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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簡稱北水局)多年來致力於寶山第二

水庫及周圍水利設施的維護與水資源保育，為配合《環境教育法》之推

動，北水局期許能整合寶二水庫、周圍的水利設施及動植物、自然景觀

為主題，申請認證為環境教育設施場所，對來訪的民眾實施水庫、水利

設施及水資源保育教育。因此本團隊盤點寶二水庫及周遭的水利設施及

自然生態景觀，協助北水局規劃寶二水庫教案及體驗設施，藉由多樣性

互動課程，讓參訪者了解水庫及水利設施所扮演的功能及角色，水及淡

水資源保育的重要性，寶二水庫周遭動植物物種及自然景觀，以及水庫

開發面臨生態或文物搬遷所遭遇到的問題如何解決。規劃、研擬未來環

境教育場域經營管理模式，並辦理環境教育人員及志工培訓研習活動，

協助撰寫環境教育認證申請書。同時進一步建立寶二水庫與周遭環境教

育專家學者、在地企業、學校、民間團體等之夥伴關係，建立長期良好

互動及交流。 

本團隊已提交「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據點評估規劃報告書」、「經

營管理規劃書」、「寶二水庫環境教育行動方案推動架構」，並持續協

助北水局蒐集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資料。完成水庫周圍的水利設施資

源盤點及四次生態資源盤查，完整建立寶二水庫周圍動植物資料名錄，

以彙整寶二水庫環境資源特色據點與整合蒐集、調查、分析。 

完成環境教育課程方案：「水的來龍去脈、淡水資源保育的重要性

及如何保育淡水資源」、「水庫水利設施體驗」、「寶二水庫木棧道及

周圍動植物生態教學」、「寶二水庫興建之民俗文物保存」等四套及學

習單，包含課程方案、教具製作、宣導品設計製作等。 

協助兩位北水局同仁完成 30+3 小時核心課程及環境教育人員申請

認證；辦理「員工及志工環境教育基礎培訓課程工作坊」2 場次，總共

招募 15 位夥伴加入寶二水庫環境教育志工行列；辦理「環境教育教案

移接培訓課程工作坊」四場次，並回應志工夥伴建議增辦理志工導覽活

動，實際帶領志工走訪寶二水庫環庫道路、上坪攔河堰…等，使志工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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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當地環境；及邀請新竹上舘國小、新竹竹塹社區大學、新唐科技公

司辦理「環境教育推廣活動」四場，活動內容為已發展教案試教，以評

量試教結果修正教案。環境教育推廣參與者對象滿意度分析，所有課程

滿意度皆在 80%以上，對本場域滿意度則在 86.4%以上。 

協助環境教育相關設施改善規劃，使用真水流動仿真模型，設置一

樓展示廳中央 L 型牆面下半部，並建立上坪攔河堰、越域引水路、寶

二水庫、寶山水庫、水源聯通管之水利設施，與擴增實境(AR)動畫進

行聯結。根據寶二水庫既有網頁平臺資料，配合明年度北水局網頁更

新，加入環境教育資訊、旅遊地圖、線上課程、課程預約線上服務系統、

志工招募，重新規劃出寶二水庫環境教育平臺架構。 
 

中文關鍵字：寶山第二水庫、環境教育、環境教育設施場所、環境教育

設施場所資源整合認證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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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s of this project were to applicant and certificate the 

Baoshan Second reservoir of WRANB (Northern Region Water Resources 

Office of Water Resources Agency, Ministry of Economic Affairs) as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Facilities and Venues (EEFV), under "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Act". 

This project consisted of the following: Collecting and organize 

Baoshan Second reservoir and nearby hydraulic facilities, natural and 

cultural resource.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teaching sites planning and 

setting,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curricula designs, and to draw up future 

EEFV management conforms, and EEFV application. Also to hold 

workshops, and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courses. Meanwhile, to integrate 

and to enhanc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expert 

and scholar, local industry,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and WRANB. 

We’ve completed several objectives of this project. To begin with, 

we’ve submitted the "Sites Evaluation and Planning proposal of EEFV 

Certification", the "Management Planning proposal" and the Model to 

promote Baoshan Second reservoir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Action Plan. 

Then, we’ve collected and organized the rescource of Baoshan Second 

reservoir and nearby hydraulic facilities, and four times wildlife and plant 

survey and database were also established. Furthermore, four sets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curricula have been designed including curricula 

and teaching aids made. Meanwhile, we’ve support two members of 

Baoshan Second Reservoir Management Center completed Core Curricula 

and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certification and 15 volunteers recruited. 

Also, we held two Basic Training Curriculum Workshops, four Teaching 

Plan Transfer training Workshops, four Promotional Activities, and 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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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idance of Baoshan Second Reservoir to response volunteers’ demand. 

Finally, the results of the satisfaction survey showed that the satisfaction of 

all the curricula is over 80%, and over 86.4% satisfied with the field. 

As mentioned previously, we also helped to draw up building a 

Baoshan Second Reservoir mock-up specific to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and we also redesign the online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platform by 

updating the latest information from the website of WRANB. After this 

project completed, we attained the objects of this project effectively. 

 
Key words ： Baoshan Second Reservoir,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Facilities and Venues, Resource 

Integration, Certification Pla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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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一、計畫緣起及目標 

水是人類、生物不可或缺的重要資源，也是人類文明的起源。臺

灣地區降雨量為全世界平均降雨量的 2.6 倍，降雨量可說是相當豐富；

但是因為臺灣地區地形陡峭、河川短促、快速流入海洋，再加上國内

工商業進步需水量大增，而近年來氣候變遷的影響，使得每一個人可

分配到的平均降雨量為全世界的 1/6，使得我國竟成為缺水國。因此國

內水資源的供應及是否有效調配，對國人的生活品質以及工商業的發

展，有相當大的影響。其中有效保存、調配水資源的最好方法是：興

建水庫、水庫上游地區的山林保育及水土保持工作。 

近年來，新竹地區因新竹科學園區設立，人口快速增加，因此新

竹地區公共及工業用水量與日俱增，水利署為能解決新竹地區用水困

境，於民國 86 年 4 月開始興建寶山第二水庫（簡稱寶二水庫），包括：

土石壩壩體、溢洪道、取水塔、水源聯通管、越域引水路、及下游河

道之整治，達到供水及蓄水的功能，至民國 95 年 6 月正式完工。寶二

水庫位於新竹縣寶山鄉山湖村，屬於中港溪河系峨眉溪支流石井溪上

游，為一離槽式水庫，水源係引用頭前溪支流上坪溪之餘水調節運用，

總有效蓄水量 3,147 萬噸。取水方式利用頭前溪支流上坪溪之上坪攔河

堰取水，經沉砂池沉砂後，由越域引水路引入水庫調蓄利用。寶二水

庫總有效蓄水量為 3,147 萬噸，雖然遠高於寶山水庫的 504 萬噸，但由

於大新竹地區的需水量大，又快速增加，縱使兩座水庫同時來供水尚

不足以因應。寶二水庫和寶山水庫以聯通管的方式進行串接，輸送至

寶山淨水場處理後，供應大新竹地區約 45.3% - 58%的水量；隆恩堰提

供約 22.5% - 43.1%的用水量，經過新竹第一、第二及湳雅淨水場處理

後再提供給大新竹地區；其餘約 11.6% - 19.5%的水量則由石門水庫及

永和山水庫支援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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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寶二水庫管理中心 圖 1-2 寶二水庫全景 

由於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簡稱北水局）多年來致力於水

環境保育，為保護水源，不對外開放遊憩性活動，故無太多觀光設施，

四周群山環抱，充滿著自然氣息，宛如深山之中的明珠，也因對自然

生態景觀維護努力不懈，使水庫呈現自然的原始風貌及生物多樣性，

每到油桐花盛開季節，環庫道路雪白落花片片，十分迷人，登上觀景

臺欣賞湖面風光，陽光閃耀水面波光粼粼，水底石頭清晰可見，白鷺

鷥滿天飛舞、鷿鷉湖中嬉戲，配上翠綠的草坡，以及遠山層疊，美麗

如畫，可遠眺五指山、鵝公髻山，期望利用優越的景觀特色，來導引

民眾愛水庫，喚起社會大眾對水資源生態及環境保育之重視，共創優

良豐沛的水環境，亦使水庫朝向永續經營利用之目標邁進。 

由上述可知，寶二水庫周圍擁有相當豐富的水資源保育設施及自

然景觀資源，但因為長期受限於環境影響評估法及自然保育之規範，

僅限定為單一用途之水庫蓄水設施，並沒有開放提供給民眾大規模的

旅遊行程。而近年來因為《環境教育法》通過，經濟部水利署則積極

響應政府，則期望能將各地的水資源中心、水庫能設置為水資源保育

環境教育場域，以利民眾能夠了解水利單位如何保育及調配水資源，

也讓各級學校師生可以增加環境教育的場域，而民眾也可以增加休閒

旅遊的去處。因此北水局乃希望可以將寶二水庫及周遭的水利設施、

水資源保育設施及自然生態景觀，能發展為環境教育場域，以達成水

利署對環境教育工作推動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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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環境教育法》已於 100 年 6 月 5 日正式實施。《環境教育法》

成為各機關、學校推動環境教育的重要依據。依據《環境教育法》第

十九條之規定，機關學校實施環境教育，得以環境保護相關之課程、

體驗、實驗（習）、戶外學習、參訪…等活動為之。而戶外學習應選擇

以認證之環境教育設施或場所辦理。且各級主管機關及中央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應鼓勵、協助民營事業對其員工、社區居民、參訪者及消費

者等進行環境教育。因此能使政府機關、學校、企業員工及一般民眾

能有合適之環境教育認證場所得以實施環境教育；再者，在《環境教

育法》第二十條輔導與獎勵辦法中明訂，各級主管機關及中央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應輔導民間運用公、私有閒置空間或建築物設置環境教育

設施、場所。 

為配合《環境教育法》推動並落實環境教育，根據《環境教育法》

及「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及管理辦法」等相關規定，北水局希望能

整合寶二水庫之水資源保育設施、周圍之自然環境及在地文化古蹟資

源，及規劃、設置寶二水庫管理中心及周圍環境為未來環境教育場域，

並申請場域認證。 

爰此，本團隊將利用寶二水庫及周遭的水利設施、水資源保育設

施及自然生態景觀，協助北水局規劃多元具寓教於樂之寶二水庫環境

教育課程與活動方案-「水的來龍去脈、淡水資源保育的重要性及如何

保育淡水資源」、「水庫水利設施體驗」、「寶二水庫木棧道及周圍動植

物生態教學」、「寶二水庫興建之民俗文物保存」等教案及體驗設施，

並藉由多樣性課程互動，來讓參訪者了解水及淡水資源保育的重要性，

水庫水資源保育設施的功能及扮演的角色，寶二水庫週遭動植物物種

及自然景觀，在地的人文傳奇故事，以及面臨文化古蹟或遺址搬遷時，

所遭遇到的問題及如何解決。以及規劃、研擬未來環境教育場域經營

管理模式，並辦理環境教育人員及志工培訓研習活動，且協助撰寫環

境教育認證申請書。同時進一步建立北水局與環境教育推廣者之夥伴

關係，進行整合環境教育參與者及其角色分析，增進北水局與環境教

育專家學者、在地企業、學校、民間團體、長期良好互動環境教育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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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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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寶二水庫現況、議題與分析 

一、寶二水庫周遭的環境資源分析探討及對策 

(一)寶二水庫壩體及周遭的水利設施 

寶二水庫採離槽式水庫設計，所謂離槽式水庫是水壩不建設在河

川的主流上，而是選擇建設在離河川主流不遠的小支流上，以渠道引

接河川水源進入水庫，在颱風或濁水期間，進水口閘門可適時關閉，

避免引進混濁的水源，減少水庫泥沙淤積，延長水庫壽命。 

寶二水庫的水源，源至頭前溪支流的上坪溪，取水方式是利用上

坪堰的進水口取水，上坪堰位於新竹縣橫山鄉田寮村上頭排及燥樹排

附近，引水路總長 7030 公尺，被引進的水源經過沉砂池沉砂後，由

新建的引水路，引入水庫調蓄利用，整個寶二水庫的引水路，包括巴

歇爾量水槽一座、跌水工、平地段暗渠、渡槽二座、引水隧道四座、

及渠末工等工程。寶二水庫的原水，經取水塔輸出，取水塔位於大壩

左岸，是一處直立式分層取水塔，分為上(140m)、中(125m)、下(110m)

三層，依水質狀況，個別或混合方式分層取水，塔高約 58 公尺，為

國內此類型中最高者，寶二水庫大壩，為中央不透水心層，分區滾壓

式土壩，壩頂設有維修道路，寶二水庫設有溢洪道一座，在水庫水位

高於高程 150 公尺時，以自然溢流方式排洩水量，閘閥室位於大壩輸

水路末端，內部設有緊急放水閥門一座，可進行調節性放水，調整水

庫儲水量，此外閘閥室設有平時維持下游生態之生態基流量放流閘門，

及輸送至寶山淨水場的原水蝶閥等設施。寶二水庫，平時以重力方式

輸送原水至寶山淨水場，水庫水位過低，無法以重力方式輸送時，則

需以加壓方式抽送處理，因此設置加壓站一處，對輸送的原水進行加

壓，原水經過總長約 6,800 公尺長的水源聯通管路，輸送至寶山淨水

場，進行淨水處理，然後再輸送至民生和產業使用。 

寶二水庫完成後，與寶山水庫、隆恩堰聯合運用，每日可增加供

水量 28.20 萬噸，能有效解決新竹地區用水問題。從營運開始，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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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水質、水文、水土保持監測，以及水域生態調查等工作，除了為

水庫水質把關外，透過長期的監測資料分析，擬定集水區管理、規劃

污染防治措施、及水庫水量操作調度之參考，進而保障民眾用水品質，

及水資源的永續利用。 

 

圖 2-1 寶二及寶山水庫聯合供水系統及相關水利設施位置圖 

(二)寶二水庫周遭的動植物物種及自然生態景觀 

多年來寶二水庫，致力維護自然生態，有效保育水域環境，使水

庫四周呈現自然的原始風貌，孕育豐富多樣的動植物，散發出蓬勃的

生命力，隨著生態環境的演進，在寶二水庫的集水區內，孕育了許多

重要的生物資源，有油桐花、桂竹、相思樹、樟樹、植物群落交錯的

生態環境，維持原來的風貌，吸引眾多昆蟲、哺乳類、兩棲爬蟲類和

鳥類到此覓食繁殖，包括：臺灣藍鵲、翠鳥、竹雞、小白鷺、鍬形蟲、

獨角仙、五色鳥、薄翅蜻蜓、小波紋蛇目蝶等，蘊藏了大自然的盎然

生機，用豐富的動植物資源和充滿生機的綠意美景，吹奏起和諧自然

生態之歌，向世人演繹人、水、生命，和諧共生的精彩樂章。 

(三)水資源保育你我都有責任 

由於全球暖化及氣候變遷，使臺灣降雨更加極端，臺灣目前正面

6 



臨水資源短缺問題，對已開發的水資源做好管理及維護工作，更顯得

重要。將以永續經營的理念，提高水資源應用效率，加強水土涵育，

管理及靈活調度現有水源，穩定提供質量均佳的水資源，滿足民眾的

需求，為了促進水資源的永續利用，你我應該懂得飲水思源，了解水

資源的重要性，一起愛護寶二水庫水質與環境，避免任何破壞水質的

行為和活動，以保障水質安全，在生活中更需要養成節約用水的習慣，

落實節水、知水、愛水的觀念，重視自然生態環境，讓賦予生命力的

水資源，能夠生生不息，愛護大自然，珍惜水資源，守護每一滴純淨

的水（寶山第二水庫，2017）。 

(四)老仙爺廟及老樟樹搬遷 

寶二水庫週邊重要景點之一-老仙爺廟，為當地民間信仰的中心，

原名為溪源洞老仙爺廟在民國前五年，由北埔望族姜滿堂先生及當地

文學家劉建賢先生，策畫集資，就地鑿洞，命名「溪源洞」祀奉仙爺，

尊稱「救苦大仙」，廟宇雖小，但環境清淨，山溪秀麗，後方壁立如

刃，如同仙境。民國二十四年，因新竹臺中大地震，仙爺廟一度被地

震震倒，同年十月修建完工。仙爺廟為寶山四鄉鎮(北埔、峨嵋、寶

山與竹東)的信仰中心，信徒數萬。因老仙爺廟原址地處「寶二水庫」

淹沒區，因此遷移於現址（沉沒在寶二水庫的仙爺廟（溪源洞），2017；

劉還月，2014）。老仙爺廟在搬遷的過程當中，為尊重當地居民的信

仰，北水局將此搬遷議題列為重要的事項來討論，除了邀請當地的村

里長、仕紳一起來討論外，經過若干次的會議，選定新的廟址，擬定

搬遷重要程序，並徵得神明及在地重要人物的同意後，並起辦大型的

法會儀式後，再依程序逐一搬遷。在此過程同時，也將數十座未來將

泡於淹沒區中的土地公廟及老樟樹也一併遷移；這就是寶二水庫在興

建的過程當中，為了水資源保育也同時兼顧民間信仰及自然保育的值

得大家重視及討論的重要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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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寶二水庫設置為環教場域之議題討論與分析 

(一)水資源保育、環境教育、民眾休閒旅遊如何取得平衡 

寶二水庫依 97 年 3 月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敘明：本水庫及周圍

蓄水範圍為「水庫集水區」，為防止水庫水質遭受污染，應避免外人

進入活動及垂釣。而當寶二水庫設置為環境教育場域，未來，來訪遊

客數及活動必然增加，需考慮一適當機制，如何在水資源保育、環境

教育、以及民眾休閒旅遊三者之間取得一適當平衡，此為北水局需要

深思的議題。 

本團隊建議未來環境教育場域設置之後，各機關、學校及企業單

位之環境教育場域參訪，可以經由網路系統預約申請，北水局可以依

參訪的單位、人數作一適當管控，以有效達到環境承載量之管控。再

者，一般的政府或民間單位來借場地辦活動，也應該要求對方擬定相

關計畫，送請北水局審核同意之後，才可以准予辦理。至於一般民眾

到水庫周圍地區進行休閒旅遊，有些可能會造成水庫水質污染之行為，

如野餐、露營、垂釣等，應予以明令公告禁止。 
 

 

圖 2-2 寶二水庫管理中心定期派員檢測水庫水質，以確保水質安全 

(二)環境教育場域申請範圍及環境教育設施之設置地點 

整個寶二水庫管理中心建築相當的新穎，建築物使用、防災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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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問題相對較少。目前在管理中心一樓大廳雖有部分的展覽設施，仍

可以進一步加以規劃，作為環境教育的主要場地；目前規劃在一樓大

廳正對大門的靠牆面空間以及牆面上，設計了仿真水庫模型及 AR 擴

增實境的立體影像展示設施。在管理中心後方有一長條型水道，目前

並無特別用途，可以利用此一長條水道規劃為水利或是水資源保育的

模擬設施，包括：(1)模擬小型水庫蓄水、放水、水庫水位高與水壓之

間量測的體驗等設施；(2)模擬森林、草地、水泥地、裸露泥土地之水

土保持設施。以及沿著環庫步道所見到的水庫壩體、水利設施、動植

物生態及景點，作為本場域的重要環境資源及設施。 

  

圖 2-3 寶管中心一樓展覽廳 圖 2-4 寶管中心後方長水道 

 

(三)寶二水庫設置為環境教育場域可對參訪者傳達的環境教育理念 

1、臺灣地形山高水急，水庫具有蓄水防洪的功能，水庫設置是絕

對必要的；否則，雨多時，會有山洪爆發危機；雨少時，可能

無水可用。 

2、水庫的功能（如何調控及保育水資源）、安全性及週邊水利設施

的功能及操作；再者，水域環境及週邊的環境維持的非常好，

因此有非常豐富的動植物生態及景觀。 

3、水庫設計的好，除了防洪、儲水的功能外，還會有旅遊、水力

發電等多樣功能。 

4、水庫設置的好(1)水庫設有生態基流放流，可以盡量減少河川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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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生態所受到的影響；(2)水庫會有足夠的強度，不會因為地震

震垮，而影響到下游的人民生命財產的安全。 

5、臺灣水庫壽命特別短的原因，除了地形坡度高、山區地質年輕

不穩定之外，上游集水區水土保持做得不夠好，山林過度被濫

砍、濫伐所導致。 

(四)環境教育場域設置後的經營管理策略 

很多政府單位設置了環境教育場域之後，大多面臨了公部門人力

短缺，以及場域維護經費不足的問題，所以都會考慮以下兩種經營方

式：其一由北水局每年編列一定的經費來經營管理該場域；其二透過

BOT 的方式，委外來經營管理該場域。這兩者各有其優缺點，前者除

了經費之外，人力短缺的問題仍然存在，所以必須透過招募培訓志工，

加入環境教育場域的經營解說團隊，以增加環教場域的經營人力。後

者的經營方式對政府單位而言，看似比較簡單，但若該場域位處偏鄉

地區，來訪民眾本就不多，經營很難達到損益兩平，所以想進駐的

BOT 經營團隊可能興致缺缺；再者，公部門想要傳達的為水資源保育

和環境教育理念，也會較難以如預期的方式及結果，傳達給民眾或參

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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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水環境教材與課程可運用的教學策略 

一、水資源保育之情意領域課程可運用的教學策略 

情意教學著重於感染與感動，亦即在氣氛感染及情意感動的情境，

使學習者能感受外在刺激，進而反省、思考，並能培養尊重及關懷的

態度。藉由故事引導、討論、行動劇等方式，讓學生實際體會相近的

氣氛與經驗，可從中培養學生的態度及價值觀。 

因此，在教案編撰發展活動中，便提供了繪本教學（第一階段，

國小 1-3 年級）、行動劇（第二階段，國小 4-6 年級以上）、討論（國中

7-9 年級以上）…等教學方式，從中灌輸學童相關知識外，亦提升其對

於各項環境的敏感度與防範未然的態度。 

(一)繪本教學：選擇適當的水資源保育繪本（如山上的水、讓湍河流走、

淡水河、A River Ran Wild），將繪本中的圖頁拍下，以簡報播放講

故事的方式呈現，每一故事講完，會問小朋友一些問題，再帶一些

活動。 

(二)行動劇：藉由讓孩子近身體驗戲劇與說故事的精采演出，分別是《魔

幻森林》、《神奇溫泉水》，並結合水資源教育觀念，實際感受水資

源保育及節約用水的重要性。 

(三)小組討論、2100 開講（模擬談話性節目）、公聽會…等，透過各方

立場意見表達，讓參與者擔任執政者、環團、民眾、財團等以不同

立場來思考，透過此活動學習傾聽多方意見，並採納其優點，做出

正確的決策。 

二、強化環境行為學習成效之課程設計 

行為課程首重平日習慣的養成，本於教學活動的設計上，藉由(1)

環境契約書的訂定，明訂學生應遵守的事項及定期應做的行為；(2)環

境檢核表的製作與執行上，讓學生從中了解水資源保育應有哪些相關

的行為，及該如何執行的水資源保育行為；(3)水資源保育小尖兵（或

巡守員）的聘書，則藉著聘書的發給，建立學生對於平時水資源保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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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的責任心與使命感，提升學童於環境教育行為執行的信心及樂趣，

讓學生樂於參與各項環境議題而準備；而(4)日常相互監督的方式，希

望藉由同儕的鼓勵及監督，去提高學童執行水資源保育行為的意願。 

三、各種環境教學方法對學生環境素養能力之影響 

「各種教學法對學童節能減碳知識、態度、行為、技能增進可行

性」（林明瑞、黃竣豊，2010）研究發現以下的重要結果： 

(一)可增進「知識」之教學法，可依序考量：戶外學習（野外觀察、探

索式教學、校園內戶外活動）、講述法（課程之一種）、STS 教學、

實驗（習）（作）活動等教學法。 

(二)可增進學生「態度」程度之教學法，可依序考量：模擬遊戲、價值

澄清、角色扮演（上述三種皆為態度增強課程）、戶外學習（探索

式教學、野外觀察）、行動研究等教學法。 

(三)可增進學生「行為」程度之教學法，可依序考量：模擬遊戲、角色

扮演（上述二種皆為行為增強課程）、戶外學習（野外觀察、探索

式教學）等教學法。 

(四)可增進學生「技能」程度之教學法，可依序考量：實驗實驗（習）

（作）活動、探索式教學、模擬遊戲（上述二種需設計為技能增強

課程）、行動研究等教學法。 

四、利用分組討論進行各種形式教學 

(一)分組、觀察、實驗教學：為一般自然科實驗課程及水環境相關課程

經常的教學方法；例如：「如何分辨水中蜻蜓及豆娘的幼蟲？」。 

(二)腦力激盪：各組就某一水環境議題，由與會每個人依所學、經驗、

認知，提出觀點、建議、或解決方法，而各種方案則經由反覆批評、

檢視之過程，討論出最佳決策及方法；例如：在「如何讓全校師生

力行節約用水及廢水再利用？」的提案中，每位與會的人提出各種

觀點、建議、或解決方法，大家一起來批評、討論。 

(三)STS 教學法（科學、技學、社會）：各組成員就某一水環境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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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任務編組，利用各種科學方法收集與議題相關的資訊，包括：

專家訪問、資料查詢、現場探勘、問卷調查等方式，以各種民主程

序進行辯論、討論及決策，決定出最佳的議題解決方式，以作為後

續行動準繩，或提供給行政單位作參考，這也是環境議題調查經常

採用的方法；例如：(1)桃園地區經常缺水，有效的解決策略及方

法為何？(2)校園的水池嚴重優養化，如何有效解決？ 

1、探索式教學法：整個學習的歷程是以各小組學生的探索及討論

為中心，教師僅居於提問、引導的地位。例如：地面水如何蒸

發為水蒸汽，在天上如何遇冷凝結為小水滴形成雲；又在何種

氣候及地形條件下降成雨？ 

2、行動研究教學法：例如：校園的水池嚴重優養化，我們如何設

法動手來解決？ 

五、辯論會、角色扮演、兩難困境、價值澄清 

若某一水環境議題較具有爭議性，教師一時之間難以說明清楚，

或不想強輸自己的價值觀給學生，經常會採行辯論會、角色扮演、兩

難困境、價值澄清等方式進行教學，最後再由教師加以引導。 

(一)辯論會：就議題正反意見，分成兩組進行辯論；例如：為能鼓勵農

民節約用水，是否對農民徵收水權費之辯論？ 

(二)角色扮演：教師就某一水環境議題選出各適當角色進行扮演，演一

齣話劇，或仿 2100 開講的方式，進行辯論，未參與演出者或安靜

觀賞，或參與討論；例如：美濃水庫是否興建之辯論。 

(三)兩難困境：由教師就某一水環境議題提出正反兩種令人難以決定想

法，想藉此喚醒學生內心深處的環境價值抉擇；例如：徵收水污費

興建污水下水道，可以有效解決水污染問題；但會增加每個家庭的

支出負擔，應如是好？ 

(四)價值澄清：利用兩難困境的水環境議題，導引學生對某項水環境資

源在其內心作出價值高低之判斷；延續上一問題：經由不斷討論及

反省，在學生的心目中可以清楚了解：良好水環境的價值及金錢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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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之間孰高孰低。 

六、水環境戶外教學 

環境戶外教學是最常採用、最有效的環境教育教學法。 

(一)校外參觀：參觀自來水廠、廢水處理廠。 

(二)校園內戶外活動：可結合校園水環境學習棲地營造及學習活動單的

使用，使成為最有效、安全的環教學習方式。 

(三)野外觀察：附近河川、湖泊、水圳的水質檢測、生態觀察活動；到

戶外水土保持教室參觀。 

七、模擬遊戲 

「遊戲」本身具有「趣味性」和「活動性」，模擬遊戲以一環境概

念為主題，由參與者模擬各種環境角色，以遊戲的方式進行自然環境

教育，不僅能在各種年齡層實施，同時也具有相當的成效，也是推行

自然環境教育經常用到的方法之一。 

(一)荒野保護協會：正宗愛臺灣 10 個遊戲 其中如「臺灣黑熊求生記」

和「小小魚兒要回家（秀姑巒溪洄游魚類─小蝦虎魚）」等為一連

串的「模擬遊戲」，透過動態或是靜態的活動方式，帶領參與者模

擬、體驗自然生態。 

(二)約瑟夫‧柯內爾：與孩子分享自然中之流水學習法：和樹做朋友－

化身為樹。 

(三)擁擠地球的遊戲（人口過度膨脹）、野狼吃山羊、山羊吃草的遊戲

（自然生態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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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整體及年度工作項目執行成果 

ㄧ、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作業規劃及執行 

(一)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據點評估規劃報告書：針對寶二水庫設施場

所特色及環境資源，(107 年度)研擬環境教育 108 年至 109 年營運

發展策略規劃及經費建議，(108 年度)研擬環境教育 109 年至 110

年營運發展策略規劃及經費建議，配合寶二水庫及其集水區既有場

域設施，規劃環境教育設施場所未來發展方向、核心目標主題與內

容等，並於議價完成後 3 個月內提送初稿審查。 

此份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據點評估規劃報告書已於 107 年 3月

29 日提送初稿進行審查，報告書針對審查委員給予之建議進行修正，

本團隊針對寶二水庫壩體、週邊的水利設施、動植物景觀資源及文物

古跡資源等進行初步的盤點，並篩選出適合作為環境教育設施場所之

環境教育資源。 

報告書共分成以下七大項進行說明(完整報告書內容請見附錄

一)： 

1、 第一項為本次認證據點寶二水庫相關背景說明 

2、 第二項則以環境教育課程方案中會運用到的環境資源進行說

明 

3、 第三項為寶二水庫鄰近旅遊據點，可做為參訪單位的行程參考 

4、 第四項所發展環境教育課程方案 

5、 第五項說明目標及營運管理策略 

6、 第六項以設施維護及環境負荷進行說明 

7、 第七項為財務計畫經費建議 

報告書於 107 年 4 月 10 日由本團隊邀請北水局同仁以及水資源

保育的專家學者數名，召開「環境教育專家顧問會議」時，一併請專

家學者針對此份評估規劃報告書給予建議。針對寶二水庫適合作為環

境教育設施場所所篩選出來的環境教育資源及設施進行逐一討論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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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並初步確認哪些資源設施及環境，可作為未來寶二水庫之環境

教育場域資源，及場域未來的規劃及發展方向。本團隊持續根據開會

決議，仔細研議及修正寶二水庫認證為環境教育設施場所各項所需資

料與規劃。 

(二)經營管理規劃書：為使環境教育多元與普及，進行本案場域環境教

育人員建構與培訓，結合北水局、新竹縣寶山鄉、北埔鄉在地或鄰

近學校、新竹縣政府、新竹科學園區企業及環境教育專家學者與民

間團體等環境教育推廣之參與夥伴，並規劃與學校、科學園區企業

及已認證環境教育設施、機構建立夥伴關係，並依據各項回饋進行

修正，擬訂適於寶二水庫環境教育設施場所長期經營之方針，因本

規劃書為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資料之必要文件，於議價完成後 5

個月內提送初稿審查。 

經營管理規劃書於 107 年 4 月 10 日召開「環境教育專家顧問會

議」時，已完成初稿，故於會議時一併邀請專家學者進行檢視，並針

對專家學者給予之建議及會議決議，進行修正，並於 107 年 5 月 28

日提送北水局進行審查，報告書內容本團隊針對寶二水庫的環境進行

盤點及調查、訪視時之回饋意見，或是問卷調查之結論，進行寶二水

庫作為未來的環境教育設施場所之經營管理規劃書，包括：短中長期

的經營策略及方針，及申請認證時，必要提供文件等之說明。 

規劃書共分成以下八大項進行說明(完整規劃書內容請見附錄

二)： 

1、 第一項為本次認證據點寶二水庫設置目標、功能及周圍環境簡

介 

2、 第二項則以寶二水庫申請環境教育設施場所之目標及願景進

行說明 

3、 第三項為說明寶二水庫的目標及營運管理策略 

4、 第四項為環境教育場域之經營說明，包含場域特色及內涵、設

置地點、課程發展委員會之成立、場域課程發展、招募環境教

育夥伴團隊、擬定場域經營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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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第五項說明寶二水庫之安全維護，包含水庫結構及相關水利設

施之安全巡檢、火災預防及消防演練、意外事故之醫療及緊急

救護 

6、 第六項以設施維護及環境負荷進行說明 

7、 第七項為未來獲得環境教育場域認證後，環境教育相關服務流

程規劃說明 

8、 第八項為財務計畫經費建議 

(三)於108年度議價完成後6個月內完成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資料文

件送「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保護訓練所」提出申請。 

本團隊今(107)年度協助北水局檢視以下認證相關資料，並開始準

備。再於 108 年度議價完成後，將以下相關資料逐一備齊；於 108 年

度 6 月底前將相關認證申請文件送至行政院環保署環訓所，申請環境

教育場域認證。 

1、申請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需準備之資料 

寶二水庫如欲申請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需備妥以下資料：

首先申請單位須填妥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申請書，其內容包括：

(1)應檢具相關文件，(2)需說明環境教育場域現況及自然或人文特

色主題內容，(3)環境教育專業人力配置說明，(4)環境教育課程介

紹，(5)環境教育場域經營管理規劃書，(6)近三年內辦理環境教育

相關證明文件。 

文件 1：目前已取得「寶二水庫管理中心使用權」證明文件影本，

其寶二水庫設施場所之所有權、管理權證明文件之影本，

由於寶二水庫屬於徵收地，有過多地號需確認，目前仍再

確認中。 

文件 2：目前已取得「寶二水庫安全維護的相關資料」 

(1)寶二水庫未來作為環境教育實施據點，須符合各項法規之場域

規範與管理，以及對人員活動過程之安全考量，應包含環境及

人為風險管理、防災與救災計畫（災害發生之相關配套措施、

急救設備、設施、人力、鄰近醫療資源等）、緊急應變標準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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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等；為確保設施場所建築管理、消防安全及防災應變。 

(2)建築物使用執照、最近一次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申報結果

通知書、最近一次消防安全檢查紀錄表、最近一次消防安全設

備檢修申報書、防護計畫書、防火管理人員證書、半年一次自

衛消防編組演練（演練資料及圖片）、建築物耐震評估（適用「建

築物實施耐震能力評估及補強方案修正案」之建築物者）。 

文件 3：目前已撰寫「申請場域環境負荷相關資料」，詳情見附錄二。 

(1)環境承載量評估及環境保護措施 

環境承載量評估：預計正式營運時預計會有多少參訪人數，評

估室內戶外環境承載量，包含：停車場是否有足夠車輛停放空間、

教室是否足以容納來訪的學員數、戶外活動空間是否足以容納來訪

的人數、各項設備、廁所是否足以容納使用人數，並說明承載人數

安排對動植物是否不良影響等。 

(2)環境友善配套措施 

寶二水庫目前及未來規劃中，是否進行節能、節水、減廢等相

關措施，或是教師、學員在寶二水庫活動過程中，所需的資源及排

放的廢棄物，是否設計減量減廢措施，以及改善處理。 

文件 4：近三年辦理環境教育相關證明文件，如表 4-1、4-2。 

表 4-1 近三年辦理環境教育活動相關證明表 

編
號 

活動、訓練、
研習課程名
稱 

活動內容摘要 

日期(年
月日) 時

數 

參加 
人數
（人） 

活動 
經費 
（仟
元） 

辦理性質 備
註 

起 迄 

01 
「經濟部水
利署水規所」
參訪 

 寶二水庫影片介紹 
 水庫園區導覽 

105
06 
16 

105
06 
16 

2 50 0 主辦  

02 
「北臺灣總
工會勞動教
育」參訪 

 寶二水庫影片介紹 
 水庫園區導覽 

105 
10 
19 

105 
10 
19 

2 60 0 主辦  

03 

「石門水庫
集水區保育
巡守志工隊」
參訪 

 寶二水庫影片介紹 
 水庫園區導覽 

106 
09 
20 

106 
09 
20 

2 8 0 主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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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活動、訓練、
研習課程名
稱 

活動內容摘要 

日期(年
月日) 時

數 

參加 
人數
（人） 

活動 
經費 
（仟
元） 

辦理性質 備
註 

起 迄 

04 「國立清華
大學」參訪 

 寶二水庫影片介紹 
 水庫園區導覽 

106 
10 
30 

106 
10 
30 

2 45 0 主辦  

05 「臺大校友」
參訪 

 寶二水庫影片介紹 
 水庫園區導覽 

106 
11 
16 

106 
11 
16 

2 27 0 主辦  

06 「新竹縣市
調查站」參訪 

 寶二水庫影片介紹 
 水庫園區導覽 

106 
12 
16 

106 
12 
16 

2 50 0 主辦  

07 
「經濟部水
利署北區關
懷團」參訪 

 寶二水庫影片介紹 
 水庫園區導覽 

107 
03 
29 

107 
03 
29 

2 13 0 主辦  

08 
「嘉義阿里
山鄉公所」參
訪 

 寶二水庫影片介紹 
 水庫園區導覽 

107 
04 
16 

107 
04 
16 

2 10 0 主辦  

09 
「新北市政
府市場處」參
訪 

 寶二水庫影片介紹 
 水庫園區導覽 

107 
05 
04 

107 
05 
04 

2 27 0 主辦  

10 
第一場「環境
教育志工基
礎培訓課程」 

 專業講師授課 
 解說技巧訓練 
 寶二水庫專題演講 

107 
05 
26 

107 
05 
27 

12 26 24 主辦  

11 
第二場「環境
教育志工基
礎培訓課程」 

 專業講師授課 
 解說技巧訓練 
 寶二水庫專題演講 

107 
06 
02 

107 
06 
03 

12 28 24 主辦  

12 
「石門水庫
環教師團隊」
參訪 

 寶二水庫影片介紹 
 水庫園區導覽 
 上坪攔河堰導覽 

107 
07 
12 

107 
07 
12 

4 15 0 主辦  

13 「外丹功協
會」參訪 

 寶二水庫影片介紹 
 水庫園區導覽 

107 
08 
10 

107 
08 
10 

2 20 0 主辦  

14 
第一場「環境
教育教案移
接培訓課程」 

 志工經驗分享 
 專題演講 
 解說技巧訓練 
 園區導覽 

107 
08 
18 

107
08 
18 

6 10 22 主辦  

15 
第二場「環境
教育教案移
接培訓課程」 

 志工經驗分享 
 專題演講 
 解說技巧訓練 
 園區導覽 

107 
08 
19 

107 
08 
19 

6 10 22 主辦  

16 
第三場「環境
教育教案移
接培訓課程」 

 志工經驗分享 
 專題演講 
 解說技巧訓練 
 園區導覽 

107 
08 
20 

107 
08 
20 

6 19 22 主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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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活動、訓練、
研習課程名
稱 

活動內容摘要 

日期(年
月日) 時

數 

參加 
人數
（人） 

活動 
經費 
（仟
元） 

辦理性質 備
註 

起 迄 

17 
第四場「環境
教育教案移
接培訓課程」 

 志工經驗分享 
 專題演講 
 解說技巧訓練 
 園區導覽 

107 
08 
21 

107 
08 
21 

6 12 22 主辦  

18 「新竹縣審
計處」參訪 

 寶二水庫影片介紹 
 水庫園區導覽 

107 
08 
28 

107 
08 
28 

2 25 0 主辦  

19 「環境教育
志工」參訪 

 寶二水庫影片介紹 
 水庫園區導覽 
 上坪攔河堰導覽 

107 
09 
11 

107 
09 
11 

4 12 0 主辦  

20 「經濟部水
利署」參訪 

 寶二水庫影片介紹 
 水庫園區導覽 

107 
09 
27 

107 
09 
27 

2 40 0 主辦  

21 

第一場「環境
教育推廣活
動-新竹上舘
國小」 

 寶二水庫特色推廣 
 小水滴旅行 
 寶二水庫水，哪裡來？
哪裡去？ 
 經驗分享 

107 
09 
28 

107
09 
28 

4 36 25 主辦  

22 

第二場「環境
教育推廣活
動-新竹竹塹
社區大學」 

 寶二水庫特色推廣 
 寶二水庫水的來源、用
途及缺水調度之評估 
 水庫設施體驗 
 經驗分享 

107 
09 
29 

107 
09 
29 

4 36 25 主辦  

23 「新竹大地
幼兒園」參訪 

 寶二水庫影片介紹 
 水庫園區導覽 

107 
10 
15 

107 
10 
15 

2 40 0 主辦  

24 

第三場「環境
教育推廣活
動-新竹上舘
國小」 

 寶二水庫特色推廣 
 小水滴旅行 
 寶二水庫水，哪裡來？
哪裡去？ 
 經驗分享 

107 
10 
26 

107 
10 
26 

4 35 25 主辦  

25 

第四場「環境
教育推廣活
動-新唐科技
公司」 

 寶二水庫特色推廣 
 寶二水庫水的來源、用
途及缺水調度之評估 
 水庫設施體驗 
 經驗分享 

107 
11 
10 

107 
11 
10 

4 35 25 主辦  

*請於表後，搭配活動照片。 
*辦理性質：主辦為北水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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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近三年辦理環境教育活動相關照片 

  
編號 01「經濟部水利署水規所」 

參訪活動，105.06.16 
編號 02「北臺灣總工會勞動教育」 

參訪活動，105.10.19 

  
編號 06「新竹縣市調查站」 

參訪活動，106.12.16 
編號 07「經濟部水利署北區關懷團」 

參訪活動，107.03.29 

  
編號 08「嘉義阿里山鄉公所」 

參訪活動，107.04.16 
編號 09「新北市政府市場處」 

參訪活動， 107.0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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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10「環境教育志工基礎培訓課程-1」
寶二水庫水利設施介紹課程，107.05.26 

編號 11「環境教育志工基礎培訓課程-2」
水資源保育及管理教育課程，107.06.02 

  
編號 12「石門水庫環教師團隊」 

參訪活動，107.07.12 
編號 19「環境教育志工」參訪活動，

107.09.11 

  
編號 20「經濟部水利署」參訪活動， 

107.09.27 
編號 21「環境教育推廣活動-1 新竹上舘國
小」，小水滴的旅行課程 107.0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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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22「環境教育推廣活動-2 竹塹社區大

學」，寶二水庫水的來源、用途及缺水調度

之評估，107.09.29 

編號 23「新竹大地幼兒園」參訪活動，

107.10.15 

  
編號 24「環境教育推廣活動-3 新竹上舘國

小」小水滴的旅行課程 107.10.26 
編號 25「環境教育推廣活動-4 新唐科技公

司」木棧道動植物生態教學 107.11.10 
 

文件 5：寶二水庫申請為環境教育場域，須包括以下的簡介內容 

撰寫內容包含：發展歷程、早期興建的緣由、組織架構、組織

願景（短中長期目標）、業務項目等，此部分會先請寶管中心先收

集資料提供給本團隊，再由本團隊負責撰寫。 

文件 6：寶二水庫未來設置為環境教育場域之團隊經營管理能力及

經歷 

主要說明：北水局是否有能力來經營管理設施場所，包含：主

管展現對環境教育的經營決心、環境教育人員的學、經歷是否足夠

（是否為相關系所畢業，或有承辦相關活動之經歷，或為環境教育

認證人員），是否曾辦理過的環境教育課程及活動辦理經歷、是否

具專業人力資格、設施場所管理維護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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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報「環境教育場域認證申請書」予行政院環保署審查次日起至收

到審查結果為止，提供必要之協助，如出席相關會議、簡報、報告書修

正等相關事宜，因申請通過環境教育場域認證之過程繁複，本團隊全程

配合，並於委託專業服務期限完成後繼續協助直到取得認證。 

本團隊協助北水局將環境教育場域認證計畫申請書送出之後，本於

職責所在，將協助出席相關會議，簡報之製作、檢視、報告書之修正、

審查意見之回覆、教案之修正等事宜，直到順利通過環境教育場域認證

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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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彙整寶二水庫環境資源特色據點與整合蒐集、調查、分析 

(一)寶二水庫及其集水區之環境教育據點，透過蒐集各據點之環境生態

及特色資料，經現地勘查進行據點之相關資源整合，彙整分析場域

內各據點之特色，作為規劃設計環境教育課程方案與教材教法之素

材。 

寶二水庫周圍的水利設施主要是由本團隊的水利、水資源以及環

工等方面的專家、學者一起協力進行資源盤點。寶二水庫周圍的動植

物資源，由行政院農委會特有生物保育中心退休彭國棟副主任、李玟

樑先生及助理團隊，分別在 107 年 3 月 6 日、3 月 14 日、5 月 17 日、

6 月 28 日進行總共 4 次的資源盤查。完整建立寶二水庫周圍植物、動

物：昆蟲、蜻蜓、蝴蝶、鳥類…等資料，以利後續生態教案的發展。

四次調查資料內容詳見附錄三。 

  

圖 4-1 107 年度第一次動植物資源盤查 圖 4-2 107 年度第四次動植物資源盤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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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寶二水庫及其集水區環境教育基地之環境資源整合：規劃寶二水庫

環境教育基地之評估作業流程及資源分析表單，並透過專家顧問會

議進行表單修訂；(107年度)另寶二水庫之水域環境設施、自然生

態、人文古蹟特色之環境教育據點進行遴選分析；(108年度)另寶

二水庫之水域環境設施、自然生態、人文古蹟特色之環境教育據點

進行確認定案。 

本團隊為能有效快速盤查及記錄寶二水庫及其集水區周圍環境

教育資源及設施，乃設計了寶二水庫環境資源盤點表，並進行盤點。

如目前已完成如表 4-3 所示。此表乃本團隊初步完成之資源盤查内容，

將方便專家會議時，專家們逐一討論各項環境教育資源。 

表 4-3 寶二水庫環境資源盤點表 

項次 環境資源群

別及項別 
是否適作為

環教資源 
適合教

案類別 
資源特性說明 

一 水壩及水資源保育設施 
(一) 

水資源保育設施 

1 水土保持

工程興

建、維護

及管理  

是 1 以涵養水源、防治沖蝕、崩塌、地滑、土石流，維護自然

環境。 

2 坡地、崩

塌地監

測、維護

及管理 

是 1 水庫有可能遭受天然災害（如：地震、豪雨）、人為破壞

或自然損壞等情形，不但影響供水量，亦嚴重影響下游地

區居民生命財產安全。因此水庫管理單位有必要在平時，

及當地震或豪雨發生之後，對水庫壩體及週遭可能發生坡

地崩塌、路基流失、雨水滲漏的地區，進行監測、維護及

管理，以確保水庫週遭環境之安全。 
(二) 水庫設施 

3 壩體 是 2  壩型：中央不透水層分區滾壓式土壩 
 壩頂標高：154 公尺 
 壩頂長度：345 公尺 
 壩頂寬度：10 公尺 
 壩身最大高度：61 公尺(1 級水庫) 

4 溢流堰 是 2 溢洪道為自由溢流堰接齒墩陡槽鋼筋混凝土結構，溢流堰

為半圓型式，堰頂標高 150 公尺，溢流堰長 56 公尺。  
 形式：自由溢流堰接齒墩陡槽 
 設計流量：205.69 秒立方公尺 
 設計洪水位：標高 151.73 公尺 
 溢流堰頂：150 公尺 

5 滲流室 是 2 為量測壩體滲流量之專用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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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環境資源群

別及項別 
是否適作為

環教資源 
適合教

案類別 
資源特性說明 

(三) 水庫進水設施 
6 上坪攔河

堰 
是 2 攔河堰通常位於河川中上游，適當河段築一堰壩，攔蓄水

源，惟其堰高不高，僅為抬高水位，以利引水，有效調蓄

水資源。 
7 沉砂池 是 2 沉砂池主要用以重力沉降方式進行水中顆粒與水的分

離，故應控制沉砂池的流速，使得比重大的無機顆粒下

沉，而有機懸浮顆粒能夠隨水流帶走。沉砂池主要有平流

沉砂池、曝氣沉砂池、旋流沉砂池等。 
8 巴歇爾量

水槽 
是 2 巴歇爾量水槽是最為被廣泛應用在水流量量測之計量裝

置，其被安裝在明渠渠道中，以正確掌握進流水量。其量

測原理係藉由水流經特殊構造之巴歇爾水槽明渠渠道

中，因流量之不同產生水位變化，再由超音波量測液位後

換算流量值。 
9 跌水工 是 2 跌水工：渠道如經過地形坡度陡峭之處，則有水流湍急之

情形，渠道中將有嚴重沖刷問題，故跌水工通常設置於河

道高差變化甚大之處，用以減緩水流及避免沖刷。 
(四) 水庫出水設施 

10 取水塔 是 2 水庫輸送原水係經由取水塔取水，取水塔位於大壩左岸為

一直立式分層取水塔，取水塔分為上、中下三層依水質狀

況個別或混合方式分層取水，塔高約 58 公尺，為國內此

類型中最高者。 
11 水源聯通

管路及加

壓站 

是 2 寶二水庫及寶山水庫以水源聯通管連接，可個別送水或聯

合送水至淨水場，平時以重力方式送水，於枯水期將未能

重力流動之原水必需以加壓方式抽送至寶山淨水場處

理，故設加壓站一處。原水經加壓站後，經約 6,800 公尺

長之水源聯通管路至寶山淨水場，其中包括三座隧道、兩

座管路橋及地下導水管等設施。 
12 閘閥室

 
  

是 2 位於大壩輸水路末端，內設緊急放水閥門(1500mm)、生

態基流量放流閘門(600mm)、自來水擋水蝶閥(2000mm)
等設施。 

二 動植物及自然生態景觀 以下的動植物物種，主要分佈在集水區內。 
(一) 植物 

1 油桐花 是 3 大戟科油桐屬，落葉性喬木，耐旱耐瘠，為良好園景樹及

行道樹種。油桐樹型修長，可高達十公尺，樹冠呈水平展

開，樹皮平滑，灰褐色，幼時光滑，老時粗糙，並有縱裂，

葉互生，紙質，卵形或心臟形，長 15 至 32 公分，它的葉

柄很長，葉片和葉柄的連接具有腺體，外型長相類似一對

小小的螃蟹眼，能分泌甜甜的蜜汁。油桐花，圓錐花序頂

生，花形書筒狀，綠色，花冠白色，基部略帶紅色，花五

瓣呈五角星形，雌雄同株異花，雄花具八至十支雄蕊，雄

蕊為紅色，花粉為黃色，故油桐花色，白花之中仍透著淡

紅與粉黃色。樹皮可製膠，果殼製活性炭，根、葉、花、

果均可入藥，油桐子雖不能食用，通常在產地加工製成桐

油，桐油屬於乾性油，乾燥快，桐油比重輕，有光澤，不

傳電，具多方面的用途，為油漆、印刷油墨的優良原料，

另外桐樹本身可供建築之用、防腐材、樂器用材等。 
2 桂竹 是 3 分佈在臺灣全境低至中海拔地區，特徵 6~16 公尺高，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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徑 2~10 公分寬、一個節點會叉出兩分支，鮮少僅有一個

分支、幼桿呈粉綠色，後變深綠，年老變為棕綠色、地下

莖橫走側出屬「單稈散生型」、3~5 月為桂竹筍萌發的時

節。 
3 相思樹 是 3 相思樹屬於常綠喬木，樹枝摸起來較平滑而且無刺。在種

子、幼苗的階段，可發現到它的"真葉"(真正的葉子，有別

於稍後的葉柄變態成葉子形狀的"假葉")，真葉是二回羽狀

複葉，在相思樹長大之後，葉子會退化成假葉。因為相思

樹生長在較乾旱的地區，為了減少水分蒸發量，必須有自

我保護的機制，就跟仙人掌一樣。假葉是鐮刀狀且互生，

花金黃色，聞起來有輕淡的香味。花萼約為花冠的一半

長，有著淡綠色的花瓣，果實為莢果。 
相思樹的樹幹非常堅硬，可作為薪炭材，故稱為相思炭，

而且可燃燒許多時間。木材可製火車路軌的枕木、礦坑用

材；臺灣北部礦坑用的支撐木材幾乎均用相思樹幹。亦可

製做家具、農具。由於它的根部分化的非常多，能夠緊抓

土壤，再加上能夠禁得起強風、旱災和可生長於貧脊之地

的優點，所以常用作綠化荒山、水土保持。根部長有根瘤

菌，根瘤菌能固定空氣中的氮將其轉化為植物可直接吸收

的氮元素，而相思樹則提供根瘤菌所需的養份。有助改善

貧脊土地缺氮的情況。 
4 山黃麻 是 3 山黃麻為自生平地或海拔五百公尺以下最常見的落葉大

喬木，為生長快速的陽性先驅樹種，在全臺低海拔的山坡

崩塌地、裸露地或火災跡地、人工林地等干擾地裡，樹形

擴張快速，常形成次生林冠層的樹種。小枝有短柔毛。幹

皮光滑。葉互生，卵形，頭尖腳鈍，有細齒，兩面具剛毛。

花為聚繖花序，腋生，花被黃綠色。核果徑約 0.3 公分，

成熟時黑色。 
用途：木材可製火柴桿、薪炭木、木屐、造紙。山黃麻是

臺灣三線蝶、姬雙尾蝶、墾丁小灰蝶、臺灣黑星小灰蝶、

平山小灰蝶等幼蟲之食草。山黃麻的嫩葉、花及果實是臺

灣獼猴及山區野鳥的食物之一，山黃麻的枝葉也可作為鹿

及羊的飼料。 
5 樟樹 是 3 常綠喬木，樹高可達 40 公尺；散發樟樹的特有清香氣息。

樹皮暗褐色，有縱裂溝紋。卵形或橢圓狀卵形的單葉互

生，薄革質，全緣，表面光滑，背面微有白粉，無毛，葉

緣微呈波狀，有離基三出脈，脈腋有明顯腺體。雌雄同花，

花兩性，圓錐花序腋生於枝頂端，黃綠色小花，花期 4～
5 月。球形漿果，10～11 月成熟，成熟時由綠色轉為黑紫

色；果皮呈紫黑色，有光澤。 
用途：將樟樹（在臺灣常分本樟、芳樟、油樟、陰陽樟等）

樹幹削成薄片，蒸餾出樟腦及樟腦油，初製品再經分餾等

程序可製其他產品。為常見的行道樹：枝葉濃密、樹形美

觀，可作行道樹及防風林，因木質芳香，抗蟲害、耐水濕，

可作建材、造船、家具、雕刻用。提煉樟腦、樟腦油：根、

木材、枝、葉均可提煉樟腦、樟腦油；樟腦供醫藥、塑料、

炸藥、防腐、殺蟲等用，樟腦油可作農藥、肥皂、假漆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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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精等原料。 
6 羅氏鹽膚

木 
是 3 落葉性小喬木，葉背及花序均被毛，皮孔顯著，呈紅色。

葉為一回羽狀複葉，有小葉 8~17 枚，小葉呈卵狀橢圓形，

鈍鋸齒緣互生。山鹽青為喜好陽光的陽性樹種，在道路兩

旁及崩塌地區最為常見，它的木材可供作薪材使用。雄雌

異株，開黃白色的小花，小花以圓錐花序生於枝頂。扁球

形的核果成熟時為橙紅色，外部被毛。核果具有鹹味，可

以供作鹽的代用品。 
(二) 動物 

7 臺灣藍鵲

-(珍貴稀

有-屬臺

灣特有

種) 

是 3 形態特徵：身長 64 至 65 公分，翼長 18 至 21 公分，尾長

約 40 公分。嘴角紅色，眼睛虹彩黃色，頭至頸部、胸部

皆為黑色，其餘部分大致為藍色；下腹羽色略淡，飛羽末

端有白斑，尾上覆羽末端黑色：尾羽甚長，末端白色，除

中央 2 根外，其他各羽中段黑色；尾下覆羽末端白色 
臺灣藍鵲大都在樹林及雜草區的交會地帶築巢，且多築於

大樹之樹梢。其巢為碗狀，繁殖於 3 ~5 月間，每個巢通

常有四至六顆蛋。性喜群居，在生育季節，親鳥育雛時，

同族的其他鳥兒都會來幫忙哺餵幼鳥。臺灣藍鵲具有強烈

的護巢行為，對於侵襲者會毫不留情的攻擊，直到對方離

開為止。 
8 翠鳥 是 3 翠鳥幾乎是臺灣河川的象徵，英國也以翠鳥視為河川品質

的指標，象徵自然原始的河川樣貌；積極復育湧泉濕地的

五溝水濕地學校，也以翠鳥為標誌；依據臺灣鳥類誌的描

述，「近年來臺灣的河川整治工程往往將自然土堤變成混

凝土堤防或水泥護岸，嚴重影響到翠鳥的築巢與繁殖」堅

不可摧的河流護岸，使勤勉的翠鳥不得不放棄，四處飄散

尋覓合適繁殖的棲地。 
9 竹雞  

(深山竹

雞則應予

保育-屬
臺灣特有

種) 

是 3 竹雞是一般類鳥類，另有極為近似的深山竹雞則是臺灣特

有種野鳥，屬保育類。根據臺灣野鳥圖鑑，竹雞腳是綠褐

色、尾羽較長、喉部栗褐色、胸以下有鱗狀斑；深山竹雞

腳是紅色、頰、喉及頸部白色部分醒目，竹雞還算常見，

但深山竹雞已不易見到。竹雞全長約 25 公分，體型圓胖，

大致為褐灰色系列，喉下栗色；下胸至尾下橙褐色，其上

有半月形的棕色斑紋。會出現在道路旁的樹叢底部，以種

子、嫩葉、小昆蟲等為主食。若不小心遇到人類，會不知

所措地慢慢走回草叢中。在野外常可以見到牠們的蹤跡，

竹雞叫聲「雞狗乖、雞狗乖」，深山竹雞則是「咕嚕、咕

嚕」，會重複不停地叫，除了代表求偶，也可能是緊張或

宣示領域主權，竹雞排他性很強，每隻竹雞都有自己專屬

的地盤，當領地被其他竹雞闖入，就會前往驅趕。 
10 小白鷺 是 3 形態特徵：小白鷺身長約 60 公分，全身體態優美修長，

羽色潔白，嘴、腳為黑色，腳趾為黃色。繁殖期眼睛轉為

紅色，頭部有 2 根長達約 20 公分的長飾羽，背部與前頸

亦有些微飾羽，非繁殖期則無飾羽。 
棲地分佈：在臺灣為常見之留鳥，分布於平地至低海拔區

域，部分冬季時會南遷過冬。陽明山國家公園、雪霸國家

公園、太魯閣國家公園、玉山國家公園、墾丁國家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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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國家公園及東沙環礁國家公園等地，皆有小白鷺的蹤

影，分布海拔為 0 至 600 公尺。 
11 紅嘴黑鵯 是 3 形態特徵：體長約 24 公分。羽色全黑，頭頂羽毛上豎。

喙部紅色，微下彎。腳部紅色。春夏季為小群體群居，入

秋後可見上百隻之太族群。叫聲大致為「喵～」、「小氣鬼」

及「嘰嘰喳喳」三種。 
生態習性：為群聚性鳥類，尤其秋冬時可見壯觀的大群

體，繁殖期４月到６月採一夫一妻制，巢為碗狀，每次繁

殖約下２至３顆蛋。以花蜜、葉芽、果實及昆蟲為食。個

性好動，往往一隻飛離就能帶動群體齊飛。傳說紅嘴黑鵯

在布農族受到洪水侵襲後急需火種時，曾自告奮勇去啣回

火種，因而化解了布農族的危機；但是自己的身體卻因此

被煙燻成了如今的木炭色，嘴、腳也被火種燒的通紅，從

此被布農族視為「聖鳥」。 
12 白鶺鴒 是 3 形態特徵：整體白色、灰色、黑色相間的鶺鴒，臺灣有兩

個較常見的亞種：白面亞種雄鳥頭後到背部、翼及尾羽均

為黑色，體下除胸部中央黑色以外，其餘部分均為白色；

雌鳥似雄鳥，但背部鼠灰色。灰背眼紋亞種似白面亞種，

但有黑色過眼線，背部鼠灰色。嘴黑色，腳黑色。 
生態習性：出現於中低海拔山區到海岸地帶的開闊地、農

耕地、河床、或都會區綠地，常在地面、石頭或建築物上

行走，偏好靠近水的環境，尾羽經常上下擺動，飛行時成

大波浪狀。以水域邊之小型無脊椎動物為食。最為特別的

是集體夜棲於市區校園、公園及河邊、行道樹上的習性，

嘉義市文化路郵局附近有群棲的地方。早期臺灣農村路上

常可見白鶺鴒在牛糞旁啄食小昆蟲，所以又稱為「牛屎

鳥」。 
13 灰鶺鴒 是 3 形態特徵：灰色頭及背部和雙翼覆羽無明顯白斑可與黃鶺

鴒做一區分。但初級飛羽基部白色，因此翼端仍可見白

斑。胸、腹部黃色，尾下覆羽鮮黃色，最易與黃鶺鴒混淆。

有白色眉線，繁殖季時雄鳥喉部會長出一塊大黑斑(黃鶺

鴒無此黑斑)，並出現一條白色顎線。雌鳥喉部大致為白

色。冬季灰鶺鴒羽色與黃鶺鴒更近似，可用腳色區別，灰

鶺鴒腳為黃褐色。 
生態習性：棲息環境甚廣，但較常出現在山區溪流，水域

邊。領域性強，幾乎都單獨活動覓食。停棲時尾巴會上下

擺動。會呈大波浪狀飛行。 
14 白腰文鳥 是 3 形態特徵：白腰文鳥平均體重約為 12.3 克，體長只有約

11 公分，身上顏色大致都是褐色，腰為白色。嘴喙成三

角錐狀，又厚又尖，上嘴喙黑色，下嘴喙灰色。腰部有條

白色寬橫紋帶，尾部又長而尖，鳴叫時發出「啾--啾--」
的聲音。繁殖期於每年的四月至七月。通常活動於草叢，

稻田中，在榕樹、相思樹等上築巢，以草葉編織成球狀鳥

巢。 
15 灰喉山椒

鳥 
是 3 形態特徵：雄鳥：頭、背部黑色，頰及頸為鼠灰色，喉至

頸側灰白色，胸、腹及腰橙紅色。翼為黑色嵌有橙紅色斑

塊。尾羽橙紅色，中央兩根為黑色。雌鳥：雄鳥橙紅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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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都換成黃色，而腰至尾上覆羽為橄黃色，其餘部位和雄

鳥相仿。 
生態習性：常成群在樹冠層上活動，秋季會聚集成數十隻

的大群。常與小卷尾及繡眼畫眉等混種覓食，常見其在樹

枝末梢定點停留，觀望及飛啄枝葉上的昆蟲。遇天敵或危

機，會從樹上往四面八方衝飛而出，像煙火般壯觀，此舉

可能有擾亂天敵視覺的效應。 
16 金背鳩 是 3 形態特徵：上背羽毛為淡褐色而羽緣微帶有棕色，兩脅、

腋羽和尾下覆羽均為灰藍色。 
金背鳩是臺灣的留鳥，生活在海拔 2100 公尺以下的開闊

疏林地，喜於林緣活動。臺北市偶見於公園、安全島的地

面，臺大、關渡、新竹青草湖、港南、臺南四草有觀察紀

錄。常單獨在林下或是旱田的地面漫步尋找食物，偶爾可

見到一、兩隻安靜的停棲在山麓或丘陵地帶的電線上，或

是單獨一隻在市區的公園或安全島上活動。非繁殖期，則

不時聚成小群停棲在開闊地帶枝葉稀疏的樹上。 
17 五色鳥

(臺灣擬

啄木) 
 

是 3 形態特徵：因其羽毛有五種顏色而得名，身長約 20～23
公分，喙基上黑色嘴鬚發達，身體多為翠綠色，頭部大部

份為藍色，額頭和喉部有黃色分布，眼先和前頸有小部份

紅色，眼部至耳羽上方則為黑色，粗厚嘴部為黑色，腳鉛

灰色。叫聲單調而響亮，類似敲木魚「叩叩叩……」，又

因其羽色多彩繽紛，而被稱作「花和尚」，在繁殖時會啄

樹洞為巢。 
生態習性：五色鳥最特別的習性，就是會像啄木鳥一樣啄

木，並且在樹洞裡面築巢。在生態池邊的幾棵枯掉的柳樹

上，或是農場的溫室旁的松樹，都可以看到許多五色鳥留

下的樹洞。常常可以看到五色鳥從數洞探出頭來觀望，相

當可愛。然而，他對築巢的地點總是很講究的。不但要枯

樹，而且還要夠堅固，不容易被颱風吹倒，不能太潮濕，

到了繁殖期，五色鳥的築巢時間總是比一般鳥類來的久。 
18 小鸊鷉 是 3 形態特徵：體長約 26 公分。夏季頭頂至後頸黑褐色，頰、

喉和前頸赤褐色；下喙基部有一金黃色斑；身體背面和雙

翼黑褐色，腹面絲白色；喙黑色；腳欖灰色；冬季頰、喉

和前頸白色，喙帶紅褐色，其餘與夏季同。 
生態習性：棲息於海拔 700 公尺以下湖泊、池塘及水流緩

慢的水域。性羞怯。遇敵則隱藏於濃密水草中，或沒入水

裡逃逸。繁殖期多單獨活動，非繁殖期才有群聚現象。以

啄食水生昆蟲、軟體動物、節肢動物和小型魚類爲生。連

續鳴叫如鈴聲般的宏亮叫聲。 
19 黃頭鷺 是 3 形態特徵：體長約 50 公分。雌雄鳥同色，繁殖羽頭、頸、

喉及上胸飾羽及背上簑羽橙黃色，其餘皆為白色。喙橘黃

色·眼先黃綠色或淡藍色，繁殖期的部分個體喙基至眼先

呈紅色或鮮紅色·腳、趾黑色。眼黃色。非繁殖羽全身為

白色，眼先黃色。 
生態習性：牛背鷺對於樓地的偏好與大部分鷺科不同，比

較喜歡較為乾燥及開闊的地區，如水田、早田、沼澤、草

原、農場、牧場及垃圾場及高速公路邊坡草皮等都是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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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愛的生活環境。使用紅樹林、蘆葦及灌叢棲息及繁殖。

清晨及黃昏時段，成群的牛背鷺會往返於夜棲地及活動區

之間，往往會飛過市區。喜群居又常常棲於牛背，因此得

名「牛背鷺」。牛背鷺以在乾燥地面行走為主，經常尾隨

牛隻或耕耘機四周以啄食被驚起的昆蟲，利用這種方式可

以不太費力的獲得更多的食物·在覓食中使用包括快走、

小跑步、站立捕捉飛蟲、凝神檢視、頸部擺動、慢步走動、

跳躍及飛起啄食飛蟲等技巧。喜群聚夜棲，常見於山坡地

的相思林、龍眼樹、農家圍籬防風的竹林、河口海邊的紅

樹林等。 
跟隨大型動物時，主要攝取驚起的蚱蜢及蟋蟀，同時也會

攝食甲蟲、蝶類、蜻蜓等昆蟲·另外在濕地會攝取貝、蝦、

蛙、蜥蜴、蛇及小鼠等，也時常聚集在垃圾場撿食腐爛物

及蒼蠅等。 
20 小雨燕 是 3 形態特徵：體長約 13 公分，全身黑色僅腰喉白色，飛行

時鐮刀狀雙翼、白腰、尾羽略凹等為辨識特徵。 
生態習性：春夏集體在橋墩、涵洞、大樓等建物上繁殖，

繁殖期間，巢區徹夜吱喳聲不停，極為喧鬧。時聞成群空

中飛鳴，其聲尖銳，頻率極高，即使轟隆的溪流中也是清

晰可聞。 數量多則數百少則數十隻成群空中飛舞，似乎

陰天或即將下雨的天候下常見大群在空中邊飛邊叫，覓食

飛蟲。常見於低海拔山區成群活動，以橋墩、涵洞、大樓

等附近更容易發現。 
21 赤腰燕 是 3 形態特徵：體長約 19 公分。雌雄鳥同型。頭及背面爲帶

光澤的藍黑色，腰部鏽紅色，翼和尾羽黑色，外側尾羽特

別長，形成很深的尾叉。眉斑長，延伸至頸側，爲紅褐色。

腹面的喉至上腹淡橙色，有黑色縱斑，下腹淡灰褐色，有

濃密黑色縱紋。亞成鳥似成鳥，唯腰部色淡，呈淡黃色或

淺棕色。喙黑色，跗躕及趾黑褐色。 
生態習性：常成群飛翔於農田、荒地、果園等開閲地上空，

有時混於其它燕群中，飛行速度較慢，常短暫拍翅向上，

再飄蕩下滑，追捕飛蟲爲食。亦常成群蹲坐地面或鄉間屋

頂的斜面上。以捕捉飛行中的蚊、蠅、蛾類、甲蟲、蟻類、

蟬等昆蟲爲主。 
22 白頭翁 是 3 形態特徵：雌雄鳥外形相同，但雄鳥身長較雌鳥長。前額

黑色，頭頂與頭後白色，後頸黑色，眼先灰色，眼睛四周

及兩頰黑色，接近白色耳羽處深棕色，身體背面包括背、

中覆羽黃橄欖綠色，尾羽棕色外緣近黑色，胸部上方、脇

及脛部覆羽淺棕色，胸部下方白色隱約帶有淺黃色，尾下

覆羽白色，羽緣帶有黃色。喙黑色，跗蹠與趾黑色。 
生態習性：不太怕人。雄鳥喜歡站在枝頭高處鳴唱，歌聲

嘹亮，聲音圓潤多變。有數種不同的歌聲，都是由數個音

節組成，可聽到似「酒酒雞酒酒、雞酒酒」、「酒雞酒雞酒、

酒雞酒」或「酒雞酒酒雞」等歌聲。常出現在中低海拔的

次生林、灌叢、農田、果園及都市公園與行道樹等環境中。 
23 洋燕 是 3 形態特徵：雌雄鳥同型。前額栗色，其餘背面及尾羽黑色

而有藍綠色金屬光澤。眼先絨黑色，頰、頦、喉及前頸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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栗褐色，至前胸稍淡。翼深褐色，尾羽暗褐，尾羽除中央

一對外，於內側近末端處具白色橢圓形斜斑。腹面胸以下

灰棕色，尾下覆羽黑色，具白色羽緣。喙黑色，跗蹠及趾

角褐色。 
生態習性：洋燕早期的資料顯示為局部地區普遍的鳥種，

其分布侷限在靠近海岸有岩壁供其築巢的環境。現今則為

平地最普遍的鳥種之一。喜停棲於電線或空曠地區的枯樹

枝上。悅耳的 twsit-twist-twist 聲，有時有快速的連音。 
24 鍬形蟲 是 3 鍬形蟲的幼蟲是自然界的分解者，牠們以森林中的腐朽樹

木為食物，會將森林底層的朽木分解而供給土壤養份，在

整個森林生態系中所扮演的角色十分重要。成蟲則喜歡吸

食植物汁液及落果。許多殼斗科植物在病變後會分泌樹

液，這些樹液會吸引許多鍬形蟲前來取食，像是青剛櫟、

栓皮櫟、火燒柯…等等，都是鍬形蟲喜歡的樹種，光是青

剛櫟來說，就可以吸引鬼豔鍬形蟲、紅圓翅鍬形蟲…等十

多種的鍬形蟲。有些種類的鍬形蟲則喜歡吸食植物落果或

是腐爛掉的水果，例如：平頭大鍬形蟲、細角大鍬形蟲、

鏽鍬形蟲…等等。 
25 獨角仙 是 3 形態特徵：體長 40~60 ㎜（不含觭角），雄蟲前胸背板有

一小型觭角，頭部上方則有一大型分岔觭角，雌蟲無觭

角。體色從褐色到黑色。 
生態習性：成蟲出現在 5~8 月間，中、低海拔山區，為夜

行性昆蟲，常在樹幹上吸食汁液。卵、幼蟲、蛹都生活於

腐葉下土壤裡。 
26 永澤黃斑

蔭蝶 
是 3 褐色翅膀，上翅腹面有 3 - 4 枚眼紋，下翅腹面有 8 枚眼

紋，翅膀腹面有一條米白色斜帶貫穿上下翅，雌蝶米白色

帶較雄蝶寬而明顯。本種分布於平地至低中海拔山區，常

見於陰暗的樹林內，幼蟲以禾本科之桂竹寄主，成蟲喜歡

吸食竹液、糞便、腐果，為常見的種類。 
27 青帶鳳蝶 是 3 翅膀表面黑色，展翅時有一條水藍色的橫帶斑紋橫跨全

翅，後翅近外緣有眉狀斑紋排列，尾突不明顯，翅腹面也

有青帶斑紋但後翅近肛角區域具紅斑。本屬 4 種，本種又

稱青鳳蝶，普遍分布於平地至低海拔山區，喜歡訪花或群

聚於潮濕的地面吸水，飛行迅速。幼蟲寄主樟、肉桂等植

物，初齡黑色漸漸轉為褐色、綠色，終齡後胸體背有一條

黃色橫紋，頭胸左右側各有 3 枚藍色光澤突棘，腹端有一

對叉狀突起，蛹為帶蛹，綠色，體背有 4 條黃色縱紋，成

蟲全年可見，常見路邊的野花吸食花蜜，習性靈敏，飛行

快速。 
28 紅蛺蝶 是 3 前翅面端部黑色有 2 列白色的斑點，近基部橙紅色，有 3

枚黑色大斑排列斜向，近後緣及後翅近基部為暗褐色，近 
翅緣橙色具黑色斑點排列，翅腹面深褐色有雜色斑塊， 雌
雄差異不大。本屬 2 種，本種又稱大紅蛺蝶，分布於平地

至低中海拔山區，幼蟲食草為苧麻、蕁麻及榆科等植物，

成蟲全年可見，常見於寬敞的草原，飛行迅速，喜歡吸水

訪花吸蜜。 
29 銀紋淡黃 是 3 粉蝶科，本種有二型，無紋型和銀紋型，銀紋型後翅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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蝶 中央有 2 個緊鄰的紅色小圓斑，翅脈發達，雄蝶顏色較

深，雌蝶較淺。本種有淡綠色與黃色個體，有些個體斑紋

變異大，普遍分布於低海拔山區，常見於豆科植樹的樹幹

上訪花，尤其中、南部或東部地區豆科的行道樹上有上千

隻淡黃蝶飛舞，十分壯觀。 
30 姬波紋小

灰蝶 
是 3 體型為小型蝶種，雄蝶翅膀表面為略帶金屬光澤的紫褐

色，雌蝶翅膀表面為黑褐色，上翅中央部位密生藍色金屬

光澤鱗片，翅膀腹面雌雄斑紋相同，但雄蝶底色為淡灰褐

色，雌蝶為黃褐色。前翅中央有水藍色斑紋，翅腹面有白

色波浪條紋，有白色邊緣的褐色波浪狀斑紋。前、後翅外

緣各翅室有白色圈狀紋路，後翅尾部有 2 個澄色和黑色所

組成的假眼和細長的尾狀突起。 
分布於全島平地與低海拔山地區，是常見的種類。成蝶喜

歡訪花和吸水，常見於潮濕的地面或溪邊喝水，幼蟲食草

為鴨腱藤和金合歡等豆科植物花苞。 
31 小小灰蝶 是 3 小灰蝶科，為臺灣產小灰蝶最小的種類，雄蟲翅膀表面黑

褐色，近基部處有藍紫色光澤，雌蝶灰黑色不具光澤，翅

腹面淡褐色，斑紋近似沖繩小灰蝶但本種線條和斑點較

細，其中以前翅腹面前緣中央偏翅基處有 2 枚深黑色的斑

點與其它近似種有別，為辨別的依據。本屬一種，本種又

稱迷你藍灰蝶、迷你灰蝶，分布於平地至低海拔山區， 北
部較少，中、南部較普遍，如墾丁地區則為優勢種，數量

很多。幼蟲寄主馬櫻丹、賽山藍等，成蟲全年可見，喜歡

訪花。 
32 臺灣三線

蝶 
是 3 蛺蝶科，觸角黑色，端部黃褐色，翅膀表面黑褐色，展翅

時有有 3 條白色橫帶，其中前翅的橫帶為近似種中最細，

又稱細帶環蛺蝶，後翅有 2 條橫帶，翅腹面黑褐色也是近

似種中最深 。本屬有 16 種，本種分布於低海拔山區，幼

蟲以臺灣朴、山黃麻、菊花木、波葉山螞蝗、水黃皮、葛

藤等植物寄主，卵和幼蟲體表褐色，成蟲喜歡訪花，吸食

腐果及樹液。 
33 紋白蝶 是  3 翅膀白色，前翅端有一枚黑色大斑，翅面中央有 2 枚醒目

的黑色斑點，後翅緣無黑斑。紋白蝶的幼蟲，農友俗稱「青

蟲」或「菜蟲」，青綠色軟綿綿的幼蟲喜愛取食甘藍、油

菜、蘿蔔、薺菜等十字花科的植物，被啃食過的葉片呈現

缺刻狀，並留下黑綠色糞便於葉面上，造成經濟損失，但

成蟲僅吸食花蜜，蜜源植物為馬櫻丹…等，不會直接對作

物造成為害。時序進入春天時常常在菜園裡可看到白色蝴

蝶翩翩飛舞的景象。 
34 姬小紋青

斑蝶 
是  3 翅膀黑褐色具淡青色長條斑，腹面長條斑紋白色，雌蝶翅

膀較雄蝶寬，雄蝶下翅近肛門處有黑褐色之性斑，幼蟲食

草為鷗蔓等植物。普遍分布於平地至低中海拔山區，飛行

緩慢，活動於林緣、陽光下，常可見成蝶於溪邊、潮濕地

面吸水，或於花叢附近活動，吸食花蜜，尤其熱愛菊科植

物花蜜。所以常常可以在公園、學校蜜源植物上發現他們。 
35 小波紋蛇

目蝶： 
是  3 雄蝶雙翅背面底色皆為褐色，前翅外側近翅端有一枚明顯

眼斑，後翅則有兩枚眼斑，有些個體會有另外一枚小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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斑。翅腹面密佈黃白色波紋。雌蝶翅背面底色稍淺，且前

翅背面的眼紋較大。普遍分布於全島平地到 2000 公尺左

右的山區，以及綠島、蘭嶼等離島。幼蟲取食禾本科的早

熟禾等植物。成蟲於多種環境中活動，如闊葉森林內、森

林邊緣、草原、荒地等，飛行緩慢；喜歡訪花，也會吸食

地面或岩壁上的水分，是常見又好認出的蝴蝶種類。 
(四) 水庫周圍可見之自然景觀 
36 觀景臺 是  3 可從觀景臺上居高臨下，飽覽一望無際的水庫美景，看湖

面風光，在陽光閃耀水面波光粼粼，水底石頭清晰可見，

白鷺鷥滿天飛舞、鷿鷉湖中嘻戲，配上翠綠的草坡，以及

遠山層疊，美麗如畫，可遠眺五指山、鵝公髻山。 
37 環庫道路 是 3 視野適當處，可瀏覽整個水庫美景及各水庫設施，沿路可

欣賞油桐花外，也可觀察到許多動植物，在地植物、昆蟲、

爬蟲類、兩棲類、鳥類等豐富生物資源和諧共生。 
38 思源亭 是 3 可以站在涼亭裡，眺望遠方的水庫風光外，也富有多樣性

生物聚集，有許多蝴蝶、鳥類、昆蟲聚集。 
39 木棧道 是 3 木棧道內保留原有的在地植物，當微風吹過，桂竹葉沙沙

舞動，蝴蝶翩翩起舞，時有蟲鳴鳥叫，伴隨著民眾腳步。 

40 集水區 是 3 在寶二水庫的集水區內，孕育了許多重要的生物資源，有

油桐花、桂竹、相思樹、樟樹、植物群落交錯的生態環境，

維持原來的風貌，吸引眾多昆蟲、哺乳類、兩棲爬蟲類和

鳥類到此覓食繁殖，包括：臺灣藍鵲、翠鳥、竹雞、小白

鷺、鍬形蟲、獨角仙、灰鶺鴒、白腰文鳥、灰喉山椒鳥、

金背鳩、五色鳥等，蘊藏了大自然的盎然生機，用豐富的

動植物資源和充滿生機的綠意美景，吹奏起和諧自然生態

之歌，向世人演繹人、水、生命，和諧共生的精彩樂章。 
三 古蹟、文物 
1 老仙爺廟

及老樟樹

搬遷 

是 4 老仙爺廟為寶山四鄉鎮(北埔、峨嵋、寶山與竹東)的信仰

中心，信徒數萬。因老仙爺廟原址地處「寶二水庫」淹沒

區，因此遷移於現址。老仙爺廟在搬遷的過程當中，為尊

重當地居民的信仰，寶二水庫管理中心將此搬遷議題列為

重要的事項來討論，除了邀請當地的村里長、仕紳一起來

討論外，經過若干次的討論，選定新的廟址，擬定搬遷重

要程序，並徵得神明及在地重要人物的同意後，並起辦大

型的法會儀式後，再依程序逐一搬遷。 
在此過程同時，也將數十座未來將泡於淹沒區中的土地公

廟及老樟樹也一併遷移；這就是寶二水庫在興建的過程當

中，為了水資源保育也同時兼顧民間信仰及自然保育的值

得大家重視及討論的重要議題。 
註(a)：這裡所指的教案類別乃指這類環境資源可歸屬到第 42-90 頁中的課程活動方案一~四之教案。 

107 年度本團隊針對寶二水庫所有可作為環境教育課程方案的環

境資源及設施，整理製作出寶二水庫環境資源盤點表（如表 4-3），並

邀請「課程發展委員會」專家學者（名單如表 4-4），於 107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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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日進行專家顧問會議。委員對盤點表資源表示認同，並從表單中清

