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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 明 國 民 小 學

特 色 遊 學 學 習 手 冊

　　教育是需要創新的思考，只要肯動腦筋，事在人為，宜

蘭縣有不少偏遠學校，面臨少子化後的招生壓力，唯有透過

建立學校的特色，方可能吸引學生。只要全校師生有創造力

去思考學校特色的建立，就能得到社區家長的認同、甚而更

能得到學區外家長的認同，這就是在提升學校的競爭力。

　　欣見憲明國小近三年來，除了落實學校領域教學提升學

生的基本學力外，在建立學校特色這個區塊上，表現非常亮

眼！尤其學校能善用社區資源融入各項教學活動，繼而發展

出具地方特色的遊學課程，帶動整個三星鄉的農業休閒產業

蓬勃發展，今年更入選教育部十大經典特色國中小，這充分

顯示出學校戮力發展特色教學的用心。

　　在少子化日漸嚴重的今日，懇切的期望縣內中小學都能

夠利用學校本身資源與優勢，突破侷限與困境，積極發展學

校特色，幫學校加分；也讓學子更有效、更有趣的學習。就

如憲明國小這套「特色遊學學習手冊」的出版，為學校帶來

更大的利基。

　　「產業新蘭陽、生活新故鄉」一直是國華上任之後的縣

政施政目標，以發展觀光產業，提升工商機會以及精緻教育

品質，來發展宜蘭縣的新機會、新價值。在校園的部份，結

合週邊豐裕的的自然環境與人文景觀資源，發展學校本位特

色教學，更是本人對於教育發展最殷切的期盼。

　　憲明國小近三年來在「校園活化、發展學校特色」的領

域上，成效相當卓著，連續三年獲得教育部特色學校專案補

助，共獲得教育部壹佰陸拾萬元的補助。除了活化校園空

間、建構教學新平台，更結合社區資源發展完整的特色教學

課程架構，這套「特色遊學學習手冊」的付梓，更帶動了三

星鄉的休閒農業觀光產業，完全符應本人「產業新蘭陽、生

活新故鄉」的施政理念！    

　　今年憲明國小更入選教育部十大經典特色國中小，這充

分顯示出學校戮力發展特色教學的用心。本人在認同與嘉許

的同時，希望憲明國小再接再厲，能成為本縣偏遠學校特色

發展的典範，也期望縣內中小學都能夠利用學校本身資源與

優勢，突破侷限與困境，積極發展學校特色，幫學校加分；

讓本縣的教育活化並蓬勃發展。

宜蘭縣政府教育處處長宜蘭縣長

創 新 與 活 力產業新蘭陽‧生活新故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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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 明 國 民 小 學

特 色 遊 學 學 習 手 冊

　　學校辦學最終目標就是讓每一位學生都喜歡上學，並且

在愉快的氛圍中主動學習，就像學生每當前往教育農場進行

戶外教學時，總是滿懷歡笑卻又收獲滿滿。因此，學生的學

習不應侷限在教室裡，將課程延伸到戶外讓學生能在自然的

情境中「向大地學知識，跟萬物交朋友」。

　　學校的教學環境真的可以像教育農場嗎？！位於宜蘭縣

三星鄉拳頭姆山下的憲明國小，可以找到肯定的答案！我們

正營造出這樣的校園環境，讓校園的一磚一物都能吸引學生

的注意，引發學習動機；讓校園的一草一木都有教育價值存

在，發揮「境教」的意義，營造憲明國小成為知性與感性兼

具的教育桃花源。

　　基於上述的教育理念，從九十六學年度起帶領著學校教

師一起將融入社區資源的「學校特色課程」，編寫成一系列

的學習手冊，包含鄉土人文、社區產業、自然生態及探索體

驗等四冊，並將其精緻化成為「學校特色遊學課程」，希望

將學校所擁有的珍貴教學資源，也能提供給台北縣、市都會

區的學生分享，讓他們也能享受田園教學、生態教學、戶外

農業教學體驗的樂趣。

　　當一位校長所有的作為及最大的心願就是希望…學生每

天一睜開眼睛最期待的事就是─「快樂」上學去，希望藉由

這套「學校特色遊學」叢書的付梓，讓快樂學習與孩子的童

年共舞，變得理所當然�!�!

憲明國小  校長

教育新視野、憲明「樂」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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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生態系列

01 02

 　　明國小生態池於民國九十六年開挖，引叭哩沙圳的灌溉

溝渠為主要水源。

　　生態池主要分為下列數區：一、引水溝渠、二、前導

池、三、第一主池、四、第二主池、四、沉水植物區。喜愛

水生植物的朋友們，不防在此駐足觀賞。

　　以下數頁，針對本園區中的水生植物，簡略介紹。

　　生態池中的水生植物主要分為沉水、挺水、浮葉、漂浮

及濕生五大家族。

沉水家族

憲明生態池
             踏查

作者 游豐瑞老師

生態池簡介

水生植物五大家族

沉水性水生植物，它的根部固定於水底，而

且植物的莖、葉完全沉浸在水中，也有些植

物體沒有根，但植物體完全懸浮在水中。

沉水植物的植物體通常都很柔軟，葉片也較

為細長，且厚度較薄。在生態池中以金魚藻

和小茨藻為主要代表。

憲

　　生態池以栽植水生植物為主，並規劃在池中復育青��　魚和黃緣

螢。生態池興建至今，已有多種水生植物、蛙類、昆蟲及爬蟲等，

物相豐富，適合作為生態教材。

魚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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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生態系列憲明生態池踏查

03 04

科名    金魚藻科    �C�e�r�a�t�o�p�h�y�l�l�a�c�e�a�e

屬名    金魚藻屬    �C�e�r�a�t�o�p�h�y�l�l�u�m

金魚藻 �C�e�r�a�t�o�p�h�y�l�l�u�m �d�e�m�e�r�s�u�m �L.

金魚藻是多年生沉水性水生植物，植

物體沒有根，莖細長且多分枝。葉二

叉狀分歧。分布廣泛，繁殖容易。

科名    狸藻科    �L�e�n�t�i�b�u�l�a�r�i�a�c�e�a�e

屬名    狸藻屬    �U�t�r�i�c�u�l�a�r�i�a

絲葉狸藻 �U�t�r�i�c�u�l�a�r�i�a �g�i�b�b�a �L.

沉水性小型水生植物，植物體呈絲

狀，無根，葉亦呈絲狀，且葉側具有

補蟲囊，故亦屬於食蟲植物，花序軸

挺出水面，花瓣黃色。

科名   千屈菜科    �L�y�t�h�r�a�c�e�a�e

屬名   水豬母乳屬  �R�o�t�a�l�a

圓葉節節菜 �R�o�t�a�l�a �r�o�t�u�n�d�i�f�o�l�i�a (�F.�H�a�m�i�l�t�o�n �e�x �R�o�x�b�u�r�g�h) �K�o�e�h�n�e

圓葉節節菜，也稱為水豬母乳，在臺

灣低海拔的潮濕地區都可發現。它是

多年生的水生植物，可以挺水或沉水

生長。挺水葉近圓形，沉水葉變化

大，且常呈紅色。穗狀花序頂生，具

2�~3分枝，花瓣4枚，粉紅色。

科名    茨藻科    N�a�j�a�d�a�c�e�a�e

屬名    茨藻屬    N�a�j�a�d

小茨藻 N�a�j�a�d �m�i�n�o�r �A�l�l�i�o�n�i

一年生沉水性單子葉水生植物，莖纖

細，且易斷裂，葉線型，輪生，在光

線充足的環境下，生長旺盛，且繁衍

快速。

挺水家族

挺水性水生植物，只有根部或極少的部分是

生長在水裡，其餘的莖或葉都是生長在水面

之上。

挺水植物的成員眾多，所以在型態及習性方

面就呈現多元的樣貌，在生態園區內常見的

便有下列數種：田蔥、水紅骨蛇、三白草、

紅辣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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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生態系列憲明生態池踏查

05 06

科名  玄參科    �S�c�r�o�p�h�u�l�a�r�i�a�c�e�a�e

屬名  石龍尾屬  �L�i�m�n�o�p�h�i�l�a

大葉田香 �L�i�m�n�o�p�h�i�l�a �r�u�g�o�s�a (�R�o�t�h) �M�e�r�r.

多年生挺水性植物。植物體具有芳香

味，似八角，俗稱水胡椒。葉對生，

卵形，鋸齒緣。花腋生，無梗，花冠

紫色。

科名    爵床科      �A�c�a�n�t�h�a�c�e�a�e

屬名    水蓑衣屬    �H�y�g�r�o�p�h�i�l�a

異葉水蓑衣 �H�y�g�r�o�p�h�i�l�a �d�i�f�f�o�r�m�i�s (�L�i�n�n.�f.) �B�l�u�m�e

多年生挺水植物因沉水葉和挺水葉相

異，故名「異葉水蓑衣」。葉對生，

沉水葉羽狀，挺水葉橢圓形，鋸齒

緣。花腋生，紫紅色。

科名   莎草科    �C�y�p�e�r�a�c�e�a�e

屬名   莎草屬    �C�y�p�e�r�u�s

埃及莎草 �C�y�p�e�r�u�s �p�a�p�y�r�u�s �L.

多年生挺水植物。高大的植株，叢

生，桿三稜形。花序由數量眾多的幅

射枝組成。可用來當作造紙的材料。

科名    莎草科    �C�y�p�e�r�a�c�e�a�e

屬名    莎草屬    �C�y�p�e�r�u�s

紙莎草 �C�y�p�e�r�u�s �p�r�o�l�i�f�e�r �L�a�m�a�r�c�k

多年生挺水性水生植物。稈直立，三

稜狀。花序由數量眾多的幅射枝組

成。

科名  爵床科    �A�c�a�n�t�h�a�c�e�a�e

屬名  水蓑衣屬  �H�y�g�r�o�p�h�i�l�a

宜蘭水蓑衣 �H�y�g�r�o�p�h�i�l�a �s�p.

多年生挺水性水生植物，僅知分布於

宜蘭地區。莖方形，無毛，高可達

150公分以上。葉對生，長橢圓形，

上下表面具白色短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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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08

浮葉家族

浮葉型水生植物，其根部固定在土壤中，葉

漂浮於水面，由葉柄支撐，其葉柄部分能依

水位改變而彎屈或伸展。

在園區中以睡蓮、黃花菱、臺灣萍蓬草及龍

骨瓣杏菜等最為常見。

科名    睡蓮科    N�y�m�p�h�a�e�a�c�e�a�e

屬名    睡蓮屬    N�y�m�p�h�a�e�a

睡蓮 N�y�m�p�h�a�e�a�c�e�a�e  �l�o�t�u�s �L.

