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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I 

摘要 

石門水庫於 1964 年興建，為北台灣多目標的重要水庫。經濟部水

利署北區水資源為石門水庫主管機關，依據「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

治計畫」推動「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生態媒體教材製作暨生態教育推

廣」、「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生態資訊整合及數位環境教育平台建置」

等計畫，在 2011 年《環境教育法》正式實施後，於 2012 年通過行政

院環境保護署認證成為水資源與生態特色之環境教育設施場所。本計

畫全程期程為 2014 年 1 月至 2014 年 12 月，年度執行重要工作成果摘

述如后： 

本計畫在規劃設計有關石門水庫基地整體意象，包括水庫重要水

利設施及環境教育據點所融合的環境教育基地之自然與人文特色。本

工作繪製之「石門水庫環境教育意象地圖」，並問卷調查 281 位環境教

育參與者得知其主要意象為「湖光山色、優美環境」、「大壩」、「水利

工程與功能」，而有關「水資源」、「豐富生態」、「休閒觀光遊憩」、「電

力」則是今後本基地環境教育推廣發展之加強焦點。 

本年度配合石門水庫五十週年慶，在環境教育關鍵推廣者中透過

水利署耆老之訪談，及在地公民之「永續經營研討會公民參與論壇」，

將有關其角色及建議彙整編入《石門水庫營運五十週年特刊》。 

石門水庫於 2006 年開始進行生態保育及環境教育工作，本年度其

有關環境教育設施場所及保育治理據點之自然生態及人文生態環境特

色，將有關據點之基本資料、環境資源、環境教育資源（環境教育專

業領域、環境教育課程應用領域、環境教育課程方案、生態知識環境

議題）彙整於環境教育資源分析表，做為基地整合發展之重要參考資

料。同時結合環境生態影像（計達 4773 張），及新增石門水庫分層取

水工、石門電廠等 2 個環境教育據點示範課程教案。本計畫亦依據前

述工作成果，更新於「石門水庫環境教育平台」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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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石門水庫五十週年慶活動之際，本計畫協助北區水資源局編製

完成《石門水庫營運五十週年特刊》，其中除既定「緣起沿革」、「生態

環境」、「經營管理」，另新增「保育治理」、「環境教育」、「展望永續」

等內容，並作為「石門水庫 iWater 愛水環境教育系列教材 5」，對於整

合發展推廣提供重要歷史教材。 

石門水庫環境教育整合推廣結合了北區水資源局員工及環境教育

志工之多元參與者，其研習廣泛涵括：系列 1 從雲端看石門（對象:集

水區與在地學校師生）、2 水水寶貝魚兒游回家（對象:龍潭鄉在地學校

石門國小）、3 我們喝的水─水域體驗（對象:國中小學童及一般民眾）、

4 推動民眾參與經驗分享（對象:水利署暨北水局員工、珍水與環境教

育志工、民間團體、在地民眾）、5《氣候變遷與台灣的水文挑戰》專

題演講（對象: 水利署暨北水局員工、珍水與環境教育志工、民間團體、

在地民眾）、6《從國土規劃談水資源管理》專題演講（對象: 水利署暨

北水局員工、珍水與環境教育志工、民間團體、在地民眾），亦成為具

有環境教育專業領域及系統整合推廣之系列活動。 

本計畫之執行對於石門水庫環境教育設施場所的整體發展而言有

長足助益，亦奠定了石門水庫在生態保育、穩定供水、環境教育等既

定目標上，繼往開來，永續典範的重要基石。 

 

關鍵字:石門水庫、環境教育、環境教育設施場所、石門水庫環境教育

館、環境生態資源特色、《石門水庫營運 50 週年》特刊、石門水庫環

境教育平台、石門水庫環境教育基地整體意象、環境教育關鍵推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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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himen Reservoir has been built for 50 years, in recent, Northern 

Region Water Resources Office executed many ecological surveys and 

researches, which combine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and management of 

reservoir, should be integrated with application-related. For the purpose of 

keeping Shimen Reservoir’s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development, this 

project “The Project of Shihmen Reservoir Ecology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Base Promotion of Integrated Development (1/2) 

“has been implementing in 2014. 

In “The Project of Shimen Reservoir Ecology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Base Promotion of Integrated Development (1/2) 

“, 《The 50th anniversary of Shimen Reservoir》special issues had been 

Published, apply 6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activities, and by investigating 

the key Participants of the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for Shimen Reservoir, 

had presented the meaning of Shimen Reservoir’s striking results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that owned the historical value and significance. 

On the other hand, this Project, which designed the “Shimen Reservoir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Base imagery map” for forming the image of the 

Shimen Reservoir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Facilities 

This project finished by integrating environmental and ecological 

knowledge, developing Digital information platform and application, 

discovering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resource, designing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materials, Training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intern teachers ext. 

to reach the purpose of Shimen Reservoir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eco-knowledge management and deepen the meaning of Shimen Reservoir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To achieve the core objective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water resources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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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 前言 

1 

第壹章 前言 

一、計畫緣起與目的 

《環境教育法》於 2010 年 5 月 18 日由立法院會三讀通過，並經

總統公告於 2011 年 6 月 5 日(世界環境日)正式實施，其首條即揭櫫環

境教育推動發展之要旨：「推動環境教育，以促進國民瞭解個人及社會

與環境的相互依存關係，增進全民環境倫理與責任，進而維護環境生

態平衡、尊重生命、促進社會正義，培養環境公民與環境學習社群，

以達到永續發展」。 

石門水庫於 1964 年興建完成，是北台灣多目標的重要水庫之一，

同時具有灌溉、發電、公共給水、防洪、觀光等功能。近年來，受納

莉(2001)、艾利(2004)等颱風豪雨影響，造成石門水庫集水區大量泥沙

流進水庫，造成原水濁度過高，超過下游淨水廠處理的能力，有鑑於

此，經濟部水利署提報專案計畫，行政院核定《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

整治計畫》，進行水庫生態保育治理。為因應水庫的永續經營，並有感

於在地居民、民意代表、專家學者、民間團體對於石門水庫整治計畫

及營運管理的生態保育期許，也鑑於民眾對於水庫認知的差異，需藉

助水環境教育的澄清與溝通，在整治計畫期間，主辦機關經濟部水利

署北區水資源局(以下簡稱北水局)推動生態多媒體教材製作及生態教

育推廣工作，以環境教育平台增進政府與民眾邁向「營造安全、生態、

多樣的水環境」、「確保量足、質優、永續的水資源」及建立石門水庫

「知水、愛水與節水的水環境願景」，落實愛水資源環境教育的認知與

行動。另自 2007 年起，更將石門水庫作為水環境教育基地，積極推動

石門水庫環境教育與生態保育之行動，更於 2011 年《環境教育法》通

過後，依據該法及其他相關法令，發展石門水庫環境教育，透過彙整

分析庫區內豐富之自然與人文環境生態資源、設置「石門水庫環境教

育推動小組」、規劃設計環境教育課程方案與教材教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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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環境教育基地之經營管理，並在 2012 年 10 月 3 日通過行政院環

境保護署認證，正式成為環境教育設施場所，提供在地學校、民間團

體及全國社會大眾環境教育專業服務，總計服務場次已達 50 場以上。 

石門水庫於 2014 年已邁入經營管理 50 年，50 年間有許多水利工

程人員及管理者投入石門水庫的永續經營管理。而近年來多元的環境

教育參與者對於石門水庫的自然與人文環境的生態資源及環境教育基

地的整合發展有了殷切的願景，為深化石門水庫環境教育設施場所之

整體內涵，提供更佳之環境教育專業服務，本計畫擬整合石門水庫庫

區環境生態資源及基地發展，提升石門水庫作為愛水環境教育基地之

整體意象，依據石門水庫歷年推動保育治理之相關資料紀錄及石門水

庫愛水環境教育設施場所之環境特色進行資料彙整與分析，促進石門

水庫環境教育參與者瞭解石門水庫水資源生態保育與環境教育之理

念。本整合計畫對於石門水庫環境教育之推廣與永續發展達到實際助

益。 

 

 
圖片來源:2009 汪靜明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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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作項目及內容 

有鑑於石門水庫已於 2012 年正式通過行政院環保署認證，成為環

境教育設施場所，為深化石門水庫環境教育基地之環境教育內涵，提

升環境教育服務品質，北區水資源局持續擴充石門水庫環境教育平台

功能，建置環境教育課程線上預約系統，對持續推廣石門水庫環境教

育有明顯助益。有鑑於石門水庫成為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至今已提供

專業環境教育服務逾 50 場次，為持續發展石門水庫環境教育基地之內

涵與整體意象，掌握環境教育發展歷程之關鍵推廣者及其角色、彙整

分析歷年保育治理據點之生態特色與相關資源、強化石門特色與課程

方案之連結、培訓環境教育種子教師與志工，並迎接石門水庫營運五

十週年，編製特刊與環境教育教材等重要工作，期能透過本計畫之落

實，持續推廣石門水庫環境教育。本計畫整體工作項目如下(圖 1-2.1)： 

1、規劃設計石門水庫環境教育基地整體意象 

2、調查分析石門水庫環境教育關鍵推廣者及其角色 

3、彙整分析石門水庫環境教育設施場所及保育治理據點之環境生態特色 

4、彙整紀錄石門水庫環境教育設施場所及保育治理據點之環境生態影像 

5、彙整分析石門水庫環境教育據點之環境教育資源及課程方案連結 

6、彙整分析石門水庫環境教育系列教材之核心內涵及補充概念 

7、編製石門水庫環境教育詩圖文簡報教材 

8、編製石門水庫營運五十週年特刊  

9、更新維護石門水庫環境教育平台 

10、規劃辦理北水局員工環境教育研習及志工培訓課程 

11、行政配合事項 

12、年度工作報告撰寫及印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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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1、本計畫整體工作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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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年度工作內容 (2014 年) 

1、規劃設計石門水庫環境教育基地整體意象 

(1) 規劃石門水庫環境教育基地整體意象 

依據石門水庫環境教育基地資源，串聯其自然與人文資源、型塑

石門水庫環境教育特色，規劃石門水庫環境教育基地之整體意象。 

(2) 設計石門水庫環境境教育基地入口意象 

依據石門水庫環境教育基地整體意象，設計石門水庫環境教育基

地入口牌誌、指標、環境教育基地地圖等形象設計品，透過整體

視覺傳達，型塑石門水庫環境教育之意象，達到有效宣傳之效果。 

(3) 設計石門水庫基地據點意象 

依據石門水庫環境教育基地整體意象，設計石門水庫環境教育各

據點之指示牌、路標、環境教育基地地圖、參訪路線指引圖等形

象設計品，透過整體視覺傳達，強化石門水庫環境教育據點特色，

提升環境教育參與者對於石門水庫環境教育據點之認識與瞭解。 

(4) 設計石門水庫環境教育設施場所意象 

依據石門水庫環境教育基地整體意象，整合石門水庫環境教育基

地入口意象、據點意象等內涵，以整體視覺傳達為原則，規劃設

計石門水庫環境教育設施場所之整體意象，強化石門水庫環境教

育設施場所之特色，提升環境教育參與者對於石門水庫環境教育

據點之認識與瞭解，有效達到石門水庫環境教育設施場所之宣

傳、推廣效果。 

2、調查分析石門水庫環境教育關鍵推廣者及其角色 

(1) 調查石門水庫環境教育關鍵推廣者 

透過蒐集並分析歷年石門水庫環境教育發展歷程中之相關資料，加以

彙整歷年參與石門水庫環境教育推廣活動之關鍵環境教育參與者，作

為後續推動環境教育諮詢參考與環境教育推廣宣導之人力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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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析石門水庫環境教育關鍵推廣者之角色功能 

