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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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畫名稱：2019年北臺區域發展推動委員會「水資源及流域整合

發展教育師資人才培力」系列推廣活動執行計畫 

 

壹、 名稱：2019 年北臺區域發展推動委員會「水資源及流域整合發展教育」

系列推廣活動執行計畫。 

貳、 活動宗旨 

一、 透過「北臺區域發展推動委員會」合作平臺，促進各縣市政府有關教

育、環境、社會福祉、文化、觀光、交通運輸、農業、衛生等議題間

之互利關係，共創合作機制及跨領域發展成果。 

二、 針對北台灣 8 縣市有關「水資源及流域整合發展」有關之共同議題，

透過教育策略、跨域合作計畫及友善環境行動給予具體回應。 

三、 系統性經營本縣教育處環境教育輔導及教學研究中心發展願景，加強

研究發展改進宣導教材內容，提升所屬各級學校環境議題師資素質，

並配合環境教育法推動本縣環境教育行動方案。 

參、 辦理時間：108 年 1 月 1 日至 108 年 11 月 30 日 

肆、 舉辦地點：冬山河森林公園-生態綠舟、武荖坑風景區、宜蘭國中。 

伍、 指導單位：宜蘭縣政府環境保護局 

陸、 主（協）辦單位： 

一、 主辦單位：宜蘭縣政府教育處、宜蘭縣政府環境保護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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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協辦單位：宜蘭縣立蘭陽博物館環境教育中心、冬山河森林公園-生態

綠舟教育研究部、武荖坑環境教育中心、臺北市立學校環境教育中

心。 

三、 承辦單位：宜蘭縣政府教育處環境教育輔導及教學研究中心、大進國

小。 

柒、 參加對象及人數： 

一、 子計畫一「水資源及流域整合發展教育」工作坊及成果分享會：以北

臺區域發展推動委員會所屬 8個縣市之學校教師、公務部門所屬人員

為主，另外受理相關環境教育團體之觀摩學習，辦理 1場次成果分享

會及 2場次課程工作坊。，共計 139人次參與。。 

二、 子計畫二系列主題式增能研習活動：以北臺區域發展推動委員會所屬

8 個縣市之學校教師、公務部門所屬人員為主，舉辦 2 場次課程工作

坊，合計 53人次參與。 

三、 上述計畫人數共計 192人次。 

捌、 執行成果： 

一、 子計畫一「水資源及流域整合發展教育」工作坊及成果分享會： 

經濟部水利署就台灣整體水環境現況分析中，曾針對「先天水環境」

提出：「降雨量多，但每人每年可分配降雨量甚少」、「降雨量豐枯懸殊」、「河

川坡陡流急」與「集水區地質不佳、沖蝕量大」等問題；另外針對「後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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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為破壞」亦提出：「土地過度開發，都市化效應浮現」、「河川嚴重汙染，

降低水資源可利用量」、「地下水超限使用，導致地層下陷」、「坡地超限利

用，水土保持不佳」及「用水量持續增加，用水未合理分配」…等問題。

加上近年來氣候變遷導致「海平面上升」、「颱風強度增強」、「豪雨與乾旱

發生頻度增加」…等影響整體水資源保護及使用問題，可以看出水資源議

題的處理刻不容緩，同時也是當代必須透過妥適的教育溝通過程，促進大

眾及下一代人民共同理解與努力改善的重要課題。 

    另外，行政院農委會水土保持局在其整體性治山防災計畫以「水、土、

林、動、人」思維，考量「治山」、「防災」、「保育」及「永續」等四個面

向，已經說明了今日的治水重點朝向「全流域治理」的方向前進，山林、

河川資源的運用方式，甚至是流域周邊環境人民的經濟活動模式，均會造

成整體國土的影響，這樣的概念已經逐漸取得更多人的共識。 

    有鑑於上述論點，本中心希冀於 2019年【北臺區域發展推動委員會1教

育組】工作事項中推動「跨縣市水資源及流域整合發展教育」系列推廣活

動執行計畫，預計辦理「水資源及流域整合發展教育工作坊及成果分享會」、

「系列主題式增能研習活動」，促進中小學教育現場、民間環境教育團體、

公部門相關單位共同對話交流及相互增能學習之機會。 

本工作坊及成果分享會擬邀請北臺區域發展推動委員會所屬 8 縣市教

                                                 
1
 北臺區域推動委員會所屬縣市包括：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宜蘭縣、桃園市、新竹市、新竹縣、苗

