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自然生態類 環境議題類4環教場域類3歷史人文類1

我任職的學校規模很小，自民國 57 年創校後的二、

三十年間，都是全北市最迷你的國中。

這十幾年間生態好轉，學校親山近水，讓我忍不住

把教室推出了窗外。

最近的戶外教室與操場僅是一牆之隔。

校園緊鄰醉夢溪，這條溪名字太美。我無意欺騙大

眾，以旅人的眼光，這條溪並無觀光價值；以生態教育

的角度，它是難得理想的戶外教室。

我是生物老師，熱愛大自然。上課若只是依課本照進度，很輕鬆也很無趣。上生物課完全不出教室、

不認識大自然，太可惜也太不可思議。我慢慢地體會到生物課本與生活經驗、生態環境完全脫節的怪現

象。這脫節是學生學習不起勁、對周遭環境冷漠無感最主要的原因了。

不怪學生。我開始自編教材善用彈性課程，教學目標緊扣自然生態與其相關議題，素材全部來自校

園周遭。

我拍攝學校附近生態影像長達二十年。鳥類、兩棲、爬蟲、昆蟲、植物，生物多樣性超乎我的想像。

帶著學生從事戶外教學的周邊步道也很多樣，從一日行程的銀河洞、二格山、筆架山到半日來回的樟樹

步道、飛龍步道、樟湖步道、杏花林，或兩節課就可以完成的指南宮步道、政大環山步道、堤防步道。

踏出校門就是寬廣的戶外教室，連搭車都不必，資源如此豐富，不善用於心有愧。

其中，從醉夢溪堤防走到小坑溪步道是我最常利用最有心得的一段路。

特  優

北政國中  李曼韻徜徉醉夢  漫步小坑    

小坑溪中的日本絨螯蟹。
生態日益轉好後毛蟹慢慢又回來了

小坑溪石上常見的豆娘：一對短腹幽蟌。
左邊為雄蟲，右邊為雌蟲

我們從學校出發，準備賞鳥去了。  
學校與步道僅是一牆之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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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自然生態類 環境議題類4環教場域類3歷史人文類1

這步道可以規劃出 5 個主題，賞鳥、兩爬、水生生物、植物，以及河川的環境介紹及管理。每個主題都可以搭配室內課和議

題討論，不是郊遊式的散心，也不是純解說導覽。2011 年步道上增設了文學詩詞，很適合跨領域教學。

以賞鳥課為例，我以 PPT 讓同學先認識一些這裡常見的候鳥與留鳥，解說鳥類行為及賞鳥注意事項。每次戶外課鎖定 5~10
種的鳥，蒼鷺、大白鷺、中白鷺、黃頭鷺、夜鷺、黑冠麻鷺，翠鳥、白腹秧雞、黃鶺鴒、黃鶺鴒、磯鷸等都是我們賞鳥課的基本款。

同學在看到的那一霎那，滿足與感動的神情便是我對生態使命的堅持泉源，我依稀看到沉睡的生態種子在孩子們的心田悄然甦醒。

賞鳥的過程，孩子們會留意到河川中的垃圾。

「老師，垃圾怎麼那麼多呢？飲料罐、便當盒、塑膠袋、保

麗龍，怎麼還有水管、鞋子。」孩子點名垃圾顯然快過點名鳥種。

我不會回應孩子「專心賞鳥就好。」而是反問孩子，「那你

們的想法呢？」

「我們去淨溪。」

於是，我檢視環境，在安全無虞的情況下規劃淨溪活動。

賞鳥的過程孩子們也會看見溪裡的魚，會明白有食物就有生物的

道理。孩子問我「那些是什麼魚？人可以吃嗎？」

「很多是外來種，像是吳郭魚、下口鯰、巴西珠母麗，也有本土

的－鯉魚、臺灣馬口魚、石賓、溪哥……。要吃是可以的，鯉魚、吳

郭魚夠大都可以吃。敢吃嗎？」

「不敢。垃圾那麼多，水一定很髒。」這是大部分孩子的回答。

「水質髒不髒不是用肉眼來判斷的。」我提醒著。

北政國中  李曼韻徜徉醉夢  漫步小坑    

夏天是白腹秧雞的繁殖季節，
醉夢溪邊一家七口出遊，好幸福喔

醉夢溪中常見的冬候鳥 : 蒼鷺。
正在吃魚，這裡食物很豐富呢

生態工法整治的小坑溪及溪邊的小坑溪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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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自然生態類 環境議題類4環教場域類3歷史人文類1