楚地了解到寶二水庫周邊設施及環境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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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寶二水庫環境教育行動方案推動架構 

(一)為有效推展寶二水庫環境教育，研擬寶二水庫環境教育行動方案推

動架構，作為後續寶二水庫相關環境教育推動之依據。 

「寶二水庫環境教育行動方案」係依據《環境教育法》、環境教

育設施場所認證及管理辦法訂定，將本場域有效設置為環境教育認證

設施場所，以「水資源保育、穩定供水為優先，並以維護環境資源、

在地福祉為理念」，在保育水庫水質，以及穩定在地民生及產業供水

的前提下，提升在地居民、產業、學校與政府機關之夥伴關係，期能

創造寶二水庫環境資源之永續發展。 

1、成立環境教育行動方案推動小組 

成立環境教育行動方案推動小組為建置環境教育行動方案的

首要之務，推動小組首先由北水局主管及同仁共同建置，進而研擬

「寶二水庫環境教育行動方案推動架構」，作為後續寶二水庫相關

環境教育推動之規範。水庫環境教育範疇廣泛，舉凡氣候變遷、災

害救護、自然保育、公害防治、環境及資源管理、文化保存、社區

參與等均屬，因此，環境教育行動方案推動小組的成員，再來需包

括：水利署長官、北水局的長官及同仁、在地社區的村里長及發展

協會理事長、中小學校長共同組成，各司其職融合過往經驗及各自

專業，進而研擬寶二水庫環境教育行動方案推動架構，作為後續寶

二水庫相關環境教育推動之規範。 

2、能對外界說明水庫營運時之安全及做出對水資源保育的重要承

諾 

臺灣地區年平均雨量達 2,500 公釐以上，約全球年平均雨量的

2.6 倍，但降雨在空間與時間分布極為不均，平均每年約有七成的

降雨都集中於 5~10 月，颱風和豪雨帶來豐沛雨量，宣洩不及便可

能釀成災害，加上近年來極端氣候頻傳，超大颱風、超強降雨等極

端氣候經常發生，有可能引發水庫週邊水土安全之疑慮。再者臺灣

地處歐亞板塊與菲律賓海板塊間，地震頻繁，水庫雖然建造堅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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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仍承受很大的水壓及土壓。因此寶二水庫大壩設有 10 只壩基水

壓計、12 只壩體水壓計、28 只土壓計、31 處表面沉陷觀測點、1

處傾斜儀觀測井、1 處沉陷鈑、2 處（總共 4 臺）地震儀與滲漏量

量測系統等設備，來監測水庫，做危機預警。水庫管理單位對於地

震、極端氣候所衍生的水庫安全、民眾人身安全，就必須格外謹慎

的態度來對待，以確保水庫安全。 

再者，水資源利用必須要滿足民生、農業、工業等各標的用水

需求，而水庫在水資源利用上，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臺灣每年的

梅雨與颱風季，為寶島帶來豐沛的雨量，水源雖看似不虞匱乏，然

而，臺灣實為缺水國家。近年來，社會與經濟快速發展，用水需求

急速增加，水資源供需不足日益嚴重。世界衛生組織(WHO)早在民

國 86 年就曾指出：水資源的危機已嚴重到「即將動搖建立人類社

會的資源根基」。而寶二水庫就擔任此重要的角色，主要提供新竹

地區民生用水及當地科學園區的重要用水，也提升新竹地區水資源

之調蓄能力與空間及水資源永續利用與發展，減低地下水超限利用，

配合區域均衡發展，提供科學園區的用水及穩定新竹生活圈公共給

水之水源。但依水土保持局指出，由於氣候變遷，臺灣面臨天然災

害發生風險增加，山坡地及集水區伴隨極端水文及地文事件帶來的

災害情勢漸趨劇烈，影響臺灣的自然環境，危及逐漸建立的永續環

境，水資源保育實為一門刻不容緩的功課。 

3、環境教育訓練 

環境教育是環保署近幾年來推動的重要政策之一，旨在希望透

過教育方式，將環境保護和生態保育的觀念傳達給社會大眾，並學

習尊重生命和自然人文概念，增加對於當地環境的認同。過往對於

環境保護工作，大都只能做到管末處理，即是當污染已經造成危害，

再以科學技術將污染加以處理和移除。然而，環境污染的善後處理

工作，不只費時，且耗費大量人力和物力，對環境更是難以彌補的

重大傷害。因此近幾年來，期望透過教育方式，增進全民對環境保

護、生態保育的認同，多多思量每一步驟可能衍生對於環境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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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以及對後代子孫生存環境的破壞。也因此，水資源保育者身

兼重任，對內環境教育，期望要能培養內部員工、志工的環境教育

意識及環境教育負責任的態度。對外環境教育則是要能夠對來訪的

民眾傳達、分享，使其具有水資源保育的意識、概念，對水庫的各

項設施有充分的瞭解，並達成水資源保育教育的目標。 

4、行動策略 

(1)確保水庫營運時之安全 

水庫安全維護機制依據「水利建造檢查及安全評估辦法」辦理；

依據「水利建造檢查及安全評估辦法」第 17 條規定，水庫安全評

估分類如下：使用前安全複核、初次使用評估、定期評估、特別評

估。而特別評估旨在：經水庫檢查認為有必要、出現異常狀況或結

構重大損壞修復後所辦理之評估，如壩址發生地震震度超過 4 級、

壩體出現湧水及異常移位等。依據「水利建造檢查及安全評估辦法」

第 20 條規定，水庫檢查分類有：定期檢查及不定期檢查兩種，其

中不定期檢查用意為水庫管理單位應於特殊事件（如一定規模地震

或豪雨）後發生後十日內，將水庫設施檢查資料提送經濟部，以確

認水庫狀況。另外依據「水利建造檢查及安全評估辦法」第 16 條

規定，水庫辦理安全評估包括「水文及水理檢討」與「排洪設施及

其基礎」等，亦即，水庫管理單位應於「定期評估」（每五年辦理

一次）時，檢核相關設施是否能滿足氣候變遷所引發的洪水變化，

以確認安全。 

綜合以上，為確保水庫營運之安全，除日常檢查、定期查核之

外（詳見圖 4-3），每當水庫地區有四級以上地震發生、累積雨量達

200mm/24hr 或 100mm/3hr，水庫管理單位應啟動「應變小組」，來

針對水庫壩體、週邊的水利設施及重要維修路線進行檢查作業，並

依程序將災情向相關上級單位報告，以確保水庫的安全無虞，才能

繼續開放給民眾及參訪單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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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 壩體傾斜管檢測及壩體安全檢查 

(2)水資源保育的重要承諾 

寶二水庫主要提供新竹地區民生用水及當地科學園區的重要

用水，也提升新竹地區水資源之調蓄能力與空間及水資源永續利用

與發展，減低地下水超限利用，配合區域均衡發展，提供科學園區

的用水及穩定新竹生活圈公共給水之水源。 

為降低災害風險，減少災害損失，延長水庫壽命，行政院於

106 年提出「前瞻基礎建設計畫」，並於「前瞻基礎建設計畫-水環

境建設」之「水與發展」主軸項下核定「加強水庫集水區保育治理

計畫」，加強辦理全國 95 座水庫集水區內之保育治理，以減少水庫

集水區土砂災害以及改善集水區水體水質兩大主軸，期減少土砂產

量，改善水源水質，削減營養鹽污染，確保居民安全，並穩定供水，

達成水資源永續之目標。由此可見經濟部水利署、北水局對水庫水

資源保育之重視。 

(3)環境教育資源網建置 

水庫環境教育必須透過各種素養（認知、情意及技能）之教學

與推廣行銷策略，傳遞水資源教育的理念內涵，以及落實環境參與

者的友善環境行動。建立環境教育網頁資訊，以促成民眾認知參與；

曾文水庫於 101 年 8 月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通過。另外石門水庫

也於 101 年 10 月 3 日通過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因此寶二水庫

可借鏡北南二大水庫認證的經驗，建置屬於寶二水庫的環境教育資

源網，讓參訪者先透過環境教育資源網認識寶二水庫的重要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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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讓無法參於環境教育活動的民眾，能透過網站的資源，供民眾

瀏覽，以達成環境教育功能。 

(4)強化環境教育推廣  

環境教育可以透過環境保護相關之課程、演講、討論、網路學

習、體驗、實驗（習）、戶外學習、參訪、影片觀賞、實作及其他

活動為之，因應不同的對象使用不同的學習方式。未來的環境教育

行動方案的推動小組可規劃定期舉辦大型環境教育活動，或可藉由

示範觀摩瞭解水資源保育環境教育活動的重點，並對民眾及學校師

生進行教育宣傳，再藉由經驗的傳承，讓民眾了解北水局對於水資

源環境的維護與管理之積極作為，並增進民眾節約用水的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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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二水庫環境教育行動方案推動架構 

依據 

《國家環境教育綱領》 

《國家環境教育行動方案》 

《環境教育法》 

「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及管理辦法」 

願景 

1. 水資源第一、環境正義、在地福祉、穩定供水。 
2. 伙伴關係、社區參與。 
3. 推廣民眾了解水利單位如何保育及調配水資源。 
4. 寶二水庫環境資源永續發展。 

短期目標 

調查蒐集環境教育設施場所據點之環

境生態及特色資料，進行環境及設施維

護改善、擴增，依據場域特色規劃及編

制特色課程、環境教育教材，建立教學

運作機制進行課程改善，充實教學內

容，並進行志工招募與志工培訓課程。 

中期目標 

在環境永續原則下，落實培訓及

推廣環境教育人員之人力組

織，推動各業務。並持續更新環

境教育課程活動方案，串聯鄰近

社區、景點形成策略聯盟，以推

動環境教育。 

長期目標 

規劃建置及維護寶二水庫環境教育平台

網，加速推動環境教育並普及化，培訓

當地民眾並瞭解環境教育，增進水資源

保育的知識、技能、態度及價值觀，提

升民眾對於執行環境教育行為的信心及

樂趣，以達水資源保育之永續發展。 

運作機制及功能 

1. 成立環境教育行動方案推動小組 
2. 能對外界說明水庫營運時之安全及做出對水資源保育的重要承諾 
3. 環境教育訓練 
對內：培養內部員工、志工的環境教育意識及環境教育負責任的態度 
對外：對來訪的民眾傳達、分享，使其具有水資源保育的意識、概念，

對水庫的各項設施有充分的瞭解 

研究行動 

1. 保育與維護措施 

2. 資源資訊分析 

3. 學術研究 

教學行動 

1. 教材編制 

2. 課程規劃 

3. 培育人才 

服務行動 

1. 專業顧問諮詢 

2. 社群媒體傳播 

諮詢行動 

1. 諮詢會議 

2. 協調聯繫 

3. 行動諮詢 

行動策略 

1. 確保水庫營運時之安全：應變小組 
2. 水資源保育重要承諾：環境教育行動方案推動小組 
3. 環境教育資源之平臺資訊整合 
4. 強化環境教育推廣 

圖 4-4 寶二水庫環境教育行動方案推動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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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辦理寶二水庫環境教育專家顧問會議，本計畫為聚焦環境教育議題，

深化環境教育內涵，針對環境教育綱領、環境教育單元活動設計、

環境教育設施場所之環境設施、水域環境、自然生態環境、文物古

蹟資訊整合等內容辦理專家顧問會議，透過專家學者會議交流進行

討論及修訂。 

本計畫為聚焦環境教育議題，深化環境教育內涵，針對「環境資

源之盤點及整合」、「環境教育單元活動設計」、「環境教育設施場所之

環境設施」、「水域環境、自然生態環境、文物古蹟資訊整合」等內容

於 107 年 4 月 10 日辦理專家顧問會議，邀請水資源保育及水利、環

境教育專家學者、學校教師等專家學者（表 4-4）成立課程發展委員

會，透過專家學者討論環境教育課程方案的環境資源及設施，看是否

有哪些環境資源設施應該要刪修或是要新增，並逐項進行討論，審查

結果及意見回覆如附錄五所示。會議中專家學者針對現有設施及環境

資源給予教案內容主要歸納出以下建議： 

1、 對於自然生態保育課程並不建議講得太過深奧，以體驗為主；

水資源課程應以寶二水庫作為主軸，設計寶二水庫水源的來龍

去脈作為教案。利用石門水庫與寶二水庫設置目的之差別，進

行討論離槽、在槽式水庫的差異與優缺點；最後為老仙爺廟搬

遷議題，建議留下文物保存議題即可，以免造成學員迷信之誤

解。並加強志工招募與志工教育課程與社區的連結。 

2、 團隊搜尋相關文獻中，因動植物景觀受到寶二水庫開發過程影

響，相關文獻之討論較為缺乏，因此在四次生態調查中補充相

當多的動植物種，以利豐富教案撰寫；所規劃的課程內容主要

以寶二水庫在地場域的特色為主，因此檢視補充了「寶二水庫

水，哪裡來？哪裡去？」教案，詳述寶二水庫水的來龍去脈；

老仙爺廟的傳奇故事已依北水局及委員建議刪除。後改為討論

寶二水庫興建之民俗文物保存教案；另規劃出「經濟部水利署

北區水資源局環境教育志工招募與考核要點」，並由北水局核

批，日前先以電話方式聯繫了在地學校、NGO 團體、新竹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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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園區企業，邀請大家成為夥伴，加強了與在地的連結。 

 

圖 4-5 107 年度寶二水庫環境教育專家顧問會議 

表 4-4 課程發展委員會名單 

領域 姓名 學校/單位 職稱 

水資源 

江明郎 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局長 

劉家盛 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寶二水庫管理中心 主任 

陳振欽 經濟部水利署中區水資源局 
集集攔河堰管理中心 主任 

曾國柱 經濟部水利署水利規劃試驗所 副所長 

白子易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教授 

自然、文化 李永展 中華經濟研究院 研究員 

自然領域 盧秀琴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教授 

環境教育 
領域 

林素華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副教授 

王懋雯 臺北市立大學 副教授 
(退休) 

林慧年 義守大學 副教授 

徐笑情 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保育課 承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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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環境教育課程方案規劃 

107 年度發展適合各類參訪對象及能呈現環境教育場域特色之環

境教育課程活動方案架構，前述寶二水庫管理中心及周邊各類環境資

源之蒐集、分析、篩選，以及專家會議之建議，規劃研擬寶二水庫環

境教育課程架構至少須包括以下教案：水的來龍去脈、水庫重要水利

及水資源設施、周遭的動植物自然資源、廟宇及老樟樹搬遷等四個活

動教案，並針對不同學習對象提出不同之學習內容，包含課程方案、

學習單、教具製作、宣導品設計製作等，並將教學對象區分為一般成

人、國中及國小。 

(一)本團隊針對目前初步盤點的環境資源及設施，初步規劃出課程架構

及內容如表 4-5： 

表 4-5 寶二水庫環境教育課程架構表 

課程活動方案名稱 子項課程名稱 各個課程或子課程的 
實施年段 

水的來龍去脈、淡水
資源保育的重要性及
如何保育淡水資源 

子課程 1-小水滴旅行：淡水資源的重要性 國小高年級學生 

子課程 2-寶二水庫水的來源、用途及缺水調
度之評估 
（包含水資源調度對策評估：新竹水危機-
進階版） 

國中以上學生，及一般
民眾(成人) 

子課程 3-寶二水庫水，哪裡來？哪裡去？
（包含水資源調度對策評估：新竹水危機-
簡易版） 

國小中高年級學生 

子課程 4-水庫的重新審視與省思 高中以上學生，及一般
民眾(成人) 

水庫水利設施體驗 

課程-認識寶二水庫水利設施 高中以上學生，及一般 
民眾(成人) 子活動 1-水土保持重要性體驗 

子活動 2-猜猜我是誰  國中生以上 
子活動 3-圖卡及水利設施名稱對對碰遊戲 國小高年級學生 

木棧道及周圍動植物
生態教學 

課程-寶二水庫木棧道動植物生態教學 國中生以上 

子活動 1-食物鏈（網）遊戲 國小高年級及國中 
子活動 2-物種對對樂 國小中高年級及國中 

寶二水庫興建之 
民俗文物保存 寶二水庫興建之民俗文物保存 

國中生以上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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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活動方案一：水的來龍去脈、淡水資源保育的重要性及如何保育

淡水資源 

本團隊就「水資源保育」這議題所寫的三套教案，兩套是針對國

小中年級及高年級的學生所寫的「小水滴旅行」、「寶二水庫，哪裡來？

哪裡去？」詳細教案，另外一套「水資源調度對策評估」教案，主要

是針對國中以上學生，以及成年的參訪者所寫的教案內容。 
課程教案一–子課程 1 小水滴的旅行 
課程

名稱 
小水滴的旅行 

教學

目標 
1.了解水的重要性、水從哪裡來、水往哪裏去。 
2.認識水的循環。 
3.認識國內淡水資源經常不足的原因。 
4.了解應如何保育水資源，尤其是淡水資源。 
5.了解應如何從日常生活做起，以保育水資源。 

課程

大綱 
透過體驗活動讓學員了解水從何處來往何處去，讓大家知道水資源的重要性，尤

其是淡水資源，知道人們哪些不好的行為會影響水資源的保育；引導學員願意為

保育水資源而行動，在日常生活中為保育水資源而改變用水的習慣，達成愛惜水

資源、節約用水的目標。 
環境

教育

能力

指標 

1-2-2 覺知自己的生活方式對環境的影響。 
1-4-1 覺知人類生活品質乃繫於資源的永續利用和維持生態平衡。 
2-2-1 瞭解生活周遭的環境問題及其對個人、學校與社區的影響。 
2-2-2 認識生活周遭的環境問題形成的原因，並探究可能的改善方法。 
4-2-2 能具體提出改善周遭環境問題的措施。 
4-2-4 能運用簡單的科技以及蒐集、運用資訊來探討、瞭解環境及相關的議題。 
5-3-2 執行日常生活中進行對環境友善的行動。 
5-4-4 具有提出改善方案、採取行動，進而解決環境問題的經驗。 

教學

時數 
2 小時 

教學

對象 
國小高年級學生 

學員

人數 
每梯最多 20 人 

授課

講師 
講師○○○、○○○ 

師生

比例 
1：20 

教學

地點 
寶二水庫管理中心內。 

教學

流程 
I. 起始活動： 
1. 準備水循環圖片、一個空瓶、水、馬克筆、藍色顏料、橡皮筋、繩子、標

籤、杯子、水壺。 

15 
分

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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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https://zh.wikipedia.org/zh-tw/%E6%B0%B4%E5%BE%AA%E7%8E%AF 
3. 水資源地圖 
II. 引起動機： 
老師請問學生：當天氣很熱的時候，或是運動完後，如果找不到水喝，會不

會很難過？由學生回答，老師再行歸納。 
（喚起舊經驗或知識，環境覺知，在環境中教學）                                                                                                                                                          

 III. 主要活動【室內課程】 
1. 老師再行提問：你們是否知道水份在人體所佔的百分比例大約為多少？

由學生來回答，再由老師來說明：約為70到80%；當人體缺水達到10%，

就會發生休克現象；當人體缺水達到20%，就可能死亡。老師問學生：

由此可見水對人體是否很重要？由學生來回答。 
（環境知識，教有關於環境） 

2. 老師又請問學生：我們喝水要喝淡水呢？還是喝海水呢？我們喝海水可

以不可以止渴呢？ 由學生來回答。 
（喚起舊經驗或知識，環境覺知，在環境中教學） 

3. 老師問學生：整個地球可用的淡水資源約佔全球水資源的百分之幾？你

們知道嗎？由學生來回答，再由老師來說明：約只佔0.75%，還不到1%。 
（環境知識，教有關於環境） 

4. 老師又繼續問，請問淡水資源又從哪裡來？由學生來回答。老師作整個

「地表水循環」的介紹。 
「地表水循環」：地球上的水藉由陽光的熱能所產生的蒸發作用，轉換成

水氣傳送到大氣層中，大氣層中的水氣再經由凝結（雲、霧）與降水（雨、

雪）的形式回到地表，最後經由河流或地下水的途徑匯入海洋，形成一個

永續的循環，稱為水循環(Hydrologic Cycle)。 
（環境知識，教有關於環境） 

 
地表水的循環 

20
分

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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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發展活動 
1. 老師再度請問學生：因為陸地上的淡水資源非常的少，您們想想看，要用

什麼方法才可以把淡水資源留在陸地上，供人類來使用？由學生來回答，

再由老師進行歸納： 
(1)興建水庫，儲存水資源； 
(2)保護山林，蓄養水資源； 
(3)增加地表透水率，以增加雨水入滲到地底下的量。 
因此由大家的討論，一致都認為：興建水庫是蓄存水資源最有效的方法。 
（環境知識，教有關於環境） 

 
地表各類水資源的分布百分比 

 
2. 老師請問學生：上述的三種方法如何有效的增加或保育水資源？ 

(1)興建水庫：尋找一適當的山谷河川地區興建水庫，以蓄存由山谷上游河

川流下來的水量。 
(2)保護山林：保護好一片山林對水資源的保育有很多的好處，因為山林容

易 醞釀出一濕涼的氣候環境，所以當雲飄到山林的上空時，因為山林中

蒸發上來水汽，容易使得雲中的水汽容易達到飽和而降雨 。而山林的樹

冠層具有緩衝降雨對地面產生的沖刷作用。而原始林中的大量落葉所形成

的腐植質，具有海綿的功能，可以吸收大量的雨水，以減少下游洪峰量，

而且還可以增加雨水的入滲量。 
(3)增加地表透水率：如果可以增加地表鋪面的透水性，就可以讓大量雨水

入滲到地表，而可以增加地下水資源的儲存量。（環境知識，教有關於環

境） 
3. 老師事先依照以下的百分比例，製造出一個轉動的圓盤，海水97.5%、南

北兩極的冰帽、高山及寒帶的冰原1.75%、可用淡水0.75%。由老師轉動圓

盤，學員用手指頭在轉動的圓盤上去點出可用的淡水資源部位，看容易不

容易點到，每一位學員都能實際玩到轉盤，大家都能體驗到該活動的意

義，整場學員都實際操作過之後，發現能實際點到可用水資源的同學非常

少甚至沒有，大家的感受會更加深刻。老師再作歸納：我們地球上目前所

擁有可用的淡水資源，就像各位要去點出可用的淡水資源部分一樣的困

難，所以我們應該好好的珍惜現有可用的淡水資源。 
（環境行為、行動、為環境而教學） 

20
分

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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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綜合活動 
1.水從哪裡來？到哪裡去？的遊戲活動 
老師為了讓學生對於水在自然界的循環，水會經過哪些設施變成我們日常

生活可以用的水，以及水被人們使用了之後又會變成怎麼樣的情況，又要

經過怎樣的處理，水才又會變乾淨；然後經過處理之後的水，又如何回歸

到大自然。這個部分教師透過一個小水滴咚咚圖卡接龍遊戲的活動，讓學

生對於整個水的來龍去脈有一個充分的了解。 
(1) 小水滴咚咚圖卡內容： 

由老師將圖卡1拿出來，並且跟學生講小水滴咚咚的故事開頭，現在有

一個小水滴，它叫做咚咚，他跟各位同伴一起住在水庫裡，有一天太

陽公公對咚咚說：「咚咚跟其他同伴一起去旅行吧!」，太陽公公努力地

發出熱能將其他小水滴以及咚咚蒸發到空中，咚咚瞬間變成水蒸氣，

各位請幫咚咚把旅行繼續下去，按照水的旅遊行程排出順序，各組限

時3分鐘，看哪一組可以最快、正確的幫咚咚完成旅行!! 
 1.河川、湖泊、海洋、水庫的水被蒸發變成水蒸氣， 

2.水蒸氣在高空凝結變成雲， 
3.雲飄到迎風面的山坡地或是山林地區降成雨， 
4.在地表匯集成逕流，流入河川、湖泊、水庫， 
5.將河川水引至水庫蓄存， 
6.水被抽送到自來水廠淨化， 
7.以自來水管線送到住家， 
8.供給民眾用作煮飯做菜、沐浴、衛生盥洗之用， 
9.以汚水下水道收集送至污水處理廠處理， 
10.經汚水處理廠各種物理、化學、生物處理，水質被淨化， 
11.放流入河川，或經由海洋放流管流入大海。 

(2)將所有學生進行分組，每1組各給一組圖卡，並進行接龍比賽，限時3
分鐘，看哪一組可以最快、正確的完成接龍，該組就可以獲得小禮物。 
（環境知識，教有關於環境） 

40
分

鐘 

 VI. 延伸學習 
老師請問學生：既然淡水資源對我們人類而言，既然那麼重要、珍貴，

又那麼稀少，我們在日常生活當中應該要怎麼做，才能夠有效的保育淡

水資源？ 
由學生來回答，再由老師來作歸納。 
我們日常生活中，可以有效保育淡水資源的方法如下： 

(1)節約用水， 
(2)廢水回收再利用， 
(3)雨水回收再利用， 
(4)設法雨水蓄存在陸地上， 
(5)保育山林。 

20
分

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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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行為、行動、為環境而教學） 

學習

成效

評估 
 

1. 能知道水從何處來往何處去、水資源及淡水的重要性。 
2. 透過綜合活動及討論分享，觀察學員回答，了解學員是不是理解有效的增

加或保育水資源？ 
3. 講師在課堂觀察，是否能引導學員願意為保育水資源而行動，改變用水的

習慣，達成愛惜水資源、節約用水的目標。 

5
分

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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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教案一–子課程 2 寶二水庫水的來源、用途及缺水調度之評估 
（包含水資源調度對策評估：新竹水危機-進階版） 
課程

名稱 
寶二水庫水的來源、用途及缺水調度之評估 
（包含水資源調度對策評估：新竹水危機-進階版） 

課程

簡介 
透過影片初步了解寶二水庫，由教師引導介紹寶二與石門水庫之差異，再讓學員

了解寶二水庫的水從何處來，往何處去（新竹水資源），以及寶二水庫主要供應民

生、工業用水，並與寶山水庫、隆恩堰共同聯合運用，引導學員了解不管在生活

當中，還是經濟產業上，都與水資源密不可分，讓學員願意為保育水資源而行動。 
教學

目標 
1. 了解寶二水庫之水的重要性、水從哪裡來、水往哪裏去。 
2. 認識離槽式與在槽式水庫的差異性。 
3. 了解應如何從日常生活做起，以保育水資源。 

課程

大綱 
單元名稱 課程內容 時間 
一、引起動機-探
索寶二水庫 

透過影片初步了解寶二水庫，再透過講師講解問答，

了解離槽、在槽式水庫的差異與優缺點。 
40 分鐘 

二、主要活動-認
識寶二水庫的水 

透過教師引導介紹，讓學員了解寶二水庫的水從何處

來，往何處去（新竹水資源）。 
40分鐘 

三、發展活動-新
竹水危機 

利用小組討論的方式，來評估水資源調度方案對解決

新竹供水問題之利害關係，以了解現階段水資源調度

議題，並找出解決、共存之道。 

50分鐘 

討論與分享  20分鐘 
環境

教育

能力

指標 

1-2-2 覺知自己的生活方式對環境的影響。 
1-4-1 覺知人類生活品質乃繫於資源的永續利用和維持生態平衡。 
2-2-2 認識生活周遭的環境問題形成的原因，並探究可能的改善方法。 
2-3-2 能比較國內不同區域性環境議題的特徵。 
2-4-1 瞭解環境與經濟發展間的關係。 
3-1-2 能具有好奇心，體認人類在生態中的角色，以及自然環境與人的相互關係。 
3-3-1 關切人類行為對環境的衝擊，進而建立環境友善的生活與消費觀念。 
4-1-1 能以語言、文字或圖畫等表達自己對自然體驗或環境保護的想法。 
4-2-2 能具體提出改善周遭環境問題的措施。 
5-3-2 執行日常生活中進行對環境友善的行動。 
5-4-4 具有提出改善方案、採取行動，進而解決環境問題的經驗。 

教學

時數 
2.5 小時 

教學

對象 
國中以上學生、一般民眾（成人） 

學員

人數 
每梯最多 20 人 

授課

講師 
講師○○○、○○○ 

師生比 師生比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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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

地點 
寶二管理中心 1 樓展示室 

教學

流程 
探索寶二水庫 
（使用寶二水庫介紹影片和平面圖） 

1. 教師先在寶二管理中心1樓展示室旁的影視小廳（A 點）集合大家，歡迎

今天來訪寶山第二水庫管理中心。 
2. 播放「寶二水庫介紹影片」影片(約20分鐘) 
3. 教師詢問：各位知道離槽式水庫和在槽式水庫有何差異嗎？由學員回答，

教師再行歸納。 
 教師歸納說明：離槽式水庫就是主壩興建於集水區河川之外，以攔河堰

引河水，使用引水隧道或引水渠道等方法，將集水區河川的水資源引入

水庫來進行蓄水；在槽式水庫則是相反，主壩興建於集水區河川之上，

透過河川的集水區進行集水。 
（使用寶二水庫與石門水庫全區平面圖來講解、區分） 

4. 教師問：各位能說出他們各自的優缺點嗎? 由學員回答，教師再行歸納。

（答對者給予寶二紀念宣傳品) 
 教師歸納說明： 
離槽式水庫優點： 
(1)河水挾帶的泥砂量較多時，可適時選擇關閉攔河堰之進水口。 
(2)對河川及周圍環境的衝擊較小。 
(3)水庫壽命較長。 
(4)水庫能利用之蓄水容量較高。 
離槽式水庫缺點： 
(1)引水路的容量受限制。 
(2)水源不能充分的利用。 
(3)需要興建的水利設施較多，經費高，營運管理也較複雜及不易。 
在槽式水庫優點： 
(1)具有集水、蓄水及取水等功能。 
(2)在河川水資源調節上，具有最直接有效的方法。 
在槽式水庫缺點： 
(1)洪水對於水庫的威脅相對較高。 
(2)土砂流入水庫量大，容易造成淤積、水質污染。 
(3)大壩阻隔了土砂，易發生下游的河床降低、海岸河口的遭受侵蝕及

退縮等問題。 

40
分

鐘 

 認識寶二水庫的水 
（使用圖片或寶二水庫附近水域模型進行解說） 
1. 教師帶大家到水庫模型旁邊（B 點） 
2. 教師詢問：各位能否告訴我：寶二水庫的水資源對於大新竹地區、竹科園

40
分

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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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以及各高科技產業的重要性為何？由學員回答，教師再行歸納。 
 教師歸納說明：新竹科學園區有臺灣矽谷之稱，為全球半導體製造業最

密集的地方之一，每年產值是以兆作為計算，其中積體電路產值佔 7
成、光電產業佔 2 成，最主要的是在生產當中，皆須使用製程用水，其

中 CMP 用水量約佔製程用水量 5~30%，由此可見耗水量相當大。 
3. 教師問：大家是否知道寶二水庫的水源，來自哪裡嗎？ 
4. 學員嘗試回答。 
 教師說明：水源引自頭前溪支流上坪溪之上坪攔河堰（早期稱：燥樹

排攔河堰，上坪溪主要是由花園溪、麥巴來溪、霞喀羅溪、爺巴堪溪

等支流滙集而成），利用上坪攔河堰進水口引進多餘水量，經過取水

隧道後，再進入沉砂池沉澱，沉澱後進入巴歇爾量水槽，經由渡槽、

引水隧道等，水資源最後會在渠末工進入寶二水庫。 
 使用寶二水庫主要設施位置圖講解 

 

寶二水庫主要設施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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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地區供水地理位置圖 

 
5. 教師繼續問：最後寶二水庫的水又往哪裏去呢? 學員嘗試回答。 
 教師說明：寶二水庫水由取水塔取水後，經由水源聯通管與寶山水庫水

輸送至寶山淨水場處理，隆恩堰的水則送到新竹第二淨水場，再由新竹

第二淨水場原水井以馬達抽約 9 萬 CMD 送往新竹第一淨水場，寶山水

庫、寶二水庫、隆恩堰共同聯合運用（寶山水庫的水跟寶二水庫的水一

樣，是來自上坪溪的水；隆恩堰的水則來自油羅溪、上坪溪的水，屬於

中下游的部分。）以供應新竹科學園區、大新竹地區之水資源（大新竹

供水系統：新竹、竹北、湖口、新豐、寶山）使用，主要分為工業用水

及民生用水兩部分。 

55 



 
寶山水庫、寶二水庫及隆恩堰供水系統之水源調度圖 

 
大新竹地區供水系統圖 

 
(1) 工業用水部分：其中供應科學園區的工業用水。部分工業用水是可以

進行廠內用水回收再利用，其餘經由新竹科學園區污水場處理後，由

專管放流至客雅溪，流入大海。 
(2) 民生用水部分：自來水公司將自來水管線送到大新竹地區的商辦大

樓、社區大樓、或是一般住宅之民生用水，包括：廚房、浴廁、澆灌

之用水；經大樓及民眾使用過之廢污水，經污水下水道管線（目前正

在建置中），輸送至新竹市客雅水資源回收中心（污水處理廠）處理後，

再經由客雅溪排放至大海；新竹縣地區民生污水，經污水下水道管線

（目前正在建置中），輸送至竹北、竹東水資源回收中心（污水處理廠）

處理後，各別排放至鳳山溪、頭前溪，流入大海。未建置污水下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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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地區，則經化糞池處理後流入側溝，匯流入雨水下水道系統再到

區域排水，最終流入大海。 
 新竹水危機（水源調度+多元水資源方案） 

1. 將學員以5人一組分成各個小組，並代表北水局，進行水資源調節方案。 
2. 講師講解：因全球暖化、氣候變遷，再加上山林及坡地破壞嚴重，導致臺

灣極端氣候頻傳，甚至有時候大雨變更大（河水混濁）、小雨變小或者直

接不下雨（乾旱）、下雨次數變多得變少，這對人、自然環境都是一個非

常大的影響（生態浩劫）。 
3. 大新竹地區四月~五月間春雨下的少，而梅雨還沒有來，可能會缺水一~

兩個月，遭逢新竹地區缺水，如果身為北水局局長應該要如何解決缺水危

機？有以下七種水資源調度評估方案，請你會接受哪一個水資源方案，來

解決新竹地區的供水問題？ 
4. (小組討論15分鐘；各組發表討論20分鐘) 
 方案一：目前水利署已在頭前溪(新竹市東區)開鑿好抗旱備援水井，事

先都有經過完整的審慎評估，因此無地層下陷的問題，可以直接抽水

使用，提供枯旱期救急備用水源。 
 方案二：有90%農業用水協商移轉為公共及工業用水，但暫不供應農

業生產。 
 方案三：海水淡化；每噸海水淡化為淡水所需要的成本約為31元到70

元之間，因此每一個人每日平均需要多支付自來水費30元以上。 
 方案四：廢水回收再利用；工業廢水及家庭汚水經過適當的處理加以

回收，也可以作為再生水使用，但是每一頓廢水回收再利用的成本高

達是43.6元，而一般民眾對於再生水飲用的觀念，到自前為止尚不能接

受。 
 方案五：水源調度；本地區可以持續考慮由石門水庫及永和山水庫調

度水資源，但是近年來這兩地區本身就經常遭逢到旱澇不均的問題，

所以新竹地區若持續仰賴這兩地區來供水，並無法有效解決本地區的

供水問題。 
 方案六：興建水庫；雖然水庫初期的建設成本較高，各級政府單位需

設法籌措財源；而新竹地區頭前溪有部分河川水源未加以利用，所以

如果興建水庫於豐水期時蓄積水量，並在枯水期的時釋出水量，將可

調解新竹地區的用水問題。 
 方案七：其他。 

50
分

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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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教案一–子課程 3 寶二水庫水，哪裡來？哪裡去？ 
（包含水資源調度對策評估：新竹水危機-簡易版） 
課程

名稱 
寶二水庫水，哪裡來？哪裡去？---國小中高年級版 
（包含水資源調度對策評估：新竹水危機-簡易版） 

教學

目標 
1. 了解寶二水庫之水的重要性、水從哪裡來、水往哪裏去。 
2. 認識新竹的水循環。 
3. 認識離槽式與在槽式水庫的差異性。 
4. 了解應如何從日常生活做起，以保育水資源。 

教學

大綱 
透過影片初步了解寶二水庫，讓學員了解寶二水庫的水從何處來，往何處去（新竹

水資源），以及寶二水庫主要供應民生、工業用水，並與寶山水庫、隆恩堰共同聯合

運用，引導學員了解不管在生活當中，還是經濟產業上，都與水資源密不可分，讓

學員願意為保育水資源而行動。 
環境

教育

能力

指標 

1-2-2 覺知自己的生活方式對環境的影響。 
1-4-1 覺知人類生活品質乃繫於資源的永續利用和維持生態平衡。 
2-2-2 認識生活周遭的環境問題形成的原因，並探究可能的改善方法。 
2-3-2 能比較國內不同區域性環境議題的特徵。 
2-4-1 瞭解環境與經濟發展間的關係。 
3-1-2 能具有好奇心，體認人類在生態中的角色，以及自然環境與人的相互關係。 
3-3-1 關切人類行為對環境的衝擊，進而建立環境友善的生活與消費觀念。 
4-1-1 能以語言、文字或圖畫等表達自己對自然體驗或環境保護的想法。 
4-2-2 能具體提出改善周遭環境問題的措施。 
5-3-2 執行日常生活中進行對環境友善的行動。 
5-4-4 具有提出改善方案、採取行動，進而解決環境問題的經驗。 

教學

時數 
2 小時 

教學

對象 
國小中高年級學生 

學員

人數 
20 人 

授課

講師 
講師○○○、○○○ 

師生

比 
師生比 1：20 

教學

地點 
寶二管理中心 1 樓展示室 

教學

流程 
認識寶二水庫的水 
（使用引導解說或製作成有趣可愛的動畫） 
1. 講師先在寶二管理中心1樓展示室（A 點）集合大家，歡迎今天來訪寶山第

二水庫管理中心。 
2. 老師問：大家知道寶二水庫的水源，來自哪裡嗎？ 

(由學員回答，再由老師歸納說明。) 

20
分

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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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藉由水庫模型，進行說明：水源引用自頭前溪支流上坪溪之上坪攔

河堰（早期稱：燥樹排攔河堰），利用上坪攔河堰進水口引進多餘水量，

經過取水隧道後，再進入沉砂池沉澱，沉澱後進入巴歇爾量水槽，經由

渡槽、引水隧道等，水資源最後會在渠末工進入寶二水庫。 
3. 教師問：再者，寶二水庫的水繼續往哪裏去呢？ 

(由學員回答，再由老師說明。) 
 教師說明：寶二水由取水塔取水，經由水源聯通管輸送至寶山淨水場，

並和寶山水庫、隆恩堰聯合運用，以供應新竹科學園區的工業用水、大

新竹地區的民生用水（大新竹供水系統：新竹、竹北、湖口、新豐、寶

山）。 

 

寶山水庫、寶二水庫及隆恩堰供水系統之水源調度圖 

 
大新竹地區供水系統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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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科學園區用過的水經由新竹科學園區污水場處理後，由專管放流

至客雅溪，流入大海。 
 新竹市地區民生污水，經污水下水道管線（目前正在建置中），輸送至新

竹市客雅水資源回收中心處理後，排放至大海；新竹縣地區民生污水，

經污水下水道管線（目前正在建置中），輸送至竹北、竹東水資源回收中

心處理後，各別排放至鳳山溪、頭前溪，流入大海。未建置污水下水道

系統地區，則經化糞池處理後流入側溝，匯入雨水下水道系統再到區域

排水，最終流入大海。 
教學

活動 
珍惜水資源，滴滴皆珍貴 
1. 學員以5人為1組（共4組），利用藍色玻璃石來代表水滴並傳送水源，最後以

保留最多乾淨水資源的小組為獲勝。 
2. 分配給每組乾淨的水源有20滴及隨機卡片5張，每組各派一個代表到桌前，

進行轉盤，當轉盤轉定項目後，經小組討論後，是否要使用卡片進行危機解

除、節水方案或 PASS。 
3. 如遭受污染時，最好採取污染改善，如不進行改善措施，將會造成該組所擁

有的水滴變污水（將以受污染旗幟標註），即使有乾淨的水源加入，也會被

污染成污水。依此類推，總共進行3-5個回合。 
4. 活動結束後，進行小組分享，並鼓勵節水。 
 轉盤內容 

 

 
 
 
 

50
分

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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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張卡片內容（卡片使用完，需繳回教師，由教師進行洗牌） 

回收雨水再
利用 
(舉例 1 個) 
+5 滴 

節 約 用 水
(舉例 1 個) 
+5 滴 

垃圾分類、
資 源 回 收
(舉例 1 個) 
+5 滴 

保護山林 
+10 滴 

水土保持 
+10 滴 

水源調度 
( 召開水源
協調、調配
會議) 
+10 滴 

水源調度 
( 召開水源
協調、調配
會議) 
+10 滴 

北水南送 
( 穩定區域
供水) 
+10 滴 

分層取水 
+5 滴 

發展節水栽
培技術 
+10 滴 

畜牧廢水，
便有機肥料 
+5 滴 

友善環境耕
作 
+5 滴 

有機農業 
+5 滴 

滴水灌溉 
+5 滴 

魚菜共生 
+5 滴 

淘汰老舊、
漏水管線 
+10 滴 

污水處理廠 
+5 滴 

污水處理廠 
+5 滴 

水資源回收
中心 
+5 滴 

水資源回收
中心 
+5 滴 

廢水處理， 
環保零排放 
+10 滴 

廢水處理， 
環保零排放 
+10 滴 

宣導：飲水
取用夠用就
好 
+5 滴 

宣導：珍惜
水資源滴滴
皆珍貴 
+5 滴 

宣導：珍惜
水資源培養
水觀念 
+5 滴 

 

發展

活動 
新竹水危機（水資源調度對策評估） 
1. 將學員以5人一組，分成各個小組，並代表北水局，進行水資源調節方案。 
2. 教師說明：因全球暖化、氣候變遷，導致大新竹地區嚴重缺水，而本地水資

源主要用於工業用水、民生用水、農業用水，當水資源有限時，假設你是北

水局局長，該如何決定有限水資源運用的優先順序？ 
3. (小組討論10分鐘；各組發表討論10分鐘) 
4. 請各小組分別討論，針對上述三種水資源應用的優先順序進行討論說明。 

30
分

鐘 

 討論與分享 
由講師針對整體課程內容，藉由學員的學習單發表，進行分享與結論，增進參

訪者對課程的瞭解與省思，更加深此課程學習之目的。 

20
分

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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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教案一–子課程 4 水庫的重新審視與省思 
課程

名稱 
水庫的重新審視與省思 

教學

目標 
1. 透過議題探討，引導學員思考水庫能調節用水的功能。 
2. 透過議題探討，引導學員思考人類的需求即建設水庫及水域生態保育之間的平

衡。 
3. 透過議題探討，引導學員思考臺灣水庫容易淤積及如何延長其壽命的問題。 

課程

大綱 
透過議題的討論：颱風或是大雨來臨時，水庫能發揮怎樣的功能；當嚴重缺水時，

水庫又發揮怎樣的功能。引導參訪者省思，當河川大量的水流，被水庫或水壩攔儲

下來時，下游河川的魚貝類是否遭遇到嚴重影響，並引導參訪者思考是否有兩全其

美的辦法，包括：設置魚梯及放出生態基流量，是否可以兼顧人們的需求，以及水

域生態的平衡與保育。另外由水庫淤積的議題討論，討論為何臺灣水庫的壽命特別

短、特別容易淤積的原因，並且讓參訪者思考如何因應及延長水庫的壽命。 
環境

教育

能力

指標 

1-2-2 覺知自己的生活方式對環境的影響。 
2-1-1 認識生活周遭的自然環境與基本的生態原則。 
2-2-1 能了解生活周遭的環境問題及其對個人、學校與社區的影響。 
3-2-1 了解生活中個人與環境的相互關係，並培養與自然環境相關的個人興趣、嗜

好與責任。 
3-2-2 能主動親近並關懷學校暨社區所處的環境，進而了解環境權及永續發展的重

要。 
3-3-1 了解人與環境互動互依關係，建立積極的環境態度與環境倫理。 
4-3-1 在面對環境議題時，能傾聽（或閱讀）別人的報告，並且理性地提出質疑。 
4-3-2 能客觀中立的提供各種辯證，並虛心的接受別人的指正。 

教學

時數 
60 分鐘 

教學

對象 
高中以上學生，及一般民眾(成人) 

學員

人數 
每梯最多 20 人 

授課

講師 
講師○○○、○○○ 

師生

比例 
1：20 

教學

地點 
寶二水庫管理中心二樓會議室（需搭配播放設備） 

教學

流程 
I. 準備活動： 
講師課前準備： 

(1) 下大雨時，山區山洪爆發的影片 
(2) 當旱季來臨時，臺灣地區河川水流涓涓滴滴，魚貝類乾死在河床上的影片或

照片 
(3) 效果良好的魚梯照片 
(4) 水庫設有及放流出生態基流的影片 
(5) 臺灣地區河川坡度比國外河川坡度陡峭的照片 
(6) 臺灣地區水庫容易淤積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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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水庫上游地區濫墾、濫伐，水土保持遭到嚴重破壞的照片 
(8) 臺灣海岸線退縮的照片 

 II. 起始活動：【室內課程】 
1. 講師說：非常歡迎各位學員來到寶二水庫管理中心。繼續接著問：臺灣地

區可不可以沒有水庫？如果沒有水庫會發生什麼事？ 
2. 由學員思考，並回答。 
3. 由講師歸納，並說明如下： 

(1) 各位學員是否有聽過八七水災呢？這是臺灣地區40、50年代水庫還沒有

完全興建好之前，只要大雨一來，或是颱風一來就發生淹大水的慘況；

因此水庫具有防洪的功效。 
(2) 各位學員是否知道臺灣地區河川的坡度遠遠高於其他國家的河坡度，下

雨過後，河水就以很快的速度流入海洋。能在河川裡或是陸地上所積存

的淡水資源相當的少。因此必須興建水庫來蓄存淡水或雨水資源。 
 若臺灣沒有水庫，下大雨的時候會山洪暴發、容易淹水；而當旱季的時

候就很容易缺水。 

10
分

鐘 

III. 發展活動： 
1. 講師發問：各位學員是否知道水庫也有它的壞處，當水庫把很多水都蓄存

起來的時候，河川下游的水流量就變的涓涓滴滴，在缺水的旱季就會看到

有不少的魚貝類乾死在河床上；而水庫上游的蓄水區，就因為需要大面積

蓄水，而有很多的動植物棲地，以及動植物生態招到嚴重的影響。請問各

位，興建水庫有其絕對的必要性嗎？是人們的生活用水、工商業發展用水

比較重要呢？又或是動植物生態保育比較重要呢？ 
2. 學員試著回答。 
3. 講師歸納後，說明：由於極端氣候頻傳，各位學員是否有注意到世界各地

及臺灣地區經常發生缺水現象，你們知道為什麼嗎？ 
4. 讓學員討論，並發表意見。 
5. 講師說明，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人類山林過度砍伐及過度的都市化、水泥

化所造成的結果。如果要長遠有效的解決這個問題，最重要的先決原則，

就是要保護山林，增加綠地面積，也要考慮實施「海綿城市」的透水及蓄

水策略。當這些長遠的策略沒辦法做到之前，最快速有效的處理方法，還

是只有蓋水庫來解決缺水的問題。 
6. 講師繼續發問，如果水庫對臺灣地區是絕對必要的，我們是否有一兩全其

美的辦法，能夠有效維護水庫周圍的生態環境，對水庫的衝擊可以降到最

低，讓水域生態仍然可以美麗及多樣化？ 
7. 學員回答。 
8. 講師歸納及說明，可以考慮： 

(1) 水庫或水壩設置魚梯的方式，可以讓回溯性魚類順利回到上游水域來產

卵。 
(2) 水庫需要維持生態基流，讓下游地區在旱季時，仍然可以維持最起碼的

水流，以維持水域生態環境的健全。 
若水庫上游淹沒區有重要的或特有的生物物種，可以透過物種棲地營造及事

先物種遷移的方式來處理，以減少對特有及稀有物種的傷害。 

20
分

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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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V. 綜合活動 
1. 講師發問：各位是否知道，過往水庫上游集水區有很多的山區林地被非法

濫墾、濫伐為高冷蔬菜區及溫帶水果區；而最近這段時間大家在瘋露營，

很多地方的山區水源區都被開發變成露營區，整個山頭都被鏟平了；由於

水庫集水區水土保持不良，以致於上游集水區很多的沙石及漂流木都沖入

水庫當中，一者危害到水庫的安全，另外也損及水庫的蓄水量。再加上極

端氣候的影響，水庫淤積的狀況將更加嚴重。就以石門水庫為例，根據「2017
臺灣氣候變遷科學報告-衝擊與調適面向」，依水庫62年至99年平均入流量

與年平均之砂量當作未來的來砂量情境，推估到119年水庫總淤積量將達到

48.6%；如果依90~99年之年平均的來砂量作為氣候變遷情境，水庫的淤積

量將達到62%。請問各位學員我們政府的行政體系到底哪一個環節出了問

題？我們又應該如何因應這樣的水庫危機呢？ 
2. 學員分組討論分享。 
3. 講師歸納說明： 

(1) 臺灣地處亞洲季風區的要衝，加上地形陡峭、複雜，經常引發各種災害

性天氣，例如颱風及短時強降雨。颱風是臺灣最主要造成氣象災害的天

氣，侵襲期間經常造成強風、豪雨、淹水、山崩、坍方、土石流、暴潮、

海水倒灌等災害。另外臺灣地區河川的坡度遠遠高於其他國家的河坡

度，短時間大量湍急的水流及陡峭的地形是易造成水庫淤積的原因之

一。 
(2) 水庫集水區的山林之所以有濫砍、濫伐、濫種的原因，是因為一條河川

由上游到下游沒有統一的行政管理體系，例如：水庫上游山林是歸農委

會林務局管理，而部分是歸各縣市農業處（局）管理；部分的野溪又歸

農委會水土保持局管理。但是水庫又歸經濟部水利署各區水資源局來管

理。由於缺乏統一的管理策略及經營目標，則農業單位偶有會把林地出

租給農民，農民又有砍伐山林，栽種經濟作物的狀況；因此造成的水庫

上游地區水土保持嚴重不良的狀況。若為解決這樣的窘境，就應該把各

方的行政體系整合為某一個河川流域管理局，來統籌調度及管理河川的

水資源才會有效。 
(3) 如果要能有效的解決水庫淤積的問題，除了加強上游地區的山林保育及

水土保持工作之外，也可以考慮在水庫蓄水幾乎見底時，加強水庫清淤

的作業；不過水庫清淤的代價高又難以達成。或是利用水庫滿水位洩洪

時，透過淤泥排砂道，將水庫淤積設法排出，因受限於排砂道設置的狀

況，排淤效果仍然有限。 

25
分

鐘 

學習

成效

評估 
 

1. 講師在課堂觀察，了解學員是否能知道水庫能調節用水的功能。 
2. 透過議題探討，評量學員是否能思考人類的需求即建設水庫及水域生態保

育之間的平衡。 
3. 經由討論及分享，了解學員是否能理解臺灣水庫容易淤積及如何延長其壽

命之原因。 

5
分

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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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活動方案二：水庫水利設施體驗教案(適合高中以上學生及一般民眾) 

本教案需透過水庫模型設施的體驗，讓高中以上學生及一般民眾可以了

解水庫各項設施的重要性、水位與水庫蓄水量的關係、以及水庫對於水資源

保育的重要性，一旦發生了嚴重地震、颱風或是水質重大污染，可能造成的

重大影響。 
課程

名稱 
認識寶二水庫水利設施 

課程

簡介 
透過寶二水庫管理中心內外部的水資源保育體驗設施、水土保持體驗設施及人員

之導覽解說，及經過各種設施之猜猜看搶答活動，讓學員對寶二水庫各項水利設

施功能及重要性能有更進一步體認，了解到水庫各項設施的重要性、水位與水庫

蓄水量的關係、以及水庫對於水資源保育的重要性，水土保持對水庫的影響，一

旦發生了嚴重地震、颱風或是水質重大污染，可能造成的重大影響。 
課程

大綱 
單元名稱 課程內容 時間 
一、引起動機：寶

二水庫設施模型

體驗 

透過水庫模型設施的體驗以及講師講解操作。 15分鐘 

二、主要活動：寶

二水庫水利設施

對水庫的重要性 

透過講師講解各項設施的重要性、水位與水庫蓄水量

的關係、以及水庫對於水資源保育的重要性。 
25分鐘 

三、延伸學習-認識

災害、山林保育對

寶二水庫之影響 

透過水土保持實驗，讓學員了解不同的災害、山林保

育對土壤、河川、水庫之間，有什麼間接的影響。 
20分鐘 

四、發展活動-猜猜

看我是誰 
利用寶二水庫各項水利設施的平面圖，把重要的水利

設施遮掩起來，分別標上 a b c d e f g …等標示，讓參

訪者來猜猜，看是否能猜對，答對者有獎。 

20分鐘 

討論與分享 10分鐘 
教學

目標 
1. 了解寶二水庫設施的重要性、水位與水庫蓄水量的關係。 
2. 認識水庫對於水資源保育的重要性。 
3. 認識離槽式與在槽式水庫的差異性。 
4. 了解水土保持對寶二水庫之影響。 

環境

教育

能力

指標 

1-2-2 覺知自己的生活方式對環境的影響。 
2-2-1 能瞭解生活周遭的環境問題及其對個人、學校與社區的影響。 
2-3-2 能比較國內不同區域性環境議題的特徵。 
2-4-1 瞭解環境與經濟發展間的關係。 
3-1-2 能具有好奇心，體認人類在生態中的角色，以及自然環境與人的相互關係。 
3-3-1 關切人類行為對環境的衝擊，進而建立環境友善的生活與消費觀念。 
4-1-1 能以語言、文字或圖畫等表達自己對自然體驗或環境保護的想法。 
4-2-3 能分析評估國內區域性環境問題發生原因，並思考解決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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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 能具有參與調查與解決生活周遭環境問題的經驗 
5-3-1 參與學校社團和社區的環境保護相關活動。 

教學

時數 
1.5 小時 

教學

對象 
高中以上學生及一般民眾(成人) 

學員

人數 
20 位 

授課

講師 
講師○○○、○○○ 

師生

比 
師生比 1：20 

教學

地點 
寶二管理中心 1 樓展示室、寶二管理中心後方長水道 

引起

動機 
寶二水庫設施模型體驗 
（使用寶二水庫模型了解各設施的功能） 
1. 教師先在寶二管理中心1樓展示室（A 點）集合大家，歡迎今天來訪寶山第

二水庫管理中心。 
2. 使用「寶二水庫模型」，講解水流如何從上坪堰流到寶二水庫，再流到寶山

淨水場。 

15 
分 
鐘 

主要

活動 
寶二水庫水利設施對水庫的重要性 
1. 教師詢問：各位知道剛剛老師講解水流經過的設施，主要功能有哪一些嗎?

由學員回答，教師再行歸納。 
 教師歸納說明：（使用設施展示牌輔助說明） 
(1) 攔河堰： 

攔河堰通常位於河川中上游，適當河段築一堰壩，攔蓄水源，以有效

調蓄水資源，惟其堰高不高，僅為抬高水位，以利引水。不若水庫可以提

供公共、工業、灌溉等給水，並有防洪、發電等功能。 
(2) 上坪攔河堰： 

又稱為燥樹排攔河堰，簡稱上坪堰，位於頭前溪支流上坪溪下游，主

要功能是提供寶山水庫、寶二水庫公共給水以及竹東圳灌溉用水；附屬功

能為臺灣電力公司桂山發電廠軟橋機組與水力發電之用。 
因寶二水庫為離槽式水庫，為引取頭前溪支流上坪溪多餘水量，利用

上坪攔河堰抬高水位，經由其進水口取水，取水後經沈砂池沈砂由越域引

水路引入水庫調蓄利用。 

25 
分 
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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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坪堰進水口 沈砂池 

(3) 沉砂池： 
利用自然沉降作用，去除水中砂粒或其他比重較大的無機顆粒的處理

設施。水流在流動和停留的過程中有可能混入泥砂。如果不預先將其中的

泥沙沉降分離去除，則會影響後續處理設備的運作。有可能會磨損抽水馬

達、堵塞管路，破壞後續處理設施。沉砂池主要用以重力沉降方式進行水

中顆粒與水的分離，故應控制沉砂池的流速，使得比重大的無機顆粒下沉，

而有機懸浮顆粒能夠隨水流帶走。沉砂池主要有平流沉砂池、曝氣沉砂池、

旋流沉砂池等。 
(4) 巴歇爾水槽： 

最普遍使用的一種臨界水深流量測定槽，是由巴歇爾在 1920 年設計

的。此種流量測定裝置之喉部幾何形狀迫使水流在此形成臨界水深，具有

使水流不會在水槽中形成死水區之優點，可以精準的量到水流流速及流量。 

 
標準巴歇爾水槽之平面圖與剖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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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歇爾量水槽是最為被廣泛應用在水流量量測之計量裝置，其

同時也被安裝在水及污水處理設施之進、放流水明渠渠道中，以正

確掌握進放流水水量。其量測原理係藉由水流經特殊構造之巴歇爾

水槽明渠渠道中，因流量之不同產生水位變化，再由超音波量測液

位後換算流量值。  
(5) 越域引水路： 

寶二水庫為一離槽水庫，其主要水源為引取頭前溪支流上坪溪多餘水

源，其取水方式利用上坪堰進水口取水，經越域引水路引入水庫調蓄利用。

引水路總長約 7030 公尺。越域引水路：包括：平地段暗渠、巴歇爾量水槽、

跌水工、渡槽二座、引水隧道四座及渠末工等設施。 
(6) 寶二水庫： 

為了有效供應近年來新竹地區快速增加的工業及民生用水的需求，乃

在現今的寶山二水庫場域，興建寶二水庫，寶山及寶二兩座水庫均需仰賴

引取上坪溪（上坪攔河堰）源水調蓄運用；為一典型的離槽式水庫。寶二

水庫大壩為中央不透水心層分區滾壓式土壩，壩高 61 公尺，壩頂長 345
公尺，壩頂標高 154 公尺，總有效容量 3,147 萬噸。 
(7) 取水塔： 

水庫輸送原水係經由取水塔取水，取水塔位於大壩左岸為一直立式分

層取水塔，取水塔分為上、中、下三層依水質狀況個別或混合方式分層取

水，塔高約 58 公尺，為國內此類型中最高者。 
(8) 溢洪道 

功能在於排除宣洩超過水庫容量之多餘洪水，防止洪水溢頂而破壞壩

體，以確保水壩的安全。依照溢流洩洪方式之不同，溢洪道可區分為自由

溢流式溢洪道及閘門控制式溢洪道，寶二水庫之溢洪道乃屬於前者。 
(9) 生態基流排水道： 

對於一常年性河流而言，必須維持河流的基本生態環境功能不受破

壞，就須要求年內各時段的河川逕流量都能維持在一定的流量以上，此即

為「河川基本生態環境需水量」，簡稱為「河川生態基流量」，以確保不出

現斷流等可能導致河流生態環境功能破壞的現象。一般認為河流基本的生

態環境需水量主要用以維持水生生物的正常生長，以及滿足部分的排鹽、

入滲補給、污染自淨等方面的要求。而提供河川基本生態環境需水量之水

庫排水道即為「生態基流排水道」。 
(10) 水源聯通管及加壓站： 

寶二水庫及寶山水庫以水源聯通管連接，可個別送水或聯合送水至淨

水場，平時以重力方式送水，於枯水期將未能重力流之原水必需以加壓方

式抽送至寶山淨水場處理，故設加壓站一處。原水經加壓站後，經約 6,800
公尺長之水源聯通管路至寶山淨水場，其中包括三座隧道、兩座管路橋及

地下導水管等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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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寶山水庫： 
位於新竹縣寶山鄉，頭前溪支流柴梳山溪上游，距離新竹市區東方約

10 公里，為新竹科學園區主要供水之來源。寶山水庫興建乃配合新竹科學

工業園區開發完成後，需用大量用水而興建。寶山水庫為一離槽水庫，水

源係利用頭前溪之支流上坪溪豐水期或雨季之逕流，於竹東鎮軟橋里竹東

圳(農業用水)入口處設攔河堰引水，經竹東圳導水入水庫儲存。總蓄水量

5,470,000 立方公尺，正常蓄水位標高 141.60 公尺，壩型屬土堰堤、壩頂長

260 公尺、壩頂寬 10 公尺、壩身高度 34.50 公尺。主要供應新竹科學園區

之工業用水及新竹、竹北、寶山、竹東等地區地方民生用水、工業用水等。 
(12) 寶山淨水場： 

寶山淨水場隸屬於臺灣省自來水公司第三區管理處，全場設計出水量

達 45 萬 CMD，供水區域包括新竹地區工業及民生用水。寶山淨水場之原

水主要由寶山及寶二水庫供應。 
4. 教師詢問：各位能否告訴我，透過剛剛對寶二水庫設施的了解，寶二水

庫是興建於集水區河川之上，還是集水河川之外呢? 
 教師歸納說明：寶二水庫是興建於集水河川之外，主要是使用攔河堰引

進河水，利用引水隧道或引水渠道等方法，將集水區河川水資源引入水

庫來進行蓄水，也稱為離槽式水庫；反之，稱為在槽式水庫，如石門水

庫。 
延伸

學習 
認識水土保持的重要性 
(使用影片或實驗教案進行解說) 
1. 教師集合大家帶到旁邊的展示室（或管理中心後方）。 
2. 教師詢問：每年對水庫最關心的議題，除了水庫的蓄水量有多少之外，最

重要的是淤泥排砂的問題。各位知道以石門水庫（在槽式水庫）跟寶二水

庫（離槽式水庫）相比之下，每一年所淤積的泥沙量哪一個比較多? 
 教師歸納說明：答案是石門水庫，因為主壩興建於集水區河川之上，當

河川水流流進水庫時，挾帶泥沙進入水庫，即使上游河川建置防砂壩、

攔砂壩，在颱風暴雨沖刷之土石、漂流木，是無法防止的，只是減緩石

門水庫淤積的時間，長久以來對河川、海岸原有的環境也有不少的衝

擊；反之，寶二水庫主壩興建於集水區河川之外，在河川夾帶大小砂石

時，可關閉上坪堰進水口，避免引進河川砂石、漂流木等大型雜物，河

水濁度小於 3000NTU 時，經由進水口取水，取水後經沈砂池沈砂，當

水引至寶二水庫時所挾帶的泥沙量已少了許多，在颱風暴雨來襲時，上

坪堰進水口閘門可適時地關閉，避免淤積進入，相較之下，對河川環境

及海岸線衝擊也較小。 
3. 教師詢問：大家是否知道水庫淤積量的多寡，除了在槽與離槽的影響之

外，還有什麼樣的原因，使河川挾帶過多的土石、漂流木等雜物? 學員嘗

試回答。 

20 
分 
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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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師歸納說明：國內水庫上游的山坡地其坡度原本就非常陡峭，再加上

地震、颱風暴雨、過度開發、水土保持功能不佳時，都會使山坡上土石

鬆動、滑動、崩塌至山坡下，其中土質狀況的不同、表土的裸露、種植

淺根植物，則影響土壤的流失率。 
 而人為過度開發也是現階段一個重要的議題，以露營場來說，國內至少

有一半的露營場是不合法的，大多是違建在山崩與地滑地質敏感區、土

石流潛勢區，部分是未依照規定進行水土保持作業，這些都是非常不安

全的地方，當災害來臨的時候，常常會令附近地區的民眾來不及反應。 
現在帶大家來體驗一下，山林保育、水土保持密不可分的關係。 

4. 教師詢問：請問大家在 ABCD 四個斜坡內，看到了什麼?有哪些不一樣的

地方? 學員嘗試回答。 
 教師回答：各位回答得很好，現在我們就來做個小小的實驗，等等斜坡

上方會模擬降雨情形，等降雨後靜置數分鐘後，澆入的水會流到水瓶

中，我們來觀察並記錄，出水速度、水量多寡、水質清澈度等情況。（討

論並進行分享） 
發展

活動 
猜猜看我是誰 
1. 教師問：各位學員，老師這邊現在有一張空格板子，分別有 a b c d e f g…

等標示，等等老師會依序給提示，桌上有些設施名稱，大家能幫我把正確

的名稱貼到正確的位置嗎? 
2. 講師給予設施說明，由學員搶答並放上正確的設施。(答對者給予寶二紀念

宣傳品) 

 
寶二水庫水利設施猜猜看 

20
分

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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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討論與分享 
由講師針對整體課程內容，藉由學員的學習單發表，進行分享與結論，增進

參訪者對課程的瞭解與省思，更加深此課程學習之目的。 

10
分

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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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活動方案三：寶二水庫木棧道動植物生態教學 

依據「寶二水庫 89 年至 95 年環境影響評估成果報告」以及現況調查分

析，寶管中心及環庫道路沿線擁有大片的湖光山色，山林間及環庫道路自然

生態資源極為豐富，有山黃麻、桂竹、相思樹、樟樹、龍眼、楓香、植物群

落交錯的生態環境，維持原來的風貌，吸引眾多昆蟲、哺乳類、兩棲爬蟲類

和鳥類到此覓食繁殖，包括：臺灣三線蝶、姬小紋青斑蝶、銀紋淡黃蝶、臺

灣藍鵲、竹雞、小鸊鷉、小白鷺、赤腰燕、白鶺鴒、紅嘴黑鵯、五色鳥、紅

腹細蟌、善變蜻蜓、薄翅蜻蜓等，蘊藏了大自然的盎然生機，用豐富的動植

物資源和充滿生機的綠意美景，吹奏起和諧自然生態之歌，向世人演繹人、

水、生命，和諧共生的精彩樂章，亦為愛好大自然探索的夥伴們所喜歡蒞臨、

探索的場域。本課程主要透過人員解說、生態體驗及遊戲，讓參訪者可以了

解這附近地區經常出現的動植物以及特有的物種為何，以及附近地區物種的

食物網絡；並能進一步引領參訪者能夠關注及保育周圍的動植物及生態環

境。 
課程

名稱 
寶二水庫木棧道動植物生態教學教案 

教學

目標 
1. 讓參訪者了解寶二水庫物種多樣性及水庫環境之美。 
2. 踏查環境，觀察及認識在地的優勢物種，特有物種為何。 
3. 介紹蝴蝶的蜜源植物、食草植物、外來種所造成的影響等。 
4. 請參訪者思考各類物種，對食物鏈的關係與重要性。 
5. 了解某物種消失會對上下游物種產生甚麼影響，又會對整個生態系產生衝擊，

促使參訪者思考，並保育物種及生存環境。 
課程

大綱 
本課程主要透過人員解說、生態體驗及遊戲，讓參訪者可以了解這附近地區經常出

現的動植物、特有的物種以及外來種及其衝擊為何，且能認識附近地區物種的食物

網絡；並能進一步引領參訪者關注及保育周圍的動植物及生態環境。 
環境

教育

能力

指標 

1-1-1 能運用五官觀察來探究環境中的事物。 
1-1-2 藉由身體感官接觸自然環境中的動、植物和景觀，啟發、欣賞自然之美，並

能以畫圖勞作和說故事的方式表達對動、植物和景觀的感受與敏感。 
1-3-1 藉由觀察與體驗自然，並能以創作文章、美勞、音樂、戲劇表演等形式表現

自然環境之美與對環境的關懷。 
2-1-1 認識生活周遭的自然環境與基本的生態原則。 
3-1-1 經由接觸而喜愛生物,不隨意傷害生物和支持生物生長的環境條件。 
3-1-2 具有好奇心，思考存在環境中萬物的意義與價值。 
3-3-1 瞭解人與環境互動互依關係，建立積極的環境態度與環境倫理。 
4-1-1 能以清楚的言語與文字，適切描述自己的自然體驗與感覺。 
4-2-4 能運用簡單的科技以及蒐集、運用資訊來探討、瞭解環境及相關的議題。 
5-3-2 具有參與地區性和國際性環境議題調查、研究與解決問題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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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

時數 
180 分鐘 

教學

對象 
國中生以上 

學員

人數 
每梯最多 20 人 

授課

講師 
講師 1 位，志工 1 位；志工 2 位 

師生

比例 
1：10 

教學

地點 
寶二水庫木棧道、扶輪公園草皮區 

教學

流程 
I. 引起動機 
寶二水庫管理中心 
1. 講師先在管理中心集合大家，歡迎今天來訪。 
2. 講師問學員：大家有沒有覺得水庫這邊的環境相當自然、優美，除了湖光

山色相當誘人外，還有很多的蟲鳴鳥叫，不像其他遊憩區紛擾，你們知道

為什麼嗎？ 
 由學員回答 

3. 講師歸納：北水局多年來致力於水環境保育，為保護水源，不對外開放遊

憩性活動，所以沒有太多觀光設施。四周群山環抱，充滿著自然氣息，宛

如深山之中的明珠；再者，北水局對自然生態景觀維護努力不懈，使水庫

呈現自然的原始風貌及生物多樣性。 
4. 講師領大家登上觀景臺欣賞湖面風景。 
 陽光閃耀水面波光粼粼，水底石頭清晰可見，白鷺鷥滿天飛舞、鸊鷈湖

中嘻戲，配上翠綠的草坡，以及遠山層疊，美麗如畫，可遠眺五指山、

鵝公髻山，期望利用優越的景觀特色，來導引民眾愛水庫，喚起社會大

眾對水資源生態及環境保育之重視，共創優良豐沛的水環境，亦使水庫

朝向永續經營利用之目標邁進。 

10
分

鐘 

 II. 教學活動（一） 
一、 寶二水庫管理中心周遭生態體驗課程【戶外活動】 
1. 移動往管理中心周遭 
（管理中心前方） 

(1) 講解寶二水庫當地原生植物及外來種 
(2) 講師提問：寶二水庫這邊有些樹種，彼此間長得幾乎一樣，就像是雙胞

胎的樹種，但事實上他們是完全不一樣的物種，請大家試著分辨看看，

看能否分得出來？ 
 學員自由討論 

(3) 講師說明： 
 臺灣肖楠 v.s.翠柏 

臺灣肖楠是臺灣特有種，樹型優美，材質優良，天然芳香深受國人喜愛，

為針葉樹一級木。但因早年大量砍伐，目前存量較少，921地震之後，

中橫公路青山段嚴重崩塌，該地區的母樹林蕩然無存，肖楠木材供應更

是雪上加霜。因此近年來民間苗圃業者引進大陸翠柏，以供應市場需

70
分

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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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導致翠柏基因滲入了肖楠樹種中，影響肖楠的樹種純度，是值得注

意的保育課題。翠柏與臺灣肖楠在外觀上的區別，在於翠柏葉背先端呈

現明顯的白色，但臺灣肖楠則否，在寶二水庫的則是臺灣肖楠。 

  
深受喜愛的臺灣肖楠 左翠柏葉先端呈白色 右臺灣肖楠 

 
 土肉桂 v.s.陰香 

土肉桂是有名的經濟樹種，葉子含有豐富的肉桂醛，具殺菌、防腐等功

效、可作為咖啡、糕點、茶包、糖果、冰淇淋等食品添加香料，且已開

發肉桂酒、抗頭皮屑洗髮精、香皂、飲料等商品。葉脈之表面平，背面

凸起，樹根可食，原住民鄒族人甚至拿來當零食吃。 
最簡單區分的方式是土肉桂小枝為淡綠色，葉片入口甘甜清香持久，為

綠黃色果實。味道呈現微甜，香氣溫和，有「濃郁」的肉桂味。陰香小

枝為紅色，葉片入口平淡而有點苦味，深紫色果實。味道就像樟樹葉，

沒有甜味，只有辛辣嗆鼻。所以大家可以分辨得出來這邊的是土肉桂

呢？還是陰香呢？答案是陰香喔。 

        
                土肉桂                       陰香 

 
(4) 講師請學員思考：如果外來種入侵對環境會產生影響嗎？ 
 學員自由回答。 

(前往管理中心左方水道旁植栽區) 
(5) 講師提問：有發現這區的植物是不是纏繞許多心型葉子？有人知道它是

什麼植物？ 
(6) 講師說明：這是「小花蔓澤蘭」。屬藤蔓類，心型葉，無性繁殖及有性

繁殖力皆強，再加上生長速度奇快，英文稱之為 Mile-a-minute Weed（意

為一分鐘可生長一英里的野草）。喜歡生長於光照充足的地方，一旦攀

上樹木就會覆蓋其上，爭取陽光，致使下方的植物之光合作用受到阻

礙，因缺少養分，導致被攀附的樹木枯死。造成原生生態系統的生物多

樣性受到嚴重威脅，有「綠色殺手」之稱，甚至是被世界自然保育聯盟

列入全球100種最具危害性之外來入侵物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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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形的小花蔓澤蘭      小花蔓澤蘭開花時 

 
(7) 講師說明：除了小花蔓澤蘭，大家等等一路上可以再看看在寶二水庫周

遭有哪些外來種喔。有些外來種非常知名，是大家耳熟能詳、一眼就能

認出的物種喔。 
（可以建議學員將原生種或是外來種註記在學習單上） 

(8) 阿勃勒： 
 講師詢問：大家看這棵開很多黃色的花朵，垂下許多黑褐色的柱狀果實

的樹，知道它名稱嗎？ 
 學員自由回答。 
 講師說明：我們一般都稱它為阿勃勒，成串的金黃花朵落英繽紛，就像

黃金雨般，在盛開之時大家爭相拍照留戀，甚至它的英文名字就叫作「黃

金雨」(Golden Shower Tree)。除此之外，因為他的外型，他還有許多別

名唷，像是：波斯皂莢、豬腸豆、臘腸樹…等，各個名稱都由它的由來

喔！其實阿勃勒一詞就是波斯語音譯，相傳是唐朝以前貿易頻繁之時從

波斯傳入的。臺灣的阿勃勒則是在17世紀時由印度一帶傳入。 
 阿勃勒盛開的季節就在夏季，不在秋天落葉，不在春天發芽，是在夏天

來臨之際一起綻放，彷彿在歌誦熱帶夏天的到來，比蟬聲更熱帶的熱

情。而葉子是黃蝶和水青粉蝶等一些粉蝶幼蟲的食物，所以在樹頂附

近，看到像花朵一樣的黃蝴蝶飛來飛去，那就是蝴蝶媽媽在找葉子產

卵，不過因為幼蟲的體色和葉片很接近，有掩護作用，所以不太容易發

現，寶二水庫這邊也有非常多此類的黃蝶，大家可以抬頭找找看喔！ 
 另外看看這地上的黑褐色、長條狀的，猜猜是什麼呢？這就是阿勃勒的

果實喔，阿勃勒的果實像香腸一樣，黑黑的一條一條垂掛在樹上，成熟

的果實裡面有黑色泥狀的果泥，嚐起來酸酸甜甜的，有如果醬一般，不

過非常的黏手，不容易洗掉。前面說到它又名臘腸樹，是不是很像呢。 
 

  
夏季盛開隨風搖曳 
非常美麗的阿勃勒花 

阿勃勒的果實像臘腸 
 

(9) 講師說明：前面說到阿勃勒由印度、錫蘭一帶傳入臺灣，我們可以知道

雖然阿勃勒在臺灣是這麼常見的物種，但它其實是外來種。另外大家知

道還有什麼在寶二水庫附近地區經常看到，甚至是平時大家非常熟悉的

植物，我們可能以為他是臺灣本土植物，但他其實是外來物種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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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學員自由回答 
(11) 講師說明：像是木棉花、油桐花、桂花、馬纓丹、大花咸豐草、含

羞草…等都是外來種喔。是不是和大家想的不一樣呢？其實這些植物在

臺灣都已經有一席之地，也有屬於它們與地區文化連結。 
(12) 講師小結：大家可以想想有關於外來物種對我們本土物種是不是會

有影響呢？對生態又會有什麼衝擊呢？課程的最後，我們再提出來一起

論。 
(13) 前往木棧道的路程中水泥路段植物較少，為提升學員學習樂趣，搭配

尋寶遊戲，由寶二水庫的優勢種中挑出：臺灣肖楠、桂竹、龍眼、樟

樹製作成拼圖，分四組之後各組沿著往木棧道路線尋寶，藏寶箱分別

在：觀景台、溢洪道、思源亭、桂竹林、木棧道五個點，打開寶箱後

各組只需拿取自己組別的顏色的拼圖，並在木棧道前方完成拼圖後由

講師講解。 

 
各組拼圖 

 
二、 寶二水庫木棧道生態體驗課程–植物【戶外活動】 
（搭配活動學習單猜謎活動） 
1. 帶領學員前往木棧道 
（路途較長，可以在經過水庫周遭時先介紹鳥類） 
2. 講解蝴蝶的食草或蜜源植物 

(1) 講師提問：在這裡，你們有沒有看到很多蝴蝶呢？為什麼呢？蝴蝶平常

最愛吃什麼呢？而蝴蝶幼蟲他們吃的食物又是什麼呢？ 
 學員回答 
(2) 講師歸納：蝴蝶最喜歡吃某些植物的花蜜及花粉，稱為蜜源植物；而蝴

蝶幼蟲則是吃某些植物的嫩葉，稱為「食草」，因此當環境中有這些植

物存在，就會引來蝴蝶的覓食。 
(3) 講師提問：這裡常見的各種食草及蜜源植物有哪些呢？ 
 木棧道中可以看到很多蝴蝶蜜源植物，包括：大花咸豐草、鵝掌柴、苧

麻、白茅、樟樹、構樹、羅式鹽膚木、阿勃勒…等，這邊也有找出這裡

的優勢種植物跟大家介紹，沿途我們也會看到鳳蝶飛舞，大家能仔細看

看發現了幾種蝴蝶。 
(4) 講師進一步說明：優勢種的物種，通常是該生態系統中最常見、或是生

物量最高的物種，因此對該生態系統中其他生物的分布或活動有巨大的

影響。以寶二水庫來說上層優勢種植物包括：山黃麻、賊仔樹、桂竹、

構樹，上層次多樹種為：龍眼、楓香。下層優勢植物為：五節芒、馬纓

丹、白茅、青苧麻等植物。 
(5) 講師沿途介紹植物。 

(背景資料為提供講師參考，介紹時請多以互動及舉例的方式活潑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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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山黃麻： 
 小枝有短柔毛。幹皮光滑。葉互生，卵形，頭尖腳鈍，有細齒，兩面具

