快樂而且積極向上；所以問學生在學校的生

活健康快樂嗎？有沒有甚麼造成您的壓力？(壓力的來源可能來自於同儕相處，老師的

要求，功課或考試) 

4. 再次問學生：「你覺得你的學校好嗎？」 

主要活動： 

1. 問學生透過一樣的方法我們也可以去判斷溪流(水中生物居住的地方)環境的好壞？ 

2. 透過硬體如以感官直接觀察水域，包含水有無顏色或混濁，有無臭味，油汙或垃圾，

周遭環境是否天然。 

3. 提醒學生感官調查容易因個人因素而受到影響較無參考依據，另外可以透過簡易水質

檢測包測量水溫、溶氧量、pH值及混濁度，只是這些工具都需要經費來挹注，所以有

無更好的方法？ 

4. 向學生提到可以利用生態調查的方式來檢驗水質，也就是利用水中的無脊椎動物來分

辨水質好壞。向學生說明何謂無脊椎動物。 

5. 發給每位學生一張圖鑑，請學生依自己的判斷將圖鑑上的水棲昆蟲分成若干類：最耐

汙，最不耐汙及不需要太乾淨的水但也不能太髒！ 

6. 提醒學生稍後我們將一起認識這些水棲昆蟲，如果發現自己的分類與老師的有所不同

也無妨，隨時可以修正。 

7. 向學生介紹溪流中用來辨別水質的指標生物(無脊椎動物)結束後檢視學生剛剛所進行

的分類是否妥當。 

8. 向學生說明無脊椎動物的生存壓力可能是都市廢水、農田廢水、大量的沉積物、工業

廢水及人為遊憩壓力。 

9. 接下來進行遊戲來驗證環境壓力對於每一種水棲昆蟲的影響程度是否一樣？ 

10. 總結： 

11. 透過遊戲可以發現那些昆蟲數量愈來愈多？那些愈來愈少？ 

12. 生物的種類的多寡與溪流環境好壞的關係是甚麼？ 

13. 所以我們可以做些甚麼來保護我們的河川。 

14. 向學生介紹最佳管理規範。 

(10) 水資源到校-可以喝的一滴水挑戰你的極限 

暖身活動： 

 甚麼東西同時很多又同時很少？ 

 我們都知道地球的表面積有 71%被水所覆蓋。也就是說我們的生活周遭都是水，各式

各樣的水，水看起來很多(海水、地下水、河水、湖泊、水蒸氣)但事實上真正能被人

類所利用的水(資源)卻是少之又少！有多少呢？ 

 現在發給大家一張白紙，白紙所代表的是地球上所有的水(包含 海水、地下水、河水、

湖泊、水蒸氣 )，請大家將它分成 100 等份(5等分摺紙)，然後將你認為我們可以實

際利用的水資源給註記起來，註記的方式可以用筆將它上色或圈起來。 

 (檢視一下學生所做出的猜測，並問一下他們猜測的依據是甚麼？) 

主要活動： 

https://www.evernote.com/shard/s110/sh/5e3776d9-11f6-4cc6-95dd-4c3736ca3189/6b95dfd23856fa4759902861dee27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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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我要展示的是我們可以用的水資源到底有多少？現在我將地球上所有的水化成