「那要怎麼判斷？」孩子們追問的問題就是課程設計的引線。於是我又設計了水質監測的課

程，介紹臺灣河川指標生物以及水的溶氧量、酸鹼度、溫度、濁度等檢測方式。檢測之後發現這兩

處溪底棲息著小蜉蝣、扁泥蟲、石蠶蛾、蜻蛉等無脊椎動物的幼蟲，以及錮魚、石賓、臺灣纓口鰍

等指標生物，大致可判斷水質約為輕度汙染。

這樣的體驗活動對孩子而言是新鮮有趣且有助於認識家鄉溪流環境。我期望這課程能在孩子心

中經歲月發酵，多年之後回溯足跡或記憶時，會沉醉於青春流過的秘密溪地。

至於外來魚種也是很好的課題，可以連結到「放生」的議題。

小坑溪位於木柵二期重劃區內，1997~1999 年間臺北市政府建設局採用「近生態工法」加以整治，

流至北政橋處與大坑溪匯流後稱為醉夢溪。醉夢溪約於 1976 年以「三面光」工法整治。兩者之間形成

強烈對比，學生在短短數百公尺的距離內就可以看出不同工法的生態及景觀差異。

小坑溪步道全長五百多公尺，沿溪行，可以看見小溪中有緩流與激流、溪岸有孔隙長著水草。跌水

工法降低了水流的能量，減少侵蝕，並形成了「瀨」和「深潭」，營造出多樣的棲地環境，讓多樣生物

得以棲身躲藏。

這條溪在整治之後當然也出現了一些非預期的不美好。例如，錦鯉、慈鯛、紅耳龜等外來種的不當

放生；溪水潭中種了睡蓮，溪的上方路燈光害。但相較於走在醉夢溪右岸是舒適宜人的。醉夢溪右岸的

堤防步道是柏油路面無任何植栽，在高溫天候走來非常不舒服。此外，醉夢溪坡度平緩淤積增多，乾季

時雜草叢生景觀不佳。雜草堆當然也能孕育出生物多樣性，例如白腹秧雞會在蘆葦叢中築巢繁殖，各種

野蜂、昆蟲也會善用這個棲息地，但是逐年繁茂的象草、小花蔓澤蘭等都已是除之不盡的入侵種了。

我選擇這段步道上課不是這條溪有多美或多醜，亦非生態工法就是最好的。溪流的整治會失去原始

樣貌，喚不回自然的純粹，我的理想是孩子們能主動探尋充滿生命力的野溪，感受野性之美，興起保育

之心與保育行動。然而，我們得先務實的面對家鄉河溪的美麗與哀愁，在觀察、紀錄與行動中去體會生

態與生活的關係，去理解唯有健康的生態才可能帶給人們身心靈的平衡與健康。

徜徉醉夢  漫步小坑    北政國中  李曼韻

醉夢溪中常見的入侵外來種 : 紅耳龜。
這是不當放生的結果

常優游於小坑溪中的白腹游蛇。
牠不是水蛇喔，也沒有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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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自然生態類 環境議題類4環教場域類3歷史人文類1

徜徉醉夢  漫步小坑    北政國中  李曼韻

課程主題 溪流步道的生物觀察與環境行動 設計者 李曼韻

實施年級 7-9 課程時間 共  4 小時

實施類別 ■單一領域融入 課程實施時間

■領域 / 科目：生物

■團體活動時間

■彈性學習課程 / 時間

總綱核心素養 C1 道德實踐與公民意識

領

域

/
學

習

重

點

核心素養

自 -J-C1
從日常學習中，主動關心自然環境相關

公共議題，尊重生命的重要性。

環

境

教

育

議

題

核心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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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表現

觀察與訂題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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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而能覺察問