剛毛。花為黃綠色。山黃麻是一種鄰家常見樹種，樹形有若一枝大陽傘，

幾乎所有的葉子都集中在傘面上，尤其在周圍沒有其他樹木伴生時，山

黃麻會希望讓每片葉子都照到陽光，其樹形結構充分表現了陽性植物特

徵，一旦有裸地，藏在土裡的種子，在接受足夠的陽光與雨水便能萌發，

生長快速，從小樹長成高大的喬木只要短短數十年的時間。用途：木材

可製火柴桿、薪炭木、木屐、造紙，所以也稱為麻布樹。也是臺灣三線

蝶、墾丁小灰蝶、平山小灰蝶等幼蟲之食草蝴蝶食草，嫩葉、花及果實

是臺灣獼猴及山區野鳥的食物之一，枝葉也可作為鹿及羊的飼料，一般

也常稱為「山羊麻」，非常可愛好記。另有效用：根可以散瘀，消腫，

止血。根的皮、葉子可入藥，可以健脾利水、化瘀生新、清涼、止痛止

血。 
 

  
喜好陽光的山黃麻    葉子有細齒兩面具剛毛 

 
(7) 賊仔樹： 
 講師提問：大家知道這棵樹木叫什麼名字嗎？他的名字非常特別唷。 
 講師說明：大家可以揉一揉、聞一聞這個葉子是不是臭臭的呢？ 
 賊仔樹：「為什麼牠會叫做賊仔樹呢？」其實牠的得名是有原因的，賊

仔樹因為外型長得很像漆樹科的「山漆樹」，為了區別牠們，賊仔樹才

會另外以臺語發音的「漆」來命名。賊仔樹名字的由來還有許多不同說

法，一說是以前某大戶人家常常遭竊，歸咎於這樹種恰巧長在牆邊，可

供竊賊攀牆所致；也有人說因為古時候的盜賊怕失風時被痛毆，因此身

上總會帶幾片賊仔樹的葉子當作傷藥，因而稱為賊仔樹。也有人說是因

為臺語的臭辣與賊仔發音很像。這些典故雖眾說紛紜不可盡信，當相信

對大家記住這棵特別的樹木很有幫助。 
 賊仔樹為對生羽狀複葉，花為單性，蓇葖果。葉片有特殊的腺體會分泌

特殊氣味的油性物質，能夠抵禦昆蟲的覓食，而最特殊的事是卻恰巧不

能阻擋烏鴉鳳蝶、白紋鳳蝶、黑鳳蝶等幼蟲把賊仔樹當作食草，不僅如

此，這些鳳蝶的幼蟲在受到驚擾時會將葉中的化學物質轉化成自己的武

器，將隱藏在頭部的臭角伸出散發出難聞的味道驅走敵人。這些鳳蝶都

是巨型的蝴蝶，而且外型相當美麗吸睛，因此常常可以看到美麗的蝴蝶

們包圍住賊仔樹，所以除了又名「臭辣樹」之外，又稱「蝴蝶樹」。寶

二水庫常見許多漂亮的蝴蝶正因為有賊仔樹種植在這裡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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賊仔樹在險惡的環境中也可以生長  雖有臭味卻深受鳳蝶喜愛 
 

(8) 構樹： 
 講師提問：大家有看到這個紅紅綠綠可愛的果實嗎？紅色是成熟的唷，

大家可以摘下來試吃看看唷。 
 構樹：大多數人可能沒聽過「構樹」這個名詞，但一定看過它，只是叫

不出名字，不論城市、郊野都可見到它的身影；雖然是平常的樹種，不

過它可是一身都是寶：構樹又稱為「鈔票樹、谷桑、谷漿樹、沙紙樹、

敗家樹、鹿仔樹」等、屬桑科落葉喬木，高達10~20公尺，樹幹呈暗灰

色，掌形深裂或心形渾圓的葉片常年青綠，雌雄異株。構樹雄花序為柔

荑花序，粗壯像毛毛蟲。構樹雌花序球形，果實成熟時球形、橙紅色。

樹皮可以造紙、製繩、做鈔票，花可以入菜、葉片可以煮茶，夏天時，

滿樹的紅色漿果更是惹人垂涎，漿果還能做成果醬喔！ 
 構樹有著「先驅植物」的優良特性：當環境遭受破壞、污染或過度開發

導致地力枯竭時，它率先挺身入駐，使「不毛之地」展現另一新的信息；

對於不良的空氣品質具有相當的耐受力，可吸收空氣中的粉塵及二氧化

硫等有毒物質；根系也具有穩定道路邊坡的功能，耐旱耐寒，對土壤要

求也不高，非常適合作為庭園美化、海濱防風或工業區綠化的樹種。 
 先驅植物：在一片完全沒有植物的地區，例如崩塌地、被大火焚毀的林

地、自然災害造成的荒漠，或人為過度開墾後形成的空地，由地衣、苔

蘚、禾科草本植物或喜好陽光的陽性樹種，先行侵入，成為先驅性的植

物群落，因此被稱做「先驅植物」。以寶二水庫來說，構樹、山黃麻都

是先驅植物唷。 

  

構樹的葉形變化大非常好辨識 構樹果實可愛、入口甜美 
 

(9) 桂竹： 
 講師引導學員，大家可以看到學習單上的謎題「頭戴節節帽，身穿節節

衣，年年三四月，出土赴宴席」，「小時青青腹中空，長大頭髮蓬蓬鬆，

姐姐撐船不離它，哥哥釣魚拿手中」，猜猜看是這邊的那一種植物呢？ 
 答案是竹筍和竹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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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桂竹：桂竹具有快速橫向生長的地下莖，單桿散生，桿高可達16m，直

徑2~10公分，幼桿粉綠，長大後漸漸變成深綠，老則變成棕綠色。桂竹

是臺灣竹類中生長最快速的種類，農業時代常用來製作農漁及生活用

具，如搖籃、門扇、椅轎、菜藍…等。今用於建築、竹劍、包管傢俱、

編織藝品、竹蓆、竹簾、竹炭等，用途極廣，也是永澤黃斑蔭蝶、大玉

帶黑蔭蝶、臺灣黃斑蔭蝶等蝴蝶幼蟲的食草。桂竹筍出土的季節，現已

成為各縣市政府重要的觀光活動。每年從十一月至隔年五月是桂竹筍開

始破土，生長至可以採收的季節，初長成的竹筍味道鮮美。在寶二這邊

也可以常常看到他的蹤影，也有很多採收，甚至村民們還會辦活動煮竹

筍一起吃喔。 
 

  
竹子辨識度高用途甚廣    寶二水庫竹筍味道鮮美 

 
(10) 樟樹： 
 講師引導學員，學習單上的下一道謎題「樹大如傘葉層層，一生可活幾

千年，人人愛它做櫥箱，香氣撲鼻質量堅」，猜猜看是這邊的哪一種植

物呢？ 
 答案是樟樹。 
 樟樹：莖是灰褐深沉色，樹幹有深溝縱裂紋，壽命甚長，是常見的行道

樹及百年老樹的樹種之一。為單葉互生，葉形橢圓形或卵形，波浪狀，

葉面光滑亮綠，葉背粉白，全株每個部位皆具有樟腦香味。木材耐腐防

蟲，細緻且有香氣，為家具雕刻之良材。樹幹削成薄片可蒸餾出樟腦及

樟腦油，抗害力強，具有防蟲效果。樹形優美，為優良的行道樹及綠化

樹種。在醫學上可以治療心臟病、刺激血管收縮，樟腦可溶於酒精，擦

在皮膚上可治療風濕痛、消腫。是埔里三線蝶、臺灣鳳蝶、青帶鳳蝶、

寬青帶鳳蝶等等蝴蝶幼蟲食草。樟腦曾是臺灣早期產業發展的功臣。明

清時樟腦、茶葉、蔗糖同為臺灣出口的大宗，被譽為「昔日的臺灣三寶」。 
 

  
樟樹葉亮綠且芳香   樟樹是常見的百年樹種 

 
(11) 龍眼： 
 講師引導學員，學習單上的有一道謎題「免搓會圓，無加糖會甜」，大

家一定有吃過這個水果喔！猜看是這邊的那一種植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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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案是龍眼。 
 龍眼：常綠大喬木，高5~10公尺。樹性壯旺，生長繁茂，能耐風、耐旱

耐修剪。葉互生，為偶數羽狀複葉，長橢圓形，上面暗綠色有光澤，下

面粉綠。春夏開黃白色小花，果實纍纍而墜，核果球形，如彈丸略小於

荔枝，皮青褐色，果肉味甜可吃，也是恆春小灰蝶、臺灣琉璃小灰蝶、

三尾小灰蝶等蝴蝶幼蟲的食草及蜜源植物。去皮則成剔透晶瑩偏漿白，

隱約可見內裡紅黑色果核，極似眼珠，故以「龍眼」名之。龍眼經濟價

值高，是很好的庭園樹、行道樹。木質結構細緻，少蟲蛀，為建築傢俱

強材。龍眼的花可被蜜蜂採製為高級的龍眼蜜，是夏天常見的水果。新

鮮食用可補充鐵質，乾燥後也可作為藥用補氣血，並製作桂圓酒、果醬、

糕點。龍眼雖然是外來種，與荔枝、香蕉、鳳梨同為華南四大珍果，但

並沒有進一步影響到臺灣的其他原生物種，也已在臺灣有一定的經濟價

值地和文化地位。 
 

  
果實皮青褐色 肉味甜可吃 樹壯旺能耐風、耐旱、耐修剪 

 
(12) 青苧麻： 
 講師引導學員，學習單上的有一道謎題「剝皮抽筋，吃好穿好」，猜看

是這邊的那一種植物呢？  
 答案是苧麻。 
 青苧麻：青苧麻為苧麻的變種，與苧麻極為相似，僅葉背之顏色與被毛

有所差別。為直立或攀緣灌木，莖與葉柄密被短伏毛。青苧麻有著兩種

顏色的葉子，邊緣鋸齒狀，一面綠色，一面白色有點茸毛。會開淡綠色

花，像一串串的風鈴。嫩莖、嫩葉煮熟以後可以食用，為原住民作為糕

餅、粿食的基礎材料。也是細蝶、黃三線蝶、紅蛺蝶的食草植物。青苧

麻纖維細而有光澤強韌能耐水濕，染色容易，因此可代替苧麻作為紡

織、製網、製繩及其他加工原料，且可與羊毛、綿、蠶絲、亞麻、人造

纖維等混織。苧麻葉、根可供食用，具有清熱涼血、止血解毒散瘀、利

尿止渴等功效。 
 

  
苧麻葉呈鋸齒狀有短毛  長相不起眼卻能入食的苧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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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寶二水庫木棧道生態體驗課程–動物【戶外活動】 
（以食物鏈的方式來進行介紹） 
1. 講師沿途介紹動物，包括： 
 蝴蝶（紋白蝶、銀紋淡黃蝶、姬小紋青斑蝶、臺灣三線蝶、小波紋蛇目

蝶、姬波紋小灰蝶） 
 蜻蛉（紅腹細蟌、善變蜻蜓、薄翅蜻蜓） 
 鳥類（紅嘴黑鵯、臺灣藍鵲、竹雞、白鶺鴒、五色鳥、小鸊鷈）等。 

2. 講解寶二水庫的蝴蝶優勢種 
(1) 講師說明：寶二水庫蝴蝶的優勢種，也就是常出現的蝴蝶，大家一路過

來有發現哪幾種嗎？ 
 學員自由回答，嘗試描述蝴蝶的外觀。 

(2) 講師講解：這邊常見的蝴蝶包含了：紋白蝶、銀紋淡黃蝶、姬小紋青斑

蝶、臺灣三線蝶、小波紋蛇目蝶、姬波紋小灰蝶。 
（目的：學習辦別蝴蝶）。 
(3) 紋白蝶：展翅45-55mm，翅膀白色，前翅端有一枚黑色大斑，翅面中央

有2枚醒目的黑色斑點，後翅緣無黑斑。紋白蝶的幼蟲，農友俗稱「青蟲」

或「菜蟲」，青綠色軟綿綿的幼蟲喜愛取食甘藍、油菜、蘿蔔、薺菜等十

字花科的植物，被啃食過的葉片呈現缺刻狀，並留下黑綠色糞便於葉面

上，造成經濟損失，但成蟲僅吸食花蜜，蜜源植物為馬櫻丹等，不會直

接對作物造成為害。時序進入春天時常常在菜園裡可看到白色蝴蝶翩翩

飛舞的景象。 

  
菜園中常見到紋白蝶蹤跡   翅面有2枚醒目黑色斑點 

 
(4) 銀紋淡黃蝶：展翅50-65mm，本種多型具變異，又稱遷粉蝶，常見無斑

型、銀斑型、黃斑型和淡斑型。雄蝶翅腹面以無，雄蝶顏色較深，雌蝶

較淺。普遍分布於平地至低海拔山區，常見於豆科植樹及阿勃勒樹上訪

花，尤其中、南部或東部許多豆科類的行道樹吸引上千隻淡黃蝶蝶，數

量龐大十分壯觀。 

  
淡黃蝶喜訪阿勃勒 在美濃甚至有「美濃黃蝶祭」 

 
(5) 姬小紋青斑蝶：展翅65-78 mm，翅膀黑褐色具淡青色長條斑，腹面長條

斑紋白色，雌蝶翅膀較雄蝶寬，雄蝶下翅近肛門處有黑褐色之性斑，幼

蟲食草為鷗蔓等植物。普遍分布於平地至低中海拔山區，飛行緩慢，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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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於林緣、陽光下，常可見成蝶於溪邊、潮濕地面吸水，或於花叢附近

活動，吸食花蜜，尤其熱愛菊科植物花蜜。所以常常可以在公園、學校

蜜源植物上發現他們喔。 

  
姬小紋青斑蝶花紋明顯  翅膀黑褐色具淡青色長條斑 

 
(6) 臺灣三線蝶：展翅45-55mm，觸角黑色，端部黃褐色，翅膀表面黑褐色，

展翅時有有3條白色橫帶，其中前翅的橫帶為近似種中最細，又稱細帶

環蛺蝶，後翅有2條橫帶，翅腹面黑褐色也是近似種中最深。本屬有16
種，本種分布於低海拔山區，幼蟲以山黃麻、菊花木、波葉山螞蝗、水

黃皮、葛藤等植物寄主，卵和幼蟲體表褐色，成蟲喜歡訪花，吸食腐果

及樹液。寶二水庫除了臺灣三線蝶之外，也有許多琉球三線蝶，這邊可

以教大家一些簡單的方法喔。 

  
臺灣三線蝶中線較細    琉球三線蝶中線較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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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三線蝶與琉球三線蝶的辨別方式 

 
(7) 姬波紋小灰蝶：展翅18-25mm，雄蝶翅膀表面暗紫色，雌蝶翅膀表面灰

褐色，前翅中央具水藍色斑，翅腹面、雄斑型近似，雄蟲底色淡灰褐色，

雌蝶為黃褐色，近基部布滿褐色鱗。本種又稱波灰蝶，廣泛分布於平地

至高海拔山區，成蟲於3-10月出現，常見於潮濕的地面或溪邊吸水，幼

蟲以鴨腱藤、金合歡等豆科植物的花苞寄主，成蟲喜歡群聚訪花，非常

特別。 

  
喜歡於潮濕的地面或溪邊吸水     成蟲喜歡群聚訪花 

 
(8) 小波紋蛇目蝶：成蟲前翅長約15-20mm。雄蝶雙翅背面底色皆為褐色，

前翅外側近翅端有一枚明顯眼斑，後翅則有兩枚眼斑，有些個體會有另

外一枚小眼斑。翅腹面密佈黃白色波紋。雌蝶翅背面底色稍淺，且前翅

背面的眼紋較大。普遍分布於全島平地到2000公尺左右的山區，以及綠

島、蘭嶼等離島。幼蟲取食禾本科的早熟禾等植物。成蟲於多種環境中

活動，如闊葉森林內、森林邊緣、草原、荒地等，飛行緩慢；喜歡訪花，

也會吸食地面或岩壁上的水分，是常見又好認出的蝴蝶種類。 

  
小波紋蛇目蝶底色皆為褐色 小波紋蛇目蝶後翅則有兩枚眼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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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講解寶二水庫的蜻蛉 
(1) 紅腹細蟌：體長35-41mm，雄蟲兩眼間紅色，複眼綠色，合胸部橙紅色，

側視無斑紋，腹部橙色，雌蟲胸部黃綠色或黃褐色，腹部暗褐色，末4
節背方有不明顯的黑色斑。本屬4種，外觀近似朱紅細蟌，但本種複眼

綠色，普遍分布於平地至低海拔山區之池塘、溝渠、水田等靜水域，成

蟲全年可見。紅腹細蟌非常普遍，是常見的豆娘，不論在市區環境或鄉

野都容易見到，即使水質稍微污染的水澤，還是有機會發現。頭部那兩

顆黃綠色的複眼，很容易與其他豆娘區別。紅腹細蟌體型較其他細蟌科

成員來得大，動作亦較敏捷，常見捕捉其他體型較小的細蟌為食。 

  
   體型較其他細蟌科成員來得大   兩眼分離豆娘類群的特徵 

 
(2) 善變蜻蜓：體長34-42mm，瞧見這紅色的蜻蜓鐵定會讓人眼睛為之一

亮，牠應該是臺灣俗稱「紅蜻蜓」中最常見的一種，有著如此盛裝打扮

的牠，是不是讓你想按下快門呢！善變蜻蜓的命名由來，是因雌蜻蜓的

體色有兩種，分別為紅色和黃褐色，其翅痣為黃白色或是紅色，由於這

體色多變的緣故因此而得名。雄蜻蜓複眼紅褐色，胸部及腹部紅褐色，

腹背端部數節有3條黑線縱線，左右兩條不明顯，攫握器紅色，翅膀紅

褐色翅端透明翅痣紅色；雌蟲近似雄蟲但腹部背面的黑色縱紋較粗明

顯，尤其側緣的縱紋較發達，體色有紅色與黃褐色兩種，翅痣黃白色或

紅色。成蟲活動期為每年的3~11月，在南部則全年可見成蟲活動。善變

蜻蜓的特徵是翅膀多數為黃褐色，翅膀尖端呈現透明，翅痣和翅脈則是

鮮紅色。分布於平地至低海拔山區之於池塘、水田、沼澤等靜水或流水

域，是常見的種類。 

  
雄性善變蜻蜓 雌性善變蜻蜓則有紅、黃二色 

 
(3) 薄翅蜻蜓：蜻蜓的棲地需求與水有密不可分的關係，所以一般在像池塘

或溪流這類有水的環境，比較容易發現牠們。不過薄翅蜻蜓可就不大一

樣了。從鄉村到都市，從森林到草原，從高山到海邊無所不在，分布廣

數量多，而且活動時間全年無休，是極為常見的蜻蜓。體長44-50mm，

跟其他種類蜻蜓比較起來，薄翅蜻蜓有很薄的體壁，因此身體特別輕

盈，再加上基部特別寬大的翅膀，讓牠們可以藉助上升的氣流，長時間

停留在空中，而不需費力作太多拍翅的動作；這種節省能量耗損的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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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徵，其實是為了配合牠們渡海遷移的習性。薄翅蜻蜓會在不同季節，

隨著鋒面氣流向南或向北集體渡海遷移。 
另外牠們停棲的姿勢跟一般蜻蜓也不大一樣。大部分蜻蜓都是採用水平

式或斜立式的停棲姿勢，但是薄翅蜻蜓卻是利用懸垂式的姿勢，頭上尾

下掛在草叢或樹枝上。 

  

薄翅蜻蜓有很薄的體壁 利用懸姿勢，頭上尾下掛在草叢樹  
(4) 講師提問：大家知道寶二水庫的幾種蜻蜓雖然遠看差異不大，但其實他

們是蜻蜓與豆娘兩種不同的種類喔。 
(5) 講師說明：如何分辨蜻蜓和豆娘呢？ 

不少人常把豆娘當成蜻蜓，但兩者雖然外觀看起來就像兄弟姐妹般相

似，但仔細瞧還是可以看出兩者的不同處，就連臺語發音也大相逕庭。

豆娘的臺語為「秤仔」，蜻蜓臺語則叫「田嬰」，都同屬於蜻蛉目的昆蟲。

蜻蜓是大家都熟悉的昆蟲，也知道牠是有益的昆蟲，幫忙吃掉許多蚊

子、蒼蠅等衛生害蟲，而牠的親戚豆娘體形較嬌小，看似弱不禁風，飛

行姿態優雅，但和蜻蜓一樣都是主宰空中領域的霸王。為何稱牠們是空

中霸王呢？蜻蜓和豆娘都是純肉食性，它的獵物除了蝶蛾、蚊、蠅外，

也常捕食豆娘或同種蜻蜓，在求偶或爭地盤時更經常大打出手，往往落

得兩敗俱傷呢。看看蜻蜓的英文「dragonfly」，是不是有種飛龍在天的

氣勢呢？ 
 

 
 豆娘 Damselfly 蜻蜓 Dragonfly 
翅膀 前後翅相似 

（均翅亞目） 
前後翅不相似 
（不均翅亞目） 

靜止狀態 翅膀合併豎立背側 翅膀平展攤開 
眼睛位置 複眼分開於頭的兩側 較大的複眼連貫於頭上 
體形 較纖細，腹部細長 渾圓，腹部較粗壯 
共同特徵：肉食，咀嚼式口器，複眼大，單眼３隻，不完全變態 

 
4. 講解寶二水庫的特色鳥類 
 紅嘴黑鵯 
(1) 講師提問：剛剛有沒有人聽見「小氣鬼、小氣鬼」的叫聲？是什麼動物

呢？是鳥類嗎？有看見他在那兒嗎？ 
 學員自由回答，嘗試描述鳥的外觀。 
(2) 講師說明：「小氣鬼、小氣鬼」（或「九七九、九七九」），飛行時會發出

「嘰喳、嘰喳、嘰喳」叫聲外；還會發出逗趣的貓叫聲「喵、喵」就是

「紅嘴黑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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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嘴黑鵯全身黑羽喙部腳部為紅色 許多與紅嘴黑鵯與原住民傳說 

 
(3) 紅嘴黑鵯：體長約24公分。身上的羽色全黑，頭頂羽毛上豎。喙部紅色，

微下彎，腳部也是紅色，非常好認出。平時以花蜜、果實和昆蟲為主食，

所以在有果樹的地方就很容易發現牠們的蹤跡，特別是在果園中。 
(4) 紅嘴黑鵯與布農族傳說：關於紅嘴黑鵯的外型，還有與原住民相關的傳

說故事：相傳布農族大地突然有洪水降臨，他們便由平地逃到最高的玉

山上，但是卻沒有帶到保命生火的火苗。大家為此事苦惱不已之際，蟾

蜍起了憐憫之心，自告勇奮的表示願意游至對岸取火，但賣力游到對岸

銜起火苗，但無奈洪水兇猛再加上體力不繼，回到族人面前時火苗早已

只是一個燒黑的木棒。在一旁的紅嘴黑鵯看到這樣的狀況，決定幫忙族

人渡過難關，他咻的一聲飛過洪水到對岸取火，在回程時他擔心火種會

熄滅，小心翼翼的把火種含在嘴巴中。然而玉山上的強風讓火越燒越

旺，將他的嘴燒得又紅又痛，他心一橫，將火苗改用腳爪緊抓，用盡最

後一分力量飛回玉山的山頂，當他到的時候，嘴巴和腳爪早被烤得火

紅，連身體的羽毛也被熏得漆黑。由於紅嘴黑鵯英勇的行為讓布農族人

得以渡過難關，從此之後紅嘴黑鵯也被族人奉為聖鳥，十分的尊敬。 
(5) 紅嘴黑鵯與泰雅族傳說：泰雅族流傳的紅嘴黑鵯故事則是「滅火」故事，

很久以前發生了森林大火，山神緊急召集森林中的飛禽走獸來進行滅火

的行動，但是大部分的動物天生怕火，紛紛走避。這時只有一群紅嘴黑

鵯奮不顧身的進行滅火的行動，不斷的用嘴喙與腳把著火的樹枝折斷帶

走，逐漸的將火勢撲滅，最後成功的捍衛了森林家園的安全，但也因此

牠的嘴與腳都被燒成了紅色，身上的羽毛也燒成一片焦黑。而這故事同

樣地也解釋了紅嘴黑鵯羽色烏黑、紅嘴、紅腳模樣的由來。 
 臺灣藍鵲 
(6) 講師詢問：大家有在這邊看到一個非常難見的藍色身影嗎？是很好認出

的鮮豔寶藍色，非常美麗的鳥類，大家猜猜是什麼鳥呢？ 
 學員自由回答，嘗試猜猜鳥名 
(7) 講師說明：大家猜對了嗎？這個辨識度非常高的鳥就是「臺灣藍鵲」。

臺灣藍鵲體長約65公分，但光是尾部約為總身長的2/3。虹膜為黃色、喙

及腳為紅色。頭、頸及胸部羽色為黑色，其它部份為藍色，尾羽有十二

根尾羽，末端為白色，非常好辨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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顏色鮮艷美麗的臺灣藍鵲 長長尾羽末端為白色非常好辨識 

 
(8) 臺灣國鳥：臺灣藍鵲是臺灣特有種，美麗的外型使他受到萬千竉愛，被

臺灣的民眾選為臺灣的國鳥。而生活形態更是引人入勝，早期農業社

會，父母為家計繁忙，家中較年長的小孩便要肩負照顧弟妹的工作，常

常一邊揹著年幼弟妹一邊做家事。這樣的狀況在臺灣藍鵲的生活習性中

也可以看見，在雛鳥孵化了之後，前一年孵出的子鳥也會幫忙照顧年幼

的弟妹，輪留帶著昆蟲、野鼠、蜥蜴、蛙類等食物回來餵雛。這樣的行

為是不是像極了人類的家庭結構呢？他們還十分的愛家，知道要共同禦

敵，在育雛期間親鳥及年長的哥哥姊姊也會變得更加兇悍喔。因此通常

在外面看到一隻藍鵲，其實不難在發現一整個家族的藍鵲都在此喔，這

樣的團結親愛，是不是特別具有臺灣味呢。 
(9) 當地趣事：不久前（107.02.04）在新竹縣北埔鄉曾有農民分享臺灣藍鵲

聚集在一起，有多達十隻的藍鵲包圍啄食香蕉，是不是相當壯觀的畫面

呢。（講師可以分享手中的資料照片） 
 

 
多達十隻的臺灣藍鵲一同啄食香蕉 

(10) 講師說明：寶二水庫當地的特色鳥類除了紅嘴黑鵯、臺灣藍鵲外，還

有竹雞、白鶺鴒、小鸊鷈、五色鳥…等等，講師繼續沿途介紹其他種

類。 
(11) 竹雞：竹雞身長約25公分，竹雞是一般類鳥類，另有極為近似的深山

竹雞則是臺灣特有種野鳥，屬保育類。竹雞的腳是綠褐色、尾羽較長、

喉部栗褐色、胸以下有鱗狀斑；而深山竹雞的腳是紅色、頰、喉及頸

部白色部分醒目。竹雞還算常見，但深山竹雞已不易見到。竹雞由於

體型圓胖，常遭到民眾捕食。以種子、嫩葉、小昆蟲等為主食，屬於

底棲型鳥類，因為不擅飛行，習慣躲在樹叢底部到處亂竄，臺語形容

小孩子好動、喜歡到處亂跑，有時會說「甲哪（好像）竹雞仔」。竹雞

的繁殖期約在4月到8月間，繁殖時親鳥會在灌叢、草叢或者樹根附近

的地面凹陷處築巢。由於母鳥和公鳥的叫聲不盡相同，因此在繁殖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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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期常可聽見母鳥與公鳥的對唱：先由公鳥發音，母鳥再以予回應。

然而在繁殖季後幾個月，往往只能聽到公鳥的獨唱了，在野外常可以

見到牠們的蹤跡，就算沒見到本人，也可以聽到牠們「嘎啊、嘎啊、

雞狗乖、雞狗乖」的叫聲，非常好辨認。 

  
竹雞喉部栗褐色胸以下有鱗狀斑 深山竹雞腳是紅色 身體顏色醒目 

 
(12) 白鶺鴒：全身羽色為黑、白、灰相間，全身以白色為主體色，額頭至

前頭、臉部、頸部、胸側、下胸、腹部、尾下覆羽、尾羽外側皆為白

色，而嘴喙、腳、過眼線、頭頂至背部、上胸、頸環、尾羽為黑色，

上胸中央有大塊黑色區塊，邊飛邊發出「唧、唧」的叫聲。主要以昆

蟲為主食，也會啄食植物種籽。開闊濕地、溪流等水域地帶還有都會

區安全島、馬路或公園都可以看見他的身影。白鶺鴒的鄉土名字是牛

屎鳥，因為農業時期觀察白鶺鴒常在牛糞堆中啄食其間的寄生昆蟲，

所以有了這個名字。喜歡不停的上下搖動尾羽，利用搖動尾巴的動作

驚嚇附近的昆蟲方便捕食，飛行時會呈現波浪狀的起伏，快步行走。

總是在地面以小跑步方式，走走停停，樣子可愛。 
 

  
全身羽色為黑、白、灰相間  毛色像是在領口戴著黑領結 

 
(13) 五色鳥：五色鳥在臺灣現在已經被正名為「臺灣擬啄木」，是臺灣的特

有種，也是我們新竹縣的縣鳥。體長約20公分。身體翠綠，頭部前額、

喉部上端金黃色，頭兩側為藍色，眼先、喉部下方紅色眼上方眉線黑

色，喙厚而黑，喙部上方有剛毛。雖然常常可以聽到他的聲音，但要

見他們一面可就難了，綠色的外衣在樹林中反而是最棒的迷彩裝扮，

在森林中要發現他可不是件容易的事，但他的鳥鳴聲卻又非常好辨

識，五色鳥鳥鳴時而單音節像敲木魚、時而連續發音咕嚕嚕嚕的叫聲。

五色鳥就像啄木鳥一樣都是會啄樹幹的鳥類。然而啄木鳥除了啄巢居

之外，還會利用尖細的喙和長長的舌頭將樹中的白蟻、小蟲挑出來吃

掉；五鳥色啄樹則單純的為了築巢而居。一般的鳥類在休息時會找根

樹枝，重心放低雙爪扣緊的直接在枝上休息，而五色鳥卻不好這套，

他們喜歡在樹洞中安安穩穩的睡覺，找現成的或是自己ＤＩＹ一個。

在做巢時，他們大多會在枯樹啄出一個直徑５公分渾圓的洞口，而樹

洞內部結構呈袋狀。之所以找枯木應該是因為木質較軟且乾燥，做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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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的巢會比在活樹上做出的更舒適耐用。屬完全樹棲性的鳥類，不會

落至地面活動，平常以果實及漿果為主食，繁殖期時亦會補捉昆蟲育

鶵。此外一夫一妻制的五色鳥先生是個愛妻護子一族，除了孵蛋的時

間比雌鳥長外，連啄樹做巢的工作通常也是先生完成，在孩子出世後，

還會刻意的多補捉一些昆蟲讓幼鳥補充營養呢。 

  

五色鳥外表鮮艷可愛       五鳥色啄樹築巢 
 

(14) 小鸊鷈：大家知道這個字怎麼唸？怎麼寫嗎？小鸊鷈唸做「屁提」，是

不是很可愛的名字呢，所以又有俗名小 PT 或是水避仔。小鸊鷈普遍分

佈在臺灣低海拔山區及平地的魚塭、湖泊及草澤環境，是大家很常見

的物種，但容易被誤會是其他鴨子。牠們漂在水面上時，外型像是小

型的雁鴨；但當牠們上岸時，幾近於無尾的短尾、長在身子後端的雙

腿、以及笨拙的行動，就可以顯示出了這種可愛的水鳥和鴨子之間的

不同了！牠們常長時間潛水覓食或躲避人，狀況緊急時，甚至會在水

面上拍翅作短距離的奔跑。以啄食水生昆蟲、軟體動物、節肢動物和

小型魚類爲生。每年春季，牠們會在水草叢旁建立浮巢進行繁殖，親

鳥如果有事離巢，還會以草覆蓋在蛋上欺敵，十分聰明；幼鳥為早熟

性，出生後常由親鳥背負著四處行動，所以我們常常能看到雌鳥揹著

小鳥游泳的溫馨可愛畫面唷。 

  
小鸊鷈外觀像鳥又像鴨      小鸊鷈揹著小鳥游泳 

  
(15) 講師提問：有人知道剛剛在水庫水面看到的「大冠鷲、黑鳶」，是屬於

幾級消費者呢？ 
(16) 講師說明：牠們的食物，包括：蛙、魚、蝦等水生動物、兩棲生物等，

屬於雜食。是食物鏈中的高級消費者。 
 
5. 寶二水庫木棧道生態食物鏈 

(1) 講師提問：食物鏈之順序為：生產者→初級消費者→次級消費者→三級

消費者。既然今天介紹許多動、植物，請大家試著排出以下生物的食物

鏈的順序：1.老鷹、2.草、3.兔、4.蛇？ 
 由學員自由回答，答案依序為2→3→4→1。 
(2) 講師提問：那接著請問大家，今天在寶二水庫看的紋白蝶、大冠鷲、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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嘴黑鵯、山黃麻牠們的食物是什麼？分別是食物鏈的哪個階層呢？ 
 生產者：山黃麻 

初級消費者：臺灣三線蝶 
（幼蟲以山黃麻、葛藤等植物寄主，成蟲吸食腐果、花蜜及樹液） 
次級消費者：紅嘴黑鵯（以桑科果實、花苞、花蜜及昆蟲為食物） 
高級消費者：大冠鷲（食物：蛙、魚、蝦等水生動物或兩棲動物） 
 
6. 寶二水庫木棧道生態關鍵物種 

(1) 講師提問：前面曾經提到的優勢種大家還記的嗎？ 
 學員自由回答。 
(2) 講師複習：優勢種的物種，是該生態系統中最常見、或是生物量最高的

物種，因此對該生態系統中其他生物的分布或活動有巨大的影響。 
(3) 講師說明：不過數量或是生物量並不是決定物種在一生物群集中的關鍵

性的必要條件。有些物種的數量或是生物量並不高，但是它們位於生態

群集中的關鍵性的地位，被稱為是該食物網的關鍵物種  (keystone 
species)。在某些環境中，可能會有一個或多個關鍵物種。一旦我們將群

集中的關鍵物種除去，該群集的構造會產生明顯巨大的變化，有時甚至

足以動搖整個生態系、導致其崩壞毀滅，所以我們在保護所謂稀有瀕危

物種的同時，也應該保護生態系中的關鍵物種，以維持生態系統的穩定

性。 
 III. 教學活動(二) 

食物鏈（網）遊戲【室內及室外皆可進行】 
1. 在學員開始分組帶隊到木棧道下的扶輪公園之前，講師拿出寶二水庫物種

圖卡，依據卡片掛繩顏色及圖卡物種進行組別分發（學員一人一張），並

讓學員全程配戴。一來，可以利用掛繩顏色區分組別；二來，主要是課程

進行中，動物容易只聞其聲不見其蹤，當講師根據現場聲音、外觀提到鳥

類及蝴蝶蜻蛉時，可以請各學員找出配戴該動物圖卡的學員，並與大家分

享該動物之外觀、特色，加深各學員對昆蟲、動物的印象及認知，並且促

進講師與各學員在課程進行中的互動性。 
2. 到木棧道下的扶輪公園進行食物鏈遊戲時，講師拿出寶二水庫物種圖卡

（20張），學員一人一張，並請學員依拿到的物種圖卡及今天上課學習的

內容簡單的介紹。 
鳥之猛禽類 1張 大冠鷲 
鳥之溫馴類 4張 紅嘴黑鵯、臺灣藍鵲、竹雞、小鸊鷈 
外來種 1張 小花蔓澤蘭 
蜻蛉 2張 善變蜻蜓、紅腹細蟌 
蝴蝶 5張 紋白蝶、姬小紋青斑蝶、小波紋蛇目蝶、

臺灣三線蝶、銀紋淡黃蝶 
植物 7張 山黃麻、桂竹、樟樹、龍眼、青苧麻、賊

仔樹、構樹 
 
3. 參與遊戲學員抽起來的圖卡是「紅嘴黑鵯、小鸊鷈、姬小紋青斑蝶、善變

蜻蜓」的參訪者會拿到各拿到一條童軍繩，請這四種動物拿著繩子，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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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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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向下找自己的天敵或食物。 
 舉例：如「紅嘴黑鵯」牽著繩子向上找到「鳥之猛禽類」，向下找到「蝴

蝶」，「蝴蝶」再找到生產者「植物」，並設法完成整條食物鏈或族群

的食物網。 
 「紅嘴黑鵯、小鸊鷈、姬小紋青斑蝶、善變蜻蜓」共有四張，準備四條

童軍繩，會形成四條食物鏈（網）。 
 讓學員自行發展各組的食物鏈（網）。 
 提示： 
鳥之猛禽類 大冠鷲 2~4級消費者 
鳥之溫馴類 小鸊鷈 2~4級消費者 

臺灣藍鵲 1~4級消費者 
紅嘴黑鵯、竹雞 1~2級消費者 

外來種 小花蔓澤蘭 生產者 
蜻蛉 善變蜻蜓、紅腹細蟌 2~4級消費者 
蝴蝶 紋白蝶、姬小紋青斑蝶、小波紋蛇目蝶、

臺灣三線蝶、銀紋淡黃蝶 
1級消費者 

植物 山黃麻、桂竹、樟樹、龍眼、青苧麻、賊

仔樹、構樹 
生產者 

 
 答案說明： 

範例一：「紅嘴黑鵯」向上找到天敵「大冠鷲」，向下找到食物是花蜜、果

實、昆蟲都是正確答案。 
範例二：「善變蜻蜓」向上找到天敵鳥類都算正解，向下找到食物蜻蜓、蝴

蝶都是正確答案。 
4. 講師引導：各組依自己的食物鏈（網）和大家分享，彼此食物鏈的差異（可

能有肉食性多的、有昆蟲多的），可以看到食物鏈的豐富性。 
5. 講師引導學員討論以下問題： 
 食物鏈的每一種生物為一個節點，進而產生食物網中的「節點交集」，

請問若該「節點生物」滅絕後，對整個食物鏈的影響是什麼？ 
6. 學員討論後，提出答案。再由講師做複習歸納： 
 單純的食物鍵，當某一個物種滅絕之後，上游的動物可能會因為沒有食

物吃，導致整個食物鏈上游的生物滅亡，而下游的生物因為沒有捕食

者，而可能生物個數會大量增加，也會導致生態的不平衡；有可能導致

下一波生態系的破壞與滅絕。 
 IV. 教學活動(三) 

物種對對樂【室內課程】 
1. 進行物種對對樂遊戲。 
2. 講師準備寶二水庫物種圖卡（物種圖片卡及對應名稱卡共15組）總共四套，

並將學員簡單分組成四組。 
3. 主要用意讓學員認識並辨認外來種及原生特有種。 
4. 講師請各組學員把圖卡（外來種、原生及特有種共15種）收入盒中，並提

供圖卡對應的物種名稱（物種名稱共15組），當哨音一響，請同學把盒中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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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取出，嘗試分類及配對： 
(1) 外來種物種及一般物種分類 
(2) 物種名稱配對 

5. 請學員相互討論，最先完成的組別，就立刻舉手。（優先完成且全對的組別，

可獲得小禮物） 
 答案： 

   
龍眼 小花蔓澤蘭 構樹 
外來種 外來入侵種 原生種 

   
阿勃勒 木棉 大花咸豐草 
外來種 外來種 外來入侵種 

   

樟樹 桂竹 青苧麻 
原生種 原生種 原生種 

   

善變蜻蜓 臺灣藍鵲 竹雞 
臺灣特有種 特有種 冬候鳥 特有亞種 冬候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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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嘴黑鵯 大冠鷲 五色鳥 
特有亞種冬候鳥 特有亞種 冬候鳥 特有種 冬候鳥 

6. 講師請答對組別嘗試說明配對的原因及思考的邏輯與大家分享。 
7. 講師引導學員討論以下問題： 
 外來種對生態的影響？ 

8. 學員討論後，提出答案。再由講師做複習歸納： 
 講師總結：其實外來種並非總是不好，有時候因為農業發展、飼養或栽

培動植物做為食物（例如：吳郭魚）、觀賞用途（例如：熱帶鸚鵡），

或是生物防治（例如：引進瓢蟲捕食介殼蟲）等原因，都會讓我們主動

或被動引進、接收外來種。但在引進外來種之前，除了考量食用的用途

及經濟價值之外，還必須思考可能對本地生態造成影響，及本地物種造

成競爭及排擠，有可能帶來疾病與寄生蟲的傳染、甚至是整個生態系統

的改變。 
 講師繼續說明：為了強化對外來種的管理，我們必須增進對外來物種影

響的認識與認知，讓民眾認識這個議題，進一步獲得重視；建立偵測機

制，避免外來物種不當引入為處理外來種問題最有效、最經濟的首要措

施，需要針對各種蓄意、非蓄意引入管道設計足夠的偵測機制；並且立

法管制外來種；強化相關單位功能；推動相關研究以增進外來種知識。 
 

討論

與 
分享 

討論與分享 
1. 試著討論外來種的對生態的影響？是否有壞處也有益處呢？ 
 講師問學員：目前國內山林中最可怕的外來物種是什麼呢？各位是否知

道？ 
 學員回答。 
 講師補充說明如下： 
 如前面跟大家介紹過的「小花蔓澤蘭」。由於它喜歡生長於光照充足的

地方，一旦攀上樹木就會覆蓋其上，爭取陽光，致使下方的植物之光合

作用受到阻礙，因缺少養分，導致被攀附的樹木枯死。造成原生生態系

統的生物多樣性受到嚴重威脅，有「綠色殺手」之稱，是讓大家很頭疼

的植物，甚至中南部不少縣市，都針對小花蔓澤蘭的剷除進行獎勵，回

收1公斤可以換5元等等。 
 教師問學員：被剷除的小花蔓澤蘭可以有什麼用途？ 
 學員回答。 
 教師說明如下：但其實清除下來的小花蔓澤蘭，經過林務局的開發，發

現小花蔓澤蘭製成的醋液具有防治小黑蚊的功效。取小花蔓澤蘭植物

體，加熱至150℃後，氣體冷凝後得出弱酸性的紅褐色小花蔓澤蘭醋液，

可以用來噴灑在生活周遭的青苔上，藉以斷絕小黑蚊幼蟲的食物來源。

10
分

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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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醋液不僅可以有效除掉青苔，更是對環境生態負面影響較低的環境

衛生用藥。此外，精製後的小花蔓澤蘭防蚊液，經野外試驗證實驅蚊時

間可長達99分鐘！是市售不含敵避（DEET）成份防蚊液的1.5倍，防蚊

效果相當良好。 
2. 優勢種及關鍵物種分別代表什麼意思呢？大家能想到這世界上有哪些關

鍵物種的例子嗎？ 
 講師問學員：大家有聽過「老鷹紅豆」嗎？ 
 教師繼續說明：為何會有「老鷹紅豆」的誕生，最早開始是在101年10

月，屏科大鳥類生態研究室接獲通知有兩隻黑鳶死亡，經檢驗後發現含

有劇毒農藥「加保扶」。翌年進行田野調查時，發現原來是少數農民為

了避免鳥害造成的農損，而使用加保扶拌稻穀製作毒餌，造成小型鳥類

的大量死亡，這些小鳥的屍體被腐食性的老鷹撿食，導致老鷹也會跟著

中毒。由於老鷹是這整個生態系的最終物種，所以撒了有毒農藥的紅豆

最後生物累積到了老鷹身上，這顯示不良的生態體系，會透過食物鏈或

食物網的關連性，而對整個生態體系產生不良的影響。 
 老鷹紅豆的概念是：老鷹成為農村的代言人，友善農作物的推動需要大

家一起來努力。透過老鷹紅豆倡導一種維護生態系共同守護老鷹的意

象，希望從消費者及企業的概念出發，喚醒全民對老鷹及農田的關心，

守護老鷹就從農村出發。過去老鷹可能會遭受到毒鳥或毒鼠藥的傷害，

為了保護老鷹，我們期待更多的企業、通路、消費者可以支持，認同友

善環境與老鷹的概念，願意化為行動一起為守護老鷹而努力，希望再過

不久之後，可以讓老鷹紅豆處處現身、老鷹也可以安心飛翔。 
 講師問學員：大家有有沒有看過「老鷹想飛」的影片？ 
 講師說明整個故事： 

民國80年，人稱老鷹先生的沈振中老師，因為親身經歷基隆外木山一群

黑鳶因棲地破壞而消失，他決定放棄教職生涯，在薪水沒有著落的情況

下，20年間全職投入尋找昔日普遍易見的黑鳶，以及他們為何在臺灣消

失的原因。臺灣黑鳶的數量之所以這麼稀少，是因為農田使用農藥與老

鼠藥，也發現了友善農業對於黑鳶的生存至為重要。所以電影中也收錄

了老鷹紅豆的故事，《老鷹想飛》製作團隊相信，愈多人知道老鷹的故

事，大家就會愈關心我們周遭的環境以及生物，自然生態保育以及環境

友善農業也可以獲得更多的關注與共鳴，而實際的行動就能在這些過程

中醞釀、凝聚與發酵，人類跟黑鳶的環境就會更加安全。 
 

 
 

老鷹紅豆圖像 電影生態紀錄片《老鷹想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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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生態系中，若干條食物鏈相互交結的生物，即為「節點生物」，當節點生

物滅絕後，對整個生態系將受到何種影響？ 
學習

成效

評估 
 

1. 從心得分享，評量學習者對寶二水庫周邊動植物認識程度。 
2. 從心得分享，評量學習者對環境開發及生態保護的省思。 
3. 教師由心得分享觀察，了解學員是否能思考外來種對生態系產生衝擊。 
4. 教師由心得分享觀察，參訪者瞭解食物鏈(網)中節點生物的重要性，又某

種生物消失將會導致食物鏈毀壞。 
5. 教師課堂觀察，判斷學員認識在地環境特色的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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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log.xuite.net/smallcl.tw/twblog/177252739-%E5%8F%B0%E7%81%A3%E4%B8%89%E7%B7%9A%E8%9D%B6VS.%E7%90%89%E7%90%83%E4%B8%89%E7%B7%9A%E8%9D%B6
http://pedia.cloud.edu.tw/Entry/Detail/?title=%E5%B0%8F%E6%B3%A2%E7%B4%8B%E8%9B%87%E7%9B%AE%E8%9D%B6
http://pedia.cloud.edu.tw/Entry/Detail/?title=%E5%B0%8F%E6%B3%A2%E7%B4%8B%E8%9B%87%E7%9B%AE%E8%9D%B6
http://blog.xuite.net/alantrident/twblog/158456697-%E5%B0%8F%E6%B3%A2%E7%B4%8B%E8%9B%87%E7%9B%AE%E8%9D%B6
http://blog.xuite.net/alantrident/twblog/158456697-%E5%B0%8F%E6%B3%A2%E7%B4%8B%E8%9B%87%E7%9B%AE%E8%9D%B6
http://gaga.biodiv.tw/new23/s3-40.htm
http://gaga.biodiv.tw/new23/s3-56.htm
http://e-info.org.tw/node/32886
http://edresource.nmns.edu.tw/ShowObject.aspx?id=0b81a1f9a70b81da29fa0b81d8c7100b81d8c7b0
http://edresource.nmns.edu.tw/ShowObject.aspx?id=0b81a1f9a70b81da29fa0b81d8c7100b81d8c7b0
http://beta.nmp.gov.tw/enews/no115/page_03.html


35. 臺灣環境資訊協會–臺灣藍鵲（資料及圖片） 
http://teia.tw/zh-hant/natural-valley/species/9620 
36. 自由時報–臺灣藍鵲（資料及圖片） 
http://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2332526 
37. 臺灣環境資訊協會–五色鳥（資料） 
http://teia.tw/zh-hant/natural-valley/species/13980 
38. JP 的飛羽與遊記–五色鳥（圖片） 
http://blog.xuite.net/jpwubirdandtravel/blog/125488235-%E8%A7%80%E5%AF%9F%E4%B
A%94%E8%89%B2%E9%B3%A5%E7%AF%89%E5%B7%A2 
39. Peter`s Blog–竹雞（圖片） 
https://pkblog0438.blogspot.tw/2018/01/blog-post_7.html 
40. 禎爸部落格–深山竹雞（圖片） 
https://drphototw.blogspot.tw/2015/01/blog-post_10.html 
41. 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竹雞（資料） 
https://www.spnp.gov.tw/Article.aspx?Lang=1&a=5lSIPeA3t%2Fo%3D 
42. 艾綠客與大自然共舞–白鶺鴒（圖片） 
http://wktseng54.pixnet.net/blog/post/319993472-%E7%89%9B%E5%B1%8E%E9%B3%A5--
%E7%99%BD%E9%B6%BA%E9%B4%92 
43. 興安生態數位解說資源網–白鶺鴒（資料） 
http://photo.haes.cy.edu.tw/earth/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7 
環境資訊中心–小鸊鷈（資料） 
http://e-info.org.tw/node/10498 
老周的飛羽影像–小鸊鷈（圖片） 
http://blog.xuite.net/craigchtwc320/twblog/139318533-%E5%B0%8F%E9%B7%BF%E9%B7
%88 
44. 迷戀天空的雲彩–阿勃勒（圖片） 
http://mo9958org.blogspot.tw/2015/06/blog-post.html 
45. 赤腳車小彬 
http://blog.xuite.net/chengbin/barefoot/11137940-%5B%E6%A4%8D%E7%89%A9%E7%AD
%86%E8%A8%98%5D+%E5%9B%9B%E6%9C%88%E2%80%A7%E6%9C%A8%E6%A3
%89%E6%A8%B9%E9%96%8B%E8%8A%B1 
46. 旺旺植物之美–大花咸豐草（圖片） 
http://blog.xuite.net/alfacity/Good/511068493-%E5%A4%A7%E8%8A%B1%E5%92%B8%E8
%B1%90%E8%8D%89%E3%80%8E%E6%B4%BD%E6%9F%A5%E6%9F%90%E3%80%8
F 
47. 臺灣環境資訊協會–大冠鷲（圖片） 
http://teia.tw/zh-hant/natural-valley/species/9622 
48. JP 的飛羽與遊記 
http://blog.xuite.net/jpwubirdandtravel/blog/125488235-%E8%A7%80%E5%AF%9F%E4%B
A%94%E8%89%B2%E9%B3%A5%E7%AF%89%E5%B7%A2 
49. 環境資訊中心-老鷹紅豆（資料） 
http://e-info.org.tw/node/114130 
50. 屏科大野保所鳥類生態研究室-老鷹紅豆（圖片） 
https://www.flickr.com/photos/teia/25996368136/ 
51. 臺灣猛禽研究會-老鷹想飛（資料及圖片） 
http://raptor.org.tw/education/wildlife-film-of-raptors/fly-kite-fl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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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log.xuite.net/chengbin/barefoot/11137940-%5B%E6%A4%8D%E7%89%A9%E7%AD%86%E8%A8%98%5D+%E5%9B%9B%E6%9C%88%E2%80%A7%E6%9C%A8%E6%A3%89%E6%A8%B9%E9%96%8B%E8%8A%B1
http://blog.xuite.net/chengbin/barefoot/11137940-%5B%E6%A4%8D%E7%89%A9%E7%AD%86%E8%A8%98%5D+%E5%9B%9B%E6%9C%88%E2%80%A7%E6%9C%A8%E6%A3%89%E6%A8%B9%E9%96%8B%E8%8A%B1
http://blog.xuite.net/alfacity/Good/511068493-%E5%A4%A7%E8%8A%B1%E5%92%B8%E8%B1%90%E8%8D%89%E3%80%8E%E6%B4%BD%E6%9F%A5%E6%9F%90%E3%80%8F
http://blog.xuite.net/alfacity/Good/511068493-%E5%A4%A7%E8%8A%B1%E5%92%B8%E8%B1%90%E8%8D%89%E3%80%8E%E6%B4%BD%E6%9F%A5%E6%9F%90%E3%80%8F
http://blog.xuite.net/alfacity/Good/511068493-%E5%A4%A7%E8%8A%B1%E5%92%B8%E8%B1%90%E8%8D%89%E3%80%8E%E6%B4%BD%E6%9F%A5%E6%9F%90%E3%80%8F
http://teia.tw/zh-hant/natural-valley/species/9622
http://blog.xuite.net/jpwubirdandtravel/blog/125488235-%E8%A7%80%E5%AF%9F%E4%BA%94%E8%89%B2%E9%B3%A5%E7%AF%89%E5%B7%A2
http://blog.xuite.net/jpwubirdandtravel/blog/125488235-%E8%A7%80%E5%AF%9F%E4%BA%94%E8%89%B2%E9%B3%A5%E7%AF%89%E5%B7%A2
http://e-info.org.tw/node/114130
https://www.flickr.com/photos/teia/25996368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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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活動方案四：寶二水庫興建之民俗文物保存 

老仙爺廟為當地重要的民間信仰，但因為寶二水庫之興建，造成原廟址

將淹沒在水庫蓄水區中，需將之遷移到新的地方，但是當開發單位或主管機

關面對具有歷史、文物保存意含，或是很重要的自然生態保育物種、地景保

育意含的場址，如何在情理法兼顧的條件下，進行有效調處，如何有效地與

當地的民眾、民間團體進行溝通，以期能達到雙贏的局面？寶二水庫興建及

民俗文物保存教案，透過議題的討論及分享，目的在讓參與者能知道北水局

在這一件事情上所做的努力以及因應之道；並讓參與者了解後續遭遇類似案

件時，因該如何因應與處理。 
課程

名稱 
寶二水庫興建之民俗文物保存 

教學

目標 
1. 思考進行水庫開發的過程中，如何將廟宇及古蹟、文物有效的遷移及保存下來。 
2. 思考在文物保存、觀光遊憩及水資源保育三者之間，如何取得平衡。 

課程

大綱 
本教案透過議題的討論及分享，目的在讓參與者能知道北水局在這一件事情上所

做的努力以及因應之道；並讓參與者了解後續遭遇類似案件，因該如何因應與處

理。 
環境

教育

能力

指標 

1-1-1 能運用五官觀察來探究環境中的事物。                                   
3-1-2 具有好奇心，思考存在環境中萬物的意義與價值。 
3-2-3 瞭解並尊重不同族群文化對環境的態度及行為。 
3-3-1 瞭解人與環境互動互依關係，建立積極的環境態度與環境倫理。 
4-3-1 在面對環境議題時，能傾聽(或閱讀)別人的報告，並且理性地提出質疑。 
5-3-2 具有參與地區性和國際性環境議題調查、研究與解決問題的經驗。 

教學

時數 
1 小時 

教學

對象 
國中生以上學生 

學員

人數 
20 人 

授課

講師 
講師○○○、○○○ 

師生

比例 
1：20 

教學

地點 
寶二水庫管理中心及外面土地公廟、亦可以搭配生態課程至老仙爺廟進行教學。 

教學

流程 
V. 引起動機： 
寶二水庫管理中心 
1. 講師帶領前往管理中心外部土地公廟區。 
2. 講師問學員：大家看到這邊的土地公廟，其實祂不只一座唷，猜猜看祂

是幾座土地公廟的合爐代表呢？ 
 由學員自由猜測 

20 
分

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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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講師說明：其實在水庫興建之前，水庫淹沒區內有多達23座的土地公廟，

而為了興建水庫必須將之遷移，考量了當地信仰文化及歷史的保存，因

此便將這23座土地公廟合爐於此。  
4. 講師總結：大家想想是不是在都市建設開發與當地的歷史文化保存都可

能會有衝突呢？ 那該怎麼做才能達到雙贏的局面呢？  
 VI. 寶二水庫興建及民俗文物保存【室內及室外皆可進行】 

1. 講師講述二水庫土地公廟及大樟樹故事 
(1) 講師說明：大家看到後方有一棵很大棵的樹木嗎？其實它和土地公廟迭

遭遇到同樣的問題喔，你們是否知道呢？ 
 學員自由回答 
(2) 講師總結：這是因為大樟樹歷經了截幹的處理。 
 原來這一棵大樟樹也是生長在水庫淹沒區內，為顧及當地民眾的感

受，及對樹木、生態的尊重，水庫興建人員將這棵樟樹經過截幹的處

理後，將樹木移植到這裡，並成功地延續了大樟樹的生命，。 
(3) 講師說明：另外寶二水庫這麼大的集水區域內，另外一座對當地人信

仰中心老仙爺廟，也是幾經波折被保存了下來。 

  
樟樹已有百年的歷史   管理中心旁的土地公廟香火鼎盛 

 
2. 簡述當地重要的民間信仰老仙爺廟的故事 

(1)講師說明： 

  
老仙爺廟現址 老仙爺廟舊址 

3. 進一步討論搬遷議題與文物保存 
(1) 講師說明：老仙爺廟因為寶二水庫的興建，必須要遷移到新的地方，

但是類似具有歷史文物保存意涵，或是很重要的自然生態保育物種、

地景保育意含的場址，開發單位或主管機關，應該要如何有效調處，

以達到大部分人都滿意的程度？ 
(2) 尤其如何在情理法兼顧的條件下，有效地與當地的民眾、民間團體進

20
分

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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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溝通？ 
(3) 講師提問：請學員考慮以下的處理機制哪幾項是絕對需要的？並將這

幾項處理機制的先後順序加以排序，並說明原因。 
A. 公告土地徵收價格 
B. 召開所有利害相關人協調會 
C. 發給建物或地上物補償金 
D. 公告水庫興建或大型工程興建影響範圍 
E. 召開所有利害相關人說明會 
F. 整合廟方管理委員會及地方仕紳的各方意見，選定數個適合遷建的

場址 
G. 請示神明意見，選定場址 
H. 核撥遷建費用，並開始籌建 
I. 興建完成，並舉辦安祀大典 
J. 公告建物及地上物補償金相關辦法 

 VII. 討論與分享 
1. 城市的建設與開發對比古蹟文物的保存熟輕熟重呢？ 
2. 你生活的環境裡有沒有一些古蹟文物或是是大樟樹這樣的百年植物融入

在裡面呢？你是否留意過呢？這對你的生活有什麼影響呢？上過課程之

後，是不是讓你對這些古蹟文物的想法有改變呢？ 
3. 試想，如果你面臨了古蹟、文物保存與開發建設的兩難問題，你會如何決

定呢？有沒有什麼方法能夠做到雙贏的局面呢？ 

15
分

鐘 

學習

成效

評估 
 

1. 能知道寶二水庫附近有哪些地方文物及了解遷址的原因。 
2. 講師在課堂觀察，了解學員在面對環境開發時對文物保存的看法。 
3. 由討論及分享，評量學員對古蹟、文物保存與開發建設的兩難問題，會如

何決定是否有方法能夠做到雙贏的局面？ 

5
分

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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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07 年度教案修正說明 

107 年度四場次「環境教育教案移接培訓課程工作坊」以及四場

次「環境教育推廣活動」試教並推廣團隊所發展教案。「環境教育教

案移接培訓課程工作坊」為針對北水局員工、志工及種子教師進行教

案移接培訓，「環境教育推廣活動」則邀請新竹上舘國小、新竹竹塹

社區大學、新唐科技公司參與試教。活動中，將團隊設計的學習單及

回饋問卷由參與者填答，利用學習單填答結果以及參訪者回饋問卷之

填答結果以及邀請帶隊主管及老師、石門水庫環教老師、及志工夥伴

提供團隊觀課紀錄及建議，進行課程教案修改，並用以增加教案試教

之累積成果。 

各教案修正內容，如表 4-6、4-7、4-8、4-9、4-10 所示： 

表 4-6 107 年度-「小水滴的旅行」教案修正說明 

原教案內容 修正後教案內容 

1.為使學員認識水在自然界的

循環，以及水會經過哪些設施

變成我們日常生活可以用的

水，以及水被人們使用了之後

又會變成怎麼樣的情況，要經

過什麼處理，水才又會變乾

淨；經過處理之後的水，又如

何回歸到大自然設計了 10 張

圖卡進行水循環的來龍去脈排

序。遊戲進行並無時間限制。 

依據先前召開專家學者會議建議，針對國小年段學習模

式進行調整，加入故事以及擬人化小水滴咚咚為主角，

修改為更生動的遊戲方式：「小水滴咚咚的冒險旅行」

有效回應教學目標；並依據場域地點特色，將水庫加入

內容，引導學生了解水庫作用與成效，將原本 10 張圖

卡修正為 11 張；遊戲過程發現，各組別拿到展示牌及

圖卡容易心急動作，造成遊戲活動過程不易控管。因此

依據試教結果，針對國小年段之學習模式進行調整，加

入 3 分鐘時間限制比賽，激發各組機智動腦的能力。此

外也依據觀課紀錄修正各組發表程序，不在一開始公布

答案，先由各組發表看法再由講師說明。 

 
「小水滴咚咚的冒險旅行」圖卡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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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教案內容 修正後教案內容 

2.依照海水 97.5%、南北兩極的

冰帽、高山及寒帶的冰原

1.75%、可用淡水 0.75%百分比

例製作一轉動圓盤，由老師轉

動圓盤，各組派代表用手指頭

在轉動的圓盤上去點出可用的

淡水資源部位，看容易不容易

點到，由玩過的同學來說明體

驗的感覺，老師再作歸納：我

們地球上目前所擁有可用的淡

水資源，就像各位要去點出可

用的淡水資源部分一樣的困

難，需要好好珍惜現有可用的

淡水資源。 

依據試教結果及觀課紀錄，針對國小年段之學習模式進

行調整，讓每一位同學都能實際玩到轉盤，大家都能體

驗到該活動的意義，全班的同學都實際操作過之後，發

現能實際點到可用水資源的同學非常少甚至沒有，大家

的感受會更加深刻。也由活動學習單中看到大家印象變

得更深刻了，知道原來淡水資源這麼取之不易，要更加

珍惜水資源。 

 
「地表水資源百分比」轉盤遊戲 

表 4-7 107 年度-「寶二水庫水的來源、用途及缺水調度之評估」教案修正說明 

原教案內容 修正後教案內容 
1.寶二水庫水由取水塔取水

後，經由輸水隧道與寶山水庫

水輸送至寶山淨水場處理，隆

恩堰的水則送到新竹第二淨水

場，再由新竹第二淨水場原水

井以馬達抽約9萬CMD送往新

竹第一淨水場，寶山水庫、寶

二水庫、隆恩堰共同聯合運用

（寶山水庫的水跟寶二水庫的

水一樣，是來自上坪溪的水；

隆恩堰的水則來自油羅溪、上

依據「環境教育教案移接培訓課程工作坊」對參與者的

觀察以及意見回饋表示，教案僅有口頭說明，對於初次

參訪之學員，容易有不了解以及聽不懂的情況發生，應

增加圖示來配合口頭說明，讓資訊能夠更明確地傳達給

參訪者。故加入「寶山水庫、寶二水庫及隆恩堰供水系

統之水源調度圖」以及「大新竹地區供水系統圖」；並

將「輸水隧道」修正為「水源聯通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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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教案內容 修正後教案內容 
坪溪的水，屬於中下游的部

分。）以供應新竹科學園區、

大新竹地區之水資源（大新竹

供水系統：新竹、竹北、湖口、

新豐、寶山）使用，主要分為

工業用水及民生用水兩部分。 

 
寶山水庫、寶二水庫及隆恩堰供水系統之水源調度圖 

 
大新竹地區供水系統圖 

2.播放「寶二水庫介紹影片」影

片 
依據「環境教育推廣活動」試教結果及觀課紀錄，發現

「寶二水庫介紹影片」過於全面而冗長，參訪者看完整

段影片後，無法直接快速的切入教案主題，因此應剪輯

部分的影片內容，取出 6 分 53 秒至 12 分 5 秒的相關片

段，作為教案的開場。 

 
「寶二水庫介紹影片」影片內容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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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8 107 年度-「寶二水庫水，哪裡來？哪裡去？」教案修正說明 

原教案內容 修正後教案內容 
1.「珍惜水資源，滴滴皆珍貴」 
分配給每組乾淨的水源有20滴
及隨機卡片 5 張，每組各派一

個代表到桌前，進行轉盤，當

轉盤轉定項目後，經小組討論

後，是否要使用卡片進行危機

解除、節水方案或 PASS。如遭

受污染時，最好採取污染改

善，如不進行改善措施，將會

造成該組所擁有的水滴變污水

（將以受污染旗幟標註），即使

有乾淨的水源加入，也會被污

染成污水。依此類推，總共進

行 10 個回合。 

依據「環境教育教案移接培訓課程工作坊」對參與者的

觀察以及意見回饋表示，發現遊戲回合要進行 10 個回

合，會有卡片不夠使用、多數組別在前期就遭受 2 次污

染直接淘汰以及遊戲時間過於冗長，到後面容易有疲

乏、無法引起興趣的狀況，故將遊戲回合數降至 3-5 回

合，視課程講師當天上課情形，進行調整。 

 
「珍惜水資源，滴滴皆珍貴」轉盤遊戲 

 
「珍惜水資源，滴滴皆珍貴」卡片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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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9 107 年度-「認識寶二水庫水利設施」教案修正說明 

原教案內容 修正後教案內容 
1.學習單-第一大題：下面有好

多寶二水庫相關設施的圖片，

請大家一起幫忙把正確的設施

名稱，填到正確的水利設施圖

片中。 

 
第二大題：閱讀以下各項水利

設施功能後，請將正確的水利

設施名稱填入空格中。 
① 庫通常於河川中上游，而

［    ］則通常位於河川中下

游，適當河段築一堰壩，攔蓄

水源，以有效調蓄水資源。 
②［    ］是利用自然沉降作

用，去除水中砂粒或其他比重

較大的無機顆粒的處理設施。 
③藉由水流經特殊構造之

［    ］明渠渠道中，因流量

之不同產生水位變化，再由超

音波量測液位後換算流量值。 
④平時水庫輸送原水之輸送係

經由［    ］供應，並分為上、

中、下三層依水質狀況個別或

混合方式分層取水。 
⑤［    ］係指水壩或堰的構

造物，功能在於排除宣洩超過

水庫容量之多餘洪水，防止洪

水溢頂而破壞壩體，以確保水

壩的安全。 
⑥［    ］指的是幾個液體容

器的底部都相通的裝置。原理

是當任一容器內注入液體，則

依據「環境教育教案移接培訓課程工作坊」對參與者的

觀察以及意見回饋表示，學習單共有三大題，且多採用

填充題的方式，需要花更多時間及精力填寫，對於參訪

者來說雖可更充實自我對寶二水庫水利設施的了解，但

意見回饋表示：參訪者是來參訪學習，不是來考試寫考

卷的。故將學習單-第一大題、第二大題融合修減，修改

為一大題型連連看。 

 

112 



原教案內容 修正後教案內容 
當液體靜止時，各容器的液面

必在同一水平面。 
⑦［    ］就是主壩興建於集

水河川之外，攔截部分河水，

使用引水隧道或引水渠道等方

法，將水資源引入主槽來進行

蓄水。 
⑧維持河流的基本生態環境功

能不受破壞，就須要求年內各

時段的河川徑流量都能維持在

一定的流量以上，稱為

［    ］，以確保不出現斷流等

可能導致河流生態環境功能破

壞的現象。 
水利設施名稱： 
A. 溢洪道      B.攔河堰     
C.取水塔      D.河川生態基

流量     E.沉砂池      
F. 巴歇爾量水槽     G.離槽

式水庫     H.水源聯通管 

 
  

113 



表 4-10 107 年度-「寶二水庫木棧道動植物生態教學」教案修正說明 

原教案內容 修正後教案內容 

介紹寶二水庫當地原生植物及

外來種（臺灣肖楠 v.s.翠柏；土

肉桂 v.s.陰香）。帶領學員前往

木棧道（路途較長，可以在經

過水庫周遭時先介紹鳥類）。 

前往木棧道的路程中有一條較長的水泥路段植物較

少，依據教案移交課程中授課講師及志工夥伴建議這路

段可以加入活動遊戲，因此修正為加入尋寶遊戲，主要

以寶二水庫常見的、行經路線可看見的物種作為考量，

各別從寶二水庫的上層優勢種、上層次多樹種、臺灣原

生種、臺灣特有種中挑出：桂竹、龍眼、樟樹、臺灣肖

楠，來製作成拼圖，在分組之後，讓各組沿著往木棧道

路線尋寶，增加豐富度，激起大家向前走以及瞭解的意

願。在之後的課程中可以再增加不同的圖片及因應不同

學習者適度提升難度，以提升路線的學習性。而在課程

結束後，由巴士直接從大草皮端將學員載回管理中心也

是較佳的作法，學員在經歷兩個多小時的課程之後已經

疲憊，注意力已經不集中，也推薦後續都能繼續採此作

法。 

 

「寶二水庫動植物拼圖」尋寶遊戲 

「食物鏈（網）遊戲」：進行食

物鏈遊戲，講師拿出寶二水庫

物種圖卡（20 張），學員一人

一張，並請學員依拿到的物種

圖卡及今天上課學習的內容簡

單的介紹。參與遊戲學員抽起

來的圖卡是「紅嘴黑鵯、小鸊

鷈、姬小紋青斑蝶、善變蜻蜓」

依據教案移交活動時，實際操作課程後建議，在學員開

始分組帶隊到木棧道之前可以先分發卡片讓大家配

戴，課程進行中講師會提到鳥類及蝴蝶蜻蛉類，因為動

物特性稍縱即逝，有時只聞其聲不見其人，此時可以請

配戴該圖卡的學員與大家分享其外表，除增加大家的互

動，也能讓大家對昆蟲、動物外觀更有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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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參訪者會拿到各拿到一條童

軍繩，請這四種動物拿著繩

子，向上及向下找自己的天敵

或食物。 

 

「食物鏈（網）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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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專業人力培訓綜合推廣活動 

(一)本年度預計辦理專業人力培訓及綜合推廣活動如下：協助北水局同

仁參與環境教育機構之培訓課程，以利環境教育人員申請認證。並

辦理北水局員工及志工環境教育課程研習，包括：環境教育基礎課

程培訓，以及環境教育教案接手培訓之工作坊。其中為促使北水局

同仁及環境教育志工之基礎環境教育知能有效提升，辦理環境教育

基礎課程之培訓至少 2 場；另課程活動教案編撰完成，為使北水局

同仁及環境教育志工能順利接手環境教育活動課程引導，辦理環境

教育教案培訓之工作坊至少4場。培訓種子教師團隊（至少10人），

指導該團隊具備之知識技能訓練，辦理培訓總時數至少 24 小時。 

1、協助北水局同仁及志工參與環境教育機構之培訓課程，以利環

境教育人員申請認證 

本團隊協助北水局的人員及志工申請環境教育人員認證，國立

臺中教育大學自 100 年起即申請通過成為環境教育機構，並持續辦

理環境教育 120 小時訓練班與 30+3 小時核心課程。 

目前已於 107 年 7 月 2 日至 7 月 6 日協助兩位北水局同仁：副

工程司薛維欣、工程員傅明俊完成 30+3 小時核心課程培訓。30+3

小時核心課程內容如表 4-11。培訓後並協助同仁申請認證，目前皆

已取得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教育人員」認證。 

 

圖 4-6 頒發 30+3 小時核心課程證書- 
副工程司薛維欣 

圖 4-7 頒發 30+3 小時核心課程證書- 
工程員傅明俊 

116 



  

表 4-11 30+3 小時核心課程列表 

課程架構 課程類別 課程名稱 時數 

學歷認證
30 小時 
核心科目 

環境教育 

環境教育理論與實務（含永續發展教育）
* 4 

環境教育法規（含環境教育計畫之擬定
與執行） * 3 

環境倫理 環境倫理之理論 4 
環境倫理之實踐（含環境議題討論） * 4 

環境教育教
材教法 

環境教育課程（含活動）設計及評量* 4 
環境教育教學法 4 
環境教育解說與環境傳播* 4 
環境教育方案規劃與執行* 3 
環境概論* 3 
合計時數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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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辦理北水局員工及志工環境教育課程研習 

依據《環境教育法》第 19 條規定，辦理北水局員工及志工環

境教育課程研習，主要透過志工培育，再由志工對民眾進行環境教

育導覽及解說，以達到推廣環境教育教育目的，促使參與志工，成

為守護環境的種子。 

本團隊針對(1)對環境教育有興趣之人員，(2)欲擔任環境教育

志工人員，(3)對水庫水資源環境教育議題有興趣之人士，建立一套

志工培訓報名流程，將於 107、108 各年度各舉辦兩場「員工及志

工環境教育基礎培訓課程工作坊」，志工環境教育專業課程共安排

2 場次，總計 24 小時（課程如表 4-12）。其中 107 年度辦理時間為

第一場次 5 月 26 日、5 月 27 日，第二場次 6 月 2 日、6 月 3 日，

主要培養其環境素養，精進環境教育知識、態度、技能及價值觀，

強化水庫安全性、必要性、及水資源保育之觀念。 

第一場次有 28 位志工夥伴參與，在整體課程滿意度中，有 10

位夥伴感到非常滿意、11 位感到滿意，滿意度達 75%；第二場次

更增加至 33 位志工夥伴參與培訓課程，在整體課程滿意度中，有

18 位夥伴感到非常滿意、13 位感到滿意，滿意度達 94%。參與夥

伴除了北水局同仁之外，有來自竹北、客雅水資源回收中心、新竹

縣環保局、荒野新竹、社區、安親班教師、新竹科學園區退休人員

等。大部分夥伴想在學習更多有關於環境教育活動、規劃、解說等

課程，並希望課程內容能直接與寶二水庫環境做結合，直接帶到戶

外實際操作。在辦理環境教育基礎課程培訓過程中，共有 15 位夥

伴願意加入寶二水庫環境教育志工行列，且部分夥伴已取得環境教

育人員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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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8 107.05.27 第一場次「員工及志

工環境教育基礎培訓課程工作坊」 

行政院農委會特有生物中心彭國棟副主任(退休)講

授「戶外環境教學與帶隊解說」 

圖 4-9 107.05.27 第一場次「員工及志

工環境教育基礎培訓課程工作坊」 

宜蘭大學環境工程學系李元陞教授講授「環境教育

設施場所之經營」 

  

圖 4-10 107.06.02 第二場次「員工及

志工環境教育基礎培訓課程工作坊」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林素華教授講授「環境教育教材

教法(含實務解說)」 

圖 4-11 107.06.03 第二場次「員工及

志工環境教育基礎培訓課程工作坊」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林明瑞教授講授 

「環境教育課程規劃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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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2 107 年度第一場次及第二場次「員工及志工環境教育基礎培訓課程工作

坊」 

時間 課程名稱 授課講師 
第一場次 107年5月26日（星期六） 

09:50-10:00 報到 

10:00-12:00 寶山第二水庫水利設施介紹 
邱忠川副局長 
經濟部水利署 
北區水資源局 

12:00-13:00 午餐時間 

13:00-16:00 環境教育與環教法 
林明瑞教授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環境教育及管理碩士班 

第一場次 107年5月27日（星期日） 
08:20-08:30 報到 

08:30-12:30 戶外環境教學與帶隊解說 
彭國棟副主任 
行政院農委會 

特有生物中心(退休) 
12:30-13:30 午餐時間 

13:30-16:30 環境教育設施場所之經營 李元陞教授 
宜蘭大學環境工程學系 

 

 
  

時間 課程名稱 授課講師 
第二場次 107年6月2日（星期六） 

08:50-09:00 報到 

09:00-12:00 水資源保育及管理教育 
林鎮洋教授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 

12:00-13:00 午餐時間 

13:00-16:00 環境教育教材教法(含實務解說) 
林素華教授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環境教育及管理碩士班 

第二場次 107年6月3日（星期日） 
08:50-09:00 報到 

09:00-12:00 環境教育課程規劃設計(含實務範例) 
林明瑞教授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環境教育及管理碩士班 

12:00-13:00 午餐時間 

13:00-16:00 水庫水利資源如何用於環境教育 康世芳教授 
淡江大學水資源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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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課程活動教案編撰完成後，為使北水局同仁及環境教育志工能

順利接手環境教育活動課程引導，107、108 年度各辦理環境教

育教案接手培訓之工作坊各四場。 

教案編撰完成後，針對員工、志工及種子教師進行環境教育教

案移接培訓活動，共辦理四場次。107 年度每套教案將由編撰者先

進行教案試教，根據教案內容逐一進行演示及教學，接著再由受培

訓人員進行展演，其他參與者從旁觀摩、學習。 

此次邀請北水局同仁、已報名「寶山第二水庫環境教育志工」

以及曾參加過「寶二水庫管理中心環境教育基礎培訓課程」者參加

「教案移接工作坊」，第一場於 8 月 18 日辦理有 9 位參加，第二場

8 月 19 日有 9 位參加，第三場 8 月 20 日共有 19 位以及第四場 8

月 21 日有 12 位參加。而在 15 位已報名志工中有 10 位完成課程(將

於 108 年度繼續安排相關課程）。四場次共 26 小時，活動規劃如表

4-13，各志工夥伴參與時數詳見附錄九。 

課後回饋，志工夥伴對紮實且豐富的課程表示滿意，其餘建議

及問題整理如下：希望能在寶二水庫的社群平台成立社團，方便問

題詢問、人力調度、以及消息通知。參與的學員表示：對寶二水庫

的全貌不甚了解，期望能實際走訪寶二水庫周圍水利設施；志工夥

伴專業不同，水庫水利設施相當重要，但需要更多了解及熟悉，方

能帶隊解說；希望能看到建置後的水庫模型，對課程說明及理解會

更有幫助；對戶外課程相當喜愛，希望能多舉辦幾次工作坊，對於

當地的動植物才能更深入瞭解。整體課程安排相當緊湊紮實，需要

更多時間來消化。 

而針對以上寶貴回饋，團隊也在第一時間作出回應，包含在

107 年 9 月 11 日辦理志工導覽活動，實際帶領志工走訪寶二水庫

環庫道路、上坪攔河堰…等，解說相關的水利設施，使志工更熟悉

當地環境；整理寶二水庫各項基本背景資料及教案內容，上傳到雲

端資料夾與志工分享，也方便志工為將來課程備課；創立社群平台

社團，方便志工問題詢問、人力調度、以及消息通知；並且誠摯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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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志工一同觀摩參與後續教案推廣活動，以及全國河川日，以利志

工夥伴熟悉課程。 

  

圖 4-12 107.08.18「寶二水庫木棧道動

植物生態教學」教案示範 
圖 4-13 107.08.18「寶二水庫興建及民

俗文物保存」教案示範 

  

圖 4-14 107.08.19「小水滴的旅行」教

案示範 
圖 4-15 107.08.20「水庫水利設施體驗

教案」教案展演及觀摩 

  

圖 4-16 107.08.20「寶二水庫水，哪裡

來？哪裡去？」教案展演及觀摩 
圖 4-17 107.08.21「寶二水庫木棧道動

植物生態教學」教案示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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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8 107.08.21「寶二水庫木棧道動

植物生態教學」教案示範 
圖 4-19 107.08.21「寶二水庫木棧道動

植物生態教學」教案展演及觀摩 

 

表 4-13 107 年度「環境教育教案移接培訓課程工作坊」 

1. 107 年 8 月 18、19 日 
時間 活動議程 教案演示教師 

107年8月18日（星期六） 
09:15-09:30 報到 

09:30-10:10 教案示範教學： 
「寶二水庫興建及民俗文物保存」 

陳怡雅 
專任助理 

10:10-12:00 教案展演及觀摩： 
「寶二水庫興建及民俗文物保存」 培訓人員演示 

12:00-13:00 午餐時間 

13:00-15:00 教案帶隊示範教學： 
「寶二水庫木棧道動植物生態教學」 李玟樑老師 

15:00-17:00 教案展演及觀摩： 
「寶二水庫木棧道動植物生態教學」 培訓人員演示 

17:00-17:15 綜合討論 李玟樑老師 

107年8月19日（星期日） 
08:45-09:00 報到 

09:00-10:30 

教案示範教學： 
「小水滴的旅行」 

「寶二水庫水，哪裡來？哪裡去？」 

張惠閔 
專任助理 

「水庫的重新審視與省思」 
林明瑞教授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環境教育及管理碩士班 