多年生浮葉植物。具地下塊莖，可行

營養繁殖。浮水葉圓形，鋸齒緣。花

白色或淡粉紅色。

漂浮家族

漂浮植物，葉子浮水生長，且其漂浮植物的

根生活在水中，隨著水流到處飄行，其植物

體通常較為小型，但是繁殖力卻相當的驚

人。

在園區中較常見的有水鱉、青萍、滿江紅

等。

濕生家族

濕生家族的成員，植物體的根部生長在潮濕

的土壤中，植物體沒有浸泡在水中，只不過

這類植物所生長的環境，含水量較高。

在園區中較常見的有野薑花、香蒲、稃藎、

風車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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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名    狸藻科    �L�e�n�t�i�b�u�l�a�r�i�a�c�e�a�e

屬名    狸藻屬    �U�t�r�i�c�u�l�a�r�i�a

水紅骨蛇 �P�o�l�y�g�o�n�u�m  �d�i�c�h�o�t�o�m�u�m �B�l�u�m�e

多年生濕生植物，莖綠色至帶紅色，

具倒鉤刺，節處澎大。葉披針形。花

序二叉分枝，花白色至粉紅色。

科名   玄參科    �S�c�r�o�p�h�u�l�a�r�i�a�c�e�a�e

屬名   過長沙屬  �B�a�c�o�p�a

過長沙 �B�a�c�o�p�a �m�o�n�n�i�e�r�i (�L.) �W�e�t�t�s�t

多年生濕生植物，常見於田間水溝

中。葉肉質，對生，倒卵形。花腋

生，白色帶淺紫。具良好的適應能

力。

科名    蓼科    �P�o�l�y�g�o�n�a�c�e�a�e

屬名    蓼屬    �P�o�l�y�g�o�n�u�m

紅辣蓼 �P�o�l�y�g�o�n�u�m �g�l�a�b�r�u�m �W�i�l�l�d.

一年生濕生植物，高可達一公尺，植

株光滑無毛，節處膨大，橢圓狀披針

形，花序頂生，花粉紅色。

科名    �Z�i�n�g�i�b�e�r�a�c�e�a�e

屬名    �H�e�d�y�c�h�i�u�m

野薑花 �H�e�d�y�c�h�i�u�m �c�o�r�o�n�a�r�i�u�m �K�o�e�n�i�g

多年生濕生植物。地下莖橫走，叢

生。葉橢圓狀披針形。穗狀花序頂

生，花白色，具芳香味。

　　除上述簡介之水生植物

外，生態池中另有三白草、白

花紫蘇草、水薄荷、澤瀉、地

筍、田蔥等多樣的水生植物，

正引頸翹望，等待您的造訪。

　　而興建後的生態池，也吸引了多樣生物在此棲息，除了

本校積極復育的原生青　��魚

和水生黃緣螢外，蛙類、爬

蟲及昆蟲等也是隨處可見。

魚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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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12

主題與子題：憲明國小生態池－百花爭妍

教學節數：一節共40分鐘 

適用年級：三 �~ 六年級

教學目標：1. 培養細心觀察的探討態度。

　　　　　2. 能欣賞各種水生植物的花的美。 

　　　　　3. 能激起愛護自然的情懷。

教學計畫 教 學 重 點 教學資源
分配
時間

一、認識性別
教師指導學生認識花的性別，
單性花：一朵花上只有雄蕊或是只有雌
蕊，如野慈菇。
兩性花：花朵上同時擁有雄蕊和雌蕊
者，如過長沙。

圖卡 5分

二、認識花序
單生花序：花軸上只生一朵花，如台灣
　　　　　萍蓬草。
總狀花序：花軸上小花有花梗，如穗花
　　　　　棋盤腳。
穗狀花序：花軸上小花無梗或是極短，
　　　　　如田蔥。
圓錐花序：花軸上分枝後形成總狀花　
　　　　　序，如聚花草。
頭狀花序：花軸頂端圓盤狀，小花聚　
　　　　　生，如穀精草。
葇荑花序：花軸上聚生單性花，如水社
　　　　　柳。
聚繖花序：花軸頂端與兩側分枝各有一
　　　　　朵花，如畦畔莎草。
繖形花序：花軸頂端聚生小花呈放射　
　　　　　狀，如澤芹。
肉穗花序：花軸膨大成肉質，如菖蒲。

圖卡 10分

三、拈花惹草
教師帶領學生參觀生態池中各種水生植
物的花序，並做說明，讓學生親自比
較。

植物
花序實體

2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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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與子題：憲明國小生態池－民以食為天 

教學節數：二節共80分鐘 

適用年級：五、六年級

教學目標：1. 培養細心觀察的探討態度。

　　　　　2. 能知道那些水生植物具有食用性。

　　　　　3. 能親自體驗烹煮水生植物的過程。

　　　　　4. 能激起愛護自然的情懷。

教學計畫

教 
學 
重 
點

二、
豆瓣菜原生於歐洲地中海東部，19世紀末傳入中國，是中國華
南地區不可或缺的冬春兩季上市的蔬菜。豆瓣菜已歸化到臺灣野
地的水域，員山的溝渠可見。由於它屬於溫帶植物，要在思源啞
口、梨山等地才會開出白色的花朵。豆瓣菜屬於十字花科，每年
春天一到，就會吸引蚊白蝶在葉子上產卵，接著毛毛蟲就會把葉
子啃食一番，是蝴蝶的重要食草。豆瓣菜還是著名的水族缸水
草，商品名為蘋果草。

三、
空心菜又名蕹菜，是臺灣普遍食用的蔬菜，早在西元3世紀，張華
撰《博物誌》就有空心菜食用記錄，一般來說又分為水蕹菜和旱
蕹菜，以水生蕹菜莖葉較肥大，在大陸是直接將空心菜種植於浮
島上，屬於水耕的方式。臺灣就以礁溪的溫泉空心菜最有名了，
有人說溫泉的蔬菜好吃，倒不如說種在水裡的空心菜較脆、較好
吃吧！空心菜屬於旋花科，花型類似牽牛花，一般食用的空心菜
花為白色，但原生的空心菜花和芋頭原產中國和印度，野生種皆
長在水邊，在中國很早就被馴化和栽培。

四、
芋在中國至少有2300年的歷史，芋本義為「大」，因為取其膨大
的莖而食用。宜蘭有一項名產「芋泥」，其原料又以員山鄉蓁巷
村的檳榔心芋全省有名，爭相購買，這與當地的水質有關，因此
蓁巷村要以此為社造的起點。
莖為淡紫色。

五、
龍骨瓣莕菜最大的特色，是花瓣上有一個如龍骨的板狀突起，故
稱之龍骨瓣莕菜。民國70年前，高雄美濃的中正湖生長不少龍
骨瓣莕菜，但湖中生態改變使龍骨瓣莕逐漸消失。有一位鍾姓居
民，將族群移植到附近的水塘種植，並當成蔬菜販賣，成為當地
名菜「野蓮」，族群也因此倖存下來。一般是將葉柄切成4公分長
段，與醬油及薑絲同炒，並加入沙茶醬及豆瓣醬調味，炒後別有
一股清香，與學菜及尖瓣花同為美濃地區名聞遐邇的原生蔬菜，
堪稱美濃菜之「三寶」。

第一節　尋找食材

分配時間：40分

教 
學 
重 
點

教師針對下列可以當成食材的水生植物，帶領學生於生態

池觀察其實體，並做說明。

一、
大葉石龍尾在臺灣是零星分佈在農田、沼澤濕地的植物。和臺灣
許多水草一樣，因為環境變遷而瀕臨消失，在員山的尚德僅存幾
棵。在石龍尾家族屬於葉子較大種類，因此被稱為「大葉石龍
尾」。有一股濃郁的八角味，又稱為田香草，以往是原生在宜蘭
的田裡，農夫下田前為防止被蚊子叮咬，會將葉片塗抹在身體
上，當成天然的防蚊液。田香草也是傳統的香料植物，鮮嫩的新
芽和葉片，可以炸成蔬菜天婦羅、烘蛋、蛋餅或炒蛋，也可以直
接清蒸海鮮或醃製開胃小菜；在越南還是一種食用生菜，包在春
捲中在市場販賣。另外田香草也有藥用的功能，被刻意的種植下
來，否則臺灣就少了這種美麗的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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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學 
重 
點

六、
荸薺別名馬蹄、馬薯等，球莖脆甜多汁，球莖中還含有一種不耐熱的
抗菌物質��荸薺英，對金黃色葡萄球菌、大腸桿菌和綠濃桿菌等有抑制
作用，是急性腸胃炎的佳品，也可做為蔬菜及水果，早在西元前1世
紀《爾雅》就有荸薺的記錄，是一種產量高、銷路廣的經濟作物，在
蘭陽平原也有少量種植。臺灣的甜荸薺是由大陸引進的，原生的種類
是不結種球的野荸薺，在宜蘭原生地是如宜蘭河、雙連埤和聖湖溼地
等。其莖中空有節，可貯存空氣，以備淹水時仍可進行光合及呼吸作
用，用手按了會有「ㄅ一ㄅ一」的聲音，是水生植物的特徵之一。

七、
茭白又稱為「菰」，在西元前3世紀的周朝就很重視「菰」」的利
用，但當時是採其「米」，故古名有茭米、菰米等稱呼，用菰米製成
的飯稱為「菰飯」。自西元6世紀以來，由於一種食用黑粉菌在菰苗
基節發生，形成畸形肥大的蟲癭，菰感染這種病害，不能再抽穗開
花，因此不能生產穀類，轉變為食用其膨大莖節為蔬菜，稱為「茭
白」。曾與鱸魚、蓴菜並列江南三大名菜。
茭白筍是宜蘭農田常見的水生蔬菜，一般為了讓茭白的顏色較白，農
民會在水面上種植浮萍科植物，防止水面透光，形成茭白和浮萍伴生
的現象。

八、
荷花是用途甚廣的水生經濟植物，不僅可供食用、藥用，還是中國十
大名花之一，以藕和蓮子為主產品，藕節、胚芽、花、雄蕊、蓮梗、
蓮葉蒂等可入藥。蓮子殼、蓮蓬殼具有單寧，可做染料。

九、
蓮花是一種古老的被子植物，原產中國和印度，在五千多年前出土的
瓦罐就有蓮子，在《詩經》中分別有“山有扶蔬，隰有荷華”和“彼
澤之陂，有蒲與荷”的詩句。在中國的歷史悠久，已分化出藕蓮、子
蓮、花蓮三大類型的品系。