栗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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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單位共同參加(各縣市代表預估 5 人)，預計辦理民間或公部門組織推動

水資源教育及流域整合治理成果展示、專題講座、縣市地方政府推動水資

源及流域整合發展教育案例與成果分享，以及本縣運用優質環境學習空間

進行系列教育推廣體驗活動。 

同時於本次會議共同簽訂「跨縣市合作備忘錄」2，整合不同縣市間推

動水資源及流域整合發展教育之相關資源，促成相關教育工作推展共識，

建立未來合作之資源整合運用平臺。預計辦理工作坊及成果分享會議內容

如下表： 

  

                                                 
2
水資源及流域整合發展教育跨縣市合作備忘錄內容暫定如下： 

 辦理教育推廣及大型活動時避免使用一次性餐具，減少製造一次性餐具之水資源耗費。 

 支持在地相關議題產業，於辦理教育活動時與在地餐飲結合，或妥善運用地方資源。 

 關注地方水資源及重要河川流域環境議題，並設法與中小學正式課程、辦理戶外教育時結合。 

 與縣市內民間環境教育團體或其他公務部門合作，建立夥伴關係及共同推動水資源及流域整合發展

教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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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資源及流域整合發展教育」工作坊及成果分享會議程表 

第一天議程(108年 8月 8日) 

地點：教師研習中心 

時間 主題 授課 備註與說明 

10:30│11:00 報到集合 
  

11:00│12:00 
民間或公部門組織 

推動水資源教育及流域整合治理成果展示 
各邀請單位 

預計邀請北區各縣市具代

表性之單位設攤展示及進

行教育推廣。請各縣市協助

邀請相關學校、公部門或

NGO組織參與設攤。 

 

12:00│13:00 餐敘、縣市代表交流對話 

13:00│13:20 
開幕、長官致詞 

與會來賓介紹 

教育處 

環境教育中心 
 

13:20│13:30 縣市合作備忘錄宣示儀式 
教育處 

環境教育中心 
 

13:30│14:30 

專題演講： 

環境資源永續利用 

與全流域治理的教育觀點 

吳思儒 外聘師資 

14:30│15:10 

中場休息、茶敘 

各縣市代表交流 

民間或公部門組織推動水資源教育及流域整合治理成果展示推廣 

15:10│16:10 
各縣市水資源與流域整合發展教育 

推動成果經驗分享(一) 
各縣市代表 北臺區域發展推動委員會 

教育組各縣市代表分享 

每單位 10-15分鐘 
16:20│17:20 

各縣市水資源與流域整合發展教育 

推動成果經驗分享(二) 
各縣市代表 

17:20│17:30 
綜合座談 

明日分組體驗課程注意事項說明 

教育處 

環境教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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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促進北臺區域發展推動委員會文化教育組所屬單位未來合作機會，

特於本次會議進行「跨縣市合作備忘錄」簽訂儀式，整合不同縣市間推動

水資源及流域整合發展教育之相關資源，促成相關教育工作推展共識，建

立未來合作之資源整合運用平臺。 

「2019北臺區域發展推動委員會水資源及流域整合發展教育跨縣市合作備忘錄」： 

 辦理教育推廣及大型活動時避免使用一次性餐具，減少製造一次性餐具之水資源

耗費。 

 支持在地相關議題產業，於辦理教育活動時與在地餐飲結合，或妥善運用地方資

源。 

 關注地方水資源及重要河川流域環境議題，並設法與中小學正式課程、辦理戶外

教育時結合。 

 與縣市內民間環境教育團體或其他公務部門合作，建立夥伴關係及共同推動水資

源及流域整合發展教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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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請北區各縣市具代表性之單位設攤展示及進行教育推廣，由各縣市