10:30-12:00 

教案展演及觀摩： 
「小水滴的旅行」 

「寶二水庫水，哪裡來？哪裡去？」 
「水庫的重新審視與省思」 

培訓人員演示 

12:00-13:00 午餐時間 

123 



時間 活動議程 教案演示教師 

13:00-14:00 教案示範教學： 
「水庫水利設施體驗教案」 

林明瑞教授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環境教育及管理碩士班 

14:00-16:00 教案展演及觀摩： 
「水庫水利設施體驗教案」 培訓人員演示 

16:00-16:15 綜合討論 林明瑞教授 

2. 107 年 8 月 20、21 日 
時間 活動議程 教案演示教師 

107年8月20日（星期一） 
08:45-09:00 報到 

09:00-10:30 

教案示範教學： 
「小水滴的旅行」 

「寶二水庫水，哪裡來？哪裡去？」 

張惠閔 
專任助理 

「水庫的重新審視與省思」 
林明瑞教授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環境教育及管理碩士班 

10:30-12:00 

教案展演及觀摩： 
「小水滴的旅行」 

「寶二水庫水，哪裡來？哪裡去？」 
「水庫的重新審視與省思」 

培訓人員演示 

12:00-13:00 午餐時間 

13:00-14:00 教案示範教學： 
「水庫水利設施體驗教案」 

林明瑞教授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環境教育及管理碩士班 

14:00-16:00 教案展演及觀摩： 
「水庫水利設施體驗教案」 培訓人員演示 

16:00-16:15 綜合討論 林明瑞教授 

107年8月21日（星期二） 
08:15-08:30 報到 

08:30-10:30 教案帶隊示範教學： 
「寶二水庫木棧道動植物生態教學」 

彭國棟副主任 
行政院農委會 

特有生物中心(退休) 

10:30-12:30 教案展演及觀摩： 
「寶二水庫木棧道動植物生態教學」 培訓人員演示 

12:30-13:30 午餐時間 

13:30-14:10 教案示範教學： 
「寶二水庫興建及民俗文物保存」 

陳怡雅 
專任助理 

14:10-16:00 教案展演及觀摩： 
「寶二水庫興建及民俗文物保存」 培訓人員演示 

15:30-15:45 綜合討論 林明瑞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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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結合在地學校、民眾、NGO 團體、新竹科學園區企業、專家學者

及北水局辦理環境教育推廣活動：透過據點資源特色讓一般民眾、

學校、NGO 團體從活動中瞭解北水局在集水區治理、水源維護、

水情現況等水資源經營及管理運用，以飲水思源，回歸自然永續水

庫的概念，認識水資源環境教育場域。107、108 年度各至少 4 場

次（每場至少 2-4 小時）活動：一般民眾、學校、NGO 團體、新

竹科學園區企業、工作坊等推廣活動，須負責各場次交通、餐飲、

場地、文宣、紀念品、動靜態影像紀錄及其相關費用等，參與人數

至少須達 30 人以上，辦理方式請於研究計畫書中陳述，俾讓更多

民眾瞭解相關資源。 

1、辦理水資源環境教育推廣活動 

由於教案發展完成之後，非常需要課程試教、試教評量結果，

以及參與者的回饋問卷之結果呈現。因此本團隊會盡可能的利用初

步發展完成或已確定發展完成之教案進行試教，召集在地學校、民

眾、NGO 團體、新竹科學園區企業一起參與試教，並邀請專家學

者蒞臨指導，預計在教案移接工作坊之後實施。 

本團隊依教案內容及不同參與對象設計「寶二水庫環境教育活

動方案(表 4-15)」，以及「預約申請書（表 4-16）」透過電訪及公文

郵件廣邀新竹地區各學校、社區團體、新竹科學園區企業一起參與

試教；107 年度推廣活動第一場次為 9 月 28 日邀請新竹上舘國小、

第二場次 9 月 29 日邀請新竹竹塹社區大學、第三場次 10 月 26 日

邀請新竹上舘國小、第四場次則於 11 月 10 日邀請新唐科技公司參

與試教。並計畫將再於 108 年度辦理 4 場次教案推廣活動。 

表 4-14 107 年寶二水庫環境教育推廣活動對象及時間列表 

時間 單位 教案名稱 對象 

9 月 28 日 上舘國小  「小水滴的旅行」 
 「寶二水庫水，哪裡來？哪裡去？」 國小高年級 

9 月 29 日 竹塹社區大學 
 「寶二水庫水的來源、用途及缺水調度

之評估」 
 「水庫的重新審視與省思」 

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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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識寶二水庫水利設施」 
10 月 26

日 上舘國小  「小水滴的旅行」 
 「寶二水庫水，哪裡來？哪裡去？」 國小高年級 

11 月 10
日 新唐科技公司  「寶二水庫木棧道動植物生態教學」 

 「寶二水庫興建之民俗文物保存」 成人 

活動中，將團隊設計的學習單及回饋問卷由參與者填答，並利

用學習單填答結果以及參訪者回饋問卷之填答結果，進行課程教案

修改，並用以增加教案試教之累積成果。表 4-17、4-18、4-19、4-20

分別為各場次教案試教情況及學習成效分析： 

表 4-15 107 年度寶二水庫環境教育活動方案 

寶二水庫環境教育活動方案 

新竹地區因新竹科學園區設立，人口快速增加，公共及工業用水量與日俱增，水利

署為解決新竹地區用水困境，於民國 86 年 4 月興建寶山第二水庫(簡稱寶二水庫)，至民

國 95 年 6 月正式完工。寶二水庫位於新竹縣寶山鄉山湖村，為一離槽式水庫，與寶山

水庫聯合供水，經寶山淨水場處理後，與隆恩堰一起供應大新竹地區用水。 
北區水資源局(簡稱北水局)多年來致力於水利設施維護及水資源環境保育下，使水

庫呈現自然的原始風貌及生物多樣性；再者，擁有豐富的自然資源及湖光山色，在陽光

照射下湖面產生粼粼波光，藍天綠意倒映在湖面，在晨昏光影的變化之下，別有一番景

緻，宛如深山之中的明珠，也是人們踏青旅遊的好去處。 
本(北水)局委請臺中教育大學共發展了以下四套課程，希望能透過課程的推廣，讓

大家更加了解寶二水庫，願意保育水資源，甚至可以來參加寶二水庫志工。課程內容包

括：(1)「小水滴的旅行」、(2)「寶二水庫水，哪裡來？哪裡去？」、(3)「寶二水庫水的

來源、用途及缺水調度之評估」、(4)「水庫的重新審視與省思」可以讓學員了解水的循

環、寶二水庫水的來龍去脈、淡水資源保育的重要性及如何保育淡水資源；而(5)「認識

寶二水庫水利設施」可以讓大家更認識寶二水庫及其水利設施及其功能和特色；(6)「寶

二水庫木棧道動植物生態教學」、(7)「寶二水庫興建之民俗文物保存」則是希望讓大家

認識寶二水庫週遭動植物物種及自然景觀，以及面臨文化古蹟或遺址搬遷時，所遭遇到

的問題及如何解決。課程內容豐富且具深度，非常歡迎大家來參與學習，一起來認識水

庫的全貌喔！ 
一、國小高年級 
活動時間：2.5 小時-3 小時（實際時間依自選課程而定） 

時間 單元名稱 活動內容 活動地點 

30 分鐘 寶二水庫歡迎您 
（固定課程） 

環境及講師介紹；並透過影片初
步的認識寶二水庫。 

寶二水庫管理中心
二樓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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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分鐘 1.小水滴的旅行 
（自選課程） 

透過體驗活動讓學員了解水從
何處來往何處去、以及水資源的
重要性。 

寶二水庫管理中心
二樓會議室 

120分鐘 
2.寶二水庫水，哪
裡來？哪裡去？ 
（自選課程） 

透過影片了解寶二水庫，能知道
寶二水庫的水從何處來，往何處
去，引導學員了解生活或是經濟
產業都與水資源密不可分，進一
步願意為保育水資源而行動。 

寶二水庫管理中心
二樓會議室 

30 分鐘 
寶二水庫環境導
覽/讓寶二更好 
（固定課程） 

實際走訪管理中心周遭，認識取
水塔、溢洪道…等等水利設施。
填寫回饋單，有您的意見，讓寶
二水庫更好。 

寶二水庫管理中心
一樓模型區 /寶二
水庫觀景台及周遭 

 
 
 
二、國中 
活動時間：3 小時-4 小時 
（實際時間依自選課程而定，選擇課程 2 需完整 4 小時時間） 
時間 單元名稱 活動內容 活動地點 

30 分鐘 寶二水庫歡迎您 
（固定課程） 

環境及講師介紹；並透過影片初
步的認識寶二水庫。 

寶二水庫管理中心
二樓會議室 

120 分鐘 1.寶二水庫水的
來源、用途及缺水
調度之評估 
（自選課程） 

透過影片了解寶二水庫、進一步
說明離槽式水庫特色、寶二水庫
的水從何處來，往何處去；並嘗
試調度水資源。引導學員了解生
活或是經濟產業，都與水資源密
不可分，進一步願意為保育水資
源而行動。 

寶二水庫管理中心
二樓會議室 

180分鐘 2.寶二水庫木棧
道動植物生態教
學（自選課程） 

透過講師解說、生態體驗及遊
戲，讓學員可以了解這附近地區
經常出現的動植物、特有物種、
外來種及其衝擊為何，且能認識
附近地區物種的食物網絡。 

寶二水庫管理中心
一樓大廳 /環庫道
路及木棧道 

30 分鐘 3.寶二水庫興建
之民俗文物保存 
（自選課程） 

透過議題的討論及分享，讓學員
知道水庫興建與文物保存之間
該如何面對與處理。 

寶二水庫管理中心
二樓會議室 /土地
公廟及大樟樹區 

30 分鐘 寶二水庫環境導
覽/讓寶二更好 
（固定課程） 

實際走訪管理中心周遭，認識取
水塔、溢洪道…等等水利設施。
填寫回饋單，有您的意見，讓寶
二水庫更好。 

寶二水庫管理中心
一樓模型區 /寶二
水庫觀景台及周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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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高中及成人 
時間：3 小時-4 小時 
（實際時間依自選課程而定，課程 1235 可選擇搭配，選擇課程 4 則需 4 小時） 
時間 單元名稱 活動內容 活動地點 
30 分鐘 寶二水庫歡迎您 

（固定課程） 
環境及講師介紹；並透過影片初
步的認識寶二水庫。 

寶二水庫管理中心
二樓會議室 

120分鐘 1.寶二水庫水的來
源、用途及缺水調度
之評估 
（自選課程） 

透過影片了解寶二水庫、進一步
說明離槽式水庫特色、寶二水庫
的水從何處來，往何處去；並嘗
試調度水資源。引導學員了解生
活或是經濟產業，都與水資源密
不可分，進一步願意為保育水資
源而行動。 

寶二水庫管理中心
二樓會議室 

90 分鐘 2.認識寶二水庫水
利設施 
（自選課程） 

透過人員導覽解說，讓學員了解
水庫各項設施、水庫對於水資源
保育的重要性、水土保持對水庫
的影響。 

寶二水庫管理中心
一樓模型區 

60 分鐘 3.水庫的重新審視
與省思 
（自選課程） 

透過議題討論知道水庫功能，以
及如何兼顧人類需求（建蓋水
庫）及水域生態的平衡保育。透
過水庫淤積議題討論，讓學員思
考如何延長水庫的壽命。 

寶二水庫管理中心
二樓會議室 

180分鐘 4.寶二水庫木棧道
動植物生態教學 
（自選課程） 

透過講師解說、生態體驗及遊
戲，讓學員可以了解這附近地區
經常出現的動植物、特有物種、
外來種及其衝擊為何，且能認識
附近地區物種的食物網絡。 

寶二水庫管理中心
一樓大廳/環庫道路
及木棧道 

30 分鐘 5.寶二水庫興建之
民俗文物保存 
（自選課程） 

透過議題的討論及分享，讓學員
知道水庫興建與文物保存之間
該如何面對與處理。 

寶二水庫管理中心
二樓會議室/土地公
廟及大樟樹區 

30 分鐘 寶二水庫環境導覽/ 
讓寶二更好 
（固定課程） 

實際走訪管理中心周遭，認識取
水塔、溢洪道…等等水利設施。
填寫回饋單，有您的意見，讓寶
二水庫更好。 

寶二水庫管理中心
一樓模型區/寶二水
庫觀景台及周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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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6 「107 年度寶二水庫環境教育推廣活動」預約申請表 

寶二水庫環境教育推廣活動 預約申請表 

為使課程推廣活動能夠符合您的需求及順利作業，請貴單位於進行活動兩周前填妥

本表回傳（電子信箱：wrabao2.ee@gmail.com 陳怡雅小姐），若您在兩天內（不含假日）

未收到預約申請之確認信件至您的電子信箱，請主動來電 04-22183544 與我們聯繫，謝

謝！ 
主辦單位：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執行單位：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單位名稱  申請人  

申請人 
聯絡方式 

聯絡電話 （  ） 手機號碼  

電子信箱  

預約課程 
說明 

※人數：本活動參加人數以 20-40 人為限。 
※費用：課程於推廣階段暫不收費，提供免費課程、講師及教材。推廣課程

時期報名課程，往來交通費、餐費皆由主辦單位支付。 
※課程：請於下方表格勾選，若因場地或天候影響，主辦單位保有調整課程

內容之權利；考量課程豐富性及場地行政作業時間，建議課程搭配
2.5-4 小時為佳。 

※其他：提醒學員攜帶遮陽帽、雨具、水杯、文具、健保卡，謝謝。 

申請課程 

國小高年級 □1.小水滴的旅行 
□2.寶二水庫水，哪裡來？哪裡去？ 

國中 □1.寶二水庫水的來源、用途及缺水調度之評估 
□2.寶二水庫木棧道動植物生態教學 
□3.寶二水庫興建之民俗文物保存 

高中及成人 

□1.寶二水庫水的來源、用途及缺水調度之評估 
□2.認識寶二水庫水利設施 
□3.水庫的重新審視與省思 
□4.寶二水庫木棧道動植物生態教學 
□5.寶二水庫興建之民俗文物保存 

 

預約人數 學員     位 / 帶隊老師（主管）     位 / 其他（     ）     位，總計       
位 

預約日期  107 年     月     日（星期     ）/ 時間：上午 / 下午 （歡迎來電討論
時間安排） 

個資法 
說明 

1. 為辦理活動聯繫事宜，將請您提供姓名、聯絡方式（電話、電子郵件）等
資料，以利後續聯絡。若您不願意提供資料，主辦單位將無法受理您的報
名。 

2. 活動過程中，將拍攝照片或影音作為教育推廣用。如果您不同意主辦單位
使用有您的照片或影音，請主動來信告知。 

備註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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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7 107 年度-第一場次「新竹上舘國小」教案試教情況及學習成效分析 

課程日期 107年 9月 28日（五） 

課程時間 上午 09:00-12:00 

課程內容 國小高年級適用課程「小水滴的旅行」、「寶二水庫水，哪裡來？哪裡去？」 

參加對象 上舘國小（6年 4班） 

參加人數 學生 25位、帶隊老師 1位、志工及工作人員 10位 

課程講師 「小水滴的旅行」：陳怡雅 

「寶二水庫水，哪裡來？哪裡去？」：張惠閔 

活動議程： 

 

時間 單元名稱 活動內容 活動地點 
30分鐘 寶二水庫歡迎您 環境及講師介紹；透過影片初步的

認識寶二水庫。 
寶二水庫管理中心
二樓會議室 

20分鐘 1.小水滴的旅行 
 

透過體驗活動讓學員了解水從何處
來往何處去、以及水資源的重要
性。 

寶二水庫管理中心
一樓展示區 

10分鐘  休息時間 
20分鐘 「水循環接龍」 透過圖卡接龍遊戲，讓學員了解水

的循環。 
寶二水庫管理中心
一樓展示區 

40分鐘 2.寶二水庫水，
哪 裡 來 ？ 哪 裡
去？ 
（環境導覽） 

透過解說了解寶二水庫，知道寶二
水庫的水從何處來，往何處去，引
導學員了解生活與水資源密不可
分，願意為保育水資源而行動。並
且實際走訪管理中心周遭，認識取
水塔、溢洪道…等等水利設施。 

寶二水庫管理中心 
一樓展示區/ 
觀景台及周遭 

10分鐘  休息時間 
20分鐘 「珍惜水資源，

滴滴皆珍貴」 
透過遊戲讓學員瞭解水資源的珍
貴，乾淨的水更是得來不易。 

寶二水庫管理中心
二樓會議室 

30分鐘 讓寶二更好 
 

複習今日所學，填寫學習單及回饋
單，有您的意見，讓寶二水庫更好。 

寶二水庫管理中心
二樓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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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照片： 

  
專任助理-陳怡雅課程中與同學良好的互

動 
鼓勵同學踴躍發言 

  
「小水滴咚咚冒險旅行」接龍遊戲 上舘國小各組同學發表一起發表意見 

  
專任助理-張惠閔講述寶二水庫的水來龍

去脈 
專任助理-張惠閔帶隊走訪戶外認識水利

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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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惜水資源滴滴皆珍貴」轉盤遊戲 「大新竹缺水危機」簡易版討論中 

  
上舘國小帶隊老師與寶管中心主任 課程活動圓滿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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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單： 

 
「小水滴的旅行」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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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二水庫水，哪裡來？哪裡去？」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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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課程進行時同學反應皆相當熱烈，願意踴躍發言。在「小

水滴的旅行」課程裡，大家都能夠確切的回答出水的三態及水的循

環，並且每一位同學皆進行了一次淡水資源的轉盤遊戲，藉此了解

可用的水資源非常珍貴稀少。在「小水滴咚咚的冒險旅行」圖卡接

龍遊戲中，透過分組比賽進行團隊分工，各組都可以讓每位同學都

有上台分享的機會，如此也加深了大家對水循環的印象。在學習單

中，所有的同學都能做出正確的水循環排列，也能夠分享自己的愛

水節水方式。 

在「寶二水庫水，哪裡來？哪裡去？」課程中，每一位同學都

對能實際走訪觀看水利設施，而感到非常有興趣，雖然當日天候不

佳，但仍不減同學的興致，深刻認識學校附近的寶二水庫。透過「珍

惜水資源滴滴皆珍貴」的分組轉盤遊戲，讓大家玩得不亦樂乎，除

了能讓同學試著解決水資源的問題，再次提醒同學水資源得來不易，

並且讓大家知道污染的水源可能危害到我們的健康，將提高我們用

水的成本；再者，也複習了水庫的重要性。而「大新竹缺水危機」

的討論讓同學思考了民生、農業、工業用水孰輕孰重，答案沒有對

錯，但能集思廣益和大家分享該組討論的看法，聆聽其他同學的意

見。 

學習單中可以看出上舘國小同學對寶二水庫特色的了解，能正

確說出寶二所屬離槽式水庫，提供工業民生用水。而此次帶隊老師

對教學輔以問答以及遊戲方式來驗收教學成效也相當肯定，認為教

具充足豐富，教學方式活潑，學生學習興致高昂。並且強烈推薦該

校其他班級導師帶領學生來參加寶二水庫的課程。 

上舘國小課後回饋單中，100%的同學覺得今天的課程活動很

好玩，87%的同學覺得帶隊老師講的生動活潑，78.3%的同學以後

想再來參加環境教育課程，91.3%的同學覺得本場域解說設施良好，

而同學對本場域服務人員則是 100%的滿意度。 

 

135 



表 4-18 107 年度-第二場次「新竹竹塹社區大學」教案試教情況及學習成效分析 

課程日期 107 年 9 月 29 日（六） 

課程時間 上午 08:00-12:00 

課程內容 高中及成人適用課程「寶二水庫水的來源、用途及缺水調度之評估」、「認
識寶二水庫水利設施」、「水庫的重新審視與省思」 

參加對象 竹塹社區大學（環境資源及社區遊憩班） 

參加人數 學員 29 位、老師 1 位、志工及工作人員 6 位 

課程講師 「寶二水庫水的來源、用途及缺水調度之評估」：張惠閔 

「認識寶二水庫水利設施」：薛維新 

「水庫的重新審視與省思」：林明瑞 

活動議程： 

 

時間 單元名稱 活動內容 活動地點 
10 分鐘 寶二水庫歡迎您 

 
環境及講師介紹、分組。 寶二水庫管理中心

二樓會議室 
50 分鐘 1.寶二水庫水的

來源、用途及缺
水調度之評估 
 

透過影片及解說了解寶二水庫，知
道寶二水庫的水從何處來，往何處
去，引導學員了解生活與水資源密
不可分願意為保育水資源而行動。 

寶二水庫管理中心 
二樓會議室 
 

10 分鐘 休息時間 
20 分鐘 「珍惜水資源，

滴滴皆珍貴」 
透過遊戲讓學員瞭解乾淨的水得來
不易，水資源非常珍貴。 

寶二水庫管理中心
二樓會議室 

40 分鐘 2.認識寶二水庫
水利設施 
（環境導覽） 

透過人員導覽解說，讓學員了解水
庫各項設施、水庫對於水資源保育
的重要性、水土保持對水庫的影
響。並實際走訪管理中心周遭，認
識取水塔、溢洪道等等水利設施。 

寶二水庫管理中心
二樓會議室/ 
觀景台及周遭 

10 分鐘 休息時間 
20 分鐘 「猜猜我是誰」 

「設施對對碰」 
透過遊戲讓學員更加熟悉寶二水庫
的水利設施。 

寶二水庫管理中心
二樓會議室 

30 分鐘 3.水庫的重新審
視與省思 

透過議題的討論讓學員思考水庫的
功能 

寶二水庫管理中心
二樓會議室 

10 分鐘 休息時間 
20 分鐘 「綜合討論」 

 
由討論水庫淤積議題，引發參訪者
思考如何因應及延長水庫的壽命。 

寶二水庫管理中心
二樓會議室 

20 分鐘 讓寶二更好 
 

複習今日所學，填寫學習單及回饋
單，有您的意見，讓寶二水庫更好。 

寶二水庫管理中心
二樓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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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照片： 

  
專任助理-張惠閔講述寶二水庫水的來

源、用途 
「新竹水危機-進階版」各組討論發表 

  
「珍惜水資源，滴滴皆珍貴」轉盤遊戲 「珍惜水資源，滴滴皆珍貴」遊戲互動與

討論 

  
寶管中心副工程司-薛維欣講述寶二水庫

水利設施 
寶管中心副工程司-薛維欣帶隊走訪戶外

認識水利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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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猜猜看我是誰」遊戲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林明瑞教授講述水庫

的重新審視與省思 

  
「水庫的重新審視與省思」綜合討論 課程活動圓滿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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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單： 

 
「寶二水庫水的來源、用途及缺水調度之評估」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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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寶二水庫水利設施」學習單(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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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寶二水庫水利設施」學習單(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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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庫的重新審視與省思」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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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大學對此次課程內容表示相當有興趣，故在課程進行當中，

皆能踴躍問答與發言。在「寶二水庫水的來源、用途及缺水調度之

評估」課程裡，參訪者皆能回答寶二水庫是離槽式、石門水庫是在

槽式，並能講出兩者的差異性與部分優缺點，講師在課程中加強說

明寶二水庫的水是供應工業與民生使用、寶二水庫與寶山水庫、隆

恩堰聯合供應大新竹地區用水，讓參訪者可以充分了解到水的來源

及用途。 

在「新竹水危機-進階版」各組討論前，由講師進行引導進行

水資源調節方案，表示目前有七種水資源調度評估方案，由各組討

論要使用哪一種水資源調度方案，來解決新竹地區的供水問題。各

組的討論相當踴躍，皆能提出其他方案，並發表出各組的想法的作

法。 

為讓此次課程可以更具豐富度，將「珍惜水資源，滴滴皆珍貴」

轉盤分組遊戲加入活動中，讓各小組試著解決各種水資源的問題，

發現參訪者在解決水污染問題時，有更多的想法與見解，少部分參

訪者提出的想法，往往只能解決一小部分的污染，無法完全解決水

污染的根本問題，在這時，會有其他組提出看法或加以反駁，讓遊

戲變得更有趣，在這遊戲之中，除了可以讓各位參訪者了解乾淨水

資源的珍貴，還能透過討論與辯論的方式，吸收更多知識與解決問

題的技能，對學員具有相當的激發潛力的功能。 

在「認識寶二水庫水利設施」課程裡，讓參訪者了解到從上坪

溪引水到寶二水庫過程中，每個水利設施都具有各自的使命與功能，

以及離槽式水庫各部分的水利設施是相對複雜的，再透過課程講解

以及實際走訪觀看寶二水庫現場水利設施，加深參訪者的印象。在

「猜猜看我是誰」圖卡排序遊戲中，透過分組進行遊戲，過程中僅

有一組在跌水工與渡槽的排序相反，其他組別皆完全正確。 

在「水庫的重新審視與省思」課程裡，透過生活周遭常見的議

題以及臺灣最常遇到的缺水問題，來引發參訪者的討論，進而引導

各組個別思考是否有兩全其美的辦法，讓各組在最後做一個綜合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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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與分享。社區大學帶隊老師對此次課程與活動的安排相當滿意，

並表示課程有充分配合在地區域資源及環境特色，並提供有用及實

務的體驗探索。 

竹塹社區大學活動後回饋單中，針對「寶二水庫水的來源、用

途及缺水調度之評估」及「認識寶二水庫水利設施」兩課程，有

100%學員覺得課程內容豐富有趣，100%學員覺得參與環境教育課

程後，能增進自我環境教育知識、態度及技能；100%學員覺得帶

隊教師的課程講解生動活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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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9 107 年度-第三場次「新竹上舘國小」教案試教情況及學習成效分析 

課程日期 107 年 10 月 26 日(五) 

課程時間 下午 13:00-16:00 

課程內容 國小高年級適用課程「小水滴的旅行」、「寶二水庫水，哪裡來？哪裡去？」 

參加對象 上舘國小（6 年 3 班） 

參加人數 學生 24 位、帶隊老師 1 位、志工及工作人員 10 位 

課程講師 「小水滴的旅行」：陳怡雅 

「寶二水庫水，哪裡來？哪裡去？」：張惠閔 

活動議程： 

 

時間 單元名稱 活動內容 活動地點 
30 分鐘 寶二水庫歡迎您 環境及講師介紹；透過影片初步的

認識寶二水庫。 
寶二水庫管理中心
二樓會議室 

20 分鐘 1.小水滴的旅行 
 

透過體驗活動讓學員了解水從何處
來往何處去、以及水資源的重要
性。 

寶二水庫管理中心
一樓展示區 

10 分鐘  休息時間 
20 分鐘 「水循環接龍」 透過圖卡接龍遊戲，讓學員了解水

的循環。 
寶二水庫管理中心
一樓展示區 

40 分鐘 2.寶二水庫水，哪
裡來？哪裡去？ 
（環境導覽） 

透過解說了解寶二水庫，知道寶二
水庫的水從何處來，往何處去，引
導學員了解生活與水資源密不可
分，願意為保育水資源而行動。並
且實際走訪管理中心周遭，認識取
水塔、溢洪道…等等水利設施。 

寶二水庫管理中心 
一樓展示區/ 
觀景台及周遭 

10 分鐘  休息時間 
20 分鐘 「珍惜水資源，

滴滴皆珍貴」 
透過遊戲讓學員瞭解水資源的珍
貴，乾淨的水更是得來不易。 

寶二水庫管理中心
二樓會議室 

30 分鐘 讓寶二更好 
 

複習今日所學，填寫學習單及回饋
單，有您的意見，讓寶二水庫更好。 

寶二水庫管理中心
二樓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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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照片： 

  
專任助理-陳怡雅課程講述小水滴的旅行 「地表水資源分佈轉盤」體驗活動 

  

「小水滴咚咚冒險旅行」接龍遊戲 上舘國小各組同學發表一起發表意見 

  

專任助理-張惠閔講述寶二水庫的水來龍

去脈與互動 
專任助理-張惠閔帶隊走訪戶外認識水利

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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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惜水資源滴滴皆珍貴」轉盤遊戲 「大新竹缺水危機」簡易版討論中 

  

「大新竹缺水危機」各組發表討論結果 課程活動圓滿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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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單： 

 

「小水滴的旅行」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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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二水庫水，哪裡來？哪裡去？」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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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課程一開始同學較為害羞，等課程進行後，同學皆能踴躍

發言。在「小水滴的旅行」課程裡，大部分同學皆能夠回答出水的

三態及水的循環，講師在課程中加強說明水循環如何到住家，以及

到污水處理廠、大海的過程，且讓每一位同學皆進行了一次轉盤遊

戲，同學由此遊戲了解到可用的淡水資源相當的稀少。「小水滴咚

咚的冒險旅行」圖卡接龍遊戲，透過分組，並計時 3 分鐘進行遊戲，

同學在排列水循環圖卡的過程，部分組別有 1-2 個位置排序錯誤，

再透過組別上台分享過程，讓每位同學聽聽其他組別的排序體驗說

明，從中學習並加深印象。在學習單中，所有的同學皆能排列出正

確的水循環，也能夠分享自己的愛水節水方式。 

在「寶二水庫水，哪裡來？哪裡去？」課程前，同學皆能回答

出寶二水庫是離槽式水庫，並且知道寶二水供應竹科、民眾使用，

僅有少部分同學認為寶二水庫的水有供應農業使用，再透過課程講

解以及實際走訪觀看寶二水庫以及現場水利設施，充分了解寶二水

庫的水從哪裡來到哪裡去。 

「珍惜水資源滴滴皆珍貴」轉盤分組遊戲，讓各小組試著解決

問題，在遊戲剛開始時，有一組別連續兩回合無法解決水污染問題，

理應淘汰，但為增加活動豐富度，試著讓該組派出代表，與各組代

表進行協商，是否可以透過水滴、卡片交換，讓該組污染可以解決，

並且讓同學了解要解決污染是一件當相不容易的事情，也再次提醒

同學乾淨的水資源得來不易、受污染的水源的使用可能會危害到我

們身體的健康，以及處理成本相當的高，也會反映在我們用水的成

本上。 

在「大新竹缺水危機」的討論讓同學思考了民生、農業、工業

用水孰輕孰重，答案沒有對錯，但能集思廣益和大家分享該組討論

的看法，聆聽其他同學的意見，大部分的同學會優先把水給民眾使

用，再把水給農民種植使用，最後才是把水給工業使用，因為同學

們認為工業用水量相當少，僅有少部分同學知道工業用水量大，詢

問後才知道家長在竹科工作，是透過家長口中才得知。在學習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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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同學皆能分享出各自的想法以及了解保育水資源的是相

當不容易的事情，能正確說出寶二水庫的特色。此次帶隊老師對此

次參訪活動給予相當的肯定，並認為小水滴咚咚的冒險旅行」圖卡

接龍遊戲非常豐富有趣，再加上能夠實地走訪參觀水庫，對同學來

說是很棒的體驗。 

上舘國小課後回饋單中，90.5%的同學覺得今天的課程活動很

好玩，95.2%的同學覺得帶隊老師講的生動活潑，95.2%的同學以後

想再來參加環境教育課程，100%的同學覺得本場域解說設施良好，

而同學對本場域服務人員則是 90.5%的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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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0 107 年度-第四場次「新唐科技公司」教案展演情況及學習成效分析 

課程日期 107 年 11 月 10 日（六） 

課程時間 上午 08:30-12:00 

課程內容 成人適用課程「寶二水庫木棧道動植物生態教學」、「寶二水庫興建之民俗
文物保存」  

參加對象 新唐科技公司 

參加人數 學員 24 位、帶隊主管 1 位、志工及工作人員 10 位 

課程講師 「寶二水庫木棧道動植物生態教學」：李玟樑 

「寶二水庫興建之民俗文物保存」：陳怡雅 

活動議程： 
時間 單元名稱 活動內容 活動地點 
30 分鐘 寶二水庫歡迎您 

 
環境及講師介紹；並透過影片初步
的認識寶二水庫。 

寶二水庫管理中心
二樓會議室 

110分鐘 寶二水庫木棧道
動植物生態教學 

透過講師解說、生態體驗，了解水
庫區優勢種、特有種、外來種及其
衝擊為何，及當地食物網絡。 

寶二水庫管理中心
一樓大廳/木棧道
(約 2 公里) 

10 分鐘 休息時間 
20 分鐘 「食物鏈遊戲」 

「物種對對碰」 
透過遊戲了解此地的食物鏈網以及
優勢種、特有種、外來種。 

環庫道路及木棧道 

20 分鐘 寶二水庫興建之
民俗文物保存 

透過議題的討論分享思考水庫興建
與文物保存間該如何面對與處理。 

土地公廟及大樟樹
區 

20 分鐘 讓寶二更好 
 

複習今日所學，填寫學習單及回饋
單，有您的意見，讓寶二水庫更好。 

寶二水庫管理中心
二樓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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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照片： 

  
活動開始進行破冰遊戲 李玟樑老師講解陰香及土肉桂的差別 

  
學員熱情協助老師 新唐科技公司的同仁嘗試完成尋寶拼圖 

  
李玟樑老師在思源亭附近植物解說 首位找到桂竹林寶盒的學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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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玟樑老師在木棧道中，向大家說明龍眼

的葉子 
填寫學習單回憶今日所學 

  
新唐科技公司經理與寶管中心劉主任 課程活動圓滿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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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單： 

 

「寶二水庫木棧道動植物生態教學」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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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二水庫興建之民俗文物保存」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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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科技公司此次選擇「寶二水庫木棧道動植物生態教學」課

程，由於配合公司家庭日活動，此行有六位國中以下學員，並不適

切原先此課程適用對象（高中及成人），因此在課程前就與講師溝

通調整授課方式，以利課程進行。 

課程開始以地球儀塗色的沙灘排球進行破冰暖身遊戲，雖然大

家來自同一公司，但因為是不同部門也可以藉此機會認識彼此，並

且透過地球儀的方式了解到地球水的比例以及淡水資源的可貴，可

以與課程環環相扣。 

在觀課紀錄中，也可以看出主管及經驗豐富的志工夥伴對這樣

的方式相當認同。前往木棧道的路程中有一條較長的水泥路段植物

較少，前面幾次的教案移交中授課講師及志工夥伴皆建議這路段可

以加入活動遊戲，因此這次安排了尋寶遊戲，由寶二水庫的優勢種

中挑出：臺灣肖楠、桂竹、龍眼、樟樹製作成拼圖，分組之後讓各

組沿著往木棧道路線尋寶，增加豐富度，激起大家向前走以及瞭解

的意願。課後，主管也表示這樣的方式能增加同仁的參與感給予正

面回覆。大家建議雖然是生態的課程，但這段路在經過水利設施時

可以做簡單的說明，讓大家更瞭解寶二水庫。 

生態的解說，經由老師有趣的說明方式深入淺出，讓大家可以

進一步認識寶二水庫以及我們生活周遭就有的動植物，雖然有較低

年紀的學員一同上課，但大家都能專心聽老師解說，但有部分學員

表示學習單內容相對較為困難。 

教案及學習單的設計是針對一年四季的動植物，而實際走訪時

需考量當時的物候及時節，不一定能看到所有的動植物，因此也會

影響講師講課的內容；再者需考量參訪者對動植物的瞭解可能不多，

此次課程可能為第一次接觸，下個年度應修正學習單為較簡單易懂

的版本。 

在「寶二水庫興建之民俗文物保存」課程中，學員反應透過土

地公廟及大樟樹等等的搬遷能讓大家思考水庫興建與文物保存的

割捨問題及如何有效解決，但此次配合生態解說課程所能分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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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時間相對較少。 

新唐科技活動後回饋單中，針對「寶二水庫木棧道動植物生態

教學」課程，93.8%的學員覺得課程內容豐富有趣，87.5%的學員覺

得參與環境教育課程後，能增進自我環境教育知識、態度及技能；

93.8%的學員覺得帶隊教師課程講解生動活潑。而針對「寶二水庫

興建之民俗文物保存」課程，86.7%的學員覺得課程內容豐富有趣，

80%的學員覺得參與環境教育課程後，能增進自我環境教育知識、

態度及技能；93.3%的學員覺得帶隊教師課程講解生動活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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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招募水資源環境教育志工夥伴 

為促使寶二水庫作為未來環境教育場域的參與夥伴可以更多

元及普及，所以本團隊於 107 年志工培訓課程開課前，先透過電訪

在地及鄰近鄉鎮之政府單位、學校、科學園區、NGO 團體，一方

面，了解是否有環境相關專家學者，或是環境教育熱心人士，並廣

發招募寶二水庫志工消息。 

表 4-21 訪視在地及鄰近鄉鎮之單位 

類別 單位 訪視紀錄 

政府單位 
科技部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 電訪 

新竹縣政府環境保護局 電訪 
新竹縣政府教育處 電訪 

學校 

新竹縣寶山國民小學 電訪 
新竹縣北埔國民小學 電訪 

國立科學工業園區實驗高級中學國小部 電訪 
新竹縣立寶山國民中學 電訪 
新竹縣立北埔國民中學 電訪 

國立科學工業園區實驗高級中學附設國中 電訪 
科學園區 台積電新竹廠 電訪 

社區 
山湖社區發展協會 5 月 8 號親自拜訪 
寶山社區發展協會 5 月 8 號親自拜訪 
油田社區發展協會 5 月 24 號親自拜訪 

NGO 團體 

荒野保護協會-新竹分會 電訪 
社團法人新竹市野鳥學會 郵件邀請 
自然谷環境教育基地 電訪 

財團法人梧桐整合基金會 電訪 
已認證 

環境教育設
施 

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污水處理廠 電訪 
新竹縣竹東頭前溪水質生態治理區 1、2 期 電訪 

南埔黃金水鄉生態農村 郵件邀請 

 

  

圖 4-20 拜訪山湖社區發展協會 圖 4-21 拜訪寶山社區發展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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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請上述夥伴一起參與本計畫之夥伴團隊，建立夥伴關係，並

在相關會議邀請其列席指導，包括：北埔國小、寶山國小校長、主

任及退休教師，及在地耆老等；二方面，讓民眾認同、瞭解寶二水

庫發展環境教育的重要性，吸引民眾願意加入寶二水庫志工團隊，

並設法將在地的人力資源組成寶二水庫的志工團隊，目前已招募超

過十餘人，並持續招募中；三方面，鼓勵志工夥伴申請環境教育人

員認證，增加專業知識、態度、技能，讓志工服務充滿意義、吸引

力與價值；四方面，再與周圍場域形成策略聯盟合作夥伴，共同推

廣環境教育活動，提升推動效益，讓環境教育場域發展更專業化（合

作備忘錄如表 4-22、圖 4-22）。 

另有關活動宣傳紀念品，為結合經濟部水利署「愛水節水」宣

導，以凝聚全民共識，深耕愛水節水觀念與行動，以愛水為出發點，

製作「純天然手工皂」作為宣傳紀念品，使民眾在日常生活清潔後，

減少清潔用水，在水環境中不易被微生物分解的使用量及污染，提

倡民眾使用在水環境中可被微生物分解、再利用的「純天然手工皂」，

響應「愛水節水、友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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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2 合作備忘錄(1) 

  

合作備忘錄 

寶山第二水庫擁有好山好水，也是大新竹地區共同的資產，為能有效維護寶二水

庫的水利設施、水質源保育，及有效推動環境教育活動，特邀請相關夥伴單位共同來

參與協助。 

立備忘錄人 

                              (以下簡稱甲方) 

                              (以下簡稱乙方) 

甲方多年來致力於水環境保育，為推動寶二水庫水資源保育環境教育，以利乙方

了解如何保育及調配水資源、累積水資源專業知識，強化寶二水庫與在地資源的合

作，特邀請乙方為合作夥伴。為求雙方對於合作及配合事項之共識，確保雙方合作順

利進行，特簽署本合作備忘錄(以下簡稱本備忘錄)，其內容如下： 

一、合作範圍及內容(依實際議定項目勾選) 

    □ 結合乙方既有志工團隊，提供甲方推動環境教育工作之協助。 

    □ 乙方協助宣導並鼓勵參加甲方所推動、辦理環境教育相關活動。 

    □ 乙方提供甲方建置或修正環境教育課程方案之建議。 

二、本備忘錄經過雙方代表簽署後生效，有效期三年。期滿後經雙方協商後重新議定，

或可由任何一方在期滿前三個月以書面方式通知對方終止協定。 

三、本備忘錄一式二份，由雙方各執正本一式為憑。 

 

立備忘錄人 

甲方：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代表人： 

地址： 

電話： 

 

乙方： 

代表人： 

地址： 

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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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2 合作備忘錄(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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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寶二水庫環境教育相關設施之改善規劃 

(一)寶二水庫管理中心內體驗設施之規劃設計，包括：淡水資源的重要

性體驗設施，水庫集水區流域、水庫儲水及保育設施、動植物及自

然景觀影片展示、掛圖內容設計以及納入擴增實境(AR)水資源及

自然資源體驗設施等或由廠商提供建議規劃。 

(二)寶二水庫管理中心戶外長條狀之人工水池，建議規劃為適合參訪者

體驗之水工及水利體驗設施，如：水位與水庫蓄水量的關係、以及

水庫對於水資源保育的重要性，一旦發生了嚴重地震、颱風或是水

質遭受重大污染，可能造成的重大影響；巴歇爾水槽、跌水工、取

水塔、不同斷面形狀之水量量測設施等或由廠商提供建議規劃。

(108 年度)接續 107 年規劃案，提出補正，以符合北水局及審查委

員意見，並提供諮詢服務。 

本團隊協助規劃，由北水局進行環境教育相關設施場所執行設置

及改善。 

1、課程一：水的來龍去脈，小水滴的旅行之體驗課程 

(1)利用圓餅圖來呈現，地球上可用的淡水資源只佔全部地球水資

源的 0.75%，然後依此做成轉盤讓學員來玩，看是不是很容易

用手指點到可用的淡水資源的部分，以代表可用淡水資源的稀

有性及珍貴性。 

(2)以 100 瓶不同顏色的礦泉水，分別標示 97.5 瓶是海水，1.75

瓶南北兩極的冰帽及高山的冰河，0.75 瓶是可用的淡水資源。 

(3)以寶二水庫附近地區的流域地形，來呈現寶二水庫、周遭的水

利設施、值得參訪的景點，以及稀有動植物所在的位置。 

(4)與北水局協商討論，檢視目前協助空拍的影片還少了哪些部分，

其中必須包括：隆恩堰、寶山水庫、寶山淨水場等幾段空拍畫

面，將設置以水資源保育設施及自然資源之體驗為主題，拍成

擴增實境影片(AR)，參訪者透過擴增實境互動體驗及吉祥物-

北水酷影片介紹，並搭配 APP 軟體、平板電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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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3 預計擴增實境展演的地點 

2、課程二：水庫及水利設施之體驗課程 

將與北水局討論，增設水庫設施體驗模型、並將管理中心戶外

長條狀的人工水道，設計改建為適合參訪者體驗的水工及水利體驗

設施。包括：(* 其中(2)、(3)、(4)項，由北水局審慎評估及討論之

後，暫不施作) 

(1)建立寶二水庫的各個重點水利設施之模型，包括：竹東圳、上

坪堰、離槽水庫、隆恩堰、沉沙池、巴歇爾水槽、渡槽、跌水

工、取水塔、溢流堰、生態基流、排砂道、魚道等，來讓參訪

者體驗。並仿真放大巴歇爾水槽作介紹。 

這些設施較適合設置在室內，預計是在一樓的展示廳中央 L

型牆面的下半部，使用真水流動仿真模型，並將擴增實境(AR)做意

象聯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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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4 預計設置在一樓的展示廳中央 L 型牆面的下半部 

 

圖 4-25 水庫模型上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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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於長方形水道進水端上方設置一個簡易的浴盆，容量約兩噸左

右的水，或是模擬水庫設置兩噸的蓄水槽，蓄水槽的底部高度

約為 1 米五，旁邊設有不鏽鋼的梯子可以上去清洗及觀看。 

於下方處或底部裝設排水閥。並於模擬水庫側邊設有一可以觀

察水位刻度的聯通管，可以知道模擬水庫的水位的高度，並透過各

個高程的水庫橫斷面積與高程差乘積之累加，可以算出水庫預估水

的容量；並依蓄水槽不同的高程，做出橫斷面厚紙版圖，並且可以

此圖可以用積分儀求橫斷面積的大小透過高程差估算水庫底部及

不同的水庫深度所承受的水壓大小、不同的蓄水深度與水力位能、

水流速度、潛在發電量的關係，並探討地震與水庫安全的重要性。 

 

圖 4-26 模擬水庫蓄水槽預計設置地點 

(3)管理中心左側的長方形水道處，於水道的直線距離處，設置漂

浮物隨水流，流動的水流流速量測之體驗設施。讓參訪者體驗

水的流速及流量測試。 

(4)在寶管中心後方設置一個模擬森林、草地、水泥地、裸露泥土

地的坡地，土壤上面分別使用：種上小型植栽模擬森林，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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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皮，用水泥作為鋪面，還有完全裸露的泥土地等四種鋪面，

進行雨水淋溶之水土保持實驗，比較水土流失以及水土保持之

情形；並討論水庫淤積、水庫壽命，以及蓄水水質好壞之影響。

可以參考草屯風水坪、鳳山熱帶園藝試驗所、屏東科技大學等

水土保持教室。 

 

圖 4-27 水土保持體驗設施模擬設計圖 

七、規劃寶二水庫環境教育平臺並配合北水局既有網頁平臺資料

更新 

針對北水局既有環境教育平臺實際使用現況與需求規劃寶二水庫環境

教育平臺架構及內容，至少包含環境教育旅遊地圖、線上課程、課程

預約線上服務系統等，並進行北水局既有網頁平臺資訊、文稿、課程

之校對更新，以及環境教育活動之相關成果紀錄等維護。 

本團隊將協助規劃寶二水庫環境教育平臺，並配合北水局作業更

新既有網頁平臺資料，將環境教育資訊能搭配原有之網頁，與北水局

討論之後，重新規劃出「寶山第二水庫環境教育平臺架構」(表 4-23)，

預計將提供環境教育資料並協助網頁廠商規劃更新寶二水庫的資訊網

頁平臺畫面，把環境教育旅遊地圖、線上課程、課程預約線上服務系

統等這幾個部分，規劃出更適合的位置，以達成寶二水庫環境教育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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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之用。 

表 4-23 寶二水庫環境教育平臺架構 

第一層選單 第二層選單 第三層選單 備註 
0 首頁資訊 當日水情(寶

山、寶二) 
更多水情資料(轉接
到第一層選單 1) 

以圖表示 

歷線圖  (流量、取水、水位) 
1 頭前溪水
資源建設史 

寶二水庫  緣由(中水與北水共同興建)、興建
照片、經濟效益。水源來自河川，
早期主要用於農業等新竹地區之水
文化發展，各管理單位之不同，最
後讓民眾了解到寶二水庫的重要。 
一切都是為了竹科、新竹用水。 

上坪堰  燥樹排、軟橋、竹東圳 
隆恩堰   

2 相關設施 寶二水庫 大壩 設施介紹、平面圖、圖說、近照、
數據 

取出水工  
溢洪道  
滲流室  
閘閥室  
取水塔  
水源聯通管  

上坪堰   

隆恩堰   
3 水庫運轉 水源運用 運作組織 不同單位之組織(隆恩、上坪管理小

組)，如何互相搭配、運作(運用要
點、聯合操作及效益)。 

水源調度 寶山、寶二及隆恩堰供水系統之水
源調度。跨區水源調度之數據 

1.新竹地區供水系
統圖 
2.各年供水資料 

整個新竹地區的供水系統圖。 
水庫集水區、蓄水範圍 

水文觀測  水文觀測種類及位置、統計分析。
(主要是使用各地區之雨量站觀
測、水量閘門、壩體監測，提供數
據參考) 

 

營運報表 1.歷年報表 
2.歷線圖 

各單位從建設開始的水情資料，要
完整、準確、可靠 

4 環境教育 環境教育課程
簡介 

水的來龍去脈、淡水
資源保育的重要性
及如何保育淡水資
源 

課程方案簡介 

水庫水利設施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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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層選單 第二層選單 第三層選單 備註 
木棧道及周圍動植
物生態教學 

 

寶二水庫興建之民
俗文物保存教案 

 

環境教育系列
教材 

課程教材  
影音教材 寶二水庫宣導影片 
摺頁  
手冊  
回饋單  
活動學習單  

環境教育旅遊
地圖 

 與寶二水庫相連結附近地區景點與
環境教育旅遊地圖(寶山水庫、雙胞
胎井、附近通過認證之環教場域等
等) 

參訪預約線上
服務系統 

 等環境教育上線後，名稱改為：環
教課程預約線上服務系統 

環教活動紀錄  將相關活動影音紀錄上傳 
志工招募  寶二水庫志工招募簡章 

5 相關服務 地理位置與樓
層介紹 

  

寶二水庫導覽
地圖 

 園區內部的景點，老仙爺廟、土地
公廟、思源亭等等。 
(太陽能公園等完成後再補上) 

服務項目   
環庫道路使用
申請 

  

交通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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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8 寶二水庫官方網站首頁 

環境教育課程簡介、環境教育旅遊地圖、線上課程、課程預約線

上服務系統、志工招募之頁面內容規劃如下說明： 

1、環境教育課程簡介：教案主要分為四大主題，分別為水的來龍

去脈、水庫重要水利及水資源設施、周遭的動植物自然資源、

老仙爺廟及老樟樹搬遷等活動教案。為讓民眾可以在網頁上更

容易挑選出課程，將課程簡介、課程目標、適用年齡層、課程

時間等內容，規劃至線上頁面內容，各教案內容如下所示。 

(1)水的來龍去脈、淡水資源保育的重要性及如何保育淡水資源 

課程主要分為 4 個子課程，分別為小水滴的旅行、寶二水庫

水的來源、用途及缺水調度之評估、寶二水庫水，哪裡來？哪裡

去？、水庫的重新審視與省思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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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4 「水的來龍去脈、淡水資源保育的重要性及如何保育淡水資源」內容規

劃 

課程名稱：小水滴的旅行 
課程簡介：透過體驗活動讓學員了解水從何處來往何處去，讓大家知道水資源的重要

性，尤其是淡水資源，知道人們哪些不好的行為會影響水資源的保育；引導
學員願意為保育水資源而行動，在日常生活中為保育水資源而改變用水的習
慣，達成愛惜水資源、節約用水的目標。 

課程目標：  
1.了解水的重要性、水從哪裡來、水往哪裏去。 
2.認識水的循環。 
3.認識國內淡水資源經常不足的原因。 
4.了解應如何保育水資源，尤其是淡水資源。 
5.了解應如何從日常生活做起，以保育水資源。 

適用年齡層：國小高年級學生 
課程時間：2 小時 
課程名稱：寶二水庫水的來源、用途及缺水調度之評估（包含水資源調度對策評估：新
竹水危機-進階版） 
課程簡介：透過影片初步了解寶二水庫，由教師引導介紹寶二與石門水庫之差異，再讓

學員了解寶二水庫的水從何處來，往何處去（新竹水資源），以及寶二水庫
主要供應民生、工業用水，並與寶山水庫、隆恩堰共同聯合運用，引導學
員了解不管在生活當中，還是經濟產業上，都與水資源密不可分，讓學員
願意為保育水資源而行動。 

課程目標： 
1.了解寶二水庫之水的重要性、水從哪裡來、水往哪裏去。 
2.認識離槽式與在槽式水庫的差異性。 
3.了解應如何從日常生活做起，以保育水資源。 

適用年齡層：國中以上、一般民眾（成人） 
課程時間：2.5 小時 
課程名稱：寶二水庫水，哪裡來？哪裡去？（包含水資源調度對策評估：新竹水危機-
簡易版） 
課程簡介：透過影片初步了解寶二水庫，讓學員了解寶二水庫的水從何處來，往何處去

（新竹水資源），以及寶二水庫主要供應民生、工業用水，並與寶山水庫、隆
恩堰共同聯合運用，引導學員了解不管在生活當中，還是經濟產業上，都與
水資源密不可分，讓學員願意為保育水資源而行動。 

課程目標： 
1.了解寶二水庫之水的重要性、水從哪裡來、水往哪裏去。 
2.認識新竹的水循環。 
3.認識離槽式與在槽式水庫的差異性。 
4.了解應如何從日常生活做起，以保育水資源。 

適用年齡層：國小高年級學生 
課程時間：2 小時 
課程名稱：水庫的重新審視與省思教案 
課程簡介：透過議題的討論：颱風或是大雨來臨時，水庫能發揮怎樣的功能；當嚴重缺

水時，水庫又發揮怎樣的功能。引導參訪者省思，當河川大量的水流，被
水庫或水壩攔儲下來時，下游河川的魚貝類是否遭遇到嚴重影響，並引導
參訪者思考是否有兩全其美的辦法，包括：設置魚梯及放出生態基流量，
是否可以兼顧人們的需求，以及水域生態的平衡與保育。另外由水庫淤積
的議題討論，討論為何臺灣水庫的壽命特別短、特別容易淤積的原因，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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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讓參訪者思考如何因應及延長水庫的壽命。 
課程目標： 

1.透過議題探討，引導學員思考水庫能調節用水的功能。 
2.透過議題探討，引導學員思考人類的需求即建設水庫及水域生態保育之
間的平衡。 
3.透過議題探討，引導學員思考臺灣水庫容易淤積及如何延長其壽命的問
題。 

適用年齡層：高中以上 
課程時間：1 小時 

(2)水庫水利設施體驗 

表 4-25 「水庫水利設施體驗」內容規劃 

課程名稱：認識寶二水庫水利設施 
課程簡介：透過寶二水庫管理中心內外部的水資源保育體驗設施、水土保持體驗設施及

人員之導覽解說，及經過各種設施之猜猜看搶答活動，讓學員對寶二水庫
各項水利設施功能及重要性能有更進一步體認，了解到水庫各項設施的重
要性、水位與水庫蓄水量的關係、以及水庫對於水資源保育的重要性，水
土保持對水庫的影響，一旦發生了嚴重地震、颱風或是水質重大污染，可
能造成的重大影響。 

課程目標： 
1.了解寶二水庫設施的重要性、水位與水庫蓄水量的關係。 
2.認識水庫對於水資源保育的重要性。 
3.認識離槽式與在槽式水庫的差異性。 
4.了解水土保持對寶二水庫之影響。 

適用年齡層：高中以上學生及一般民眾 
課程時間：1.5 小時 

(3)木棧道及周圍動植物生態教學 

表 4-26 「木棧道及周圍動植物生態教學」內容規劃 

課程名稱：寶二水庫木棧道動植物生態教學教案 
課程簡介：本課程主要透過人員解說、生態體驗及遊戲，讓參訪者可以了解這附近地區

經常出現的動植物、特有的物種以及外來種及其衝擊為何，且能認識附近
地區物種的食物網絡；並能進一步引領參訪者關注及保育周圍的動植物及
生態環境。 

課程目標： 
1.讓參訪者了解寶二水庫物種多樣性及水庫環境之美。 
2.踏查環境，觀察及認識在地的優勢物種，特有物種為何。 
3.介紹蝴蝶的蜜源植物、食草植物、外來種所造成的影響等。 
4.請參訪者思考各類物種，對食物鏈的關係與重要性。 
5.了解某物種消失會對上下游物種產生甚麼影響，又會對整個生態系產生
衝擊，促使參訪者思考，並保育物種及生存環境。 

適用年齡層：國中生以上 
課程時間：3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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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寶二水庫興建之民俗文物保存教案 

表 4-27 「寶二水庫興建之民俗文物保存教案」內容規劃 

課程名稱：寶二水庫興建之民俗文物保存教案 
課程簡介：本教案透過議題的討論及分享，目的在讓學員能知道北水局所做的努力以及

適切的因應之道；並讓參與者了解後續遭遇類似案件時，應該如何面對與
處理。 

課程目標： 
1.思考進行水庫開發的過程中，如何將廟宇及古蹟、文物有效的遷移及保
存下來。 
2.思考在文物保存、觀光遊憩及水資源保育三者之間，如何取得平衡。 

適用年齡層：國中生以上 
課程時間：1 小時 

2、環境教育旅遊地圖： 

(1)未來設置為環境教育場所後，寶二水庫在新竹縣地區的位置圖

及交通路線圖。 

寶二水庫位於新竹縣寶山鄉山湖村，總面積約 163.83 公頃 

(不含通達道路)。寶管中心地址：新竹縣北埔鄉埔尾村埔尾 34 之

8 號，設有免費停車場。前往之交通方式有自行開車、搭乘大眾

交通工具等。 

 

 
圖 4-29 寶二水庫地理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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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0 寶二水庫之交通路線圖 

(2)與寶二水庫相連結附近地區景點與環境教育旅遊地圖。 

 

圖 4-31 寶二水庫周邊地區景點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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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環境教育線上課程：將發展完成之環境教育課程上傳至網站。 

4、課程預約線上服務系統：以便來訪機關團體或民眾，預約參訪

之日期、時間、及人數。 

5、志工招募：為能廣大招募對寶二水庫環境教育引導解說有興趣、

有理想與熱忱的民眾，讓民眾可以透過線上申請的方式，來共

同加入這個寶二水庫志工的大家庭，能有效的協助寶二水庫進

行環境教育推廣的工作，並與大家共同成長與茁壯。簡章內容

如表 4-28、宣傳單如圖 4-32 所示。 

表 4-28 北水局寶二水庫環境教育志工招募簡章 

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寶山第二水庫環境教育志工招募簡章 
一、工作性質 

主要協助本局推動寶山第二水庫水資源保育、環境教育相關工作，以加強環境教

育之推動、提升環境教育品質。 

二、志工類型及辦理事項如下: 
(一)環境教育行政志工: 

1. 協助環境教育課程推展。 
2. 協助環境教育文宣編輯、影像紀錄、海報設計、圖書整理、宣傳影片拍攝等。 
3. 協助辦理環境教育活動。 
4. 協助志工招募、訓練、服勤製表、資料建檔與寄發等。 
5. 協助本局年度環境教育成果提報。 

(二)環境教育教學志工: 
1. 設計、辦理各項環境教育活動(如政令宣導、觀摩參訪、戶外學習、環教研討、

水資源環境教育及自然保育等)，鼓勵民眾參與。 
2. 環境教育引導、解說、課程教學。 
3. 協助環境教育資料蒐集、課程教材、教案設計。 
4. 協助招募志工及志工培訓。 

三、報名資格： 
 (一)熱心環境教育及對引導解說有興趣者。 
(二)年滿十八歲，儀容端正，口齒清晰，表達能力佳，並身體狀況良好者。 
(三)熱愛大自然，具奉獻及服務熱忱，並能嚴守時間者。 

四、報名方式 
(一)報名時間：即日起，以本局網頁公告為主。 
(二)報名資料：申請者應檢具報名表、身份證正反面影本、志願服務紀錄冊影本、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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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證件影本及相關證明文件。 
(三)受理窗口：報名資料請郵寄或親送至「寶山第二水庫管理中心」(31444 新竹縣北

埔鄉埔尾村埔尾 34 之 8 號)，封面請註明為「寶二水庫環境教育志工申請資料」，

亦可傳真報名，傳真：(03)580-5733。 
 (四)洽詢專線：(03)580-5729 分機 111，環境教育人員張惠閔小姐。 

五、甄選方式 
報名經初審書面資料合格者，由本局組成甄選小組，召開甄選會議，針對是否具

有水資源保育、環境素養、解說(表達)能力等個人素質進行面試，經甄選合格者，參

加基礎及專業訓練完成並實作考試通過後，由本局發給結業證書，並授予環境教育志

工證，成為本局環境教育志工成員。審查說明如下： 
(一)評分準則 

1.書面審查(50%) 
(1)素養專長資料：學經歷證明、水資源保育、環境教育工作或志工服務經歷及年

資，如工作內容、解說、課程設計、教學演示等。 
(2)服務熱忱與經驗：可證明具備服務意願及熱忱、過去舉辦相關活動能力、志工

服務經驗…等之相關資料。 
2.現場面試(50%) 
(1)水資源保育、環境教育素養正確、積極。 
(2)表達能力：口語、條理清晰、組織能力、時間掌握得宜等。 
(3)人格特性：具有團隊合作、服務學習、喜歡接觸民眾等態度。 
(4)整體表現：儀態、自信、從容、創意等。 
3.其他加分:曾獲得行政院環保署或教育部環境教育人員認證、中央單位、地方政

府志願服務或環保相關獎項，著有環境教育相關出版品，或其它有助於證明志工

服務能力之相關資料。 
(二)評分方式 

1.資格審查：由本局針對申請文件進行資格審查，審核通過者以專函通知參加現場

口試。 
2.口試：由本局組成之甄選小組依據評分準則共同進行審查，擇優錄取，平均分數

未達 70 分或有超過 1/2 委員評定為不及格(未達 70 分)者不予錄取。 
(三)以專函及電話通知錄取者。 
(四)本期錄取人數由甄選小組開會決議。 

六、志工權利 
(一)獲頒志工服務證及相關完整資訊、得申辦「志願服務榮譽卡」、獲贈志工服及本

局出版品、宣導品。 
(二)持有志工服務證者，享有本人及直系家屬免費參訪本局所轄水庫園區及相關設施

之權益。 
(三)參與本局主辦之教育訓練、專題演講、聯誼或觀摩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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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環境教育志工服勤期間值勤全日者，補助交通費及誤餐費新台幣三百元，值勤半

日者新台幣一百五十元。未預約前來服勤者，不予補助交通費及誤餐費，僅登記

服勤時數。 
(五)本局對所有志工一視同仁，尊重其自由、尊嚴、隱私及信仰。 

七、志工義務 
(一)遵守志工倫理守則之規定。 
(二)遵守本局所訂定之規章。 
(三)服務時，應尊重受服務者之權利。 
(四)對因服務而獲知屬個人隱私或主管機關未發布之重要決策訊息，應妥為保密。 
(五)不得向受服務者收取酬勞。 
(六)妥善保管、維護可利用資源。 

 
 
 
 
備註：相關內容倘有疏漏或更新，將以本局最新法規或網頁公告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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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寶山第二水庫環境教育志工甄選報名表 

姓名  身分證字號  
照      片 

(浮貼 2 張一吋，半

身照片) 
可於上課時繳交 

性別 □男    □女 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 

聯絡方式 
電話（或手機）  

電子信箱 E-mail  

戶籍地址  

通訊住址  

最高學歷  現職  

語言能力 □國語 □台語 □客語 □英語 □其他：          （可複選） 

目前是否為公、民營單位志工 □是（單位：                  ）□否 

是否已通過行政院環保署環境教

育專業人員認證 
□是   □否   □申請中   □未申請 

參加志工類型(可複選) □行政志工           □教學志工 

可支援 
項目 

1.環境教育相關：（可複選） 
□教案設計           □活動設計   □環保影片解說 
□環境教育場域解說   □生態導覽   □環境教育課程講師 
□其它                         
2.電腦文書相關：（可複選） 
□文書、簡報軟體    □電腦美編   □影音編輯   □攝錄影 
□其它                         

希望配合 
服勤時段 

不限 □ 
時段：（可複選）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  □下午  □晚上 
星期六：□上午   □下午 
星期日：□上午   □下午 

備註 

 

專長、經歷

或擔任 
志工經驗 

 

報名人簽章：                      報名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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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環境教育志工甄選報名表-續 

身分證影本(正面) 身分證影本(背面) 

身分證影本(正面)黏貼處 身分證影本(背面)黏貼處 

服務年資             年 服務時數             時 

志願服務紀錄冊(封面及內頁)影本(請依續浮貼) 

志願服務紀錄冊(封面及內頁)影本浮貼處 

其他相關證明文件 

 

※志工須接受本局星期一至星期日排班輪值方式進行環境教育引導解說工作。 
※寶二水庫管理中心聯絡電話：03-5805729 分機 111 張惠閔小姐，傳真：03-5805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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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2 北水局寶二水庫環境教育志工招募宣傳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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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環境教育推廣參與者之對象、評量、滿意度之質量化分析 

(一)整理參與者環境教育研習活動學習成效、服務滿意度、參與對象、

評量回饋及追蹤，做逐項質量化分析並以變化圖方式呈現。 

1、整理參與者環境教育研習活動學習成效 

為了有效掌握參與者對於本場域所提供的課程活動方案的學

習成效及服務滿意度，因此本團隊編制了針對學員及帶隊老師、主

管參與課程方案後的回饋問卷進行調查，目前所編製的回饋問卷如

表 4-32、表 4-33、表 4-34、表 4-35 所示；為了解現階段寶二水庫

平時所提供之導覽與服務品質滿意度，並編製「導覽服務品質」回

饋問卷如表 4-36 所示。滿意度為五分量表，依序為「非常滿意」、

「滿意」、「普通」、「不滿意」與「非常不滿意」。滿意度計算方式

將「非常滿意」與「滿意」合併為「滿意」；「不滿意」與「非常不

滿意」合併為「不滿意」。 

課後回饋單中可看出，參與國小高年級適用課程的所有學員中，

有 95.5%的同學覺得今天的課程活動很好玩，90.9%的同學覺得帶

隊老師講的生動活潑，86.4%的同學以後想再來參加環境教育課程，

95.5%的同學覺得本場域解說設施良好，而同學對本場域服務人員

則是 95.5%的滿意度。 

而在高中及成人適用的教案中，針對「寶二水庫水的來源、用

途及缺水調度之評估」及「認識寶二水庫水利設施」兩課程，有

100%學員覺得課程內容豐富有趣，100%學員覺得參與環境教育課

程後，能增進自我環境教育知識、態度及技能；100%學員覺得帶

隊教師的課程講解生動活潑，全數學員都對該課程表示相當認同及

肯定。另外，「寶二水庫木棧道動植物生態教學」課程，93.8%學員

覺得課程內容豐富有趣，87.5%學員覺得參與環境教育課程後，能

增進自我環境教育知識、態度及技能；93.8%學員覺得帶隊教師課

程講解生動活潑。而針對「寶二水庫興建之民俗文物保存」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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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7%學員覺得課程內容豐富有趣，80%學員覺得參與環境教育課

程後，能增進自我環境教育知識、態度及技能；93.3%學員覺得帶

隊教師課程講解生動活潑。 

針對環教場域之服務滿意度調查，有 97.5%的參與者在參與環

境教育課程後，對課程主題能有初步了解；97.5%參與者對活動預

約作業流程順暢感到滿意。97.6%參與者對本場域導覽設施良好感

到滿意；97.6%參與者對本場域人員服務態度良好感到滿意；95.2%

參與者在參與環境教育課程後，我知道怎麼做才是對環境友善的。 

在質性調查中，可以看出大部分國小高年級的學員都對課搭配

遊戲非常喜愛，轉盤遊戲或是小水滴的圖卡遊戲都讓大家印象深刻，

也讓學員更容易瞭解面對水資源污染的解決方法，這是大家以前不

曾接觸過的。學員也對能實際到大壩看到水利設施感到興奮。也提

到討論及辯論的方式也能刺激學員的腦力激盪。成人的課程中，也

對水利設施的課程相當肯定，對於能夠來寶二水庫認識平時的用水

來源表示機會可貴，課程內容豐富。唯部分反應學習單過多，難易

度偏難，希望能再調整。而對整個場域的滿意度，所有的參與者都

給予相當高的肯定及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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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3 107 年度上舘國小(兩場次的推廣活動)對環境教育參訪活動之滿意度 

表 4-29 107 年度上舘國小(兩場次的推廣活動)對環境教育活動之滿意表 

非常滿意/ 不滿意/

滿意 非常不滿意

我覺得今天的課程活動很好玩 95.5% 4.5% 0.0%

帶隊老師講的生動活潑 90.9% 9.1% 0.0%

我以後想再參加環境教育課程 84.6% 15.4% 0.0%

本場域解說設施良好 95.5% 4.5% 0.0%

本場域服務人員很好 95.5% 4.5% 0.0%

項目\滿意度 普通

 

0%

20%

40%

60%

80%

100%

我覺得今天

的課程活動

很好玩 

帶隊老師講

的生動活潑 

我以後想再

參加環境教

育課程 

本場域解說

設施良好 
本場域服務

人員很好 

普通 4.50% 9.10% 15.40% 4.50% 4.50%
非常滿意/滿意 95.50% 90.90% 84.60% 95.50% 9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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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4 107 年度竹塹社區大學參與「寶二水庫水的來源、用途及缺水調度之評

估」課程之滿意度 

 

 

圖 4-35 107 年度竹塹社區大學參與「認識寶二水庫水利設施」課程之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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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教育知識、態度

及技能 

帶隊教師課程講解

生動活潑 

普通 0% 0% 0%
非常滿意/滿意 100%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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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內容豐富有趣 

參與環境教育課程

後，能增進自我環

境教育知識、態度

及技能 

帶隊教師課程講解

生動活潑 

普通 0% 0% 0%
非常滿意/滿意 100%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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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6 107 年度新唐科技公司參與「寶二水庫木棧道動植物生態教學」課程之滿意度 

 

 

圖 4-37 107 年度新唐科技公司參與「寶二水庫興建之民俗文物保存」課程之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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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 6.2% 12.5% 6.2%
非常滿意/滿意 93.8% 87.5% 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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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隊教師課程講解

生動活潑 

普通 13.3% 20.0% 6.7%
非常滿意/滿意 86.7% 80.0% 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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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0 107 年度推廣活動參與者(高中及一般成人)對各課程活動之滿意表 

教案名稱\項目

非常滿意 不滿意 非常滿意 不滿意 非常滿意 不滿意

滿意 非常不滿意 滿意 非常不滿意 滿意 非常不滿意

「寶二水庫水的來

源、用途及缺水調

度之評估」

100.0% 0.0% 0.0% 100.0% 0.0% 0.0% 100.0% 0.0% 0.0%

「認識寶二水庫

水利設施」
100.0% 0.0% 0.0% 100.0% 0.0% 0.0% 100.0% 0.0% 0.0%

「寶二水庫木棧道

動植物生態教學」
93.8% 6.2% 0.0% 87.5% 12.5% 0.0% 93.8% 6.2% 0.0%

「寶二水庫興建之

民俗文物保存」
86.7% 13.3% 0.0% 80.0% 20.0% 0.0% 93.3% 6.7% 0.0%

課程內容豐富有趣

參與環境教育課程後，能

增進自我環境教育知識、

態度及技能

帶隊教師課程講解

生動活潑

普通 普通 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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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8 107 年度推廣活動所有參與者對環教場域之服務滿意度調查 

 

表 4-31 107 年度推廣活動所有參與者對環教場域之服務滿意度調查表 

項目\滿意度
非常滿意/

滿意
普通

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

參與環境教育課程後，對課程主題能有初步了解 97.5% 2.5% 0.0%

活動預約作業流程順暢 97.5% 2.5% 0.0%

本場域導覽設施良好 97.6% 2.4% 0.0%

本場域人員服務態度良好 97.6% 2.4% 0.0%

參與環境教育課程後，我知道怎麼做是對環境友善的 95.2% 4.8% 0.0%

 

  

0%

20%

40%

60%

80%

100%

參與環境教

育課程後，

對課程主題

能有初步了

解 

活動預約作

業流程順暢 
本場域導覽

設施良好 

本場域人員

服務態度良

好 

參與環境教

育課程後，

我知道怎麼

做才是對環

境友善的 
普通 2.5% 2.5% 2.4% 2.4% 4.8%
非常滿意/滿意 97.5% 97.5% 97.6% 97.6% 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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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2 寶二水庫「環境教育課程」回饋單(國中小學生) 

 
寶山第二水庫「環境教育課程」回饋單(國中小學生) 

各位同學您好： 
感謝您參加寶二水庫「環境教育課程」，希望您會喜歡今天的課程，請您利

用幾分鐘幫忙填寫這份問卷，您的寶貴意見對我們幫助很大喔。 
一、基本資料： 

1.性別： □男 □女  
2.年級： □國小高年級 □國中生  
3.參加的課程名稱： 國小 

□小水滴的旅行 
 □寶二水庫水，哪裡來？哪裡去？ 
 國中 

□寶二水庫水的來源、用途及缺水調度之評估 
□寶二水庫木棧道動植物生態教學 
□寶二水庫興建之民俗文物保存 
 

二、寶山第二水庫環境教育活動滿意度 

項目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普
通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1.我覺得今天的課程活動很好玩。 □ □ □ □ □ 
2.帶隊老師講的生動活潑。 □ □ □ □ □ 
3.我以後想再參加環境教育課程。 □ □ □ □ □ 
4.本場域解說設施良好。 □ □ □ □ □ 
5.本場域服務人員很好。 □ □ □ □ □ 

三、請將今天每一個課程中最深刻的或最有趣的事，分別寫下來： 

                                                                       

                                                                       

                                                                       

                                                                       

                                                                       
本問卷結束，由衷感謝您的填寫。 

活動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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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3 寶二水庫「環境教育課程」回饋單(高中及一般民眾) 

 

寶山第二水庫「環境教育課程」回饋單(高中及一般民眾) 

各位學員您好： 
感謝您參與本場域「環境教育課程」，希望本次課程有助您環境素養的提升，

為使本場域「環境教育課程」更符合參與者的需求，煩請您填寫這份回饋單，您

的寶貴建議將做為本場域後續「環境教育課程」調整之參考，由衷感謝您的配合。 
一、基本資料： 

1.性別： □男 □女  
2.年齡： □20 歲以下 □21-30 歲 □31-40 歲 
 □41-50 歲 □51 歲以上  
3.教育程度： □國中以下 □高中職 □專科 
 □大學 □碩士 □博士 
4.職業： □學生(□大學生  □高中生) □教師 
 □家管 □公務人員 □農林漁牧業 
 □工 □商 □法 
 □醫藥 □自由業 □其他          

二、寶山第二水庫「環境教育課程」回饋 
填寫說明：請針對您有參與的環境教育課程活動，於適當的中勾選。 

      課程名稱 
 
 
 
 
項目 

小水滴的旅行 
寶二水庫水的來

源、用途及缺水調

度之評估 

認識寶二水庫水
利設施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普
通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普
通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普
通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1.課程內容豐富有趣。                
2.參與環境教育課程

後，能增進自我環境
教育知識、態度及技
能。 

               

3.帶隊教師課程講解生
動活潑。                

(請接背面填寫，謝謝您!) 
 

活動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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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名稱 
 
 
 
 
項目 

水庫的重新審視
與省思 

寶二水庫木棧道
動植物生態教學 

寶二水庫興建之
民俗文物保存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普
通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普
通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普
通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1.課程內容豐富有趣。                
2.參與環境教育課程

後，能增進自我環境
教育知識及技能。 

               

3.帶隊教師課程講解生
動活潑。                

 
三、今天環境教育課程中，哪些部分是印象最深刻的或最有趣的？您會提供今天

的課程及活動哪些建議，能課程更加完善呢？ 

                                                          
                                                          
                                                          

四、寶山第二水庫環教場域之服務滿意度 

項目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普
通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1.參與環境教育課程後，對課程主題能有初步了解。 □ □ □ □ □ 
2.活動預約作業流程順暢。 □ □ □ □ □ 
3.本場域導覽設施良好。 □ □ □ □ □ 
4.本場域人員服務態度良好。 □ □ □ □ □ 
5.參與環境教育課程後，我知道怎麼做才是對環境友善

的。 
□ □ □ □ □ 

五、我想給寶山第二水庫環教場域的建議有：  

                                                                 

                                                                 

                                                                 
本問卷結束，由衷感謝您的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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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4 寶二水庫「環境教育課程」回饋單(國小老師) 

 

寶山第二水庫「環境教育課程」回饋單(國小老師) 

各位老師您好： 
感謝您參與本場域「環境教育課程」，希望本次課程有助您環境素養的提升，

為使本場域「環境教育課程」更符合參與者的需求，煩請您填寫這份回饋單，您

的寶貴建議將做為本場域後續「環境教育課程」調整之參考，由衷感謝您的配合。 
 

一、 基本資料： 
1.性別： □男 □女  
2.年齡： □21-30 歲 □31-40 歲  
 □41-50 歲 □51 歲以上  
3.教育程度： □國中以下 □高中職 □專科 
 □大學 □碩士 □博士 

二、寶山第二水庫「環境教育課程」回饋 
填寫說明：請針對您有參與的環境教育課程活動，於適當的中勾選。 

      教案名稱 
 
 
 
項目 

小水滴的旅行 
延伸遊戲： 

「小水滴咚咚的 
冒險旅行」 

寶二水庫水，哪
裡來？哪裡去？ 

延伸遊戲： 
「珍惜水資源，
滴滴皆珍貴」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普
通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普
通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普
通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普
通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1.課程及活動時間
安排適當。                     

2. 主題與內容相
符，難易適中。                     

3.講師講解清楚，
生動有趣。                     

4.參與此課後能增
進學生環境教育
知識、態度及技
能。 

                    

(請接背面填寫，謝謝您!) 

活動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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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案名稱 
 
 
項目 

小水滴的旅行 
延伸遊戲： 

「小水滴咚咚的 
冒險旅行」 

寶二水庫水，哪
裡來？哪裡去？ 

延伸遊戲： 
「珍惜水資源，
滴滴皆珍貴」 

5.請寫下您給此課
程 及 活 動 的 建
議，使課程更加完
善。 

                    

 
三、我覺得環境教育課程中，那些部分是印象最深刻的或最有趣的？ 

                                                           

                                                           
四、寶山第二水庫環教場域之服務滿意度 

項目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普
通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1.參與環境教育課程後，對課程主題能有初步了解。 □ □ □ □ □ 
2.活動預約作業流程順暢。 □ □ □ □ □ 
3.本場域導覽設施良好。 □ □ □ □ □ 
4.本場域人員服務態度良好。 □ □ □ □ □ 
5.參與環境教育課程後，我知道怎麼做才是對環境友善

的。 
□ □ □ □ □ 

五、我想給寶山第二水庫環教場域的建議有：  

                                                                 

                                                                 
本問卷結束，由衷感謝您的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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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5 寶二水庫「環境教育課程」回饋單(帶隊老師及主管) 

 

寶山第二水庫「環境教育課程」回饋單(帶隊老師及主管) 

各位老師及主管您好： 
感謝您參與本場域「環境教育課程」，希望本次課程有助您環境素養的提升，

為使本場域「環境教育課程」更符合參與者的需求，煩請您填寫這份回饋單，您

的寶貴建議將做為本場域後續「環境教育課程」調整之參考，由衷感謝您的配合。 
一、 基本資料： 

1.性別： □男 □女  
2.年齡： □21-30 歲 □31-40 歲  
 □41-50 歲 □51 歲以上  
3.教育程度： □國中以下 □高中職 □專科 
 □大學 □碩士 □博士 

二、寶山第二水庫「環境教育課程」回饋 
請勾選您今日參加的課程及活動： 
□A-0 小水滴的旅行 

□A-1 延伸遊戲：「小水滴咚咚的冒險旅行」 

□B-0 寶二水庫水，哪裡來？哪裡去？ 

□B-1 延伸遊戲：「珍惜水資源，滴滴皆珍貴」 

□C-0 寶二水庫水的來源、用途及缺水調度之評估 

□C-1「新竹水危機」-水源調度+多元水資源方案 

□D-0 水庫的重新審視與省思 

□E-0 認識寶二水庫水利設施 

□E-1 延伸遊戲：「猜猜我是誰」 

□E-2 延伸遊戲：「設施對對碰」 

□F-0 寶二水庫木棧道動植物生態教學 

□F-1 延伸遊戲：「食物鏈遊戲」 

□F-2 延伸遊戲：「物種對對碰」 

□G-0 寶二水庫興建之民俗文物保存 
填寫說明：請針對您有參與的環境教育課程活動填入代號，並於適當的中勾選。 

      教案名稱 
 (範例：E-0) 

 
 
項目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普
通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普
通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普
通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普
通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1.課程及活動時間
安排適當。                     

2. 主題與內容相
符，難易適中。                     

3.講師講解清楚，
生動有趣。                     

(請接背面填寫，謝謝您!) 