十、
在臺灣共有兩種紫蘇草，一種是原生在南仁湖的紅花紫蘇草，沒有香
味，另一種則是分佈在北部的擬紫蘇草（白花紫蘇草）。每到春天，
休眠過後的白花紫蘇草紛紛甦醒，展開翠綠的幼芽，夏天是它開花生
長的旺季，筆者在雙溪福隆一帶總會看見它的身影，可見它是早期平
原常見的水草。用手搓揉它的葉片，身上有一股紫蘇味，是臺灣原生
的香草植物。在藥用功能上則是用來治療婦人的頭暈目眩及腹痛等。

第二節　我是大廚

分配時間：40分

教學資源：烹飪用具

教 
學 
重 
點

教師可依季節挑選適合的食材來進行教學活動。

菜    名 菜    式

金玉田香水胡椒 田香煎蛋

潤肺聖品豆瓣餚 豆瓣炒肉絲

翠璃空心清香客 炒空心菜

拔絲金芋聖龍涎 拔絲芋頭

漾漾捲瓣水皮蓮 炒野蓮

素風聞香玉馬蹄 荸薺蒸肉

紅蘿白筍映海蜇 涼拌筊白筍

手把芙蓉鑲金穗 荷葉飯

蓮仁香芋素還真 芋頭蓮子湯

沁涼清透紫蘇冰 水紫蘇冰沙

以上教學活動用到的食材有：大葉田香、豆瓣菜、空心菜、芋頭、龍
骨瓣莕菜葉柄、甜荸薺、筊白筍、荷葉、白米、蓮子、白花紫蘇草。

大葉田香 豆瓣菜 空心菜 芋頭

龍骨瓣莕菜葉柄 睡蓮 蓮藕 白花紫蘇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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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嘗過用天然的地熱溫泉煮的

蛋嗎？天然的地熱溫泉煮出來的蛋特

別的香�Q滑嫩，你一定要來嘗嘗看。

而清水地熱不只能煮蛋，它天然的美

景也一定要介紹給大家認識，就讓我

們來為「清水地熱」細說從頭。

清水地熱
     煮蛋趣

作者 鐘淑香老師

你

密不透氣的岩層，通常是沈積岩及火成岩，因為不發生對流

作用，故其中溫度梯度很大。我們可想像此地熱儲集構造是

熱源在下、儲集層居中、蓋層在上、地下水由側面補給，恰

似一個天然燒開水的茶壺。 

　　若鑽井鑽到儲集層，會有大量的熱水及蒸氣噴出。工程

人員根據流體的溫度及壓力將其做不同用途，溫度高的用於

發電，低的則直接用於暖房及工業用途等。

資料來源：《科學發展》2002年11月，383期14�-19頁。

清水地熱發電廠

　　民國65年，中油公司在此地鑽井探勘，發現清水地熱

溫泉附近蘊含豐富地熱，極具工業用價值，便著手研究開發

工作，終於在民國70年，成功地完成台灣第一座地熱發電

廠，為台灣地熱發電開發寫下新的里程碑，但迫於其經濟效

益差，目前己關閉廢棄，看著廢棄的發電廠著實感到惋惜，

曾經是獨步全臺的地熱發電，在不敷經濟效益下，不得不

讓它黯然退場，目前

它仍然屹立在清水溪

谷旁，似乎在提醒著

人們，它也曾經有光

榮輝煌的一段。右圖

就是廢棄的地熱發電

廠。

地名由來- -什麼是地熱？

　　之所以會取名為「清水地熱」是因為此地有一特殊的天

然景觀，也就是「地熱」。而何謂「地熱」呢？「地熱」是

存在於地球內部的熱能，使得地溫隨深度而增加，而熱能也

會經由地球內部傳送至地表消散。地溫梯度大約是每下探一

公里，溫度上升攝氏 30 度。

　　當雨水降至地面，並滲入為地下水，再經斷層或裂隙深

入地下，經地熱加熱後，大部分熱水儲存在滲透性良好的儲

集層，如砂岩或裂隙岩層。小部分熱水再循環上升，湧出地

表，形成溫泉或噴氣孔。熱水在儲集層時因受到蓋層的阻

擋，會滯留在儲集層內，並在此發生對流作用。蓋層為一緻
廢棄的地熱發電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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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水地熱」位於宜蘭縣的大同鄉境內的清水村南側的

清水溪谷中。清水溪三面環山，溪谷開闊，四周青山層層疊

疊，遠近高低各不同，豐富的層次感，籠罩著輕薄雲霧，營

造出一幅大自然的美景，令人心曠神怡。

　　從遠方往溪谷望去，裸露的河川上可以看到白煙裊裊，

那便就是「清水地熱」的所在了。

溪谷開闊 白煙裊裊

�附近攤販

遊客車輛

清水地熱的地理位置與美景

群山環繞、溪水潺潺

　　越走近地熱池，一股股水煮蛋香迎風

而來，讓人忍不住加快腳步想一睹地熱池

的真實面貌。越靠近地熱池，就能感受到

地面的溫度越來越高，陣陣的往上飄散的

水蒸汽，更令人感受到「地熱」威力。當

靠近地熱池時，充滿熱氣的水蒸氣令人有

點睜不開眼，定睛一看，小小的水池像一

鍋滾燙的熱開水，水不停的往上翻滾，伴

隨著啵啵啵的聲音不絕於耳，水溫高達攝

氏95度，難怪可以煮食。

�熱氣奔騰

�出口泉水翻滾

　　但是這裡不僅可以煮蛋，也適合全家一起郊遊踏青，夏

季時，還能戲水消暑，是一個四季都能遊玩的所在喔！不過

如颱風過後的時期就不適合，因為此地為溪谷河床，颱風過

後定會溪水暴漲，因此，盡量避免颱風過後到此地遊玩，以

免發生危險。

　　即使非假日仍舊吸引大批人潮，因

此，溪谷旁空地總是停滿朝聖車輛，就

連攤販也來湊一腳，販賣一些可以煮食

的東西，例如：雞蛋、玉米、地瓜等，

而用來煮食的用具就是一般用來補昆

蟲、撈小魚的網子，所以來此地的民眾

總是人手一支，他們並不是要來採集野

生動物的喔！是要來煮蛋的！

自
行
開
車

1. 台北走北部濱海公路台2線，從頭城進入，接台9省道到羅     

    東後，右轉到環鎮道路接中山西路台7丙線往三星直行至天

    送埤，再延指標過長埤湖續行至清水橋前　左轉約5公里。

2. 台北走新店北宜公路接台9省道到達羅東後，右轉到環鎮道

    路接接中山西路台7丙線往三星直行至天送埤，再延指標往

    長埤湖續行至清水橋前左轉約5公里。

火車 搭乘北迴線火車，在羅東站下車，再租車前往。

交通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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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這 裡 煮

蛋 需 要 準 備 哪

些 東 西 和 注 意

哪 些 事 項 呢 ？

下 列 特 地 為 您

做好整理。

1 食材
● 蛋（最受歡迎）
● 玉米、地瓜不可少

也可以發揮您的創意，
會有意想不到的好味道。

煮
玉
米

做好整理。

2 用具
野採用網具，因長柄使用方
便，也可以用束口型的網袋，
但使用要非常小心。但使用要非常小心。

長 柄 網 具

束 口 網 袋

清水地熱煮蛋趣

3 注意事項
● 地熱水溫高，要注意安全，過去已有多
起跌入地熱池發生燙傷的事件發生，因此
活動期間大人小孩都必須特別注意安全。

● 請將帶來的垃圾帶走。由於遊客日增，
製造大量的人為垃圾，並且隨手丟棄，造成地熱池附近髒亂
不堪。

警 告 標 示

清水地熱的美麗與哀愁

　　平日清水地熱就有不少的遊客，假日更是滿滿的車潮與

人潮，但由於遊客大多缺乏公德心，垃圾隨手丟棄，造成附

近髒亂不堪。

垃圾污染了美麗的大地 都是人為製造

煮 蛋

�溪谷裡處處可見垃圾 �如果沒有垃圾這是多美好的畫面

　 　 如 大 家 能 發 揮 公 德

心，只留下美好回憶，將

不屬於這片大自然美景的

東西帶走，將能讓更多人

好好享受這大自然的特殊

美景。

～這樣的美麗需要大家共同的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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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與子題：水電能源－探索清水地熱

教學節數：四節共160分鐘

適用年級：三年級上學期

教學目標：1. 能實際觀察並記錄相關探索活動。

　　　　　2. 了解地熱形成的原因。 

　　　　　3. 能完成作業。

　　　　　4. 能說出本學期主要活動內容。

融入議題：資訊3�-4�-4

教學計畫

第一節　認識溫泉

能力指標序號：自然1�-2�-5�/自然1�-2�-2�/自然4�-2�-2�/自然3�-2�-4

十大能力序號：（八）（九）（十）

︵
含
分
配
時
間
︶

教
學
大
綱
及
評
量
方
式

 