這量筒裡 1000ml 的水，首先地球上的水約有 97%都是海水，海水當中含有大量的氯化

鈉(鹽分)，所以不適合我們直接利用！ 

 所以我們能利用的淡水只剩下 3%，也就是 30ml左右；但是呢？地球上的淡水有 80%

以冰的狀態儲存在南、北極，這些淡水離我們太遙遠，因此也無法讓我們直接取用。 

 剩下的 6ml是在我們週遭附近所能取用的淡水資源，而事實上這 6ml的水當中又有將

近 99.5%的水是深埋在地底下，遭受汙染或在土壤中無法被人類直接利用，因此我們

實際能利用的淡水資源就只有 0.03ml，以滴管吸起一滴水，請大家仔細聆聽感受這一

滴水的份量。 

 現在回頭看看你的臆測，是否吻合？事實上你所摺出來的格子當中，這其中的一小格

的一半代表的是可以飲用的水資源( ≒0.6%)，而實際上這一半小紙片再分成 100 格，

那一格當中的一半約是 0.003%才是真正可以利用的水資源。 

 假設現在把地球上所有可以用的水資源平均分配給全球 70 億的人口，則每人實際可以

分配到的水資源約是 2000億公升。依照前述的方法可以計算出我們每個人可以實際利

用的水資源約 600萬公升。 600萬公升是多少水呢？按照台灣地區宜蘭縣 105 年每人

每天平均用水量 265公升來計算，你一輩子活到 70歲的話也才差不多用掉 600 多萬公

升的水，(265L/天×365 天×70 年=677,0750L)，理論上來說這些水足夠地球上的每一個

人使用的；那如果是這樣，那麼地球上為什麼還有 1/3以上的人沒有乾淨的水可以用？

(影響全球近 1/3 以上的人沒有乾淨的水可以用的因素除了地理條件以外，還有汙染

及住在地球上的其他生物也要用到水) 

 在前一個活動當中，我們已經知道我們可以用的水資源少之又少！而在這一個活動當

中，要介紹的是維持水資源的乾淨確保我們的用水安全比起處理髒污的水以滿足我們

的用水需求還要來的省時省力！ 

 續接「Reaching your limits 挑戰你的極限」 

暖身活動： 

 秀給學員一杯水。問學生他們怎麼知道這杯水是安全的可以飲用的?讓學生列下在喝下

水之前他們想知道些什麼?為什麼他們是從水龍頭裝水喝而不是山上的小溪。 

 按照以下的方法小心測量就簡單易懂了。 

 小心翼翼得量出 100ml的水並在其中加入一些藍色的食用色素。告訴學生這藍色的水

代表的是汙染物。問問學生他們是否會想飲用這杯水。取出 10ml的汙染物再加上 90ml

乾淨的水。計算汙染物在整杯水中的比值(1/10)。他們要喝嗎?如果他們口渴的話？取

出 10ml稀釋後的溶液再加上 90ml的水。現在汙染物的比值是多少(1/100)?他們現在

會想喝這杯水嗎?如果現在身在沙漠中的話？再次稀釋汙染物：將 10ml加入 90ml 乾淨

的水。現在比值是多少(1/1000)?告訴學生現在的比值是千分之一。再重複三次直到百

萬分之一(ppm)。他們現在會想喝這杯水嗎？ 

 向學生解釋即便稀釋能降低樣本中汙染物的比例，還是需要其他方式或手法才能確保

水是安全到可以飲用的。 

主要活動： 

https://www.evernote.com/shard/s110/sh/4fb127f9-0879-4c0d-95dc-869d2ed12674/bab018ddfb2cbe6ce66adc0359e46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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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討論水需要被保護的原因。解釋因為移除所有的化學物質在經濟上是不切實際的，所