活動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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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案名稱 
 (範例：E-0) 

 
 
項目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普
通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普
通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普
通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普
通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4.參與此課後能增
進自我環境教育
知識、態度及技
能。 

                    

5.請寫下您給此課
程 及 活 動 的 建
議，使課程更加完
善。 

                    

三、我覺得環境教育課程中，那些部分是印象最深刻的或最有趣的？ 

                                                           

                                                           
四、寶山第二水庫環教場域之服務滿意度 

項目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普
通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1.參與環境教育課程後，對課程主題能有初步了解。 □ □ □ □ □ 
2.活動預約作業流程順暢。 □ □ □ □ □ 
3.本場域導覽設施良好。 □ □ □ □ □ 
4.本場域人員服務態度良好。 □ □ □ □ □ 
5.參與環境教育課程後，我知道怎麼做才是對環境友善的。 □ □ □ □ □ 

五、我想給寶山第二水庫環教場域的建議有：  

                                                                 

                                                                 

本問卷結束，由衷感謝您的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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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6 寶二水庫管理中心「導覽服務品質」回饋單(一般民眾) 

 
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寶山第二水庫管理中心「導覽服務品質」回饋單(一般民眾) 

 

親愛的參訪者您好： 
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以下簡稱本局)非常感謝您蒞臨本局所轄新竹縣

寶山第二水庫進行參訪、體驗相關行程，為使寶二水庫管理中心所提供之「導覽

服務」能更符合參訪者的需求，煩請您填寫這份回饋單，您的寶貴建議將作為日

後導覽解說服務品質改善及人員加強專業知能之參考，以提供更好的接待服務品

質，由衷感謝您的配合。 
 
一、基本資料： 

1.性別： □男 □女  
2.年齡： □20 歲以下 □21-30 歲 □31-40 歲 
 □41-50 歲 □51 歲以上  
3.教育程度： □國中以下 □高中職 □專科 
 □大學 □碩士 □博士 
4.職業： □學生(□大學生  □高中生) □教師 
 □家管 □公務人員 □農林漁牧業 
 □工 □商 □法 
 □醫藥 □自由業 □其他           

二、寶山第二水庫管理中心之服務滿意度 

項目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普
通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1.您對導覽員的解說內容度感到滿意。 □ □ □ □ □ 

2.活動預約作業流程順暢。 □ □ □ □ □ 

3.本場域環境管理維護、導覽設施良好。 □ □ □ □ □ 

4.本場域導覽活動豐富具專業水準。 □ □ □ □ □ 

5.本場域導覽活動生動有趣。 □ □ □ □ □ 

(請接背面填寫，謝謝您!) 

活動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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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普
通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6.本場域導覽員主動宣導水資源保育。 □ □ □ □ □ 

7.參訪後，對水資源保育有進一步了解。 □ □ □ □ □ 

8.參訪後，對水利設施及新竹地區供水應用，有進一步了解。 □ □ □ □ □ 

三、我想給寶山第二水庫管理中心的建議有： 

                                                                 

                                                                 

                                                                 

                                                                 

                                                                 

                                                                 

 
本問卷結束，由衷感謝您的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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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9 107.09.28 上舘國小「環境教育課程」回饋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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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0 107.09.29 新竹竹塹社區大學「環境教育課程」回饋單(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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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1 107.09.29 新竹竹塹社區大學「環境教育課程」回饋單(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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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一)寶二水庫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作業規劃及執行 

今年是設施場所認證作業規劃及執行的第一年，本團隊就寶管中

心未來申請認證所需要的相關的文件資料列出清單，包括：水庫經營

管理規劃書、課程活動方案、環境教育教學成果…等，除由本團隊來

積極協助發展規劃之外，並請管理中心就各項文書部分逐項檢視及準

備。各項認證所需的文件資料，均已積極準備中，預計於 108 年度 6

月底前將相關認證申請文件送至行政院環保署環訓所，申請環境教育

場域認證。 

(二)彙整寶二水庫環境資源特色據點與整合蒐集、調查、分析 

寶二水庫與集水區環境資源相當豐富，具有水資源、水利設施、

自然生態與人文等四大層面，本團隊設計了環境資源盤點表，並邀請

了本團隊的水利、水資源、環工等方面的專家學者共 3 人，以及動植

物、自然景觀方面的專家特生中心彭國棟副主任、李玟樑先生等一起

協力進行資源盤點、確認在地的環境資源。本團隊於寶二水庫場域之

中，已規劃出具特色主題、環境議題等「7 處環境教育據點」作為各

課程教案之環境教育教材使用，其據點分別為寶二管理中心、土地公

廟與樟樹、取水塔、溢洪道、大壩、木棧道、扶輪公園等。 

(三)寶二水庫環境教育行動方案推動架構 

本團隊依據《環境教育法》、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及管理辦法，

在確保水庫安全、水利設施永續經營、及有效保育水庫水質，以及穩

定在地民生及產業供水的前提下，以提升在地居民、產業、學校與政

府機關之夥伴關係，期能共同創造寶二水庫環境資源之永續發展為主，

由北水局同仁共同建置一個環境教育行動方案的推動小組，進而研擬

出「寶二水庫環境教育行動方案」，作為後續寶二水庫相關環境教育

推動之依據及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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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環境教育課程方案規劃 

寶二水庫的重要環境資源設施及特色，為水庫、周圍的水利設施、

動植物景觀、及水庫興建過程相關文物的搬遷過程。本團隊經分析、

篩選，以及專家會議之建議，研擬出「水的來龍去脈、淡水資源保育

的重要性及如何保育淡水資源」、「水庫水利設施體驗」、「木棧道及周

圍動植物生態教學」、「寶二水庫興建之民俗文物保存」等四個活動教

案，並針對不同學習對象提出不同之學習內容，包含課程方案、教具

製作等，並將教學對象區分為一般成人、高中、國中及國小。 

於 107 年 8 月 18 日至 8 月 21 日所辦理之四場次「環境教育教案

移接培訓課程工作坊」以及 107 年 9 月 28 日、9 月 29 日、10 月 26

日、11 月 10 號所辦理之四場次「環境教育推廣活動」，邀請受試教之

參與者，在試教課程結束後，填寫團隊設計的學習單及回饋問卷。本

團隊依據學習單填答結果以及參訪者回饋問卷之填答結果以及邀請

帶隊主管及老師、石門水庫環教老師、及志工夥伴提供團隊觀課紀錄

及建議，進行課程教案修改，並用以增加教案試教之累積成果。 

(五)專業人力培訓綜合推廣活動 

首先召募對水資源環境教育有興趣之人員擔任志工，並辦理「員

工及志工環境教育基礎培訓課程工作坊」，第一場次辦理時間為 5 月

26 日、5 月 27 日，有 28 位志工夥伴參與；第二場次辦理時間為 6 月

2 日、6 月 3 日，參與人數更增加至 33 位志工夥伴，在整體課程滿意

度分別為 75%、94%。參與夥伴有北水局同仁、竹北、客雅水資源回

收中心、新竹縣環保局、荒野新竹、社區、安親班教師、新竹科學園

區退休人員等；並榮幸招募到 15 位夥伴加入「寶二水庫環境教育志

工行列」。 

本團隊已協助兩位北水局同仁：副工程司薛維欣、工程員傅明俊

完成 30+3 小時環境教育核心課程培訓，目前皆已取得環境教育人員

認證。 

本團隊在課程教案編撰完成後，在今年度針對員工、志工及種子

教師辦理四場次的「環境教育教案移接培訓課程工作坊」，第一場於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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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8 日辦理有 9 位夥伴參加；第二場於 8 月 19 日辦理有 9 位夥伴；

第三場於 8 月 20 日有 19 位夥伴；第四場於 8 月 21 日則有 12 位夥伴

參加。參與的學員中包含有 15 位報名寶二水庫的志工，其中更有 10

位完成全部的課程培訓，參與的學員對於紮實且豐富的課程表示滿意，

但對寶二水庫的全貌不甚了解，期望能實際走訪寶二水庫周圍水利設

施，因此本團隊額外於 9 月 11 日辦理寶二水庫志工導覽活動，實際

帶領志工夥伴走訪寶二水庫周遭的水利設施。 

再者，本團隊為了有效掌握參與者對於本場域所提供的課程活動

方案的學習成效及服務滿意度，於今年 9 月 28 日邀請到新竹上舘國

小參與第一場次「環境教育推廣活動」、第二場次於 9 月 29 日邀請新

竹竹塹社區大學、第三場次 10 月 26 日邀請新竹上舘國小、第四場次

則於 11 月 10 日邀請新唐科技公司參與寶二水庫課程的推廣活動。 

關於招募寶二水庫環境教育志工夥伴，本團隊於舉辦「員工及志

工環境教育基礎培訓課程工作坊」、「環境教育教案移接培訓課程工作

坊」過程中，積極招募寶二水庫環境教育志工，在今年度一共招募到

15 位志工夥伴。另外，為使寶二水庫與周圍場域形成策略聯盟合作夥

伴，共同推廣環境教育活動，本團隊發展了「合作備忘錄」，由寶二

水庫發送公文邀請周圍場域加入合作夥伴團隊，以提升環境教育推動

效益。 

(六)寶二水庫環境教育相關設施之改善規劃 

今年度本團隊完成了三項規劃，分別是(1)管理中心內體驗設施之

規劃、(2)戶外長條狀之人工水池規劃，以及(3)規劃寶二水庫環境教

育平臺並配合北水局既有網頁平臺資料更新。 

1、管理中心內體驗設施之規劃，規劃以真水流動之仿真水庫模型，

來建立寶二水庫的各個重點水利設施之模型，包括：竹東圳、

上坪堰、離槽水庫、隆恩堰、沉沙池、巴歇爾水槽、渡槽、跌

水工、取水塔、溢流堰、生態基流、排砂道、魚道等，另外將

仿真放大巴歇爾水槽作介紹，來讓參訪者實際體驗，並結合展

示擴增實境(AR)動畫，將設置以水庫、水利、水資源保育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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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自然資源之體驗為主題，透過擴增實境互動體驗及擬人動畫

介紹，整體設置將設於一樓展示廳中央 L 型牆面下半部。 

2、戶外長條狀之人工水池規劃，共有三項規劃。其中是以模擬水

庫設置兩噸的蓄水槽，模擬水庫的水位的高度、算出水庫預估

水的容量、估算水庫底部及不同的水庫深度所承受的水壓大小、

不同的蓄水深度與水力位能、水流速度、潛在發電量的關係，

並探討探討地震與水庫安全的重要性；第二項於長方形水道處，

在水道的直線距離處，規劃設置漂浮物隨水流，流動的水流流

速量測之體驗設施；第三項則在寶二水庫管理中心後方設置一

個模擬森林、草地、水泥地、裸露泥土地的坡地，並討論水庫

淤積、水庫壽命，以及蓄水水質好壞之影響的水土保持教室。 

3、規劃寶二水庫環境教育資訊平臺，並配合北水局既有網頁平臺

資料更新，本團隊根據寶二水庫既有網頁平臺資料，加入環境

教育資訊、課程預約線上服務系統、志工招募，並與北水局討

論之後，重新規劃出寶二水庫環境教育平臺架構，並配合明年

度北水局網頁更新。 

(七)環境教育推廣參與者之對象、評量、滿意度之質量化分析 

本團隊根據 107 年度「環境教育推廣活動」課後回饋單分析後，

可以發現：參與「寶二水庫水的來源、用途及缺水調度之評估」及「認

識寶二水庫水利設施」課程的學員，有 100%皆覺得課程內容豐富有

趣；學員反應：參與課程後，能增進自我環境教育知識、態度及技能；

且帶隊教師課程講解生動活潑。參與「寶二水庫木棧道動植物生態教

學」課程，有 93.8%學員覺得課程內容豐富有趣、帶隊教師課程講解

生動活潑，有 87.5%學員覺得參與環境教育課程後能增進自我環境教

育知識、態度及技能。參與「寶二水庫興建之民俗文物保存」課程，

有 86.7%學員覺得課程內容豐富有趣，80%覺得參與環境教育課程後

能增進自我環境教育知識、態度及技能；93.3%學員覺得帶隊教師課

程講解生動活潑。 

參與課程教學的國中小學生有 95.5%覺得課程活動很好玩、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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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說設施良好及對本場域人員感到滿意；有 90.9%參與學生覺得帶隊

老師講解生動活潑，86.4%學生以後會想再參加寶二水庫的環教課程。

在環教場域滿意度方面，有 97.5%學生參與後對課程主題能有初步了

解，對預約流程順暢感到滿意；97.6%學生覺得場域導覽設施良好且

服務態度良好；95.2%學生在參與課程後知道怎麼做，才是對環境更

友善。 

二、建議 

(一)本團隊在搜尋相關文獻時，發現寶二水庫最新之陸域動植物調查為

95年環評所進行之生態調查，由於已經過 12年的歲月，部分物種

經過自然淘汰與遷徙影響，導致相關文獻之討論較為缺乏，因此在

今年度的四次生態調查中，確認及補充相當多的動植物種，但由於

寶二水庫範圍甚廣，其動植物種又分季節性，需投入相當多的時間

與人力進行調查，而寶二水庫目前僅有針對集水區之水域生態持續

進行調查更新，故建議北水局將寶二水庫陸域動植物也列入持續更

新調查。 

(二)在志工招募部分，目前招募 15 位志工夥伴，應持續廣大招募，由

於寶二水庫人力緊繃加上升遷調動，建議每位寶二水庫管理中心的

同仁能夠加入、持續參與環境教育，與志工培養默契與信任度，以

利於課程教學能夠持續進行與培訓；另外，建議北水局早日建置環

境教育教師(志工)培訓及管理體系及寶二志工資料室，以利於留住

卓越、優秀的志工，並鼓勵志工進行環境教育人員認證，成為環教

師。 

(三)課程推廣活動今年度參與者上舘國小、竹塹社區大學以及新唐科技

公司共四場次皆獲得甚高滿意度及肯定；在邀約的過程中，北埔國

小、新竹女中、竹科數家科技公司等皆表示對明年度的活動有參與

的意願，唯今年度期程安排期逢多數學校單位校慶及運動會旺季，

明年度課程建議提早訂下時間邀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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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計畫工作執行進度規劃 

寶二水庫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資源整合認證規劃(1/2) 計畫工作甘梯圖 
預定進度 

工作內容項目 

月次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目前完

成百分

比(%) 

年別 107 
月份 1 2 3 4 5 6 7 

查核點 
8 9 10 11 12 

查核點 

1. 成立工作團隊 
 

           100 
 

2. 專任助理及駐局人員任期 
            

100 
            

3. 組成工作小組及課程發展委員會 
  

          100 
  

4. 完成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據點評估規

劃報告書 
   

         100 
   

5. 完成經營管理規劃書 
      

       100 
      

6. 彙整寶二水庫環境資源特色據點與整合

蒐集、調查分析 
        

已於 6 月完成調查 100 
        

7. 研擬寶二水庫環境教育行動方案推動架

構 
  

     
 已於 4 月完成研擬 100      

8. 辦理寶二水庫環境教育專家顧問會議        
  已於 4/10 

完成辦理 100   

9. 環境教育課程方案規劃及撰寫   
          

100           

10. 協助北水局員工及志工參與環教機構之

環教核心課程培訓 
  

     
已協助貴局兩名員工報名參與 7月
初環教核心課程，7/2-7/6 完成課程 100      

11. 北水局員工及志工環境教育基礎課程(2
場) 

    
   

   已於 5/27-26、
6/2-3 辦理 100    

12. 環境教育教案培訓工作坊(4 場)       
  

 已於 8/18-21 辦理 100   

13. 環境教育推廣活動(4 場)     已於 9/28、9/29、10/26、
11/10 完成辦理 

   
 100    

14. 環境教育相關設施之規劃設計 
已完成設施規

劃，目前正由北水
局進行發包 

          
100           

15. 規劃環境教育平臺並配合既有網頁資料

更新 
持續配合北水局
網頁廠商進行規
劃補充 

          
100 

          

16. 環境教育活動推廣參與者之質量化分析      
完成今年度活動

參與者 
質量化分析 

   
 100    

17. 進行撰寫年度報告           
 

 100 
 

預定進度累積百分比（％） 8% 16% 24% 32% 40% 48% 56% 64% 72% 80% 88% 100%  
查核點 完成時間 查核點內容說明  備註 
前置作業 106 年 12 月   

粗直線為預定進度 
灰底為執行進度 

期初報告 議價後 30 日 107 年 2 月 26 日啟動會議  

期中報告 107 年 7 月 107 年 8 月 7 日期中報告會議  

期末報告 107 年 11 月 107 年 12月 10日期末報告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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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據點評估規劃報告書 

 

寶山第二水庫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資源整合認證規劃

之委託專業服務計畫(1/2) 

 

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據點 

評估規劃報告書 
 

 

 

 

執行單位：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計畫主持人：林明瑞 教授 

協同主持人：林鎮洋 教授 

曾鈺琪 助理教授 

專案助理：陳怡雅、張惠閔 

 

中 華 民 國 一 ○ 七 年 四 月 





 

此份寶山第二水庫管理中心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據點評估規劃報告書共

分成以下七大項進行說明：第一項為本次認證據點寶山第二水庫相關背景說明；

第二項則以環境教育課程方案中會運用到的環境資源進行說明；第三項為寶二水

庫鄰近旅遊據點，可做為參訪單位的行程參考；第四項討論環境教育課程方案發

展歷程；第五項說明目標及營運管理策略；第六項以設施維護及環境負荷進行說

明；第七項為財務計畫經費建議。 

一、 寶山第二水庫管理中心 

為確保寶二水庫蓄水及營運穩定供水效能與壩體安全，設置寶山第二水庫營

運管理單位，就地執行水庫水源運供、運轉操作、監測檢查維護及蓄水範圍管理、

環境巡查及違規取締等工作。 

管理中心辦公處所座落於大壩、溢洪道及取水塔等左側邊坡道路旁，地勢較

壩體頂面略高利於大壩及水庫蓄水範圍等監看管理，95 年完成興建有 3 樓層之建

築物，內部空間配置有：1 樓：服務櫃台、展覽室、多媒體影片撥放室及周圍休

憩步道設施等開放空間，以及辦公室及會議室。2 樓：會議空間、管理中心控制

室等。3 樓：防汛期間備勤宿舍，及頂樓人工增雨平台。 

(一) 環境教育場域申請範圍及環境教育設施之設置地點 

整個寶二水庫管理中心建築相當的新穎，建築物使用、防災相關的問題相對

較少。目前在管理中心一樓大廳雖有部分的展覽設施，仍可以進一步加以規劃，

作為環境教育的主要場地。在管理中心後方有一長條型水道，目前並無特別用途，

可以利用此一長條水道規劃為水利或是水資源保育的模擬設施，包括：模擬小型

水庫蓄水、放水、水庫土水壓量測之體驗，巴歇爾水槽量測水流流速等設施。以

及沿著環庫步道所見到的水庫壩體、水利設施、動植物生態及景點，作為本場域

的重要環境資源及設施。 

 
 

圖 1 寶管中心一樓展覽廳 
（可作為未來環境教育展覽室） 

圖 2 寶管中心一樓展覽廳 
後方的長型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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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寶二水庫發展沿革與現況 

山湖村(舊名：沙湖壢)位於寶山鄉東北方，全區為丘陵地形，面積 940 公頃，

東與北埔鄉水漈村相鄰，西與寶山村及竹東鎮柯湖里相接，南鄰油田村及北埔鄉

埔尾村，北接竹東鎮二重里及三重里，距離竹科約 5 公里。 
 

圖 3 寶二水庫衛星平面圖 
 

圖 4 寶山鄉山湖村地理區域 

民國七十五年新竹地區完成寶山水庫之興建工程後，為配合新竹地區永續發

展之用水需求，旋即開始辦理新竹縣鳳山溪及頭前溪水庫水源開發調查工作，歷

經三年初步勘選 7 處可能之水庫壩址，並依各壩址所具備之地形地質、供水能力、

淹沒區等條件進行評估，結果寶山二之一號及二號水庫較具開發可能性，民國八

十年繼續辦理「新竹縣寶山第二水庫規劃」計畫就新竹地區開發可行性較高之寶

山二之一及寶山二之二(即現今之寶山第二水庫)水庫各項興建條件加以評估，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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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除了二之一號之壩體填方較多，原水成本略高，淹沒區利用情況略嫌複雜外，

其他條件大致相仿。由於兩水庫之水源均需依賴引取上坪溪豐水期之餘水調蓄運

用，因受水源水量之限制，僅宜開發其中之一，故最後選定現今之寶山第二水庫

壩址為優選方案，並經奉行政院核定列入六年國建計畫，自八十二年起分二年辦

理可行性規劃工作。 

(三) 寶二水庫環境資源現況分析 

為能更清楚的了解寶二水庫在未來經營環境教育場域上，可能遇到的困境。

將以園區現有的環境資源特色整合蒐集調查為基礎，針對寶二水庫申請環境教育

設施場所的四項要素，分別為環境資源現況、專業人力、經營管理與課程方案進

行 SWOT 分析，以分析結果提供內部了解、善用內部優勢加以強化，並漸少劣勢

產生；把握外部機會，提升優勢；降低、停止外部環境要素的項目。作為規劃寶

二水庫推廣環境教育之依據，其寶二水庫 SWOT 分析如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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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寶二水庫 SWOT 分析 
項目 內容 

優勢 
Strengths 

1. 寶二水庫為新竹地區水資源調蓄及供給之主要設施。水庫呈現

自然的原始風貌及生物多樣性，具有優越的景觀特色。 
2. 環庫道路緊鄰水庫，視野適當處，可瀏覽整個水庫美景及各水

庫設施，沿路可欣賞觀察到許多動植物。 
3. 園區內設有多處休憩區及公共設施，平時對外開放，提供民眾

使用，更親民便民。 
4. 整個寶二水庫管理中心建築相當的新穎，每年定期進行安全維

護與消防演練，建築物使用、防災相關的問題相對較少，內部

員工皆能熟悉緊急事件應變處理流程。 
5. 佔地廣大的寶二水庫，停車空間多，對於整體環境負荷與承載

量有一定的優勢。 
6. 課程方案設計已包含環境教育五大目標。 
7. 預計增加水庫模型設施做為未來強化本場域的可閱讀性。 

劣勢 
Weaknesses 

1. 寶二水庫內部員工較少，各個職責負責工作量大，內部能帶領

課程的人員可能不足，長久經營需依賴外部志工。 
2. 目前寶二水庫大多以預約接待參訪為主，參訪解說內容較為薄

弱。 
3. 寶二水庫管理中心為辦公樓，可使用之室內教學場所較不足。 

機會 
Opportunities 

1. 寶二水庫鄰近地區通過環境教育場所認證的單位眾多，未來不

同單位中，可互相聯繫交流、指導學習。 
2. 寶山鄉各社區進行社區發展已實施多年，又鄰近新竹科學園

區，對於未來招攬志工與環境教育推廣，更具發展機會。 
3. 以水資源保育為主軸，配合鄰近學校，發展多元化教案。 
4. 園區內正在陸續規劃太陽能公園，待未來設置完善後，可列入

環境教育設施場域與課程教材中。 
威脅 
Threats 

1. 寶二水庫所在位置無大眾運輸工具可到達，民眾需自行開車或

搭乘計程車前往，交通相對不便。 

二、 環境教育課程方案中會運用的周遭環境資源 

(一)  環境資源特色據點與整合蒐集調查 

環境教育課程方案目前以環庫道路沿途之動植物生態、水壩及水資源保育設

施以及老仙爺廟為主要課程設計，為能有效快速盤查及記錄寶二水庫及其集水區

周圍環境教育資源及設施，乃設計了寶二水庫環境資源盤點表，並進行盤點。如

目前已完成如表 2 所示。此表乃本團隊初步完成之資源盤查内容，將方便專家會

議時，專家們逐一討論各項環境教育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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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寶二水庫壩體、週邊的水利設施及水資源保育設施 

寶二水庫採離槽式水庫設計，所謂離槽式水庫是水壩不建設在河川的主流

上，而是選擇建設在離河川主流不遠的小支流上，以渠道引接河川水源進入水

庫，在颱風或濁水期間，進水口閘門可適時關閉，避免引進混濁的水源，減少

水庫泥沙淤積，延長水庫壽命。 

寶二水庫的水源，源至頭前溪支流的上坪溪，取水方式是利用上坪堰的進

水口取水，上坪堰位於新竹縣橫山鄉田寮村上頭排及燥樹排附近，引水路總長

7030 公尺，被引進的水源經過沉砂池沉砂後，由新建的引水路，引入水庫調蓄

利用，整個寶二水庫的引水路，包括巴歇爾量水槽一座、跌水工、平地段暗渠、

渡槽二座、引水隧道四座、及渠末工等工程。寶二水庫輸出的原水，經取水塔

供應，取水塔位於大壩左岸，是一處直立式分層取水塔，分為上(140m)、中(125m)、
下(110m)三層，依水質狀況，個別或混合方式分層取水，塔高約 58 公尺，為國

內此類型中最高者，寶二水庫大壩，為中央不透水心層，分區滾壓式土壩，壩

頂設有維修道路，寶二水庫設有溢洪道一座，在水庫水位高於高程 150 公尺時，

以自然溢流方式排洩水量，閘閥室位於大壩輸水路末端，內部設有緊急放水閥

門一座，可進行調節性放水，調整水庫儲水量，此外閘閥室設有平時維持下游

生態之生態基流量放流閘門，及輸送至寶山淨水場的原水蝶閥等設施。寶山第

二水庫，平時以重力方式輸送原水至寶山淨水場，水庫水位過低，無法以重力

方式輸送時，則需以加壓方式抽送處理，因此設置加壓站一處，對輸送的原水

進行加壓，原水經過總長約 6,800 公尺長的水源聯通管路，輸送至寶山淨水場，

進行淨水處理，然後再輸送至民生和產業使用。寶二水庫完成後，與寶山水庫、

隆恩堰聯合運用，每日可增加供水量28.20萬噸，能有效解決新竹地區用水問題。

從營運開始，定期辦理水質、水文、水土保持監測，以及水域生態調查等工作，

除了為水庫水質把關外，透過長期的監測資料分析，擬定集水區管理、規劃污

染防治措施、及水庫水量操作調度之參考，進而保障民眾用水品質，及水資源

的永續利用。 

2. 環庫道路周邊的動植物資源及景觀 

環庫道路是沿著寶二水庫周圍圍繞的道路，起伏平緩，沿途設有 8 處休憩

區及導覽解說牌，繞水庫一圈約十公里，視野適當處，可瀏覽整個水庫美景及

各水庫設施，每年 4 至 5 月可沿路欣賞雪花片片隨風飄落的油桐花，也可觀察

到許多動植物，在地植物、昆蟲、爬蟲類、兩棲類、鳥類等豐富生物資源和諧

共生，目前環庫道路已成為新竹民眾慢跑及騎乘單車的熱門場所。 

3. 老仙爺廟 

溪源洞老仙爺廟在民國前五年，由北埔望族姜滿堂先生及當地文學家劉建

賢先生，策畫集資，就地鑿洞，命名「溪源洞」祀奉仙爺，尊稱「救苦大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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廟宇雖小，但環境清淨，山溪秀麗，後方壁立如刃，如同仙境。民國二十四年，

因新竹臺中大地震，仙爺廟一度被地震震倒，同年十月修建完工。仙爺廟為寶

山四鄉鎮(北埔、峨嵋、寶山與竹東)的信仰中心，信徒數萬，每年農曆七月二十

三日，救苦大仙誕辰，舉辦盛大慶典，四鄉民眾聚集，道路為之阻塞，必須出

動上百員警指揮交通。因老仙爺廟原址地處「寶山第二水庫」淹沒區，因此遷

移於現址。 

表 2 寶二水庫環境資源盤點表 

項次 
環境資源
群別及項

別 

是否適
作為環
教資源 

適合教
案類別 資源特性說明 

一 水壩及水資源保育設施 
(一) 

水資源保育設施 

1 水土保
持工程
興建、維
護及管
理  

是 1 以涵養水源、防治沖蝕、崩塌、地滑、土石流，維護
自然環境。 

2 坡地、崩
塌地監
測、維護
及管理 

是 1 水庫有可能遭受天然災害（如：地震、豪雨）、人為
破壞或自然損壞等情形，不但影響供水量，亦嚴重影
響下游地區居民生命財產安全。因此水庫管理單位有
必要在平時，及當地震或豪雨發生之後，對水庫壩體
及週遭可能發生坡地崩塌、路基流失、雨水滲漏的地
區，進行監測、維護及管理，以確保水庫週遭環境之
安全。 

(二) 水庫設施 
3 壩體 是 2  壩型：中央不透水層分區滾壓式土壩 

 壩頂標高：154 公尺 
 壩頂長度：345 公尺 
 壩頂寬度：10 公尺 
 壩身最大高度：61 公尺(1 級水庫) 

4 溢流堰 是 2 溢洪道為自由溢流堰接齒墩陡槽鋼筋混凝土結構，溢
流堰為半圓型式，堰頂標高 150 公尺，溢流堰長 56
公尺。  
 形式：自由溢流堰接齒墩陡槽 
 設計流量：205.69 秒立方公尺 
 設計洪水位：標高 151.73 公尺 
 溢流堰頂：150 公尺 

5 滲流室 是 2 為量測壩體滲流量之專用設施。 
(三) 水庫進水設施 

6 上坪攔
河堰 

是 2 攔河堰通常位於河川中上游，適當河段築一堰壩，攔
蓄水源，惟其堰高不高，僅為抬高水位，以利引水，
有效調蓄水資源。 

7 沉砂池 是 2 沉砂池主要用以重力沉降方式進行水中顆粒與水的
分離，故應控制沉砂池的流速，使得比重大的無機顆
粒下沉，而有機懸浮顆粒能夠隨水流帶走。沉砂池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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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有平流沉砂池、曝氣沉砂池、旋流沉砂池等。 
8 巴歇爾

量水槽 
是 2 巴歇爾量水槽是最為被廣泛應用在水流量量測之計

量裝置，其被安裝在明渠渠道中，以正確掌握進流水
量。其量測原理係藉由水流經特殊構造之巴歇爾水槽
明渠渠道中，因流量之不同產生水位變化，再由超音
波量測液位後換算流量值。 

9 跌水工 是 2 跌水工：渠道如經過地形坡度陡峭之處，則有水流湍
急之情形，渠道中將有嚴重沖刷問題，故跌水工通常
設置於河道高差變化甚大之處，用以減緩水流及避免
沖刷。 

(四) 水庫出水設施 
10 取水塔 是 2 水庫輸送原水係經由取水塔取水，取水塔位於大壩左

岸為一直立式分層取水塔，取水塔分為上、中下三層
依水質狀況個別或混合方式分層取水，塔高約 58 公
尺，為國內此類型中最高者。 

11 水源聯
通管路
及加壓
站 

是 2 寶二水庫及寶山水庫以水源聯通管連接，可個別送水
或聯合送水至淨水場，平時以重力方式送水，於枯水
期將未能重力流動之原水必需以加壓方式抽送至寶
山淨水場處理，故設加壓站一處。原水經加壓站後，
經約 6,800 公尺長之水源聯通管路至寶山淨水場，其
中包括三座隧道、兩座管路橋及地下導水管等設施。 

12 閘閥室
 
  

是 2 位於大壩輸水路末端，內設緊急放水閥門
(1500mm)、生態基流量放流閘門(600mm)、自來水擋
水蝶閥(2000mm)等設施。 

二 動植物及自然生態景觀 以下的動植物物種，主要分佈在集水區內。 
(一) 植物 

1 油桐花 是 3 大戟科油桐屬，落葉性喬木，耐旱耐瘠，為良好園景
樹及行道樹種。油桐樹型修長，可高達十公尺，樹冠
呈水平展開，樹皮平滑，灰褐色，幼時光滑，老時粗
糙，並有縱裂，葉互生，紙質，卵形或心臟形，長
15 至 32 公分，它的葉柄很長，葉片和葉柄的連接具
有腺體，外型長相類似一對小小的螃蟹眼，能分泌甜
甜的蜜汁。油桐花，圓錐花序頂生，花形書筒狀，綠
色，花冠白色，基部略帶紅色，花五瓣呈五角星形，
雌雄同株異花，雄花具八至十支雄蕊，雄蕊為紅色，
花粉為黃色，故油桐花色，白花之中仍透著淡紅與粉
黃色。樹皮可製膠，果殼製活性炭，根、葉、花、果
均可入藥，油桐子雖不能食用，通常在產地加工製成
桐油，桐油屬於乾性油，乾燥快，桐油比重輕，有光
澤，不傳電，具多方面的用途，為油漆、印刷油墨的
優良原料，另外桐樹本身可供建築之用、防腐材、樂
器用材等。 

2 桂竹 是 3 分佈在臺灣全境低至中海拔地區，特徵 6~16 公尺
高，直徑 2~10 公分寬、一個節點會叉出兩分支，鮮
少僅有一個分支、幼桿呈粉綠色，後變深綠，年老變
為棕綠色、地下莖橫走側出屬「單稈散生型」、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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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為桂竹筍萌發的時節。 
3 相思樹 是 3 相思樹屬於常綠喬木，樹枝摸起來較平滑而且無刺。

在種子、幼苗的階段，可發現到它的"真葉"(真正的
葉子，有別於稍後的葉柄變態成葉子形狀的"假葉
")，真葉是二回羽狀複葉，在相思樹長大之後，葉子
會退化成假葉。因為相思樹生長在較乾旱的地區，為
了減少水分蒸發量，必須有自我保護的機制，就跟仙
人掌一樣。假葉是鐮刀狀且互生，花金黃色，聞起來
有輕淡的香味。花萼約為花冠的一半長，有著淡綠色
的花瓣，果實為莢果。 
相思樹的樹幹非常堅硬，可作為薪炭材，故稱為相思
炭，而且可燃燒許多時間。木材可製火車路軌的枕
木、礦坑用材；臺灣北部礦坑用的支撐木材幾乎均用
相思樹幹。亦可製做家具、農具。由於它的根部分化
的非常多，能夠緊抓土壤，再加上能夠禁得起強風、
旱災和可生長於貧脊之地的優點，所以常用作綠化荒
山、水土保持。根部長有根瘤菌，根瘤菌能固定空氣
中的氮將其轉化為植物可直接吸收的氮元素，而相思
樹則提供根瘤菌所需的養份。有助改善貧脊土地缺氮
的情況。 

4 山黃麻 是 3 山黃麻為自生平地或海拔五百公尺以下最常見的落
葉大喬木，為生長快速的陽性先驅樹種，在全臺低海
拔的山坡崩塌地、裸露地或火災跡地、人工林地等干
擾地裡，樹形擴張快速，常形成次生林冠層的樹種。
小枝有短柔毛。幹皮光滑。葉互生，卵形，頭尖腳鈍，
有細齒，兩面具剛毛。花為聚繖花序，腋生，花被黃
綠色。核果徑約 0.3 公分，成熟時黑色。 
用途：木材可製火柴桿、薪炭木、木屐、造紙。山黃
麻是臺灣三線蝶、姬雙尾蝶、墾丁小灰蝶、臺灣黑星
小灰蝶、平山小灰蝶等幼蟲之食草。山黃麻的嫩葉、
花及果實是臺灣獼猴及山區野鳥的食物之一，山黃麻
的枝葉也可作為鹿及羊的飼料。 

5 樟樹 是 3 常綠喬木，樹高可達 40 公尺；散發樟樹的特有清香
氣息。樹皮暗褐色，有縱裂溝紋。卵形或橢圓狀卵形
的單葉互生，薄革質，全緣，表面光滑，背面微有白
粉，無毛，葉緣微呈波狀，有離基三出脈，脈腋有明
顯腺體。雌雄同花，花兩性，圓錐花序腋生於枝頂端，
黃綠色小花，花期 4～5 月。球形漿果，10～11 月成
熟，成熟時由綠色轉為黑紫色；果皮呈紫黑色，有光
澤。 
用途：將樟樹（在臺灣常分本樟、芳樟、油樟、陰陽
樟等）樹幹削成薄片，蒸餾出樟腦及樟腦油，初製品
再經分餾等程序可製其他產品。為常見的行道樹：枝
葉濃密、樹形美觀，可作行道樹及防風林，因木質芳
香，抗蟲害、耐水濕，可作建材、造船、家具、雕刻
用。提煉樟腦、樟腦油：根、木材、枝、葉均可提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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樟腦、樟腦油；樟腦供醫藥、塑料、炸藥、防腐、殺
蟲等用，樟腦油可作農藥、肥皂、假漆及香精等原料。 

6 羅氏鹽
膚木 

是 3 落葉性小喬木，葉背及花序均被毛，皮孔顯著，呈紅
色。葉為一回羽狀複葉，有小葉 8~17 枚，小葉呈卵
狀橢圓形，鈍鋸齒緣互生。山鹽青為喜好陽光的陽性
樹種，在道路兩旁及崩塌地區最為常見，它的木材可
供作薪材使用。雄雌異株，開黃白色的小花，小花以
圓錐花序生於枝頂。扁球形的核果成熟時為橙紅色，
外部被毛。核果具有鹹味，可以供作鹽的代用品。 

(二) 動物 
7 臺灣藍

鵲-(珍貴
稀有-屬
臺灣特
有種) 

是 3 形態特徵：身長 64 至 65 公分，翼長 18 至 21 公分，
尾長約 40 公分。嘴角紅色，眼睛虹彩黃色，頭至頸
部、胸部皆為黑色，其餘部分大致為藍色；下腹羽色
略淡，飛羽末端有白斑，尾上覆羽末端黑色：尾羽甚
長，末端白色，除中央 2 根外，其他各羽中段黑色；
尾下覆羽末端白色 
臺灣藍鵲大都在樹林及雜草區的交會地帶築巢，且多
築於大樹之樹梢。其巢為碗狀，繁殖於 3 ~5 月間，
每個巢通常有四至六顆蛋。性喜群居，在生育季節，
親鳥育雛時，同族的其他鳥兒都會來幫忙哺餵幼鳥。
臺灣藍鵲具有強烈的護巢行為，對於侵襲者會毫不留
情的攻擊，直到對方離開為止。 

8 翠鳥 是 3 翠鳥幾乎是臺灣河川的象徵，英國也以翠鳥視為河川
品質的指標，象徵自然原始的河川樣貌；積極復育湧
泉濕地的五溝水濕地學校，也以翠鳥為標誌；依據臺
灣鳥類誌的描述，「近年來臺灣的河川整治工程往往
將自然土堤變成混凝土堤防或水泥護岸，嚴重影響到
翠鳥的築巢與繁殖」堅不可摧的河流護岸，使勤勉的
翠鳥不得不放棄，四處飄散尋覓合適繁殖的棲地。 

9 竹雞  
(深山竹
雞則應
予保育-
屬臺灣
特有種) 

是 3 竹雞是一般類鳥類，另有極為近似的深山竹雞則是臺
灣特有種野鳥，屬保育類。根據臺灣野鳥圖鑑，竹雞
腳是綠褐色、尾羽較長、喉部栗褐色、胸以下有鱗狀
斑；深山竹雞腳是紅色、頰、喉及頸部白色部分醒目，
竹雞還算常見，但深山竹雞已不易見到。竹雞全長約
25 公分，體型圓胖，大致為褐灰色系列，喉下栗色；
下胸至尾下橙褐色，其上有半月形的棕色斑紋。會出
現在道路旁的樹叢底部，以種子、嫩葉、小昆蟲等為
主食。若不小心遇到人類，會不知所措地慢慢走回草
叢中。在野外常可以見到牠們的蹤跡，竹雞叫聲「雞
狗乖、雞狗乖」，深山竹雞則是「咕嚕、咕嚕」，會重
複不停地叫，除了代表求偶，也可能是緊張或宣示領
域主權，竹雞排他性很強，每隻竹雞都有自己專屬的
地盤，當領地被其他竹雞闖入，就會前往驅趕。 

10 小白鷺 是 3 形態特徵：小白鷺身長約 60 公分，全身體態優美修
長，羽色潔白，嘴、腳為黑色，腳趾為黃色。繁殖期
眼睛轉為紅色，頭部有 2 根長達約 20 公分的長飾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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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部與前頸亦有些微飾羽，非繁殖期則無飾羽。 
棲地分佈：在臺灣為常見之留鳥，分布於平地至低海
拔區域，部分冬季時會南遷過冬。陽明山國家公園、
雪霸國家公園、太魯閣國家公園、玉山國家公園、墾
丁國家公園、金門國家公園及東沙環礁國家公園等
地，皆有小白鷺的蹤影，分布海拔為 0 至 600 公尺。 

11 紅嘴黑
鵯 

是 3 形態特徵：體長約 24 公分。羽色全黑，頭頂羽毛上
豎。喙部紅色，微下彎。腳部紅色。春夏季為小群體
群居，入秋後可見上百隻之太族群。叫聲大致為「喵
～」、「小氣鬼」及「嘰嘰喳喳」三種。 
生態習性：為群聚性鳥類，尤其秋冬時可見壯觀的大
群體，繁殖期４月到６月採一夫一妻制，巢為碗狀，
每次繁殖約下２至３顆蛋。以花蜜、葉芽、果實及昆
蟲為食。個性好動，往往一隻飛離就能帶動群體齊
飛。傳說紅嘴黑鵯在布農族受到洪水侵襲後急需火種
時，曾自告奮勇去啣回火種，因而化解了布農族的危
機；但是自己的身體卻因此被煙燻成了如今的木炭
色，嘴、腳也被火種燒的通紅，從此被布農族視為「聖
鳥」。 

12 白鶺鴒 是 3 形態特徵：整體白色、灰色、黑色相間的鶺鴒，臺灣
有兩個較常見的亞種：白面亞種雄鳥頭後到背部、翼
及尾羽均為黑色，體下除胸部中央黑色以外，其餘部
分均為白色；雌鳥似雄鳥，但背部鼠灰色。灰背眼紋
亞種似白面亞種，但有黑色過眼線，背部鼠灰色。嘴
黑色，腳黑色。 
生態習性：出現於中低海拔山區到海岸地帶的開闊
地、農耕地、河床、或都會區綠地，常在地面、石頭
或建築物上行走，偏好靠近水的環境，尾羽經常上下
擺動，飛行時成大波浪狀。以水域邊之小型無脊椎動
物為食。最為特別的是集體夜棲於市區校園、公園及
河邊、行道樹上的習性，嘉義市文化路郵局附近有群
棲的地方。早期臺灣農村路上常可見白鶺鴒在牛糞旁
啄食小昆蟲，所以又稱為「牛屎鳥」。 

13 灰鶺鴒 是 3 形態特徵：灰色頭及背部和雙翼覆羽無明顯白斑可與
黃鶺鴒做一區分。但初級飛羽基部白色，因此翼端仍
可見白斑。胸、腹部黃色，尾下覆羽鮮黃色，最易與
黃鶺鴒混淆。有白色眉線，繁殖季時雄鳥喉部會長出
一塊大黑斑(黃鶺鴒無此黑斑)，並出現一條白色顎
線。雌鳥喉部大致為白色。冬季灰鶺鴒羽色與黃鶺鴒
更近似，可用腳色區別，灰鶺鴒腳為黃褐色。 
生態習性：棲息環境甚廣，但較常出現在山區溪流，
水域邊。領域性強，幾乎都單獨活動覓食。停棲時尾
巴會上下擺動。會呈大波浪狀飛行。 

14 白腰文
鳥 

是 3 形態特徵：白腰文鳥平均體重約為 12.3 克，體長只
有約 11 公分，身上顏色大致都是褐色，腰為白色。
嘴喙成三角錐狀，又厚又尖，上嘴喙黑色，下嘴喙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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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腰部有條白色寬橫紋帶，尾部又長而尖，鳴叫時
發出「啾--啾--」的聲音。繁殖期於每年的四月至七
月。通常活動於草叢，稻田中，在榕樹、相思樹等上
築巢，以草葉編織成球狀鳥巢。 

15 灰喉山
椒鳥 

是 3 形態特徵：雄鳥：頭、背部黑色，頰及頸為鼠灰色，
喉至頸側灰白色，胸、腹及腰橙紅色。翼為黑色嵌有
橙紅色斑塊。尾羽橙紅色，中央兩根為黑色。雌鳥：
雄鳥橙紅色部份都換成黃色，而腰至尾上覆羽為橄黃
色，其餘部位和雄鳥相仿。 
生態習性：常成群在樹冠層上活動，秋季會聚集成數
十隻的大群。常與小卷尾及繡眼畫眉等混種覓食，常
見其在樹枝末梢定點停留，觀望及飛啄枝葉上的昆
蟲。遇天敵或危機，會從樹上往四面八方衝飛而出，
像煙火般壯觀，此舉可能有擾亂天敵視覺的效應。 

16 金背鳩 是 3 形態特徵：上背羽毛為淡褐色而羽緣微帶有棕色，兩
脅、腋羽和尾下覆羽均為灰藍色。 
金背鳩是臺灣的留鳥，生活在海拔 2100 公尺以下的
開闊疏林地，喜於林緣活動。臺北市偶見於公園、安
全島的地面，臺大、關渡、新竹青草湖、港南、臺南
四草有觀察紀錄。常單獨在林下或是旱田的地面漫步
尋找食物，偶爾可見到一、兩隻安靜的停棲在山麓或
丘陵地帶的電線上，或是單獨一隻在市區的公園或安
全島上活動。非繁殖期，則不時聚成小群停棲在開闊
地帶枝葉稀疏的樹上。 

17 五色鳥
(臺灣擬
啄木) 
 

是 3 形態特徵：因其羽毛有五種顏色而得名，身長約 20
～23 公分，喙基上黑色嘴鬚發達，身體多為翠綠色，
頭部大部份為藍色，額頭和喉部有黃色分布，眼先和
前頸有小部份紅色，眼部至耳羽上方則為黑色，粗厚
嘴部為黑色，腳鉛灰色。叫聲單調而響亮，類似敲木
魚「叩叩叩……」，又因其羽色多彩繽紛，而被稱作
「花和尚」，在繁殖時會啄樹洞為巢。 
生態習性：五色鳥最特別的習性，就是會像啄木鳥一
樣啄木，並且在樹洞裡面築巢。在生態池邊的幾棵枯
掉的柳樹上，或是農場的溫室旁的松樹，都可以看到
許多五色鳥留下的樹洞。常常可以看到五色鳥從數洞
探出頭來觀望，相當可愛。然而，他對築巢的地點總
是很講究的。不但要枯樹，而且還要夠堅固，不容易
被颱風吹倒，不能太潮濕，到了繁殖期，五色鳥的築
巢時間總是比一般鳥類來的久。 

18 小鸊鷉 是 3 形態特徵：體長約 26 公分。夏季頭頂至後頸黑褐色，
頰、喉和前頸赤褐色；下喙基部有一金黃色斑；身體
背面和雙翼黑褐色，腹面絲白色；喙黑色；腳欖灰色；
冬季頰、喉和前頸白色，喙帶紅褐色，其餘與夏季同。 
生態習性：棲息於海拔 700 公尺以下湖泊、池塘及水
流緩慢的水域。性羞怯。遇敵則隱藏於濃密水草中，
或沒入水裡逃逸。繁殖期多單獨活動，非繁殖期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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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聚現象。以啄食水生昆蟲、軟體動物、節肢動物和
小型魚類爲生。連續鳴叫如鈴聲般的宏亮叫聲。 

19 黃頭鷺 是 3 形態特徵：體長約 50 公分。雌雄鳥同色，繁殖羽頭、
頸、喉及上胸飾羽及背上簑羽橙黃色，其餘皆為白
色。喙橘黃色·眼先黃綠色或淡藍色，繁殖期的部分
個體喙基至眼先呈紅色或鮮紅色·腳、趾黑色。眼黃
色。非繁殖羽全身為白色，眼先黃色。 
生態習性：牛背鷺對於樓地的偏好與大部分鷺科不
同，比較喜歡較為乾燥及開闊的地區，如水田、早田、
沼澤、草原、農場、牧場及垃圾場及高速公路邊坡草
皮等都是牠們喜愛的生活環境。使用紅樹林、蘆葦及
灌叢棲息及繁殖。清晨及黃昏時段，成群的牛背鷺會
往返於夜棲地及活動區之間，往往會飛過市區。喜群
居又常常棲於牛背，因此得名「牛背鷺」。牛背鷺以
在乾燥地面行走為主，經常尾隨牛隻或耕耘機四周以
啄食被驚起的昆蟲，利用這種方式可以不太費力的獲
得更多的食物·在覓食中使用包括快走、小跑步、站
立捕捉飛蟲、凝神檢視、頸部擺動、慢步走動、跳躍
及飛起啄食飛蟲等技巧。喜群聚夜棲，常見於山坡地
的相思林、龍眼樹、農家圍籬防風的竹林、河口海邊
的紅樹林等。 
跟隨大型動物時，主要攝取驚起的蚱蜢及蟋蟀，同時
也會攝食甲蟲、蝶類、蜻蜓等昆蟲·另外在濕地會攝
取貝、蝦、蛙、蜥蜴、蛇及小鼠等，也時常聚集在垃
圾場撿食腐爛物及蒼蠅等。 

20 小雨燕 是 3 形態特徵：體長約 13 公分，全身黑色僅腰喉白色，
飛行時鐮刀狀雙翼、白腰、尾羽略凹等為辨識特徵。 
生態習性：春夏集體在橋墩、涵洞、大樓等建物上繁
殖，繁殖期間，巢區徹夜吱喳聲不停，極為喧鬧。時
聞成群空中飛鳴，其聲尖銳，頻率極高，即使轟隆的
溪流中也是清晰可聞。 數量多則數百少則數十隻成
群空中飛舞，似乎陰天或即將下雨的天候下常見大群
在空中邊飛邊叫，覓食飛蟲。常見於低海拔山區成群
活動，以橋墩、涵洞、大樓等附近更容易發現。 

21 赤腰燕 是 3 形態特徵：體長約 19 公分。雌雄鳥同型。頭及背面
爲帶光澤的藍黑色，腰部鏽紅色，翼和尾羽黑色，外
側尾羽特別長，形成很深的尾叉。眉斑長，延伸至頸
側，爲紅褐色。腹面的喉至上腹淡橙色，有黑色縱斑，
下腹淡灰褐色，有濃密黑色縱紋。亞成鳥似成鳥，唯
腰部色淡，呈淡黃色或淺棕色。喙黑色，跗躕及趾黑
褐色。 
生態習性：常成群飛翔於農田、荒地、果園等開閲地
上空，有時混於其它燕群中，飛行速度較慢，常短暫
拍翅向上，再飄蕩下滑，追捕飛蟲爲食。亦常成群蹲
坐地面或鄉間屋頂的斜面上。以捕捉飛行中的蚊、
蠅、蛾類、甲蟲、蟻類、蟬等昆蟲爲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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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白頭翁 是 3 形態特徵：雌雄鳥外形相同，但雄鳥身長較雌鳥長。
前額黑色，頭頂與頭後白色，後頸黑色，眼先灰色，
眼睛四周及兩頰黑色，接近白色耳羽處深棕色，身體
背面包括背、中覆羽黃橄欖綠色，尾羽棕色外緣近黑
色，胸部上方、脇及脛部覆羽淺棕色，胸部下方白色
隱約帶有淺黃色，尾下覆羽白色，羽緣帶有黃色。喙
黑色，跗蹠與趾黑色。 
生態習性：不太怕人。雄鳥喜歡站在枝頭高處鳴唱，
歌聲嘹亮，聲音圓潤多變。有數種不同的歌聲，都是
由數個音節組成，可聽到似「酒酒雞酒酒、雞酒酒」、
「酒雞酒雞酒、酒雞酒」或「酒雞酒酒雞」等歌聲。
常出現在中低海拔的次生林、灌叢、農田、果園及都
市公園與行道樹等環境中。 

23 洋燕 是 3 形態特徵：雌雄鳥同型。前額栗色，其餘背面及尾羽
黑色而有藍綠色金屬光澤。眼先絨黑色，頰、頦、喉
及前頸淡栗褐色，至前胸稍淡。翼深褐色，尾羽暗褐，
尾羽除中央一對外，於內側近末端處具白色橢圓形斜
斑。腹面胸以下灰棕色，尾下覆羽黑色，具白色羽緣。
喙黑色，跗蹠及趾角褐色。 
生態習性：洋燕早期的資料顯示為局部地區普遍的鳥
種，其分布侷限在靠近海岸有岩壁供其築巢的環境。
現今則為平地最普遍的鳥種之一。喜停棲於電線或空
曠地區的枯樹枝上。悅耳的 twsit-twist-twist 聲，有
時有快速的連音。 

24 鍬形蟲 是 3 鍬形蟲的幼蟲是自然界的分解者，牠們以森林中的腐
朽樹木為食物，會將森林底層的朽木分解而供給土壤
養份，在整個森林生態系中所扮演的角色十分重要。
成蟲則喜歡吸食植物汁液及落果。許多殼斗科植物在
病變後會分泌樹液，這些樹液會吸引許多鍬形蟲前來
取食，像是青剛櫟、栓皮櫟、火燒柯…等等，都是鍬
形蟲喜歡的樹種，光是青剛櫟來說，就可以吸引鬼豔
鍬形蟲、紅圓翅鍬形蟲…等十多種的鍬形蟲。有些種
類的鍬形蟲則喜歡吸食植物落果或是腐爛掉的水
果，例如：平頭大鍬形蟲、細角大鍬形蟲、鏽鍬形蟲…
等等。 

25 獨角仙 是 3 形態特徵：體長 40~60 ㎜（不含觭角），雄蟲前胸背
板有一小型觭角，頭部上方則有一大型分岔觭角，雌
蟲無觭角。體色從褐色到黑色。 
生態習性：成蟲出現在 5~8 月間，中、低海拔山區，
為夜行性昆蟲，常在樹幹上吸食汁液。卵、幼蟲、蛹
都生活於腐葉下土壤裡。 

26 永澤黃
斑蔭蝶 

是 3 褐色翅膀，上翅腹面有 3 - 4 枚眼紋，下翅腹面有 8
枚眼紋，翅膀腹面有一條米白色斜帶貫穿上下翅，雌
蝶米白色帶較雄蝶寬而明顯。本種分布於平地至低中
海拔山區，常見於陰暗的樹林內，幼蟲以禾本科之桂
竹寄主，成蟲喜歡吸食竹液、糞便、腐果，為常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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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類。 
27 青帶鳳

蝶 
是 3 翅膀表面黑色，展翅時有一條水藍色的橫帶斑紋橫跨

全翅，後翅近外緣有眉狀斑紋排列，尾突不明顯，翅
腹面也有青帶斑紋但後翅近肛角區域具紅斑。本屬 4
種，本種又稱青鳳蝶，普遍分布於平地至低海拔山
區，喜歡訪花或群聚於潮濕的地面吸水，飛行迅速。
幼蟲寄主樟、肉桂等植物，初齡黑色漸漸轉為褐色、
綠色，終齡後胸體背有一條黃色橫紋，頭胸左右側各
有 3 枚藍色光澤突棘，腹端有一對叉狀突起，蛹為帶
蛹，綠色，體背有 4 條黃色縱紋，成蟲全年可見，常
見路邊的野花吸食花蜜，習性靈敏，飛行快速。 

28 紅蛺蝶 是 3 前翅面端部黑色有 2 列白色的斑點，近基部橙紅色，
有 3 枚黑色大斑排列斜向，近後緣及後翅近基部為暗
褐色，近 翅緣橙色具黑色斑點排列，翅腹面深褐色
有雜色斑塊， 雌雄差異不大。本屬 2 種，本種又稱
大紅蛺蝶，分布於平地至低中海拔山區，幼蟲食草為
苧麻、蕁麻及榆科等植物，成蟲全年可見，常見於寬
敞的草原，飛行迅速，喜歡吸水訪花吸蜜。 

29 銀紋淡
黃蝶 

是 3 粉蝶科，本種有二型，無紋型和銀紋型，銀紋型後翅
腹面中央有 2 個緊鄰的紅色小圓斑，翅脈發達，雄蝶
顏色較深，雌蝶較淺。本種有淡綠色與黃色個體，有
些個體斑紋變異大，普遍分布於低海拔山區，常見於
豆科植樹的樹幹上訪花，尤其中、南部或東部地區豆
科的行道樹上有上千隻淡黃蝶飛舞，十分壯觀。 

30 姬波紋
小灰蝶 

是 3 體型為小型蝶種，雄蝶翅膀表面為略帶金屬光澤的紫
褐色，雌蝶翅膀表面為黑褐色，上翅中央部位密生藍
色金屬光澤鱗片，翅膀腹面雌雄斑紋相同，但雄蝶底
色為淡灰褐色，雌蝶為黃褐色。前翅中央有水藍色斑
紋，翅腹面有白色波浪條紋，有白色邊緣的褐色波浪
狀斑紋。前、後翅外緣各翅室有白色圈狀紋路，後翅
尾部有 2 個澄色和黑色所組成的假眼和細長的尾狀
突起。 
分布於全島平地與低海拔山地區，是常見的種類。成
蝶喜歡訪花和吸水，常見於潮濕的地面或溪邊喝水，
幼蟲食草為鴨腱藤和金合歡等豆科植物花苞。 

31 小小灰
蝶 

是 3 小灰蝶科，為臺灣產小灰蝶最小的種類，雄蟲翅膀表
面黑褐色，近基部處有藍紫色光澤，雌蝶灰黑色不具
光澤，翅腹面淡褐色，斑紋近似沖繩小灰蝶但本種線
條和斑點較細，其中以前翅腹面前緣中央偏翅基處有
2 枚深黑色的斑點與其它近似種有別，為辨別的依
據。本屬一種，本種又稱迷你藍灰蝶、迷你灰蝶，分
布於平地至低海拔山區， 北部較少，中、南部較普
遍，如墾丁地區則為優勢種，數量很多。幼蟲寄主馬
櫻丹、賽山藍等，成蟲全年可見，喜歡訪花。 

32 臺灣三
線蝶 

是 3 蛺蝶科，觸角黑色，端部黃褐色，翅膀表面黑褐色，
展翅時有有 3 條白色橫帶，其中前翅的橫帶為近似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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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最細，又稱細帶環蛺蝶，後翅有 2 條橫帶，翅腹面
黑褐色也是近似種中最深 。本屬有 16 種，本種分布
於低海拔山區，幼蟲以臺灣朴、山黃麻、菊花木、波
葉山螞蝗、水黃皮、葛藤等植物寄主，卵和幼蟲體表
褐色，成蟲喜歡訪花，吸食腐果及樹液。 

33 紋白蝶 是  3 翅膀白色，前翅端有一枚黑色大斑，翅面中央有 2 枚
醒目的黑色斑點，後翅緣無黑斑。紋白蝶的幼蟲，農
友俗稱「青蟲」或「菜蟲」，青綠色軟綿綿的幼蟲喜
愛取食甘藍、油菜、蘿蔔、薺菜等十字花科的植物，
被啃食過的葉片呈現缺刻狀，並留下黑綠色糞便於葉
面上，造成經濟損失，但成蟲僅吸食花蜜，蜜源植物
為馬櫻丹…等，不會直接對作物造成為害。時序進入
春天時常常在菜園裡可看到白色蝴蝶翩翩飛舞的景
象。 

34 姬小紋
青斑蝶 

是  3 翅膀黑褐色具淡青色長條斑，腹面長條斑紋白色，雌
蝶翅膀較雄蝶寬，雄蝶下翅近肛門處有黑褐色之性
斑，幼蟲食草為鷗蔓等植物。普遍分布於平地至低中
海拔山區，飛行緩慢，活動於林緣、陽光下，常可見
成蝶於溪邊、潮濕地面吸水，或於花叢附近活動，吸
食花蜜，尤其熱愛菊科植物花蜜。所以常常可以在公
園、學校蜜源植物上發現他們。 

35 小波紋
蛇目蝶： 

是  3 雄蝶雙翅背面底色皆為褐色，前翅外側近翅端有一枚
明顯眼斑，後翅則有兩枚眼斑，有些個體會有另外一
枚小眼斑。翅腹面密佈黃白色波紋。雌蝶翅背面底色
稍淺，且前翅背面的眼紋較大。普遍分布於全島平地
到 2000 公尺左右的山區，以及綠島、蘭嶼等離島。
幼蟲取食禾本科的早熟禾等植物。成蟲於多種環境中
活動，如闊葉森林內、森林邊緣、草原、荒地等，飛
行緩慢；喜歡訪花，也會吸食地面或岩壁上的水分，
是常見又好認出的蝴蝶種類。 

(四) 水庫周圍可見之自然景觀 
36 觀景臺 是  3 可從觀景臺上居高臨下，飽覽一望無際的水庫美景，

看湖面風光，在陽光閃耀水面波光粼粼，水底石頭清
晰可見，白鷺鷥滿天飛舞、鷿鷉湖中嘻戲，配上翠綠
的草坡，以及遠山層疊，美麗如畫，可遠眺五指山、
鵝公髻山。 

37 環庫道
路 

是 3 視野適當處，可瀏覽整個水庫美景及各水庫設施，沿
路可欣賞油桐花外，也可觀察到許多動植物，在地植
物、昆蟲、爬蟲類、兩棲類、鳥類等豐富生物資源和
諧共生。 

38 思源亭 是 3 可以站在涼亭裡，眺望遠方的水庫風光外，也富有多
樣性生物聚集，有許多蝴蝶、鳥類、昆蟲聚集。 

39 木棧道 是 3 木棧道內保留原有的在地植物，當微風吹過，桂竹葉
沙沙舞動，蝴蝶翩翩起舞，時有蟲鳴鳥叫，伴隨著民
眾腳步。 

40 集水區 是 3 在寶二水庫的集水區內，孕育了許多重要的生物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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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環境資源
群別及項

別 

是否適
作為環
教資源 

適合教
案類別 資源特性說明 

源，有油桐花、桂竹、相思樹、樟樹、植物群落交錯
的生態環境，維持原來的風貌，吸引眾多昆蟲、哺乳
類、兩棲爬蟲類和鳥類到此覓食繁殖，包括：臺灣藍
鵲、翠鳥、竹雞、小白鷺、鍬形蟲、獨角仙、灰鶺鴒、
白腰文鳥、灰喉山椒鳥、金背鳩、五色鳥等，蘊藏了
大自然的盎然生機，用豐富的動植物資源和充滿生機
的綠意美景，吹奏起和諧自然生態之歌，向世人演繹
人、水、生命，和諧共生的精彩樂章。 

三 古蹟、文物 
1 老仙爺

廟及老
樟樹搬
遷 

是 4 老仙爺廟為寶山四鄉鎮(北埔、峨嵋、寶山與竹東)的
信仰中心，信徒數萬。因老仙爺廟原址地處「寶二水
庫」淹沒區，因此遷移於現址。老仙爺廟在搬遷的過
程當中，為尊重當地居民的信仰，寶二水庫管理中心
將此搬遷議題列為重要的事項來討論，除了邀請當地
的村里長、仕紳一起來討論外，經過若干次的討論，
選定新的廟址，擬定搬遷重要程序，並徵得神明及在
地重要人物的同意後，並起辦大型的法會儀式後，再
依程序逐一搬遷。 
在此過程同時，也將數十座未來將泡於淹沒區中的土
地公廟及老樟樹也一併遷移；這就是寶二水庫在興建
的過程當中，為了水資源保育也同時兼顧民間信仰及
自然保育的值得大家重視及討論的重要議題。 

 

三、 寶二水庫地理位置及鄰近旅遊景點 

(一) 寶二水庫地理環境 

新竹縣位於臺灣本島西北部，北連桃園市，南銜接苗栗縣，西為臺灣海峽，

東鄰雪山山脈、大霸尖山。新竹地區古稱「竹塹」，遠在漢人入墾之前，即為原

住民道卡斯平埔族、賽夏族、泰雅族世代聚居之地。寶山舊稱「草山」，係源於

清領時期漢族先民因本區丘陵雜草叢生、人煙罕至而命名。 

寶山鄉位於新竹縣西南方，東以竹東鎮毗鄰，西連接新竹市香山區，南與北

埔、峨眉兩鄉及苗栗縣之頭份鎮等地為鄰，北與新竹市接壤為界。寶山鄉地勢屬

於東高西低、南高北低，海拔標高在 250 公尺以下，山巒叢疊，平地稀少，東西

丘陵起伏，綿延至南面油田及三峰二村之間，平均坡度約在 30 度以下，屬於丘

陵區。坡度平緩，平均坡度在 35%左右，海拔高度在 50 公尺以下的河谷地區約

佔全鄉面積 2.8%；海拔高度在 100-300 公尺之間的地形則佔全鄉面積的 97.2%。

河川分別屬於頭前溪集水區；南邊地勢最高的峰三峰以東，為大埔水庫上游集水

區，屬峨眉溪流域，是中港溪流域的一部份；北部廣大地區則是屬於客雅溪流域，

向北匯集成客雅溪。寶山鄉水資源豐盛，是新竹都會區重要的水資源供應地，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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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寶山、寶二水庫風景區，使寶山成為未來新竹科學園區三的主要供水來源。 

寶二水庫位於新竹縣寶山鄉山湖村，總面積約 163.83 公頃 (不含通達道路)，
屬中港溪水系峨眉溪支流石井溪上游。 

 

 

圖 5 寶山第二水庫地理位置 

(二) 寶二水庫交通位置 

寶二水庫管理中心地址：新竹縣北埔鄉埔尾村埔尾 34 之 8 號，設有免費停

車場。前往之交通方式有自行開車、搭乘大眾交通工具等。 

1. 自行開車 

寶二水庫鄰近之交流道包含竹林交流道、寶山交流道及新竹系統交流道；

快速道路以東西向快速公路南寮竹東線，串聯南寮漁港至竹東鎮；台 3 線則行

經寶二水庫南側，串接竹東鎮及北埔鄉，為竹東民眾前往水庫及北埔老街主要

道路。其路線如下： 

(1) 南下往寶二水庫行經路線： 

由國道三號 90Km 竹林交流道下左轉（往竹東），接富林路二段行駛

3.4Km後右轉往竹東方向，接竹林大橋行駛 1.2Km左轉，接北興路行駛 2.8Km
至榮民醫院右轉，接台三線行駛 7.0Km 經北埔老街至台三線 82.5Km 右轉往

科學園區，接竹市 3 線行駛 1.5Km 經鴻福球場後右轉就可以看到管理中心。 

(2) 北上往寶二水庫行經路線： 

由國道三號 98Km 寶山交流道下右轉（往寶山村），接大雅路後至大坪

路左轉，行駛 2.2Km 於寶山路二段右轉，行駛 2.2Km 經雙胞胎井左轉，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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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行駛寶山路一段 2.2Km 後可以看到管理中心。 

 

圖 6 寶山第二水庫周邊路線圖 

2. 大眾交通工具 

(1) 臺鐵： 

搭乘至新竹站或北新竹站，轉乘(內灣線)至竹東車站，由竹東車站轉搭

計程車約 16 分鐘即可到達。 

 

圖 7 臺鐵新竹內灣/六家線 

(2) 高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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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乘至新竹站，轉搭計程車約 25 分鐘即可到達；亦可搭乘至新竹站，

透過 2 樓通廊直接到臺鐵六家車站轉乘(六家線)至竹中站，再轉乘(內灣線)
至竹東車站，由竹東車站轉搭計程車約 16 分鐘即可到達。 

(三) 鄰近旅遊景點 

寶山鄉早期屬客家人口集居鄉鎮，是充滿客家精神的典型農村聚落與生活文

化。其中「奉茶」文化為客家人好客精神之展現，早期先民居住在偏遠山區都是

倚靠人力，將農產品、薪柴挑往新竹販售，回程則挑生活物品回家，經常感到疲

憊口渴，因此附近善心人士則發起有錢出錢，有力出力設置「茶亭」，以大陶缸

為茶缸，每天煮茶、擔茶、奉茶，提供茶水給予行經的路人，拂去旅人趕路的疲

憊，也展現出客家人的熱情好客、互相體恤的善念。 

隨著時代環境變遷，茶亭早已沒落，為保留客庄這項傳統美德，寶山鄉鄉公

所爭取經費，整修 6 座茶亭，分別是尖山茶亭、板古茶亭、老櫸木茶亭、三峰茶

亭、石坪茶亭以及高鐵茶亭，延續客庄精神，展現濃濃的人情味。 

 

圖 8 寶山第二水庫周邊景點 

1. 碧湖吊橋 

寶山水庫於 74 年興建完工，過去無全面徵收，附近仍有民眾居住，早期

經地方政府增建 2 座吊橋(寶湖、碧湖)及鋪設環湖步道(全長 1468 米)，吊橋橋

面上鋪著古樸厚實的枕木及用石砌的橋墩，兩橋互映橫跨水庫上頭，有著群山

環繞、潭水碧綠的美景。 

碧湖吊橋是一座可供車輛通行的吊橋，為民眾及運輸農產品的必經要道，

入口處設有門架限寬限高皆 2.2 米，橋寬 2.5 米，長 88 米，因長期擔任重要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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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橋梁角色，橋齡近 20 年，鋼索有腐蝕情形已不堪使用，在安全堪憂之下，

於 95 年 6 月完成整修工程。 

2. 寶湖吊橋 

寶湖吊橋橋身狹小，只能供行人使用，橋寬 1.2 米，長 172 米，於 97 年 6
月完成整修工程後，維持著優美的景觀，放慢腳步佇立橋上，可見靜謐湖水之

美景。 

3. 沙湖壢藝術村 

沙湖壢藝術村位於新竹縣寶山鄉山湖村與寶山水庫旁，以推廣藝術生活化

為宗旨，賦予年輕藝術家展演平台，辦理近兩百場藝文展演活動，免費提供前

來民眾之參與。早期生活困苦，處處種植南瓜(金瓜)維生。水土保持常被忽略，

大雨後，小溪婉轉，浮沙處處，故名「沙湖壢」，為寶山山湖村舊地名。藝術

村內共有三棟舊建物，包括最早於日據時代興建的磚造平房，距今已七十多年

歷史；另外兩棟建築物為民國七十年水利處為興建寶山水庫所搭蓋之工務所。

園區內設有咖啡廳，其餐點結合寶山鄉之農作物，在不同季節推出不同風味之

主題餐點。 

4. 雙胞胎井 

新竹縣寶山鄉寶山村為全國雙胞胎比例最高的地區，根據地方耆老分析，

是相傳村民因為常年飲用村內的一口古井之井水所致，地方耆老也認為楓橋附

近還有風水上稱為「牛眠穴」的地方，會讓母牛喝水後很會生小牛、人自然也

很會生雙胞胎，曾有日本 NHK 電視台派員來台採訪，特別製作「一口神奇的

井」專訪，因此寶山鄉雙胞胎井的名稱，就此傳播開來。 

5. 油田社區 

寶山鄉油田社區是純樸的客家聚落，以推廣玻亮、柑甜、橄欖香為主，大

多數居民以種植柑橘類果樹為主要作物，務農生活儉樸，刻苦耐勞，且社區內

有三位玻璃霓虹藝術裝置老師，設有 DIY 工作室，由社區特色景點結合寶山

鄉，打造慢遊田、趣油田的夢想休閒生活社區。 

6. 橄欖先生 

新竹縣寶山鄉以獨特的天然環境與氣候，孕育出臺灣特有優良品質的綠橄

欖品種。從培育橄欖苗，到成大樹、開花、結果，甚至產品的研發、包裝材料

選擇印刷等等，每個環節都由橄欖先生親自參與，並成立新竹縣寶山鄉全台唯

一的橄欖產銷班，民國 77年更獲得「全國十大傑出農村青年」的殊榮，30餘

年來投入橄欖培育與研發，將橄欖事業帶入生物科技領域，讓產業結合傳統與

現代，有橄欖粉、橄欖茶、橄欖油、潤膚油、橄欖軟糖等特有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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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北埔老街 

清朝時的北埔老街，就是北埔最熱鬧的商業中心，稱之為上街與下街，而

兩旁街屋為大正式的牌樓建築，目前隨著時代變遷，許多店家已重新改建建築，

但是在北埔慈天宮廟宇前的交接處，仍留有 3 至 4 棟當時的舊貌建築。北埔雖

為一個小鎮，但卻保留許多當地文化、歷史古蹟，如一級古蹟金廣福、姜家天

水堂、姜阿新故宅，與三級古蹟慈天宮。有北埔柿餅、蕃薯餅芋仔餅、膨風茶、

客家菜脯、酸菜福菜、擂茶、苦茶油等產品。 

8. 蕭如松藝術園區 

蕭如松(1922~1992)老師為新竹縣北埔鄉人，自民國 39 年起，任教於新竹

縣地區近四十年，一絲不茍的教學作風及規定上課前要打掃教室的「蕭氏美術

課」，讓所有受教過的學子印象深刻。儘管在 40 年代台陽美展中，已展露過人

的構圖天分與驚人的用色技巧，但從未停止閱讀、研究、吸收西洋美術的觀念；

不斷自修苦學揣摩印象、立體、野獸等藝術作品，並融合傳統東方書法的線條

與筆觸，創出獨樹一格的繪畫風格。然自一九九二年蕭如松老師去世，其故居

長期呈現無人管理狀態，十數年的閒置、荒廢，歷史處所儼然成為廢墟，令人

惋惜！新竹文化局一向視文化資產的保存為職志，有鑑於蕭老師一生在藝術及

教育的貢獻卓著，足以為國人之楷模與表率，而「蕭如松故居」不但是蕭氏過

去儲放個人物品之私人空間，同時也孕育其藝術生命的重要溫床。蕭如松藝術

園區保有相當完整之日據時代建築特色及庭園風貌，且將蕭老師之故居完整保

存並重現在世人眼前。 

9. 竹東林業展示館 

日據時代曾因天然氣、水泥、玻璃帶動竹東地區繁榮，竹東又因交通便利、

水電充沛、都市計畫工業地廣大，漸漸成為「木材的集散中心」，大量的工程

技師與製材商、伐木工人匯集於此，讓竹東成為一個商賈往來、人車絡繹的木

材小城；民國四、五十年代更與豐原、中壢成為臺灣三大鎮。 林業展示館原

為新竹林區管理處竹東工作站，始建於民國 32 年，為植松材木竹東出張所，

至今約 60 年之建築，充滿日式古味的木造建築與庭院，有鑑於林業對竹東歷

史的影響並保存其建築，展示館內保留許多的史料及歷史照片。 

四、 環境教育課程方案發展 

(一) 環境教育課程發展規劃 

環境教育課程發展的歷程包含資源盤點、課程產出與修正、試教與修正、教

學人員培力，如圖 9，詳細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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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課程發展歷程 

本團隊針對寶二水庫及其集水區之環境教育據點，透過蒐集各據點之環境生

態及特色資料，經現地勘查進行據點之相關資源盤查整合，彙整分析場域內各據

點之特色，作為規劃設計環境教育課程方案與教材教法之素材。目前初步規劃發

展出適合各類參訪對象及能呈現環境教育場域特色之環境教育課程活動方案架

構，有「水的來龍去脈、淡水資源保育的重要性及如何保育淡水資源」、「水庫設

施體驗教案」、「寶二水庫的環庫步道及思源亭的周圍動植物景觀教案」、「寶二水

庫老仙爺廟的在地傳奇故事及古蹟保存教案」等四個活動教案，每套課程不少於

4 小時，將教學對象區分為一般成人、國中及國小。初步規劃之課程架構及內容

如表 3： 

表 3 寶二水庫-環境教育課程架構表 

課程活動方案名稱 子項課程名稱 
各個課程或子課程的

實施年段 

水的來龍去脈、淡水

資源保育的重要性及

如何保育淡水資源 

子課程 1-小水滴旅行：淡水資源

的重要性 
國小高年級 

子課程 2-水資源調度對策評估 高中以上學生，及一

般民眾 

水庫設施體驗 

子課程 1-認識水利設施及功能 
子課程 2-水庫水利設施體驗 
子課程 3-水庫水利設施所在地點 
猜猜看 
子課程 4-圖卡及水利設施名稱對

對碰遊戲 
子課程 5-以圖卡來進行水庫水利

設施的接龍遊戲 

高中以上學生，及一

般民眾 

環庫步道及思源亭的

周圍動植物景觀 

子課程 1-環境資源認識 
子課程 2-物種尋寶記：戶外探索

課程 
子課程 3-物種尋寶記：室內圖卡

及物種名稱對對碰比賽 

國中以上 

 107 年 1 月~3 月 

 軟硬體資源盤查 

 生態調查 

 107 年 8 月~12 月 

 學員、講師回饋 

 

 107 年 4 月~8 月 

 擬定課程方案、架構 

 專家學者審閱 

 108 年 1 月~108 年 6 月 

 增能課程培訓 

 教案演練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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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活動方案名稱 子項課程名稱 
各個課程或子課程的

實施年段 

老仙爺廟的在地傳奇 
故事及古蹟保存 

子課程 1-老仙爺廟故事傳奇 
子課程 2-利用視聽媒體進行故事

解說及有獎徵答 
子課程 3-老仙爺廟搬遷及文物古

蹟保存之討論 

國小中年級以上 

為了讓課程運作機制，更加完善，邀請「課程發展委員會」專家學者，根據

初步發展的 4 個課程方案，檢視這些資源設施與環境教育課程方案的連結，以及

實際應用是否合理，確定整課程方案所需資源，逐項進行討論。 

善用寶二水庫內部人員及志工的教學能力，針對課程進行發展，陸續邀請附

近地區學校師生、民眾、機關團體、以及企業員工，蒞臨本環教場域參與課程方

案試教，並針對不同學習對象進行不同之學習內容，經過培訓工作坊試教後，並

透過回饋意見表以及課程活動單，給予各個課程意見。並根據試教的結果及參與

夥伴所給的意見，再度召開專家課程發展委員會，再次檢視這些資源設施與環境

教育課程方案的連結，以及實際應用是否合理，看是否有哪些環境資源設施與環

境教育課程方案，應該要刪修或是要新增，進行課程活動方案修正，並確認課程

活動方案。 

(二) 課程場域設施規劃 

整個寶二水庫管理中心建築相當的新穎，建築物使用、防災相關的問題相對

較少。目前各活動場域規劃，如下： 

1. 寶二管理中心 
將規劃為環教館，作為環境教育的主要場地，一樓大廳展覽設施結合環境

教育，增加水庫集水區流域、水庫儲水及保育設施、動植物及自然景觀掛圖展

示，結合擴增實境(AR) 展示影片，可透過手機或平板電腦，進行體驗互動式

導覽教學，讓學習者充分掌握更多環境知識，感受與寶二水庫虛擬互動的樂趣，

並在最後可以做出友善環境的決定。並規劃設置水的來龍去脈，小水滴的旅行

之體驗課程教材。包括： 
(1) 利用圓餅圖來呈現，地球上可用的淡水資源只佔全部地球水資源的 0.75 %，

然後依此做成轉盤讓學員來玩，看是不是很容易用手指點到可用的淡水資

源的部分，以代表可用淡水資源的稀有性及珍貴性。 
(2) 以 100 瓶不同顏色的礦泉水，分別標示 97.5 瓶是海水，1.75 瓶南北兩極

的冰帽及高山的冰河，0.75 瓶是可用的淡水資源。 
(3) 以寶二水庫附近地區的流域地形，來呈現寶二水庫、周遭的水利設施、值

得參訪的景點，以及稀有動植物所在的位置。 
(4) 將設置以水資源保育設施及自然資源之體驗為主題，拍成擴增實境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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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放在電腦上，透过大型電視供民眾體驗。 
館後方長條型水道，利用此一長條水道規劃設計改建為適合參訪者體驗的

水工及水利體驗設施。包括： 
(1) 以浴缸模擬水庫，並在適當位置標有水位高度， 讓學員利用各種方式來

估算水庫(浴缸)內，可以容納的水量。最後再以水庫內不同高程的所圍的

面積，再乘以高程差的累積，來計算水庫可容納的總水量。 
(2) 在水庫上方利用各種方式做出各種不同的地形特色，包括：森林地形、草

地、裸露泥土地、以及水泥地，再以模擬強降雨的狀況來進行澆淋，來觀

察各類土地的水與土的保持狀況為何？ 並加以討論。 
(3) 於水道的適當地點設置一巴歇爾水槽，並說明此一水道設置的目的及功

能。 
(4) 於水道的直線距離處，設置漂浮物隨水流流動的水流流速量測之體驗設

施。 

2. 環庫步道 
沿著環庫步道所見到的水庫壩體、水利設施、動植物生態、老仙爺廟及景

點，結合擴增實境(AR) ，進行手機 APP 導覽互動。更可結合寶二水庫摺頁及

解說人員導覽，以利於一般進行休閒活動之民眾，更了解寶二水庫，喚起社會

大眾對水資源生態及環境保育之重視，共創優良豐沛的水環境。再搭配 Google
圖台結合周邊景點進行旅遊導覽，發展寶二水庫環境教育與社區觀光之旅，朝

向永續經營利用之目標邁進。 

五、 目標及營運管理策略 

(一) 短期營運目標 

為落實環境教育設施場所的發展，先擬定了短期目標，藉由寶二水庫環境資

源的篩選、專業的設施設置與解說、人力資源整合、有效的經營管理等，打造適

合各類對象的學習環境，以提供更好得環境教育課程，將強化水庫安全性、必要

性、及水資源保育之教育推廣，並透過優質的環境學習中心的四大要素加以落

實。其未來短期營運目標及敘述如下： 

1. 短期(1-2 年)：  
(1) 推廣 2-4 小時的環境教育預約方案。 
(2) 招募、培訓環境教育志工人員，人數逾 20 人。 
(3) 與鄰近竹科、學校形成夥伴關係。 
(4) 與周圍場域形成策略聯盟合作夥伴。 
(5) 結合在地學校、社區、NGO 團體、新竹科學園區企業辦理環境教育推廣