透過問卷調查與現場訪談等方式，針對石門水庫環境教育關鍵推

廣者進行其角色分析，以瞭解其在石門水庫環境教育發展與推廣

歷程中所擔任之角色功能，整合歸納其環境教育推廣理念與針對

石門水庫環境教育發展所提出之相關建議，進行後續之歸納整

合，提供作為後續推動環境教育發展、推廣行動之參考依據，有

助於北水局研擬石門水庫環境教育發展之策略。 

3、彙整石門水庫環境教育設施場所及保育治理據點之環境生態特色 

(1)調查石門水庫環境教育設施場所及保育治理據點之自然生態環境特色 

蒐集歷年石門水庫推動保育治理之相關資料與紀錄，並針對相關

資料與石門水庫環境教育設施場所中自然生態有關之環境特色進

行資料彙整與歸納，落實石門水庫環境教育與生態保育理念之結

合，提供作為後續發展石門水庫環境教育內涵之重要參考。 

(2)調查石門水庫環境教育設施場所及保育治理據點之人文生態環境特色 

蒐集歷年石門水庫推動保育治理之相關資料與紀錄，並針對相關

資料中與石門水庫環境教育設施場所中人文生態有關之環境特色

進行資料彙整與歸納，落實石門水庫環境教育與生態保育理念之

結合，提供作為後續發展石門水庫環境教育內涵之重要參考。 

4、彙整紀錄石門水庫環境教育設施場所及保育治理據點之環境生態影像 

(1) 彙整石門水庫環境教育設施場所及保育治理據點之環境生態影像 

調查蒐集歷年石門水庫推動保育治理據點之影像，並針對石門水庫

環境教育設施場所中，自然與人文資源特色進行現地勘查與影像紀

錄，透過有系統之彙整歸納，落實石門水庫環境教育與生態保育理

念之結合，作為後續發展石門水庫環境教育內涵之重要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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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紀錄石門水庫環境教育設施場所及保育治理據點之環境生態影像 

依據石門水庫環境教育自然與人文生態資源影像與石門水庫歷年

推動保育治理之據點影像之彙整結果，整合分析石門水庫環境教

育設施場所資源與歷年水庫保育治理據點之歷史紀錄與發展變

革，提供作為後續推動石門水庫環境教育發展應用與教育宣導之

儲備資訊。 

5、彙整分析石門水庫環境教育據點之環境教育資源及課程方案連結 

(1) 彙整分析石門水庫環境教育據點之環境教育資源 

依據北水局石門水庫環境教育設施場所之環境教育據點，透過蒐

集各據點之歷史資料，並經現地勘查進行石門水庫環境教育據點

之相關資源整合，彙整分析石門水庫環境教育基地場域內各據點

之特色，提供作為後續規劃設計石門水庫環境教育課程方案與教

材教法之參考依據。 

(2) 規劃設計石門水庫環境教育據點示範課程教案 

彙整歸納之石門水庫環境教育據點資源特色，結合北水局石門水

庫環境教育課程方案之四大領域(環境資源、環境生態、環境變

遷、環境管理)，設計石門水庫環境教育據點示範課程教案(至少

兩套)，作為後續石門水庫環境教育基地提供相關環境教育服務、

落實石門水庫環境教育推廣之參考依據。 

6、編製石門水庫營運五十週年特刊 

石門水庫於 2014 年 6 月屆滿營運五十週年，蒐集彙整石門水庫歷

年營運紀實與歷史資料，規劃石門水庫營運五十週年特刊內容大

綱與編輯綱要，完成石門水庫營運五十週年特刊專文邀件、內文

編撰、版面編排、圖文設計等工作，並規劃召開編審會議，完成

內文校對後印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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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更新維護石門水庫環境教育平台 

(1) 更新石門水庫環境教育平台 

因應石門水庫環境教育平台實際使用現況與需求調整平台架構，

促進使用效率與使用便利性之提升，並進行平台中既有資訊、文

稿之校對更新，提升石門水庫環境教育平台資訊正確程度。 

(2) 維護石門水庫環境教育平台 

彙整本(2014)年石門水庫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辦理環境教育活動之

相關成果紀錄，進行平台資料擴充，並針對課程選單與課程資訊

辦理環境教育課程預約線上服務系統之維護。 

8、規劃辦理北水局員工環境教育研習及志工培訓課程 

依據《環境教育法》，辦理本(2014)年北區水資源局員工環境教

育研習活動，並依該法第 19 條規定，達成每場次 4 小時之課程內

容規劃；另為提供石門水庫環境教育設施場所專業服務，針對環

境教育志工進行增能培訓，規劃辦理 2 梯次研習課程。 

9、行政配合事項 

(1) 研提北水局 2013 年環境教育成果報告 

協助彙整北水局前一年(2013 年)辦理環境教育之成果，並於 2014

年 3 月 20 日前研提成果報告，成果報告應包含工作內容、活動梯

次、參與人數、成果與照片、滿意度調查、學習成效分析、檢討

與展望等。 

(2) 研提北水局 2015 年環境教育計畫 

於 2014 年 12 月 15 日前研提北水局 2015 年環境教育計畫。 

(3) 協助配合北水局環境教育展示館之空間底圖及文案規劃 

(4) 協助配合北水局辦理環境教育推動之相關業務 

10、年度工作報告撰寫及印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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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計畫工作範圍 

石門水庫位於大漢溪中游，地處桃園縣大溪鎮與龍潭鄉、復興鄉、

新竹縣關西鎮之間，由於溪口處有雙峰對峙狀若石門，因而得名。水

庫總長度為 16.5 公里，滿水位面積八平方公里，有效蓄水量尚有 2 億

4 千萬立方公尺，為一多目標水利工程，具有灌溉、發電、給水、防洪、

觀光等效益。 

本計畫之工作範圍以石門水庫環境教育設施場所(參圖 1-2.2)為

主，進行整體意象設計與環境教育推廣之相關工作，並進行相關生態

特色資料與影像紀錄之蒐集與拍攝，逐步完成本計畫之各工作項目。 
 

 

圖 1-2.2、本計畫工作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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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作流程及方法 

本計畫推動目的在於協助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配合《環境

教育法》推廣並落實環境教育，並以深化石門水庫環境教育設施場所

內涵為目的、永續石門水庫為目標，透過整合石門水庫庫區環境生態

資源及基地發展，提升石門水庫作為愛水環境教育基地之整體意象、

依據石門水庫歷年推動保育治理之相關資料紀錄及石門水庫愛水環境

教育設施場所之環境特色進行資料彙整與分析，促進石門水庫環境教

育參與者瞭解石門水庫水資源生態保育與環境教育之理念(參圖

1-2.3)。 

本計畫對石門水庫環境教育之推廣與永續發展達到實際助益。 
 

 

圖 1-3.1、本計畫發展目標 



第壹章 前言 

11 

本計畫執行架構主要採 IPAD 模式(汪靜明,2010)，並以石門水庫環

境教育平台為基礎，依據生態資源發展推廣之架構模型，逐步推動落

實，該模型曾落實於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之「石門水庫及其集

水區整治計畫」、「石門水庫生態資訊整合及數位環境教育平台」及「石

門水庫環境教育參與者分析暨環境教育平台系統整合推廣」等計畫，

其中多為有關水環境教育基地發展、水資源管理、棲地生態保育與環

境教育推動工作之實務案例，能協助主辦機關北區水資源局落實有關

石門水庫環境教育基地之推廣發展與環境生態資源整合等計畫工作。 

依據 IPAD 模式，首要整合關鍵資源(如上位法令、關鍵計畫辦法、

關鍵組織人力)輸入作為計畫背景，過程中透過環境生態及石門水庫環

境教育基地資源整合推動本計畫個工作項目作為整體方針，達成環境

教育基地資源(設施場所、參與人員、課程方案與行動方案等)之推廣目

標，追求達成石門水庫之生態、生活、生產、安全與教育之永續發展(參

圖 1-3.2)。 

 

圖 1-3.2、本計畫工作執行架構 IP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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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3、本年(2014)度計畫執行流程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規劃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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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

 2011 年 6 月 5 日（世界環境日）通過《環境教育法》，而石門水庫於 2012 年通

過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應配合《環境教育法》推廣落實環境教育，整合並

規劃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現生態保育資源，具體展現其價值與功能。 

 石門水庫環境教育基地之發展，提升其作為愛水環境教育基地之整體意象。 

 為深化石門水庫環境教育基地內涵，加強在地特色資源與環境教育課程方案之

連結，並積極推廣環境教育研習與志工培訓，提升環境教育服務專業程度。 

2014 年度計畫會議與工作規劃

․團隊內部分工與聯繫 

․外部資源協助與配合 

計畫工作範圍

 石門水庫環境教育基地及集水區保育治理之特色據點 

2014 年度計畫報告資料 

 期初（工作執行計畫書、工作執行計畫書簡報） 

 期中報告（期中報告書、期中簡報） 

 期末報告（期末報告書、期末簡報） 

 成果報告（成果簡報） 

彙整石門水庫環境教育設施場所

及保育治理據點之環境生態特色

規劃設計石門水庫環境教育 
基地整體意象 

彙整紀錄石門水庫環境教育設施場

所及保育治理據點之環境生態影像

調查分析石門水庫環境教育 
關鍵推廣者及其角色 

規劃辦理北水局員工環境教育研習及

志工培訓課程 

彙整分析石門水庫環境教育據

點之環境教育資源及課程方案

連結

行政配合事項、 

年度工作報告撰寫及印製 

協助推動發展石門水庫環境教育 

更新維護石門水庫環境教育平台 

編製石門水庫 
營運五十週年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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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工作執行期間，依據招標文件說明自決標日起至 2014 年 12

月 15 日完成。有關工作項目、執行進度、各項工作權重之訂定，與每

月標示之工作進度百分比，以桿狀圖形進度表示（參表 1-2.1）。 

表 1-3.1、本計畫預計進度表(1/2) 