題。                                                                          

學習主題 環境倫理

學習內容

生物多樣性 (Gc)
Gc- Ⅳ -1 依據生物形態、構造的特徵，

可以將生物分類。

Gc- Ⅳ -2 地球上有形形色色的生物，在

生態系中擔任不同的角色，發揮不同的

功能，有助於維持生態系的穩定。

實質內涵

J30
了解人與周遭動物的互動關係，認識動物需

求，並關切動物福利。

學習目標 深度認識學校附近的溪流生態系，以提升生態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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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自然生態類 環境議題類4環教場域類3歷史人文類1

徜徉醉夢  漫步小坑    北政國中  李曼韻

路線特色與規劃

1. 步道環境：步道平緩好行，具生態多樣面貌。涵蓋低海拔森林、溪流、竹園、菜圃等不同的自然或人

為生態系。

2. 「近生態工法」與「三面光」工法之實境比較。

3. 溪流附近鳥類的認識與欣賞。

4. 河川污染程度指標 - 認識指標性生物。

5. 簡易水質調查：

(1) 調查水溫、濁度、酸鹼度、溶氧量。

(2) 依水中指標生物分析小坑溪的汙染情況。

活動設計理念

1. 觀察、辨識、認識、記錄小坑溪及溪邊步道動植物的多樣性。

2. 藉由水質檢測及調查溪中水生指標生物以了解小坑溪的汙染情況。

3. 深度認識學校附近的溪流生態狀況，以提升生態素養並能欣賞大自然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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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藉由提問引導學生想觀察、探討學校周遭環境的動機。

提問：

1. 學校親山近水，同學可曾好奇過，山中藏著什麼祕密？溪裡有哪些生物？

2. 同學可曾有觀察過，卻叫不出生物的名字的經驗？

3. 溪流裡的生物一年四季都相同嗎？

4. 溪邊還有哪些植物與動物？

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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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自然生態類 環境議題類4環教場域類3歷史人文類1

徜徉醉夢  漫步小坑    北政國中  李曼韻

學習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時間 備註

二、活動流程與實施方式

活
動〈

一〉

 地點：小坑溪  活動主題：  觀溪一步道走訪及觀察

活
動
內
容

1. 認識生態工法。

2. 指標生物種類鑑定。鑑定生物包括底棲生物、藻類等。

3. 觀察並紀錄溪邊動植物。

活
動
實
施

1. 先將同學分組。3-4 人一組，一組一張底棲生物卡，一個小魚網和塑膠罐。每人一張學習單。

2. 集合後由無名溪往北政橋，在大、小坑溪交會處解說這三條溪的關係、歷史與整修工法。

3. 走到小坑溪中段，翻動石頭或持水網在水中撈取生物，參考底棲生物卡辨識底棲生物種類，

判斷河川水質情況。

( 註 )  叮嚀學生遵守規則，注意安全。也可先戴上防護手套。

活
動〈

二〉

 地點：醉夢溪  活動主題：觀鳥

活
動
內
容

1. 認識校園及文山地區常見山鳥及水鳥、留鳥與候鳥。

2. 了解鳥類與環境的關係，進而愛護環境。

3. 賞鳥時應該注意的事項。

活
動
實
施

1. 每 2 人領一個望遠鏡。

2. 從北政上操場旁之河堤步道為起點開始觀察沿線的鳥類，可以望遠鏡輔助觀察。

3. 參閱學習單中的資料，將所觀察到的鳥名代號圈起來。

4. 結束後回到教室集合。

5. 其他物種之觀察記錄。

( 註 )  已於課前先介紹過溪邊常見鳥類

50 分
底棲生物

的觀察是

最容易學

習與應用

的方式，

因為過程

中不需精

密儀器的

協助，只

需翻動石

頭或持水

網在水中

撈取辨識

即可。5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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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自然生態類 環境議題類4環教場域類3歷史人文類1

徜徉醉夢  漫步小坑    北政國中  李曼韻

學習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時間 備註

活
動〈

三〉

 活動主題：觀自然—能應用生物課所學的分類方式，認識生物及生物分類

動
物

脊椎動物─魚類、兩生類、爬蟲類、鳥類、哺乳類

無脊椎動物─昆蟲 ( 含水生昆蟲 )