活動。 
(6) 針對正職人員及志工進行增能輔導。 
(7) 成立環境教育行動方案的推動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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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成立課程發展委員會。 
(9) 優先提供鄰近鄉鎮學校及竹科，每年 4 小時環境教育服務。 
(10) 建立教學運作機制進行課程改善，並充實教學內容。 
(11) 規劃建置及維護寶二水庫環境教育平台網。 
(12) 進行環境資源盤查、維護改善，包括：擴增水資源、自然生態、文化等資

源。 

(二) 營運管理策略 

1. 招募環境教育夥伴團隊 

為促使寶二水庫作為未來環境教育場域的參與夥伴可以更多元及普及，所

以本團隊將訪視在地及鄰近鄉鎮之政府單位、學校、科學園區、NGO 團體，一

方面，了解是否有環境相關專家學者，或是環境教育熱心人士，(107 年度)邀請

上述夥伴一起參與本計畫之夥伴團隊，建立夥伴關係，並在相關會議邀請其列

席指導，包括：北埔國小、寶山國小校長、主任及退休教師，及在地耆老等；

二方面，(108 年度) 讓民眾認同、瞭解寶二水庫發展環境教育的重要性，吸引

民眾願意加入寶二水庫志工團隊，並設法將在地的人力資源組成寶二水庫的志

工團隊；三方面，鼓勵志工夥伴申請環境教育人員認證，增加專業知識、態度、

技能，讓志工服務充滿意義、吸引力與價值；四方面，再與周圍場域形成策略

聯盟合作夥伴，共同推廣環境教育活動，提升經濟效益。讓環境教育場域發展

更專業化。 

針對內部同仁、志工解說團隊與策略聯盟夥伴，建立一套志工培訓報名流

程，於107、108各年度各舉辦兩場「員工及志工環境教育基礎培訓課程工作坊」，

培養環境素養，精進環境教育知識、態度、技能及價值觀，強化水庫安全性、

必要性、及水資源保育之觀念。 

2. 擬定場域經營策略 

(1) 本團隊針對上述各位夥伴在會議中所提之建議，訪視時之回饋意見，或是

問卷調查之結論，開始規劃寶二水庫作為未來的環境教育設施場所之經營

管理規劃書，包括：短中長期的經營策略及方針，及申請認證時，必要提

供文件等之說明。 
(2) 環境教育場域之短中長期經營策略及方針，包括：A.本環境教育場域未來

正式營運後，將採結合環境教育志工團隊+自營方式，或是委外BOT經營，

B.來訪民眾是否收費，C.未來中長期環境教育課程之精進策略，D.志工招

募及培訓計畫。完成經營管理規劃書之規劃，於議價後 5 個月內，將初步

完成之經營管理規劃書，並送交北水局審議。 

107 年度以環境教育場域短期營運規劃為目標，首先考慮如何讓環境教育場

域得以順利通過認證，考慮由北水局每年編列一定的營運費用，配合志工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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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自營的方式來營運；參訪者或参訪單位可以透過網頁平臺申請前來參訪，以

達到一定解說人員負荷量、環境承載量之管控。 

目前為推廣環境教育初期，為能順利推動中、長期目標進行，應優先提供

寶二水庫周邊鄰近鄉鎮學校(寶山、竹東、北埔、峨眉)及竹科，每年 4 小時環境

教育服務，並規劃建置屬於寶二水庫的環境教育資源網，讓民眾透過網頁平台

申請前來參訪，也可讓無法參於環境教育活動的民眾，能透過網站資料的內容

提供瀏覽學習，並搭配寶二水庫辦理活動資訊，進行社群網站之更新維護，逐

步宣傳。 

108 年度至 109 年度進行環境教育場域認證，並規劃擬定中長期的營運目標，

可以參照其他環境教育場域的經營策略及模式，並考慮本場域的交通便利性、

來本場域參訪的人數、初步營運的成效，透過專家委員會，與北水局夥伴開會

討論，以決定後續的營運方式。 

六、 設施維護及環境負荷 

(一) 環境與設施之維護 

為確保寶二水庫各項設施、安全措施保持良好之運作功能，定期辦理檢查維

護事項，如下： 

1. 定期辦理寶二水庫大壩和附屬設施各項設備之檢查維護。 
2. 寶二水庫固定進行魚類資源調查與水質環境監測，以瞭解物種概況與水源品

質。 
3. 定期檢查會議室桌椅、電腦、投影機、錄放影機、會議通話等相關設施。 
4. 定期檢修及更新教室內教具及材料。 
5. 每年編列預算修繕室內外硬體設施。 
6. 定期檢查與修繕告示牌、景觀設施(包含導覽告示牌、安全防護告示牌、觀

景平台、景觀步道、扶輪公園…等)。 
7. 寶二水庫定期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船舶意外責任險。 

(二) 環境乘載量評估 

1. 環境教育服務 

寶二水庫為維護學員學習品質與活動空間的舒適度，提供良好的環境教育

服務，並針對場所人力接待、設施資源使用、環境負荷等限制，參訪預約課程

採線上報名系統，以參訪之日期、時間順序為主，若遇衝突將進行雙方協調溝

通，以達到一定的解說人員負荷量、環境承載量之管控。目前規劃環境教育課

程活動人數為 30 人，每月約 2 場次，預估每年提供環境教育服務約 700 人，其

課程配置 2 名環境教育講師及 1-2 名志工，協助進行課程教學與安全，至少保

持講師及志工師生比例為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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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寶二水庫環境教育活動場地列表 

活動場地名稱 可容納人數 

1F 大廳展覽設施 40 

2F 多媒體影音會議室 50 

環教館後方水資源設施 40 

老仙爺廟、扶輪公園 80 

2. 設施資源 

寶二管理中心大樓 1F~3F、RF 總樓地板為 1226.32 平方公尺，館內設有獨

立男女廁所各 2 間、淋浴含廁 1 間，其男廁大便器共 4 座、小便器共 6 座，女

廁大便器共 4 座，淋浴含廁大便器共 1 座、淋浴共 1 間；周邊停車可容納 4 台

大客車、8 台小客車、10 台摩托車。 

扶輪公園、老仙爺廟區域範圍 15.9 公頃、興建範圍為 0.9787 公頃，設有景

觀步道、景觀亭 3 處、石桌椅 6 組、天然石座椅 12 座、廁所 1 處，其景觀步道

寬 1.6-2 公尺，總長 361.5 公尺；廁所男女各 1 間，男廁大便器共 2 座、小便器

共 4 座，女廁大便器共 3 座；周邊停車可容納 5 台大客車、20 台小客車、20 台

摩托車。  

七、 財務計畫 

目前為推廣環境教育初期，預約進行環境教育導覽、課程暫不收費，需於參

觀前兩週，以課程預約線上服務系統進行預約及電話洽詢確認相關事宜。未來將

考量寶二水庫場域的交通便利性、來本場域參訪的人數、營運的成效，由北水局

每年編列一定的經費來經營管理該場域，以穩定營運為主，建立課程收費機制，

針對環境教育課程酌收合理的教材教學費用，建立使用者付費機制。寶二水庫環

境教育每一年財務經費概算表如下表 5 所示： 

表 5 寶二水庫環境教育每一年財務經費概算表 
經費項目 收入 支出 備註 

北區水資源局編列經費 1,000,000   
教學支出 
教案/輔助材料  200,000 開發教案延伸、修正、

輔助材料 
志工培訓、人員進修  100,000 增能工作訪或研習 
戶外參訪學習  100,000 環教場域參訪、交流 
維護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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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項目 收入 支出 備註 
軟硬體設施維護  140,000 體驗設施、網頁平台 
保險費用 
安全保險  75,000 1,500 人次*50 元/人 
推廣費用 
廣告文宣  120,000 手冊、文宣費、紀念品 
相關活動  85,000  
其他雜支 
志工誤餐、車馬費  15,000 50 場次*300 元/人(全

天) 
午餐費用  120,000 1,500 人次*80 元/人 
飲料點心  45,000 1,500 人次*30 元/人 

總計 1,000,000 1,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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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環境教育設施場所經營管理規劃書 

 

寶山第二水庫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資源整合認證

規劃之委託專業服務計畫(1/2) 

 

 

 

環境教育設施場所經營管理規劃書 
 

 

 

 

執 行 單 位：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計畫主持人：林明瑞 教授 

協同主持人：林鎮洋 教授 

曾鈺琪 助理教授 

專 案 助 理 ：陳怡雅、張惠閔 

 

中 華 民 國 一 ○ 七 年 五 月





 

 

一、 水庫設置目標、功能及周圍環境簡介 

近年來，新竹地區因高科技產業發展迅速，在人口不斷增長的趨勢下，供

應家用及公共給水與農業、工業、水力用水等與日俱增，經濟部水利署為能解決

新竹地區水源調度與用水困境，決定於民國 86 年 4 月開始興建寶二水庫，包括：

土壩壩體、溢洪道、取水塔、水源聯通管、越域引水路、及下游河道之整治，達

到供水及蓄水的功能，以解決新竹地區缺水之問題。 

寶二水庫位在新竹寶山、北埔山林之間，地處位於新竹縣寶山鄉山湖村，屬

於中港溪河系峨眉溪支流石井溪上游，為一離槽式水庫，以供應大新竹地區民生

用水與新竹科學園區工業用水為主，水源係引用頭前溪支流上坪溪（上坪攔河堰）

之餘水調節運用，總有效蓄水量 3,147 萬噸。取水方式利用頭前溪支流上坪溪之

上坪攔河堰取水，經沉砂池沉砂後，由越域引水路引入水庫調蓄利用(資料來源-
經濟部水利署水利規劃試驗所)。寶二水庫總有效蓄水量為 3,147 萬噸，雖然遠高

於寶山水庫的 504 萬噸，但由於大新竹地區的需水量大，又快速增加，縱使兩座

水庫同時來供水尚不足以因應。因此水利單位就把這兩座水庫以聯通管的方式進

行串接，供應寶山淨水場用水處理後，再供應大新竹地區約 54.5%的水量；其餘

剩下的需水量則由隆恩堰提供，經過新竹第一、第二及湳雅淨水場處理後再提供

給大新竹地區，約供應剩餘 39.3%的用水量。 

寶二水庫至民國 95 年 6 月正式完工後，提高了大新竹地區水資源之調蓄能力

與空間，每日可增加 28.2 萬噸的供水量，每年增加供水量 1.02 億噸，寶二水庫

配合政府推動振興經濟產業方案之政策，供應新竹科學園區 3 期擴建完成後所需

之用水，降低超限利用地下水，並配合區域均衡發展，提供新竹生活公共給水之

水源，且與隆恩堰及寶山水庫聯合運用，提高本系統之供水量，以達資源永續利

用與發展。 

寶二水庫周邊擁有豐富的林相資源，四周群山綠林環抱著水庫，充滿著自然

氣息，宛如深山之中的明珠，也因對自然生態景觀維護努力不懈，吸引了像是翠

鳥、竹雞、灰鶺鴒、金背鳩、五色鳥、小白鷺、白腰文鳥、灰喉山椒鳥等很多的

鳥類前來覓食、繁殖，其中包括了珍貴稀有的臺灣特有種「臺灣藍雀」等，使水

庫呈現自然的原始風貌及生物多樣性，每到油桐花盛開季節，環庫道路雪白落花

片片，細細聆聽鳥語，十分迷人，登上觀景臺欣賞湖面風光，陽光閃耀水面波光

粼粼，水底石頭清晰可見，白鷺鷥滿天飛舞、鷿鷉湖中嘻戲，配上翠綠的草坡，

以及遠山層疊，可遠眺五指山、鵝公髻山，美麗如畫，含有豐富的動植物景觀資

源。 

另外，沿著環庫道路可以走到「老仙爺廟」，是寶山四鄉鎮(北埔、峨嵋、寶

山與竹東)的信仰中心，在當地的傳奇故事中，老仙爺廟是供奉一位救苦的大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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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這個消息傳遍全鄉里，因為頗為靈驗，各地前往膜拜的民眾絡繹不絕。每年

農曆七月二十三日，救苦大仙誕辰，舉辦盛大慶典，四鄉民眾聚集，道路為之阻

塞，必須出動上百員警指揮交通。因老仙爺廟原址地處「寶山第二水庫」淹沒區，

才遷移於現址（沉沒在寶二水庫的仙爺廟（溪源洞），2017；劉還月，2014）。 

二、 申請環境教育設施場所的目標及願景 

由於北水局多年來致力於保護水源及水環境保育，使得寶二水庫周圍擁有相

當豐富的水資源保育設施及自然景觀資源，但因為長期受限於環境影響評估法及

自然保育之規範，僅限定為單一用途之水庫蓄水設施，並沒有廣泛開放提供給民

眾進行旅遊。而近年來因為《環境教育法》通過，經濟部水利署則積極響應政府，

則期望能將各地的水資源中心、水庫能設置為水資源保育環境教育場域，以利民

眾能夠了解水利單位如何保育及調配水資源，也讓各級學校師生可以增加環境教

育的場域，而民眾也可以增加休閒旅遊的去處。因此北水局乃希望可以將寶二水

庫及周遭的水利設施、水資源保育設施及自然生態景觀，能發展為環境教育場

域，以達成水利署對環境教育工作推動的期待。 

我國《環境教育法》已於 100 年 6 月 5 日正式實施。《環境教育法》成為各機

關、學校推動環境教育的重要依據。依據《環境教育法》第十九條之規定，機關

學校實施環境教育，得以環境保護相關之課程、體驗、實驗（習）、戶外學習…
等活動為之。而戶外學習應選擇以認證之環境教育設施或場所辦理。且各級主管

機關及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鼓勵、協助民營事業對其員工、社區居民、參訪

者及消費者等進行環境教育。因此能使政府機關、學校、企業員工及一般民眾能

有合適之環境教育認證場所得以實施環境教育；再者，在《環境教育法》第二十

條輔導與獎勵辦法中明訂，各級主管機關及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輔導民間運

用公、私有閒置空間或建築物設置環境教育設施、場所。 

為配合《環境教育法》推動並落實環境教育，根據《環境教育法》及「環境

教育設施場所認證及管理辦法」等相關規定，整合寶二水庫之水資源保育設施、

周圍之自然環境及在地文化古蹟資源，及規劃、設置寶二水庫管理中心及周圍環

境為未來環境教育場域，並申請場域認證。 

本團隊利用寶二水庫及周遭的水利設施、水資源保育設施及自然生態景觀，

規劃多元具寓教於樂之環境教育課程與活動方案-「水的來龍去脈、淡水資源保育

的重要性及如何保育淡水資源」、「水庫設施體驗教案」、「寶二水庫的環庫步道及

思源亭的周圍動植物景觀教案」、「寶二水庫老仙爺廟的在地傳奇故事及古蹟保存

教案」等教案及體驗設施，並藉由多樣性課程互動，來讓參訪者了解水及淡水資

源保育的重要性，水庫水資源保育設施的功能及扮演的角色，寶二水庫週遭動植

物物種及自然景觀，在地的人文傳奇故事，以及面臨文化古蹟或遺址搬遷時，所

遭遇到的問題及如何解決。以及規劃、研擬未來環境教育場域經營管理模式，並

辦理環境教育人員及志工培訓研習活動。利用優越的景觀特色，來導引民眾愛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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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喚起社會大眾對水資源生態及環境保育之重視，共創優良豐沛的水環境，亦

使水庫朝向永續經營利用之目標邁進。 

綜合以上，整合寶二水庫之水資源保育設施、周圍之自然環境及在地文化古

蹟資源，及規劃、設置寶二水庫管理中心及周圍環境為未來環境教育場域，同時

進一步建立北水局與環境教育推廣者之夥伴關係，進行環境教育參與者及其角色

分析、整合，增進北水局與環境教育專家學者、在地企業、社區、學校、民間團

體、長期良好互動環境教育發展交流，並撰寫環境教育認證申請書，提出申請場

域認證。 

三、 目標及營運管理策略 

(一) 短中長期營運目標 

為落實上述目標、願景的發展，乃擬定了短、中、長期目標，藉由寶二水庫

環境資源的篩選、專業的設施設置與解說、人力資源整合、有效的經營管理等，

打造適合各類對象的學習環境，以提供更好得環境教育課程，將強化水庫安全

性、必要性、及水資源保育之教育推廣，並透過優質的環境學習中心的四大要素

加以落實。其未來短中長期營運目標及敘述如下： 

2. 短期(1-2 年)：  
(1) 推廣 2-4 小時的環境教育預約方案。 
(2) 招募、培訓環境教育志工人員，人數逾 20 人。 
(3) 與鄰近竹科、學校形成夥伴關係。 
(4) 與周圍場域形成策略聯盟合作夥伴。 
(5) 結合在地學校、社區、NGO 團體、新竹科學園區企業辦理環境教育推廣

活動。 
(6) 針對正職人員及志工進行增能輔導。 
(7) 成立環境教育行動方案的推動小組。 
(8) 成立課程發展委員會。 
(9) 優先提供鄰近鄉鎮學校及竹科，每年 4 小時環境教育服務。 
(10) 建立教學運作機制進行課程改善，並充實教學內容。 
(11) 規劃建置及維護寶二水庫環境教育平台網。 
(12) 進行環境資源盤查、維護改善，包括：擴增水資源、自然生態、文化等資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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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期(3-4 年)：  
(1) 再新增 3 名寶二水庫環境教育人員，並取得環境教育人員認證。 
(2) 持續培訓環境教育志工人員，人數逾 30 人。 
(3) 持續辦理教師研習，並邀請學校教師與環境教育人員合作推廣寶二水庫環

境教育活動。 
(4) 寶二水庫正職、約聘人員每年進行環境教育 4 小時以上研習。 
(5) 至績優的環境教育設施場所進行觀摩學習。 
(6) 串聯鄰近社區、景點形成策略聯盟，以推動環境教育。 
(7) 持續更新環境教育課程活動方案。 
(8) 持續更新環境教育平台。 
(9) 分析參訪者的學習單及回饋單，並據此調整課程方案。 

4. 長期(5 年後)：  
(1) 持續培訓環境教育志工人員，人數逾 40 人。 
(2) 定期規劃、舉辦大型環境教育活動，以增進人員及志工之水資源保育及環

境教育知能。 
(3) 持續招攬竹科園區工程師及附近學校退休教師，並培訓為志工講師。 
(4) 持續辦理教師水庫及水資源保育教育研習，以利其對學生進行教學。 
(5) 持續針對場域課程內容進行改善，使課程及教學更為精進。 
(6) 結合在地特色，連接附近產業文化，發展地方特色產品。 
(7) 將寶二水庫環境教育活動推廣於校園及竹科園區。 
(8) 思考來訪及參與課程活動是否收費。 
(9) 持續更新環境教育平台。 

四、 環境教育場域之經營 

(一) 場域特色及內涵 

寶二水庫於民國 95 年 6 月正式完工後，為保障大新竹地區水源供應及供給水

之水質，依照 97 年 3 月經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公告為本水庫及周圍蓄水範圍為

「水庫集水區」，為防止水庫水質遭受污染，應避免外人進入活動及垂釣，並於

水庫重要設施地區設置必要之安全管制（如設置圍籬及鐵門等），沒有開放提供

給民眾大規模的旅遊行程。而因《環境教育法》通過，便思考將寶二水庫現有的

環境資源與組織內部人員的專業知識、技能，分別規劃帶入環境教育場域的三大

特色，為水資源保育設施、自然生態景觀以及在地文化古蹟資源，且兼備展示、

觀光、體驗、教育推廣等功能，並依據寶二水庫基地所在處，將展區分為戶外空

間、環教館區、老仙爺廟等三大區域。 

(二) 環教場域之設置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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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團隊將針對寶二水庫及其集水區之環境教育據點，透過蒐集各據點之環境

生態及特色資料，經現地勘查進行據點之相關資源盤查整合，彙整分析場域內各

據點之特色，作為規劃設計環境教育課程方案與教材教法之素材，經專家顧問會

議時，由專家們逐一討論、修訂各項環境教育資源。並進行環境教育資源維護、

改善及擴增。 

本環境教育場域認證地點主要是以寶二水庫管理中心一樓 1F 大廳展覽設

施、2F 多媒體影音會議室、館後方的水資源保育模擬設施（包括：模擬小型水庫

蓄水、放水、水庫土水壓量測之體驗，巴歇爾水槽量測水流流速等設施）為主。

而環境教育教案會應用到的資源設施 ，將包括：水庫壩體、水利設施、環庫道

路與木棧道動植物生態及景點；環教館的；老仙爺廟的文物古蹟、在地傳奇文化。

並透過上述展區，呈現一個結合在地文化特色的水資源環境教育場域。 

(三) 寶二水庫環境教育場所人力組織 

本環境教育場所係以寶二水庫管理中心及園區內為主，人力來源大都以寶管

中心之同仁為主，主要依職務權責為主。 

245 



 

 

圖 1 寶二水庫環境教育人力組織架構圖 

(四) 成立課程發展委員會 

以順利通過環境教育場域認證作為目標，由北水局同仁及專家學者共同建置

一個環境教育行動方案的推動小組，並由北水局每年編列一定的營運費用，優先

培訓內部同仁成為環境教育人員，藉由內部人員對於環境教育的實踐，融入設計、

課程、運作當中，作為初步建構整體運作的重要基礎。邀請水資源保育及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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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教育專家學者、學校教師成立課程發展委員會(表 1)，針對寶二水庫可作為

討論環境教育課程方案的環境資源及設施，看是否有哪些環境資源設施應該要刪

修或是要新增，並逐項進行討論。 

表 1 課程發展委員會名單 

領域 姓名 學校/單位 職稱 

水資源 

江明郎 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局長 

張庭華 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副局長 

黃宏莆 經濟部水利署 主任秘書 

劉家盛 
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寶二水庫管理中心 
主任 

陳振欽 
經濟部水利署中區水資源局 

集集爛河堰管理中心 
主任 

曾國柱 經濟部水利署水利規劃試驗所 副所長 

歐陽嶠暉 臺灣水環境再生協會 名譽理事長 

白子易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教授 

楊介良 經濟部水利署水利防災中心 簡任正工程司 

自然、文化 李永展 中華經濟研究院 研究員 

自然領域 盧秀琴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教授 

環境教育 
領域 

林素華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副教授 

張育傑 臺北市立大學 教授 

王懋雯 臺北市立大學 
副教授 
(退休) 

林慧年 義守大學 副教授 

(五) 場域課程發展 

本團隊目前初步規劃發展出適合各類參訪對象及能呈現環境教育場域特色之

環境教育課程活動方案架構，有「水的來龍去脈、淡水資源保育的重要性及如何

保育淡水資源」、「水庫設施體驗教案」、「寶二水庫的環庫步道及思源亭的周圍動

植物景觀教案」、「寶二水庫老仙爺廟的在地傳奇故事及古蹟保存教案」等四個活

動教案，每套課程不少於 4 小時，教學對象區包括：一般成人、國中及國小。課

程發展委員會將根據初步發展的課程方案，逐項進行討論，看是否有哪些環境資

源設施與環境教育課程方案，應該要刪修或是要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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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讓課程運作機制，更加完善，將善用內部人員及志工的教學能力，針對

課程進行發展，於 107、108 各年度舉辦至少 4 場次(每場至少 2-4 小時)的環境教

育推廣活動，陸續邀請附近地區學校師生、民眾、機關團體、以及企業員工，蒞

臨本環教場域參與課程方案試教，並邀請專家學者蒞臨指導。針對不同學習對象

進行不同之學習內容，經過推廣工作坊試教後，將設計好相關的評量問卷及回饋

問卷，讓參與者來填答，透過回饋意見表以及課程活動單，給予各個課程意見，

並根據試教的結果及參與夥伴所給的意見，進行課程教案之修改。在 4 個課程方

案初步發展完成後，再度召開專家課程發展委員會，再次檢視這些資源設施與環

境教育課程方案的連結，以及實際應用是否合理，以再度確定整課程方案所需資

源，進行課程活動方案修正，並確認課程活動方案。 

(六) 招募環境教育夥伴團隊 

為促使寶二水庫作為未來環境教育場域的參與夥伴可以更多元及普及，所以

本團隊將訪視在地及鄰近鄉鎮之政府單位、學校、科學園區、NGO 團體，一方

面，了解是否有環境相關專家學者，或是環境教育熱心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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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預計訪視在地及鄰近鄉鎮之單位 
類別 單位 

政府單位 
科技部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 

新竹縣政府環境保護局 
新竹縣政府教育處 

學校 

新竹縣寶山國民小學 
新竹縣北埔國民小學 

國立科學工業園區實驗高級中學國小部 
新竹縣立寶山國民中學 
新竹縣立北埔國民中學 

國立科學工業園區實驗高級中學附設國中 
科學園區 台積電新竹廠 

社區 
山湖社區發展協會 
寶山社區發展協會 
油田社區發展協會 

NGO 團體 

荒野保護協會-新竹分會 
社團法人新竹市野鳥學會 

自然谷環境教育基地 
財團法人梧桐整合基金會 

已認證 
環境教育設施 

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污水處理廠 
新竹縣竹東頭前溪水質生態治理區 1、2 期 

南埔黃金水鄉生態農村 

並邀請上述夥伴一起參與本計畫之夥伴團隊，建立夥伴關係，並在相關會議

邀請其列席指導，包括：北埔國小、寶山國小校長、主任及退休教師，及在地耆

老等；二方面，讓民眾認同、瞭解寶二水庫發展環境教育的重要性，吸引民眾願

意加入寶二水庫志工團隊，並設法將在地的人力資源組成寶二水庫的志工團隊；

三方面，鼓勵志工夥伴申請環境教育人員認證，增加專業知識、態度、技能，讓

志工服務充滿意義、吸引力與價值；四方面，再與周圍場域形成策略聯盟合作夥

伴，共同推廣環境教育活動，提升經濟效益。讓環境教育場域發展更專業化。 

針對內部同仁、志工解說團隊與策略聯盟夥伴，建立一套志工培訓報名流程，

將於 107、108 各年度各舉辦兩場「員工及志工環境教育基礎培訓課程工作坊」，

志工環境教育專業課程共安排 2 場次，總計 24 小時（課程規劃如表 3），其中 107
年度預計辦理時間為第一場次 5 月 26 日、5 月 27 日，第二場次 6 月 2 日、6 月 3
日（課程表如表 4），主要培養其環境素養，精進環境教育知識、態度、技能及價

值觀，強化水庫安全性、必要性、及水資源保育之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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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環境教育法》第 19 條規定，辦理寶二管理中心環境教育場域員工及志

工環境教育課程研習課程，主要透過志工培育，再由志工對民眾進行環境教育導

覽及解說，以達到推廣環境教育教育目的，促使參與志工，成為守護環境的種子。 

表 3 志工環境教育專業課程 24 小時 

課程名稱 
授課 
時數 

授課講師 

環境教育  

環境教育與環教法 3  
林明瑞教授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環境教育及管理碩士班 

水資源保育及管理教育 3 
林鎮洋教授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土木工程學系 
環境教育教材教法  

環境教育教材教法 
(含實務解說) 4  

林素華教授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環境教育及管理碩士班 

環境教育課程規劃設計 
(含實務範例) 4  

林明瑞教授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環境教育及管理碩士班 

戶外環境教學與帶隊解說 4  
彭國棟副主任 

行政院農委會特有生物中心(退休) 
亞洲大學兼任副教授 

水庫水資源、自然保育  
水庫水利資源 

如何用於環境教育 3 
康世芳教授 

淡江大學水資源學系 

環境教育設施場所之經營 3 
李元陞教授 

宜蘭大學環境工程學系 
共 24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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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107 年度「員工及志工環境教育基礎培訓課程工作坊」 
第一場：107年5月26、27日 

時間 課程名稱 授課講師 
107年5月26日（星期六） 

09:50-10:00 報到 

10:00-12:00 寶山第二水庫水利設施介紹 
邱忠川副局長 
經濟部水利署 
北區水資源局 

12:00-13:00 午餐時間 

13:00-16:00 環境教育與環教法 
林明瑞教授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環境教育及管理碩士班 

107年5月27日（星期日） 
08:20-08:30 報到 

08:30-12:30 戶外環境教學與帶隊解說 
彭國棟副主任 
行政院農委會 

特有生物中心(退休) 
亞洲大學兼任副教授 

12:30-13:30 午餐時間 

13:30-16:30 環境教育設施場所之經營 李元陞教授 
宜蘭大學環境工程學系 

於教案編撰完成後，針對員工、志工及種子教師進行環境教育教案移接培訓

第二場：107年6月2、3日 

時間 課程名稱 授課講師 
107年6月2日（星期六） 

08:50-09:00 報到 

09:00-12:00 水資源保育及管理教育 
林鎮洋教授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 

12:00-13:00 午餐時間 

13:00-16:00 環境教育教材教法(含實務解說) 
林素華教授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環境教育及管理碩士班 

107年6月3日（星期日） 
08:50-09:00 報到 

09:00-12:00 環境教育課程規劃設計(含實務範例) 
林明瑞教授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環境教育及管理碩士

班 
12:00-13:00 午餐時間 

13:00-16:00 水庫水利資源如何用於環境教育 康世芳教授 
淡江大學水資源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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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於 107、108 各年度各舉辦兩場。每套教案將由編撰者先進行教案試教，

根據教案內容逐一進行演示及教學，接著再由受培訓人員進行展演，其他參與者

從旁觀摩、學習，活動規劃如表 5。當每套教案都經過多次試教，並修正完成之

後，就直接由課程編撰者，逐一進行演示及教學，再由接受培訓的人員進行演示

與確認所有的參與者確實學會，並能接手所有教案之教學。 

表 5 環境教育教案接手培訓活動議程 
時間 活動議程 

08:40-09:00 報到 
09:00-9:15 開幕及志工分組 

教案示範教學

及觀摩 
A 場 B 場 

09:15-10:40 
(85min) 

1.小水滴的旅行教案/撰寫者演示 
3.寶二水庫周圍動植物景觀教案/
撰寫者演示 

10:40-12:00 
(80min) 

「小水滴的旅行」教案展演及觀

摩 
「寶二水庫周圍動植物景觀教

案」教案展演及觀摩 
12:00-13:00 午餐 
13:00-14:25 

(85min) 
2.水庫設施體驗教案/撰寫者演示 

4.老仙爺廟的在地傳奇故事及古

蹟保存教案/撰寫者演示 
14:25-15:45 

(80min) 
「水庫設施體驗教案」展演及觀

摩 
「老仙爺廟的在地傳奇故事及古

蹟保存」教案展演及觀摩 
15:45-16:30 綜合討論/林明瑞教授 

(七) 擬定場域經營策略 

本團隊將針對各位夥伴在會議中所提之建議，訪視時之回饋意見，或是問卷

調查之結論，開始擬定、規劃寶二水庫作為未來的環境教育設施場所之經營管理

規劃書，包括：短中長期的經營策略及方針，及申請認證時，必要提供文件等之

說明。 

環境教育場域短期營運規劃目標，應優先考慮如何讓環境教育場域得以順利

通過認證，並由北水局每年編列一定的營運費用，配合志工團隊，採自營的方式

來營運，並規劃建置屬於寶二水庫的環境教育資源網(包含環境教育組織管理、環

境特色介紹、環教旅遊地圖、課程訊息、線上課程、成果照片、夥伴交流以及課

程預約線上服務系統等)，讓民眾透過網頁平台申請前來參訪，也可讓無法參於環

境教育活動的民眾，能透過網站資料的內容提供瀏覽學習，並搭配寶二水庫辦理

活動資訊，進行社群網站之更新維護，逐步宣傳。 

因目前為推廣環境教育初期，為能順利推動中、長期目標進行，預約環境教

育導覽、課程暫不收費，運用辦理環境教育推廣活動崁入行銷寶二水庫環境教育

服務，並優先提供寶二水庫周邊鄰近鄉鎮學校及竹科，每年 4 小時環境教育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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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於網頁平台建置完成後，推廣參訪者或參訪單位在未來能夠使用網頁平台線上

服務系統進行課程預約及電話洽詢確認相關事宜，以達到一定解說人員負荷量、

環境承載量之管控。 

中長期營運規劃目標，以環境教育場域順利通過認證後，為了讓人員組織更

加完善，寶二水庫正職人員每年需進行環境教育 4 小時以上研習，精進環境教育

素養，並持續招募培訓環境教育志工人員、辦理志工研習，增強教學知識與能力。

根據參訪者的學習單及回饋單進行分析，作為持續更新課程方案之依據，並彙整

出寶二水庫課程資料，出版寶二水庫教育手冊、摺頁，邀請學校教師與環境教育

人員合作推廣寶二水庫環境教育活動，串聯不同的社區、經營團隊與景點形成策

略聯盟合作夥伴，透過整合周圍觀光資源，發展地方特色產品，提供地區產業業

者能有常態性的展售管道，帶動區域性經濟發展效益，提升經營成果加深參訪者

對新竹的認識。 

參照其他的環境教育場域的經營策略及模式，至績優的環境教育設施場所進

行參訪，透過互相觀摩學習，瞭解其他場域的經營、教學模式，增進環境教育場

域交流互動，作為加強場域發展的基礎，並定期規劃、舉辦大型環境教育活動。

考慮寶二水庫場域志工的負荷量、來本場域參訪的人數、初步營運的成效，透過

專家委員會，與北水局夥伴開會討論，是否針對環境教育課程酌收合理的教材教

學費用，建立課程收費機制，並確定場域營運發展方向，以穩定營運為主。 

五、 安全維護 

當寶二水庫爭取設置為環境教育場域，為能有效減輕災害發生之風險及維護

寶二水庫人員、志工、參訪人員、及水庫下游居民之安全，及為強化員工之防災

及安全維護觀念；管理中心每年皆編列預算針對以下三大部份定進行安全維護及

防災演練。(1)水庫結構及相關水利設施之安全巡檢；(2)火災預防及消防演練；(3)
環境教育參訪者意外事故之醫療及緊急救護。以下項針對上述三項安全維護加以

說明。 
(一) 水庫結構及相關水利設施之安全巡檢 

寶二水庫管理中心每年皆定期對於水庫本體以及周圍的水利設施進行巡檢；

且有四級以上地震發生、累積雨量達 200mm/24hr 或 100mm/3hr，再次安排人員

進行完整的巡檢，並依程序將災情向相關上級單位報告；如發現有任何得問題或

設施損壞，立即加以修正改善以確保水庫結構的安全以及水利設施之正常運作。 
(二) 火災預防及消防演練 

為落實預防火災、地震及其他災害之目的，並達到保障人命安全、減輕災害

之目標。為落實宣導員工有關消防防護計畫之內容，並強化員工之防火防災觀念，

藉由防災教育訓練之進行，以提昇全體員工之防災常識及應變能力。每年新進人

員需一次教育訓練、正式員工及外包人員每年二次以上教育訓練，其消防安全設

施及場域之證明文件包含建築物使用執照(附件)、最近一次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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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證申報結果通知書(附件)、最近一次消防安全檢查紀錄表(附件)、最近一次消防

安全設備檢修申報書(附件)、防護計畫書(附件)、防火管理人員證書(附件)、半年

一次自衛消防編組演練。(演練資料及圖片)、建築物耐震評估（適用「建築物實

施耐震能力評估及補強方案修正案」之建築物者），且防火管理人應積極參加消

防機關或防火團體舉辦之講習或研討，同時應隨時對從業人員辦理防火講習會或

宣導會，藉由緊急應變處理訓練及講習，於災害發生時，能快速動員組織，執行

相關應變措施，採取正確的、有效的控制災害，減低災害之衝擊與損失，保護所

有參與人員及員工等安全。事故發生緊急救護處理作業流程圖如圖 5。 
寶二水庫管理中心各樓層逃生避難路線圖如下： 

 

圖 2  寶二水庫管理中心逃生路線圖-1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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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寶二水庫管理中心逃生路線圖-2 樓 

 
圖 4  寶二水庫管理中心逃生路線圖-3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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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寶二水庫消防或意外事故發生之緊急救護處理作業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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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環境教育參訪者意外事故之醫療及緊急救護 

1.緊急救護措施之整備 

為能提供完善的環境教育場所，在課程及活動執行前，課程人員需事前評估

各活動區域安全狀況，事先在課程活動進行前，說明、提醒注意事項，並配合課

程、場所發給個人安全防護具，避免在課程活動進行中發生危險及傷害。寶二水

庫管理中心備有 AED、急救箱，各樓層皆有明確的逃生口標示及逃生地設置，並

由消防安全設備公司每年負責整體檢修申報，以維持正常運作。因此當有緊急災

害、事件發生時，會立即透過各種聯絡工具，將災害現場狀況迅速通報，啟動緊

急事件、災害應變流程，保護所有參與人員及員工等安全。 

2.緊急救護之作業程序 

當有參訪者進到寶二水庫園區內，因有意外事故受傷，或昏倒等意外事故時，

等管理中心將啟動緊急醫療照護機制，(1)如遊客或參訪者只是受到輕傷意外，就

有管理中心具有醫療資格之同仁協助進行醫療救護；(2)如遊客或參訪者是遭受到

比較嚴重的傷以及昏倒之狀況，則通知附近的救護車緊急送到表 6 中鄰近的醫療

機構進行醫療救護。 
 

表 6 寶二水庫管理中心鄰近之醫療相關資訊 
類

別 
單位 住址 電話 距離/時間 

醫

療

單

位 

徐診所 新竹縣北埔鄉北埔街 105 號 (03)580-251
0 

2.6Km/5Min 

瑞安診所 
新竹縣竹東鎮中豐路二段190巷1
號 

(03)595-663
0 

7.4Km/10Min 

康健診所 新竹縣竹東鎮中豐路二段 341 號 (03)510-291
6 

7.7Km/11Min 

台大醫院

竹東分院 
(急診) 

新竹縣竹東鎮至善路 52 號 
(具有抗毒蛇血清) 

(03)594-324
8 

8.5Km/13Min 

臺北榮民

總醫院新

竹分院 

新竹縣竹東鎮中豐路 1 段 81 號 
(具有抗毒蛇血清) 

(03)596-213
4 

10.8Km/16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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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場域管理及環境負荷 

(一) 環境與設施之維護 

為確保寶二水庫各項設施、安全措施保持良好之運作功能，寶二水庫管理中

心會定期辦理檢查維護事項，如下： 

1. 定期辦理寶二水庫大壩和附屬設施各項設備之檢查維護。 
2. 寶二水庫固定進行魚類資源調查與水質環境監測，以瞭解物種概況與水源品

質。 
3. 定期檢查會議室桌椅、電腦、投影機、錄放影機、會議通話等相關設施。 
4. 定期檢修及更新教室內教具及材料。 
5. 每年編列預算修繕室內外硬體設施。 
6. 定期檢查與修繕無障礙空間、告示牌、景觀設施(包含導覽告示牌、安全防護

告示牌、觀景平台、景觀步道、扶輪公園…等)。 
7. 寶二水庫定期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船舶意外責任險。環境乘載量評估。 

3. 環境教育服務 

寶二水庫為維護學員學習品質與活動空間的舒適度，提供良好的環境教育服

務，並針對場所人力接待、設施資源使用、環境負荷等限制，參訪預約課程採線

上報名系統，以參訪之日期、時間順序為主，若遇衝突將進行雙方協調溝通，以

達到一定的解說人員負荷量、環境承載量之管控。目前規劃環境教育課程活動人

數為 30 人，每月約 2 場次，預估每年提供環境教育服務約 700 人，其課程配置 2
名環境教育講師及 1-2 名志工，協助進行課程教學與安全，至少保持講師及志工

師生比例為 1：20。 
到此寶二管理中心參訪之參訪者應事先提出申請以控制人數，配額的基礎在

於估計一個地區有能力在同一時間提供多少人使用，並以服務設施或服務水準來

達到限制使用之目的。 

表 7 寶二水庫環境教育活動場地列表 

活動場地名稱 可容納人數 

1F 大廳展覽設施 40 

2F 多媒體影音會議室 50 

環教館後方水資源設施 40 

老仙爺廟、木棧道、扶輪公園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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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設施資源及環境承載量 

寶二管理中心大樓 1F~3F、RF 總樓地板為 1,226.32 平方公尺，以一個人平均

需 10 平方公尺空間來計算(林俊全 2006)，同一時間寶二管理中心內，最多可同

時容納 122 人。 

館外設有無障礙空間，館內設有電梯，獨立男女廁所各 2 間、淋浴含廁 1 間，

其男廁大便器共 4 座、小便器共 6 座，女廁大便器共 4 座，淋浴含廁大便器共 1
座、淋浴共 1 間；周邊停車可容納 4 台大客車、8 台小客車、10 台摩托車(大客車

43 人座、小客車 5 人座、摩托車 2 人座)，設施空間類型如表 8 顯示。 

寶二水庫管理中心採用線上預約申請的方式，目前全職環境教育人員預計有

2 位，由於本環教場域課程規劃學員人數為 20 人，依目前人力來推估，同一時間

可接待參訪為 2 團，使用人數最多為 40 人。 

表 8 設施空間類型 

空間類型 現況照片 設施數量 可使用人數 

1F 樓展示

室 

 

座椅：24 24 

2 樓會議室 

 

座椅：54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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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廁 

 

獨立男廁：2 

獨立女廁：2 

淋浴含廁：1 

15 

停車場 

 

小型停車

位：8 

大型停車

位：4 

機車停車

位：10 

232 

七、 服務流程規劃 

目前為推廣環境教育初期，預約進行環境教育導覽、課程暫不收費，需於參

觀前 1 個月，以課程預約線上服務系統進行預約及電話洽詢確認相關事宜；北水

局得綜合考量水庫庫區之環境負荷、工區安全、交通狀況及天候等調整課程，以

確保環境教育專業服務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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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環境教育課程開放時間及相關資訊 

寶二水庫管理中心提供環境教育課程服務的時間以每週一至五辦公日上午 9：
00~12：00 至下午 13：00~16：00 為原則，可視參訪人數酌予調整服務時間；若

申請於假日時段進行環境教育課程，需視北水局調配情形方予受理；因每年 7 月

至 8 月為防汛重要期間，暫不接受課程預約。 
 
(二) 學習參訪注意事項 
1. 請遵守導覽人員及參觀路線指示，不得擅自脫離隊伍、中途解散。 
2. 進入管理中心場域請勿吸菸及大聲喧嘩。 
3. 請遵守現場安全規定，勿跨越、攀爬原有設施。 
4. 請勿破壞生態、擅自餵食野生動物。 
5. 為維護場域環境整潔，請勿隨意丟棄垃圾。 
6. 場域內若發生緊急事故，請勿驚慌並聽從引導人員指示，進行避難疏散。 
7. 如在參訪過程中，有身體不適的狀況發生，請儘快告知服務人員。 
 
(三) 課程預約申請聯絡方式 
聯絡人：環境教育人員 

戶外教學 

(學生班級/團體) 
主題活動 

環境教育導覽 

(20人以上) 

活動前 1 個月到線上服務系統進行課程報名 

並主動來電洽詢(03-5805729 分機 111) 

申請資料確認與通知繳費 

核對繳費無誤 

完成報名 

7 天

 

3天

圖 6 預約申請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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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03-5805729 分機 111 
地址：31444 新竹縣北埔鄉埔尾村埔尾 34 之 8 號(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寶

二水庫管理中心) 

八、 財務計畫 

未來將考量寶二水庫場域的志工負荷量、來本場域參訪的人數、營運的成效，

由北水局每年編列一定的經費來經營管理該場域，以穩定營運為主，建立課程收

費機制，針對環境教育課程酌收合理的教材教學費用，建立使用者付費機制。寶

二水庫環境教育每一年財務經費概算表如下表 8 所示： 
 

表 8 寶二水庫環境教育每一年財務經費概算 
經費項目 收入 支出 備註 

北區水資源局編列經

費 
1,000,000   

教學支出 
教案/輔助材料  200,000 開發教案延伸、修正、

輔助材料 
志工培訓、人員進修  100,000 增能工作訪或研習 
戶外參訪學習  100,000 環教場域參訪、交流 
維護費用 
軟硬體設施維護  140,000 體驗設施、網頁平台 
保險費用 
安全保險  75,000 1,500 人次*50 元/人 
推廣費用 
廣告文宣  120,000 手冊、文宣費、紀念品 
相關活動  85,000  
其他雜支 
志工誤餐、車馬費  15,000 50場次*300元/人(全天) 
午餐費用  120,000 1,500 人次*80 元/人 
飲料點心  45,000 1,500 人次*30 元/人 

總計 1,000,000 1,000,000  
 
 

 

262 



 

附錄三、寶山第二水庫周圍環境動植物調查資料表 

時間：107 年 3 月 5-6 日 

調查學者：李玟樑老師 

環境概況 
新竹縣寶山第二水庫，簡稱寶二水庫，位於新竹縣寶山鄉山湖村境內之離槽

水庫，屬中港溪水系峨眉溪支流石井溪上游，寶山鄉全年降雨集中在春夏，秋冬

為乾燥的季節，降雨量小。該地區的氣候按照柯本氣候分類法，屬於 Cfa。在一

年中， 寶山鄉的平均氣溫為 21.7 °C。平均年降雨量為 1886 mm。寶二水庫全區

範圍海拔平均為 200 公尺以下。屬於溫暖帶氣候。 

調查方式 
本次植群調查以穿越線以及環庫兩旁調查，調查路線依可達性及植群形相差

異主觀選定，並沿線進行植物標本採集及物種記錄；遇稀特有植物或具特殊價值

植物另記錄其位點、生長現況及環境描述。 

調查結果 
調查結果共計錄 80 科 151 屬 180 種維管束植物，其中有 4 種裸子植物，13

種蕨類植物，其餘為被子植物。統計植物名錄以科名降冪排列如下： 
 

表 1 寶山第二水庫植物名錄 
植物名 科別 科中名 類別 學名 屬性 
臺灣肖楠 Cupressaceae 

柏科 

裸子 Calocedrus macrolepis var. formosana 原生特有種 

龍柏 Cupressaceae 裸子 
uniperus chinensis L. 
var.kaizuka Hort.  

外來種 

竹柏 Podocarpaceae 羅漢松科 裸子 Nageia nagi 外來種 
落羽松 Taxodiaceae 杉科 裸子 Taxodium distichum  外來種 
筆筒樹 Cyatheaceae 桫欏科 蕨類 Cyathea lepifera 原生種 
臺北鱗蓋蕨 Dennstaedtiaceae 碗蕨科 蕨類 Microlepia marginata var. bipinnata 原生種 
金狗毛蕨 Dicksoniaceae 蚌殼蕨科  蕨類 Cibotium barometz 原生特有種 
臺灣木賊 Equisetaceae 木賊科.  蕨類 Equisetum ramosissimum subsp. debile 原生種 
觀音座蓮 Marattiaceae 合囊蕨科  蕨類 Angiopteris lygodiifolia 原生種 

狹葉瓶爾小草 Ophioglossaceae 
瓶爾小草

科  
蕨類 Ophioglossum thermale 原生種 

水蕨 Parkeriaceae 水蕨科 蕨類 Ceratopteris thalictroides 原生種 
箭葉鳳尾蕨 Pteridaceae 

鳳尾蕨科 
蕨類 Pteris ensiformis 原生種 

日本金粉蕨 Pteridaceae 蕨類 Onychium japonicum 原生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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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名 科別 科中名 類別 學名 屬性 
弧脈鳳尾蕨 Pteridaceae 蕨類 Pteris biaurita 原生種 
半邊羽裂鳳尾

蕨 
Pteridaceae 蕨類 Pteris semipinnata 原生種 

海金沙 Schizaeaceae 海金沙科  蕨類 Lygodium japonicum 原生種 
野毛蕨 Thelypteridaceae 金星蕨科 蕨類 Cyclosorus dentatus 原生種 
爵床 Acanthaceae 

爵床科 
雙子葉 Justicia procumbens 外來種 

華九頭獅子草 Acanthaceae 雙子葉 Dicliptera chinensis 外來種 
青楓 Aceraceae 

槭樹科 
雙子葉 Acer serrulatum 原生種 

樟葉槭 Aceraceae 雙子葉 Acer albopurpurascens 原生特有種 
空心蓮子草 Amaranthaceae 莧科  雙子葉 Alternanthera philoxeroides 外來種 
木蠟樹 Anacardiaceae 

漆樹科 
雙子葉 Rhus succedanea 原生種 

羅氏鹽膚木 Anacardiaceae 雙子葉 Rhus javanica var. roxburghiana 原生種 
芒果 Anacardiaceae 雙子葉 Mangifera indica  外來種 
瓜馥木 Annonaceae 番荔枝科 雙子葉 Fissistigma oldhamii 原生種 
絡石 Apocynaceae 

夾竹桃科 
雙子葉 Trachelospermum jasminoides 原生種 

爬森藤 Apocynaceae 雙子葉 Parsonia laevigata 原生種 
酸藤 Apocynaceae 雙子葉 Ecdysanthera rosea 外來種 
鵲不踏 Araliaceae 

五加科 

雙子葉 Aralia decaisneana 原生種 
三葉五加 Araliaceae 雙子葉 Eleutherococcus trifoliatus 原生種 
鵝掌蘗 Araliaceae 雙子葉 Schefflera arboricola 原生種 
鵝掌藤 Araliaceae 雙子葉 Schefflera odorata 原生種 
武靴藤 Asclepiadaceae 蘿藦科 雙子葉 Gymnema sylvestre 原生種 
落葵 Basellaceae 落葵科 雙子葉 Basella alba 外來種 

洋紅風鈴木 Bignoniaceae 
紫葳科 

雙子葉 
Tabebuia pentaphylla (L.) 
Hemsl.  

外來種 

風鈴木 Bignoniaceae 雙子葉 
abebuia chrysantha (Jacq.) 
G. Nicholson  

外來種 

木棉 Bombacaceae 木棉科 雙子葉 Bombax malabarica 外來種 
細纍子草 Boraginaceae 紫草科 雙子葉 Bothriospermum zeylanicum 外來種 
阿里山忍冬 Caprifoliaceae 忍冬科 雙子葉 Lonicera acuminata 原生種 
紫花藿香薊 Compositae 

菊科 

雙子葉 Ageratum houstonianum 外來入侵種 
蟛蜞菊 Compositae 雙子葉 Wedelia chinensis 外來種 
鵝仔草 Compositae 雙子葉 Pterocypsela indica 外來種 
鱧腸 Compositae 雙子葉 Eclipta prostrata 外來入侵種 
掃帚菊 Compositae 雙子葉 Aster subulatus 外來入侵種 
兔仔菜 Compositae 雙子葉 Ixeris chinensis 外來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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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名 科別 科中名 類別 學名 屬性 
野茼蒿 Compositae 雙子葉 Conyza sumatrensis 外來入侵種 
黃鵪菜 Compositae 雙子葉 Youngia japonica subsp. japonica 外來種 
紫背草 Compositae 雙子葉 Emilia sonchifolia var. javanica 外來種 
裡白鼠麴草 Compositae 雙子葉 Gnaphalium spicatum 外來種 
臺灣蒲公英 Compositae 雙子葉 Taraxacum formosanum 原生種 
地膽草 Compositae 雙子葉 Elephantopus mollis 外來種 
櫻絨花 Compositae 雙子葉 Emilia fosbergii 外來種 
小花蔓澤蘭 Compositae 雙子葉 Mikania micrantha  外來入侵種 
大花咸豐草 Compositae 雙子葉 Bidens pilosa var. radiata 外來入侵種 
番仔藤 Convolvulaceae 旋花科 雙子葉 Ipomoea cairica 外來入侵種 
臺灣碎米薺 Cruciferae 

十字花科 
雙子葉 Cardamine scutata var. rotundiloba 原生種 

獨行菜 Cruciferae 雙子葉 Lepidium virginicum 外來種 
軟毛柿 Ebenaceae 柿樹科 雙子葉 Diospyros eriantha 原生種 
杜英 Elaeocarpaceae 椴樹科 雙子葉 Elaeocarpus sylvestris 原生種 
茄冬 Euphorbiaceae 

大戟科 

雙子葉 Bischofia javanica 原生種 
細葉饅頭果 Euphorbiaceae 雙子葉 Glochidion rubrum 原生種 
野桐 Euphorbiaceae 雙子葉 Mallotus japonicus 外來種 
紅仔珠 Euphorbiaceae 雙子葉 Breynia officinalis 原生種 
飛揚草 Euphorbiaceae 雙子葉 Chamaesyce hirta 外來種 
白匏子 Euphorbiaceae 雙子葉 Mallotus paniculatus 原生種 
刺杜密 Euphorbiaceae 雙子葉 Bridelia balansae 外來種 
長尾尖葉櫧 Fagaceae 

殼斗科 
雙子葉 Castanopsis cuspidata var. carlesii 原生種 

青剛櫟 Fagaceae 雙子葉 Cyclobalanopsis glauca 原生種 

杜鵑 Ericaceae 杜鵑科 雙子葉 
 Rhododendron 
mucronatum  

外來種 

楓香 Hamamelidaceae 金縷梅科 雙子葉 Liquidambar formosana 原生種 
印度黃芩 Labiatae 唇形科  雙子葉 Scutellaria indica 原生種 
豬腳楠 Lauraceae 

樟科 

雙子葉 Machilus thunbergii 原生種 
大葉楠 Lauraceae 雙子葉 Machilus japonica var. kusanoi 原生特有種 

樟樹 Lauraceae 雙子葉 
Cinnamomum camphora var. 

camphora 
原生種 

香楠 Lauraceae 雙子葉 Machilus zuihoensis 原生特有種 
黃肉樹 Lauraceae 雙子葉 Litsea hypophaea 原生特有種 
陰香 Lauraceae 雙子葉 Cinnamomum burmannii  外來入侵種 

相思樹 
Leguminosae(Fab
aceae) 

含羞草科 雙子葉 Acacia confusa 原生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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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名 科別 科中名 類別 學名 屬性 

銀合歡 
Leguminosae(Fab
aceae) 

雙子葉 Leucaena leucocephala 外來入侵種 

蠅翼草 
Leguminosae(Fab
aceae) 

蝶形花科 

雙子葉 Desmodium triflorum 外來種 

賽芻豆 
Leguminosae(Fab
aceae) 

雙子葉 Macroptilium atropurpureum 外來種 

山葛 
Leguminosae(Fab
aceae) 

雙子葉 Pueraria montana 外來種 

天藍苜蓿 
Leguminosae(Fab
aceae) 

雙子葉 Medicago lupulina 外來種 

阿勃勒  
Leguminosae(Fab
aceae) 

蘇木科 雙子葉 Cassia fistula  外來種 

克菲亞草 Lythraceae 
千屈菜科 

雙子葉 Cuphea carthagenensis  外來種 
大花紫薇 Lythraceae 雙子葉 Lagerstroemia speciosa  外來種 
紫薇 Lythraceae 雙子葉 Lagerstroemia indica  外來種 
烏心石 Magnoliaceae 木蘭科 雙子葉 Michelia compressa 原生種 
猿尾藤 Malpighiaceae 黃褥花科  雙子葉 Hiptage benghalensis 原生種 
野棉花 Malvaceae 

錦葵科 
雙子葉 Urena lobata 外來種 

黃槿 Malvaceae 雙子葉 Hibiscus tiliaceus 原生種 
野牡丹 Melastomataceae 野牡丹科 雙子葉 Melastoma candidum 原生種 
楝 Meliaceae 楝科 雙子葉 Melia azedarach 原生種 
千金藤 Menispermaceae 防巳科 雙子葉 Stephania japonica 外來種 
豬母乳 Moraceae 

桑科 

雙子葉 Ficus fistulosa f. fistulosa 原生種 
構樹 Moraceae 雙子葉 Broussonetia papyrifera 原生種 
小桑樹 Moraceae 雙子葉 Morus australis 原生種 
珍珠蓮 Moraceae 雙子葉 Ficus sarmentosa var. nipponica 外來種 
越橘葉蔓榕 Moraceae 雙子葉 Ficus vaccinioides 原生特有種 
榕樹 Moraceae 雙子葉 Ficus microcarpa 原生種 
牛奶榕 Moraceae 雙子葉 Ficus erecta var. beecheyana 原生種 
澀葉榕 Moraceae 雙子葉 Ficus irisana 原生種 
黑星紫金牛 Myrsinaceae 

紫金牛科 
雙子葉 Ardisia virens 外來種 

臺灣山桂花 Myrsinaceae 雙子葉 Maesa perlaria var. formosana 原生特有種 
白千層 Myrtaceae 桃金孃科 雙子葉 Melaleuca leucadendra  外來種 
白雞油 Oleaceae 

木犀科 
雙子葉 Fraxinus griffithii 原生特有種 

流蘇樹 Oleaceae 雙子葉 Chionanthus retusus 外來種 
水丁香 Onagraceae 柳葉菜科 雙子葉 Ludwigia octovalvis 外來入侵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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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名 科別 科中名 類別 學名 屬性 
酢漿草 Oxalidaceae 

酢漿草科 
雙子葉 Oxalis corniculata 外來入侵種 

紫花酢漿草 Oxalidaceae 雙子葉 Oxalis corymbosa 外來種 
三角葉西番蓮 Passifloraceae 西番蓮科 雙子葉 Passiflora suberosa 外來種 
風藤 Piperaceae 胡椒科 雙子葉 Piper kadsura 原生種 
海桐 Pittosporaceae 海桐科 雙子葉 Pittosporum tobira 原生種 
車前草 Plantaginaceae 車前草科 雙子葉 Plantago asiatica 原生種 
羊蹄 Polygonaceae 蓼科 雙子葉 Rumex crispus var. japonicus 外來種 
串鼻龍 Ranunculaceae 毛茛科 雙子葉 Clematis grata 原生種 
山櫻花 Rosaceae 

薔薇科 

雙子葉 Prunus campanulata 原生種 
蛇莓 Rosaceae 雙子葉 Duchesnea indica 外來種 
虎婆刺 Rosaceae 雙子葉 Rubus croceacanthus 原生種 
紅梅消 Rosaceae 雙子葉 Rubus parvifolius 原生種 
水金京 Rubiaceae 

茜草科 

雙子葉 Wendlandia formosana 原生種 
繖花龍吐珠 Rubiaceae 雙子葉 Hedyotis corymbosa 外來種 
雞屎藤 Rubiaceae 雙子葉 Paederia foetida 原生種 
山黃梔 Rubiaceae 雙子葉 Gardenia jasminoides 原生種 
九節木 Rubiaceae 雙子葉 Psychotria rubra 外來種 
毛玉葉金花 Rubiaceae 雙子葉 Mussaenda pubescens 外來種 
月橘 Rutaceae 

芸香科 
雙子葉 Murraya paniculata 原生種 

柑橘 Rutaceae 雙子葉 Citrus reticulata 外來種 
臺灣欒樹 Sapindaceae 

無患子科 
雙子葉 Koelreuteria henryi 原生特有種 

龍眼 Sapindaceae 雙子葉 Euphoria longana 外來種 
藍豬耳 Scrophulariaceae 

玄參科 
雙子葉 Lindernia crustacea 外來種 

通泉草 Scrophulariaceae 雙子葉 Mazus pumilus 原生種 
龍葵 Solanaceae 

茄科 
雙子葉 Solanum nigrum 原生種 

刺茄 Solanaceae 雙子葉 Solanum capsicoides 原生種 
紅皮 Styracaceae 

安息香科 
雙子葉 Styrax suberifolia 原生種 

烏皮九芎 Styracaceae 雙子葉 Styrax formosana var. formosana 原生特有種 
米碎柃木 Theaceae 

茶科 
雙子葉 Eurya chinensis 原生種 

山茶花 Theaceae 雙子葉 Camellia japonica  外來種 
山黃麻 Ulmaceae 

榆科 
雙子葉 Trema orientalis 原生種 

朴樹 Ulmaceae 雙子葉 Celtis sinensis 原生種 
櫸 Ulmaceae 雙子葉 Zelkova serrata 原生種 
薄葉芹菜 Umbelliferae 

繖形科 
雙子葉 Apium leptophyllum 原生種 

臺灣天胡荽 Umbelliferae 雙子葉 Hydrocotyle batrachium 原生種 
雷公根 Umbelliferae 雙子葉 Centella asiatica 外來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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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名 科別 科中名 類別 學名 屬性 
密花苧麻 Urticaceae 

蕁麻科 
雙子葉 Boehmeria densiflora 原生種 

青苧麻 Urticaceae 雙子葉 Boehmeria nivea var. tenacissima 原生種 
杜虹花 Verbenaceae 

馬鞭草科 

雙子葉 Callicarpa formosana 原生種 
大青 Verbenaceae 雙子葉 Clerodendrum cyrtophyllum 外來種 
臭黃荊 Verbenaceae 雙子葉 Premna microphylla 原生種 
金露華 Verbenaceae 雙子葉 Duranta repens  外來種 
短毛堇菜 Violaceae 

堇菜科 
雙子葉 Viola confusa 原生種 

茶匙黃 Violaceae 雙子葉 Viola diffusa 原生種 
三葉崖爬藤 Vitaceae 

葡萄科 

雙子葉 Tetrastigma formosanum 原生特有種 

漢氏山葡萄 Vitaceae 雙子葉 
Ampelopsis brevipedunculata var. 

hancei 
原生種 

虎葛 Vitaceae 雙子葉 Cayratia japonica 外來種 
姑婆芋 Araceae 天南星科 單子葉 Alocasia odora 原生種 
鴨跖草 Commelinaceae 

鴨跖草科 
單子葉 Commelina communis 外來種 

穿鞘花 Commelinaceae 單子葉 Amischotolype hispida 原生種 

桂竹 
Gramineae 
(Poaceae) 

禾本科 

單子葉 Phyllostachys makinoi 原生種 

葫蘆竹 
Gramineae 
(Poaceae) 

單子葉 Bambusa ventricosa 外來種 

臺灣蘆竹 
Gramineae 
(Poaceae) 

單子葉 Arundo formosana 原生特有種 

五節芒 
Gramineae 
(Poaceae) 

單子葉 Miscanthus floridulus 原生種 

白茅 
Gramineae 
(Poaceae) 

單子葉 Imperata cylindrica var. major 原生種 

臺灣虎尾草 
Gramineae 
(Poaceae) 

單子葉 Chloris formosana 外來種 

早熟禾 
Gramineae 
(Poaceae) 

單子葉 Poa annua 外來種 

鯽魚草 
Gramineae 
(Poaceae) 

單子葉 Eragrostis amabilis 外來種 

鼠尾粟 
Gramineae 
(Poaceae) 

單子葉 Sporobolus indicus var. major 外來種 

孟仁草 
Gramineae 
(Poaceae) 

單子葉 Chloris barbata 外來入侵種 

甜根子草 
Gramineae 
(Poaceae) 

單子葉 Saccharum spontaneum 原生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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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名 科別 科中名 類別 學名 屬性 

竹葉草 
Gramineae 
(Poaceae) 

單子葉 Oplismenus compositus 外來種 

大黍 
Gramineae 
(Poaceae) 

單子葉 Panicum maximum 外來種 

棕葉狗尾草 
Gramineae 
(Poaceae) 

單子葉 Setaria palmifolia 外來種 

刺竹 
Gramineae 
(Poaceae) 

單子葉 Bambusa stenostachya 外來種 

煙火薹 Cyperaceae 
莎草科 

單子葉 Carex cruciata 原生種 
紅果薹 Cyperaceae 單子葉 Carex baccans 原生種 
線柱蘭 Orchidaceae 蘭科 單子葉 Zeuxine strateumatica 原生種 
山棕 Palmae 棕櫚科 單子葉 Arenga tremula 原生種 
糙莖菝葜 Smilacaceae 菝葜科 單子葉 Smilax bracteata var. verruculosa 原生種 
月桃 Zingiberaceae 薑科 單子葉 Alpinia zerumbet 原生種 

 

植群評估 
本次調查有出現 13 種臺灣原生特有種，有 90 種原生種植物，須注意的是調查植群發

現有 12 種外來入侵種植物，66 種的外來種植物。 
寶二水庫上層優勢種植物包括：山黃麻、相思樹、桂竹，上層次多樹種為：龍眼、楓

香。下層優勢植物為：臺灣蘆竹、五節芒、馬纓丹、白茅等植物。因為興建水庫與開闢環

庫道路讓此地區為開闊地，導致上下層植物均為陽性植物居多。 

地理分區評估 
將調查區塊分為環庫道路、木棧道、扶輪公園草皮區三個區域。 
環庫道路有為數較多的生物量，充足的植物生長，提供了許多動物的棲息，因為環庫

道路兩旁有較多的低海拔林木，銜接鄰近闊葉林，形成一個鬱閉的森林地景，甚至可以發

現保育類的穿山甲與國寶鳥臺灣藍鵲的族群。 
木棧道離管理中心雖然不遠，但是設置好的水泥木棧道是可以提供學童觀察動植物最

好的一個活動平台，不僅可以輕鬆觀察木棧道兩旁的植物物候變化，也能兼顧到學童的安

全問題。 
扶輪公園草皮，因在水庫下方，草皮底層都有地下水溢出形成濕地，也是提供特殊植

物棲息的區塊，例如水蕨、線柱蘭、狹葉瓶爾小草都有出現在這個區塊。 如要發展動植

物環境教育教案，可以針對木棧道與扶輪公園這兩處著手，不僅能提供動植物的觀察平臺，

也能觀察水庫周邊的綠化與植群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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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107 年 3 月 14 日 

調查學者：彭國棟老師 

表 2 寶山第二水庫鳥類調查資料表(1070314) 

科名 中文名 學名 
數量 
(隻) 

特有性 
保育 
等級 

遷移性 食物鏈位階 

雉科 臺灣竹雞 Bambusicola sonorivox 2 ◎  R 1~2 級消費者 

鸊鷉科 小鸊鷉 Tachybaptus ruficollis 8   R、W 2~4 級消費者 

鷹科 大冠鷲 Spilornis cheela 1 ○ Ⅱ R 2~4 級消費者 

 黑鳶 Milvus migrans 1  Ⅱ R 2~4 級消費者 

鷸科 磯鷸 Actitis hypoleucos 1   W 1~2 級消費者 

鬚鴷科 五色鳥 Psilopogon nuchalis 1 ◎  R 1~2 級消費者 

鴉科 臺灣藍鵲 Urocissa caerulea 4 ◎ Ⅲ R 1~4 級消費者 

百靈科 小雲雀 Alauda gulgula 1   R 1~4 級消費者 

鵯科 白頭翁 Pycnonotus sinensis 2 ○  R 1~2 級消費者 

 紅嘴黑鵯 Hypsipetes leucocephalus 2 ○  R 1~2 級消費者 

畫眉科 山紅頭 Cyanoderma ruficeps 1 ○  R 1~2 級消費者 

 小彎嘴 Pomatorhinus musicus 2 ◎  R 1~2 級消費者 
 大彎嘴 Megapomatorhinus 

erythrocnemis 
1 ◎  R 1~2 級消費者 

鶺鴒科 白鶺鴒 Motacilla alba 2   R、W 2~4 級消費者 

合計 14 種  29 隻     

備註： 
1. 合計 10 科 14 種 29 隻，其中 2 種為野生動物保育法公告之「珍貴稀有保育類野

生動物」，1 種為「其他應予保育野生動物」，5 種為臺灣特有種，4 種為臺灣

特有亞種。 
2. 「◎」代表臺灣特有種，「○」代表臺灣特有亞種，「Ⅱ」代表野生動物保育

法公告之珍貴稀有保育類野生動物，「Ⅲ」代表野生動物保育法公告之其他應

予保育野生動物。 
3. .「Ｒ」代表留鳥，「Ｗ」代表冬候鳥，「Ｓ」代表夏候鳥，「Ｔ」代表過境鳥，

「Ａ」代表外來種。 
4. 本名錄之科名、中文名、學名、特有性、遷移性等係參考中華民國野鳥學會於

106 年 4 月 8 日修訂之「2017 年臺灣鳥類名錄」。 
5. 本次調查範圍為水庫管理中心經過大壩及木棧道，到草原區後沿著次生林的山邊

溝到洗手間，全長 2,000 公尺，沿步道兩側以 Leica 8x40 雙筒望遠鏡可觀察到的

鳥類均予記錄。 
6. 調查時間：107 年 3 月 14 日上午 10:00~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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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寶山第二水庫蝴蝶調查資料表(1070314) 

科名 中文常用名 學名 數量 
(隻) 特有性 保育 

等級 優勢種 食物鏈位階 

弄蝶科 白裙弄蝶 Tagiades cohaerens 1    1 級消費者 

鳳蝶科 紅紋鳳蝶 Pachliopta aristolochiae 
interposita 

1    1 級消費者 

 青帶鳳蝶 Graphium sarpedon 
connectens 

1    1 級消費者 

 無尾白紋鳳蝶 Papilio castor formosanus 1    1 級消費者 

粉蝶科 紋白蝶 Pieris rapae crucivora 8   ● 1 級消費者 

 臺灣紋白蝶 Pieris canidia 2    1 級消費者 

蛺蝶科 黑脈樺斑蝶 Danaus genutia 1    1 級消費者 

 姬小紋青斑蝶 Parantica aglea maghaba 5   ● 1 級消費者 

 孔雀蛺蝶 Junonia almana 1    1 級消費者 

 眼紋擬蛺蝶 Junonia lemonias aenaria 1    1 級消費者 

 黑擬蛺蝶 Junonia iphita 1    1 級消費者 

 姬紅蛺蝶 Vanessa cardui 2    1 級消費者 

 琉球三線蝶 Neptis hylas luculenta 2    1 級消費者 

 小波紋蛇目蝶 Ypthima baldus zodina 5   ● 1 級消費者 
 永澤黃斑蔭蝶 Neope muirheadi 

nagasawae 
1    1 級消費者 

合計 15 種  33 隻     

備註： 
1. 合計 4 科 15 種 33 隻，其中紋白蝶、姬小紋青斑蝶、小波紋蛇目蝶等 3 種為數

量較多的優勢種。 
2. 本名錄之科名、中文常用名、學名、特有性等係參考臺灣蝴蝶保育學會於 103

年 7 月修訂之「臺灣產蝴蝶名錄」。 
3. 本次調查範圍為水庫管理中心經過大壩及木棧道，到草原區後沿著次生林的山

邊溝到洗手間，全長 2,000 公尺，沿步道兩側及頭上各 5 公尺範圍內，目視可觀

察及辨識到的蝴蝶均予記錄。 
4. 調查時間：107 年 3 月 14 日上午 10:00~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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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107 年 5 月 17 日 

調查學者：彭國棟老師 

表 4 寶山第二水庫鳥類調查資料表(1070517) 

科名 中文名 學名 數量 
(隻) 特有性 保育 

等級 遷移性 食物鏈位階 

雉科 臺灣竹雞 Bambusicola sonorivox 2 ◎  R 1~2 級消費者 

鸊鷉科 小鸊鷉 Tachybaptus ruficollis 11   R、W 2~4 級消費者 

鷺科 小白鷺 Egretta garzetta 2   R、W、S 2~4 級消費者 

 黃頭鷺 Bubulcus ibis 6   R、W、S 2~4 級消費者 

鷹科 大冠鷲 Spilornis cheela 2 ○ Ⅱ R 2~4 級消費者 

 鳳頭蒼鷹 Accipiter trivirgatus 2 ○ Ⅱ R 2~4 級消費者 

鳩鴿科 野鴿 Columba livia 6   Ａ 1~2 級消費者 

 珠頸斑鳩 Streptopelia chinensis 2   R 1~2 級消費者 

杜鵑科 番鵑 Centropus bengalensis 1   R 1~3 級消費者 

雨燕科 小雨燕 Apus nipalensis 11 ○  R 2~4 級消費者 

鬚鴷科 五色鳥 Psilopogon nuchalis 5 ◎  R 1~2 級消費者 

卷尾科 大卷尾 Dicrurus macrocercus 3 ○  R、Ｔ 2~4 級消費者 

鴉科 臺灣藍鵲 Urocissa caerulea 5 ◎ Ⅲ R 1~4 級消費者 

 樹鵲 Dendrocitta formosae 5 ○  R 1~3 級消費者 

 巨嘴鴉 Corvus macrorhynchos 2   R 2~4 級消費者 

燕科 赤腰燕 Cecropis striolata 6   R 2~4 級消費者 

鵯科 白頭翁 Pycnonotus sinensis 12 ○  R 1~2 級消費者 

 紅嘴黑鵯 Hypsipetes leucocephalus 8 ○  R 1~2 級消費者 

畫眉科 小彎嘴 Pomatorhinus musicus 2 ◎  R 1~2 級消費者 
 大彎嘴 Megapomatorhinus 

erythrocnemis 
1 ◎  R 1~2 級消費者 

噪眉科 繡眼畫眉 Alcippe morrisonia 2 ◎  R 1~2 級消費者 

八哥科 白尾八哥 Acridotheres javanicus 3   Ａ 1~2 級消費者 

鶺鴒科 白鶺鴒 Motacilla alba 2   R、W 2~4 級消費者 

合計 23 種  101 隻     

備註： 
1. 合計 16 科 23 種 101 隻，其中 2 種為野生動物保育法公告之「珍貴稀有保育類

野生動物」，1 種為「其他應予保育野生動物」，6 種為臺灣特有種，7 種為臺

灣特有亞種。 
2. 「◎」代表臺灣特有種，「○」代表臺灣特有亞種，「Ⅱ」代表野生動物保育法

公告之珍貴稀有保育類野生動物，「Ⅲ」代表野生動物保育法公告之其他應予

保育野生動物。 
3. 「Ｒ」代表留鳥，「Ｗ」代表冬候鳥，「Ｓ」代表夏候鳥，「Ｔ」代表過境鳥，

「Ａ」代表外來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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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本名錄之科名、中文名、學名、特有性、遷移性等係參考中華民國野鳥學會於

106 年 4 月 8 日修訂之「2017 年臺灣鳥類名錄」。 
5. 本次調查範圍為水庫管理中心經過大壩及木棧道，到草原區後沿著次生林的山

邊溝到洗手間，全長 2,000 公尺，沿步道兩側以 Leica 8x40 雙筒望遠鏡可觀察到

的鳥類均予記錄。 
6. 調查時間：107 年 5 月 17 日上午 09:00~12:30。 

表 5 寶山第二水庫蝴蝶調查資料表(1070517) 

科名 中文常用名 學名 數量 
(隻) 特有性 保育 

等級 優勢種 食物鏈位階 

弄蝶科 狹翅弄蝶 Isoteinon lamprospilus 
formosanus 

1    1 級消費者 

 黑弄蝶 Notocrypta curvifascia 1    1 級消費者 

 竹紅弄蝶 Telicota ohara formosana 2    1 級消費者 

 埔里紅弄蝶 Telicota bambusae horisha 2    1 級消費者 

鳳蝶科 臺灣麝香鳳蝶 Byasa impediens febanus 2    1 級消費者 
 青帶鳳蝶 Graphium sarpedon 

connectens 
6    1 級消費者 

 柑橘鳳蝶 Papilio xuthus 1    1 級消費者 

 玉帶鳳蝶 Papilio polytes polytes 2    1 級消費者 

 黑鳳蝶 Papilio protenor protenor 5    1 級消費者 

 大鳳蝶 Papilio memnon heronus 4    1 級消費者 
 烏鴉鳳蝶 Papilio bianor 

thrasymedes 
2    1 級消費者 

粉蝶科 紅肩粉蝶 Delias pasithoe curasena 1    1 級消費者 

 紋白蝶 Pieris rapae crucivora 4    1 級消費者 

 臺灣紋白蝶 Pieris canidia 4    1 級消費者 

 雌白黃蝶 Ixias pyrene insignis 1    1 級消費者 

 銀紋淡黃蝶 Catopsilia pomona 46   ● 1 級消費者 

 臺灣黃蝶 Eurema blanda arsakia 1    1 級消費者 

灰蝶科 紫燕蝶 Arhopala bazalus turbata 1    1 級消費者 
 埔里波紋小灰

蝶 
Nacaduba kurava therasia 1    1 級消費者 

 姬波紋小灰蝶 Prosotas nora formosana 34   ● 1 級消費者 

 白波紋小灰蝶 Jamides alecto dromicus 1    1 級消費者 

 小小灰蝶 Zizina otis riukuensis 12   ● 1 級消費者 
 臺灣琉璃小灰

蝶 
Acytolepsis puspa myla 1    1 級消費者 

 埔里琉璃小灰

蝶 
Celastrina lavendularis 
himilcon 

5    1 級消費者 

蛺蝶科 黑脈樺斑蝶 Danaus genutia 3    1 級消費者 

 小紋青斑蝶 Tirumala septentrionis 1    1 級消費者 

 琉球青斑蝶 Ideopsis similis 3    1 級消費者 

 端紫斑蝶 Euploea mulciber barsine 1    1 級消費者 

 黑端豹斑蝶 Argyreus hyperbius 2    1 級消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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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名 中文常用名 學名 數量 
(隻) 特有性 保育 

等級 優勢種 食物鏈位階 

 臺灣黃斑蛺蝶 Cupha erymanthis 3    1 級消費者 

 姬紅蛺蝶 Vanessa cardui 2    1 級消費者 

 黃三線蝶 Symbrenthia lilaea 
formosanus 

1    1 級消費者 

 琉球三線蝶 Neptis hylas luculenta 3    1 級消費者 

 泰雅三線蝶 Neptis soma tayalina 1    1 級消費者 

 臺灣三線蝶 Neptis nata lutatia 11   ● 1 級消費者 

 小波紋蛇目蝶 Ypthima baldus zodina 6    1 級消費者 
 臺灣波紋蛇目

蝶 
Ypthima multistriata 2    1 級消費者 

 永澤黃斑蔭蝶 Neope muirheadi 
nagasawae 

2    1 級消費者 

合計 38 種  181 隻     

備註： 
1. 合計 5 科 38 種 181 隻，其中銀紋淡黃蝶、姬波紋小灰蝶、小小灰蝶、臺灣三線

蝶等 4 種為優勢種。 
2. 本名錄之科名、中文常用名、學名、特有性等係參考臺灣蝴蝶保育學會於 103

年 7 月修訂之「臺灣產蝴蝶名錄」。 
3. 本次調查範圍為水庫管理中心經過大壩及木棧道，到草原區後沿著次生林的山

邊溝到洗手間，全長 2,000 公尺，沿步道兩側及頭上各 5 公尺範圍內，目視可觀

察及辨識到的蝴蝶均予記錄。 
4. 調查時間：107 年 5 月 17 日上午 09:00~12:30。 

表 6 寶山第二水庫蜻蛉調查資料表(1070517) 

科名 中文名 學名 數量 
(隻) 特有性 保育 

等級 食物鏈位階 

珈蟌科 白痣珈蟌 Matrona cyanoptera 1 ◎  2~4 級消費者 

琵蟌科 脛蹼琵蟌 Copera marginipes 7   2~4 級消費者 

細蟌科 紅腹細蟌 Ceriagrion auranticum ryukyuanum 10   2~4 級消費者 

晏蜓科 朱黛晏蜓 Polycanthagyna erythromelas 1   2~4 級消費者 

春蜓科 海南春蜓 Heliogomphus retroflexus 1   2~4 級消費者 

蜻蜓科  粗腰蜻蜓 Acisoma panorpoides panorpoides 13   2~4 級消費者 

 侏儒蜻蜓 Diplacodes trivialis 3   2~4 級消費者 

 善變蜻蜓 Neurothemis taiwanesis 17 ◎  2~4 級消費者 

 金黃蜻蜓 Orthetrum glaucum 5   2~4 級消費者 

 呂宋蜻蜓 Orthetrum luzonicum 4   2~4 級消費者 
 霜白蜻蜓中印

亞種 
Orthetrum pruinosum neglectum 6   2~4 級消費者 

 杜松蜻蜓 Orthetrum sabina sabina 5   2~4 級消費者 

 鼎脈蜻蜓 Orthetrum triangulare triangulare 3   2~4 級消費者 

 薄翅蜻蜓 Pantala flavescens 51   2~4 級消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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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名 中文名 學名 數量 
(隻) 特有性 保育 