工作項目 工作細項 
累積
進度
比重

2014 年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規劃設計石

門水庫環境教

育基地整體意

象 

(1)規劃石門水庫環境教

育基地整體意象 
2.5 5 10 20 40 60 80 100      

(2)設計石門水庫環境境

教育基地入口意象 
2.5    10 30 50 70 80 100    

(3)設計石門水庫基地據

點意象 
2.5    10 20 40 60 70 80 90 100  

(4)設計石門水庫環境教

育設施場所意象 
2.5    10 20 40 60 70 80 90 100  

2、調查分析石

門水庫環境教

育關鍵推廣者

及其角色 

(1)調查石門水庫環境教

育關鍵推廣者之角色功能
5 10 30 50 70 90 100       

(2)分析石門水庫環境教

育關鍵推廣者之角色功能
5     10 30 50 70 80 90 100  

3、彙整石門水

庫環境教育設

施場所及保育

治理據點之環

境生態特色 

(1)調查石門水庫環境教

育設施場所及保育治理據

點之自然生態環境特色 

5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2)調查石門水庫環境教

育設施場所及保育治理據

點之人文生態環境特色 

5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4、彙整紀錄石

門水庫環境教

育設施場所及

保育治理據點

之環境生態影

像 

(1)彙整石門水庫環境教育

設施場所及保育治理據點

之環境生態影像 

5   20 30 50 60 70 80 90 100   

(2)紀錄石門水庫環境教育

設施場所及保育治理據點

之環境生態影像 

5   20 30 50 60 70 80 90 100   

5、彙整分析石

門水庫環境教

育據點之環境

教育資源及課

程方案連結 

(1)彙整分析石門水庫環境

教育據點環境教育資源 
5    20 50 70 100      

(2)規劃設計石門水庫環境

教育據點示範課程教案 
5      20 40 50 70 9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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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1、本計畫預計進度表(2/2) 

工作項目 工作細項 
累積
進度
比重

2014 年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6、編製石門水庫營運五十週年特刊 10 20 40 50 70 80 100       

7、更新維護石

門水庫環境教

育平台 

(1)更新石門水庫環境教

育平台 
5 20 30 50 70 100        

(2)維護石門水庫環境教

育平台 
5       20 50 60 80 100  

8、規劃辦理北水局員工環境教育研習及

志工培訓課程 
10 10   15 20  40 50 60 80 100  

9、行政配合 
事項 

(1)研提北水局2013年環

境教育成果報告 
2.5 100            

(2)研提北水局2015年環

境教育計畫 
2.5           50 100

(3)協助配合北水局環境

教育展示館之空間底圖及

文案規劃 

2.5  20 30 40 50 60 80 100     

(4)協助配合北水局辦理

環境教育推動之相關業務
2.5 5 10 15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10、年度工作報告撰寫及印製 10 期初     期中     期末 成果

整體進度(四捨五入) 100 7% 12% 19% 28% 41% 56% 66% 73% 79% 88% 98% 100%

查核點及查核內容 

查核點 預定完成時間 進度百分比 查核內容說明 

1、期初報告 
（工作執行計畫書） 2014 年 01 月 14 日 7％ 完成工作執行計畫書及簡報

2、期中報告 2014 年 06 月 30 日 56％ 
完成期中報告 

並辦理期中說明會 

3、期末報告 2014 年 11 月 30 日 98% 
完成期末報告 

並辦理期末說明會 

4、成果報告書 2014 年 12 月 15 日 100％ 完成成果報告書 

註:以上查核時間依本計畫雙方契約書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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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規劃設計石門水庫環境教育基地整體意象 

石門水庫，位於桃園縣龍潭鄉大漢溪中游，溪水出口處有雙峰對

峙，狀如石門，故稱為「石門水庫」。主要功能為灌溉、發電、防洪及

公共給水，有控制上游淤沙及發展觀光事業等附帶效益。 

環境教育基地，主要包含環境教育設施場所、環境教育專業人力、

環境教育課程方案與環境教育經營管理四大面向。環境教育係指：「運

用教育方法，培育國民瞭解與環境之倫理關係，增進國民保護環境之

知識、技能、態度及價值觀，促使國民重視環境，採取行動，以達永

續發展之公民教育過程」，環境教育發展根據地，稱為「環境教育基

地」。整體意象，主要包含水庫及其集水區、水庫水利設施、環教設施

場所、環境教育據點與自然與人文特色(參圖 2-1.1)。在主觀意識中，

被選擇而有秩序的組織起來的客觀現象。 
 

 

圖 2-1.1、石門水庫環境教育基地整體意象釋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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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規劃石門水庫環境教育基地整體意象 

石門水庫，是北台灣重要的水庫之一，職司水庫營運管理、水土

保持、債務清償、社區建設、觀光開發及研究發展等業務，不僅供應

大桃園及台北地區民生、及農、工業用水需求；也是一個多目標水利

工程，具有灌溉、發電、給水、防洪、觀光等效益，是為北台灣生活、

生產、生態所需的關鍵水資源命脈。石門水庫環境涵括多樣及特殊的

地形景觀，其承載的水資源及孕育的生物多樣性，連結到台灣社會、

經濟及自然等三個層面交集的永續發展情勢。 

本計畫整合石門水庫 50 年其有關保育治理、經營管理等相關自

然與人文資源，後續依據石門水庫環境教育基地資源，串聯其自然與

人文資源、型塑石門水庫環境教育特色。 

本計畫另統整石門水庫 15 個環境教育據點，透過整合石門水庫

環境教育基地入口意象、石門水庫基地據點意象與石門水庫環境教育

設施場所意象，規劃出石門水庫環境教育基地之整體意象(參圖

2-1.2)。 
 

 

圖 2-1.2、石門水庫環境教育基地據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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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本計畫瞭解，北區水資源局於 2013 年辦理之「石門水庫環境

教育參與者分析暨環境教育平台系統整合推廣計畫(2/2)」調查石門水

庫環境教育參與者對於石門水庫之主要意象，發現在 281 個有效填答

樣本數中，認為石門水庫的主要意象為「湖光山色、優美環境」者佔

25%，其次認為「大壩」為主要意象者，則佔 19%；認為「水利工程

與功能」為主要意象者佔 15%，認為「溢洪道」為主要意象者則佔

14%。另認為主要意象是「水資源」者佔 7%、「豐富生態」佔 5%、「休

閒觀光遊憩」佔 2%、「電力」佔 2%(參圖 2-1.3)。 

上述諸多意象的歸納，皆可視為石門水庫環境教育基地整體意象

之初步發想，有待持續透過相關資料之追蹤、調查、歸納與分析，瞭

解石門水庫環境教育基地之特色內涵，俾能做為具體意象之規劃參考。 
 

 

圖 2-1.3、2013 年石門水庫環境教育參與者意象分析成果 

資料來源:汪靜明 2013 石門水庫環境教育參與者分析暨環境教育平台系統整合推廣計畫(2/2)

成果報告書 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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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計畫經彙整石門水庫環境教育基地中，各據點及整體環境

資源，並整理參與者對於石門水庫的認知意象，設計並繪製「石門水

庫環境教育意象地圖」，作為石門水庫環境教育基地整體意象之呈

獻。本意象地圖之繪製成果可作為後續編印石門水庫環境教育設施場

所簡介摺頁之用，亦可作為環境教育教材，有助於石門水庫環境教育

課程之推廣應用。 

「石門水庫環境教育意象地圖」(參圖 2-1.4 及附錄八)，主要透

過圖像繪製，呈現石門水庫部分集水區(山林)、水庫蓄水區、後池堰

等大範圍據點，亦將石門水庫重要環境教育據點，如依山閣環境教育

學習中心、石門大壩、溢洪道、槭林公園、高線步道、環翠樓、石門

碼頭、南苑生態園區、石門水庫環境教育館、溪州公園、坪林公園、

汙水處理廠、石門電廠、北苑大草原、高線步道等繪製於意象地圖中，

有助於環境教育參與者快速掌握石門水庫環境教育基地的據點方位

與方向，更可從中了解各環境教育學習據點的特徵與環境特色。 
 

 

圖 2-1.4、石門水庫環境教育意象地圖 

圖片來源:本計畫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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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設計石門水庫環境教育基地入口意象 

石門水庫，是北台灣重要的水庫之一，不僅供應大桃園及台北地

區民生及農、工業用水需求；也是一個多目標水利工程，具有灌溉、

發電、給水、防洪、觀光等效益，是為北台灣生活、生產、生態所需的

關鍵水資源命脈。 

有關石門水庫環境教育基地入口意象，主要依據石門水庫環境教

育基地整體意象，設計石門水庫環境教育基地入口牌誌、指標、環境

教育基地地圖等形象設計品，透過整體視覺傳達，型塑石門水庫環境

教育之意象(參圖 2-2.1)，達到有效宣傳之效果。 

有關入口意象的初步發想，本計畫依石門水庫環境教育整體意象

規劃設計，延伸至設施場所入口處，透過牌誌、形象人偶、抽象圖文

意象等方式，呈現石門水庫環境教育基地之整體概念。 

有關本計畫設計之石門水庫環境教育基地入口意象，詳參圖 2-2.2。 
 

 

圖 2-2.1、石門水庫環境教育入口意象規劃 



石門水庫環境生態資源暨 
環境教育基地整合發展推廣計畫(1/2) 

20 

表 2-2.1、石門水庫環境教育基地入口意象設計及說明 

意象設計 意象說明 

款

式

A 

【水滴石門】 

石門水庫是守護北台灣水資源的重

要場域，因此以水滴形狀，突顯水資

源保育的責任與意義。 

而在石門水庫環境教育設施場所

中，自然生態相當豐富，其中又以槭

林與依存水庫生長之魚類為直接的

環境意象；而溢洪道則是石門水庫的

人文意象中，最具代表性之特色，故

以此作為本款設計之視覺內涵。 

款

式

B 

【青山石，綠水門】 

石門水庫座落在壯麗的青山之中，山

林中蘊含著豐富的自然資源。而以溢

洪道是石門水庫最重要的環境意象

之一，藉以詮釋石門水庫經營、管理

並守護水資源的重要角色。 

在青山與綠水中滋養茁壯的潔白小

苗，象徵正在萌芽的環境教育種子

(參與者)，本款式及以上述三種具體

意象，詮釋石門水庫環境教育的實際

內涵。 

款

式

C 

 

【太極石門】 

中華文化的太極圖，講究的是天地與

人之間的關係，是環境倫理的起源。

而對於石門水庫的環境教育而言，人

與天地自然、人與環境之間的關係也

應當如同太極一樣生生不息。 

而在石門水庫環境教育設施場所

中，自然生態相當豐富，其中又以槭

林與依存水庫生長之魚類為直接的

環境意象；而溢洪道則是石門水庫的

人文意象中，最具代表性之特色，故

以此作為本款設計之視覺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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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設計石門水庫基地據點意象 