【活動一】水為什麼會熱：10分鐘
 1. 水為什麼會熱？（學生自由發表）
 2. 你洗過溫泉浴嗎？（學生自由發表）

【活動二】認識溫泉：20分鐘
 1. 溫泉形成的原因。
 2. 溫泉的種類。
 3. 縣內溫泉簡介

【活動三】認識清水地熱：10分鐘
 1. 去過的舉手。那裡可以做什麼？(學生自由發表)
 2. 清水地熱簡介。

第二～四節　探索清水地熱

能力指標序號：綜合1�-2�-5�/綜合2�-2�-2�/綜合4�-2�-2�/綜合3�-2�-4

十大能力序號：（八）（九）（十）

︵
含
分
配
時
間
︶

教
學
大
綱
及
評
量
方
式

本活動需要車輛、溫度計、煮蛋用具等器材，請事
先準備。能先勘查地形最好。
【活動一】出發：20分鐘
 1. 出發前叮嚀。
 2. 下車先集合說明注意事項。

【活動二】探索一：30分鐘
 煮幾分鐘的蛋剛好熟？1. 將蛋分成四組。
 　　　　　　　　　　2. 設定不同時間拿起。
　　　　　　　　　　 3. 檢查並記錄。

【活動三】探索二：10分鐘
 溫泉有多熱？
 1. 在泉口四周選3到4個地點測量泉水的溫度。
 2. 你洗過溫泉浴嗎？（學生自由發表）

【活動四】點心時間：20分鐘
 品嚐水煮蛋、玩玩打水漂。

【活動五】環境介紹：10分鐘
 地熱發電廠雖然已經關閉，從外圍還是可以做簡  
 單介紹。

【活動六】本學期回顧：10分鐘
 1. 這學期的特色課程上些什麼？
 2. 老師總結。

【活動七】回程：20分鐘

自然生態系列981015.indd   30-31 2009/11/11   下午 03:49:26



自然生態系列清水地熱煮蛋趣

25 26

學習單 - 清水地熱煮蛋趣

一、認識地熱：

　　地球外殼甚薄，內部溫度都比地表高。從地表到幾十公

里深處，每深100公尺溫度約升高3℃，再深則溫度隨深度的

變化較緩，在100公里深處，溫度約1000℃，地心溫度則估

計約6000℃。

二、蛋煮幾分鐘才會熟實驗：煮蛋溫度80到86℃左右變化

煮蛋時間 數量 結果

15分鐘 4粒 蛋黃、蛋白都沒熟。

20分鐘 4粒 一粒全熟其它蛋黃蛋白部分沒熟。

25分鐘 8粒 有 5 顆部分蛋白沒熟。

30分鐘 16粒 有幾顆部分蛋白沒熟（沒記錄）。

三、這次「蛋煮幾分鐘才會熟？」的實驗失敗。下次實驗你

　　會怎麼做？

　　＿＿＿＿＿＿＿＿＿＿＿＿＿＿＿＿＿＿＿＿＿＿＿＿

　　＿＿＿＿＿＿＿＿＿＿＿＿＿＿＿＿＿＿＿＿＿＿＿＿

　　＿＿＿＿＿＿＿＿＿＿＿＿＿＿＿＿＿＿＿＿＿＿＿＿

沒熟可能原因：1. 蛋沒翻動   2. 數量不一樣   3. 泉水溫度不穩定

四、我的洗澡水溫度是＿＿＿℃。

五、請將下列說明圖解釋給大人聽：

雨水
噴氣孔

溫泉

我說給＿＿＿＿＿＿＿＿＿聽

請簽名：＿＿＿＿＿＿＿＿＿＿

地下 水面

高溫熱源

通氣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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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陽發電廠包括天埤及圓山這兩個分廠。下圖為天埤分

廠，也就是我們所要走訪的發電廠。

訪
蘭陽水力發電廠

作者 鐘淑香老師

蘭

蘭陽發電廠天埤分廠簡介

　　位於天山村電力路25號，約在天山村天送埤山南側。前

身為天埤發電廠，大正10年1月開始興建，大正11年6月三組

發電機組正式啟用，昭和8年7月開始第二期裝機工程，增設

一組發電機組，同年12月正式啟用；民國66年9月30日與圓

山發電廠合併，改制為蘭陽發電廠天埤分廠。

　　該廠的取水口係引自蘭陽溪與清水溪的交會處，先引至

九芎湖沉沙，再以落差40公尺的水力為動力，推動渦輪水

車，帶起發電馬達。完工當時是臺灣全島排名第三的電廠，

而其發電後的尾水，則流入安農溪，供下游廣大地區農田灌

溉用。現發電水源除了上述取水口之外，也利用圓山機組的

尾水進行發電，目前共有4組發電機組，其中3個機組的單機

裝置容量為2125瓩，1個機組的單機裝置容量為2000瓩，總

發電量可達8375瓩。

水力發電的原理

　　水力發電係利用河川、湖泊等位於高處具有位能的水流

至低處，將其中所含之位能轉換成水輪機之動能，再藉水輪

機為原動機，推動發電機產生電能。因水力發電廠所發出的

電力其電壓低，要輸送到遠距離的用戶，必須將電壓經過變

壓器提高後，再由架空輸電路輸送到用戶集中區的變電所，

再次降低為適合於家庭用戶、工廠用電設備之電壓，並由配

電線輸電到各工廠及家庭用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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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發電機組

廠區內有四組渦輪水車和發電機組，它們被塗上了鮮紅

及草綠色，強烈的對比色彩，讓這八十幾歲的老機器看

起來依然生氣蓬勃，活力十足！

二、控制室

控制室24小時皆要有人輪流職班，因為關係到民眾用

電的權益，台電人員可一刻都不能疏忽呀！看著密密麻

麻、大大小小的儀表版，已經

快頭昏眼花了，在控制室工作

的 工 作

人 員 真

是 辛 苦

了！

控制室除了要監控大大小小的儀表板外，還要隨時監

控進水口的狀況，因此控制室內有

進水口的即時監控，隨時掌握進水

口的狀況，例如颱風來臨時，水質

會過於混濁，這時就不適合進水用

來發電，因為可能會造成機械的損

壞，此時就要先將進水口封閉。 �進水口的即時監測

三、引水管

蘭陽發電廠是利用水位差來發電，右

圖中綠色管就是引水管。下方洞口就

是出水口，其尾水流入安農溪。

廠區介紹

�控制室內

�控制室內的儀表板

四、電塔

發電機所產生的電能透過電塔分配輸

往所需的地方。

　　在電廠工作一定要非常的小心，做任何操

作前一定要再三確認，否則可是會有生命危險

的喔！因此，在電廠裡外都可以看到許多的警

示標語，即使有多年工作經驗的老員工也是不

能掉以輕心。 �警示標語提醒操作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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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蘭陽發電廠發電後排放之尾水流入安農溪，安農溪原名

電火溪，日治時期，日人為設立水力發電廠，在蘭陽溪上游

截流引水入清水發電廠，先引到九芎湖經沉沙過程，再提供

送天埤發電廠發電後之「尾

水道」，是為「電火溪」

之由來，其不僅照亮蘭陽

平原，也提供農作灌溉之主

流，直至民國六十七年改稱

安農溪。

�電廠尾水排入安農溪

安農溪的源頭

一、人類目前的發電方式

水力發電 利用水車轉動的磁場原理產生電流。

火力發電 利用燃燒水蒸氣衝力帶動發電器原理產生電流。

風力發電 利用風車轉動的磁場原理產生電流。

核能發電 利用核子物理反應(脈衝)原理產生電流。

太陽能發電
是利用太陽光照射在半導體上，由太陽光提供能 量造

成電子的流動原理產生電流。

地熱發電
於地球的核心是高熱的岩漿，如能予以利用，透過蒸

汽的形式，將其引至渦輪機使其帶動發電機就是地熱

發電。

潮汐發電

漲潮時，外面的海平面較高，透過堤防底部開口所設

置的水輪帶動發電機，當海水發電後流入內海，雙方

水面一致時，即關閉水閘。等到退潮後，內海水面高

於外海，再開啟水閘，再行發電，每次潮差都可以發

一次電。

生質能發電
利用垃圾或動物排泄物所生成的沼氣來發電，主要是

以內燃機的方式帶動發電機。

海浪發電

利用海浪能量的方法。一種是使用一個浮桶連接一個

長臂伸入海中，岸上則利用槓桿原理，帶動一個唧

桶，用以產生動力來發電。另一種則是在海水中建築

一個上下都有開口的箱狀物體，當海浪來時，箱中的

水位上升，壓縮箱中上部的空氣由上方出口排出，而

上方出口則安裝一個像風扇一樣的葉片，風力的作用

轉動葉片用以發電。當海浪退下，水位下降，排風變

為吸氣，風扇反向旋轉亦可發電。

「電」的小常識

　　蘭陽發電廠與太平山鐵道之間還有一段故事—當初太平

山的木材是利用蘭陽溪這條水道順流而下，將木材運下山，

而電廠則是看上蘭陽溪水位的高低差，所以開發為水力發電

廠，但河流就只有這麼一條，蘭陽溪被電力公司截去發電，

山上的木材就無法下山，因此電廠只好蓋鐵路以交換水權，

因此土場到天送埤間的太平山鐵道就是由電力公司出資興建

的。

蘭陽發電廠與太平山鐵道的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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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台灣目前所使用的發電方式

火力

水力

核能
● 火力 71�%

● 核能 15.5�%

● 水力 13.5�%

● 風力 極少

三、節約能源 �- 家庭中的省電妙計

　　家用電器是我們生活的良伴，就耗電量而言，冷氣機首

當其衝，其他像電冰箱、烘乾衣機、除濕機、電鍋、電熨

斗……等耗電也不少。但是如果我們能稍加注意，就可節省

不少的能源，使每一度電源都能發揮最高效率。正確使用電

器產品的方法一定可以節省你家的電費，而且也可以為我們

台灣的能源延年益壽。

　　冷氣機

溫度設定要適當，以室溫28℃為宜。因每提高1℃就可省下6�%
的電量。

白天可加用窗簾，減少冷氣的消耗量。

空氣濾網記得每隔二至三周清洗一次，可以加快降低室內的溫
度和空氣的循環。

冷氣機要安裝在不受日光直射的地方，且要加裝遮陽蓬避免日
曬雨淋，以延長機器壽命。

冷氣機的噸數要適合房間大小，且開啟時要緊閉門窗，並把風
口的障礙物移開，使冷氣能由上往下吹送；如果和電風扇同時
使用更可加強冷氣效率。

　　電鍋

煮飯前，洗好的米要浸泡約30分鐘後再煮；開關跳脫後再燜15
分鐘才把鍋蓋打開，如此便可煮出香Ｑ可口的飯！

保溫的時候飯匙不要放在鍋子內，而且要將鍋蓋蓋好，保溫的
時間不要超過12小時，否則飯會產生怪味！

電鍋不用時要將電源插頭拔掉，以防止不必要的耗電。

電鍋不用時要將電源插頭拔掉，以防止不必要的耗電。

　　電冰箱

冰箱不要放在發熱器具旁邊（如瓦斯爐……），或太陽照得到
的地方，因為當冰箱周圍溫度提高10℃時，冰箱耗電量就會增
加10～20�%。

冰箱背面與牆壁要保持十公分以上的距離，以保持較佳的散熱
效果，達到較好的運轉效率。

為了保持冷藏效果良好，貯存物應只放8分滿，使冰箱內冷度均
勻，而且要等食物降溫後再放入冰箱。

冰箱門縫的墊圈如損壞要立刻修復，才能防止冰箱內冷氣洩
出，增加耗電量。

減少電冰箱開門次數，因為只要開一次冰箱，壓縮機就得運轉
十分鐘，才能達到原來的冷藏溫度。所以減少冰箱開門次數或
縮短開門時間，就可以減少冰箱的耗電量。

要經常清理冰箱內外，冷卻用的蛇管及散熱網也要定期清潔，
才能保持較好的熱交換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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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走廊及通道等照度需求較低之場所，可設定隔盞開燈或減少燈
管數；須高照度的場所，採用一般照明加局部照明方式補強照
度。 

燈管及燈具應該定期擦拭、清掃，以提高反射率。

洗頭髮後，應用毛巾將頭髮擦乾些再使用吹風機以節省吹髮時
間之耗電量。

先整理房間再使用吸塵器，可以減少吸塵器使用時間。

電熱水器使用220�V，並應加裝漏電斷路器，安全又省電。

瞬間電熱水器裝置於水龍頭端，沒有保溫熱損，比較省電。

　　電視

電視機放置至少應離開牆壁10公分以上，以利散熱。

用放影機影像輸出端子連接電視機影像輸入端子，除提昇畫質
外，並可減少功率消耗。

長時間不看電視應拔掉電源插頭，床前電視可設定睡眠定時開
關。

　　熱水器

台灣中南部先天上日曬充足，如果裝置太陽能熱水器，不但方
便安全而且可節省七成以上的瓦斯和電費。根據估算，一般五
口的家庭所使用的太陽能熱水器，集熱面積約3平方公尺，儲熱
槽容量約200～300公升。