以政府制定飲用水標準限定飲用水中最多只能含有多少汙染物。通常這些總量被限定

在百萬分之一或億萬分之一。 

 舉例：5百萬 ml 的水只能含有某些 5ml的汙染物質。給學生建立這種數量的感覺藉由

以下的示範再次提醒他們。想像有一百萬輛車排成一列(這長度長到可以跨越美國；或

者是以一台 wish 長度 4.8米來算，一百萬輛車排成一列其長度為 4800公里，〈台灣

環島公路全長約為 1172.9，台北出發，走台 3線(446.4公里)至屏東，續行台 1線(64

公里)至楓港，再走台 26線(32.6公里)至墾丁，轉 200縣道(約 53.4公里)至旭海，

再走 200、199 縣道(約 21公里)至壽卡，接台 9線(369.6 公里)至蘇澳，再接台 2線

(185.9公里)經關渡回台北。〉)如果將其中五台車換成藍色的，這表示每百萬輛中有

五台(百萬分之五)將會是藍色的。讓學生另外提供能說明一百萬分之五的例子。 

 給學生一個班級標準表的例子。讓學生算算全班學生穿牛仔褲的人數占全班人數的多

少。如果 25人當中只有 6人穿，這代表比值是 6/25。如果標準表限定一個班只能有

多少人穿牛褲，學生有什麼感覺？告訴學生也許你會建立一個牛仔褲標準；舉例來說

每天不能有超過六個人穿牛仔褲，為了達到標準您的學生必須制定個系統去確保不會

超過標準。 

 向學生解釋這就好比是水質標準。政府制定了大範圍化學及生物的參數。城市的供水

者盡力確保他所供應的水如水源地(地下水、河流或湖泊)般的純淨並且達到或優於這

個標準。 

 活動二：告訴學生凌波舞將被用來演示為達成飲用水標準所下的功夫。凌波舞棍子的

高度代表水的品質。當大家的行為有助於（水）品質提升的時候，棍子會上升，大家

（學生代表的是淨水廠或用水者）能輕易通過。當大家的行為造成（水）品質下降的

時候，凌波舞的棍子會下降，這時候代表淨水廠或用水者必須花費更多時間、金錢或

精力去處理品質不好的水，或是忍受水質不佳所造成的影響。 

 讓學生再想想他們能做些什麼來保持水的乾淨還有人們做了哪些事汙染了水？ 

九、 執行效益分析： 

(一) 參與人數： 

1. 「『親近自然』戶外生活體驗」4場次，共計 185人次參與。 

2. 「探訪新城溪的故事」3場次，共計 67人次參與。 

3. 「『環教到我家』-到校服務」30場次，共計 1023人參與。 

4. 以上各類課程與推廣活動共計 1275人次。 

(二) 效益分析： 

1. 『親近自然』戶外生活體驗 4 場次有效問卷共計 80 張(37 男 43 女)，

各項研習的整體滿意度，無論在研習內容、講師的表達能力幫助學員

了解環境教育之教學內涵及瞭解相關的教學策略，有八成以上的學員

表示非常滿意，89%的學員都認為本次研習對其有助益，經過本活動後

全部學員皆同意應要付出行動來保護環境、改善環境問題，且認同本

活動有助於了解環境知識或重要議題和有助於學習認識或改善環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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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顯示各項研習皆達到計畫的預設目標。 

 

從學員的文字迴饋中，也可以看出對本活動的肯定： 

 我覺得這次的課程行有趣，看到很多水生生物，學到改善環境的方法，

這次的課程對我幫助很大，在水中也很好玩，老師也很有趣，我希望

下次也可以參加。 

81% 

16% 

3% 0% 0% 

是否喜歡本次活動老師給你的上課感覺 

非常喜歡 喜歡 尚可 不喜歡 非常不喜歡 

79% 

21% 

0% 0% 0% 

是否喜歡本次活動的活動內容 

非常喜歡 喜歡 尚可 不喜歡 非常不喜歡 

62% 

30% 

8% 

0% 0% 

上課時所用的器材是否足夠 

非常足夠 足夠 尚可 不足夠 非常不足夠 

74% 

24% 

2% 0% 0% 

是否有助於了解環境知識或重要議題 

幫助非常大 有幫助 尚可 沒幫助 完全沒幫助 

69% 

31% 

0% 0% 0% 

是否有助於學習認識或改善環境的能力 

幫助非常大 有幫助 尚可 沒幫助 完全沒幫助 

81% 

15% 

4% 0% 0% 

願意再次參加中心所舉辦的課程活動 

非常同意 同意 尚可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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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痕了林為生態盡己之力，夜觀樂趣驚奇有趣，冒險活動無窮，乾淨

的家真的很重要，請尊重每一個生命。 

 老師用心帶大家體驗各項活動，也因為活動的設計讓大家認識到不一

樣的武荖坑並了解無痕山林的重要性 

 講師認真，課程精采，場域美麗舒適，下次再來。 

 老師非常專業，活動非常有趣 

此外，學員透過觀察和繪圖，紀錄下這次美好的印象，進而引發他們對於

生態永續、青山綠水草地常在的使命感。 

 
(三) 其他預期成效： 

1. 拓展環教中心教育功能與服務項目，連結公民科學家的群眾能量、提

升環境行動參與效能。 

2. 結合國內各民間環境團體、大學院校相關系所之專業人力，擴展本縣

環境教育推動能量。 

3. 透過『環教到我家』-到校服務等課程發展之實施，將環教的議題深入

學校，使無法親臨場域的師生亦有機會認識並進而產生感受，以提升

持繼關注環境週遭的察覺力。 

2. 「探訪新城溪的故事」3 場次讓學員實地走訪溪城溪的上中下游，並

直接到達信大水泥的流籠站，透過與現在工作人員的對談，進一步了

解在產業與環境之關的關係，也知道產業除了考慮自身的財政和經營

狀況外，加入其對社會和自然環境所造成的影響的考量下所做的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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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十、 檢討及研擬精進作法： 