石門水庫自 1964 年興建完成，歷經 2006 年頒布《石門水庫及其

集水區整治特別條例》、2007 至 2011 年推動「石門水庫生態資訊整

合暨環境教育推廣計畫」，直至 2011 年 6 月 5 日實施《環境教育法》，

皆以持續「水資源第一、環境正義、在地福祉、穩定供水」為宗旨，

規劃、設計、研擬、推動環境教育之相關項目。石門水庫環境教育設

施場所，已於 2012 年 10 月 3 日正式通過認證。 

為具體呈現石門水庫環境教育基地據點意象之輪廓，本項目依石

門水庫環境教育基地中各據點依其「可探索」、「可了解」、「可保育」、

「可教育」及「可迴響」等層面，進行特色意象與環境教育之關聯分

析，其分析結果可作為各據點後續深化環境教育內涵之發展依據，作

為石門水庫環境教育據點意象及環境教育發展推廣內涵。 

石門水庫環境教育基地據點之環境教育資源特色分析詳參表

2-3.1~2-3.15。 

 

圖 2-3.1、石門水庫環境教育基地整體意象 

資料來源:本計畫規劃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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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溪洲公園 

表 2-3.1、石門水庫環境教育基地據點之環境教育資源特色－溪州公園 

環境教育據點名稱 環境教育資源特色 

溪洲公園 

1968 年植樹節，選定石門水庫溪洲公園

左側為植樹紀念園，由謝前副總統、前

省主席黃杰及石門水庫建設委員會執

行長徐鼐等首長、共植雪松、南洋杉、

貝殼杉等高級樹木，並銘石為誌，以為

石門水庫歷史見證。 

據點位置 據點照片 

環境教育據點意象及環境教育發展推廣 

探索 
溪洲公園距石門水庫坪林收費站車程約 2 分鐘處，公園周圍設有

石磚步道，是參與者進入石門水庫環境教育設施場所最先可參

訪、探索的自然據點。 

了解 
溪洲公園據點四周綠意盎然，栽種植物多樣如雪松、南洋杉、貝

殼杉等高級樹木，參與者可藉由參訪、觀察、解說員講解或經由

參加環境教育課程，了解石門水庫的植物林相。 

保育 
1968 年植樹節，國家選定溪洲公園作為植樹紀念園，並鑄有銘

石，因而使得溪洲公園成為石門水庫庫區中的重點植栽據點。溪

洲公園種植豐富植被，是良好的保育據點。 

教育 
茂密的植物林相與良好的生態環境，多年下來成為諸多昆蟲、鳥

類及其他動物的棲地，可在本據點同時進行動植物的生態觀察。

迴響 
溪洲公園距離車道頗近，交通可及性高，且遍佈花草林木，是非

常良好的寫生據點，也是環境教育學習活動的優良場域，能觸發

參與者對於石門水庫自然生態環境的較多共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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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高線步道 

表 2-3.2、石門水庫環境教育基地據點之環境教育資源特色－高線步道 

環境教育據點名稱 環境教育資源特色 

高線步道 

石門水庫高線入口處至依山閣步道長

約 700 公尺，道路兩旁高聳槭樹林立，

形成一天然綠色隧道，其中隨天候變

化及陽光照映，晴天時陽光灑落林

間，陰天時雲霧繚繞，徜徉其中可享

受新鮮空氣及鳥語花香，更是一趟靜

謐心靈的感受之旅。 

據點位置 據點照片 

 

環境教育據點意象及環境教育發展推廣 

探索 
高線步道自石門水庫高線入口處至依山閣環境教育中心距離約 700
公尺，全線鋪設石磚，是石門水庫環境教育設施場所中，規劃良善的

自然步道之一。 

了解 
高線步道是石門水庫環境教育設施場所中，植林最密集的據點之一，

道路兩旁高聳槭樹林立，形成一天然綠色隧道，其中隨天候變化及陽

光照映，晴天時陽光灑落林間，陰天時雲霧繚繞，徜徉其中可享受新

鮮空氣及鳥語花香 更是一趟靜謐心靈的感受之旅

保育 
高線步道周圍栽種豐富植物，在場域據點的保育管理上，可使參與者

學習林地的水土保持議題、林相枯榮與環境的消長關係、步道附近的

排水設計等環境管理議題。 

教育 
參與者透過步道的走訪，在享受自然森林的舒暢氛圍之餘，可同步觀

察棲息於森林中的各式鳥類、昆蟲、哺乳類、爬蟲類動物等豐富生態，

是非常良好的環境教育課程進行據點。 

迴響 
豐富的動植物資源能提供參與者不同於書籍教材的情境學習，進一步

透過講師的引導，能讓參與者與自然環境進行互動，引發如拓印落

葉、影像紀錄、寫生、動物觀察與心得分享等迴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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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槭林公園 

表 2-3.3、石門水庫環境教育基地據點之環境教育資源特色－槭林公園 

環境教育據點名稱 環境教育資源特色 

槭林公園 

槭林公園位於中線山坡上，被枝幹挺立

有致的樹影包圍，氣氛幽靜。深秋後落

葉繽紛，景緻宜人。內有水池一座、小

橋流水，及涼亭供民眾休憩，林間步道

縱橫其間，生態豐富。 

據點位置 據點照片 

環境教育據點意象及環境教育發展推廣 

探索 
槭林公園位於石門水庫環境教育設施場所中線步道的山坡

上，周邊種植以槭木為主的植物群，深秋後落葉繽紛，景緻宜

人。內有水池一座、小橋流水，及涼亭供民眾休憩，林間步道

縱橫其間 生態豐富

了解 
槭林公園周邊種植以槭木為主的生態林，此據點隨四季更迭，

植栽有不同的林相變換，參與者可在講師的引導下，在不同季

節中觀察槭木的顏色、樹葉的榮枯，了解植物生長與季節之間

的微妙變化與關係

保育 
槭林的種植、維護與保育是個極有探索與學習價值的生態議

題，場域管理人員如何日常管理豐富的槭木群與林相生態，並

可引導參與者了解楓木與槭木的差異，進一步學習環境生態知

識

教育 
經由解說員或講師的引導，參與者可以了解槭木的生長環境、

習性、生長過程與特色，並了解保護、珍惜自然資源的重要概

念。 

迴響 
透過觀察、學習、討論，參與者能提出自己對於槭木的認識與

了解，提出保育森林的創意與看法，或分享觀察生態的相關心

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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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欒樹林公園 

表 2-3.4、石門水庫環境教育基地據點之環境教育資源特色－欒樹林公園 

環境教育據點名稱 環境教育資源特色 

欒樹林公園 

欒樹林公園內有許多千變萬化的欒

樹，欒樹又稱四色樹，樹冠顏色會隨著

開花時期而有所不同，它會從滿株綠葉

開始綻放黃花，然後結紅色蒴果，蒴果

乾枯後變成褐色，盛開期常常可見同一

株樹同時出現多種色彩，美不勝收。 

據點位置 據點照片 

環境教育據點意象及環境教育發展推廣 

探索 

欒樹林公園位於石門水庫環境教育設施場所中，鄰近區域種植

眾多台灣欒樹，台灣欒樹又稱四色樹，樹冠顏色會隨著開花時

期而有所不同，它會從滿株綠葉開始綻放黃花，然後結紅色蒴

果，蒴果乾枯後變成褐色，盛開期常常可見同一株樹同時出現

多種色彩，美不勝收。 

了解 
台灣欒樹是台灣的特有種，欒樹林公園內種植以台灣欒樹為主

的植林，參與者可透過參訪合併講師引導，了解欒樹的生長特

性。 

保育 
台灣欒樹可生長於多種環境，生命力強，而其隨季節轉換的特

殊林相是環境教育講師的引導重點。 

教育 
欒樹林公園內設有廣場，參與者可在此集合，進行環境教育團

體教學與交流活動。 

迴響 
透過觀察、學習、討論，參與者能提出自己對於台灣欒樹的認

識與了解，提出保育植林的創意與看法，或分享觀察生態的心

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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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坪林公園 

表 2-3.5、石門水庫環境教育基地據點之環境教育資源特色－坪林公園 

環境教育據點名稱 環境教育資源特色 

坪林公園 

位於石門水庫入口坪林收費站旁，設有 3
層樓八角亭 1 座及綠地約 2,000 平方公
尺，鄰近後池水域及溪洲大橋，可近看後
池堰(橋)、大漢溪下游、北苑及溢洪道。
2013 年起成為生態教學、水庫設施導覽
之教育場所。水庫設施運作方式及原理，
溢洪道─後池─後池堰─大漢溪下游排洪
動線解說、後池(堰)滯洪功能用途講解、
公園綠地生態探索及解說。 

據點位置 據點照片 

環境教育據點意象及環境教育發展推廣 

探索 
坪林公園位於石門水庫坪林收費站旁，設有 3 層樓八角亭 1 座及綠
地約 2,000 平方公尺，鄰近後池水域及溪洲大橋，可近看後池堰
(橋)、大漢溪下游、北苑及溢洪道。 

了解 
坪林公園是石門水庫環境教育設施場所中，結合自然景觀與人文環
境的教育據點，參與者來到此處，可體會自然生態的脈動，亦可就
近觀察水庫設施溢洪道─後池─後池堰─大漢溪下游排洪動線，了
解水庫運作方式與原理。 

保育 坪林公園鄰近水庫溢洪道及滯洪池，參與者可透過引導人員的專業
解說，了解水庫設施的生態保育意義與內涵。 

教育 
石門水庫的運作與管理可謂台灣水利工程中的重要建設之一，經由
專業引導人員的解說、分析，將可幫助參與者進一步了解水庫以穩
定供水為目標的運作過程，引發參與者的認同，達到珍惜水資源的
教育意義。 

迴響 坪林公園兼具自然與人文特色，參與者在此據點學習，可提出對於
水庫運作管理與自然生態保育的迴響與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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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南苑生態園區 

表 2-3.6、石門水庫環境教育基地據點之環境教育資源特色－南苑生態園區 

環境教育據點名稱 環境教育資源特色 

南苑生態園區 

原為亞洲樂園舊址，依據石門水庫南苑

園區前期規劃設計原則，增設石門水庫

更新改善紀念空間、綠能公廁、環境教

育館、涼亭、綠能照明設施，並以生態

節能環保為設計考量。 

據點位置 據點照片 

環境教育據點意象及環境教育發展推廣 

探索 

南苑生態園區位於坪林公園旁，鄰近石門水庫坪林收費站入

口，為一廣闊的草坡平地。園區內設有石門水庫更新改善紀念

空間、綠能公廁、環境教育館、涼亭、綠能照明設施，並以生

態節能環保為設計考量。 

了解 
南苑生態園區鄰近石門水庫後池堰，且腹地廣大，環境承載量

亦大，適合辦裡大型戶外環境教育活動。參與者蒞臨此處亦可

進一步了解溢洪道與後池堰之間的運作關係。 

保育 
南苑生態園區腹地廣大，有關其草坡維護、水土保持以及自然

環境與人文建設之間的保育議題，可作為環境教育內涵進行後

續發展。 

教育 
南苑生態園區植被豐富、依存的陸域動物、鳥類、昆蟲眾多，

可作為生態觀察與教育的良好據點。 

迴響 
南苑生態園區背山向水，風景怡人，是觀察石門水庫意象的良

好據點，可經由寫生、攝影等一系列活動之引導，獲得參與者

的環境教育學習心得與迴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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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北苑生態大草原 