政府教育局處協助邀請相關學校、公部門或 NGO 組織參與設攤。各縣市代

表活動攤位規劃如下： 

單位 設攤單位 活動內容簡介 

基隆市 崇右影藝科

技大學 

基隆市各校長期與海洋大學、水保局、水利署等單位等合作，利用基隆多雨

特性，進行雨水回收再生利用教學系統，例如月眉國小利用大榕樹建置各國

回收特色的雨水公園、信義國小地下水位監測系統等，以及基隆整治河川相

關資訊，展示基隆市運用多雨和山坡地形之特性，用心營造水資源的相關教

學活動。 

臺北市 臺北市學校

環境教育中

心 

結合天母水道祭、馬明潭濕地棲地營造與景美溪操舟的河海教育，將水資源

環境教育從源頭到河海完整的呈現。具體的環教行動方案，讓孩子從認識自

然環境、親近環境，最終展現愛護環境的具體行動，希珍貴的水資源循環永

續、生生不息。 

新北市 新北市成福

國小及樹林

國小 

成福國小為新北市溼地教育中心學校，長期推廣新北市溼地教育及營造。樹

林國小等 8校教師共同組成鹿角溪人工溼地課程發展工作坊，組織溼地小小

水環境巡守隊開發水質檢測、水棲生物調查課程，讓更多學生成為樂在溼地

中學習的小種籽。 

桃園市 老街溪河川

教育中心 

1.減塑生活實用手作體驗 

2.水域整治及環境變遷探索故事分享 

3.在地特色綠活圖取閱 

新竹市 客雅水資源

環境教育中

心 

了解污水的來源與客雅水資源回收中心的二級處理流程及污水處理廠存在的

目的。 

利用污水處理流程圖卡板一張及小圖卡 10張之教具共 6 組，闖關者依照流程

順序放入圖卡紙版之框內。圖卡紙板站立，如小圖卡無掉落，即為正確流程，

反之小圖卡掉落，即請重新排列或工作人員解說。 

新竹縣 新竹縣政府 提到新竹縣的水資源就一定會提到頭前溪與鳳山溪。新竹縣向來以農立縣，

頭前溪與鳳山溪灌溉孕育了竹塹文化與特產。直到 70年代竹科園區的成立，

頭前溪更成為孕育台灣經濟命脈的金雞母。 

為了讓本縣學子更了解自己的環境資源與生命泉源，提供教師更多在地環境

教材及教學資源模組，環教議題團籌劃開發縣本溪流課程。105年度開始收

集、整合、開發頭前溪流域 8 所中小學校溪流亮點課程，106年度則以鳳山溪

流域 11所亮點學校溪流課程為主，並於 106年 2 月及 107年 2月分別彙集出

書”新竹縣頭前溪特色河川課程”及鳳山溪特色課程”。飲水思源頭，我們

希望透過”新竹縣河川課程地圖”的教學平台，讓學子深刻認識自己成長的

土地，體認所處環境資源，透過環境教育的覺知行思，不但能親土愛土，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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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為愛鄉護土的生命原力。 