主題與子題：水電能源－給你來電 

教學節數：四節共160分鐘 

適用年級：三年級上學期

教學目標：1. 知道學校到電廠的路程

　　　　　2. 能獨立完成作業單

　　　　　3. 了解簡單的發電過程

　　　　　4. 培養節約用電的好習慣 

教學計畫

第一～三節　參觀發電廠

能力指標序號：綜合1�-2�-5／綜合2�-1�-4／綜合3�-2�-4

十大能力序號：（九）（十）

︵
含
分
配
時
間
︶

教
學
大
綱
及
評
量
方
式

 

【活動一】行前說明：10分鐘
 到2樓看家鄉地圖，了解進水口、九芎湖、發電廠 
 等的相關位置。

【活動二】來去發電廠：30分鐘
 1. 提醒學生路上注意安全，參觀時應注意禮節。
 2. 整隊出發。
 3. 小組採購：每組60元到商店買零食並記錄。

【活動三】參觀電廠：40分鐘
 1. 看影片。
 2. 先參觀後面四支大水管。
 3. 參觀內部請電廠人員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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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四】點心時間：10分鐘

【活動五】拜訪老茄苳：20分鐘
 1. 天送埤的故事
 2. 問候老茄苳。學生摸著樹幹問候他。

【活動六】回學校： 20分鐘
 發作業單。

第四節　電費大剖析

能力指標序號：綜合1�-2�-5／綜合2�-1�-4／綜合3�-2�-4

十大能力序號：（九）（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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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一】電費的內幕：20分鐘
 1. 學生事先搜集家裡一至十月的電費。
 2. 依據全班的資料，分析用電情形。
 3. 請節約用電。

【活動二】省電撇步：10分鐘
 1. 先請學生討論後發表。
 2. 老師歸納。

【活動三】訂正電廠學習單：10分鐘
 1. 訂正上次所寫的學習單。
 2. 複習。

學習單 - 訪蘭陽發電廠

一、選擇題：

1.（ 　）蘭陽發電廠是利用什麼發電？��

　　　　 1) ������核能　2) ��火力��　3) 水力

2.（　 ）蘭陽發電廠內有幾個發電機組？��

　　　　 1) 5組　2) ��4組　3) ��3組

3.（ 　）電廠排出的尾水注入哪一條溪？

　　　　 1) ��安農溪��　2) 九寮溪��　3) 清水溪

二、請寫出至少五個節約用電的方法，可以想到越多越好　

　　喔！

　　＿＿＿＿＿＿＿＿＿＿＿＿＿＿＿＿＿＿＿＿＿＿＿＿

　　＿＿＿＿＿＿＿＿＿＿＿＿＿＿＿＿＿＿＿＿＿＿＿＿

　　＿＿＿＿＿＿＿＿＿＿＿＿＿＿＿＿＿＿＿＿＿＿＿＿

　　＿＿＿＿＿＿＿＿＿＿＿＿＿＿＿＿＿＿＿＿＿＿＿＿

　　＿＿＿＿＿＿＿＿＿＿＿＿＿＿＿＿＿＿＿＿＿＿＿＿

三、接寫練習：【至少60個字。還要美編喔！】

　　這次參觀發電廠讓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如果下次再　

　　去我會......。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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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埤湖風景區覽勝
作者 林錫欽老師

 　　山中幽谷，猶如純樸

的小孩，閃爍著湛藍的眼

神，對你微笑…」，這是

長埤湖寫照；也是自然對人

召喚。來…讓我們走進綠色

的山水，接受天地精靈的邀

約。

　　長埤湖是一座天然湖泊，位

於三星鄉員山村，臨【台7丙：

7.5�K】省道邊緣，前往棲蘭、太

平山的遊客，必定會在樹梢搖動

處，驚見一方碧綠長形湖泊，目

光就會被深深吸引，它是藏匿於

山嶂間的一塊綠寶石，湖水來源

有說是地下湧泉形成，或稱雨水

匯集成湖，雖然沒有河川傾注，也

終年不會乾涸，海拔高度約175至190公尺，是一處消暑的好

地方。

「 　　長埤湖湖光山色，景緻幽雅，湖濱四周植物屬亞熱帶次

生林相，山坡被開發成茶園果樹，雖然已不見原生樹林，但

在社區和鍾愛自然人士的努力下，仍能保持靈秀之美。

　　這裡的湖水清澈，景色迷人，蝶

類、鳥類資源豐富，且湖內飼養之黑天

鵝及綠頭鴨在努力保育下，數量日漸增

多，更使湖面生色不少，加上習於人們

的餵食，成了孩童們的最愛。

　　早年，三星鄉公所配合縣府「觀光

立縣」，規劃此區，現在，本風景區

內設有涼亭景觀、觀湖步道、兒童遊戲

區、及寬敞停車場。每逢假日總吸引不

少遊客前往，區內有道地的蘭陽小吃攤

位，販售：臭豆腐、肉羹米粉、花生捲冰淇淋、燒烤等。

　　近年，三星鄉積極推動螢火蟲復育暨規

畫區域生態旅遊資源計畫，區內發現有黃緣

螢、擬紋螢、小紅胸黑翅螢、梭德氏脈翅

螢、山窗螢、雲南扁螢、橙螢、紅胸窗螢，

其中以水生之黃緣螢數量最多。

長埤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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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7丙：11�K】路旁，有設

立標示牌，從三星方向來的

人，請右轉進入，穿過入口

涵箱後，進入園區。

長埤湖導覽

過涵箱，區內設有一免費停

車 場 ， 可 以 停 靠 不 少 的 車

輛。停車場旁規畫一處兒童

遊樂場，也有一處新闢的螢

火蟲復育區。

註一：學習單（一），請參考

第  54 頁

進入園區前段，規劃了：景觀涼亭和

花架…等人工設施可供野餐和休憩。

　　在景觀涼亭和湖邊的階梯上，我們發現到許多拼貼圖案

和文字，這是1996年由當地小學生，用不同形狀、顏色和材

料所組成的，簡單的線條和構圖，看來自有一番童趣。

註二：學習單（二），請參考第  5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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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湖步道延著湖邊西側建成，可沿湖步行去回不用半小

時，很適合散心。湖面上有：隨人討食的綠頭鴨、鵝；輕巧

潛入水中的小鷿鷈…，甚至，有時候還可以看到過境的鴛

鴦。看它們浮游綠水，昂首鳴唱；岸邊清理羽毛的模樣，可

以感受到身處幽谷中的自在。

註三：學習單（三），請參考第  56 頁

　　環湖步道上，湖的這一邊可以瀏覽湖光山色；另一邊上

有各種樹木，下有各式花草，成了許多小生物居住和覓食的

極佳環境。前者，建議來訪者張大眼睛，備妥望遠裝備，盡

情搜尋大自然精靈的蹤影；後者，則建議閉上眼睛，豎起耳

朵，聆聽感動人心的自然樂音。

註四：學習單（四），請參考第  5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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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環湖步道回到涼亭，我們

經常見到一些遊客，手持釣

竿，怡然自得垂釣其中。偶

見不怕人的鴨子從身旁，搖

頭晃腦走過，頗具趣味。

沿著涼亭向東走來的遊園

步道，旁邊剛好有一道湖

水的出水口，緩緩流向園

區 的 螢 火 蟲 復 育 觀 賞 路

線。

　　因此，強烈建議來訪的人們，把自己的身體準備好，好

好地『蒙上眼睛』和『善用鼻子』，用嗅覺來仔細聞，嘗試

新鮮有趣的觀察。

註五：學習單（五），請參考第  58�~59 頁

水道中，草掩處是螢火蟲

幼蟲的育嬰房。兩側正開

著香味撲鼻的野薑花、各

式各樣的野花草，旺盛的

生命力，已經侵入了鵝卵

石舖面的步道。

園區草地上可供休憩的人工

設施，綠蔭圍繞中，自然的

氣味充斥其間，這裡是一處

賞心悅目，放鬆心情的好地

方，更是一處觀察極佳的自

然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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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園區除了的生態豐富，遊憩性也

高，假日中的旅客不少，加上區內並沒

有設立專人管理，部分設施面臨自然的

考驗和人為頻繁使用，已見失修和些許

破壞。在此，筆者提醒來訪的朋友，

「除了照相，屬於長埤湖的一草一木，

請勿帶走；不屬於長埤湖的垃圾，請勿

留下！」。

後記

　　因此，每當筆者帶學生來此探索時，都會特別安排一次

環境清潔活動，也希望喜愛尋幽訪勝的朋友，看見可做「功

德」的時刻，能夠蹲下身體，用手為長埤湖的美麗加分。感

恩…。

來到長埤湖和自然學習，我們建議從兩方面來：教學者和學

習者。希望這些事前的準備，能夠幫助你收穫更多。

一、教學者：

1. 利用網路搜尋長埤湖相關資料或本學習手冊，規劃教學的

    目標。

2. 根據搜集的資料，擬定教學計畫或行程表。

3. 搜集花草、樹木、蟲、魚、鳥、獸的圖鑑和網頁。 

4. 利用圖鑑辨識和瞭解本步道中常見的動植物…等。

5. 備妥照相機拍攝遠、近物的技術。

6. 熟悉用相片來辨識和瞭解本步道中常見的動植物…等。

7. 寫通知單告知家長，內容包括教學內容、注意事項和攜帶  

    物品…等。

8. 準備一顆謙遜之心，安靜地走入自然。

二、學習者：

1. 利用網路搜尋長埤湖風景區相關資料，認識長埤湖。

2. 根據搜集的資料，預定學習目標。

3. 準備本步道中常見的動植物…等相關的圖鑑。

4. 備妥照相機，練習拍攝遠、近物的技術。

5. 備妥筆記本、繪圖用具，練習繪描和拓印的技術。

6. 準備野外探索活動所需服裝、用具和安全事項。

7. 學習用一顆謙遜之心，安靜地走入自然。

教學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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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單(一) - 尋幽訪谷長埤湖

　　親愛的朋友，這次我們要去探索的是，在宜蘭三星的長
埤湖，去體驗「一塊藏匿於山嶂間的綠寶石」天然湖泊，與
欣賞山谷中的「蟲魚鳥獸」，想想看，在出發前我們應該怎
麼計畫，才能讓旅程美好又安全。