1. 本年度共進行三個子計畫「『親近自然』-戶外生活體驗」、「探訪新城

溪的故事」及「環教到我家」，執行成果雖達到預期效益，惟仍有不足

之處尚須檢討及改進。 首先活動辦理最讓人擔心的便是天氣狀況，今

年度的「『親近自然』-戶外生活體驗」便連續三週遭逢大雨來襲，除

第一週順利舉行之外，其餘都受到雨勢影響；其中一場次更因與母親

節重疊而影響學員的出席意願。惟天氣實非我們所能掌握，因此在活

動安排仍須注意雨天備案之可行性，或加強學員對於天候不佳之可調

適情況，畢竟戶外活動天候不可能盡如人意。 

2.  「探訪新城溪的故事」在連續兩年舉辦之後，我們積極辦理更多讓學

員認識新城溪流域的機會。惟今年度在安排活動方案時為想探詢更多

可能性而忽略掉一般成員的可觸及性，而讓學員的負擔過於沉重，如

林道踏查及西溪環境資源踏查。也因為這兩場次的舉行讓我們蒐集到

更多學員的反應，也讓我們更加注意未來該場次活動辦理時需更加注

意路線規劃及增加活動中適當休息的機會。 

3.  「環教到我家」為今年度愈增加服務量能之作法，學校端申請熱絡，

只因場次有限未能全面兼顧。在中心人力配置有限之情況下，我們需

要的是更多志工的投入及協助，未來在進行是項教學服務時擬增加志

工協助之量能，藉此提申志工之能力及服務類型。另一則是時間上的

安排，擬分成兩段時間供學校端申請，分別為 3-6月即 9-11月；提供

學校端更多申請的時段。 

十一、 經費支用情形： 

本項計畫申請總經費 230,000 元，實際支用總經費 230,000 元，詳如「經

費支出明細表」。 
憑證編號 支用項目 單價 數量 金額 

1 04/20(六)來武荖坑住一晚-無痕山林 A組講師費-江彥青 800 2小時 1,600 

2 05/04(六)來武荖坑住一晚-無痕山林 A組講師費-江彥青 800 2小時 1,600 

3 05/11(六)來武荖坑住一晚-無痕山林 A組講師費-江彥青 800 2小時 1,600 

4 05/25(六)來武荖坑住一晚-無痕山林 A組講師費-江彥青 800 2小時 1,600 

5 04/20(六)來武荖坑住一晚-無痕山林 B組講師費-謝惠娟 800 2小時 1,600 

6 05/04(六)來武荖坑住一晚-無痕山林 B組講師費-謝惠娟 800 2小時 1,600 

7 05/11(六)來武荖坑住一晚-無痕山林 B組講師費-謝惠娟 800 2小時 1,600 

8 05/25(六)來武荖坑住一晚-無痕山林 B組講師費-謝惠娟 800 2小時 1,600 

9 04/20(六)來武荖坑住一晚-探索武夜 A組講師費-陳漢欽 1,600 2小時 3,200 

10 05/25(六)來武荖坑住一晚-探索武夜 A組講師費-陳漢欽 1,600 2小時 3,200 

11 04/20(六)來武荖坑住一晚-探索武夜 B組講師費-賴擁憲 800 2小時 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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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05/25(六)來武荖坑住一晚-探索武夜 B組講師費-賴擁憲 800 2小時 1,600 