苗栗縣 頭屋國中 "老田寮溪水上樂園”頭屋國中被老田寮溪、後龍溪及沙河溪三面環繞，是個

美麗的水岸學校。九年來，我們在此發展各式水域活動，有自力造筏、獨木

舟、救生艇、滑降衝浪及立式划槳(SUP)。讓孩子由近水、親水、下水到玩水，

藉由水的利用去關心在地的環境及水資源。 

宜蘭縣 教育處環境

教育輔導及

教學研究中

心 

什麼！天空下起貓跟狗了 （Raining cats and dogs） ！這時候我該打電話

給動物保護協會還是趕快穿起雨衣？喔～原來這是一句形容突然下起大雨的

美國諺語阿。讓我們透過語言來了解各地區的特性。透過溫度、季節、位置、

水量、形式、地形地貌等因素來判斷以下這些諺語來自哪個地區（北極、熱

帶、沙漠、溫帶）或來自台灣的哪個地區（北、中、南、東、西）吧。 

為了解北臺區域發展推動委員會文化教育組 8 個縣市在「水資源與流

域整合發展教育」之推動經驗，特別邀請各縣市代表進行成果分享，以供

各縣市未來發展該議題師資人才培育、教育推廣…等有關推動策略、執行

作法參考。 

順序 單位 分享題目 發表人單位、職稱、姓名 

1 桃園市 桃園市政府推動跨域河川教育實

務分享－以老街溪河川教育中心

為例 

老街溪河川教育中心 

黃彥霖主任 

2 新竹市 微笑水岸 新竹市政府教育處  

李湘茹科長 

3 臺北市 從水源、濕地到河海—臺北市親水

環境教育行動方案 

臺北市學校環境教育中心 

陳莉生組長 

4 宜蘭縣 環境教育輔導及教學研究中心水

資源及流域整合發展教育推動策

略及成果-以冬山河生態綠舟流域

文化系列活動為例 

環境教育輔導及教學研究中心 

唐欣怡主任 

5 苗栗縣 水域體驗活動 頭屋國中 

吳倏銘主任 

6 基隆市 學校水資源回收與再生利用 崇右影藝科技大學公關室 

江育銓主任 

7 新竹縣 頭前溪及鳳山溪生態調查報告 東興國中 

謝鳳香校長 

8 新北市 草塘映柔波-濕地動手做-新北市

濕地教育方案推動中心 

成福國小 

黃同鋒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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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第 1日(8/8)將舉辦各項專題講座、縣市推動水資源及流域整合發

展教育案例與成果分享，為促進大眾關注及深入相關議題的學習，亦安排

相關公部門或民間組織辦理攤位展示及推廣活動，例如：新北市成福及樹

林國小與現場民眾分享溼地小小水環境巡守隊開發水質檢測、水棲生物調

查課程的精彩歷程；桃園市老街溪河川教育中心則帶來水域整治及環境變

遷探索故事分享與減塑生活實用手作體驗…等。原訂活動第 2日(8/9)則運

用本縣優質環境學習空間進行系列教育推廣體驗活動，於武荖坑風景區、

冬山河生態綠舟及週邊地點，分別進行溪流生態調查體驗課程、冬山河流

域文化及特色產業踏查活動。邀請各縣市公部門相關單位、各級學校、環

境教育相關團體及社會大眾參與，共同關注水資源及流域整合發展教育重

要議題及行動策略，因颱風利奇馬來襲 9 日停班停課，故本活動延期至 9

月 29日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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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資源及流域整合發展教育師資人才培力」教學工作坊 

路線 1：冬山河流域文化體驗及產業推廣踏查 

【活動內容】： 

108 年 9 月 29 日 

活動地點：冬山河流域 

時間 主題 授課 備註與說明 

08:00-08:20 報到 
教育處 

環境教育中心 

集合地點：冬山火車站 

※參考火車班次 

區間車 4124： 

宜蘭 07:36-冬山 07:51 

區間車 4128： 

宜蘭 07:47-冬山 08:12 

08:20-09:00 放置行李、借用自行車 
教育處 

環境教育中心 

冬山車站、生態綠舟艇庫、 

翔鈺租賃站 

09:00-12:00 

路線 1： 

冬山河流域文化體驗及產業推

廣踏查(一)  

A 組 

林正芳 

B 組 

唐玉雯 

唐欣怡 

騎自行車前往各地點 

12:00-13:00 午餐休息(採團膳打菜，請自備碗筷等餐具)          冬山河生態綠舟 

13:00-16:00 

路線 1： 

冬山河流域文化體驗及產業推

廣踏查(二)  