表 2-3.7、石門水庫環境教育基地據點之環境教育資源特色－北苑生態大草原 

環境教育據點名稱 環境教育資源特色 

北苑生態大草原 

北苑面積約達 13 公頃，目前完成南側約

1.8 公頃停車場、公廁設施及環境整理，

北側有約 2 公頃植樹林區，其餘中央部

分有電廠防淤工地工務所、北水局資產

課管線材料儲放等公務用途。 

水庫園區相關設施預計於 5 年內相繼完

成，工務所等設施隨即撤除後，大草原

將成為石門水庫面積最大之開放空間綠

地，屆時成為體驗生態多樣性、辦理各

項生態旅遊之重要場所。 

據點位置 據點照片 

環境教育據點意象及環境教育發展推廣 

探索 北苑面積約達 13 公頃，目前完成南側約 1.8 公頃停車場、公廁設

施及環境整理，北側有約 2 公頃植樹林區。水庫園區相關設施預

計於 5 年內相繼完成，屆時將可作為石門水庫環境教育發展之重

點區域。 
了解 

保育 
北苑生態大草原面積約達 13 公頃，其中蘊含豐富的自然資源，有

關其保育作為勢必將承為重要的石門水庫環境教育議題，有待後

續蒐集、彙整、分析、規劃、推廣與管理。 

教育 
北苑生態大草園區是石門水庫環境教育設施場所中最大的自然綠

地空間，未來將可作為生態園地，透過辦理環境教育活動或分析

場域中的自然、人文資源，並設計相關環境教育課程方案，將環

迴響 
北苑生態大草園區將成為石門水庫面積最大之開放空間綠地，屆

時成為體驗生態多樣性、辦理各項生態旅遊之重要場所，經由相

關環境教育活動之辦理，預期可獲得參與者的豐富迴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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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依山閣學習中心 

表 2-3.8、石門水庫環境教育基地據點之環境教育資源特色－依山閣學習中心 

環境教育據點名稱 環境教育資源特色 

依山閣環境教育學習中心 

依山閣位於石門水庫壩頂，提供來訪的

遊客有關石門水庫的相關訊息，在依山

閣 1 樓展示空間內有石門水庫開發歷史

的專區，從石門水庫創建到施工完成，

都有詳細介紹及常見水庫動植物圖鑑互

動展示；2 樓會議室為北區水源調度中

心；3 樓多媒體播放及會議室。此外，

在依山閣內陳列大型石門水庫模型，讓

遊客對石門水庫能有更深一層的體認。

據點位置 據點照片 

 

環境教育據點意象及環境教育發展推廣 

探索 

依山閣環境教育學習中心位於石門水庫壩頂，為一棟三層樓之人

文建築空間，1 樓展示空間內有石門水庫開發歷史的專區，從石

門水庫創建到施工完成，都有詳細介紹及常見水庫動植物圖鑑互

動展示；2 樓會議室為北區水源調度中心；3 樓多媒體播放及會議

室，可作為環境教育專題演講、室內課程辦理之場所。 

了解 參與者可經由參訪依山閣 1 樓展示空間之介紹專區，了解石門水

庫開發歷史。 

保育 
依山閣作為石門水庫環境教育學習中心，參與者經常在本據點中

進行室內環境教育課程，有關建築物硬體設備之維護管理、無障

礙設施與室內環境維護、器材更新，是永續推廣環境教育的課題。

教育 依山閣環境教育學習中心 3 樓的多媒體播放及會議室是現今石門

水庫環境教育課程的主要進行據點，參與者可在此學習環境教育

內涵，提高環境教育素養，並依據課程與學習內容，進行心得分

享、小組討論等環境教育迴響。 迴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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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石門電廠 

表 2-3.9、石門水庫環境教育基地據點之環境教育資源特色－石門電廠 

環境教育據點名稱 環境教育資源特色 

石門電廠 

石門電廠位於發電廠內裝置發電機 2
組，每組容量 4 萬 5 千瓦，石門發電廠裝

置發電機兩組，均委託台灣電力公司營

運。石門發電廠的發電用水量，原則上按

灌溉與公共給水用水而定，如水庫水位超

過上限時增加發電量，低於嚴重下限時，

依照灌溉及公共給水用水量發電。 

據點位置 據點照片 

環境教育據點意象及環境教育發展推廣 

探索 
石門電廠位於後池堰旁，電廠內裝置發電機 2 組，每組容量 4
萬 5 千瓦，是水資源營運管理之附加應用，透過水庫供水與洩

洪時，水位落差而產生電力。 

了解 
參與者經由石門電廠環境教育課程的進行，可了解水庫在穩定

供水的主要營運目標外，還能應用自然能源進行發電作業，產

生水資源管理之外更多的營運價值。 

保育 

石門電廠的發電設備是特殊的水力發電機具，而現階段國內具

規模的水力發電設備尚且不多，有關設備、機具運作與保養有

其獨特價值，可提供學習者作為參訪標的，借以進一步了解水

力發電的運作。 

教育 
石門電廠的教育意義主要將水力資源轉化為電力資源，且此種

發電方式具環保精神，參與者透過環境教育特色課程的學習，

可同時了解水資源與電力資源的重要性。 

迴響 
水與電都是重要的環境資源，參與者透過參訪本據點可迴響有

關資源保護的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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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壩區汙水處理廠 

表 2-3.10、石門水庫環境教育基地據點之環境教育資源特色－壩區汙水處理廠 

環境教育據點名稱 環境教育資源特色 

壩區汙水處理廠 

石門水庫於 1990 年在壩區興建汙水處

理廠，集中處理壩區之汙水，以減輕

水庫汙染源，有效維護石門水庫水源

水質免受汙染。 

據點位置 據點照片 

環境教育據點意象及環境教育發展推廣 

探索 
石門水庫壩區汙水處理廠興建於 1990 年，主要為將庫區中的汙水

進行集中管理，避免水庫蓄水區水源遭受汙染，具有把關水源潔淨

的重要功能。 

了解 
參與者透過了解汙水處理廠集中汙水、處理汙水等過程，了解水資

源汙染對於生活、生產、生態與水庫運作與管理的影響，可促使參

與者進一步珍惜、愛護、保育水資源。 

保育 
汙水處裡的過程，與水資源遭受汙染的原因，都涉及水資源保育的

相關議題，參與者透過參訪，將可了解到汙染水源的原因，進一步

學習如何杜絕水汙染，了解珍惜、愛護、保育水資源的重要性。 

教育 
石門水庫環境教育設施場所重要的功能在於提供水資源經營管理

與保育等相關內涵，將之轉化為環境教育內容，而汙水處理即是其

中一項重要議題。 

迴響 
經由引導人員的說明，參與者能了解汙水處裡的過成以及水資源管

理的不易，並針對水資源汙染發表心得感想，以及如何杜絕水資源

的嚴重汙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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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石門水庫分層取水工 

表 2-3.11、石門水庫環境教育基地據點之環境教育資源特色－分層取水工 

環境教育據點名稱 環境教育資源特色 

石門水庫分層取水工 

本工程於水庫左壩座增設分層取水設

施，除可於颱風豪雨洪水致水庫原水

渾濁時，直接引取水庫較上層水源(標
高 EL.220m 以上)，作為民生及工業用

水緊急使用外，亦可提供作為農業用

水供應使用，以提升供應桃園地區各

類用水之穩定性。 

據點位置 據點照片 

 

環境教育據點意象及環境教育發展推廣 

探索 
石門水庫的分層取水工是相當重要且獨特的水利工程設施，此項

工程設施的建造背景源於降低水庫淤砂造成穩定供水之威脅，是

相當重要且獨有的環境教育資源，具有教育價值，更值得參與者

了解 
參與者透過環境教育課程與實地參訪，能分層取水工的建置目

的，進而了解水庫為達到穩定供水之目標所面臨的挑戰，以及水

利工程人員為穩定水庫運作所作的規劃與努力。 

保育 
分層取水工的設施與運作流程對於石門水庫的穩定供水極有貢

獻，透過了解取水工的運作模式，將有助於參與者了解水資源保

育的不易(如洪水夾帶上游泥沙等保育議題)。 

教育 
分層取水工是石門水庫確保穩定供水的重要工程設施，其興建目

的、設計理念、運作模式等一連串之運作過程，皆有其重要的教

育意義。 

迴響 
參與者在經由環境教育課程了解分層取水工之建設目的與運作效

能後，能透過心得分享，迴響對於重要水利工程與水資源之間的

感想，對於珍惜水資源與上游棲地保育產生共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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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溢洪道 

表 2-3.12、石門水庫環境教育基地據點之環境教育資源特色－溢洪道 

環境教育據點名稱 環境教育資源特色 

溢洪道 

溢洪道為水庫主要設施及標的物，裝設閘門

六座，堰頂標高 235 公尺，最大排洪量每秒

11,400 立方公尺，需要洩洪時，為免戽斗下

游護坦受損，必須在水庫水位 237.5 公尺以

上，才可開啟閘門，以便水流遠射入後池。

1978 年間，經中、美專家研究分析結果，石

門水庫最大可能洪水，依據颱風模式法推算

為每秒 14,500 立方公尺，相應之水庫排洪量

為每秒 13,800 立方公尺，故另闢建排洪隧道

兩條，以補救溢洪道排洪量之不足。 

據點位置 據點照片 

環境教育據點意象及環境教育發展推廣 

探索 

溢洪道為水庫主要設施及標的物，裝設閘門六座，堰頂標高 235
公尺，最大排洪量每秒 11,400 立方公尺，是石門水庫最重要的

水利工程之一。參與者可分別從壩頂與坪林公園、南苑生態園

區，以不同角度觀覽溢洪道全景。 

了解 
溢洪道是石門水庫環境教育設施場所中重要的水利工程之一，

可作為水資源管理的良好展示據點，參與者在解說人員的引導

說明下，可了解水庫的運作與管理方式。 

保育 

溢洪道肩負水庫調節性放水與洩洪的重要工作，而水庫的放水

與洩洪對於上游集水區、水庫蓄水、水庫滯洪池、下游直至出

海口的環境生態皆有密切相關，是水資源與環境保育議題的重

要工程設施。 

教育 本據點是進行水庫運作與管理等教學主題的優良場域。 

迴響 
溢洪道建築宏偉，透過參訪、了解與環境教育活動的引導，參

與者可分享心得，發表環境教育學習迴響。 



石門水庫環境生態資源暨 
環境教育基地整合發展推廣計畫(1/2) 