13 05/04(六)來武荖坑住一晚-夜間定向 A組講師費-李秉光 800 2小時 1,600 

14 05/11(六)來武荖坑住一晚-夜間定向 A組講師費-李秉光 800 2小時 1,600 

15 05/04(六)來武荖坑住一晚-夜間定向 B組講師費-陳文珮 800 2小時 1,600 

16 05/011(六)來武荖坑住一晚-夜間定向 B 組講師費-陳文珮 800 2小時 1,600 

17 04/21(日)來武荖坑住一晚-無脊椎動物的生存壓力 A組講師費 800 3小時 2,400 

18 05/05(日)來武荖坑住一晚-綠的探索家 A組講師費-李秉光 800 3小時 2,400 

19 05/12(日)來武荖坑住一晚-綠的探索家 A組講師費-唐欣怡 800 3小時 2,400 

20 05/26(日)來武荖坑住一晚我是一條河 A組講師費-李秉光 800 3小時 2,400 

21 04/21(日)來武荖坑住一晚-無脊椎動物的生存壓力 B組講師費 800 3小時 2,400 

22 05/05(日)來武荖坑住一晚-綠的探索家 B組講師費-唐欣怡 800 3小時 2,400 

23 05/12(日)來武荖坑住一晚-綠的探索家 B組講師費-陳文珮 800 3小時 2,400 

24 05/26(日)來武荖坑住一晚我是一條河 B組講師費-陳文珮 800 3小時 2,400 

25 便當 70 52個 3,640 

26 餐盒 70 52個 3,640 

27 便當 70 51個 3,570 

28 餐盒 70 51個 3,570 

29 便當 70 39個 2,730 

30 餐盒 70 39個 2,730 

31 便當 70 43個 3,010 

32 餐盒 70 43個 3,010 

33 保險 1,181 1式 1,181 

34 保險 1,190 1式 1,190 

35 保險 903 1式 903 

36 保險 870 1式 870 

37 保險 1,041 1式 1,041 

38 6/22(六)探訪新城溪的故事-無尾港騎遇記講師費-張淑芬 1,600 2小時 3,200 

39 6/22(六)探訪新城溪的故事-無尾港騎遇記 A組講師費-李秉光 800 4小時 3,200 

40 6/22(六)探訪新城溪的故事-無尾港騎遇記 B組講師費-許浩倫 800 2小時 1,600 

41 6/22(六)探訪新城溪的故事-無尾港騎遇記 B組講師費-陳文珮 800 2小時 1,600 

42 保險 1,130 1式 1,130 

43 便當 70 22個 1,540 

44 便當 70 24個 1,680 

45 便當 70 26個 1,820 

46 9/8(日)探訪新城溪的故事-新城溪踏查趣講師費-李秉光 800 5小時 4,000 

47 9/8(日)探訪新城溪的故事-新城溪踏查趣講師費-徐唯恩 800 5小時 4,000 

48 9/22(日)探訪新城溪的故事-走訪武荖坑林道講師費-李秉光 800 5小時 4,000 

49 9/22(日)探訪新城溪的故事-走訪武荖坑林道講師費-徐唯恩 800 5小時 4,000 

50 講義印刷 100 300本 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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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燒杯 90 1個 90 

52 打鈕鉗金屬 68 1盒 68 

53 打鈕鉗 352 1支 352 

54 8 吋打氣筒 96 1支 96 

55 紅外線溫度計 499 1支 499 

56 扁帶 150 1條 150 

57 膠槌 90 2支 180 

58 鐵釘 25 1盒 25 

59 翠鳥紙模型 23.625 1000張 23,625 

60 保險 1,230 1式 1,230 

61 保險 711 1式 711 

62 定向旗 230 10個 2,300 

63 定向點籤 3,300 1組 3,300 

64 HDMI線 189 2條 378 

65 瓦斯罐 169 1組 169 

66 hDMI轉 VGA線 285 1條 285 

67 直立式打氣筒 623 1支 623 

68 瓦斯罐 150 7組 1,050 

69 烏醋 33 1瓶 33 

70 電力啟動 420 10套 4,200 

71 折扣 -50 1筆 -50 

72 x 型曬衣架 1,111 1組 1,111 

73 救生衣 450 10件 4,500 

74 帳篷 5,400 2個 10,800 

75 定向桿 500 20支 10,000 

76 智慧型插座組 1,299 1組 1,299 

77 HDMI線 2 入 395 1組 395 

78 衣架 10入 55 5組 275 

79 木板 320 20片 6,400 

80 園丁鏟 131 21支 2,751 

81 麻繩 640 3捲 1,920 

82 營釘 135 30支 4,050 

83 資料夾 240 12本 2,880 

84 長尾夾 270 3桶 810 

85 4B 鉛筆 30 48支 1,440 

86 夾板 60 20個 1,200 

合計 230,000 
填表人： 主管： 會計主任： 機關首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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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成果相片 

1. 「『親近自然』戶外生活體驗」4場次，共計 185人次參與。 

(1) 無痕山林實務與操作(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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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夜間觀察 

 

(3) 我是一條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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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夜間定向 

 

(5) 無脊椎動物的生存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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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綠的探索家 

 

2. 「探訪新城溪的故事」3場次，共計 67人次參與。 

(1) 1080622無尾港騎遇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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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080908武荖坑西溪環境資源現況調查 

 

(3) 1080922武荖坑東溪環境資源現況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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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環教到我家』-到校服務」30場次，共計 1023人參與。 

(1) 生命盒子+藍色星球 

 

(2) 無脊椎動物的生存壓力 

 

(3) 藍色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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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可以喝的一滴水＋挑戰你的極限 

 

承辦人：              主任：               會計：                校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