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環教場域類 環境議題類4歷史人文類1 自然生態類2

 夢遊 140 仙境
佳  作

萬芳高中  卜慧文、江斐瑜、林欣品

嘻笑打鬧之間，我們就這樣開始了這次的旅程，看似熟悉實卻陌生的綠地，

是 140 高地，「萬芳」此處的秘密仙境，在此名稱背後，所蘊藏的是「萬隆煤礦、

芳川煤礦」的煤礦史，基層小人物的真實生活，沿途滿佈的相思樹似乎在提醒我

們它們過往的貢獻事蹟，血與淚所構築的畫面，是此塊土地厚實的根基。從此肥

沃的土地出發，生機漸次醞釀，140 高地入口的鮮紅大字，似乎提示了我們最終

的目的地，但若真的埋首只管前行，就定會錯過沿途的美好風景，人呀，總是汲

汲營營地追尋著什麼，但或許最最美好的風景，早已在我們身邊。一進入步道，

剛開始沒有什麼特別的感受，但從樹縫之間灑下的冬日暖陽，包裹住了我的全身，

眼前孩子們一個個東張西望，靜不下心，領隊老師溫柔的一個指令，我與孩子一

起閉上了雙眼，瞬間，感受立即不同，原本雜亂的心境瞬間變得安定，耳中充斥

著呼嘯的風聲，不安分的我偷偷張開了雙眼，看到令人驚喜的景象，原來，孩子

們也可以這樣安定。

邁開腳步繼續旅程，映入眼簾的是豐富的生態景象，眼前

出現的青剛櫟果實，充滿了童趣，是孩子們最好的玩具，茂密

的相思樹，可以做為礦坑的支架，觀察此地的植物特點，可以

發現原生種與外來種之間的角力，那是人為與自然的拚鬥，也

是人企圖影響自然的證據，但自然會用它的心意，溫柔地去改

變人的執念，原生種漸漸地找回自己的領地，這樣的過程很美，

也很真實，偶然踏入此處的我們，幸運地見證了這一段記憶。

踏著踏著，腳下的碎石發出了唰唰唰的聲響，一顆顆小石子，

接力著引領我們前行，相較於水泥地的冰冷，小碎石更貼合自

生態工法 ( 碎石步道 )
人與環境的溫柔對話

仙境入口─ Let’s go ！
刷存在感嗎？─繞過就有路了

一四   高地公園

抱子腳山   萬美街二段

萬寧街

萬寧街

和平東路四段

1.第一休憩亭

綠色傳奇入口
蓄水池水泥梯

觀景亭

4.體健設施

3.觀景亭
2.最高瞭望台

109

MAP

目錄



3 環教場域類 環境議題類4歷史人文類1 自然生態類2 3 環教場域類 環境議題類4歷史人文類1 自然生態類2

 夢遊 140 仙境

然原有的狀態，沿著這緩坡緩緩上升，一旁的木製

把手是貼心的小設計，讓我們在奮力前行之際也能

有喘口氣的依靠，不論是碎石步道或是木棧道，這

都是生態工法的溫柔，在不破壞環境的前提之下，

加入一些人為元素，讓人可以更緊密地與自然接觸，

這些有溫度的設計，都是人們內心柔軟的展現。

當我自顧自地沉浸在自然之美時，孩子們的表現讓我分心了，剛剛才因為

他們的安定而驚豔，眼前抓住我的視線的，是孩子們專注的神情，兩個人竊竊私

語，看著 140 高地的指示牌，邊討論著那些熟悉的景點，是國小呀，是我家附

近呀，難怪呀，從古至今，登高望遠，是文人們探索自我，不可或缺的歷程，不

知為何，登高後的景致變化，登泰山而小天下，眼界寬了，心也寬了，世界也寬

了，每每在登臨之後，心中的鬱悶苦痛，便煙消雲散。在最高點眺望遠山，宛若

天子君臨天下，細數江山之勢。眼前的他們，或許是為賦新詞強說愁的年紀，但

願多年之後，當他們真正面臨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時，可以回想起此趟旅程，豁

然開朗。另一個專注的神情，出現在拓印之時，孩子們依循著指示，欲完成學習

單上的內容，從一開始的興趣缺缺，到之後的欲罷不能，真正的學習，是充斥在

生活中的，讀萬卷書行萬里路，從小處開始，培養孩子們行的想望。

萬芳高中  卜慧文、江斐瑜、林欣品

140 高地的岔路─人生的十字路口？

遠眺群山─找尋熟悉的記憶。

左顧右盼─與自然的親密接觸

靜心─聽風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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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夢遊 140 仙境