34 

(十三) 後池堰 

表 2-3.13、石門水庫環境教育基地據點之環境教育資源特色－後池堰 

環境教育據點名稱 環境教育資源特色 

後池堰 

石門水庫後池堰主要功能，除需滿足石

門水庫溢洪道排洪時，有足夠之水墊深

度外，還可利用石門電廠尖峰發電之尾

水儲存足夠容量，穩定供應桃園大圳及

大漢溪下游農業及民生用水之需要。 

據點位置 據點照片 

環境教育據點意象及環境教育發展推廣 

探索 

後池堰是石門水庫環境教育設施場所中重要水利工程據

點之一，其主要功能除需滿足石門水庫溢洪道排洪時，

有足夠之水墊深度外，還可利用石門電廠尖峰發電之尾

水儲存足夠容量，穩定供應桃園大圳及大漢溪下游農業

及民生用水之需要。 

了解 
後池堰是石門水庫環境教育設施場所中重要的水利工程

之一，可作為水資源管理的良好展示據點，參與者在解

說人員的引導說明下，可了解水庫的運作與管理方式。

保育 
後池堰在水庫進行調節性放水與洩洪時發揮重要的水資

源管理功能，也減少了水庫洩洪的大量水量對於下游河

道與棲地環境的衝擊與損壞，據有重要的生態保育意義。

教育 本據點是進行水庫運作與管理等教學主題的優良場域。

迴響 
參與者可從壩頂向下觀察後池堰的全景以及溢洪道與後

池堰之運作關係，透過參訪、了解與環境教育活動的引

導，參與者可分享心得，發表環境教育學習迴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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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石門水庫殉職人員紀念碑 

表 2-3.14、石門水庫環境教育基地據點之環境教育資源特色－殉職人員紀念碑 

環境教育據點名稱 環境教育資源特色 

石門水庫殉職人員紀念碑 

石門水庫建設工程歷時八年，參與工事

的人員多達七千餘人，由於工程浩大艱

鉅，雖有安全設施以防意外事件，仍有

殉職員工多人。1964 年完工之際，立

碑追思，以誌哀弔，今碑存立石門水庫

壩頂。 

據點位置 據點照片 

環境教育據點意象及環境教育發展推廣 

探索 
石門水庫殉職人員紀念碑位於高縣步道出口(近依山閣)，
為紀念石門水庫興建歷程中不幸殉職的工程人員，於石門

水庫 1964 年完工之際，立碑追思，以誌哀弔。 

了解 
石門水庫殉職人員紀念碑周圍設有階梯廣場，便於參與者

集合，且極具歷史與人文紀念意義，是參與者了解石門水

庫興建歷史的特色據點。 

保育 
石門水庫殉職人員紀念碑鄰近高線步道，周圍栽種眾多植

林，亦有生態環境可供參與者參訪學習，了解自然環境與

人文生態之間的關係。 

教育 
石門水庫殉職人員紀念碑鄰近依山閣環境教育學習中

心，從此據點與依山閣 1 樓的石門水庫開發歷史展示專區

可接連作為石門水庫人文與歷史的學習路線。 

迴響 
石門水庫殉職人員紀念碑具深厚的歷史淵源，紀念石門水

庫興建歷史，可引導參與者討論並闡述心得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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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 石門水庫環境教育館 

表 2-3.15、石門水庫環境教育基地據點之環境教育資源特色－環境教育館 

環境教育據點名稱 環境教育資源特色 

石門水庫環境教育館 

2014 年適逢石門水庫營運 50 週年慶，特

別規劃「環境教育館」之落成啟用。期

許透過「水(水資源)」、「土(土地)」「林(森
林)」、「動(動物)」、「人(民眾)」、「生(生
活、生產、生態)」之生態環境概念，經

由「探索」、「瞭解」、「保育」、「教育」、

「迴響」、「連結」等方法串聯環境教育

資源，增進石門水庫環境教育之創新、

推廣與發展。 

據點位置 據點照片 

環境教育據點意象及環境教育發展推廣 

探索 

石門水庫環境教育館落成於 2014年 6月 14日(石門水庫營

運 50 週年慶祝大會)，具有特殊的興建意義，亦是見證石

門水庫自 2011 年通過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後，持續推

廣環境教育之里程紀念。 

了解 

石門水庫環境教育館內陳設眾多石門水庫環境教育意

象，並設有環境教育教室，參與者可透過參觀與課程的進

行，了解石門水庫環境教育的發展歷史、推動經過與未來

展望。 

保育 
石門水庫環境教育館位於南苑生態園區旁，館內針對石門

水庫「水(水資源)」、「土(土地)」「林(森林)」、「動(動物)」、
「人(民眾)」、「生(生活、生產、生態)」之生態環境概念設

有展示區，參與者將可從中了解石門水庫環境教育內涵，

並可透環境教育課程之參與，增進自身環境教育素養。  
教育 

迴響 
在參訪與參與環境教育課程後，參與者可透過小組討論，

分享、迴響環境教育學習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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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設計石門水庫環境教育設施場所意象 

石門水庫環境生態，是台灣北部地區關鍵的水資源，亦是重要的

水域及流水生態系統。它不僅涵括多樣及特殊的地形景觀，其承載的

水資源及孕育的生物多樣性，更連結到台灣社會、經濟及自然等三個

層面交集的永續發展情勢。 

石門水庫環境教育設施場所以提供專業環境教育服務為推動目

標，依據石門水庫環境教育基地整體意象，整合石門水庫環境教育基

地入口意象、據點意象等內涵，以整體視覺傳達為原則，規劃設計石

門水庫環境教育設施場所之整體意象，強化石門水庫環境教育設施場

所之特色，提升環境教育參與者對於石門水庫環境教育據點之認識與

瞭解，有效達到石門水庫環境教育設施場所之宣傳、推廣效果。 

在整體設施場所之意象上，主要考量有關「環境教育基地資源」、

「環境教育專業人力」、「環境教育課程方案」及「設施場所經營管理」

等面向之意象配合(參圖 2-4.1)，說明如后： 

 

圖 2-4.1、環境教育設施場所內涵架構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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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環境教育基地資源 

石門水庫做為北台灣地區最重要的水資源環境教育基地之一，有

關其基地整體意象應結合在地各據點之特色與水資源特色等意象，提

供環境教育學習者一個水資源教育學習場域之整體概念意象，此亦即

本工作項目之執行目標。 

有關基地資源的蒐集部分，涵括環境教育設施場所之硬體設備、

展場、多媒體設備、交通路線、環境教育參訪學習路線之相關應用，

整合石門水庫環境教育據點意象，進行整體性之規劃設計，本計畫現

階段主要針對溪洲公園、槭林公園、高線步道等三處生態步道牌誌進

行環境教育資源整合(參圖 2-4.2)，而後續在石門水庫環境教育基地資

源的彙整上，本計畫持續蒐集石門水庫基地場域內的各指示牌誌，並

整合環境教育基地意象之規劃研提相關建議，俾能提升環境教育基地

之整體感。 
 

 

圖 2-4.2、石門水庫環境教育設施場所意象 

資料來源:本計畫規劃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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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現階段已完成 3 組「石門水庫環境教育設施生態步道圖」

(參圖 2-4.3~2-4.6)，提供作為石門水庫環境教育設施場所學習路線引

導參考。 
 

 

圖 2-4.3、溪洲公園環境教育生態步道圖 

 

 

圖 2-4.4、槭林公園環境教育生態步道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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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5、高線環境教育生態步道圖 

 

 

圖 2-4.6、石門水庫環境教育學習據點分布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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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環境教育專業人力 

在環境教育基地資源意象的整合上，環境教育專業人力資源亦為

重要的一環。在專業人力方面，除了管理單位北區水資源局、石門水

庫管理中心之外，本計畫整合石門水庫環境教育志工意象，並設計相

關志工服務宣導品，如背心服飾、領扣等相關設計，突顯石門水庫環

境教育人力之整合與向心力，進行整體性之規劃設計(參圖 2-4.7)。 

時值石門水庫營運五十週年，本計畫設計、製作石門水庫環境教

育領釦，以及印製 iWater 石門水庫環境教育 LOGO 之志工工作背心，

可提供志工執勤時身分辨識，強化環境教育推廣，亦希望藉由相關設

計製品促進環境教育專業人員執勤時的整體意象感，並能繼續為石門

水庫永續經營而努力。(參表 2-4.1)。 
 

 

圖 2-4.7、石門水庫環境教育志工意象規劃 

資料來源:本計畫規劃繪製



石門水庫環境生態資源暨 
環境教育基地整合發展推廣計畫(1/2) 

42 

表 2-4.1、石門水庫環境教育推廣宣傳意象 

 志工意象 用途 

石

門

水

庫

志

工

領

扣 
 

領扣特別為紀念石門水庫營運

五十年而設計，其代表的涵義

為許多人為石門永續經營而持

續不段的努力著，更期許石門

水庫未來五十年，甚至一百

年，繼續為大台北地區民眾服

務。 

石

門

水

庫

志

工

背

心 
 

石門水庫邁入第五十年的同

時，志工服務隊也更加茁壯

了，除以更宏觀的視野結合北

水局、在地學校及社團，甚至

是企業界等各種資源與力量，

將珍惜、保育水資源的內涵讓

社會大眾更加瞭解，協助民眾

培養正確的水資源保育觀念，

進而落實於生活中，才能打造

一個永續的石門水庫，符合水

資源教育的核心價值。志工背

心與 T-shirt 的配置，其精神

賦予志工為石門水庫永續經營

而努力的目標。 

石

門

水

庫

志

工 

T 

∣ 

shi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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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環境教育課程方案 

課程方案方面則配合環境教育課程辦理與推動之需要，設計相關

之簡報、圖片、教材等意象檔案，並整合整體意象。 

有關石門水庫環境教育簡報教材之製作，預計為本計畫第二年工

作項目，現階段主要整合相關意象，並將於簡報教材製作同時彙入意

象設計。 

(四) 設施場所經營管理 

有關經營管理方面，則配合各項軟硬體設施，進行重點意象整合，

並視需求做相關規劃設計。 

2014 年適逢石門水庫營運 50 週年慶，特別規劃「環境教育館」之

落成啟用。期許透過「水(水資源)」、「土(土地)」「林(森林)」、「動(動物)」、

「人(民眾)」、「生(生活、生產、生態)」之生態環境概念，經由「探索」、

「瞭解」、「保育」、「教育」、「迴響」、「連結」等方法串聯環境教育資

源，增進石門水庫環境教育之創新、推廣與發展(參表 2-4.3)。 

表 2-4.2、石門水庫環境教育館意象 

環境教育館意象 

環境教育館外觀 環境教育館內部意象 

 