A 組 

林正芳 

B 組 

蘇珈玲 

許浩倫 

騎自行車前往各地點 

16:00-16:30 綜合座談 
教育處 

環境教育中心  

16:30- 賦歸-返回至冬山火車站，可等候搭乘接駁車至羅東火車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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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資源及流域整合發展教育師資人才培力」教學工作坊 

路線二(武荖坑) 

【活動內容】： 

108 年 9 月 29 日 

地點：武荖坑環境教育中心 

時間 主題 授課 備註與說明 

08:00-08:20 報到 
教育處 

環境教育中心 

集合地點：冬山火車站 

※參考火車班次 

區間車 4124： 

宜蘭 07:36-冬山 07:51 

區間車 4128： 

宜蘭 07:47-冬山 08:12 

08:20-08:40 車程前往活動場地 
教育處 

環境教育中心 
冬山車站-武荖坑(接駁車) 

08:40-09:00 步行前往武荖坑環境教育中心   

09:00-12:00 

路線 2： 

武荖坑溪流環境教育課程方案

(一) 

Project WET 水資源教育 

武荖坑 

環境教育中心 

李秉光 

陳文珮 

路線 2： 

武荖坑溪流環境教育課程 

須於溪流水域空間進行 

12:00-13:00 午餐休息(採團膳打菜，請自備碗筷等餐具) 

13:00-16:00 

路線 2： 

武荖坑溪流環境教育課程方案

(二) 

溪流探險隊 

武荖坑 

環境教育中心 

李秉光 

陳文珮 

水域課程 

16:00-16:30 綜合座談 
教育處 

環境教育中心  

16:30- 賦歸-返回至冬山火車站、羅東轉運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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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子計畫二：系列主題式增能研習活動 

    「系列主題式增能研習活動」主要希望提供中小學教師、公務部門人

員更多元的【水資源與流域整合發展】概念新知，透過不同主題的研習內

容、搭配宜蘭縣深具特色的地方環境資源，延續子計畫一推動效益。本增

能研習活動擬分別於武荖坑環境教育中心辦理「Project WET水資源教育網

絡-初階教師增能培訓」，以及於冬山河生態綠舟辦理「流域文化與發展-環

境教育課程增能研習」，相關研習課程內容如下說明： 

(一) 冬山河生態綠舟「流域文化與發展」環境教育課程增能研習： 

「生態綠舟-教育研究部」規劃之課程方案目前計有【環境發展與生物

多樣性演替】、【地裡地景的多樣化】、【流域文化與發展】及【水資源的應

用與管理】等 4 個面向的系列教學活動，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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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流域文化與發展】與本次北臺區域發展推動委員會「水資源及

流域整合發展教育」主軸契合，本中心預計安排「冬山河古笈秘辛」與「小

河彎彎」等在現地實務操作、真實環境觀察的課程內容，引領參與者認識

河川整治、變遷的前後差異，並體認流域發展在時空間上的變化，以及人

類活動在其間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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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山河生態綠舟「流域文化與發展」環境教育增能研習課表 

辦理日期：108年 8月 16日(五) 

時間 主題 授課 備註與說明 

08:30│08:50 報到集合 
冬山河生態綠舟 

教育研究部 
 

08:50│09:00 開幕式 冬山河生態綠舟 

教育研究部 

賴擁憲 

 

09:00│10:00 冬山河流域發展與文化探索 

10:00│12:00 
方案一： 

冬山河古笈秘辛 

賴擁憲 

林宏仁 

分組課程(2組) 

課程體驗 

與要點指導 

12:00│13:00 午餐休息 

13:00│16:00 
方案二： 

小河彎彎 

賴擁憲 

林宏仁 

汪俊良 

分組課程(3組) 