植
物

溪畔植物介紹
臺灣欒樹、構樹、楓香、樟樹、山櫻花、馬櫻丹、密花苧麻、水麻、稜果榕、綠竹、
洋紫荊、艷紫荊、木賊

醉夢溪步道
甜根子草、象草、白背芒、野菰、野薑花、流蘇、綬草、落地生根、小花蔓澤蘭、
千金藤、姑婆芋

活
動〈

四〉

活動
內容

淨溪

活
動
實
施

1. 每組領取一大垃圾袋，垃圾袋上的編號就是組別編號。 ( 同活動一組別 ) 排在第一個的為組長，

負責將垃圾帶回學校的垃圾堆放區。請組長指揮隊員撿拾垃圾，至約八分滿即可打包。

2. 撿拾的垃圾項目：塑膠產品為主。例如：塑膠碎片，保麗龍碎片、塑膠袋、吸管、攪拌棒及封套、

瓶蓋、免洗餐具、塑膠飲料瓶。

3. 其次：玻璃飲料瓶、衣服、鞋子、橡皮或塑膠手套

4. 無法回收或太重、太髒、鐵線等容易刺破垃圾袋的不要撿。

5. 教師叮嚀 ( 注意事項 ) :a. 團體行動，不任意離開活動場所。b. 不向溪水丟擲石塊。

c. 不下水。d. 注意蚊蟲叮咬。

50 分

50 分

三、活動總結─心得分享與教師結語

1.「中小學教育必須增加生態與永續的概念，加深對大自然的認識」

                                            美國保育專家  彼得．雷文（Peter Raven）
2.「治本之道在教育」，「接觸大自然的經驗能大幅提升對生物多樣性的關心」，「只有當你關心，你才會了解；

只有當你了解，你才會行動」，期待環境戶外課程可以讓大家更了解、更關心、更愛護我們的環境。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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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自然生態類 環境議題類4環教場域類3歷史人文類1

徜徉醉夢  漫步小坑    北政國中  李曼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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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教育第二單元   認識鳥類
                         

一 . 天氣情況：

二 . 行走路線：醉夢溪河堤到小坑步道

三 . 課程步驟

1. 每 1-2 人一組，每人領一個對講機，每組各領一個望遠鏡。

2. 從北政上操場旁之河堤步道為起點開始觀察沿線的鳥類，可以望遠鏡輔助觀察。

3. 參閱學習單中的資料，將所觀察到的鳥名代號圈起來。

4. 結束後回到教室集合，還妥用具後才能準備下課。

四 .  鳥類參考名錄：觀察到後圈選號碼即可。

01. 八哥 ( 臺灣 ) 02. 大白鷺 03. 大冠鷲 04. 大捲尾 05. 小白鷺 06. 小環頸鴴 07. 洋燕 08. 山紅頭

09. 中白鷺 10. 五色鳥 11. 白腰鵲鴝 12. 白腹秧雞 13. 白頭翁 14. 白鶺鴒 15. 灰鶺鴒 16. 夜鷺 ( 亞成 )

17. 泰國八哥 18. 竹雞 19. 松雀鷹 20. 金背鳩 21. 小彎嘴畫眉 22. 紅尾伯勞 23. 紅冠水雞 24. 紅鳩

25. 紅嘴黑鵯 26. 夜鷺 ( 成鳥 )  27. 烏頸椋鳥 28. 珠頸班鳩 29. 麻雀 30. 喜鵲 31. 黑冠麻鷺 ( 亞成鳥 ) 32. 棕背伯勞

33. 紫嘯鶇 34. 黃尾鴝♀ 35. 黃尾鴝♂ 36. 黑冠麻鷺 ( 成鳥 )  37. 黃鶺鴒 38. 黃頭鷺 39. 斑文鳥 40. 蜂鷹

41. 綠鳩 42. 綠繡眼 43. 翠鳥♀ 44. 翠鳥♂ 45. 蒼鷺 46. 領角鴞 47. 鳳頭蒼鷹 48. 樹鵲

49. 磯鷸 50. 藍鵲

五 .  簡單回答以下問題，每題盡量以 50 個文字描述。

(1) 要如何才能給校園 ( 及週遭生活環境 ) 的鳥類一個友善的生活棲地？ (2) 在大自然中賞鳥需要注意那些事項？

(3) 我們的校園暨附近有哪些是保育鳥類？為什麼要保育？ (4) 其他物種之觀察記錄

七年        班           座號           姓名：               其他組員姓名：       

學習單

MAP

目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