以竹木、石材等自然元素融和建築物本

體，矗立在南苑生態園區的廣大草坪

上，體現與環境融為一體的意象。 

內部意象整合石門水庫基地中，水、

土、林、動、人、生、探索、了解、保

育、教育、迴響、連結等內涵，為石門

水庫環境教育作為註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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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3、2014 年石門水庫環境教育館意象(1/2) 

 水 土 林 

意
象
主
題 

  

動 人 生 

   

用
途 

已提供北區水資源局作為環境教育館意象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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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3、2014 年石門水庫環境教育館意象(2/2) 

 探索 了解 保育 

意
象
主
題 

   

教育 迴響 連結 

 
  

用
途 

已提供北區水資源局作為環境教育館意象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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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小結 

本項目結合石門水庫環境教育基地的自然與人文資源，並經由環

境教育基地中，各據點可深化的環境教育意象內涵進行分析，整合、

規劃並設計了「石門水庫環境教育基地意象地圖」，期能型塑石門水庫

環境教育之意象，達到有效宣傳之效果。「石門水庫環境教育基地意象

地圖」更能進一步作為後續應用，如石門水庫環境教育基地簡介摺頁

之編製內容、環境教育教材或石門水庫環境教育設施場所參訪路徑指

引等用途，有助於石門水庫環境教育之整體發展與推廣。 

本項目另針對石門水庫環境教育基地入口意象進行規劃設計，基

地入口是環境教育參與者蒞臨石門水庫可能接觸的首要環境，本項目

設計之入口意象，期能提供石門水庫環境教育設施場所作為後續環境

規劃與場域建設之參考。 

另有關石門水庫環境教育設施場所意象之執行成果，本項目主要

完成石門水庫環境教育館內展示廳的意象主題規劃設計，相關成果亦

已於 2014 年 6 月 14 日前提供作為石門水庫環境教育館內部展廳設計，

透過整體視覺傳達，強化石門水庫環境教育據點特色，提升環境教育

參與者對於石門水庫環境教育據點之認識與瞭解，有效達到石門水庫

環境教育設施場所之宣傳、推廣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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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参章 調查分析石門水庫環境教育關鍵推廣者及其

角色 

環境教育的地方發展，應以推動社會環境教育作為執行理念核

心，主要包括社會體系中的人力(參與者)與物力(經費、場地、設備等)

資源，其中尤以人力資源為推動環境教育的關鍵，其角色可分為：(1)

供給者、(2)中介者、(3)接受者三類型基本參與者(參圖 3-1.1)。 

在角色上，供給者包含政府機關、專家學者等，主導環境教育活

動推廣者，與中介者同扮演社會環境教育推廣者，而中介者除了上述

之外，尚包含學校師生、民間團體等。在功能上，供給者依環保理念

實施策略研究、政策宣導、計畫制定，並針對社會環境教育活動的目

的，進行活動設計與執行、協調溝通，以及場地與經費的支援。 
 

 

圖 3-1.1、環境教育參與者與環境教育關鍵推廣者釋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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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石門水庫環境教育推動歷程中，為瞭解環境教育諮詢參考與環

境教育推廣宣導之人力資源，彙整分析石門水庫環境教育推廣之供給

者及中介者資料，瞭解其在環境教育發展歷程中的角色、功能、參與

程度以及對石門水庫環境教育發展的相關建議，提供石門水庫後續研

擬環境教育發展策略之參考。 

以石門水庫而言，相關供給者與中介者包含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

資源局為中心之環境教育相關專家學者、水庫集水區長期從業人員、

水庫鄰近民間團體，以及鄰近與相關學校等。 

為協助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配合「環境教育法」推廣並落

實環境教育，並依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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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工作項目透過資料蒐集及現場訪談方式調查

分析石門水庫環境教育推廣者的參與歷程與角色功能(參圖 3-1.2)，分

析結果作為石門水庫推動環境教育之基礎，並作為後續推動環境教育

諮詢參考與環境教育推廣宣導之人力資源。 
 

 

圖 3-1.2、調查分析石門水庫環境教育關鍵推廣者及其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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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調查石門水庫環境教育關鍵推廣者 

石門水庫自 1964 年興建完成，其環境教育發展歷經 2006 年 1 月

公告實施《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條例》；2007 至 2011 年推動「石

門水庫生態資訊整合暨環境教育推廣計畫」；2011 年 6 月 5 日《環境教

育法》實施後，陸續建置石門水庫環境教育平台；2012 年 10 月 3 日正

式通過環境教育場所認證；2012 至 2013 年「環境教育參與者分析暨環

境教育平台系統整合推廣」計畫。 

石門水庫在近 10 年的環境教育發展推動下，已累積豐富的環境教

育資源，在環教基地、專業人力資源、課程方案，以及經營管理上也

建立相當基礎。若能掌握石門水庫環境教育關鍵推廣者之角色功能，

不僅能瞭解歷史發展脈絡，更可進一步延伸作為環境教育後續發展規

劃之參考依據。 

 

 

圖 3-1.3、調查分析石門水庫環境教育關鍵推廣者及其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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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為調查石門水庫環境教育關鍵推廣者，其在環境教育歷程

中的參與時間、角色、功能，以及對環境教育發展建議等內涵，蒐集

並分析石門水庫環境教育發展歷程中相關資料，加以彙整歷年參與石

門水庫環境教育推廣活動之關鍵環境教育參與者及其參與程度，作為後

續推動環境教育諮詢參考與環境教育推廣宣導之人力資源。 

有關資料蒐集方法，透過相關環境教育推廣計畫、石門水庫及其

集水區整治計畫－集水區保育治理人才資料庫中、相關環境教育活動

或課程蒐集不同類別之關鍵推廣者名單。 

本計畫初步彙整「2007-2011 石門水庫生態資訊整合暨環境教育推

廣計畫」、環境教育設施場所建置過程、「2012-2013 環境教育參與者分

析暨環境教育平台系統整合推廣」等相關環境教育計畫，歸納其關鍵

推廣者涵蓋政府機關、民間團體、專家學者、學生師生等類別(參圖

3-1.4)。 
 

 

圖 3-1.4、石門水庫環境教育關鍵參與者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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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府機關中，以經濟部水利署及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為推廣者

與中介者，而專家學者及水庫集水區長期從業人員，在發展歷程中也

扮演著中介角色。在石門水庫環境教育推動歷程中，透過經濟部水利

署、北區水資源局、鄰近與相關學校、民間團體、水資源管理相關專

家學者等的參與及建言，經由相關專家學者催生、政府推動、法

規制定與環境教育設施場所建置等事件，石門水庫環境教育發展

日益完善。 

關於石門水庫關鍵推廣者的政府機關名單，目前計有經濟部水利

署、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石門水庫管理中心、桃園縣環境保

護局、桃園縣政府教育局、新竹縣政府等。在專家學者名單部分，本

階段為清楚劃分石門水庫環境教育相關之專家學者，初步分類為環境

教育、水資源管理、生態保育與課程教育等領域(參圖 3-1.5)。 
 

 

圖 3-1.5、石門水庫環境教育關鍵推廣者專家學者與政府機關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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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學校師生中，分為「石門水庫相關碩博士論文」及「調查石門

水庫鄰近學校單位」兩部分。其中有關石門水庫碩博士論文目前計有

12 篇(參表 3-1.1)，茲將彙整成果列如下表。 

表 3-1.1、石門水庫相關碩博士論文列表 

作者/畢業學校 論文名稱 畢業年 

羅鈺婷 

/台師大環教所 
從參與的觀察者角度初探石門水庫環境教育活動
之環境教育意涵 2014 

湯怡修 

/台師大環教所 
地圖運用於石門水庫集水區地理環境教育課程設
計之研究 2010 

周海華 

/台師大環教所 
初探景觀概念融入石門水庫集水區保育治理工程
之現況 2010 

陳雅萍 

/台師大環教所 
初探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計畫政府資訊公開
推動歷程及現況發展 2010 

曹家敏 
/台師大環教所 

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計畫保育治理工程政府
規劃單位對工程生態檢核表認知與態度研究 2010 

陳國欽 
/台師大環教所 

運用WebQuest於國小五年級進行石門水庫水資源
環境教育之研究 2010 

陳亞婷 

/台師大環教所 
初探石門水庫集水區保育治理工程生態保育措施
推動歷程及參與觀察者環境教育學習行為模式之 2009 

呂家欣 

/台師大環教所 
石門水庫集水區水資源議題環境教育---以國小三
年級進行 E-STS(環境-科學-技能-社會)教學為例 2009 

楊欣 

/台師大環教所 
石門水庫集水區生物多樣性課程教學成效之研究 2009 

黃素雅 

/台師大環教所 
價值澄清法應用於石門水庫集水區水資源環境教
育教學成效之影響研究-以國小高年級學生為例 2009 

林泰安 
/台師大環教所 

問題導向學習輔以網路合作模式應用於石門水庫
集水區地理環境教育成效評量之研究 2009 

沈奐均 
/台師大環教所 

從參與的觀察者角度初探石門水庫集水區保育治
理第一階段歷程及其環境教育參與者角色分析 2007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另關於石門水庫的鄰近學校單位，本計畫目前已蒐集桃園行政區

域內之學校單位共計 280 所，其中位於石門水庫鄰近鄉鎮(龍潭、中壢、

平鎮、大溪)之高中職計 13 所、國中計 21 所、國小計 62 所(參附錄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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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關於石門水庫鄰近之環境教育機構及設施場所，本計畫目前已

蒐集桃園縣、新北市、新竹縣行政區域內之單位共計 12 間，其中位於

桃園縣計 9 所、新北市計 1 所、新竹縣計 2 所(參表 3-1.2)。 

表 3-1.2、石門水庫鄰近環境教育機構及設施場所 

 環境教育機構/設施場所 地址 聯絡資料 

1 
國立中央大學 

(環境教育機構) 
桃園縣中壢市中大路 300 號 03-4227151 

2 
中原大學 

(環境教育機構) 
桃園縣中壢市中北路 200 號 03-2659999 

3 
萬能科技大學 

(環境教育機構) 
桃園縣中壢市萬能路 1 號 03-4751581 

4 
社團法人台灣環境暨 
物業產業協會 

(環境教育機構) 

桃園縣桃園市縣府路 110 號 4
樓-1 

03-3363899 

5 
東眼山自然教育中心 

(環境教育設施場所) 
桃園縣復興鄉霞雲村佳志35號 03-5224163#236

6 
老街溪河川教育中心 

(環境教育設施場所) 
桃園縣中壢市中原路 58 號 

03-3322101#745
1 

7 
澗仔壢環境教育中心 

(環境教育設施場所) 
桃園縣中壢市延平路 622 號、
622-1 號 

03-4255216#110

8 
三和社區農村價值綠活
圖體驗園區 

(環境教育設施場所) 