課程體驗 

與要點指導 

16:00│17:00 綜合座談  

 
課程面向 課程方案名

稱 
課程概要 

1 

流域文

化與發

展 

冬山河古笈

秘辛 

    冬山河流域，噶瑪蘭人在這裡生息，漢人在這裡開墾，外來的

探險家、傳教士也曾利用蜿蜒的河道進到內陸來，這裡留下來許多

神祕的謎團，等你來破解。 

2 小河彎彎 

    本課程以「小河彎彎到大河悠悠」簡報說明冬山河與當地居民

的關係，並概述冬山河河道整治、變遷的前後差異；「獨木舟探溯

舊河道活動」則於舊冬山河安平坑溪段進行，藉由獨木舟的體驗，

學員親近冬山河，了解冬山河，對冬山河產生關心與愛護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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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2019 Project WET水資源教育網絡-初階教師增能培訓： 

2013年起加入「臺灣水資源教育夥伴網絡」，開始與關渡自然公園

合力推動「Project WET」水資源環境教育，

設計規劃教學活動，帶領更多的夥伴加入

中心推動環境教育的行列。自 2013年起培

訓超過 120位種子教師，辦理超過 60場次戶外教學課程，以及 10場次

的到校推廣活動，總計帶領約 3,000人次一同認識水資源的奧妙與重要

性。在這次「初階工作坊」中，夥伴將學習到各種生動有趣的水資源環

境教育方式，也期待各位夥伴可以在臺灣這塊缺水的土地上，傳播水資

源的珍貴與重要性。 

Project WET簡介： 

1. 【課程目標】： 

發展與推動符合學校或是體制外教育單位的教學方案，以及提供教學

上的協助。期待以培養初階教師的模式來影響更多人，促進、引發各

界對於水資源的覺知、感恩、知識以及管理的意願。 

2. 【課程特色】 

 互動性高 

 以精確的科學為本位 

 多元感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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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調整的 

 符合現代需求、與生活相關的 

3. 【工作坊目標】：與來參加的學員分享水資源教育手冊第一版中的經

典教學方案，以及部分第二版中推出的新方案，並且互相腦力激盪這

些方案如何融入台灣相關水資源議題。 

4. 【課程主題與內容】 

 主題：水與人類及自然環境的關係。 

 內容如下： 

 

第一天課程（7/8星期一） 

時間 主題 備註與摘要 

08:40 

│ 

09:00 

報到集合  

09:00 

│ 

09:20 

Project WET 介紹 
Project WET專案介紹、初階教師權利

與義務 

09:20 

│ 

10:00 

方案一：藍色星球 瞭解地球上水的比例與分布 

10:00 

│ 

11:00 

方案二：生存競速 

透過尋寶遊戲的方式，體驗生活在暫時

性濕地的生物所面臨的挑戰及其對生態

所造成的影響 

11:00 

│ 

12:00 

方案三：積少成多 

體驗到每個人都有可能造成河流的污

染，但是每個人也都可以減少對河川的

污染 

12:00 

│ 

13:00 

午餐休息(打菜用餐，自備碗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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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0 

│ 

14:00 

方案四：水奧運 

學習水的內聚力和附著力 

認識內聚力和附著力與我們日常生活的

關係 

14:00 

│ 

15:00 

方案六：古今相照 

比較古往今來用水方式改變的過程，瞭

解隨著時代的進步，用水量及耗材也隨

著增加。 

15:00 

│ 

16:00 

方案五：8-4-1共享水資

源 

透過遊戲體驗有限的水資源如何滿足不

同用水者的需求 

16:00 

│ 

16:40 

方案七：水諺語 

透過卡片遊戲、創作短文來表達水想要

說的話，藉此比較不同地區和不同文化

的語言。 

16:40 

│ 

17:00 

總結、回饋  

17:00 賦歸  

三、 活動講義與教材(活動設計) 

(一) 台北市縣環境育推動成果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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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新北市環境育推動成果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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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桃園縣環境育推動成果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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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新竹縣環境育推動成果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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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新竹市環境育推動成果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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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苗栗縣環境育推動成果分享 