美，是這一趟旅程最希望收穫的，除了植物

的靜態之美，最令我難忘的便是那蝶的風采，孩

子們傻里傻氣地與我爭辯，蝶與蛾有什麼不同，

我笑說，蝶，是有故事的呀，他們又爭說，莊周

夢蝶的故事我們都知道了呀，我笑問，那故事的

主題是什麼呀？故事想說什麼？你們的體悟又是

什麼呀？孩子們笑著跑開了。此時，在我眼前出

現了許多彩蝶，咖啡色的底上面鑲著白色條紋，

如土一般的偽裝色，背上好像有著兩顆眼睛的斑

點，熱情如陽光的鮮黃色，這些都是蝶，姿態不一，風情相同，萬象紛擾變化，實則殊途同

歸。莊周夢蝶的故事於我，我亦蝶，蝶亦我，人亦自然，自然亦人，現實與夢境，分分合合，

自然中所蘊含的哲學思辨，韻味無窮。聽聞在這高地，夜晚尚有螢的蹤跡，或許那又會是另

一趟旅程的起因，黑暗中的亮光，不知又會激起多少心中漣漪。旅途即將邁入尾聲，一路上

有許多的岔路，縱使有清晰的告示牌，但做出決定的，還是你自己，生命有許多的十字路口，

長大的我們透過一次次的選擇，決定了我們之後可能的樣子，孩子們吵嚷著要走完每一條岔

路，路線的多樣性，加上彩蝶飛舞的美麗畫面，讓我不禁幻想，140 高地的路線樣貌，不就

是一隻翩翩起舞的彩蝶，維修道入口至休憩亭的水泥路，是蝶的身軀，輔以其他岔路，組織

成蝶的翅膀。走在這步道上，心也變得自在無束，彷彿能如彩蝶一般飛舞。在高地上，你願

意花時間，便可以探訪完所有路徑，但在生命的旅程中，我們無法完成，但不論做出什麼選

擇，只要無悔即可，路途不同，風景不同，但沒有對錯，只是各自美好，眼前的青少年們，

哪懂得我們心中所想，對他們來說，這就是一次美好的踏青之旅，但這樣也好，這樣純粹美

好的時刻，對於長大的我們來說，是多麼難能可貴。

萬芳高中  卜慧文、江斐瑜、林欣品

140 高地的彩蝶─  莊周夢蝶：我亦蝶，蝶亦我？

樹種：原生光臘樹─返鄉，找回自己的生態區位
學生作品 ( 利用 140 高地現有自然素材 ) ─大自然的容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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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環教場域類 環境議題類4歷史人文類1 自然生態類2 3 環教場域類 環境議題類4歷史人文類1 自然生態類2

 夢遊 140 仙境 萬芳高中  卜慧文、江斐瑜、林欣品

課程主題 尋芳 140，寫我好心情 設計者 卜慧文、江斐瑜、林欣品

實施年級 國中七、八年級 課程時間 共 2 小時

實施類別 ■跨領域融入（自然、國文、綜合）
課程實施

時間
■團體活動時間

總綱核心

素養

J-A1 具備良好的身心發展知能與態度，並展現自我潛能、探索人性、自我價值與生命意義、積極實踐。

J-B3 具備藝術展演的一般知能及表現能力，欣賞各種藝術的風格和價值，並了解美感的特質、認知與表現方式，

增進生活的豐富性與美感體驗。

J-C1 培養道德思辨與實踐能力，具備民主素養、法治觀念與環境意識，並主動參與公益團體活動，關懷生命倫理

議題與生態環境。

領
域\

學
習
重
點

核

心

素

養

自 -J-B3
透過欣賞山川大地、風雲雨露、河海大洋、日月星辰，體驗自然與

生命之美。

自 -J-C1
從日常學習中，主動關心自然環境相關公共議題，尊重生命。

自 -J-C2
透過合作學習，發展與同儕溝通、共同參與、共同執行及共同發掘

科學相關知識與問題解決的能力。

國 -J-C1
閱讀各類文本，從中培養道德觀、責任感、同理心，並能觀察生活

環境，主動關懷社會，增進對公共議題的興趣。

國 -J-C2
在國語文學習情境中，與他人合作學習，增進理解、溝通與包容的

能力，在生活中建立友善的人際關係。

綜 -J-C1
探索人與環境的關係，規劃、執行服務學習和戶外學習活動，落實

公民關懷並反思環境永續的行動價值。

環
境
教
育
議
題

核

心

素

養

環 B3
能欣賞、創作與環境相關的藝術

與文化，體會自然環境與人造環

境之美，豐富美感體驗。

環 C1
能主動關注與環境相關的公共議

題，並積極參與相關的社會活

動，關懷自然生態與人類永續發

展。

臺北市 101 環教路線徵文暨教案設計工作坊  教案設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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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環教場域類 環境議題類4歷史人文類1 自然生態類2 3 環教場域類 環境議題類4歷史人文類1 自然生態類2