第一關

我們什麼時候出發，搭什麼交通工具，在那裡集合呢？

答：＿＿＿＿＿＿＿＿＿＿＿＿＿＿＿＿＿＿＿

第二關

我們車行的路線是什麼，預計花費多少時間呢？

答：＿＿＿＿＿＿＿＿＿＿＿＿＿＿＿＿＿＿＿

第三關

我們要行走環湖的步道較潮濕，湖邊可以賞鳥，

觀察活動時應該準備什麼樣的配備呢？

答：＿＿＿＿＿＿＿＿＿＿＿＿＿＿＿＿＿＿＿＿＿＿＿＿＿＿＿

第四關

我們在野外進行活動時，要注意那些事呢？例如：草叢中有蛇出

沒，應該怎麼做，才會兼顧安全和生態保育呢？

答：＿＿＿＿＿＿＿＿＿＿＿＿＿＿＿＿＿＿＿

第五關

還有什麼東西你想到的？

答：＿＿＿＿＿＿＿＿＿＿＿＿＿＿＿＿＿＿＿

學習單(二) - 綠色鑲嵌畫

　　親愛的朋友，你對湖邊階梯上的鑲嵌畫感到好奇嗎？這
種藝術是用有色石子、陶片、琺瑯或有色玻璃小方塊做成的
圖畫。主要用以裝飾建築物天花板、 牆壁和地面。據說古代
東方，後希臘、 羅馬普遍應用。現存作品以拜占庭藝術中的
鑲嵌畫為最豐富。你也可以用自然材料嘗試看看，體驗一下
有環保概念的「綠色鑲嵌畫」喔！

第一題

請問你在園區內找到多少個鑲嵌畫作品呢？

你最喜歡哪一個？為什麼？

答：＿＿＿＿＿＿＿＿＿＿＿＿＿＿＿＿＿

　　＿＿＿＿＿＿＿＿＿＿＿＿＿＿＿＿＿

　　＿＿＿＿＿＿＿＿＿＿＿＿＿＿＿＿＿＿＿＿＿＿＿＿＿＿＿

第二題

你可以用園區內的落

葉，枯枝和自然素材，

在兒童遊戲區的沙坑

中，動手拼出具有環保

概念的『綠色鑲嵌畫』

喔！當你大功告成後，

可以把它們畫下來，也

可以拍下照片，並貼在

右列圖框中。 請畫上綠色鑲嵌畫圖案或貼上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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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單(三) - 湖中嬌客

　　「經過幾年來的嘗試與摸索，…當我們發現小生物時，
我也逐漸能夠擺脫急欲告訴孩子『這是什麼』…等知識學習
的習慣，而讓孩子把生物當作朋友，先做觀察，再去瞭解
牠。」�-�-【大自然嬉遊記】，洪瓊君著。
　　親愛的朋友，請輕鬆漫步湖邊，靜觀湖中鳥類的肢體語
言。

觀察重點一

記錄湖面上有多少種鳥類呢？

答：＿＿＿＿＿＿＿＿＿＿＿＿＿＿＿＿＿

觀察重點二

記錄一種鳥類的一舉一動，你覺得牠在做什麼事

呢？你認為牠為什麼做這些事呢？

答：＿＿＿＿＿＿＿＿＿＿＿＿＿＿＿＿＿＿＿＿

　　＿＿＿＿＿＿＿＿＿＿＿＿＿＿＿＿＿＿＿＿

觀察重點三

如果您不知道這些觀察

到的鳥類，你可以把它

們畫下來，也可以拍下

照片，再利用圖鑑來辨

識或上網查詢，完成右

列的圖框。 請畫上觀察到的鳥類
或貼上照片並說明之

學習單(四) - 閉上眼睛，豎起耳朵

　　把自己想像成一顆岩石，紋風不動，讓大自然的聲音在
你身邊盡情演唱，甚至你可以試著閱讀動物之間的「對話」
呢！ �-�-【大自然嬉遊記】，洪瓊君著。
　　親愛的朋友：請在長埤湖找個可以坐下的地方，閉上眼
睛，豎起耳朵尋找目標，聆聽它，讓它成為您的獵物。

除了辨聽它是什麼以外，也可以融入你的想像和感情，身邊的自然

樂音便成了來自心中的詩篇。

請用符號和文字記錄
　 「心的聲音地圖」

觀察重點一

你聽到幾種不同的聲音呢？

答：＿＿＿＿＿＿＿＿＿＿＿＿＿＿＿＿＿

觀察重點二

你聽到哪些動物的聲音呢？

答：＿＿＿＿＿＿＿＿＿＿＿＿＿＿＿＿＿

觀察重點三

什麼聲音是你無法分辨的呢？

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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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總是過於依賴眼睛做第一觸覺，尤其是走入大
自然中。偶爾��棄一下視覺，讓嗅覺充分發揮，會發現自然中
充滿令人驚奇的味道喔！」�-�-【大自然嬉遊記】，洪瓊君著。
　　親愛的朋友，請先準備好一條長布，將眼睛蒙上，且用
你的雙手搭在另一個人的肩上，讓領隊的朋友，領大家在草
地上走一段氣味之旅。

觀察重點二

你聞到哪些的味道呢？像什麼？

答：＿＿＿＿＿＿＿＿＿＿＿＿＿＿＿＿＿＿

　　＿＿＿＿＿＿＿＿＿＿＿＿＿＿＿＿＿＿

　　＿＿＿＿＿＿＿＿＿＿＿＿＿＿＿＿＿＿

觀察重點三

園區內的植物—菱果榕，它的成熟果實，聞起像什麼水果呢？

答：＿＿＿＿＿＿＿＿＿＿＿＿＿＿＿＿＿＿＿＿＿＿＿＿＿

學習單(五) - 蒙上眼睛，善用鼻子

觀察重點一

蒙上眼睛時，要怎麼走才安全呢？

答：＿＿＿＿＿＿＿＿＿＿＿＿＿＿＿＿＿＿

　　＿＿＿＿＿＿＿＿＿＿＿＿＿＿＿＿＿＿

　　＿＿＿＿＿＿＿＿＿＿＿＿＿＿＿＿＿＿

請寫下或畫出『氣味之旅』的想法

當你卸下蒙眼布，再走一回原來的路徑，找到那些味道的源頭時，

你對於「正確答案」有什麼感想呢？請用下列圖框表達你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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拳頭姆山
      健行樂

作者 林錫欽老師

 　　拳頭山下蝶舞翩翩，小魚兒悠

遊在…』從宜蘭縣三星鄉憲明國小

的音樂教室中，學生童稚的口中，

正傳唱著校歌，第一句歌詞裡，就

是指這座校園的後山�-�-拳頭姆山。

它標高310公尺，因小山頭外型酷

似拳頭而得名。

　　三星鄉天送埤社區為營造生態村並配合倡導生態旅遊，

特請林務局羅東林區管理處和國家自然步道系統計畫諮審小

組勘查和規劃，羅東林管處由舊林道整修而成，於民國96年9

月中旬啟用，整建出一條全長1.3公里的拳頭姆國家步道，是

縣內第十六條步道。

「

　　步道穿梭在林蔭茂密的烏心石與肖楠

造林區，途中有兩座觀景平台(蘭陽溪眺

景平台、蘭陽平原眺景平台)可遠眺蘭陽

平原與蘭陽溪谷，龜山島及泰雅大橋等美

景盡入眼簾，另有雀榕平台及小型生態

池。整條步道採現有土徑以自然工法加以

修整，以杉木作階梯，碎木屑鋪底，坡度

平緩舒適，是一條老少咸宜的自然步道。

　　另在指示牌、方向牌設計獨具巧思；公廁、停車場及入

口意象等設施方面亦於環境利用和社區人士達成共識，以利

生態旅遊推廣。

交通簡訊

步道入口，位於三星鄉天
送埤台七丙線九點五公里
處。可以行駛北二高接北
宜高速公路經雪山隧道，
下羅東交流道後右轉【台
7 丙 】 往 羅 東 、 三 星 ， 過
天 送 埤 後 左 轉 續 行 【 台 7
丙】，至【台7丙�:9.5�K】處
於路旁停車(�H210�m)。

雀榕平台

蘭陽平原
眺景平台

生態池

蘭陽溪
眺景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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拳頭姆步道導覽

【台7丙：9.5�K】路旁，用

原木做成的拳頭姆，造型古

樸，『望文生義』。

剛 開 始 為 水 泥 路 ， 3 分 鐘

後，到拳頭姆步道起點，旁

有步道解說圖和入口意象，

類似昔日堆積在屋簷下的薪

柴。

3分鐘後，進入木條泥土步

道。以杉木作階梯，採用生

態工法，不用鐵釘或水泥。

有 些 地 方 ， 先 用 碎 石 先 墊

底，再鋪上碎木屑，兼顧了

排 水 、 防 滑 和 踩 踏 的 舒 適

感。

8分鐘後，見叉路口，左可往叉路口，右往可

到第一觀景平台，途中指示牌清楚，並有各種

活潑易讀的解說板。除了提供訪客知性上資訊

外，更有愛護自然的教育功能。

註一：學習單（一），請參考第  7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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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分鐘後，來到第二觀景平台，旁有

�[0.8�K�] 里程碑，從這裡左俯瞰蘭陽溪，右遠望

泰雅大橋，視野比在�[0.5�K�] 里程碑處還要好，

甚至可以清晰地看到對岸的大同鄉玉蘭村聚

落、山坡上的茶園，以及散佈其間的民宿房

舍。於此休息片刻，享受清風拂面，是不錯的

選擇。

　　另外，這個木造平台剛好建在幾棵相思樹旁，特別挖空

地板，留個洞，讓原來的樹得以繼續生長，而樹蔭還可以給

人們享用。

　　從第一觀景平台到第二觀景平台的途中，我們眼睛的焦

點和耳朵的聆聽，被腳下和頭上的精靈深深吸引住：它們是

來自地上、角落邊的一群小精靈�-�-菇蕈，以及來自樹稍、葉

間的野鳥。因此，強烈建議來訪的人們，把自己的身體準備

好，好好地『蹲下身體』和『抬起頭』，用眼睛來細細看，

用耳朵來靜靜聽。

註二：學習單（二）、（三），請參考第  72�-7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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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分鐘後，到第一觀景