 

 

  



 

 24 

(七) 基隆市縣環境育推動成果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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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宜蘭縣縣環境育推動成果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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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冬山河古笈秘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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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小河彎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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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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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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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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 8-4-1共享水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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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積少成多 

 

玖、 執行效益分析 

一、 參與人數： 

（一） 子計畫一「水資源及流域整合發展教育」工作坊及成果分享

會：以北臺區域發展推動委員會所屬 8個縣市之學校教師、

公務部門所屬人員為主，另外受理相關環境教育團體之觀摩

學習，辦理 1場次成果分享會及 2場次課程工作坊。，共計

139人次參與。。 

（二） 子計畫二系列主題式增能研習活動：以北臺區域發展推動委

員會所屬 8個縣市之學校教師、公務部門所屬人員為主，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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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 2場次課程工作坊，合計 53人次參與。 

（三） 上述計畫人數共計 192人次。 

二、 效益分析： 

（一） 與北臺區域推動發展委員會所屬 8個縣市建立「跨縣市水資

源及流域整合發展教育」合作關係，並簽署相關「合作備忘

錄」，作為未來進一步合作的基礎。 

（二） 本次計畫中辦理北臺區域推動發展委員會所屬 8個縣市的成

果發表會，讓跨縣市之間實質上有機會能將各縣市的教育部

門、民間環境團體、相關專業單位之專業呈現出來，彼此交

流、互相學習，進而擴展北臺灣水資源及流域整合發展之環

境教育推動能量。 

（三） 透過本計畫的工作坊，提升本縣及其他合作縣市所屬教師之

環境教育專業能力，同時特別著眼於水資源教學能力之基礎

能力培養、水域相關文史類型課程的演示，讓第一線教師們

能得到更多元面向的水資源課程體驗，未來教師們回到各自

場域後將更能持續在水資源課程上耕耘，以建構跨縣市環境

教育種子教師人力資源系統，落實環境教育的課程實施。 

（四） 透過「教學互動觀摩、持續研修改進」等工作坊的籌備及執

行等過程，促使本中心檢視「水資源及流域整合發展」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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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之現況，透過與其他 8個縣市夥伴的互動及回饋，精進

本縣水資源課程的品質。 

壹拾、 檢討及研擬精進作法： 

一、 本次計畫中與北臺區域推動發展委員會所屬 8個縣市共同舉辦的成果

發表會中有機會互相交流、觀摩彼此在水資源教育上的耕耘成果，能

有效達到相互學習及刺激思考之效果。建議未來能夠持續創造跨縣市

之間交流互動之平台，辦理交流活動、工作坊、舉辦營隊或者研究論

壇等活動，彼此學習，以保持各縣市水資源教育的活化及前瞻性。 

二、 基於水資源的利用為一跨部門的議題，未來若持續辦理成果發表或論

壇時，也可以嘗試在邀約更多與水資源相關的單位共同參與討論。讓

水資源的永續在各個部門的共同努力之下，彼此共榮，甚至建立有效

的討論平台，作為未來各種水資源決策時的參考。 

三、 本次北臺八個縣市都各自在水資源教育上作了各種努力，試著讓各縣

市的學生都能夠認識自己縣市家鄉的水域、進行親水活動。未來或者

有機會可促成有興趣之縣市學校之間進行遊學活動，讓不同縣市的學

生有機會互相交流，甚至介紹自己家鄉的河川流域等，讓水資源教育

有機會納入年輕新血，透過學生年輕的眼光看到更多水資源的面向，

培養學生的同時，也同時探索水資源永續的更多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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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活動照片 

(一) 「水資源及流域整合發展教育」工作坊及成果分享會 

 

(二) 「水資源及流域整合發展教育師資人才培力」教學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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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冬山河生態綠舟「流域文化與發展」環境教育課程增能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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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2019 Project WET水資源教育網絡-初階教師增能培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