 夢遊 140 仙境 萬芳高中  卜慧文、江斐瑜、林欣品

領
域\

學
習
重
點

學

習

表

現

自
然

po-IV-1 能從學習活動、日常經驗及科技運用、自然環境、書刊及

網路媒體中，進行各種有計畫的觀察，進而能察覺問題。

ai- IV-2 透過與同儕的討論，分享科學發現的樂趣。

ai- IV-3 透過所學到的科學知識和科學探索的各種方法，解釋自然現

象發生的原因，建立科學學習的自信心。

環
境
教
育
議
題

學

習

主

題

環境倫理

國
語
文

1-IV-1  以同理心，聆聽各項發言，並加以記錄、歸納。

1-IV-2 依據不同情境，分辨聲情意涵及表達技巧，適切回應。

2-IV-1 掌握生活情境，適切表情達意，分享自身經驗。

6-IV-5 主動創作、自訂題目、闡述見解，並發表自己的作品。

學

習

內

容

自
然

Gc-IV-1 依據生物形態與構造的特徵，可以將生物分類。

Lb-IV-2 人類活動會改變環境，也可能影響其他生物的生存。

Lb-IV-3 人類可採取行動來維持生物的生存環境，使生物能在自然

環境中生長、繁殖、交互作用，以維持生態平衡。

Na-IV-6 人類社會的發展必須建立在保護地球自然環境的基礎上。

INg-IV-5 生物活動會改變環境，環境改變之後也會影響生物活動。

實

質

內

涵

J29
認知生態的價值與生物多樣

性重要性。

J31
認識大自然的淨化能力及環

境承載。理解人類良好生活

環境的權利，維護  環境權。
國
語
文

Bb-IV-1 自我及人際交流的感受。

Bb-IV-3 對物或自然以及生命的感悟。

Bb-IV-5 藉由敘述事件與描寫景物間接抒情。

學習目標

1. 了解 140 高地的歷史及生態背景。

2. 感受 140 高地所擁有的自然之美。

3. 能辨別 140 高地的特色植物及生態區位 (Ecological  n ic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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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環教場域類 環境議題類4歷史人文類1 自然生態類2 3 環教場域類 環境議題類4歷史人文類1 自然生態類2

 夢遊 140 仙境 萬芳高中  卜慧文、江斐瑜、林欣品

路線特色

與規劃

特色：

140 高地以高地之姿，可享登高望遠的優勢，走查之後，能了解在地自然生態及文化的情感，培養學生具有環境覺

察的眼光，內化後轉為文字成為文章。

規劃：

140 高地入口→第一休憩亭→綠色傳奇岔路口→第二休憩亭→最高瞭望點 (140 三角點 ) →觀景亭→體健設施→蓄

水池水泥梯。

活動設計

理念

1. 讓學生認識生物多樣性，思考人類與自然間的平衡。

2. 由感官體驗內化後，轉以文字表達。

學習活動設計

學習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時間 備註

一、活動介紹與引起動機

打開五官雷達開始，連結大自然，說明可能觀察的生物與環境，藉由尋找心中的自然圖騰開始觀察，進而

理解自然環境的規律。

二、活動流程與實施方式

活
動〈

一〉

 地點：第一休憩平臺 活動主題：心有靈犀

活動
內容

尋找心中的自然圖騰

活動
實施

1. 先在學習單上畫出一個心中所想的幾何圖形。

2. 在周圍環境中撿拾與所畫的圖形相同的自然物貼在學習單上。

3. 完成的組別給老師認證後即可往前走。

15 分

2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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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環教場域類 環境議題類4歷史人文類1 自然生態類2 3 環教場域類 環境議題類4歷史人文類1 自然生態類2