平台，由此向外看，視

野極佳。可以近看天送

埤的房屋；遠眺俯瞰三

星(叭哩沙湳)的街道。

再配合平台上特別設置的人文解說板

（從沙湳秋水到農村莊稼），同時享受自然景觀和瞭解歷史

變遷。

　　拳頭姆步道的蕨類不但生命力旺盛，而且

種類瀪多。其中蕨類有廣葉鋸齒雙蓋蕨、熱帶

鱗蓋蕨、粗毛鱗蓋蕨、台灣圓腺蕨、觀音座

蓮、烏毛蕨、半邊羽裂鳳尾蕨等，豐富的植物

就像為大地裹上一層綠地毯。若想觀察它的孢

子，可以將葉背翻起來找找，相當適合學校做

生態教學。

註三：學習單（四），請參考第  74 頁

2分鐘後，經�[0.9�K�]里程

碑，旁有生態池，由於

本區蕨類生命力旺盛，

近日已經將大部份的人

工設施掩沒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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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樣是�[0.9�K�]里程

碑，我們可以再把

眼睛焦點往上看，

這裡有濃密的烏心

石 林 ， 剛 好 和 底

層豐富蕨類，相互

『爭奇鬥艷』。前者適合接受較多

的日照；後者適合較少的日照，正

是各取所需，各自生存。

　　本區的自然生態

非常豐富，除了以上

導覽所提外，筆者每

一次踩上步道，都有

新鮮的收穫，如：季

節性花草、偶遇的小

動物… …等。在此提

供一併欣賞，希望您

喜歡；更希望您也能

在這裡找到更多的驚

奇。

　　再走10分鐘，經�[1.0�K�] 里程碑，遇叉路口，直走可回叉

路口，右往雀榕平台。途中主要的栽培林種：烏心石與肖

楠，也有零星生長的菱果榕和樟樹。這些樹幹上有別上人工

特製的『識別證』、也有自然寄生的蕨、苔等小型植物，自

有一番趣味。由於樹皮花紋和觸感不一，建議喜愛『動手』

的朋友，用手來摸一摸，感受樹朋友的接觸。

註四：學習單（五），請參考第  75 頁

　　來到雀榕平台，在

此休息、深呼吸、拉拉

筋、做做伸展操，讓肺

部吸取芬多精，這是最

天然的禮物。

　　從雀榕平台原路返

回 叉 路 口 ， 取 右 再 取

右，10分鐘後，回到拳頭姆步道入口，3分鐘

後，回到【台7丙�:9.5�K】公路入口。全程步行

總計約40分鐘；停下步伐，欣賞各種景觀的時

間，請另計之。

後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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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事野外自然探索，事前的準備是相當重要。我們建議從兩

方面來：教學者和學習者。

一、教學者：

1. 利用網路搜尋拳頭姆步道相關資料或本學習手冊，規劃教 

    學的目標。

2. 根據搜集的資料，擬定教學計畫或行程表。

3. 搜集花草、樹木、蕨類、苔蘚、野鳥、菇菌和毒蕈的圖鑑

    和網頁。 

4. 利用圖鑑辨識和瞭解本步道中常見的動植物。

5. 備妥照相機拍攝遠、近物的技術。

6. 熟悉用相片來辨識和瞭解本步道中常見的動植物。

7. 寫通知單告知家長，內容包括教學內容、注意事項和攜帶

    物品。

8. 準備一顆謙遜之心，安靜地走入自然。

二、學習者：

1. 利用網路搜尋拳頭姆步道相關資料，認識拳頭姆步道。

2. 根據搜集的資料，預定學習目標。

3. 準備本步道中常見動植物的相關圖鑑。

4. 備妥照相機，練習拍攝遠、近物的技術。

5. 備妥筆記本、繪圖用具，練習繪描和拓印的技術。

6. 準備野外探索活動所需服裝、用具和安全事項。

7. 學習用一顆謙遜之心，安靜地走入自然。

教學建議 學習單(一) - 善用拳頭姆步道

　　親愛的朋友：走入「拳頭姆」綠色寶庫前，你知道自己
的責任嗎？

第一題

請問左側這個指示牌，

你曾在步道的什麼地方看到呢？

答：＿＿＿＿＿＿＿＿＿＿＿＿＿＿＿

第二題

入口指示牌上，寫明十二項使用之責任，請問你可以說出幾項呢？

答：＿＿＿＿＿＿＿＿＿＿＿＿＿＿＿＿＿＿＿＿＿＿＿＿＿＿＿

　　＿＿＿＿＿＿＿＿＿＿＿＿＿＿＿＿＿＿＿＿＿＿＿＿＿＿＿

第三題

你知道為什麼要設置這些使用責任呢？

答：＿＿＿＿＿＿＿＿＿＿＿＿＿＿＿＿＿＿＿＿＿＿＿＿＿＿＿

第四題

如果民眾不遵守使用步道之責任，會有什麼後果呢？

答：＿＿＿＿＿＿＿＿＿＿＿＿＿＿＿＿＿＿＿＿＿＿＿＿＿＿＿

第五題

你知道右側二個圖示所代表的意思

嗎？

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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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單(二) - 蹲下身體

　　「…將雙膝跪在泥土上是一個很重要的姿勢，也因為如
此謙卑而接近土地的姿勢，你才能看到如草花這般渺小的
生命，也能夠發現更多繁麗的自然世界。」�-�-【大自然嬉遊
記】，洪瓊君著。
　　親愛的朋友：請找步道旁一塊一公尺見
方的草地，做為自然觀察的據點。

請畫上觀察到的小生命或貼上照片

觀察重點一

記錄草地上有多少種植物呢？

答：＿＿＿＿＿＿＿＿＿＿＿＿＿＿＿＿＿＿＿

觀察重點二

記錄草地上有多少種小生物呢？��

答：＿＿＿＿＿＿＿＿＿＿＿＿＿＿＿＿＿＿＿

觀察重點三

如果您不知道這些觀察

到的小生命，你可以把

它們畫下來，也可以拍

下照片，再利用圖鑑來

辨識或上網查詢，完成

右列的圖框。

學習單(三) - 拾起頭，閉上眼睛

　　北美印地安人訓練少年「靜獵」�-�-在森林中用敏銳的目
光和安靜的心，少年把自己想像成一顆樹或一顆石頭，讓獵
物渾然不知少年的存在，而一步步接近，進入少年的狩獵範
圍。�-�-【大自然嬉遊記】，洪瓊君著。
　　親愛的朋友：請在步道中，尋找「靜獵」的目標，接近
它，讓它成為你的獵物。

找個步道中可以坐下的地方，讓浮躁的心靜下

來，仔細聆聽環繞你周圍的聲音，用簡單的符號和文字記錄下來，

並利用下列圖框繪製豐富而生動的聲音地圖。

請用符號和文字記錄你的聲音地圖

觀察重點一

記錄你「靜獵」目標的名字，它和你最近的距離是多少呢？

答：＿＿＿＿＿＿＿＿＿＿＿＿＿＿＿＿＿＿＿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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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是蕨類？當你走在野外，只要看到
植物舉著大大的問號問你：「我是誰？」不
妨大膽的說：「你就是蕨類」因為如問號
般、捲旋狀的幼葉，正是大部分蕨類的重要
特徵之一。�-�-【蕨類入門】，郭城孟著。
　　親愛的朋友：請觀察步道旁的植物，再
配合解說牌，來認識這些充滿「問題」的朋友。

請畫上觀察到的蕨類植物或貼上照片 請貼上拓印好的樹幹圖片並寫上說明

觀察重點一

你抱了多少棵樹朋友？它們的名字分別是什麼

呢？

答：＿＿＿＿＿＿＿＿＿＿＿＿＿＿＿＿＿＿＿

學習單(四) - 充滿『問題』的植物

第一關

請問左側這個指示牌，你曾在步道的什麼

地方看到呢？

答：＿＿＿＿＿＿＿＿＿＿＿＿＿＿＿＿

第二關

請問你找到多少種不同的蕨類植物？

你最喜歡那一種呢？為什麼？

答：＿＿＿＿＿＿＿＿＿＿＿＿＿＿＿＿＿＿

第三關

請把你觀察到的蕨類植

物畫下來或拍下照片，

再利用圖鑑來辨識或上

網查詢，完成右列的圖

框。

　　「…用手觸摸一棵樹的紋路，或是一片葉子的質地：或
者去擁抱一棵樹，感覺樹的年齡…。讓身體與自然直接接
觸，更能領會大自然的豐富。」�-�-【大自然嬉遊記】，洪瓊君
著。
　　親愛的朋友：請用你的雙手來觀察步道的樹幹。

學習單(五) - 擁抱樹朋友

觀察重點二

當雙手觸摸樹幹時，你有什麼樣不同的感覺呢？

答：＿＿＿＿＿＿＿＿＿＿＿＿＿＿＿＿＿＿＿

　　＿＿＿＿＿＿＿＿＿＿＿＿＿＿＿＿＿＿＿

觀察重點三

請你用一張白紙和蠟

筆，找一棵你摸起來

最有�f�e�e�l（感覺）的樹

幹，把它拓印出來，再

利用圖鑑來辨識或上

網查詢，完成右列的圖

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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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寮溪，官方取名為破噹溪。根據天送埤社區九十幾歲耆

老的印象，有記憶開始已經叫做「九寮仔溪」（閩南語），

可見九寮溪的名稱已沿用已久。目前天送埤這邊的居民，仍

都這樣稱呼「他」。

　　九寮溪發源於拳頭姆山，源頭共有三條，海拔均約在

一千公尺左右，全長約八公里。目前園區所規劃的步道可抵

達海拔約五百公尺的第一瀑布，上游還有第二瀑布，需有溯

溪裝備才能前往。

※ 感謝大同鄉公所黃光輝課長提供資料※ 感謝大同鄉公所黃光輝課長提供資料

九寮溪
　生態巡禮

作者 林鈺淳老師

九

　　大同鄉公所自2002年開始著手推動九寮溪的復育工作。

以生態工法製作堤防，封溪護魚，種植蜜源植物等保護自然

環境措施；並規劃步道、烤肉區、露天展

演中心、露營區等休憩設施。整個九寮溪

規劃有十四個區，目前正陸續建設中。

　　九寮溪採生態工法整治溪流，受豪雨影響每年溪岸景觀

都有不同。右邊是2008年拍的照片，左邊是兩年前的照片。

烤肉區 露天展演中心

→

→

九寮溪遊憩區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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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幾年九寮溪是憲明國小一個重要的校外教學場所。上

面這幾個可愛的笑容，如今都已經念高中了。

　　在宜蘭，秋、夏的雨量主要來

自颱風。豪雨過後，蘭陽溪水的水

量會差很多。記得去九寮溪之前要

先瞭解當地前幾天的天氣狀況，目

前3號橋以後需涉水過溪，像右圖

這樣的水量請不要前往瀑布。

　　目前園區雖有車輛管制，保護

的措施也有顧及，但不可諱言人類

的入侵多少都對當地的生態環境造

成衝擊，如何雙贏？永續經營以及

遊客的公德心會是主要關鍵。

露天展演中心

　　根據鄉公所的構想，整個行水區較平坦地方都會規劃，

加上山區步道，開發密度高了些。

　　從台九線加油站入口到民宿區這段

路，路燈實在太亮，不但浪費能源，對夜

行性生物也造成嚴重的危害。

九寮溪開發之探討

　　筆者以為九寮溪最大的

隱憂是山坡地的開墾。產業

道路的興建，有如手術刀將

生態區切割；林相的破壞，

水土保持功能不再，清澈的

溪流將面臨死亡。

九寮溪遊憩區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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烤肉區