等級 食物鏈位階 

 溪神蜻蜓 Potamarcha congener congener 1   2~4 級消費者 

 彩裳蜻蜓 Rhyothemis variegata arria 1   2~4 級消費者 

 樂仙蜻蜓 Trithemis festiva 2   2~4 級消費者 

合計 17 種  131 隻    

備註： 
1. 合計 6 科 17 種 131 隻，其中白痣珈蟌及善變蜻蜓 2 種為臺灣特有種。 
2. 「◎」代表臺灣特有種。 
3. 本名錄之科名、中文名、學名、特有性等係參考特生中心 105 年 12 出版的「臺

灣蜻蛉目昆蟲檢索圖鑑」(林斯正、楊平世著)第 28~34 頁的「臺灣蜻蛉目昆蟲名

錄」。 
4. 本次調查範圍為水庫管理中心經過大壩及木棧道，到草原區後沿著次生林的山

邊溝到洗手間，全長 2,000 公尺，目視可觀察及辨識到的蜻蛉類均予記錄。 
5. 調查時間：107 年 5 月 17 日上午 09:00~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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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107 年 6 月 28 日 

調查學者：彭國棟老師 

表 7 寶山第二水庫鳥類調查資料表(1070628) 

科名 中文名 學名 數量 
(隻) 特有性 保育 

等級 遷移性 食物鏈位階 

雉科 臺灣竹雞 Bambusicola sonorivox 4 ◎  R 1~2 級消費者 

鸊鷉科 小鸊鷉 Tachybaptus ruficollis 10   R、W 2~4 級消費者 

鷺科 小白鷺 Egretta garzetta 3   R、W、S 2~4 級消費者 

 黃頭鷺 Bubulcus ibis 6   R、W、S 2~4 級消費者 

鷹科 大冠鷲 Spilornis cheela 3 ○ Ⅱ R 2~4 級消費者 

 鳳頭蒼鷹 Accipiter trivirgatus 1 ○ Ⅱ R 2~4 級消費者 

鳩鴿科 珠頸斑鳩 Streptopelia chinensis 2   R 1~2 級消費者 

杜鵑科 番鵑 Centropus bengalensis 1   R 1~3 級消費者 

雨燕科 小雨燕 Apus nipalensis 2 ○  R 2~4 級消費者 

鬚鴷科 五色鳥 Psilopogon nuchalis 6 ◎  R 1~2 級消費者 

卷尾科 大卷尾 Dicrurus macrocercus 3 ○  R、Ｔ 2~4 級消費者 

 小卷尾 Dicrurus aeneus 2 ○  R 2~4 級消費者 

王鶲科 黑枕藍鶲 Hypothymis azurea 2 ○  R 2~4 級消費者 

鴉科 樹鵲 Dendrocitta formosae 4 ○  R 1~3 級消費者 

燕科 洋燕 Hirundo tahitica 10   R 2~4 級消費者 

鵯科 白頭翁 Pycnonotus sinensis 14 ○  R 1~2 級消費者 

 紅嘴黑鵯 Hypsipetes leucocephalus 6 ○  R 1~2 級消費者 

畫眉科 山紅頭 Cyanoderma ruficeps 2 ○  R 1~2 級消費者 

 小彎嘴 Pomatorhinus musicus 2 ◎  R 1~2 級消費者 
 大彎嘴 Megapomatorhinus 

erythrocnemis 
1 ◎  R 1~2 級消費者 

八哥科 白尾八哥 Acridotheres javanicus 4   Ａ 1~2 級消費者 

鶺鴒科 白鶺鴒 Motacilla alba 2   R、W 2~4 級消費者 

合計 22 種  90 隻     

備註： 
1. 合計 16 科 22 種 90 隻，其中 2 種為野生動物保育法公告之「珍貴稀有保育類野

生動物」，4 種為臺灣特有種，10 種為臺灣特有亞種。 
2. 「◎」代表臺灣特有種，「○」代表臺灣特有亞種，「Ⅱ」代表野生動物保育法

公告之珍貴稀有保育類野生動物，「Ⅲ」代表野生動物保育法公告之其他應予

保育野生動物。 
3. 「Ｒ」代表留鳥，「Ｗ」代表冬候鳥，「Ｓ」代表夏候鳥，「Ｔ」代表過境鳥，

「Ａ」代表外來種。 
4. 本名錄之科名、中文名、學名、特有性、遷移性等係參考中華民國野鳥學會於

106 年 4 月 8 日修訂之「2017 年臺灣鳥類名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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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本次調查範圍為水庫管理中心經過大壩及木棧道，到草原區後沿著次生林的山

邊溝到洗手間，全長 2,000 公尺，沿步道兩側以 Leica 8x40 雙筒望遠鏡可觀察到

的鳥類均予記錄。 
6. 調查時間：107 年 6 月 28 日上午 09:00~13:00。 

表 8 寶山第二水庫蝴蝶調查資料表(1070628) 

科名 中文常用名 學名 數量 
(隻) 特有性 保育 

等級 優勢種 食物鏈位階 

弄蝶科 大黑星弄蝶 Seseria formosana 3 ◎   1 級消費者 

 玉帶弄蝶 Daimio tethys moori 2    1 級消費者 

 狹翅弄蝶 Isoteinon lamprospilus 
formosanus 

1    1 級消費者 

 大白紋弄蝶 Udaspes folus 1    1 級消費者 

 埔里紅弄蝶 Telicota bambusae horisha 1    1 級消費者 

鳳蝶科 臺灣麝香鳳蝶 Byasa impediens febanus 1    1 級消費者 
 青帶鳳蝶 Graphium sarpedon 

connectens 
6    1 級消費者 

 青斑鳳蝶 Graphium doson postianus 1    1 級消費者 

 玉帶鳳蝶 Papilio polytes polytes 3    1 級消費者 

 黑鳳蝶 Papilio protenor protenor 4    1 級消費者 
 烏鴉鳳蝶 Papilio bianor 

thrasymedes 
4    1 級消費者 

粉蝶科 銀紋淡黃蝶 Catopsilia pomona 20   ● 1 級消費者 

 臺灣黃蝶 Eurema blanda arsakia 9    1 級消費者 

灰蝶科 銀斑小灰蝶 Curetis acuta formosana 1    1 級消費者 

 墾丁小灰蝶 Rapala varuna formosana 
 

2    1 級消費者 

 姬波紋小灰蝶 Prosotas nora formosana 16   ● 1 級消費者 
 琉璃波紋小灰

蝶 
Jamides bochus 
formosanus 

10    1 級消費者 

 白波紋小灰蝶 Jamides alecto dromicus 10    1 級消費者 

 沖繩小灰蝶 Zizeeria maha okinawana 
 

3    1 級消費者 

 小小灰蝶 Zizina otis riukuensis 20   ● 1 級消費者 

蛺蝶科 黑脈樺斑蝶 Danaus genutia 1    1 級消費者 

 小紋青斑蝶 Tirumala septentrionis 1    1 級消費者 

 琉球青斑蝶 Ideopsis similis 2    1 級消費者 

 端紫斑蝶 Euploea mulciber barsine 1    1 級消費者 

 黑端豹斑蝶 Argyreus hyperbius 3    1 級消費者 

 臺灣黃斑蛺蝶 Cupha erymanthis 1    1 級消費者 

 孔雀青蛺蝶 Junonia orithya 1    1 級消費者 

 琉球三線蝶 Neptis hylas luculenta 9    1 級消費者 

 臺灣三線蝶 Neptis nata lutatia 30   ● 1 級消費者 
 單帶蛺蝶 Athyma selenophora laela 1    1 級消費者 
 石墻蝶 Cyrestis thyodamas 

formosana 
1    1 級消費者 

 鳳眼方環蝶 Discophora sondaica 1    1 級消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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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名 中文常用名 學名 數量 
(隻) 特有性 保育 

等級 優勢種 食物鏈位階 

tulliana 
 小波紋蛇目蝶 Ypthima baldus zodina 1    1 級消費者 
 臺灣波紋蛇目

蝶 
Ypthima multistriata 7    1 級消費者 

 玉帶蔭蝶 Lethe europa pavida 1    1 級消費者 
 永澤黃斑蔭蝶 Neope muirheadi 

nagasawae 
3    1 級消費者 

 白條斑蔭蝶 Penthema formosanum 
 

1 ◎   1 級消費者 

 紫蛇目蝶 Elymnias hypermnestra 
hainana 

 

2    1 級消費者 

合計 38 種  185 隻     

備註： 
1. 合計 5 科 38 種 185 隻，其中白條斑蔭蝶 1 種為臺灣特有種，銀紋淡黃蝶、姬波

紋小灰蝶、小小灰蝶、臺灣三線蝶等 4 種為數量較多的優勢種，與當地廣泛可

見的阿勃勒、蠅翼草及山黃麻等食草植物有密切關係。 
2. 「◎」代表臺灣特有種。 
3. 本名錄之科名、中文常用名、學名、特有性等係參考臺灣蝴蝶保育學會於 103

年 7 月修訂之「臺灣產蝴蝶名錄」。 
4. 本次調查範圍為水庫管理中心經過大壩及木棧道，到草原區後沿著次生林的山

邊溝到洗手間，全長 2,000 公尺，沿步道兩側及頭上各 5 公尺範圍內，目視可觀

察及辨識到的蝴蝶均予記錄。 
5. 調查時間：107 年 6 月 28 日上午 09:00~13:00。 

表 9 寶山第二水庫蜻蛉調查資料表(1070628) 

科名 中文名 學名 數量 
(隻) 

特有性 保育 
等級 

食物鏈位階 

琵蟌科 脛蹼琵蟌 Copera marginipes 3   2~4 級消費者 

細蟌科 紅腹細蟌  Ceriagrion auranticum ryukyuanum 26   2~4 級消費者 

春蜓科 曲尾春蜓 Heliogomphus retroflexus 1   2~4 級消費者 

蜻蜓科 粗腰蜻蜓 Acisoma panorpoides panorpoides 1   2~4 級消費者 

 猩紅蜻蜓 Crocothemis servilia servilia 1   2~4 級消費者 

 廣腹蜻蜓 Lyriothemis elegantissima 5   2~4 級消費者 

 善變蜻蜓  Neurothemis taiwanesis 9 ◎  2~4 級消費者 

 金黃蜻蜓 Orthetrum glaucum 3   2~4 級消費者 

 呂宋蜻蜓 Orthetrum luzonicum 4   2~4 級消費者 
 霜白蜻蜓中印

亞種 
Orthetrum pruinosum neglectum 6   2~4 級消費者 

 杜松蜻蜓 Orthetrum sabina sabina 1   2~4 級消費者 

 鼎脈蜻蜓 Orthetrum triangulare triangulare 6   2~4 級消費者 

 薄翅蜻蜓 Pantala flavescens 46   2~4 級消費者 

 大華蜻蜓 Tramea virginia 4   2~4 級消費者 

 樂仙蜻蜓 Trithemis festiva 1   2~4 級消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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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名 中文名 學名 數量 
(隻) 特有性 保育 

等級 食物鏈位階 

合計 15 種  117 隻    

備註： 
1. 合計 4 科 15 種 117 隻，其中善變蜻蜓 1 種為臺灣特有種。 
2. 「◎」代表臺灣特有種。 
3. 本名錄之科名、中文名、學名、特有性等係參考特生中心 105 年 12 出版的「臺

灣蜻蛉目昆蟲檢索圖鑑」(林斯正、楊平世著)第 28~34 頁的「臺灣蜻蛉目昆蟲名

錄」。 
4. 本次調查範圍為水庫管理中心經過大壩及木棧道，到草原區後沿著次生林的山

邊溝到洗手間，全長 2,000 公尺，目視可觀察及辨識到的蜻蛉類均予記錄。 
5. 調查時間：107 年 6 月 28 日上午 09:00~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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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寶山第二水庫常見植物調查資料表 
科名 中文常用名 學名 特有性 優勢種 備註  

卷柏科

  
生根卷柏 Selaginella doederleinii    

木賊科 木賊 Equisetum ramosissimum   民俗植物 

觀音座蓮

舅科 
觀音座蓮 Angiopteris lygodiifolia    

海金沙科 海金沙 Lygodium japonicum   民俗植物 

桫欏科

  
筆筒樹 Cyathea lepifera   民俗植物 

碗蕨科 熱帶鱗蓋蕨 Microlepia speluncae    
鳳尾蕨科 日本金粉蕨 Onychium japonicum   外來種植物 

 箭 葉 鳳 尾 蕨

  
 Pteris ensiformis    

 半邊羽裂鳳尾

蕨 
Pteris semipinnata    

鱗毛蕨科 南海鱗毛蕨 Dryopteris varia    
金星蕨科 密毛小毛蕨 Cyclosorus parasiticus    

羅漢松科

  
竹柏 Nageia nagi   民俗植物 

杉科 落羽杉 Taxodium distichum   外來種植物 

柏科 臺灣肖楠 Calocedrus macrolepis  var. 
formosana 

◎  民俗植物 

榆科 山黃麻  Trema orientalis  ● 蝴蝶的食草植物   

 櫸 Zelkova serrata   蝴蝶的食草植物   

桑科 構樹 Broussonetia papyrifera  ● 蝴蝶的蜜源植物   

 菲律賓榕 Ficus ampelas   蝴蝶的食草植物   

 牛奶榕 Ficus erecta var. beecheyana   蝴蝶的食草植物   
 榕樹 Ficus microcarpa   蝴蝶的食草植物   

 珍珠蓮 Ficus sarmentosa  var. 
nipponica 

  蝴蝶的食草植物   

 小桑樹  Morus australis  ● 蝴蝶的食草植物   

蕁麻科 青苧麻 Boehmeria nivea var. 
tenacissima 

 ● 民俗植物、蝴蝶的食草植

物 

蓼科 八字蓼 Polygonum pubescens    

落葵科 洋落葵 Anredera cordifolia   外來種植物 

莧科 毛蓮子草 Alternanthera bettzickiana   外來種植物 

木蘭科 烏心石 Michelia compressa ◎  蝴蝶的食草植物   

樟科 樟樹 Cinnamomum camphora   民俗植物、蝴蝶的食草植

物 

 黃肉樹 Litsea hypophaea ◎  蝴蝶的食草植物   

 大葉楠 Machilus japonica  var. 
kusanoi 

◎  蝴蝶的食草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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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名 中文常用名 學名 特有性 優勢種 備註  

 豬腳楠 Machilus thunbergii   民俗植物、蝴蝶的食草及

蜜源植物 

 香楠 Machilus zuihoensis ◎  民俗植物、蝴蝶的食草及

蜜源植物 

毛莨科 串鼻龍 Clematis grata    

防己科 千金藤 Stephania japonica    

馬兜鈴科 異葉馬兜鈴 Aristolochia shimadai   蝴蝶的食草植物 

茶科 米碎柃木 Eurya chinensis    
金縷梅科 楓香 Liquidambar formosana   民俗植物 
海桐科 海桐 Pittosporum tobira    
薔薇科 山櫻花 Prunus campanulata    

 臺灣老葉兒樹 Pourthiaea beauverdiana var. 
notabilis 

   

豆科 相思樹 Acacia confusa   民俗植物 
 煉莢豆 Alysicarpus vaginalis     

 阿勃勒 Cassia fistula       外來種植物 
 蠅翼草 Desmodium triflorum   蝴蝶的食草植物 
 銀合歡 Leucaena leucocephala  

  
  外來種植物 

 含羞草 Mimosa pudica   外來種植物   
 山葛  Pueraria montana   蝴蝶的食草植物   

酢漿草科 酢漿草 Oxalis corniculata   蝴蝶的食草植物   
大戟科

  
廣東油桐 Aleurites montana   外來種植物、民俗植物 

 茄苳 Bischofia javanica     民俗植物 
 紅仔珠 Breynia officinalis   有毒植物 
 刺土密 Bridelia balansae  ●  
 野桐 Mallotus japonicus   蝴蝶的食草及蜜源植物

   
 白匏子 Mallotus paniculatus   蝴蝶的食草及蜜源植物

   
芸香科 月橘 Murraya paniculata   蝴蝶的蜜源植物   

 賊仔樹  Tetradium glabrifolium  ● 蝴蝶的食草及蜜源植物

   
楝科 楝 Melia azedarach   蝴蝶的蜜源植物   

漆樹科 羅氏鹽膚木 Rhus javanica  var. 
roxburghiana  

 ● 民俗植物 

 野漆樹 Rhus sylvestris   民俗植物、有毒植物 

  木蠟樹  Rhus succedanea   有毒植物 

槭樹科 樟葉槭 Acer albopurpurascens   ◎   
 青楓 Acer serrulatum  ◎   

無患子科

  
臺灣欒樹  Koelreuteria henryi  ◎   

省沽油科 山香圓 Turpinia formosana ◎  蝴蝶的蜜源植物   
葡萄科 漢氏山葡萄

  
Ampelopsis brevipedunculata  

var. hancei  
  蝴蝶的蜜源植物   

 三葉崖爬藤 Tetrastigma formosanum ◎  蝴蝶的蜜源植物 

杜英科 杜英 Elaeocarpus sylvestris   蝴蝶的蜜源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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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名 中文常用名 學名 特有性 優勢種 備註  
錦葵科 黃槿 Hibiscus tiliaceus   民俗植物 

 野棉花 Urena lobata   外來種植物 
木棉科 美人樹 Chorisia speciosa   外來種植物、蝴蝶的蜜源

植物 
 木棉樹 Bombax malabarica   外來種植物  

大風子科 魯花樹   Scolopia oldhamii   蝴蝶的食草植物  
西番蓮科

  
三角葉西番蓮 Passiflora suberosa   外來種植物 

千屈菜科 九芎 Lagerstroemia subcostata   民俗植物 
野牡丹科 野牡丹 Melastoma candidum   蝴蝶的蜜源植物   
五加科 鵲不踏 Aralia decaisneana    

 三葉五加 Eleutherococcus trifoliatus    
 鵝掌柴 Schefflera octophylla  ●  
 通脫木 Tetrapanax papyriferus  

  
   

紫金牛科 臺灣山桂花 Maesa perlaria  var. 
formosana 

  蝴蝶的食草及蜜源植物 

柿樹科 軟毛柿 Diospyros eriantha    
安息香科

  
烏皮九芎  Styrax formosana ◎   

木犀科 流蘇樹  Chionanthus retusus     
 白雞油 Fraxinus griffithii    
 桂花 Osmanthus fragrans   外來種植物 

夾竹桃科 酸藤  Ecdysanthera rosea    
蘿摩科 武靴藤  Gymnema sylvestre   蝴蝶的食草植物  

 鷗蔓 Tylophora ovata   蝴蝶的食草植物  
茜草科 山黃梔 Gardenia jasminoides   民俗植物、蝴蝶的食草植

物 
 玉葉金花 Mussaenda parviflora    蝴蝶的食草植物  
 雞屎藤 Paederia foetida   民俗植物 

旋花科

  
番仔藤 Ipomoea cairica   外來種植物 

馬鞭草科 杜虹花 Callicarpa formosana   蝴蝶的食草及蜜源植物 
 大青 Clerodendrum cyrtophyllum   蝴蝶的蜜源植物 
 馬纓丹 Lantana camara   外來種植物、蝴蝶的蜜源

植物 
紫葳科  黃金風鈴

木   
Tabebuia chrysantha   外來種植物 

 洋紅風鈴木

  
  

Tabebuia pentaphylla   外來種植物 

車前科 毛車前草 Plantago virginica   外來種植物 
忍冬科 裡白忍冬 Lonicera  hypoglauca    蝴蝶的食草及蜜源植物 
菊科 紫花藿香薊 Ageratum houstonianum   外來種植物 

 大花咸豐草 Bidens pilosa  var. radiata  ● 外來種植物、蝴蝶的蜜源

植物   
 加拿大蓬  Conyza canadensis   外來種植物 
 兔仔菜 Ixeris chinensis    
 小舌菊 Microglossa pyrifolia   蝴蝶的蜜源植物   
 小花蔓澤蘭  Mikania micrantha   外來種植物、蝴蝶的蜜源

植物   
澤瀉科 三腳剪(野慈 Sagittaria trifo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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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名 中文常用名 學名 特有性 優勢種 備註  
姑) 

百合科 臺灣百合 Lilium formosanum ◎  民俗植物 

菝契科

  
假菝契  Smilax bracteata   蝴蝶的食草植物   

 糙莖菝契  Smilax bracteata 
var.veruculosa 

  蝴蝶的食草植物   

莎草科 紅果薹 Carex baccans    
禾本科 臺灣蘆竹 Arundo formosana   蝴蝶的食草植物   

 白茅 Imperata cylindrica var. major  ● 民俗植物 
 五節芒 Miscanthus floridulus  ● 民俗植物、蝴蝶的食草植

物   
 桂竹 Phyllostachys makinoi ◎ ● 民俗植物、蝴蝶的食草植

物 
棕櫚科 山棕 Arenga tremula   民俗植物、蝴蝶的食草植

物   
天南星科

  
姑婆芋 Alocasia odora (   民俗植物有毒植物 

浮萍科 青萍 Lemna aequinoctialis    
薑科 月桃  Alpinia zerumbet   民俗植物、蝴蝶的食草及

蜜源植物 
合計 67 科 118 種     

備註： 
1. 合計 67 科 118 種，其中 12 種為優勢種，13 種為臺灣特有種。 
2. 「◎」代表特有種。●代表優勢種。 
3. 本名錄之科名、中文名、特有性等，主要係參考台大植物系 92 年出版之「臺灣

植物誌第二版第六卷」。 
4. 本次調查範圍為水庫管理中心經過大壩及木棧道，到草原區後沿著次生林的山

邊溝到洗手間，全長 2,000 公尺，沿步道兩側各 5 公尺範圍內，目視可觀察到的

維管束植物均予記錄。 
5. 調查時間：107 年 3 月 14 日、5 月 17 日及 6 月 28 日。 

283 



 

附錄四、期初報告委員審查意見與回覆 

會議日期：107 年 2 月 26 日 
委員建議 計畫單位回覆 
（一） 林委員淑英 
1. P.19 開始的表 2 寶二水庫環境資源盤點中，

第二項的植物項目目前列出四種，從水庫辦公

場所周遭即可以看見很多種樹木都具有其生

態地位或文化意涵，請加強調查作業和相關的

故事行銷規劃。 

謝謝委員建議，已安排專家進行四次生

態資源盤點調查。 

2. P.27 談到「確保水庫營運時之安全」，請問

除了發生強烈地震、暴風雨侵襲等狀況之外，

水庫壩體和周邊水利設施平常是否有常規的

監測作業？如有，建議在第二段的行文中稍作

描述，以利外界了解管理單位經營管理的嚴

謹。 

謝謝委員提點，確保水庫營運的安全為

水庫營運最基本原則，也是水庫工作同

仁的日常業務。分別為定期檢查及不定

期檢查兩種，其中不定期檢查用意為水

庫管理單位應於特殊事件(如一定規模

地震或豪雨)後發生後十日內，將水庫

設施檢查資料提送經濟部，以確認水庫

狀況，也是水庫工作同仁的日常業務，

詳見期中報告內文第 35 頁。 
3. P.31 子課程 2-「水資源調度對策評估」，僅

僅以 2 小時的課程要承擔「水資源調度對策」

的嚴肅任務，是否得宜？因為在實際情況中，

水利署長應該有相當堅強的團隊，有很多監測

資訊供全盤思考。再從國內已經有在運用的

「審議式民主」的理念與作業流程，要決定一

個重大的公共政策，必須研讀很多資料並經過

討論再作議決，以避免發生民粹狀況，因此提

出本意見供斟酌。 

謝謝委員建議，此討論目的是期望參與

者能理解並思索水庫營運及決策之重

要性及困難。教案是一個假設的情境，

讓參與者換位思考，以激起民眾及參訪

者對於水庫管理人員的重視。我們已經

重新設計另外一則更簡單的教案，由模

擬寶二水庫主任直接決定的小型教

案，由參訪者來進行討論。 

4. P.53 規劃擴大志工招生的層面，此構想甚

佳，為未來環教推動人力注入活水，同時可展

現公私協力的樣貌。這個範疇的志工必須具有

志願服務的素養及環境素養，針對此，我有幾

個建議：志工培訓作業宜循序漸進，先依據《志

願服務法》之規定進行 12 小時的基礎課程，

以協助受訓者澄清志願服務的倫理規範與價

值，藉之堅實服務的態度與情操，為寶二水庫

環教場所的永續經營立基。 

謝謝委員建議，因為大部分的志工已經

在其他環境教育場域擔任志工，所以一

些基礎的志工服課程都已經上過；再則

「寶山第二水庫環境教育志工招募與

考核要點」中，新任的志工已規範第一

階段的基礎訓練，需透過臺北 e 大數位

學習網進行網路學習，以取得第一階段

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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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建議 計畫單位回覆 
5.在專業課程上，建議增加水庫所在的整體河

川流域之自然生態與人文內涵，以及地質課

程、水庫興建對環境的影響等，以厚植推展環

境教育的能力。在目前所呈現的教案內容中，

P.9 提出寶二水庫的五個優點，沒有看見「水

庫完工蓄水後，將原有的河谷、峽谷變成水面

廣大的湖泊，因而將原本生活在淺灘的水棲、

兩棲動物及鳥類的棲地減少」的著墨；同時也

沒有提到「海岸線退縮」的影響課題。而從「用

水需求的成長」面向來說，竹科成立之初，用

水需求量每日三千噸，二十年之後則增為十二

萬噸，是開始時的四十倍(引用黃兆慧著、王

鑫教授審訂的《臺灣的水庫》遠足文化出版)。
引發深思是教育的重要目標，水庫興建則屬

《環境教育法》需要全民反思的嚴肅課題，對

本場所的環境教育人員來說，誠屬必要多加探

討以具備引導討論的能力。 

謝謝委員用心，提供許多資料。一則本

案為離槽式水庫，再以攔河堰加高蓄水

量，並沒有把水庫建在主要河川河道

上，因此淹沒的淹水區並不大；因此搜

尋相關文獻，並沒有寶二水庫開發過程

中這部分有關於動植物景觀受到影響

相關文獻之討論。並按照目前的工作項

目，我們只要寫一部分有關自然保育相

關的議題之教案，目前寫出的教案形式

已經符合參訪中小學生教案之需求，至

於委員的建議，會考慮把它列為未來中

長程教案的規劃目標。 

6.適度地引發自主學習的動力，引導建構共學

機制，加廣加深學習內涵。及，2016 年 9 月，

水利署南區水資源局曾進行【曾文水庫珍水志

工運用及管理要點】，有很完善的規畫。當年

負責該業務的黃信融課長是本案執行團隊預

計遴聘的水利專家之一，建議多多請教之。

另，接續他擔任環境教育任務的羅守枝課長則

是目前正在運用志工人力的主管，應該也是值

得請益的對象。 

謝謝委員建議，黃信融課長原本就是計

畫主持人熟識的朋友，前些時間已向黃

信融課長請教寶二水庫模型製作之事

宜；而羅守枝課長我們將會列入中長期

計畫委員參考名單。 

7. P.37 提及「上坪攔河堰」是臺灣第一座攔河

堰。它是為了寶山水庫取得水源而興建的，寶

山水庫是 1980 年動工興建，1985 年竣工。經

查閱《臺灣的水庫》(黃兆慧著、王鑫教授審

訂、遠足文化出版)書中所敘：「新店溪流域粗

坑壩(或稱屈尺壩)的壩形是〝自由溢流堰〞，

是配合發電而設置之攔河堰，1909 年 8 月竣

工。」，不知哪座可以稱為是第一座？是否加

以釐清較妥。 

謝謝委員建議，實為定義的問題，寶二

確為離槽水庫的第一座攔河堰，與在槽

不同，將更仔細說明清楚。 

（二） 康委員世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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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寶山第二水庫集水區內土地全部被政府收

購，是全國唯一及特色，環境教育內容宜強調

此特色，並與寶山水庫或石門水庫於生態、水

質、保育之差異。 

謝謝委員提點，遵照辦理。 

2.寶山第二水庫水資源運用於新竹地區之重

要及氣候變遷因應與調適、集水區保育等建議

納入環境教育。 

謝謝委員提點，已檢視並補充在「寶二

水庫水，哪裡來？哪裡去？」教案中，

詳見期中報告內文第 47 頁。 
3.北區水資源局及志工之環境教育培訓課程

及環境教育領域（八大)宜妥適規劃，以兼顧

環境教育課程及場地導覽需求。 

謝謝委員提點，目前本案所規劃的課程

內容主要以寶二水庫在地場域的特色

為主，也就是以水利設施及水資源保育

為主，而小部份以自然景觀資源作為課

程設計內容。 
4.課程活動方案 2：水庫設施體驗教案極具特

色，是否有魚梯？ 
謝謝委員提點，寶二水庫無魚梯設置，

魚梯為上坪攔河堰才有。 
5.課程教案內容宜加強與寶二水庫在地連結。 謝謝委員提點，寶二水庫管理中心已經

拜會了在地的社區、學校以及幾家科技

公司，加強了與在地的連結。 
6.建議可參考石門水庫，台水公司寶山水庫

（含淨水場）之環境教育設施場所，並檢視資

源分享共享之可行，尤其鄰近的寶山淨水場。 

謝謝委員提點，將請北水局承辦環教業

務的徐小姐提供相關資料，以利本團隊

的資源分享及參考。 
（三） 張教授子超 
1.寶山第二水庫申請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

證，是非常值得肯定的，但為了環境教育設施

場所的永續經營，建議分析設置環境教育設施

場所與北區水資源局的組織任務和目標的關

聯性，惟有建構關聯性，才能持續經營。 

謝謝委員肯定及建議，石門水庫屬於多

目標功能之水庫，環教場域設有環教師

及珍水志工，再者石門水庫觀光經營時

間甚久，已有良好基礎。寶二水庫非觀

光功能之水庫，寶管中心人力編制較為

薄弱，為推動環境教育，需仰賴外部人

力，因此寶二水庫初步正以培訓環教志

工為出發點，規劃出「寶山第二水庫環

境教育志工招募與鼓勵要點(附錄十

二)」，並招募志工中。未來的人力配置

也會持續與北水局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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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課程教案(二)淡水資源調度是很好的主題，

惟對於竹科的水資源需求與應用，應可以更深

入討論。 

謝謝委員提點及肯定，本案已再設計了

一個有關於「寶二水庫水，哪裡來？哪

裡去？」教案，詳細說明寶二水庫及周

遭單位用水關聯，詳見期中報告內文第

47 頁。 
3.寶山第二水庫設置環境教育設施場所的教

育理念、教育目標及教育對象應更清楚的論

定。 

謝謝委員提點，環境教育設施場所的教

育理念、目標已經補充在期中報告內文

第 40 頁；另外各個教案的課程設計目

標、實施對象，已經仔細補充說明在每

一教案中。 
4.在計畫緣起及目標中提及「可以增加休閒旅

遊的去處」，如何平衡休閒旅遊與水源區保

育？請考量和論定。 

謝謝委員提點，未來參訪者將採用線上

申請，嚴格管控參訪人數，以符合當初

環評的承諾。 
（四）王委員佩蓮 
1.P.11 教學策略分為三層級很好，但 107 年度

要完成三套包括國小、國中、一般民眾，所以

應及早確定。 

謝謝委員的肯定，已將各教案實施對象

確認規劃，目前共有 13 個教案課程及

活動，且實施對象針對國小、國中、高

中及一般民眾。 
2.P.15 認證據點評估是否應有短、中、長期(ppt
的 P.18)，應加入策略之思考。 

謝謝委員建議，目前暫無短中長期之評

估，等到整個環境教育場域認證申請計

畫書要送出之前，會做仔細規劃。 
3.P.16 經營管理規劃與 P.17 之文件，請依環保

署環訓所之申請表依序呈現較理想，尤其是夥

伴關係之經營策略，如表 1 （P.18)參加對象

為何，才能做為課程設計之依據。 

謝謝委員提點，目前暫時簡列，等到整

個環境教育場域認證申請計畫書要送

出之前，會做仔細檢視。 

4.行動方案之架構應有短、中、長期的思考並

與盤查之後特色？尤其水庫造成之衝擊及省

思。 

謝謝委員建議，環境教育場域認證申

請，應當以教案發展、規劃，及場域經

營管理為主軸，行動方案架構則為本案

額外的工作項目；等到計畫認證申請書

要送出之前，會把短中長期課程的規劃

方向擬定出來，再請委員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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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P.32 之教案的格式，請依環訓所範例，並且

多一點學員之操作、討論及分享（修正如

P.32-35）請再加強，尤其是時間。 

謝謝委員提點，教案已依環訓所格式套

入。教案會配合未來的 AR 擴增實境以

及寶二水庫水利模型，讓參訪者可以增

加實際操作；再者，教案中原設計有「大

新竹地區水資源不足時，如何調控水資

源」之討論教案，以及討論「當老仙爺

廟及大樟樹淹沒在寶二水庫集水區

時，討論如何遷移到新址」之討論教案

課程。 
6. P.63 工作內容項目與時間再省思，如工作甘

特圖 9 完成才能 12，或者 9 加入修正。 
謝謝委員提點，已經重新檢視，並加以

修正，詳見期中報告內文第 109 頁。 
7.對於志工服務與培訓應再仔細規劃，尤其是

環境素養的具備應加強。 
謝謝委員建議，已經重新檢視，已經特

別特別加強水資源環境素養之加強。 
8.營運之規劃應再提前，與夥伴之互動，規劃

一日遊才能吸引四小時學習者願意來。 
謝謝委員建議，後續我們會與周圍環境

教育場域進行異業和同業的結盟，並規

劃完成的配套課程。 
（五）新竹縣政府環境保護局 
1.寶二水庫一旦通過環境教育設施場域後，定

會吸引遊客前來遊憩，建議考量遊客所攜帶的

垃圾，後續處理方式或研擬相關方式避免觀光

造成的垃圾危害。 

謝謝提點，未來參訪者將採用線上申

請，嚴格管控參訪人數，以符合當初環

評的承諾。 

2.另外，水庫為民生用水重要保護區，遊客若

皆自行駕車前來，大量遊客所製造的廢氣排放

與廢氣落塵，是否會影響水庫水質?是否須限

定每日接待遊客數量？或以申請方式方可入

園遊憩？於環境負荷上是否可以納入評估與

考量? 

謝謝提點，未來參訪者將採用線上申

請，嚴格管控參訪人數，以符合當初環

評的承諾。 

（六）新竹縣政府教育處 
1.高年級部分的課程是否應加深、加廣，以利

學習。 
謝謝提點，加深、加廣之課程，將在未

來中長期課程進行規劃。 
2.環教認證課程以 2 小時課程搭配，是否可以

搭配其他課程，以提供國小半天或一天的環境

教育 4 小時的課程。 

謝謝提點，目前設計的課程是選單式的

安排，可以有許多不同的安排，不同的

課程可以互搭成 4 小時或是一天的行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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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是否可以提供一般學校的一個年段學生同

時參加環境教育活動。(教學參加人數，一次

可以容納多少人？) 

謝謝提點，目前規劃的課程內容足夠國

小高年級及國中環境教育四小時活動

的需求。 
（七）北水局經管課 
1.有關 P.32 課程教案(一)小水滴的旅行建議，

將寶二水庫的水源頭位置、集水區概念、水流

或供水路線，一直介紹到出海口等，納入寶二

水庫跟環教課程的連結。 

謝謝建議，已經重新規劃一「寶二水庫

水，哪裡來？哪裡去？」之教案，詳見

期中報告內文第 47 頁。 

2.有關 P.37 水庫設施體驗教案，建議將寶二水

庫興建過程歷史介紹加入，突出寶二水庫特

色。 

謝謝建議，目前已有 13 個教案課程及

活動，有關於寶二水庫興建過程歷時介

紹將列為未來中長期的課程規劃。 
3.有關 P.48 老仙爺廟的在地傳奇故事等，這是

寶二水庫的在地特色，讓人感覺生動活潑、貼

近民眾生活。P.49 最後一句”李囉吒的師傅太

乙真人”應為” 李哪吒”。 

謝謝經管課肯定，老仙爺廟的傳奇故事

已依北水局及委員建議刪除。 

（八）北水局計畫課 
1.P.15 經營管理規劃書於議價完成後 5 個月內

提送初稿審查，所述期程為何？目前進度? 
謝謝計畫課提點，經營管理規劃書已於

5 月送出核定通過。 
2.P.17 申請環境教育場域認證之文件 5（1）
中，應包含「環境及人為風險評估管理」，本

資料是否寶二管理中心已有或是由本計畫撰

寫。 

謝謝計畫課提點，已經將「環境及人為

風險評估管理」文字內容刪去。 

3.P.18 文件 8 資料須由寶二管理中心提供，是

否協調提供時程，以避免貴團隊撰寫困難。 
謝謝建議，本團隊將敘明相關資料提供

時程。 
4.P.63 環境教育推廣活動（4 場）是否由北水

局同仁擔任講解人員，若是，與培訓時程（3-11
月）有所衝突。 

謝謝計畫課建議，有需要將由貴局同仁

擔任解說人員，至於培訓時程將會設法

避開。 
（九）北水局保育課 
1.水庫的建立、環境變遷、自然環境、人為開

發…等等，如何寫入環境教育，應是申請環境

教育場域的基本思考。 

謝謝保育課提點，由於目前寶二水庫可

以提供的水利、水資源及周邊的動植物

生態景觀已經非常豐富，要讓參訪者了

解認識的已經不勝其數；至於水庫建立

過程、環境變遷，以及人為開發將列為

中長期的課程發展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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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寶二水庫環境教育場域環境資源應以水資

源重要設施為主要特色，並以離槽水庫為教案

主軸，輔以人文、自然發展方向。 

謝謝提點，本團隊的教案發展正以此為

主軸來進行，再輔以人文、自然課程發

展。 
3.專業人力之配置培訓應有周延規劃措施及

具體作法，另未來執行上專業人力分工定調為

教學引導者或協助教學者或是志工導覽等，應

明確需求提出方向，並循序漸進規劃培訓課

程。 

謝謝提點，環境教育場域要申請認證通

過，必須要有臨時編制的組織人力對照

圖表，將依序環境教育場域經營管理

組、課程發展組、導覽解說及志工培訓

組、場地維護組。 
4.關於專業人力環境教師招募鼓勵要點（石門

水庫環境教育設施場所）可提供參考；另關於

志工部分招募要點可參考「經濟部水利署水利

志工實施及管理要點」及石門水庫珍水導覽志

工服勤管理暨招募與考核要點。 

謝謝提點，目前已經規劃出「經濟部水

利署北區水資源局環境教育志工招募

與考核要點」，並經北水局局長批示。 

5.課程方案著重於環境教育知識面（生態資

源，水庫建造）的設計，對於人類社群使用水

資源與水資源對人類社群互動影響的議題，缺

少價值觀分析、價值觀澄清及行動促進之課程

單元，請加以補充。 

謝謝保育課提點，本團隊在課程教案設

計中有一個教案談，若大新竹地區缺

水，在水資源有限的情況下，應該優先

給哪一個產業來使用之議題討論課

程，即為水資源價值觀分析之課程。生

態課程部分，由於寶二水庫的生態資源

豐富，所以先以體驗及了解這些自然資

源之課程設計為主。 
6.四個課程內容應針對不同對象做深入淺出

且具活潑創意規劃，請調整，並應列入課程成

效評量、內容及安全評估。 

謝謝保育課提點，四個課程都一一檢視

過適合參加的對象，並詳述在每一子教

案中。課程成效評量會在課程後續繕寫

時持續檢視補充。 
7.寶山第二水庫興建環境影響評估所做的承

諾事項，應納入本次申請場域規劃考量。 
謝謝提點，未來參訪者將採用線上申

請，嚴格管控參訪人數，以符合當初環

評的承諾。 
（十）北水局寶管中心 
1.P.2 寶二水庫管理”中心”非管理局，請修正。 謝謝承辦提點，皆已檢視修正。 
2.P.9 寶二水庫無水力發電及養殖，魚梯為上

坪攔河堰才有。 
謝謝承辦提點及補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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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計畫要求的教學時間 4 小時，P.32 小水滴旅

行 2 小時，是否搭配其他教案。另其他之教案

無像第一教案一樣，有課程方案、課程運作、

課程簡介、教學目標、教學時間、對象等。 

謝謝承辦提點，目前設計的課程是選單

式的，可以有許多不同的安排，不同的

課程依實際情況可以互搭成 4 小時或

是一天的行程。教案格式已依環訓所規

定檢視補充。 
4.P.55 結合在地學校、民眾、NGO 團體、新

竹科學園區企業、專家學者及北水局辦理環境

教育推廣活動著墨較少，如何辦理請說明。 

謝謝承辦提點，日前先以電話方式聯繫

了在地學校、NGO 團體、新竹科學園

區企業，邀請大家成為夥伴。並已和寶

二水庫管理中心一起拜會了在地社

區，加強與在地的連結。 
5.P.55 紀念品、宣傳品，請針對寶二特色設計，

請於下次報告提出。 
謝謝承辦提點，團隊正積極與廠商協

調、設計一飲料提袋，作為此次的宣傳

紀念品，不論是攜帶環保水壺或是飲品

都可以使用，也響應環保署減塑政策。

會與寶二管理中心持續討論，謝謝。 
6.AR 之設計規劃如何？未具體提出，請於下

次報告提出。 
謝謝承辦提點，此部分詳見期中報告第

97 頁，並會與寶二管理中心持續討論，

謝謝。 
7.人工水道之設計規劃如何？未具體提出，請

於下次報告提出。 
謝謝承辦提點，此部分詳見期中報告第

99 頁，並會與寶二管理中心持續討論，

謝謝。 

結論 
1.寶二水庫環境教育場域認證據點評估及行

動方案應有短、中、長期計畫，請臺中教育大

學務必循序漸進，協助北水局取得場域認證。 

謝謝主席建議，本案在後續提出環境教

育認證計畫時，會把課程活動方案的短

中長期計畫詳細列。至於環境教育行動

方案在申請環境教育場與認證時，並沒

有在這方面特別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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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請臺中教育大學針對寶二水庫整個水文化

的歷程、生態保育措施、生態補償措施、環境

友善措施融入教案中，另課程對象需要界定清

楚，以利教案之編寫。 

謝謝主席提點，由於目前寶二水庫可以

提供的水利設施、水資源及周邊的動植

物生態景觀已經非常豐富，要讓參訪者

了解認識的已經不勝其數；至於水文

化、生態保育措施、生態補償措施、環

境友善措施已經補寫在期中報告內文

第 56 幾頁的「水庫的省思教案」。而教

案的授課對象也已做詳細界定清楚，謝

謝委員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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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專家顧問會議-專家建議紀錄 

會議日期：107 年 4 月 10 日 
委員建議 計畫單位回覆 

（一） 江局長明郎 
1.寶二水庫雖地處偏遠，但是交通亦算是方

便，道路亦在蓋水庫時進行拓寬；水庫的知名

度跟假日觀光的人潮不多，一方面因為沒有在

做相關的推展，一方面也因寶二水庫的人力相

當有限。而新竹寶二風景相當優美，趁著環教

法通過，透過環境教育的方式讓當地居民甚至

更多人知道本處亦是很好的方式。課程設計需

針對兩個重點：與水資源有關、並且與新竹的

寶山第二水庫有關。 

謝謝主席提點，目前本案所規劃的課程

內容主要以寶二水庫在地場域的特色

為主，也就是以水利設施及水資源保育

為主；本團隊規劃有「寶二水庫水利設

施的體驗課程」，也另外補了「寶二水

庫水，哪裡來？哪裡去？」新的課程。

也設計了以動植物及自然景觀資源作

為課程設計內容，謝謝。 

（二） 劉主任家盛 
1.應加強寶二、新竹當地特有的特色。 謝謝委員提點，已檢視並重新設計「寶

二水庫水，哪裡來？哪裡去？」教案。 
2.寶山及寶二並不完全足以供應新竹用水，必

須加上隆恩堰。 
謝謝委員提點，已經補充說明。 

3.寶二水庫一般日常維護。 謝謝委員提點，有關於寶二水庫一般日

常維護介紹將列為未來中長期的課程

規劃。 
4.寶二當時興建的原因(新竹科學園區、竹北發

展) 
謝謝建議，目前已有 13 個教案課程及

活動，有關於寶二水庫興建過程歷時介

紹將列為未來中長期的課程規劃。 
（三） 曾副所長國柱 
1.課程建議直接說明寶二水庫的功能(以平易

近人簡單的方式，不用再區分對象)：公共給

水、突顯水庫對民生產業發展的功效、水庫的

主要工程數據(諸元)；水庫安全則為基本，不

須再特別強調，改為介紹運轉、維護的方式即

可。 

謝謝委員提點，在第二教案水庫設施體

驗中安排了許多不同的體驗方式予學

員，並在日後搭配 AR、水庫模型等設

施，更加平易近人。依環保署環訓所認

證規定，所有的課程均需要針對不同授

課對象來實施。至於水庫的運轉、維護

將會在認證申請計畫書中來做說明。 
2.行動方案推動架構中，〈水庫蓄水範圍使用

管理辦法〉並非為環境教育的依據，可以刪

除。 
謝謝委員提點，已檢視並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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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水資源子課程之 2，設計問題太專業，接近

為政策的宣導或引導，此方法較不佳，可以改

用導覽志工直接解釋水庫的重要性即可。 

謝謝委員提點建議，此討論目的是期望

參與者能理解並思索水庫營運及決策

之重要性及困難。教案是一個假設的情

境，讓參與者換位思考，以激起民眾及

參訪者對於水庫管理人員的重視。我們

已經重新設計另外一則更簡單的教

案，由模擬寶二水庫主任直接決定的小

型教案，由參訪者來進行討論。 
4.課程 4 老仙爺廟的內容，大家樂的形象太過

負面，社會觀感不佳；彭李妹的故事則歷時過

久。若要保留這個部分，建議收集貼近當地居

民的小故事，較近期內對里民的庇蔭保佑事蹟

為佳；再者拆遷安置地的課程過難，並不適合

普羅大眾。 

謝謝委員提點，老仙爺廟的傳奇故事已

依北水局及委員建議刪除。 

5.生態課程極佳，建議可將當初環評的指標動

植物物種(若是還存在)再做描繪，彰顯生態維

護的用心。 

謝謝委員肯定，目前已完成了完整的四

次生態調查，當地的特有種及優勢種都

會在課程中加以介紹。 
（四）陳主任振欽 
1.將來解說的志工是不是考慮依照水利署的

志工管理來建構。 
謝謝委員的提點，本團隊已參照「石門

水庫環境教育志工招募與考核要點」，

並規劃了「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環境教育志工招募與考核要點」，並經

北水局局長批示，將以此來招募寶二水

庫與石門水庫環教志工。 
2.在專家的部分，可以增加資訊或是大眾傳播

的部分。以利製作生動又符合計畫目的的短

片，將來資訊平臺也是需要該專家的建構及維

護，一開始就納入會更好。 

謝謝委員提點，本團隊將會邀請資訊或

是大眾傳播領域的專家來參與。 

3.補充說明寶二水庫是土石壩，和一般不相

同，當初也有許多特殊的滾壓機具，可以參考

竣工報告。建造的時候也有遭遇許多困難，例

如岩盤下陷、還運送了紅土來做材料。這邊做

成動畫導入應該會增加水庫的特色。 

謝謝委員提點建議，目前已有 13 個教

案課程及活動，有關於寶二水庫興建過

程歷時介紹及遭遇的困難將在AR擴增

實境動畫中呈現，或列為未來中長期的

課程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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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場地規劃部分需再設計參觀動線，搭配不同

的時間，展現不同的特點，補充硬體設施。 
謝謝委員提點，本團隊將在環境教育場

域認證申請計畫書中，仔細規劃參訪動

線。目前設計的課程是選單式的，可以

有許多不同的安排，可以由不同的課程

相互搭成 4 小時或是一天的行程。目前

正積極與北水局討論中，未來將搭配

AR、水庫模擬體驗設施及水土保持體

驗設施。 
5.老仙爺廟建議導成水庫興建過程尊重地方

的民俗傳統、保護古蹟的措施。 
謝謝委員提點，老仙爺廟的傳奇故事已

依北水局及委員建議刪除。後改為討論

寶二水庫興建之民俗文物保存教案。 
6.小水滴的旅行，水的課程直接聚焦在寶二的

水，從那裡來，送至哪裡，以動畫的方式呈現

佳。 

謝謝委員提點，已檢視並補充一子教案

「寶二水庫水，哪裡來？哪裡去？」，

謝謝。 
7.水資源子課程之 2 可以將署長改成主任，一

日主任互動式動畫，了解水情，分配用水。 
謝謝委員提點，此討論目的是期望參與

者能理解並思索水庫營運及決策之重

要性及困難。教案是一個假設的情境，

讓參與者換位思考，以激起民眾及參訪

者對於水庫管理人員的重視。我們採用

委員建議重新設計另外一則更簡單的

教案，由模擬寶二水庫主任直接決定的

小型教案，由參訪者來進行討論。 
8.志工的教育課程可以依照署裡及衛福部規

定，增加志工一般課程，讓他們可以上衛福部

登錄，並考慮志工的退場機制。 

謝謝委員的提點，大部分的志工已經在

其他環境教育場域擔任志工，所以基礎

的志工服課程都已經上過；再則「寶山

第二水庫環境教育志工招募與考核要

點」中，新任的志工已規範第一階段的

基礎訓練，需透過臺北 e 大數位學習網

進行網路學習，以取得第一階段認證。

並已經在志工召募要點中，規劃志工的

強制退休年齡。 
9.課程建議分一般人士及專業人士即可，不用

按年齡區分。 
謝謝委員建議，因為依照環保署環訓所

「環境教育場域認證管理辦法」之規

範，環境教育場域的課程均需敘明是針

對哪一年段的實施對象來進行教學。因

此本團隊還是須將授課對象詳細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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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後續管理是否收費，建議進一步提供意見。 謝謝委員建議，會持續和寶二管理中心

討論，將依北水局的建議及規定作為參

考。 
11.建議洽鄰近醫院簽訂醫療合作，以利參訪

受傷人員之後送與治療。 
謝謝委員提點，未來在認證申請計畫書

送出前，會詳細規劃說明清楚。 
（五）盧教授秀琴 
1.第一個教案小水滴旅行不具特色，可以改成

為什麼要蓋寶二水庫，可以更突顯當時的社會

議題，談淡水的供需問題、在地特色、歷史脈

絡。 

謝謝委員建議，已再設計了一個有關於

「寶二水庫水，哪裡來？哪裡去？」教

案，詳細說明寶二水庫及周遭單位用水

關聯。有關於在地特色、歷史脈絡將列

為未來中長期的課程規劃。 
2.要將後方的長型水道規劃成水資源保育模

擬設施，是否具有特色？ 
謝謝委員提點，後方建置希望讓學員能

比較水土流失以及水土保持之情形；並

討論水庫淤積、水庫壽命，以及蓄水水

質好壞之影響，因為這就是水庫的主要

內容，也就具有環境教育場域的特色。 
3.第二個課程可以改成離槽水庫設施的體

驗，因為與在槽不同，可以討論背後的原因。 
謝謝委員提點，此次的課程聚焦在寶二

水庫的水及水庫特色上，所以不僅離槽

水庫包含其他設施都會作介紹，並已再

設計了一個有關於「寶二水庫水，哪裡

來？哪裡去？」教案，也會介紹離槽及

在槽水庫的不同。 
4.第三個可以改成寶二水庫的生物景觀。另外

也可以討論政府做決策的考量。 
謝謝委員建議，這個部分原本就是整個

計畫的工作項目之一，除了動植物景觀

之外，我們也會加強生物景觀的課程內

容。 
5.第四個課程鼓勵迷信嗎？應淡化，可以改成

興建寶二水庫如何面對古蹟保存。 
謝謝委員建議，老仙爺廟的傳奇故事已

依北水局及委員建議刪除。後改為討論

寶二水庫興建之民俗文物保存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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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關於營運目標，短期目標：四小時的上課課

程，對附近學校推動宣傳是用什麼方式。中期

目標：持續更新教育方案持續更新，更新依據

是什麼？另要把環境教育人員的培訓課程及

時間更加明確的表示。長期目標：教育平臺及

回饋機制是什麼？需再加說明。建議舉辦與周

圍社區能夠連動的活動，演講、繪畫、等等。

太陽能供電亦可以加入課程設計。 

謝謝委員提點，短期環境教育營運目

標，四個小時的環境教育課程，此乃北

水局或是寶二水庫內部該做的環境教

育工作；跟本計畫環境教育場域認證輔

導是沒有關係的。至於對附近學校推動

的宣傳方式，本團隊將在寶二水庫的課

程方案發展告一段落之後，將邀請附近

學校的師生到寶二水庫來參訪，並接受

課程的教學，以了解所發展課程是否是

適合他們。本團隊將會邀請不同的對象

來接受教案的教學，並根據回饋問卷及

學習成效來進行修正原有的課程。目前

建構中的網頁平臺會將委員建議納入

考量，而有關於舉辦與周圍社區能夠連

動的活動，演講、繪畫、將列為未來中

長期的活動規劃，不過暫且不是本計畫

的工作項目。而日前舉辦的寶二水庫的

攝影活動比賽，已有效連結社區夥伴。 
7.寶二員工較少，能帶領課程的人員缺乏，需

依賴志工，是否逐年建立培訓設計課程或建置

志工解說他們，而培訓志工的短中長期計畫須

更明確。 

謝謝委員提點，目前已經規劃出「經濟

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環境教育志工

招募與考核要點」，並經北水局局長批

示，目前已經積極在召募寶二水庫環境

教育志工。 
8.園區陸續規劃的太陽能公園頗具特色，可適

度加入課程。 
謝謝委員提點，目前已有 13 個教案課

程及活動，有關於太陽能公園將考慮列

為未來中長期的課程規劃。 
9.水庫無大眾運輸可到達，應提出良好解決策

略。 
謝謝委員提點，後續再仔細規劃。 

10.跌水工於河道高低變化甚大之處，用以減

緩水流及避免沖刷內容，可以做為環境教育課

程設計。 

謝謝委員提點，此次的課程聚焦在寶二

水庫的水及水庫特色上，所以不僅跌水

工包含其他設施都會作介紹。目前已設

計再水庫設施體驗中許多不同的體驗

方式予學員，日後搭配會搭配 AR、模

型等設施，提供大家簡單生動的方式來

了解，至於跌水工的影響，僅會提到一

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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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李教授永展 
1.可以利用石門水庫及翡翠水庫來比對寶山

水庫及寶山第二水庫設置目的之差別：石門水

庫是「風景特定區」，翡翠水庫只提供民生用

水，跟寶山水庫不一樣。 

謝謝委員提點，有關於寶二水庫水供作

民生用水、工業用水、及農業用水的討

論；以及缺水時，民生用水、工業用水、

農業用水，如何取捨之省思，我們已一

併納入水資源教案中，謝謝。 
2.「環境教育行動方案推動架構」的願景提及

「提升在地居民、產業、學校與政府機關之環

境素養」，但目前呈現的內容較缺乏，建議增

加「夥伴關係、社區參與」的內容與具體做法。 

謝謝委員提點，環境教育行動方案本案

特有的工作項目，與環境教育場域認證

聯性不高。日前已親自拜訪及電話方式

聯繫了在地學校、NGO 團體、新竹科

學園區企業，邀請大家成為夥伴。並已

和寶二水庫管理中心一起拜會了在地

社區，加強了與在地的連結。而未來長

時間的經營及維繫，將會在中長程計畫

做安排。  
3.環境教育行動方案推動架構建議說明寶山

水庫及寶山第二水庫設立的時空背景及先後

原因。 

謝謝委員提點，環境教育行動方案本案

特有的工作項目，與環境教育場域認證

聯性不高。團隊目前已再設計了一個有

關於「寶二水庫水，哪裡來？哪裡去？」

教案，詳細說明寶二水庫及周遭單位用

水關聯。有關於寶山水庫及寶山第二水

庫設立的時空背景及先後原因，將於後

續的認證計畫書中說明清楚列。 
4.「寶二供應新竹科學園區之工業用水及新竹

地區之民生用水、灌溉用水」：建議說明大新

竹地區的國土城鄉發展、產業發展及環境生態

之間的關聯。 

謝謝委員提點，大新竹地區，除了新竹

市人口密集之外，就是幾個主要的工業

園區是高科技產業的發展重點，其餘地

區均為農業用地；因此寶山水庫、寶二

水庫的供水主要是供應民生用水及工

業用水為主；灌溉用水則由竹東圳及隆

恩堰提供。 
5.「古蹟、文物、傳奇」：因為老仙爺廟不是

古蹟，建議改為「文物、傳奇」，並且應依據

文化資產保存法及新竹縣政府文化局的文資

資料進行適度修正。 

謝謝委員提點，老仙爺廟的傳奇故事已

依北水局及委員建議刪除。後改為討論

寶二水庫興建之民俗文物保存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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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SWOT「劣勢」中的「水庫設施模型」可做

為未來強化本場域的可閱讀性；「機會」中的

「對於未來招攬志工與觀光推廣」應酌予修正

（並非「觀光推廣」）。 

謝謝委員提點，將檢視並修正，詳見期

中報告內文第 118 頁。 

7.「表 1 寶二水庫環境教育課程架構表」：有

四個課程活動方案，建議以前三個方案為主，

第四個方案建議改列為中長期方案。 

謝謝委員提點，目前本案所規劃的課程

內容主要以寶二水庫在地場域的特色

為主，也就是以水利設施及水資源保育

為主，而小部份以自然景觀資源作為課

程設計內容。第四個教案後改為討論寶

二水庫興建之民俗文物保存教案。 
8.「水的來龍去脈、淡水資源保育的重要性及

如何保育淡水資源」：其中課程教案（二）的

「水資源調度對策評估教案（高中以上）」建

議納入中長期方案中。 

謝謝委員建議，此討論目的是期望參與

者能理解並思索水庫營運及決策之重

要性及困難。教案是一個假設的情境，

讓參與者換位思考，以激起民眾及參訪

者對於水庫管理人員的重視。我們已經

重新設計另外一則更簡單的教案，由模

擬寶二水庫主任直接決定的小型教

案，由參訪者來進行討論。 
9.「環庫步道及思源亭的周圍動植物景觀」：

「子課程 3-物種尋寶記」，生態據點找到了

嗎？有何特色可作為教案內容？ 

本案所規劃的課程內容主要以寶二水

庫在地場域的特色為主，也就是以水利

設施及水資源保育為主，而小部份以自

然景觀資源作為課程設計內容。目前針

對生態教案課程已完成了四次生態調

查。本教案將以在地的優勢種、特有種

之介紹以及食物鏈、食物網的連結之教

案為發展主軸。內容請參見期中報告內

文第 69 頁。 
10.「老仙爺庫的在地傳奇故事及古蹟保椠」：

有足夠內容做為一個教案嗎？文物古蹟保存

的「處理機制」與水庫的關聯度較低且屬於國

土計畫與土地徵收的專業內容，較不容易引起

學員的動機或增進技能與行動。 

謝謝委員提點，老仙爺廟的傳奇故事已

依北水局及委員建議刪除。 

（七）王教授懋雯 
1.資料的引用加上年代，水資源的問題在旱季

的新聞可以多加強調。 
謝謝委員建議，引用的資料都已加上正

確年代及時間。有關於水資源的問題在

旱季的新聞，將加強列入課程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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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SWOT 分析之後，可以加上 action；另外是

分析的條列可以更加清楚，例如說：員工較

少，實際上到底為幾人可以直接列出。 

謝謝委員提點，將檢視並於 108 年度據

點評估規劃書中補充。 

3.寶二水庫建置背景(需求：民生？灌溉？)建
議再增列。 

謝謝委員建議，本案所規劃的課程內容

主要以寶二水庫在地場域的特色為

主，也就是以水利設施及水資源保育為

主，寶二水庫的建置背景也會介紹。有

關於寶二水庫詳細的興建過程歷時介

紹將列為未來中長期的課程規劃，或

AR 擴增實境的動畫內容介紹。 
4.當初增設建蓋水庫的環評部分，當初的許多

考量和決策都可以加入，這樣的課程對環境教

育也相當可貴。另外盤點後的物種差異也可以

加入，是否有無造成生態影響。 

謝謝委員提點，本團隊將搜尋水庫開發

過程相關文獻，若有相關文獻，會考慮

把它列為未來中長程教案的規劃目標。 

5.油桐花其實為外來種，但現已落地生根成為

客家文化的一部份。 
謝謝委員提點，三次生態盤查之後將把

當地的優勢種及原生種等動植物列入

教案之中。 
6.針對水資源管理進行課程規劃。 本案所規劃的課程內容主要以寶二水

庫在地場域的特色為主，也就是以水利

設施及水資源保育為主，有關於寶二水

資源管理詳盡的內容將考慮列為未來

中長期的課程規劃。 
7.課程設計豐富，但各方面配套設計需再加

入。 
謝謝委員提點，目前正逐步將初步教案

簡案依每次調查及討論寫成詳案，內容

均依照環訓所規範。 
8.教學路線及師生比等等配套行程需再增加。 謝謝委員提點，目前正逐步將初步教案

簡案依每次調查及委員建議寫成詳

案，目前師生比規劃均為，每一位老師

配 20 位參訪者，內容均依照環訓所規

範。 
9.教具使用的材質，顏料等等是不是會污染需

再考量。 
謝謝委員提點，將檢視並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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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水資源子課程之 2 課程考量都是以人為中

心，也可以多以環境為中心思考。 
謝謝委員建議，本案所規劃的課程內容

主要以寶二水庫在地場域的特色為

主，由於目前寶二水庫可以提供的水

利、水資源及周邊的動植物生態景觀已

經非常豐富，要讓參訪者了解認識的已

經不勝其數；至於環境變遷、以環境為

中心思考等等將列為中長期的課程發

展目標。 
11.每一套教案的教學評量、成效評量需多加

說明。 
謝謝委員提點，目前已初步規劃好教案

的內容，共有 13 個教案課程及活動，

後續將逐一發展每一教案的教學評

量、成效評量內容。 
12.老仙爺廟的傳說的教導需拿捏平衡，避免

造成學員的誤會。 
謝謝委員提點，老仙爺廟的傳奇故事已

依北水局及委員建議刪除。 
13.進到寶二之後建議先做環境體驗，體驗湖

光山色。 
謝謝委員提點，第三個生態教案就是在

讓參訪來賓能第一步以體驗湖光山色

為出發，引起興趣進一步認識當地的生

態環境。 
（八）林教授素華 
1.「環境教育行動方案推動架構」P.1 短中長

期目標內容須與經營管理規劃書呼應，如短期

目標裡是否需要加進招募志工與培訓項目，才

與規劃書提到的一樣。另外長期目標中提到執

行信心，應該是指執行者，但上句敘述內容為

民眾，語句需要再調整。 

謝謝委員提點及建議，已檢視補充並修

正於期中報告第 38 頁。 

2.推動小組核心人員所提到的組織是否過於

龐大，建議 1-2 為核心人員，其他夥伴另用稱

呼。 

謝謝委員提點及建議，未來持續檢視修

正。 

3.「環境教育行動方案推動架構」P.3 需有質

與量，行動策略及承諾的內容細項，如何做應

與主旨目標呼應，建議條列式為清楚。 
謝謝委員提點及建議，將檢視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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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寶二水庫的特色一定要加強描繪，突顯重要

性。 
謝謝委員提點及建議，本案所規劃的課

程內容主要以寶二水庫在地場域的特

色為主，「寶二水庫水，哪裡來? 哪裡

去？」教案更是清楚的描繪了水的來龍

去脈，日後 AR 及模型建設完成後搭配

課程，可以更清楚的讓大家瞭解水庫的

特色。 
5.環境教育的五個目標，覺知敏感度：感受、

知識、技能、價值觀，最後才是行動力。因為

要申請認證，所以教案的格式也建議依據環訓

所的格式。 

謝謝委員提點及建議，將檢視補充，所

有教案都已依環訓所格式做修正，謝

謝。 

6.課程規劃國小中年級以上是指那些？不同

對象是不同教案？ 
謝謝委員提點，「國小中年級以上」是

指該環境教育課程設，適合國中以上的

各年段參訪者。本團隊已經針對各個課

程對象，重新檢視，並加以修正。 
7.教案內容是簡案還是詳案(需有時間分配)？
教學目標與環境教育的五個目標做連結。 

謝謝委員提點，目前以教案初步規劃完

成，未來是以詳案的規劃為目標。 
8.教案二所提到高中以上為對象，是透過何種

方式進教學？角色扮演？分組討論？如何分

組？ 

謝謝委員提點，教案二的內容只能透過

體驗的方式來進行，請參考期中報告內

容第 60 頁。 
9.巴歇爾水槽對一般民眾太難，是否應該簡化

成一般民眾可以接受的版本更好。 
謝謝委員提點，本案所規劃的課程內容

主要以寶二水庫在地場域的特色為

主，希望能讓參訪者都能體驗，巴歇爾

水槽對課程設計，也是透過讓參訪者體

驗的方式來進行；請參考期中報告內文

第 60 頁。 
10.寶二水庫的發展，短中長期目標內容不一

致，例如志工的部分，需再重新編排。將來的

環境教育人員需要扎實的教育，最好是由員工

從一開就培訓。 

謝謝委員建議，短中長期目標內容已修

正於經營管理規劃書報告內文中。 

11.建議使用工作坊的方式，由團隊演示給志

工，志工也 demo 之後，需要實地直接授課，

確保志工可以上場上課。 

謝謝委員建議，首先由本團隊教師演示

給志工看，再由志工演示給教師團隊

看，有問題的當場修正，確保志工可以

上場演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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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安全維護需再提及，是否有 SOP 流程，參

觀的人是否會受傷、如何處置、意外傷害時最

近的醫院等等。 

謝謝委員建議，緊急傷患救助及處理，

已經在經營管理計畫書中說明，在後續

的環境教育場域認證計畫申請書中將

有詳細說明。 
13.是否有教學路線圖？一次最多可以接待幾

個人？如何分配？ 
 

謝謝委員建議，未來在環境教育場域認

證規劃書中，將會仔細規劃環境教育教

學路線圖。目前多是採網路預約制度。

如果是一輛大客車來，可分作兩批，每

批 20 人由一位志工解說員來帶領教

學。 
（九）徐專家笑情 
1.課程方案的部分：強調寶二的特色、聚焦水

庫如何引水、離槽式建築、建壩歷程。格式依

據環訓所發布的模式，有師生比、安全評估這

樣較佳。老仙爺廟的故事以分享為主。水庫的

議題討論，例如工業用水及農業用水孰輕孰

重，另也可以討論到竹東垃圾場的問題。環湖

步道重視體驗即可，不用過度強調動植物，太

過深奧。 

謝謝委員提點，目前本案所規劃的課程

內容主要以寶二水庫在地場域的特色

為主，也就是以水利設施及水資源保育

為主，並搭配 AR、水庫模型等設施體

驗，提供大家簡單生動的方式來了解。

而小部份以自然景觀資源作為課程設

計內容。也新增工業、農業、民生用水

討論於教案中。老仙爺廟教案已依建議

刪除，改為討論寶二水庫興建之民俗文

物保存教案。所有教案都已依環訓所格

式修正。 
2.在專業人力的部分，建議以局裡的人力為

主，志工為輔(石門水庫有退休老師群組，而

志工的運作因為重疊較為困難)，在寶二可以

拉竹科、相關產業、鄰里幹事、學校教師等等

作為人力。 

謝謝委員提點，已經聯繫了在地學校、

NGO 團體、新竹科學園區企業，邀請

大家成為夥伴。並和寶二水庫管理中心

一起拜會了在地社區，加強與在地的連

結。並廣邀夥伴們來參與前些日子舉辦

的「員工及志工環境教育基礎培訓課程

工作坊」。而未來長時間的經營及維

繫，將會在中長程計畫做安排。 
3.醫療的運送計畫、污水處理的流程、環境承

載、場域開放時間、以及對環境友善的部分，

太陽能的設置可以納入(中長期)。 

謝謝委員提點，委員所提的內容將列為

未來中長期的課程及規劃。 

（十）廖副工程司東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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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興建水庫的衝擊，可以邀請 NGO 團體來做

交流。 
謝謝承辦提點，已經聯繫了在地學校、

NGO 團體、新竹科學園區企業，邀請

大家成為夥伴。但有關興建水庫的衝擊

評估，並不在此計畫的工項內。謝謝。 
2.大樟樹及 23 座土地公合爐也是一個歷史，

可以加進來。 
謝謝承辦提點，已經納入在寶二水庫興

建之民俗文物保存教案內介紹給參訪

者，詳見期中報告內文第 87 頁。 
結論 
1.議題論可以增加農業，工業，民生用水的討

論 
謝謝主席建議，遵照辦理。本團隊已補

進新課程教案，若大新竹地區缺水，在

水資源有限的情況下，農業，工業，民

生應該優先給那一個產業來使用，即為

水資源價值觀分析之課程。 
2.將課程教案聚焦在寶二水庫的水資源。 謝謝主席提點，遵照辦理。目前本案所

規劃的課程內容主要以寶二水庫在地

場域的特色為主，也就是以水利設施及

水資源保育為主，也檢視並補充在「寶

二水庫水，哪裡來？哪裡去？」。小部

份以自然景觀資源作為課程設計內

容，謝謝。 
3.可以參考石門水庫，環教與在地要結合。 謝謝主席提點，遵照辦理。已經聯繫了

在地學校、NGO 團體、新竹科學園區

企業，邀請大家成為夥伴。並和寶二水

庫管理中心一起拜會了在地社區，加強

與在地的連結。並廣邀夥伴們來參與

107 年 5 月 27-28 日、6 月 2-3 日舉辦

的「員工及志工環境教育基礎培訓課程

工作坊」。而未來長時間的經營及維

繫，將會在中長程計畫做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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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第一次工作會議決議紀錄 

會議日期：107 年 5 月 17 日 
會議決議 計畫單位回覆 
1.請臺中教育大學提出明年 6月寶二環教場域

認證申請必須完成之事項及預定進度，並請寶

管中心掌控進度配合辦理。 
謝謝主席提點，遵照辦理。  

2.本案預計於 5 月 26~27 日及 6 月 2~3 日辦理

環境教育基礎培訓課程，請臺中教育大學從上

課民眾中網羅有意願者，以招募 10 位志工為

第一階段之目標，並從其中找出領導者，俾利

志工組職運作順利。 

謝謝主席建議，課程完成後已順利招募

14 位志工，並皆留下聯絡方式完成報

名，以利後續課程交接。 

3.有關 AR、水工模型及體驗設施，基於有限

之時間及經費考量，請臺中教育大學已能於明

年通過認證之前提下，請廠商一次整體規劃，

並建議優先順序，請寶管中心分年分階段執

行。 

謝謝主席建議，詳細內容及進度於期中

報告第 97-101 頁說明，並持續積極與

廠商討論中，謝謝，預計近期內提出規

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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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期中報告委員審查意見與回覆 

會議日期：107 年 8 月 7 日 
委員建議 計畫單位回覆 
（一） 林委員淑英 
1. 執行團隊在短期內完成各式架構，

數項資源調查，志工招募的設計很有創

意，也順利完成培訓，值得肯定。 
謝謝委員的肯定。 

2.「寶二水庫」本身對推動環境教育任

務的“主體思維與行動”宜增強，並在

歷程中邀約志工來參與，藉機注入「共

同體思維」以培養革命感情。 

謝謝委員的提點，本團隊在辦理志工培訓課程

當中，主要目的就是傳達”主體思維與行動”，
如何利用寶二水庫以及相關的水利設施傳達

給參訪者，讓參訪者能夠了解寶二水庫及水利

設施是如何運作，進而達到水資源保育及水資

源有效分配的目的，而這些都在教案裡頭都有

傳達到，請委員放心，這就是我們環境教育教

案及培訓的主要工作。現在目前志工的培訓主

要是為了讓志工對寶二水庫產生親切感，慢慢

的融入共同體思維，一時間走得太快，志工會

認為太激進，他們還沒跟寶二水庫產生連結。 
3. 在地資源的故事性、文化特色等內

涵之運用，可在教案中予以融入。因

此，在地人的共同歷史記憶、生活智慧

之挖掘，值得加強。 

謝謝委員的建議，水庫、相關水利設施及水資

源保育設施是在地最主要的場域特色，我們會

先把這部分的內容放在最優先，至於其他在地

資源及故事、文化特色，屬於水庫以外周邊的

內容，也會把這部分列為未來中長期的課程規

劃。 
4. 調查結果與「報告論述」之間的連

結性宜加強。譬如 P.176 鳥類調查結果

(名錄)中沒有“灰鶺鴿”、“灰喉山椒

鳥”……等。但 P.6 論述中是以他們為

標的。 

謝謝委員的提點，因本調查時間有限，且寶二

水庫環庫道路有 10 公里長，再加上生態資源

非常豐富，對於動物、昆蟲類調查有一定的困

難度，並非一朝一夕能達成，因此本團隊是以

教案課程內容為主，針對寶管中心周圍步行

中，可用之資源進行詳細的調查。期中報告書

第 6 頁論述中是依照寶二水庫環境影響評估

報告(長時間調查的結果)之調查結果加入。 
5.「課程發展委員會」委員組成中，請

斟酌加入「終身學習推動、在地耕耘」

投入甚深的社區大學，特別是竹東、竹

北社大，以及更多的民間團體如荒野保

目前本案「課程發展委員會」為一年一聘，其

主要目的，要能夠展現寶二水庫場域的特色課

程，因此整個「課程發展委員會」會慎重挑選，

對本場域水利及水資源保育設施有深入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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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協會新竹分會、新竹野鳥協會等。 的夥伴共同參與，謝謝委員的提點，我們會慎

選，並在 108 年度邀約。 
6. 有關「模型」的製作設置，有否可

能以“空拍圖”來發揮教育功能。 
謝謝委員的建議，「仿真水庫模型」與「空拍

圖」各有各的功能特色，「仿真水庫模型」非

常容易把參訪者的眼光聚焦在模型上，因有實

際真水流動，參訪者能夠清楚的觀察到離槽水

庫、細部水流的狀況，以及在地底下比較難呈

現的水利設施，比較能夠有效地傳達給參訪者

知道，有非常大的臨場感存在；「空拍圖」在

聚焦的時間上較短，是由空拍機呈現上方往下

俯瞰，所以對於水流的流動、細部的管線以及

地底下的相關設施都無法有效地呈現給參訪

者，有很大的侷限，敬請委員能夠體諒這點。 
更要緊的是「仿真水庫模型」能夠配合實際操

作，想要講那裡就可以講到那裡，同時還可以

避免在烈日曝曬及作為雨天備案。 
7. 於審查會議之後，有機會乘車繞行

寶二水庫一周，因此提供補充意見： 
(1) 在這回繞行水庫行程中，個人認為

寶二水庫具有的特色除原先所敘

的「離槽」之外，它的壩體離管理

中心很近，很適合直接從管理中心

慢慢步行來認識壩體、取水塔、半

圓形溢洪堰、溢洪道等水利設施。

再經由這些設施進行水庫蓄水量

與水位之關係、水土保持的重要性

等(即案由一之課程二)教學重點。 
(2) 寶二水庫大壩的長度不長，在管理

中心這端行道樹中的楓香，看來有

「風衝現象」，本人從樹形研判可

能是來自東北季風的吹襲，請執行

團隊加以確認方位。大壩另一端的

淺山森林層次尚完整，樹種亦稱多

樣。建議善用這些既有資源，在壩

上環顧四周，享受天籟，探討水土

林保育課題。 

謝謝委員的提點及建議，本團隊針對委員以上

3 點建議，做各別回覆： 
(1) 實際開車繞行寶二水庫一圈約要將近

25-30 分鐘，如果徒步也要走 2-2.5 小時，

主要是因為離槽式水庫，所擁有的水利設

施較為複雜，所佔面積範圍也較大。如果

是步行體驗，僅能在壩堤上看到部分的設

施，至於離壩較遠的隆恩堰、上坪堰、渡

槽、跌水工、水源聯通管等設施，以及部

分設施在地底下，則完全無法由壩上看得

到，而且整個壩體的範圍體積非常大，只

能靠引導者遙指講解，參訪者用想像的方

式體驗，難以了解整個設施精細的地方，

所以還是需「仿真水庫模型」來替代，正

所謂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2) 謝謝委員的建議，但是本場域主要是以水

庫、水利設施、水資源保育等課程為主。

委員所建議風衝現象、享受天籟等課題，

將建議列為未來中長期的課程規劃。 
(3) 因寶二水庫平常無提供夜間之導覽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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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長程的課程發展，可以考慮在這裡

進行夜間體驗課程。 
說，後續若有提供夜間導覽，再建議寶管

中心將夜間體驗納入課程活動。 
（二） 張委員子超(書面) 
1. 在業務報告中提及計畫團隊要協助

研擬未來環境教育設施場所的營運管

理模式是否已執行？要如何研擬？ 

已協助寶二水庫研擬環境教育設施場所經營

管理規劃書，目前有兩個方案，其一透過委外

BOT 的經營方式；其二由主管機關每年編列

一定的經費，由環教專責人員與受過培訓的志

工協力來經營寶管中心環境教育場域，目前各

個水利署的相關水資源局、場域都採第二種方

案來進行。詳如期中報告內文第 9 頁。 
2. 教案內容已經很豐富，值得肯定，

仍提兩點建議： 
(1) 教學流程的步驟和格式不一致，須

調整。 
(2) 民俗文物保存教案的內容及教學

策略較弱，可強化。 

謝謝委員的肯定與建議。 
(1) 將檢視並修正補充。 
(2) 關於老仙爺廟的部分，於專家顧問會議

時，北水局內部同仁共同決議，傳奇故事

內容涉及迷信，因此建議刪除，目前僅留

下土地公廟與老樟樹遷移過程的討論教

案。 
（三） 王委員佩蓮 
1. 首先肯定寶山第二水庫願意分享所

有設施及台中教育大學林教授團隊的

努力。 
謝謝委員的肯定。 

2. P21.寶二水庫資源盤點可否進一步

區分為二大類：自然與人文。如此可呼

應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申請書上應

檢具之文件資料。 

謝謝委員的建議，本團隊主要的水庫資源盤

點，是針對課程方案進行水庫及水庫周邊資源

盤點，因本計畫之工作項目有四大課程方案，

分別為水的來龍去脈、淡水資源保育的重要性

及如何保育淡水資源；水庫水利設施體驗；木

棧道及周圍動植物生態教學；寶二水庫興建之

民俗文物保存教案。若進一步區分為自然與人

文，恐怕在水庫資源上會有失焦情形發生，敬

請委員見諒。 
3. 課程架構請以圖示之，雖 P38.有圖，

但這是推動架構，課程架構應與 P40.
表 4-4 課程架構表呼應，並列出短、中、

長期時間，加入更多環境教育之目標，

使學習者對環境變遷與生活產生連結。 

謝謝委員的提點，我們將以表 4-4 課程架構表

為基準，進行前後文修正。短、中、長期的發

展，將在 108 年環境教育場域認證申請書中將

有詳細說明。 

4. P40.表 4-4 課程架構表請再整理，課 謝謝委員的建議，已檢視並修正在期中報告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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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子課程、活動、實施對象應再分層