 夢遊 140 仙境 萬芳高中  卜慧文、江斐瑜、林欣品

學習活動設計

學習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時間 備註

活
動〈

二〉

 地點：最高點 活動主題：耳聽八方

活動
內容

靜聽自然的各種聲音

活動
實施

1. 全部閉上眼睛與口，安靜的聆聽周圍的聲音，體會萬物的存在。

2. 各組以聽診器聽自己的心跳聲，是否和自然界有特定的和協。

3. 再分組說說聽到的聲音與感想。

4. 各組找一棵樹，以聽診器聽樹的聲音，觀察樹形特徵並與它對話。

5. 綜合對樹的觀察寫一封信給樹。

活
動〈

三〉

 地點：第二休憩平臺 活動主題：拼貼自然多彩的容顏

活動
內容

找不同顏色的葉片拼貼圖案，認識生物多樣性。

活動
實施

1. 撿拾不同顏色的落葉

2. 在地上拼貼一張多彩的容顏

3. 完成後展示並說明創作理念。

活
動〈

四〉

 地點：最後結束時的地點 活動主題：合作創作短文

活動
內容

每人說出當天心得，以一句話完成。

活動
實施

1. 發給每組張 A4 紙，折成組員人數等分。

2. 每人想一句話，依序寫在紙上後折好傳給下一位。

3. 下一位同學不看前一位的內容，也寫下自己的一句話。

4. 最後依組別由組長念出整組的小詩發表。

20 分

30 分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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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環教場域類 環境議題類4歷史人文類1 自然生態類2 3 環教場域類 環境議題類4歷史人文類1 自然生態類2

 夢遊 140 仙境 萬芳高中  卜慧文、江斐瑜、林欣品

學習活動設計

學習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時間 備註

三、活動總結─心得分享與教師結語

透過不同感官體驗，以不同的方式接近大自然，觀察環境。小組成員間的合作與互動，增進對生物多

樣性，生態變化的認識與理解。

最後的心得分享以文字方式表達，並以小組合作接力完成。希望能將對環境的覺察和體驗，內化後再

以精闢文字表達出來，體會較深刻。發表出來是讓大家有交換心得並欣賞他人。

5 分

補充資料

1
4
0
高
地
的
歷
史
背
景

140 高地公園位於景美與木柵之間的萬芳社區，因標高 140 公尺的山坡地而名；地處辛亥路、興隆路、萬芳路、

木柵路與軍功路之間。早期山下有運煤的輕便車軌道，居民以務農維生，居民也以當地的相思樹製成的木炭來烘培茶葉。

「萬芳社區」因附近興隆山有「萬隆煤礦」及「芳川煤礦」，因此取名，行政區域歸屬於木柵區的博嘉里；1990 年於

木柵區與景美區合併為文山區時，單獨設為萬芳里，2002 年再畫分為萬芳里與萬美里。2006 年政府完成「140 高地公

園」的建設，於 2.2 公頃丘陵地的自然森林內，鋪設木質步道及簡易健身設施，提供臺北市民一個與大自然接近的休憩

場所，主要入口處位於萬寧街 125 號。

參考文獻 :
(1) 網站：景美地方文史部落格，

ht tps : / /b log .xu i te .net / j ingmei .h is tory / twb log1/123340758-%E8%9B%BB%E8%AE%8A%E5%B1%B1%E5%9F%8E--
140%E9%AB%98%E5%9C%B0%28%E8%90%AC%E8%8A%B3%E7%A4%BE%E5%8D%80%29%E7%9A%84%E9%96
%8B%E7%99%BC

(2) 來去趴 140 高地 _ 萬芳國小─臺北市鄉土教育中心

生
態
區
位

140 高地的特色植物及生態區位 (Ecological  n iche)
萬芳社區未開發前的林相為楠木、樟樹等，後由先民在此山坡地種植水稻、蔬菜、蕃藷、茶園、竹林等經濟作物，

繼之煤礦的開採而大量種植相思樹，末因煤礦沒落及社區開發而改變成今日之雜林。

因年輕人生活都市化，不再從事農業，使經濟農園荒廢，五節芒、白匏子野桐、山黃麻、構樹等先鋒物種漸取代作

物成為此區優勢樹種，回復了水土保持功能。

又因煤礦沒落，相思樹得以存活下來，在相思樹林下的耐陰樹種也在相思樹庇蔭下漸成為此山坡的優勢樹種，如烏

心石、香楠、大葉楠、江某、杜英。在茂林下較潮溼地方，則有姑婆芋及蕨類分佈。

參考文獻 :
(1) 臺北市萬芳社區 140 高地生態資源資料庫建置及其教學應用之設計，臺北市教師研習中心，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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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環教場域類 環境議題類4歷史人文類1 自然生態類2 3 環教場域類 環境議題類4歷史人文類1 自然生態類2

 夢遊 140 仙境 萬芳高中  卜慧文、江斐瑜、林欣品

「尋芳 140，寫我好心情」學習單

班級：             座號：               姓名：

尋找心中的自然圖騰：

請先在學習單上畫出一個心中所想的幾何圖形，並在周圍環境中撿拾與所畫的圖形相同的自然物貼在學習單上。完成後請給老

師認證。

黏貼處

靜聽自然的各種聲音：

綜合你對樹的觀察，化為文字，寫一封信給樹：

稱謂：

內文：

祝福語：

                                                                                                   發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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