露天展演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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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大同鄉公所委託民翔環境生態研究有限公司進行的

生態調查，九寮溪鳥類共記錄68種，兩棲爬蟲類27種，蝴蝶

45種，火金姑（螢火蟲）兩種，魚類11種及蝦蟹類五種。

這裡的蜻蜓，下游以短腹幽蟌，中游以白痣珈蟌的族群最多。

白痣珈蟌

中華珈蟌 細胸珈蟌短腹幽蟌

善變蜻蜓 鼎脈蜻蜓

皇蛾是台灣體型最大的蛾類，約這

本手冊攤開這麼大。幼蟲也有十幾

公分長。

這是九月下旬夜間觀

察所看到的螢火蟲幼

蟲。長度約4公分。

　　從管制站的一號橋

到二號橋的環溪步道，

種植大量的蜜源植物，

是賞蝶的最佳地點。

九寮溪的生態資源

九寮溪的生態－昆蟲

九寮溪的生態－昆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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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幾年天送埤大冠鷲的領空早已退到清水溪；隨著人為

設施的進逼，林相的破壞，九寮溪的鳥況也大不如前。

　　十月，鶇科等候鳥固定會來

報到，剛來時為了補充體力較不

怕人，可以較近距離觀察。

1. 竹雞　　2. 金背鳩　　3. 大冠鷲　　4. 綠鳩

5. 樹鵲　　6. 鉛色水鶇（公）　　7. 鉛色水鶇（母）

1. 夜鷺　

2. 黃頭鷺

3. 綠繡眼

4. 大卷尾(烏秋)

九寮溪的生態－鳥類

　　加油站附近，平地常見鳥種也可見到。隨著草地的增

加，黃頭鷺曝光率變最高。

　　天送埤有很多家燕和赤腰燕，這裡則

洋燕較常見，讀者可比較三者的差異。

九寮溪的生態－鳥類

1

2

3

4

5

6 7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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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地最常見的動物是

台灣獼猴和赤腹松鼠。夏

夜可看見台灣葉鼻蝠在路

燈處捕食昆蟲。

　　在山區，蛇類最大的敵人是車

輛，鄉公所管制車輛進入的作法值得

嘉許。左圖是剛被壓死的紅竹蛇。

1. 過山刀　2. 白梅花蛇

3. 赤尾青竹絲　

4. 紅斑蛇　5. 白腹游蛇

　　九寮溪青蛙的種類還有待確認，筆者僅能從聲音上來辨

識，部分不愛唱歌的青蛙，除非不期而遇，不然很難發現。

　　夏秋之際最常聽見的是面天樹蛙、艾氏樹蛙、澤蛙；冬

天以莫氏樹蛙、拉都最常聽見。鳴叫月份和天送埤相似。

1. 面天樹蛙　2. 艾氏樹蛙　3. 莫氏樹蛙

4. 澤蛙　5. 拉都希氏赤蛙

1 2

4

5

　　有人說愛情是盲目的。交配期

間，青蛙也常常有誤抱的情形發生。

九寮溪的生態－動物、蛇類篇 九寮溪的生態－青蛙

3

1 2

5

33

4

　　蛇類以紅斑蛇、青蛇、赤尾青竹絲較常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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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盤古蟾蜍是這裡的優勢種，碰到危險時，會做出類似伏

地挺身的動作。

　　園區內唯一一戶

住 家 附 近 較 常 聽

見 腹 斑 蛙 、 白 頷

樹蛙的叫聲。

日本樹蛙

褐樹蛙

! !

　　蜥蜴部分筆者功

力實在有限，除了少

數 幾 種 叫 得 出 來 ，

像右圖兩張這樣的蜥

蜴， 我實在沒把握。

1 2

4

5

九寮溪的生態－蜥蜴

1. 麗紋石龍子

2. 蜥蜴的蛋

3. 黃口攀蜥

4. 黃口攀蜥正在

　 捕食螞蟻

5. 斯文豪氏攀蜥

九寮溪的生態－青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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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拍攝的過程中，旁邊不到二公尺處另有一隻盤古蟾

蜍，一直待在那裡不走， 藉著我的燈光吸引蚊蟲而飽

餐一頓。一個生命的結束，滿足三個生命的需求，離

開時我的內心真是五味雜陳。

　　九月下旬趁著薔蜜強颱未到的空檔再到九寮溪夜間觀察，

剛好見到紅斑蛇捕食盤古蟾蜍，整個過程達一個半小時。

1. 捕獲　　　2. 纏勒　　　　3. 用嘴巴蓋住蟾蜍的鼻口

4. 開始吞噬　5. 吞食至前腳　6. 尾聲

九寮溪的生態－食物鏈

→→→→→→→→→→→→→→→→→→→→→→→→→→→→

→→→→→→→→→→→→→

後
敘

大自然的知識豐富又多元，親身體驗、實際觀察，結合相關

知識，相信此行收穫會很多。

一、相關知識教學：

1. 上網搜尋九寮溪相關資料，認識九寮溪

2. 根據收集的資料擬定一份旅遊計畫或行程表。

3. 練習寫通知單告知家長，內容包括時間、應攜帶物品、注

    意事項等。

4. 察看地圖，從學校（家裡）到九寮溪需行經哪條國道？哪

    條省道？

5. 學習利用指北針方位判讀。

8. 準備一顆謙遜之心，安靜地走入自然。

二、九寮溪現場：

1. 參觀泰雅橋、蘭陽溪，並認識中央山脈和雪山山脈。

2. 從管制站的角色，探討生態保育。

3. 在一號橋附近觀察溪流，瞭解生態工法。

4. 請在適當地點拿出指北針練習辨認方位。

5. 實際觀察當地的動植物並記錄。

6. 實際健行體驗，鍛鍊體能。

三、總結與回饋：

1. 寫作：一篇遊記或心得。

2. 簡報：根據所拍的照片做成簡報發表。

3. 根據此行所觀察到的事物進行探究。

→→→→→→→→→→→→→

九寮溪的生態－教學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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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入口到第一瀑布步行大約要花一個多小時，需涉水

過溪，請穿著適當的服裝，記得「三

不」不亂摘、不亂踩、不亂丟。

起點

管制站一號橋

暖身運動

如果您來的目的是烤肉，或時間有限

那就走管制站的一號橋到二號橋的環

溪步道，散散步觀賞蝴蝶、豆娘。

第一關：涼亭

這裡有展售區，值得停下一看。

第二關：引水口

休息一下，看看植物，找找蜥蜴。

86

學習單(一) - 九寮溪健行

第三關：三號橋

這是目前最後一道橋，接

下來要涉水過溪，一般健

行，建議走到這裡就好。

第四關

這裡離一號瀑布只剩15分鐘左右腳程。

第五關：一號瀑布

上游還有2號瀑布，需有

溯溪裝備與經驗者才適合

前往，來回要一天左右。

注
意
！

2008年9月連續三個颱風，造成第四關以後的路段損毀

嚴重，還沒修復前，建議不要前往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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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用眼睛觀察或相機拍照就好，千萬不要捕捉喔

學習單(二) - 實際觀察

我看見蜻蜓了！

幾種：＿＿＿＿＿

把知道的名稱寫出來：

＿＿＿＿＿＿＿＿＿＿＿＿＿＿＿

＿＿＿＿＿＿＿＿＿＿＿＿＿＿＿

＿＿＿＿＿＿＿＿＿＿＿＿＿＿＿

一、這次來九寮溪你發現幾種生物呢？請打勾並紀錄下來吧！

我看見蝴蝶了！

幾種：＿＿＿＿＿

把知道的名稱寫出來：

＿＿＿＿＿＿＿＿＿＿＿＿＿＿＿

＿＿＿＿＿＿＿＿＿＿＿＿＿＿＿

我看見青蛙了！

幾種：＿＿＿＿＿

把知道的名稱寫出來：

＿＿＿＿＿＿＿＿＿＿＿＿＿＿＿

＿＿＿＿＿＿＿＿＿＿＿＿＿＿＿

我看見小鳥了！

幾種：＿＿＿＿＿

把知道的名稱寫出來：

＿＿＿＿＿＿＿＿＿＿＿＿＿＿＿

＿＿＿＿＿＿＿＿＿＿＿＿＿＿＿

我看見蜥蜴了！

幾種：＿＿＿＿＿

把知道的名稱寫出來：

＿＿＿＿＿＿＿＿＿＿＿＿＿＿＿

＿＿＿＿＿＿＿＿＿＿＿＿＿＿＿

我還看見......

＿＿＿＿＿＿＿＿＿＿＿＿＿＿＿

＿＿＿＿＿＿＿＿＿＿＿＿＿＿＿

＿＿＿＿＿＿＿＿＿＿＿＿＿＿＿

＿＿＿＿＿＿＿＿＿＿＿＿＿＿＿

＿＿＿＿＿＿＿＿＿＿＿＿＿＿＿

二、園區有規劃民族植物區，什麼叫民族植物？

　　請舉出三種。

三、這次九寮溪之旅，哪一項觀察讓你印象最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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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山休閒農場

自行車教學路線

天送埤水力發電廠

天送埤觀光農場

憲明露營區

長埤湖

九芎湖

銀柳青蔥產區

蔥蒜產區

銀柳產區

往
清
水
地
熱

安農溪

天送埤火車站

拳頭姆山

原天送埤舊址

7丙

7丙

泰雅大橋

蘭
陽

溪

九寮溪遊憩區

天送埤鄉情之旅導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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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導單位：教育部　宜蘭縣政府

　　　　　三星地區農會　蘭陽水力發電廠

發行單位：宜蘭縣三星鄉憲明國民小學

發 行 人 ：諶志銘

總 策 畫 ：姚宗呈

總 編 輯 ：林鈺淳

編　　輯：游豐瑞  林吟霞  朱展志  黃佳玲

　　　　    林錫欽  鐘淑香  林鈺淳  廖淑玲

　　　    　諶志銘  姚宗呈  廖碧嬌

地　　址：宜蘭縣三星鄉天山村福山街119號

電　　話：(03)9892049

傳　　真：(03)9893201

規劃設計：太耆國際行銷有限公司

地　　址：臺北市忠孝西路一段7號5樓之6

電　　話：(02)23813825

傳　　真：(02)23813861

定　　價：NT 2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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