級。 
41 頁。 

5. P42.小水滴旅行應再確認與寳二水

庫環境之相關性。可談新竹地區用水情

形與 P49.連結。 
P47.探討離槽、在槽水庫差異、優缺

點，應運用影片或模型來操作較理想，

但影片的時間及重點應再明示。 
P55.課程一、子課程 4、對象是成人，

應有具體、活潑的操作方式，有學習成

效評估工具很好，但對成人，文字會不

會太多，可用遊戲進行。 
P68.生態教學可以再活潑有趣，對象為

國中生以上應修正？對整體環境生態

向下扎根較為重要。 

謝謝委員的建議，本團隊針對委員提出的頁

數，做各別回覆： 
期中報告書第 42 頁小水滴旅行為水資源保育

之基礎課程，為讓參訪者能夠重視水資源及山

林保育的重要性，再者我們也會在後續的之課

程中談到新竹地區用水的情形。 
期中報告書第 47 頁，本團隊正有此規劃，針

對寶二水庫、水利設施、水資源保育設施等，

設置仿真水庫模型、擴增實境(AR)以及 3D 的

動畫影片，針對參訪者做整個寶二水庫仿真模

型及相關水利設施的介紹，可以讓參訪者在短

時間內了解，又可以避免參訪者在烈日陽光下

無法專心學習，並作為雨天備案。 
期中報告書第 55 頁因本課程「水庫的重新審

視與省思」為期初會議主席於結論時，決議將

水利署及北水局所面臨的水庫議題，詳細的納

入教案中，並做有效的討論與呈現，因此文字

敘述較多，敬請委員見諒。 
期中報告書第 68 頁關於生態體驗課程中，食

物鏈（網）遊戲中，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的生

態系統，捕食與被捕食關係，在國中階段的生

物課程中已有相關的課程內容，因此放在國中

以上年段較為合適。本團隊也期望可以向下扎

根，由於在國小階段中，相關課程尚未配合，

在未來參訪及課程講解上可能需花費更多時

間，敬請委員見諒。 
6. P93.志工基礎課程已完成，八月即將

進行教案接手培訓，請寫出 1 點成效評

估工具預計達到什麼目標？ 
P95.夥伴關係建立可以慢慢來，以實

際、互動及成長較理想，才能永續經

營，讓許多人(尤其是在地人)可以共同

關心愛護環境。 

期中報告書第 93 頁我們在整體的方案中，相

關的水資源保育及水利設施的體驗課程，相較

之下，較為困難，因此在教案移接培訓中，不

強迫所有的志工第一次培訓就可以完全了解

並接手所有的教案，而是在後續的環境教育活

動中，甚至明年度的計畫中，也邀請志工共同

參與，期望能夠達到一回生，二回熟，三回佳

境漸入，四回可以完全接手教案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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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中報告書第 95 頁，此處謝謝委員的鼓勵，

本團隊正是希望跟志工夥伴透過磨合與適應

期，慢慢的讓志工願意接受寶二水庫教案，並

且逐一培訓到可以接手寶二教案，並建立良好

的互動關係，讓志工願意自主參與帶隊引導講

解，與志工建立良好的夥伴關係為後續逐一要

達到的工作內容目標。 
7. P109.計畫工作甘梯圖需表達本次期

中各項應達與實際達到之對照百分

比，可清楚呈現執行進度是否已達成。 

謝謝委員的建議，計畫工作甘梯圖已清楚表現

出各項應達與實際達到之對照百分比，詳如期

中報告第 109 頁之預計進度百分比與目前完

成百分比所示。 
8. 模型與教案須有聯結？或這是中

期、長期教案所需？如何規劃應再慎

思，避免不用就成垃圾。 

本團隊先寫好教案，因教案需求，延伸出模型

設置，如有模型，對教案推動上會事半功倍，

尤其是仿真水庫模型與實際的水庫相似度很

高，而且可以避免參訪者長時間在烈日陽光下

曝曬，讓參訪者在短時間內有效的學習，在本

團隊看來，仿真水庫模型有一定的必要性。 
（四） 新竹縣政府環境保護局 
1. 計畫團隊經驗豐富，資源盤點及教

案規劃內容完整，值得肯定。 
謝謝新竹縣環保局的肯定。 

2. 增能課程培訓，研習活動等，建議

可開放縣內環教場域或環教認證人員

一同參加，以增進場域的影響力。 

若整個培訓課程對縣內各個環境教育場域及

環境教育人員有很大的幫助，本團隊也很期望

與各位夥伴結成為夥伴聯盟關係，只要在北水

局的同意下，本團隊非常歡迎各單位共同參

與。 
3. 建議可運用團隊的專業經驗，嘗試

研擬ㄧ個誇場域的教案，橫向串聯本縣

場域教案，如竹北水資中心、竹東水資

中心(申請中)、竹東生態公園 1、2 期等。 

謝謝建議，目前整個誇場域的方案，將列為後

期的發展方案來推動，目前本團隊會以寶二水

庫的水利設施以及水資源保育設施相關課程

發展為主。 
4. 未來於場域提出認證申請時，倘須

其他場域協助，可洽本局。 
謝謝新竹縣環保局的協助。 

（五） 科技部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 
1. 報告書 p.40-41 設計之課程活動方

案： 
(1) 課程活動方案一的子課程 2 其課程

的實施年段是「國中以上，及一般

謝謝科管局的建議。 
(1) 本團隊在設計課程活動方案上，會考慮到

課程活動在目前學生學習的內容，以及過

往在一般民眾的學習歷程當中，有沒有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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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年齡層差距大，是否在教

學上會因年齡層不同而有不同的

教法。 
(2) 在「水庫水利設施體驗」子活動 2

及「木棧道及周圍動植物生態教

學」戶外課程其課程的實施年段都

是「國中以上」，請問有包含一般

民眾嗎？還是只有「國中以上的學

生」，請確認。 

習過相關的課程，假如沒有，本團隊會考

慮現有各年段學生的需求，另一方面會考

慮到一般民眾是否需要這個的課程，一併

納入為可以實施的對象。再者整個課程的

實施，教學的方法，都有考慮到各年段實

施的可能性；在者，本團隊曾經實施過的

教學當中，對象為一般國中生以及一般成

年人都沒有造成太大的問題 
(2) 「水庫水利設施體驗」以及「木棧道及周

圍動植物生態教學」，其實對所有參訪者

來講都是陌生的，我們主要的重點是在特

定的年段是否有學習成效，根據本團隊的

評估，在國中以上、高中、大學及一般成

年人就適合來學習，整個課程是寫國中以

上的學生，確定無誤。 
2. 報告書 P86 課程活動方案四之「教

學時數」40 分鐘，未包含「Ⅶ討論與

分享」15 分鐘及「學習成效評估單元」

5 分鐘，請修正。 

謝謝提點，已修正為 1 小時，詳如期中報告內

容第 87 頁。 

3. 有關貴場域之管理中心將納入 AR
設施，請問此設施是否有應用於課程活

動方案中？ 

目前有關於納入擴增實境(AR)設施的部分，因

有相關經費分配上的不確定性，因此本團隊在

課程活動方案中不方便把擴增實境(AR)的體

驗內容寫入。 
4. 在「三、目標及營運管理策略」中

「(一)短中長期營運目標」與「短期」、

「中期」及「長期」之標號不一致，以

及「短期」內之標號誤植由(13)到(24)，
亦請修正。 

謝謝委員的提點，已修正期中報告書第 138
頁。 

5. 在短期目標中(15)與鄰近竹科、學校

形成夥伴關係、及(16)與周圍場域形成

策略聯盟合作夥伴，其合作事項包含哪

些事項？請說明。 

目前尚在研擬夥伴關係合作備忘錄的階段，等

待合作備忘錄經確認後，會盡快向周圍夥伴提

出邀請，一起來推動水資源保育的工作。 

（六） 北水局張副局長庭華 
1.環教志工招募建請以地方人士為主

體，以免遠居他處之志工日久因交通路

程等因素而影響熱忱。另與在地民間社

謝謝主席的建議，後續將於明年度邀約寶管中

心主任與承辦後續拜訪或由北水局召開會議

邀請竹科高科技產業、附近社區、學校以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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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建立夥伴關係請親自拜訪，面對面溝

通為宜，不宜電訪及郵件邀請。 
他相關單位。 

2. 本階段之課程安排請以申請環教設

施場所認證所需者為優先，部分課程活

動可列為中、長期辦理。 

遵照主席的指示辦理，整個課程方案，經本團

隊評估之後，會將部分課程列為場域認證主要

課程，其他課程將列為未來中長期的課程計畫

內容。 
3. 所提仿真模型可在有限時間內讓參

與者一窺全貌，惟寶二水庫係為營運中

之水庫，似可考量以 UAV 航拍方式建

立實體設施之數位影像，涵蓋上坪堰上

游集水區、上坪堰、隆恩堰、寶山及寶

二水庫、台水公司淨水場等，讓民眾更

能感受實境，同時有利於後續隨著課程

活動內容擴充。 

本團隊已將方案一：仿真水庫模型、擴增實境

(AR)及 3D 動畫影片與室外的水庫體驗、水土

保持等四套體驗設施；以及方案二擴增實境

(AR)、3D 動畫影片進行兩方案的審慎評估，

並且把相關的評估轉交給北水局進行決斷。在

兩方案中，各有各的優缺點存在，在方案一的

整體學習成效及 CP 值相較之下較高，並且可

以因應現階段極端氣候，極端高溫的氣候以及

頻繁的強降雨的情形下，符合民眾及環境教育

參訪者的需求，後續的寶二水庫相關設施，將

於工作會議時，向北水局提出相關的討論。 
4. 建議 P.40 表 4-3 課程發展委員會名

單可增加熟悉寶二水庫周邊環境之在

地社團人士。 

遵照主席的指示辦理，本團隊會在近期內，將

周邊熟悉寶二水庫之相關夥伴及社團人士一

併考慮納入。 
5. 寶二水庫係與寶山水庫及隆恩堰聯

合運用，課程活動安排請讓參與者瞭解

運用情形，同時將水利工程建設以淺顯

易懂的方式讓參與者能容易瞭解。 

謝謝主席的提點，已重新檢視並補充於第一教

案中。 

（七） 北水局石管中心 
1. 有關課程教案一、子課程 4、P57、
IV 綜合活動，講師發問部分：集水區

濫墾、濫伐…預計到 2030 年水庫淤積

量達 62%；另講師歸納部分：濫墾、濫

伐、濫種的原因是沒有統一行政管理體

系，另又涉及民代關說壓力等用字都不

要，請多收集水利署相關資料後修正。 

謝謝提點，本教案所規劃的課程內容，主要是

要引起參訪者對環境問題所應負責任的覺

知，進而引發省思，讓參訪者養成正面的環境

態度，並能夠主動的參與環境行動。可否請建

議的夥伴，針對上述一段文字內容提出適當的

建議以利遵循。 

2. 有關本案水土保持體驗設施，設有

模擬森林、草地、水泥地、裸露地等不

同，其模擬目的為何？其抗沖蝕結果可

能為水泥地最佳。 

此體驗設施，主要是為了讓參訪者體驗在四種

不同的模擬地上，觀察土壤沖刷量、土壤吸水

量、出水量、渾濁度，並了解水土保持的重要

性。而且最主要的目的，更要讓參訪者深刻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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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到水庫上游集水區的水土保持及森林保育

並非水利主管機關可以掌握，而是需要水土保

持局、林務局、農委會等主管機關共同努力，

所以我們期望可以經由課程活動，透過參訪者

與民眾的與論力量，讓各個機關能夠注重上游

集水區之水土保持及森林的重要性，這樣才有

利於水利單位的河川能夠永續經營。 
另外，水泥雖抗沖蝕，但並不保水，在現階段

極端氣候的影響下，豪大雨來臨時，將無法有

效蓄存水資源，並造成低窪淹水災情不斷。 
3. 本案後續培訓課程請將現場照片納

入報告，以豐富內容。 
謝謝石管中心建議，將檢視照片，以利後續補

充。 
（八） 北水局品管課 
1. P40.表 4-4 課程活動方案一、水的來

龍去脈、淡水資源…保育淡水資源中子

課程 4，建議「教案」2 字可移除。 
同樣課程活動方案四、寶二水庫興建之

民俗文物保存教案，建議「教案」2 字

可移除。 

謝謝品管課的建議，已修正於期中報告書第

41 頁。 

2. 環境教育回饋單(P104、105)有關課

程方案名稱鈞請修正。 
謝謝提點，後續將依不同參訪者增加回饋單一

並修改之。 
3. 各項子課程學習單呈現方式多為填

充式，貌式換個「上課」地點並考試的

型態，建議學習單可運用繪(草)圖、連

連看、想法分享(例如：我有話想說或

「水庫的重新審視與省思」問答式)，
另可以圖片輔助，而低年級的學習單建

議美編，活化版面，避免枯燥乏味且單

調的呈現。 

謝謝建議，後續經過試教、展演後，將檢視並

補充，並於 108 年度課程委員會議中提出修

正。 

4. 教案接手培訓活動日期不同(報告

書、簡報)，請修正。 
謝謝提點，已修正期中報告書第 95 頁。 

5. 承前，議程亦與簡報不同，請修正 謝謝提點，已修正，詳見期中報告書第 95 頁。 
（九） 北水局計畫課 
1. 本案年度完成後，依據規定應印製

成果報告出版品，其格式排版應符合水

利署出版品相關規定，建議後續履約報

謝謝計畫課提點，後續將請寶管中心環境教育

業務承辦人傅先生提供相關資料，以利於報告

格式排版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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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依規定格式撰寫。 
2. P1.寶山第二水庫建議先敘及全稱，

後面再簡稱寶二水庫為宜。 
謝謝提點，已修正期中報告書第 1 頁。 

3. P1.倒數第 5 行「两」建議修正為「兩」。 
P45.學習單缺漏，建議修正。 
P147.邱副局長已高陞離開本局，建議

修正。 

謝謝提點，已補充，詳見期中報告書第一頁及

第 46 頁，活動議程依當時資料提供。 

4. 環境教育體驗設施預計施作兩處，

建議注意空間是否足夠。 
謝謝提點，設施場地空間目前是依照寶管中心

現場進行規劃建議，後續將與北水局再做仔細

的檢視。 
5. 學習單中，如學習對象為高中以

上，可妥為設計民眾思想回饋，如 P58.
解決水庫壽命、P89.文化保存。立意良

好，建議往後教案設計保留此節，供業

務人員參考。 

謝謝計畫課的肯定。 

（十） 北水局養護課 
1. 第三章水環境教材與課程可運用的

教學策略一章，通篇撰寫口吻用語常以

孩童、學童、學生、小朋友等用語，似

乎不太恰當，應重新檢視以一般參與環

教民眾立場撰寫。 

謝謝提點，此章節是水環境教案課程，是教老

師如何進行教學，必須寫出老師與學生之間的

互動，以老師對學生的角度進行撰寫，以利於

參訪者學習，是相當正常的事，這是標準教案

的寫法。 
2. 管理大樓後方水槽建議設置簡易壩

前水庫模型，模擬溢洪道放水情形或模

擬取水塔出水，可更為逼真，類似小人

國石門水庫模型。 

本團隊在寶管中心 1 樓有規劃一個仿真水庫

模型，如果可以順利爭取到經費並如期施作，

整個溢洪道放水情形以及取水塔出水的狀

況，都可以很逼真的做有效的呈現；而室外的

模擬水庫蓄水槽，只會進行模擬水庫水位、水

容量、水壓測試以及簡易地水庫放水產生的洪

水流的模擬情形。 
3. 各種動植物資源調查，是否可在資

源特性說明欄內說明分佈在寶二水庫

周邊地理位置及分佈概況。 

謝謝提點，寶二水庫動植物分佈之地理位置及

概況，這需透過野外調查經驗豐富的研究人

員，進行季節性的駐點與調查，非一朝一夕可

完成，目前本計畫之調查主要以教案可用之教

材為主。長時間之動植物調查，後續將建議北

水局將寶二水庫列入每年之動植物調查計畫

之內。目前已經將教案課程實際走訪的環境做

了一些註記，在我們的調查資料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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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新竹地區水文化資產應有不少，如

隆恩圳、竹東圳等前人所開闢的圳路，

可適當導入課程中，融入寶二水庫水資

源教案。 

目前主要以寶管中心周邊 10 分鐘徒步，可以

容易走到的場域認證範圍，為主要的認證地

點，目前教案方案內容以符合場域認證之需

求，若擴及比較遠的地方，可能要派車把參訪

者接出去，這樣子的課程教案，將考量列為未

來中長期的課程規劃。 
（十一） 北水局保育課 
1. 本計畫主要整合寶二水庫自然資源

與人文歷史，並利用閒置空間規劃申請

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為目標，關於申

請書架構及工作內容進度撰寫規畫，建

議團隊擬定各工項期程，利於了解進

度。 

謝謝提點，關於場所認證申請書架構及工作內

容進度撰寫規劃將於明年度列入本計畫擬定。 

2. 關於環境教育課程方案規劃，所提

四方案主要以水資源及水利設施、生態

保育及在地信仰文物保存三面向發

展，為聚焦水庫場域水資源特色課程，

建議團隊就場域認證申請之需求提出

階段性的教案發展優先順序，並能落實

真實場域教案可執行性；另特色課程教

案初期仍建議以寶山第二水庫之水利

相關設施工程及新竹地區水源調度分

配，並與寶山水庫、隆恩堰如何聯合運

用？並結合新竹地區水資源相關議題

連結發展教案。 

本計畫團隊本來就是以場域認證為主要發展

方向，並朝委員所建議之內容來進行，謝謝指

教。 

3. 另報告書中規劃四課程方案教案示

範安排，整體活動教學及帶隊示範教學

時間各僅 40 分鐘，另教案內涵、流程、

回饋分享等均未安排時間討論，如何對

教學者或參與培訓者能針對教案做充

分討論及修正呢 ？是故，仍建議教案

示範安排做適度的調整後再進行。 

本團隊在「水庫的重新審視與省思」教案內容

上，流程、回饋分享等，會重新安排相關的時

間，整體教案時間已修正至 60 分鐘。 

4. 針對寶二水庫管理中心增設水庫設

施體驗模型，以仿真水流模型設置於一

樓展示廳內規劃及水土保持植栽鋪面

模擬，請團隊就整體室內可使用空間、

本團隊已將方案一：仿真水庫模型、擴增實境

(AR)及 3D 動畫影片與室外的水庫體驗、水土

保持等四個體驗設施；以及方案二擴增實境

(AR)、3D 動畫影片進行兩方案的審慎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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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建議 計畫單位回覆 
教學應用、實用性及後續相關運用作考

量並詳細評估可行性？另並請就上述

模型提出可替代的方案：如場域規劃擴

增實境(AR)等活動設計或以自然環境

真實環境中的植栽鋪面做為引導教學

的素材等建議方案。 

並且把相關的評估轉交給北水局進行決斷。在

兩方案中，各有各的優缺點存在，在方案一的

整體學習成效及 CP 值相較之下較高，並且可

以因應現階段極端氣候，極端高溫的氣候以及

頻繁的強降雨的情形下，符合民眾及環境教育

參訪者的需求，後續的寶二水庫相關設施，將

於工作會議時，向北水局及提出相關的討論。 
（十二） 北水局寶管中心 
有關規劃之課程以水資源議題及寶二

水庫水利設施體驗等為主軸尚符合歷

次審查意見及專家顧問意見。 

謝謝寶管中心的提點，重點的是整個課程，老

師如何來引導並進行討論活動，讓參訪者及民

眾如何進行思考，這才是重點。 
第 40 頁、四、環境教育課程方案規劃

內提及「每套課程不少於 4 小時」，查

所提課程教學時數有 2 小時、2.5 小時、

1.5 小時、3 小時及 40 分鐘等，該如何

搭配不同行程或課程，以補足 4 小時。 

依照環境教育場域認證相關法規規定，所有課

程加總達 4 小時以上即可，而每一課程可彈性

規劃教學時數；目前本團隊總共發展的 11 套

子課程，遠遠超過 4 小時的認證需求，也是目

前所有的水庫已認證場域中最多的。 
課程一、子課程 3、寶二水庫水，哪裡

來？哪裡去？(包括水資源調度對策評

估：新竹水危機)要分組討論水資源運

用優先順序，也就是說要評斷民生、工

業及農業用水之優先與重要性，這應該

需要有水資源一定程度的了解，才能討

論，惟課程教學對象為國小中高年級，

是否需提升至國中或高中年級較適當。 

謝謝建議，此教案課程主要是為了激發學員的

思維，讓學員體驗，站在不同角色的情況之

下，水資源運用之重要，進而為環境而行動。 

第 45 頁小水滴的旅行學習單不完整，

請補齊。 
謝謝寶管中心的提點，已修正期中報告書第

46 頁。 
第 104、105 頁回饋單內參加的課程名

稱或教案名稱，請依據第 40、41 頁課

程活動方案名稱修正。 

謝謝寶管中心的提點，已檢視後續將依不同參

訪者增加回饋單一並修改。 

有關志工培訓，近期將以 4 場工作坊舉

辦，對於志工篩選或評核是否有好的建

議。 

寶二水庫已有相關的志工評選方式，只要按照

核定的評選辦法實施即可，至於目前寶二水庫

志工人數並不多，所以也不宜的過度刪選志

工，等未來志工人數多的時候，再來做後續的

處理。 

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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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建議 計畫單位回覆 
環境教育課程活動請以申請環境教育

設施場所認證需求為優先，並具現地可

執行性。 

謝謝主席的提點，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預計

將以水資源課程活動為主體，後續並於 108 年

度專家顧問會議中提出。 
請寶管中心適時召開工作會議，與承辦

單位充分討論，以確認各期報告內容符

合本計畫目的。 

謝謝主席的提點，本團隊將配合工作會議之出

席討論。 

有關規劃於戶外設置模擬森林、草地等

坡地之環教學習場域，考量寶二水庫周

邊即是一處大自然教室，請規劃以實地

符合水土保持教育所需之場地做為教

學場域。 

謝謝主席的建議，將謹慎檢視寶二水庫周邊實

地環境。 

請寶管中心審慎評估仿真模型與數位

實體設施影像之效益，並請將評估結果

陳報局長，以決定後續辦理方式。 
謝謝主席的提點。 

本期中報告暨簡報原則認可，請參酌各

與會委員及單位代表意見加以研處，並

有所回應。 
謝謝主席的肯定，遵照辦理。 

請執行單位依契約規定時間送期中報

告修正稿乙式 3 份，以利寶管中心憑辦

後續作業。 
謝謝主席的提點，遵照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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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八、第二次工作會議決議紀錄 

會議日期：107 年 9 月 4 日 
會議決議 計畫單位回覆 
1.請寶管中心於今年期末報告前，提出環

教場域認證申請必須完成之事項：(1)設施

場所之所有權、管理權或使用權證明文件

影本(2)申請單位依法須取得政府機關核

准設立、登記者其核准設立、登記證明文

件影本(3)設施場所依法須取得政府機關

許可始得營運者，其營運許可證明文件影

本。 
請臺中教育大學依照團隊進度，協助

寶管中心收集、撰寫以下資料：(4)環境現

況及自然或人文特色主題與內容說明(5)
環境教育專業人力配置說明(6)環境教育

課程方案(7)經營管理規劃書(8)申請單位

近 3 年辦理環境教育相關證明文件。 

謝謝主席提點，遵照辦理。 

2.請臺中教育大學將志工資料提供給寶管

中心。並請寶管中心規劃志工之休息室，

讓志工到寶管中心服務時，可以有地方可

以休息、討論、製作教案教具等。 

謝謝主席提點，志工報名表正本已提供給

寶管中心。 

3.有關 AR、水工模型及體驗設施，經由局

內上級長官審慎評估及討論之後，仿真水

庫模型與數位實體設施影像，請依造規劃

進度優先進行。另外，戶外設置模擬森林、

草地等坡地之環教學習場域，考量水土保

持非本局之專業及特色，故暫不列入考

慮。並請臺中教育大學推薦幾個場域，是

設有仿真水庫模型結合 AR、3D 之相關設

施，提供北水局實際參訪了解。 

相關指示，將遵照辦理！但因截至目前已

知的場域尚未有水庫仿真模型結合 AR、
3D 之相關設施，僅「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漫步太陽系特展」有類似的設施，已於 9
月 27 日推薦給寶管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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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決議 計畫單位回覆 
4.請寶管中心負責環境教育之承辦，挑選

一個自己熟悉及專業領域之教案，經由臺

中教育大學協助反覆練習到順暢，使場域

認證時可以更順暢。並於場域認證申請之

前，請臺中教育大學針對規劃內容，提出

4 小時教案，並針對承辦及各志工之專業，

互相搭配並規劃場域認證之流程。 

謝謝主席提點，遵照辦理。 

5.「2018 全國河川日」有以下幾點決議： 
(1)請寶管中心準備石門水庫及寶二水庫

之摺頁，到現場發放。 
(2)請陶林提供 UAV 空拍飛行、電視，若

UAV 機不夠，可至本局借出，並請寶管中

心後續持續跟陶林作內容討論。 
(3)環境教育之活動，請臺中教育大學依據

此報告內容，協助規劃活動及辦理。 
(4)有獎徵答小獎品以及攤位背板布置，請

寶管中心偕同臺中教育大學、陶林做後續

工作項目分配。 

謝謝主席提點，遵照辦理。 

6.後續 3 場推廣活動(每場次 2-4 小時)，由

臺中教育大學依據契約內容辦理，請寶管

中心盡力協助。 

謝謝主席提點，推廣活動已於第一場次 9
月 28 日、第二場次 9 月 29 日、第三場次

10 月 26 日、第四場次 11 月 10 日、第五

場次 11 月 10 日完成辦理，邀請參與試教

對象為：新竹上舘國小、新竹竹塹社區大

學、新唐科技公司，均獲得良好的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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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九、107 年種子教師培訓時數 

黃鳳招 24 13 37
葉淑玲 12 13 25
林怡孜 21 13 34
李伊仙 12 12
賴純敏 24 24
溫美芳 12 12
蘇鳳秋 12 13 25 8
劉運發 24 24
鍾秀琴 12 13 25
陳岳瞬 24 13 37 4
蘇啓洪 12 12
葉棟權 24 13 37 4
何汝玲 12 13 25 8
張宗海 24 13 37 4
謝木華* 6 6 8
*為基礎培訓課程後加入之志工夥伴

未完成部分課程志工夥伴將於108年繼續課程

107年種子教師團隊完成24小時以上培訓時數共1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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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期末報告委員審查意見與回覆 

會議日期：107 年 12 月 10 日 
委員建議 計畫單位回覆 
(一) 康委員世芳 
1.本計畫七大面向工作項目，執行單位

已依合約規定完成，期末報告內容豐

富，且亦研提環境教育設施場所據點

評估與經營管理之規劃報告書。 

謝謝委員肯定。 

2.志工招募可邀集在地重要 NGO 參與

策略聯盟，如桃竹苗環境教育區域中

心之伙伴團體、台水公司。 

謝謝委員建議，目前的工作方向也朝此做

努力，明年度計畫開始後，會增強與在地

重要團體的連結 
3.課程方案之課程大綱建議能增加自

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水庫集水區及

水質保護(監測)之概念。 

謝謝委員建議，接下來的課程發展，我們

會往此方向做增修。 

4.265 頁委員意見 6 臺北公司改為臺水

公司。 
謝謝委員指正，已修改為臺水公司。 

(二) 林委員淑英 
1.P.184 中提出的建議(二)，有關志工招

募課題切中要點，強化寶二水庫己身

的角色任務，及早再建構志工歷程中

即與個人或團體多接觸、多交流。在

此建議寶二水庫管理中心可在「志工

基礎培訓」課程上進行實體教學，以

強化“情操”之涵育。 

謝謝委員建議，有關志工規範，皆依照北

水局指示與規定，以利未來寶二水庫於石

門水庫志工能互相交流與幫忙。團隊所能

及部分，我們會盡力去邀請竹科園區、科

技公司、NGO 團體、周圍的社區及社大

的夥伴、學校的夥伴等，一起來加強參

與，並加強與志工互動。至於志工基礎培

訓課程部分至於增開「志工基礎培訓課程

的部分」，恐將難以配合，因為一者已超

出我們原來計畫的工作項目之外，二來因

為下個年度計畫經費被嚴重缩減，三者大

部分來參加的志工都已經在別的場域有

擔任過志工夥伴，其志工的基礎培訓課程

都有上過；而我們志工招募辦法中(附錄

十二)，也有詳細說明必須要到台北 e 大

數位學習網際學習，請委員見諒！ 
2.P.78 有關桂竹、龍眼、苧麻等用諺語

(或謎語)方式進行，很有創意，尤其桂

竹，頗有“物候”意涵。唯，桂竹「頭

謝謝委員建議，謎語為通俗文化，團隊為

求精確已再向專家諮詢及考證。根據李玟

樑老師指導，桂竹從每年 11 月開始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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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節節帽，身穿節節衣，年年二三月，

出土赴宴席」請確認是這個季節呢？ 
 
 
 

陸陸續續逐漸在各地有破土生長狀況，至

3-5 月大量的增加生長。因此謎題並不影

響作答。並且解謎的關鍵字應為「頭戴節

節帽，身穿節節衣」即可猜出答案。為避

免誤解，已將謎題改成三四月。 
3.表 4-4 課程發展委員會與 P.291 會議

主席張副局長提議之間，沒有呼應連

結的原因？ 

謝謝委員提醒，表 4-4 課程發展委員會為

107 年 4 月 10 日召開，P.291 會議主席張

副局長提議為 107 年 8 月 7 日期中報告建

議，本案課程發展委員會為一年一聘，本

團隊將在下個年度召開課程發展委員會

前增修委員名單。 
4.P.66「上坪堰」是臺灣第一座攔河

堰，請再予以確認。「攔河堰」的定義，

字裏行間有互相矛盾之處 

謝謝委員建議，為避免造成混淆，修正教

案內容，將不再以第一座來形容，詳見第

68 頁。 
5.P.53「新竹水危機」教案部分，所提

出的“方案一”有關抽取地下水之敘

述，請加以斟酌。P.54 註明所引用資

料的日期，因為本份引用資料中，新

竹地區水庫的蓄水量並沒有「危機」

的現象。 

謝謝委員提點，本課程活動方案一，為一

個討論的議題，是針對臺灣以往至今所發

生過事件，用於新竹地區進行討論；謝謝

委員建議，已刪除。 

6. P.279 王懋雯老師提到油桐花是外來

種。而在第二章 P.6，對於油桐花的敘

述是正面的。請問執行團隊是把油桐

花視為當地的優勢種還詮釋嗎？爾後

遊客問起這個問題的時候，管理當局

如何說明為宜呢？ 

謝謝委員建議，該段敘述為寶二水庫現

況、議題、與分析，只是提到該地有此植

物，內容為報告用。並非教案內容，教案

內容並無對油桐花做正面介紹。 

7. P.60「寶二水庫水，哪裡來？哪裡

去？」教案中，在 P.63 講師歸納說明

提及流域管理單位眾多….等，是造成

臺灣水庫壽命較短的原因。茲建議： 
(1)補充「臺灣水庫壽命短」因素中的

地質因素、颱風等造成的自然沖蝕等

因素。 
(2)另，在本教案「學習單」中，列出

一項關於“政策”或“修法”的改善

思維，以回應教材中“因素”的邏輯。 
(3)建議講師可以補「出流管制，逕流

謝謝委員建議， 
(1)已補充在報告書第 65 頁； 
(2)學習單的部分本團隊將於下個年度等

做滾動式修改； 
(3)至於「出流管制，逕流分擔」為水利署

近期推動之重要政策，為能順利與教案連

接，將考慮中長期教案發展時再列入。 

322 



 
分擔」的立法理念和執法重點。 
8.未來網站之改善或充實，建議加強

“字幕”。 
謝謝委員建議，未來的環教相關設施建置

時會特別注意此點。 
9. P.146「合作意願書」、P.160「志工招

募」等文件內容，建議加強「動之以

情」、期盼各界多多參與的文字，以發

揮「呼朋引伴」的功效。 

「合作意願書」為確保雙方權益需保留完

整內容，我們將另設計一份，一併附上，

使夥伴備感溫馨，詳見期末報告書第 162
頁；「志工招募」內容依北水局格式招募，

並另外設計「志工招募宣傳單」，詳見期

末報告書第 179 頁。 
10.在資源盤點之後，在教學運用如

P.34「水庫週邊可見之自然景觀」，集

水區重點宜放在森林層次如大喬木、

中喬木、灌叢、地被植物、藤本等”之
體驗觀察。 

謝謝委員建議，本計畫資源盤點過後將生

態課程重點放在木棧道周圍生態資源的

調查，以方便木棧道周圍生態景觀的導覽

解說教案之進行。木棧道課程以生態食物

鏈及優勢、外來、特有種為主軸介紹。至

於全方位的生態之調查，並非本計畫之工

作項目。 
11.第一章 P.1 舉出新竹地區的供水

量，並無整體耗水量說明，宜補強。 
謝謝委員提點，因寶二水庫並未有整體耗

水量之統計，而新竹地區的整體耗水量之

數據這個部分應屬臺灣自來水公司所管

轄。 
12. P.2 第二段「水利署長官」，“長官”

是否刪除為宜。 
謝謝委員建議，已刪除。 

13. P.6(二)自然景觀敘述部分，增加蝴

蝶、蜻蜓。 
謝謝委員建議，已增編，詳見期末報告書

第 6 頁。 
14. P.13 六、戶外教學 3.野外的觀察：

附近河川、湖泊、水圳…的。 
謝謝委員建議，已修改，詳見期末報告書

第 14 頁。 
(三) 張委員子超(書面) 
1.對於寶二水庫的現況、議題與分析，

計畫執行團隊，確實很努力地收集資

料，而且根據這些資料，發展了四套

教學方案，這些教案內容非常豐富，

可以提升參訪人的環境素養。 

謝謝委員肯定。 

2.年度工作執行成果的第六項(硬體設

施的改善及第七項發展寶山第二水庫

的環境教育平台，做的不錯，但這些

規劃是如何設計發展出來的？建議上

述兩項執行成果，能再經由一至二次

謝謝委員建議，計畫起始由團隊規劃硬體

設施，並參考多處模型及互動擴增實境，

規劃過程都在期初、期中及兩次工作進度

報告中考量專家及北水局建議。另網頁規

劃則由團隊提供環教資訊並由北水局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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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諮詢會議，並做修訂及說明。 一作業。 
3.議題討論的案由一，如何吸引志工參

與？建議思考志工的需求，如馬斯洛

的需求層次理論，若能滿足志工的需

求，才能吸引志工。 

環境教育志工是一群非常有社會經驗、有

能力的前輩，但是非常需要主管機關關

懷、照顧、及尊重的一群。當他們來幫忙

時，除了讓他們有機會表現、展現他們的

能力外，也一定要讓他們有家的感覺、被

尊重的感覺，也要有好的志工運作管理機

制、好的福利制度。因此，我們本身首先

要有好的培訓制度，讓他們學到課程及設

施的內容及帶隊解說的能力之外，其次要

有良好的招募及管理制度，要有休息的空

間，要有專人安排及招呼他們，需要有專

屬的志工背心及服務手冊，要提供最起碼

的交通費及誤餐費，三不五時還要安排慶

生會以及表揚大會，以上所提的內容，如

果可以盡早確定、提出，並公佈，志工夥

伴們就會一傳十、十傳百，相約來到。 
(四) 王委員佩蓮 
1.摘要可以再簡化、量化、質化呈現，

尤其是成果部分，過程少一點、多一

點建議，做為日後的參考。在 P.Ⅱ之

三、四成果可以加入多說明與呈現，

八之分析與課程結合較易清楚(P.163
可放教案之後)。 

謝謝委員建議，摘要已簡修。此次報告編

排為回應工作項目，謝謝委員提點。 

2. P.11 之教學策略與課程方案中教學

活動之運用、連結性如何？ 
謝謝委員提醒，此篇教學策略為後續教案

設計參考內容，教案內容較多則無再逐一

說明。 
3. P.17 之文件 1、3 及 4 應摘要敘述，

詳見附錄一，P.215 應對教學人員人數

多少？推估可以同一時間的負荷？文

件 4，應做餅圖？請問完整或尚未完

成？才能配合課程方案之對象？P.23
文件 5 與 P.297 會議決議？文件 6？與

P.297 之決議。 

謝謝委員提醒，委員前述建議我們將內容

詳細列在附錄二、經營管理規劃書中，詳

見期末報告第 258、259 頁。依據會議決

議，我們已協助寶管中心完成資料收集及

編寫，內容如報告書所述：寶二水庫設施

場所所有權狀、管理權證明文件之影本，

目前由北水局進行整理中，其餘完成。近

三年資料則是持續收集至提送審查前。 
4. P.43、49、56、61 及方案二、三、

四。 
謝謝委員建議， 
(1)各教案環境教育能力指標我們將於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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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請再確認教學目標，環境教育能力

指標與活動之互相呼應？是否太多？

活動之間是否重覆？如子課程 1 與 2。 
(2)加入教學策略與第三章呼應，教學

時間為 15-20 分一個活動，不應 40 分

任意分配。教學地點因每個活動而不

同，(修改在 P.43、44)，P.45 綜合活動

之活動可以移到發展活動較宜，教學

評量隨時教學，應做好討論與分享。

教學對象再確認及不同教學策略才

是。 
(3)已經有試教了，教學後之學習單應

是學員(如 P.96-103)。 
(4)各個教案的寫法再確認，再活潑、

有趣。P.70 主要活動，那前面是什麼

活動？ 
(5)方案二之水利設施是否在其他層級

中，應有點運用？ 

年度逐一完整檢視另做修訂； 
(2)各個教案的時間分配已修訂，詳見期末

報告第 46、47 頁； 
(3)每一次試教學習單的學習成果，檢附在

該場活動之後，請參考各場次推廣活動成

果，詳見期末報告第 130-158 頁。 
(4)P.71 主要活動已改為延伸活動，前面的

課程 P.68 為主要活動。 
(5)課程方案二：水庫水利設施體驗，授課

對象為高中以上學生及成人，在其他如國

中小學生來場域參與環教課程時，我們也

會安排帶到觀景台簡單的介紹及體驗，詳

請見 P.126「寶二水庫環境教育活動方

案」。 

5.專業人力 P.108 與 P.299，可以加入完

成 24 小時 6 位，認證通過幾位之說

明，凸顯團隊之成效。 

謝謝委員建議，此部分委員恐有誤解。完

成 30+3 小時核心課程培訓，取得行政院

環境保護署「環境教育人員」認證為 2 位。

另外依此次契約規範完成總時數 24 小時

以上培訓人數則為 11 位。 
6.夥伴關係 P.144 再努力，應召開會議

說明才有共識，(目的是在實現各單位

之永續發展及參與者有利環境之條件

討論，也許會有更多對話、火花及相

同的目標)如案由二所述。 

謝謝委員建議，此次會議決定明年度將優

先召開志工夥伴招募會議，廣邀在地夥

伴、NGO 團體、學校等等，並邀請副座

擔任主席，一併說明目的及合作意願，後

續的拜訪就由團隊與寶管中心一同前

往。提升夥伴注意度及參與意願。 
7.志工招募：P.158 與摘要之建議是一

致嗎？如案由一所述。 
謝謝委員提點，P.158 此志工招募簡章為

北水局局長為了能在今年順利招募志

工，所核定之簡易版本。本團隊早在今年

初撰寫出完整的「寶二水庫環境教育志工

招募與鼓勵要點(附錄十二)」因局長要

求，由保育課將石門與寶二水庫環境教育

志工招募與鼓勵要點，整合成「經濟部水

利署北區水資源局環境教育志工招募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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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要點」，故摘要建議北水局盡快完成

修正，以利建立完整的制度。 
8.推廣活動請注意 P.163，(1)試教(對象

同)、展演(對象不同)。(2)分析之結果

應修正在各較案之後會更好。 

謝謝委員建議及提點，共計四場推廣活動

中，為第四場對象(包含國小)與課程設定

(國中以上)不同，因此應為展演，而非試

教，謝謝委員。 
9.結論與建議(P.181)， 
(1)再具體。 
(2)P.181 之(四)名稱與前面(P.43、49、
56)不同，請再確認與 P.117、42 
有異。 
(3)推動架構？ 

謝謝委員建議及提點，我們的教案是有：

「水的來龍去脈、淡水資源保育的重要性

及如何保育淡水資源」、「水庫水利設施體

驗」、「木棧道及周圍動植物生態教學」、

「寶二水庫興建之民俗文物保存」四個活

動教案，委員所提前面則是「水的來龍去

脈、淡水資源保育的重要性及如何保育淡

水資源」中的四個子教案。 
寶二水庫環境教育行動方案推動架構則

是在報告書第 41 頁。 

(五) 科技部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 
1. P.57，「大新竹地區供水系統圖」以

流程圖表示，比較專業，建議以實際

之設施、畫面或特色來呈現，會較活

潑易懂。 

謝謝科管局的提點，後續將以「大新竹地

區供水系統圖」之流程圖內容呈現，後續

將參考納入。 

2. P.74，木棧道動植物生態教學，需定

期注意木棧道設施狀況，避免腐朽、

破爛，而增加行人的安全風險。 

謝謝科管局的提點，木棧道之設施，寶管

中心已於 106 年 9 月底完成設施更新改

善，以全面改成仿木外觀之預鑄、鋼筋混

凝土，維持上容易，其樹林、草原處寶管

中心定期安排人修剪維護。 
3. P.99，表 4-8「原教案內容」第 8 行

「污」請更正為「污」。 
謝謝科管局的提點，以全文重新檢視並修

正。 
4. P.299 附錄九 陳岳瞬及葉棟權之總

時數應是「37」，誤植為「27」。 
謝謝科管局的提點，已修正，詳見期末報

告內文第 320 頁。 
(六) 新竹縣政府教育處 
1. 有關 P.99 上坪堰是臺灣第一座攔河

堰，經上網查詢無此說法，建請查明

修正。 

謝謝教育處的提點，已修正，詳見期末報

告內文第 68 頁。 

2. 有關課程推廣試教資料中，經查係

找相同小學且教相同教案，建請可多

謝謝教育處的提點，原先已跟新竹女中接

洽中，後因時間的關係，導致無法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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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化可找國中或高中及教不同教案，

以利收集較多回饋資訊。 
明年度活動將會提早邀請。 

3. 有關志工招募部分，建請可函文新

竹縣政府教育處協助公告。 
謝謝教育處的支持。 

(七) 北水局張副局長庭華 
1. 簡報部分： 
(1)簡報首頁執行廠商並非臺中教育大

學環境教育及管理碩士班，請修正名

稱。 
(2)簡報第一項應說明前次會議委員及

各單位意見辦理情形。 
(3)簡報 P.15「發現能實際點到可用水

資源的同學非常少甚至沒有，大家的

感受會更加深刻」此敘述不完整，漏

了一段，請補遺。 
(4)簡報 P.29、30 邱副局長在 5 月 26
日進行水利設施授課，應以當時的職

稱來說明，而非現在職稱，請修正。 
(5)簡報 P.35 以電訪及公文郵件廣邀新

竹地區各學校、社區團體、新竹科學

園區企業一起參與試教，建請以較熱

絡方式聯繫，使對方感受本局之熱誠。 

謝謝主席的提點，(1)至(4)簡報部分已修

正；謝謝主席建議，明年度將優先召開夥

伴會議，後續的拜訪就由團隊與寶管中心

一同前往。提升夥伴注意度及參與意願。 

2. P.291 及簡報 p.7 之專家顧問會議名

單前於期中審查時有提供建議，惟並

未依照建議辦理，請執行團隊說明，

另專家顧問會議如何運作、多久召開

一次會議?。 

謝謝主席的提醒，課程發展委員會一年一

聘，本團隊將在下個年度召開課程發展委

員會前增修委員名單，並邀約寶管中心主

任與承辦後續拜訪或召開會議邀請竹科

高科技產業、附近社區、學校以及其他相

關單位。 
3. P.53「方案二：有 90%農業用水足夠

移轉為公共及工業用水，但必須要放

棄農業生產。」如此敘述易使民眾產

生誤解，以為缺水就要放棄農業生

產。另 P.53 學習單「假設寶山水庫、

寶二水庫、隆恩堰嚴重缺水」其實這

是同一件事，水源都來自於頭前溪，

應該以頭前溪缺水狀況來作論述。 

(1)謝謝主席建議，已將方案二改為暫停農

業供水，詳見期末報告第 56 頁。 
(2)謝謝主席提點，寶山水庫、寶二水庫由

頭前溪支流上坪溪引水；隆恩堰由頭前溪

支流上坪溪與油羅溪來的，已將學習單內

容修正為大新竹地區嚴重缺水，詳見期末

報告第 57 頁。 

4. 報告前言提到北水局及寶管中心， 謝謝主席的提點，已重新檢視並修正，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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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已機關名稱北水局統稱。另報告內

容有本局、北水局，亦請統一。 
見期末報告內文第 3 頁。 

5. P.7 提到老樟樹的搬遷，因近期老樟

樹受到病蟲害，寶管中心有找相關單

位來做治療，建議把治療的前、中、

後過程，做一個完整的紀錄，把它列

入教案，可以作為友善環境、愛護樹

木的環境教育課程。 

謝謝主席的提點，後續再請寶管中心將治

療時間告知本團隊，以利於收集完整的資

料。 

6. P.8 有提到跟相關公司接洽，不宜將

這些公司名稱列入報告。 
謝謝主席的提點，已重新檢視並修正，詳

見期末報告內文第 8 頁。 
7. P.18 近三年辦理環教的相關證明

表，請寶管中心協助提供 105、106 年

辦理與環教相關活動資料。 

謝謝主席的提點，已請寶管中心協助提供

105、106 年辦理相關環教的證明，並補上

目前擁有之 106 年參訪紀錄，詳見期末報

告內文第 19-21 頁。 
8. 寶管中心有兩位同仁已取得環境教

育人員行政類的認證，請說明行政類

認證能夠參與環教課程至何程度？ 

申請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至少要有一

名全職環境教育人員，其認證的類別(教
學、行政)，並不會影響場域認證，一樣

可以參與課程教學。另外，其中一名同仁

因升遷單位調動，服務僅到今年底，故北

水局建議明年再推出相關承辦進行環教

人員認證。 
9. P.35 有關於水庫的相關安全監測敘

述不完整，似漏掉一段話，請補充；

P.37 水庫管理單位啟動「安全因應小

組」，實際本局無此編制，請修正；P.37
「經濟部水利署、北水局、寶二水庫，

三方主管機關」寶二水庫不是主管機

關，應以水利署及北水局為主體。 

謝謝主席的提點，已修正為最新資料，詳

見期末報告內文第 37 頁；依據「寶二水

庫安全維護手冊」修正為「應變小組」，

詳見期末報告內文第 38 頁；已修正，詳

見期末報告內文第 39 頁。 

10. P.45 引用日本方面的資料，建議修

正引用臺灣科普教育的資料。 
謝謝主席的建議，已修正，詳見期末報告

內文第 47 頁。 
11. P.51 全區平面圖比較小，無法閱

讀，請更換為寶管中心在隆恩堰新作

空照圖，以利閱讀。 

謝謝主席的提點，因「新竹地區供水區域

水源調度空照圖」，涵蓋範圍較廣、專業，

一般民眾到訪，第一時間無法從此圖，看

到教案所要傳遞的主體，故保留全區平面

圖，並補充上「新竹地區供水區域水源調

度空照圖」，詳見期末報告內文第 54 頁。 
12. P.52 所述石門水庫的蓄水量是不正 謝謝主席的提點，已補充修正，詳見期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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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的，請更正；另 3 萬噸之來源說明

請補充說明。 
報告內文第 55、59、110 頁。 

13. 教案部分，請寶管中心協助執行團

隊修改，如教案內提到攔河堰，說明

為「攔取河川砂石，以穩定河床」此

論述不對。P.67 巴歇爾量水槽敘述較

複雜，連水利人來看都感吃力，要讓

民眾了解，並不容易。另上坪堰沉砂

池名稱，建請依據「寶山第二水庫運

用要點」上之名稱修正。 

謝謝主席的提點，已修正，詳見期末報告

內文第 68、69 頁；已依據「寶山第二水

庫運用要點」上之名稱修正，詳見期末報

告內文第 69、74、75 頁 

14. 動植物現場的調查，都集中在特定

區域，是有何考量？因寶二水庫範圍

甚廣，建議寶管中心後續作全面性的

調查。 

今年度為寶二水庫環境教育發展的第一

期，再加上本次調查時間有限，且寶二水

庫環庫道路有 10 公里長，再加上生態資

源非常豐富，對於動物、植物調查有一定

的困難度，並非一朝一夕能達成，因此本

團隊與調查人員評估之後，是以課程教案

可以涵蓋的內容為主，針對寶管中心周圍

步行中，可用之資源進行詳細的調查。以

下跟主席說明：動植物種分季節性，全面

性的調查需投入相當多的時間、人力、經

費進行調查，加上礙於時間與經費費用有

限，請主席諒解。 
15. P.158 水庫周邊環境教育的旅遊地

圖之圖例用茶亭似不宜，茶亭並非環

境教育的主體，建議以環教為主。 

謝謝主席的提點，此為附近地區景點與環

境教育旅遊地圖，並遵照主席意見，將茶

亭去除，並補上附近通過環境教育之設施

場所，修正結果詳見期末報告內文第 174
頁；其中茶亭之說明詳見期末報告內文第

227 頁。 
16. 志工招募簡章有用招募及徵選等

等名詞，請統一。 
謝謝主席的提點，此志工招募簡章為北水

局局長為了能在今年順利招募志工，所核

定之簡易版本，完整之「寶二水庫環境教

育志工招募與鼓勵要點(附錄十二)」因請

示過局長，要由保育課將石門與寶二水庫

環境教育志工招募與鼓勵要點，整合成

「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環境教育

志工招募與鼓勵要點」。 
17. 對於參與人員的滿意度進行調 謝謝主席提點，已修正，滿意度為回饋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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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從 P.164 的圖，只看到滿意，並沒

有如簡報中提到的非常滿意，請修正。 
中「非常滿意」及「滿意」加總計算，詳

見期末報告第 182-186 頁。 
18. 結論中有關寳管中心應提供之文

件資料，建請列出檢查表，以利控管。 
謝謝主席的提點，後續將列表提供給寳管

中心。 
19. 寶二水庫太陽能光電系統屬綠色

能源，在環教上也是一個相當重要的

議題，但在教案上尚沒有看到，建議

納入。 

謝謝主席的提點，請寶二水庫管理中心提

供完整的資料，團隊將配合辦理。 

20. 關於建議寶二水庫更新陸域動植

物調查乙節，請寶管中心考量納入委

辦計畫辦理。 

謝謝主席！本計畫案是使環境教育輔導

認證案，不是生態資源調查案，建議貴局

另規劃委辦案。 
21. 報告內容有西元年及民國年不同

使用方式，建議統一修正。 
謝謝主席的提點，已重新檢視並修正。 

22. P.231 水庫安全巡檢之大地震或強

颱過後，安排人員巡檢，建請使用精

準用語，如第幾級地震做如何檢查。

另消防訓練之說明工讀生及臨時人員

等做教育訓練，寶管中心尚無工讀

生，建請詳實陳述，以符實際。 

謝謝主席的提點，已重新檢視並修正，詳

見期末報告內文第 254 頁。 

(八) 北水局計畫課 
1. 課程活動方案一，課程教案(二)新竹

水危機，發展活動有提到抽取地下水

的議題。行政院推動的前瞻基礎建設

計畫在新竹有設置備援井，抽水量在

安全範圍內，此議題請以正面表述的

方式彰顯備援井的功效。 

謝謝計畫課提點，本課程活動方案一，為

一個討論的議題，已針對這部分內容進行

修改，詳見期末報告書第 57 頁。 

2. 未來請學校學生來參訪或試教展演

時，可製作 A4 志工招募的宣傳，請學

生帶回去給家長看，邀請家長來當志

工。 

謝謝計畫課提點，未來相關活動我們都會

盡力的宣傳志工招募消息；「志工招募宣

傳單」，詳見期末報告書第 179 頁。 

(九) 北水局經管課 
1. 報告中摘要與第五章，皆有對後續

計畫的建議事項，建議整合統一內容

便其一致。 

謝謝經管課建議，摘要中的建議已經刪

除。 

2. 摘要內建議建置志工招募完整制度

及工作室，目前已有招募簡章，請再

協助說明應建立的制度。 

目前已有之志工招募簡章為北水局局長

為了能在今年順利招募志工，所核定之簡

易版本，完整之「寶二水庫環境教育志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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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募與鼓勵要點(附錄十二)」因請示過局

長，要由保育課將石門與寶二水庫環境教

育志工招募與鼓勵要點，整合成「經濟部

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環境教育志工招募

與鼓勵要點」，故摘要建議北水局盡快完

成修正，以利建立完整的制度。 
3. P.98「寶二水庫水的來源、用途及…」

教案說明，其 P.57 供水系統之水源調

度圖及大新竹地區供水系統圖有缺

漏，請再更正。 

謝謝經管課提點，「供水系統之水源調度

圖及大新竹地區供水系統圖」，已全部檢

視並更新補充，詳見期末報告內文 55、
59、110 頁。 

(十) 北水局品管課(書面) 
1. 請補上英文版摘要。 謝謝品管課提醒，已補上，詳見期末報告

內文第Ⅱ頁。 
2. 本報告書應依水利署成果報告格式

規定，如： 
(1)封面應含經濟部 Logo、水利署 Logo 
(2)內文字體以「15 號」大小為主，段

落採用「最小行高 26pt」為原則。 
(3)封面毋須呈現計畫團隊等相關資

料，應列出「主辦機關」及「執行單

位」。 

謝謝品管課提醒，會依照寶管中心承辦給

予之「本局出版品及報告書排版格式統一

規定」說明書進行修正。 

3. 有關報告書 P.144 之表 4-21 顯示之

訪視紀錄，重點應是電訪及郵件邀請

後，對方回饋及反應，例如未來本局

與對方是否有機會合作？何時可親自

拜訪等，建議補充相關說明。 

謝謝品管課提醒，已將訪視紀錄製表於附

錄十一說明。 

4. P.163 之相關滿意度之質量化分析，

請將統計圖修正為二維(平面)條狀圖

(長條圖)以利閱讀。 

謝謝品管課提點，滿意度編排為符合年度

工作項目將滿意度質量化分析並以變化

圖表示，故作此圖示。再者，為利大家解

讀同時附上表格。並依照建議修正為二維

圖以利閱讀。詳見期末報告內文第

182-186 頁 
5. 參考文獻呈現方式請排序，並統一

編排方式，ex：出版單位-出版時間-
出版品名-編者…… 

謝謝品管課提點，遵照辦理，已修正，詳

見期末報告內文第 207 頁。 

(十一) 北水局養護課(書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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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07年 9 月 4日第二次工作會議決議

暫不考慮設置模擬森林、草地等水土

保持設施，報告內 P150 頁仍有撰寫規

劃設置，建議刪除。 

報告內容回應契約書之規範，故將原設計

規畫之內容放上，本團隊如實規劃，並註

明這一部分已不進行施作。 

2. 戶外環境場域體驗設施是否能有更

進一步的實務說明，如體驗操作、教

學內涵、設施經費概估等。 

如養護課第一點所提，目前北水局裁示，

暫不設置，其實務說明請詳見期末報告內

文第 166、167 頁，設施經費概估正辦理

委外招標中，屆時將由廠商根據招標內容

進行施作。 
(十二) 北水局寶管中心 
1. 委員意見之回答，請將修正部分的

頁數要說明出來，俾利委員查詢改正

情形，如 292 頁品管課建議。 

謝謝寶管中心提點，已檢視並修正在回覆

中。 

2. 志工部分，目前執行方式為有活動

才有志工參與，為讓志工能更容入寶

二向心力，請以每月一次訓練或活

動，以增加其向心力。 

謝謝寶管中心，增強與志工的互動此為友

善的做法，建議由寶管中心建立志工管理

機制，可由中心承辦人員規劃相關活動，

並另立經費支援。 
3. 有關戶外模擬水庫體驗部分，因以

簽核不施作，請將本部分修正。 
報告內容回應契約書之規範，故將原設計

規畫之內容放上，本團隊如實規劃，並註

明這一部分已不進行施作。 
4. 請保育課及環教老師全力協助寶二

環教，以確保教案內容完整及充足。 
謝謝寶管中心提醒，也謝謝保育課同仁大

力協助。 
5. 水庫模型將於今年年底完成發包，

請臺中教育大學團隊配合修正教案內

容。 

謝謝寶管中心提點，修正教案內容將配合

水庫模型實際施作內容與狀況，進行滾動

式修正。 
6. 寶二網頁平台已正式進行訪談，請

協助將寶二環教內容逐步呈現在網頁

中。 

謝謝寶管中心提點，本團隊已於 107 年 12
月 6 日進行訪談時，將相關寶二環教內容

提供給廠商，後續將持續協助。 
綜合決議 
1. 期望本計畫能使寶二水庫環境教育

設施場所跟水庫周邊企業、學校、民

間團體建立良好的夥伴關係，並簽訂

合作備忘錄，請執行團隊以較熱絡的

方式(如親訪)並請寶管中心全力配

合，展現北水局之熱忱，以獲得良好

的成果。 

謝謝主席建議，此次會議決定明年度將優

先召開夥伴會議，廣邀在地夥伴、NGO
團體、學校等等，並邀請副局長擔任主

席，一併說明目的及合作意願，後續的拜

訪就由團隊與寶管中心一同前往。提升夥

伴注意度及參與意願。 

2. 有關志工招募請寶管中心函請新竹 謝謝主席裁示，計畫團隊將盡量配合。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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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政府教育處及竹科管理局協助公

告，另請多利用大型活動機會招募(如
近期將辦理之河川日活動)，並拜訪在

地社團說明寶二水庫環教理念，期望

能招募志同道合的優質志工夥伴。 

過我們也需要了解到環境教育志工是有

社會經驗、有能力的前輩，除了讓志工們

有機會表現、展現他們的能力外，也一定

要讓他們有溫暖、被尊重的感覺，因此要

有好的志工運作管理機制、好的福利制

度。再來要有好的培訓制度，讓他們學到

課程及設施的內容及帶隊解說的能力，並

要有良好的招募及管理制度，要有休息的

空間，要有專人安排及招呼他們，需要有

專屬的志工背心及服務手冊，要提供最起

碼的交通費及誤餐費。我們也會在河川日

及其他活動持續宣傳，並且透過已建立的

社群平台，請志工伙伴多多邀約有意願的

好友前來參加。並在明年度的夥伴會議持

續誠摯地邀請。 
3. 本期末報告書暨簡報原則認可，請

參酌各與會委員及單位代表意見或建

議加以研處並有所回應。 

謝謝主席指導，本團隊將配合後續依契約

規定期限辦理，並將期末報告意見回覆紀

錄於期末報告書中附錄十。 
4. 請執行單位依契約規定期限檢送工

作執行計畫書修正稿乙式 3 份，以利

寶管中心憑辦後續作業 
謝謝主席的提點，遵照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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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一、訪視在地、鄰近鄉鎮單位及回覆 

類別 單位  

政府

單位 
科技部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 電話連絡表示不用拜訪，會將志工招募消息發給

局內同仁知道。 
新竹縣政府環境保護局 電話連絡表示不用拜訪，會將志工招募消息發給

局內同仁知道。 
新竹縣政府教育處 電話連絡表示不用拜訪，會將志工招募消息發給

局內同仁知道。 
學校 新竹縣寶山國民小學 電話連絡表示另約時間拜訪，會先將志工招募消

息，發給教職員及家長知道。 
新竹縣北埔國民小學 電話連絡表示不用拜訪，會幫忙廣發志工招募消

息，並公布於學校網站。 
國立科學工業園區實驗高級中學

國小部 
電話連絡表示不用拜訪，會幫忙廣發志工招募消

息，並公布於學校網站。 
新竹縣立寶山國民中學 電話連絡表示不用拜訪，會幫忙廣發志工招募消

息，並公布於學校網站。 
新竹縣立北埔國民中學 電話連絡表示不用拜訪，將志工招募消息，發給

教職員及家長知道。 
國立科學工業園區實驗高級中學

附設國中 
電話連絡表示不用拜訪，將志工招募消息，發給

教職員及家長知道。 
科學

園區 
台積電新竹廠 電話連絡表示不用拜訪，但願意幫忙將志工招募

消息，發給員工知道。 
社區 山湖社區發展協會 5 月 8 號下午劉主任、廖副工程司與駐局助理進

行拜訪，劉理事長已透過手機群組發給山湖村志

工知道，並表示會幫忙廣發。 
寶山社區發展協會 5 月 8 號下午劉主任、廖副工程司與駐局助理進

行拜訪，田理事長表示附近居民退休後，大部分

都接手家裡務農工作，對當志工一事，不知是否

有興趣，但會幫忙告訴附近的居民。 
油田社區發展協會 余理事長表示 5 月 16 號後，再約拜訪時間。 

NGO
團體 

荒野保護協會-新竹分會 電話連絡表示不用拜訪，會幫忙廣發志工招募消

息，並且已公布網站上。 
社團法人新竹市野鳥學會 未接電話，以郵件聯絡。 
自然谷環境教育基地 電話連絡表示不用拜訪，會將志工招募消息發給

同仁知道。 
財團法人梧桐整合基金會 電話連絡表示不用拜訪，五六月已有活動，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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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志工招募消息發給同仁知道。 

已認

證環

境教

育設

施 

新竹縣竹東頭前溪水質生態治理

區 1、2 期 
電話連絡表示不用拜訪，會將志工招募消息發給

局內同仁知道。 
南埔黃金水鄉生態農村 未接電話，以郵件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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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二、寶二水庫環境教育志工招募與鼓勵要點 

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寶山第二水庫環境教育志工招募與鼓勵要點 

一、依據 

《環境教育法》、「經濟部水利署水利志工實施及管理要點」、「經濟部水利署北區

水資源局環境教育推動工作小組設置要點」、《志願服務法》。 

二、招募目的 

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以下簡稱本局)為提升具有環境教育及觀光價值設施

之有效利用及提供專業、豐富的導覽解說服務，以寶二水庫管理中心及周邊的水利設

施、水資源保育設施及自然生態景觀為環境教育場域，將針對寶二水庫管理中心周邊

的環境設施、水域環境、自然生態環境、及文物古蹟…等之解說導覽有興趣與理想的

民眾進行招募，透過寶二水庫環境教育課程訓練，培養環境教育專業能力、水資源環

境教育知識與技能後，得成為「寶二水庫環境教育導覽解說志工」，以下簡稱寶二水庫

環教志工。 

經本局培訓寶二水庫環教志工負有：協助發展環教課程，為參訪者引導解說、協

助推動環境教育工作之責；亦享有本人及直系家屬免費參訪寶二水庫之權益。 

三、工作內容 

本局環境教育志工服務項目主要為協助本局推動水資源保育、環境教育相關工作，

以加強環境教育之推動、提升環境教育之品質。 

四、志工類型 

(一)環境教育行政志工 

1.協助辦理環境教育課程相關業務。 

2.協助編輯環境教育文宣品、進行影像紀錄、海報設計、圖書整理、宣傳影片拍攝

等。 

3.協助環境教育活動辦理。 

4.相關資料建檔，服勤製表、寄發等有關志工人員之管理。 

5.協助提報年度環境教育辦理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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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協助招募志工及志工訓練。 

(二)環境教育教學志工 

1.協助設計、辦理各項水資源保育、環境教育活動(例如政令宣導、觀摩參訪、戶外

學習、環教研討、水資源環境教育及自然保育等)，鼓勵民眾參與。 

2.協助環境教育導覽、解說、課程教學。 

3.協助環境教育資料蒐集、課程教材、教案設計。 

4.協助招募志工及志工培訓。 

五、招募辦法 

(一)本局將透過媒體、網路等方式公開招募，意者請至寶二水庫管理中心網頁查看招

募訊息。 

(二)招募對象：凡對水資源保育、環境教育具有服務熱誠，志願協助本局辦理指定工

作者，均可報名。於參加環境教育志工基礎及專業訓練完成後，發給結業證書，並

授予環境教育志工證，成為本局環境教育志工成員。 

(三)報名資格： 

1.熱心水資源保育、環境教育及對導覽解說有興趣者。 

2.年滿十八歲，儀容端正，口齒清晰，表達能力佳，並身體狀況良好者。 

3.熱愛大自然，具奉獻及服務熱忱，並能嚴守時間者。 

4.需全程參加基礎及專業訓練，以了解本園區狀況及個人工作性質。 

5.參加訓練期滿者，接受專業訓練、實地演練，及瞭解本局狀況與個人工作性質。 

六、報名方式 

(一) 報名時間：即日起至 107 年 XX 月 XX 日截止收件，以郵戳為憑。 

(二) 報名資料：申請者應檢具報名表、身份證正反面影本、志願服務紀錄冊影本、學

歷證件影本及相關證明文件。 

(三) 受理窗口：報名資料請郵寄或親送至「寶山第二水庫管理中心」，封面請註明為「寶

二水庫環境教育志工申請資料」，亦可傳真報名。 

(四) 傳真電話：(03)580-5733。 

(五) 報名地點：31444 新竹縣北埔鄉埔尾村埔尾 34 之 8 號(寶二水庫管理中心)。 

(六) 洽詢專線：(03)580-5729 分機 111，環境教育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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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甄選方式 

報名經初審合格者，由本局將組成專家甄選小組，召開甄選會議，針對是否具有水

資源保育、環境素養、解說(表達)能力等個人素質進行面試，經甄選合格者，於參加

專業訓練完成並實作考試通過後，由本局發給結業證書，並授予環境教育志工證，成

為本局環境教育志工成員。審查說明如下： 

(一)評分準則 

1.書面審查(50%) 

(1)素養專長資料：學經歷證明、與水資源保育、環境教育工作或志工服務經歷或

年資，如工作內容、解說、課程設計、教學演示等。 

(2)服務熱忱與經驗：可證明具備服務意願及熱忱、過去舉辦相關活動能力、志工

服務經驗…等之相關資料。 

2.現場面試(50%) 

(1)水資源保育、環境教育素養正確、積極。 

(2)表達能力：口語、條理清晰、組織能力、時間掌握得宜等。 

(3)人格特性：具有團隊合作、服務學習、喜歡接觸民眾等態度。 

(4)整體表現：儀態、自信、從容、創意等。 

3.其他加分：曾獲得行政院環保署或教育部環境教育人員認證、中央單位、地方政

府志願服務或環保相關獎項，著有環境教育相關出版品，或其它有助於證明志工服

務能力之相關資料。 

(二)評分方式 

1.資格審查：由本局針對申請文件進行資格審查，審核通過者以專函通知參加現場

口試(時間、地點另行公告)。 

2.口試：由本局組成之審查小組依據評分準則共同進行審查，擇優錄取，平均分數

未達 70 分或有超過 1/2 委員評定為不及格(未達 70 分)者不予錄取。 

(三)以專函及電話通知錄取者。 

(四)本期錄取人數由專案審查小組開會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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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志工權利 

(一) 獲頒志工服務證及相關完整資訊、得申辦「志願服務榮譽卡」、獲贈志工服及本局

出版品、宣導品。 

(二) 持有志工服務證者，享有本人及直系家屬免費參訪寶二水庫及相關設施之權益。 

(三) 參與本局主辦之教育訓練、專題演講、聯誼或觀摩活動。 

(四) 環境教育志工服勤期間值勤全日者，補助交通費及誤餐費新台幣三百元，值勤半

日者新台幣一百五十元。未預約前來服勤者，不予補助交通費及誤餐費，僅登記

服勤時數。 

(五) 本局對所有志工一視同仁，尊重其自由、尊嚴、隱私及信仰。 

九、志工義務 

(一) 遵守志工倫理守則之規定。 

(二) 遵守本局所訂定之規章。 

(三) 服務時，應尊重受服務者之權利。 

(四) 對因服務而獲知屬個人隱私或主管機關未發布之重要決策訊息，應妥為保密。 

(五) 不得向受服務者收取酬勞。 

(六) 妥善保管、維護可利用資源。 

十、服勤管理 

(一) 服勤時數計算 

1.志工全年服務時數需滿 32 小時。 

2.志工服全日勤者，以 6 小時以下；服勤半日勤者，以 4 小時以下為原則；志工服

務時數登錄，則依實際帶隊時數計算。 

(二) 違規記點 

1.服勤時未依規定穿著志工制服及志工服務證，每次紀錄 1 點。 

2.服勤有遲到、早退 30 分鐘以上情況，無理由者，每次紀錄 1 點。 

3.服勤未請假且未到勤者，每次紀錄 3 點。 

4.未覓妥代理人且未於 2 天前通知本局，每次紀錄 1 點。 

5.自行調班或覓妥代理，但未告知本局者，累計 3 次者紀錄 1 點。 

6.若因不可抗拒緊急情事未能到勤且未覓妥代理人者，須儘可能儘快通知本局及預

約團體。 

339 



 
(三) 志工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視情節輕重予以口頭申誡、輔導、暫停服勤、取消志

工資格等方式處置。 

1.違規記點累計 10 點以上。 

2.全年服勤時數，連續二年每年未達三十二小時者。 

3.年度內經排定之勤務無故不到，逾三次者。 

4.私自將志工制服借予非志工他人穿戴或使用者。 

5.未經水利署或本局同意，故意擅自宣揚尚未公開之訊息者。 

6.向受服務者要求任何財物之報償，或接受服務者主動給予之報酬者。 

7.以水利署及本局志工之名義，擅自對外招攬圖利或發表損及水利署及本局機關聲

譽者。 

8.服務期間，怠忽職守、行為不良有損水利署及本局之聲譽，並經查屬實。 

9.其它重大違失經簽請核，可取消志工資格者。 

十一、鼓勵與表揚 

為增進本局環境教育志工之榮譽心及責任感，本局將鼓勵經常支援本局各項活動，

表揚服務績優及特殊貢獻之志工。 

(一)本局會針對每一位志工之服務對象，進行，並將問卷調查統計的結果列為年度評

量參考。 

(二)本局志工主要由高階主管及環境教育全職人員督導，並彙整志工服勤簽到、退、

記點、滿意度問卷調查結果及其表現為依據，由保育課於每年 7 月、12 月進行上、

下半年服勤資料之統計，並於年終依據評量結果辦理表揚。 

(三)獎勵標準：依據水利署志工實施及管理要點表揚辦法辦理。 

1.全勤獎：全年值勤，無曠職、無請假日，表現良好者，頒全勤獎狀乙幀。 

2.服務獎：服務滿意度為前 10%者，且全年出勤狀況良好（出席率達 85﹪以上），

頒服務獎狀乙幀，並公開表揚。 

3.特殊貢獻獎：於服務期間，確有特殊貢獻，並由本局依具體事蹟推薦，且經簽奉

核可，頒獎狀乙幀，並公開表揚。 

4.榮譽獎：凡服務具績效，無重大違規，且符合下列標準之ㄧ者。 

(1)大冠鷲級榮譽獎：滿三年且執勤六百小時者，違規記點未超過 20 點者。 

(2)八色鳥級榮譽獎：滿五年且執勤一千小時者，違規記點未超過 60 點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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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臺灣藍鵲級榮譽獎：滿十年且執勤一千八百小時者，違規記點未超過 120 點者。 

(四)服務績優志工除以公開方式予以表揚外，並視狀況頒給獎狀、獎品（金），並公開

表揚，予以鼓勵。 

十二、經費財源 

本局水資源作業基金及其他經費來源。 

十三、教育訓練 

針對甄選錄取之志工，進行環境教育專業訓練課程，以提升其志願服務工作品質，

保障受服務者權利，加強其環境教育知識及技能，以提升服勤效能，本訓練課程公分

下列三階段： 

(一)第一階段-基礎訓練： 

1.參與培訓志工須知：志工須全程參與，並取得證明，即可參與第二階段培訓。 
2.課程內容： 

(1)志願服務法規之認識，(2)志願服務倫理，(3)自我了解及自我肯定， 

(4)志願服務的內涵，(5)志願服務發展趨勢，(6)志願服務經驗分享 

3.培訓地點：台北 e 大數位學習網(網路學習) 

4.課程目標：透過網路課程讓學習者更瞭解志工應具備的認知與涵養。 

5.階段證明：學員自行申請取得台北 e 大數位學習網核發之「志工基礎教育訓練學

習時數認證 12 小時證明」(已取得者可免本階段訓練) 。 

(二)第二階段-專業訓練： 

1.參與培訓志工須知：全程參與(或分梯次參訓完所有課程或達 18 小時以上訓練)，

即可參與第三階段培訓。 

2.辦理依據提升本課程依內政部規定辦理，視實際服務需要訂之，聘請專家學者及

本局長官、同仁擔任講師(24 小時)。 

3.課程內容： 

(1)環境教育與環教法 

(2)環境教育教材教法(含實務解說) 

(3)環境教育課程規劃設計(含實務範例) 

(4)戶外環境教學與帶隊解說 

(5)水庫水利資源如何用於環境教育 

341 



 
(6)環境教育設施場所之經營 

(7)水資源保育及管理教育 

4.培訓地點：寶山第二水庫管理中心 

5.課程目標：透過邀請水資源保育、環境教育專家學者就水資源保育及環境教育等

專業課程，以提升培訓志工之環境教育專業知能。 

6.階段證明：本階段完訓之學員即為寶二水庫環境教育實習志工。 

(三)第三階段-實務訓練： 

1.參與培訓志工須知：全程參與(或分梯次參訓完所有課程) 

2.課程內容：寶二水庫環境教育場域教案課程活動、據點解說、導覽實務。 

3.培訓地點：寶山第二水庫園區 

4.課程目標：透過課程編撰者引導環境教育寶二水庫參與者之參訪活動，使學員充

分獲得解說導覽經驗與環境教育解說實務技能。 

5.志工資格授予：志工經過上述的遴選及課程培訓後，並經 3 個月以上且達 20 小時

志工服務實習後，正式授予正式志工資格，報請水利署核發結業證書、志工服務

證、志工制服。 

十四、附則 

(一)志願服務均為無給職，服勤期間依據「經濟部水利署志工實施及管理要點」規定

酌予補助誤餐交通費及辦理意外事故保險。 

(二)凡經訓練實習期滿合格者，皆應履行志願服務義務一年以上。 

(三)本要點經奉核定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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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度寶山第二水庫環境教育志工甄選報名表 

姓名  身分證字號  
照      片 

(浮貼 2 張一吋，半身照片) 

可於上課時繳交 
性別 □男    □女 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 

聯絡方式 
電話（或手機）  

電子信箱 E-mail  

戶籍地址  

通訊住址  

最高學歷  現職  

語言能力 □國語 □台語 □客語 □英語 □其他：          （可複選） 

目前是否為公、民營單位志工 □是（單位：                  ）□否 

是否 已通過 行政院環保署 
環境教育專業人員認證 □是   □否   □申請中   □未申請 

可支援 
項目 

1.環境教育相關：（可複選） 
□教案設計           □活動設計    □環保影片解說 
□環境教育場域解說   □生態導覽    □環境教育課程講師 
□其它                         
2.電腦文書相關：（可複選） 
□文書、簡報軟體    □電腦美編   □影音編輯   □攝錄影 
□其它                         

可服務 
地區 □全新竹縣  □鄉鎮市：            

希望配合 
服勤時段 

不限 □ 
時段：（可複選）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  □下午  □晚上 
星期六：□上午   □下午 
星期日：□上午   □下午 

備註 

 

專長、經歷
或擔任 
志工經驗 

 

  報名人簽章：                       報名日期：民國 107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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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度寶山第二水庫環境教育志工甄選報名表-續 

身分證影本(正面) 身分證影本(背面) 

身分證影本(正面)黏貼處 身分證影本(背面)黏貼處 

服務年資             年 服務時數             時 

志願服務紀錄冊(封面及內頁)影本(請依續浮貼) 

志願服務紀錄冊(封面及內頁)影本浮貼處 

其他相關證明文件 
 

※必須接受本局星期一至星期日排班輪值方式環境教育引導解說工作。 
※寶二水庫管理中心聯絡電話：03-5805729 分機 111，傳真電話：03-5805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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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志工服務滿意度調查表 

敬愛的志工您好： 
感謝您一直以來的付出與奉獻，我們為瞭解您在寶二水庫服務之滿意程

度，特製訂調查表，希望能夠更深入瞭解每一位志工的心得、感想、收獲與建

議，煩請您撥冗填寫這份問卷，您的寶貴建議將做為寶二水庫後續課程與服務

調整之參考，絕不進行個別揭示，問卷採不記名方式，敬請安心填答，由衷感

謝您的配合。 
敬祝 

健康平安           順心如意 
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敬啟 

 

六、基本資料： 
1.性別： □男 □女  
2.年齡： □20 歲以下 □21-30 歲 □31-40 歲 
 □41-50 歲 □51 歲以上  
3.婚姻狀況： □已婚 □未婚 □其他         
4.教育程度： □國中以下 □高中職 □專科 
 □大學 □碩士 □博士 
5.職業： □學生(□大學生  □高中生) □教師 
 □家管 □公務人員 □農林漁牧業 
 □工 □商 □法 
 □醫藥 □自由業 □其他           
6.是否在其他機構擔任志工： □是                         
 □否  
7.在本局擔任志工之年資：          年         個月 

 
七、寶山第二水庫志工服務之滿意度 

項目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普
通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一、對｢工作內容｣之滿意度。 
1.我喜歡我現在的工作。 □ □ □ □ □ 
2.我現在的工作很有挑戰性。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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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普
通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3.我現在的工作讓我有學習成長的機會。 □ □ □ □ □ 
4.我現在的工作使我的生活更豐富。 □ □ □ □ □ 
5.我現在的工作是被社會尊重的。 □ □ □ □ □ 
6.完成工作使我感到很有成就感。 □ □ □ □ □ 
二、對｢本局員工｣之滿意度 
1.我與本局的員工相處愉快。 □ □ □ □ □ 
2.我的機構很重視我的意見。 □ □ □ □ □ 
3.當我遇到困難時，本局員工會主動伸出援手。 □ □ □ □ □ 
4.本局員工經常注意與肯定我的貢獻。 □ □ □ □ □ 
5.我很信任我的志工督導承辦。 □ □ □ □ □ 
三、對｢志工夥伴｣之滿意度 
1.志工彼此間可相互成長學習 □ □ □ □ □ 
2.志工彼此間總是能相互協助支援 □ □ □ □ □ 
3.服務時其他志工總是干擾我的工作 □ □ □ □ □ 
4.我與其他志工相處愉快 □ □ □ □ □ 
5.志工彼此間都能相互尊重 □ □ □ □ □ 
四、對｢工作態度｣之滿意度 
1.我很少遲到早退或缺席 □ □ □ □ □ 
2.我會在規定的時間內完成指派的工作 □ □ □ □ □ 
3.我會主動向機構建議可以改善的地方 □ □ □ □ □ 
4.我會積極參與並完成教育訓練 □ □ □ □ □ 
5.我會遵守志工相關倫理與規範 □ □ □ □ □ 

 
八、我想給北水局與寶山第二水庫的建議有： 

                                                                 

                                                                 

                                                                 

                                                                 

本問卷結束，由衷感謝您的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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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志工評量表 
服勤日期：   年   月   日  服勤地點：        志工姓名：                      

評量日期：     年     月     日           評量人員：                
承辦人：                       單位主管： 

請就下列每項項目對志工進行評估(適當空格中打  ) 表現 
優異 

表現 
良好 

表現 
普通 

有待 
加強 

服務態度 

a.依規定時間出席(或準時出席)     
b.展現熱忱耐心及微笑工作態度     
c.展現積極樂觀之工作態度     
d.虛心受教、勇於改進     
e.穿著制服及配掛識別證     
f.主動迎賓、提供諮詢與引導     
g.能了解及尊重不同的文化 
  (機構或服務對象等)     

能力技巧 

a.有計畫、組織的處理負責的事務     

b.能與本局工作人員溝通與合作     

c.能與服務對象適當溝通     

d.能在團體中與他人合作     

知識應用 

a.對寶二水庫園區內及鄰近區域瞭解詳盡     

b.對寶二水庫工程、生態及歷史瞭解詳盡     
c.解說內容生動、豐富具專業水準     
d.主動宣導水資源保育、愛護水資源工作     
e.主動推廣寶二水庫環境教育課程及活動     
f.能對機構提出建設性之意見     
g.能應用志工服務相關知識於工作中 
  (內涵、倫理、專業發展等) 

 
    

特別事蹟 
 

評量結果 □非常滿意 □滿意 □普通 □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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