桃園縣龍潭鄉三和村12鄰35-2
號 

03-4898033 

9 
好時節休閒農場永續農
業環境教育中心 

(環境教育設施場所) 

桃園縣大溪鎮康莊路三段 225
號 

03-3889689 

10 
鹿角溪人工濕地 

(環境教育設施場所) 
新北市樹林區城林橋下大漢溪
畔 

02-89699596#20
8 

11 
大坪農村再生社區埤塘
窩生態園 

(環境教育設施場所) 

新竹縣新埔鎮照門里九芎湖埤
塘窩 

03-5899606 

12 
新竹縣竹東頭前溪水質
生態治理區 

(環境教育設施場所) 

新竹縣竹東鎮沿河街河堤竹林
大橋下 

03-5519345#59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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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石門水庫在地居民，在政府機關方面，包含北區水資源局員

工、石門水庫環境教育志工(招募與考核辦法參表 3-1.3、中壢市清潔隊

隊員、桃園縣環保局，在地方團體部分，包含復興社區發展協會、山

林守護隊、百吉社區發展協會、大溪復興社區發展協會、桃縣環境教育

推廣學會等，在企業部分，包含永達公司、統一企業、傳閩工程公司，

另有桃園醫院及桃園市寶安里等民眾。 

在民間團體名單部分(參表 3-1.4)，已蒐集桃園在地相關團體，以

及深耕於石門水庫環境教育與保育的單位，其範圍涵括桃園縣龍潭

鄉、桃園縣龜山鄉、桃園縣蘆竹鄉、桃園縣大溪鎮、桃園縣楊梅鎮、

桃園市、中壢市、台北市、新北市鶯歌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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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3、石門水庫環境教育志工招募與考核要點(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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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3、石門水庫環境教育志工招募與考核要點(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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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3、石門水庫環境教育志工招募與考核要點(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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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3、石門水庫環境教育志工招募與考核要點(4/10) 



第参章 調查分析石門水庫環境教育關鍵推廣者及其角色 

59 

表 3-1.3、石門水庫環境教育志工招募與考核要點(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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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3、石門水庫環境教育志工招募與考核要點(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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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3、石門水庫環境教育志工招募與考核要點(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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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3、石門水庫環境教育志工招募與考核要點(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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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3、石門水庫環境教育志工招募與考核要點(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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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3、石門水庫環境教育志工招募與考核要點(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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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4、民間團體列表 

 民間團體 地址 負責人 聯絡資料 

1 水患治理監督聯盟 
高雄市苓雅區中正 2 路 89

號 7 樓之 1 
林淑英 07-2247077 

2 
大溪復興社區發展 

協會 

桃園縣大溪鎮復興里湳仔

溝 7 鄰 14-1 號 
莊昱仁 03-3638276 

3 
龍潭鄉佳安社區發展

協會 

桃園縣龍潭鄉佳安村中正

路佳安段 403 號 
溫春蓮 0937-805742

4 
大溪鎮興福社區發展

協會 
桃園縣大溪鎮看台下 21 號 賴真田 03-3880404 

5 
荒野保護協會 (桃園

分會) 

桃園縣中壢市普光二街 122

巷 10 號 
張演祺 03-2830944 

6 桃園縣環境保護協會 
桃園縣桃園市中山路 658

巷 4 弄 3 號 
鄭武雄 03-3355247 

7 
社團法人中華生態 

資訊暨環境教育協會 

台北市羅斯福路 5段 150巷

30 號 1 樓 
汪靜明 02-29316868

8 
中華民國大漢溪 

流域生態保育協會 

新北市鶯歌區中山路 216

號 
李嘉進 02-26777386

9 
台灣環境資源永續 

發展協會 

桃園縣中壢市中山東路 3

段 414 號 
游建華 

03-4361070#

5142 

10 台灣環保志工協會 
桃園縣龜山鄉山鶯路一巷

16 號 
蔡文秀 03-3207676 

11 
中華民國綠森林 

環保協會 

桃園縣大溪鎮僑愛一街 105

巷 18 弄 8 號 2 樓 
楊基明 03-3078863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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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析石門水庫環境教育關鍵推廣者之角色功能 

在本工作項目中，為分析石門水庫環境教育關鍵推廣者之角色輪

廓，俾利反映於後續環境教育推動策略之研擬，本研究團隊參考本計

畫主持人汪靜明教授諮議指導之 2009年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生態媒體

教材製作暨生態教育推廣委託計畫，先蒐集「政府機關」、「學校參與」、

「專家學者」、「學校師生」、「在地居民」、「民間團體」等名單，而後

分析其基本資料、學歷、環境教育專業領域、單位屬性、環境教育參

與經驗、環境教育參與功能、環境教育參與目標等，期能清楚瞭解石

門水庫之環境教育關鍵推廣者的功能與角色內涵，提供後續環境教育

行動執行參考所用(參圖 3-2.1~3-2.5、表 3-2.1)。 

本項目進一步針對關鍵推廣者(石門水庫耆老、在地公民)進行非正

式的訪談及訪談指引，以取得更加完整之關鍵意見資料、瞭解推廣者

在石門水庫環境教育發展歷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與功能。 
 

 

圖 3-2.1、石門水庫環境教育關鍵推廣者-政府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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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2、石門水庫環境教育關鍵推廣者-專家學者 

 

 

圖 3-2.3、石門水庫環境教育關鍵推廣者-學校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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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4、石門水庫環境教育關鍵推廣者-在地居民 

 

 

圖 3-2.5、石門水庫環境教育關鍵推廣者-民間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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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1、石門水庫環境教育歷程及環境教育關鍵推廣者角色分析訪談簡介 

分  類 關鍵推廣者 

政府單位 經濟部水利署、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專家學者 環境教育、集水區保育、水資源管理等領域 

民間團體 長期關心石門水庫之團體社群 

學校師生 石門水庫鄰近及相關學校 

在訪談大綱設計上，依據汪靜明教授(1995)提出之 7W 架構(汪靜

明，1995a)、本研究目的、石門水庫環境教育發展歷程等相關資料，研

擬訪談大綱(參表 3-2.2)。其訪談重點包含：石門水庫環境教育推廣歷

程之背景、動機、目標、理念、採取的保育策略、有利因素、使用資

源、面臨問題、解決方式，以及未來環境教育對策等。 

訪談對象以「政府機關」、「學校參與」、「專家學者」、「學校師生」、

「在地居民」、「民間團體」等石門水庫耆老與在地公民(團體)進行訪

談，並將訪談資料作為環境教育推廣計畫之相關行動調整與修正參考。 

表 3-2.2 石門水庫環境教育歷程及環境教育關鍵推廣者角色分析訪談大綱 

訪談大綱 

環境教育 7W 內容綱要 

When 參與時機 您參與石門水庫環境教育歷程的時間及動機？ 

Why 背景與目標 石門水庫環境教育的緣起背景與理念目標？ 

What 議題與內容 歷程中的重要成果內容、關鍵事件以及運用的策略為何？ 

Who 關鍵參與者 
團隊中的關鍵參與者有哪些，互動的方式為何？ 
您在歷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發揮的功能為何？ 

Where 定位與策略 在環境教育歷程中的定位與運用策略，以及發揮的效益？ 

Which 資源與條件 
歷程中有那些資源？發揮的效益為何？ 
團隊在歷程中的有利條件及其困境各為何？ 

How 課題與對策 石門水庫環境教育，未來可能的課題及建議為何？ 

參考資料：1、汪靜明(1995)河川環境教育理念-建構台灣河川環境教育計畫。環境教育季刊，25，

19-37。 

2、汪靜明(1995)社會環境教育之推動與落實。教育資料季刊，20，21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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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門水庫已經走過相當長的一段歷史，在水利工程的建設上有很

大的使命，水利耆老對於水庫管理上的運用工程方面，都有很多寶貴

經驗，與這五十年來，水庫對地方建設及地方發展有什麼經驗談(參表

3-2.3、圖 3-2.6~3-2.7)，可作為將來水庫後續工程管理，以及水資源管

理的改進與參考。 

表 3-2.3 石門水庫水利耆老訪談 

會 談：石門水庫五十週年水利耆老座談會 

時 間：2014 年 2 月 20 日(週四)上午 10 時 

地 點：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石門水庫環翠樓 

主持人：劉駿明/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局長 

簡昭群/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副局長 

出席者：黃金山/經濟部水利署前署長 

吳憲雄/經濟部水利署前副署長 

謝勝彥/經濟部水利署前副署長 

楊豐榮/經濟部水利署前副署長 

李鐵民/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前局長 

王國樑/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副局長 

吳東雄/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主任工程司 

楊顓伊/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秘書 

張庭華/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石門水庫管理中心主任 

王 瑋/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保育課課長 

汪靜明/臺灣師範大學環境教育研究所教授 



第参章 調查分析石門水庫環境教育關鍵推廣者及其角色 

71 

 

 

 

圖 3-2.6、水利耆老話今昔-摘錄自《石門水庫營運五十週年特刊》(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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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6、水利耆老話今昔-摘錄自《石門水庫營運五十週年特刊》(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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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 10 年來，石門水庫始終在穩定供水的既定目標下，持續繼

往開來，為北臺灣地區的水資源管理努力。2005 年歷經艾利颱風重

創北臺灣之後，積極配合行政院推動「石門水庫保育治理整治計畫」，

立下國內政府與民眾參與的創舉。「公民參與論壇」(參表 3-2.4、圖

3-2.7)其實就是承襲過去的良好典範，期許整合公民理念與意見，作

為後續石門水庫發展的方針指引，使政策更加落實民意。 

表 3-2.4 石門水庫永續經營研討會公民參與論壇(1/2) 

會 談：永續經營研討會公民參與論壇 

時 間：2014 年 4 月 16 日 

地 點：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石門水庫環翠樓 

出席者：劉駿明/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局長 

王國樑/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副局長 

簡昭群/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副局長 

汪靜明/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環境教育研究所教授 

鄭皆達/明道大學綠環境設計學系教授 

林淑英/水患治理監督聯盟總召集人 

范正成/國立臺灣大學水工試驗所特約研究人員 

呂理德/國立中央大學環境教育中心主任 

曾晴賢/國立清華大學生命科學系教授 

李英周/國立臺灣大學漁業科學研究所副教授 

朱達仁/中華大學休閒學系副教授 

林長茂/綠色陣線協會常任理事 

盧敏惠/桃園縣環境保護協會會長 

梁蔭民/水患治理監督聯盟 

拔尚(蕭世暉)/原住民族政策協會理事 

徐榮俊/石門水庫珍水導覽志工隊長 

葛孟麗/石門水庫珍水志工 

張明發/保育巡守志工大隊長 

張良修/百吉環境保育志工隊 

陳信守/雪霧鬧社區發者協會 

黑岱尤命/玉峰社區發者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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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4 石門水庫永續經營研討會公民參與論壇(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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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7、公民參與論壇-摘錄自《石門水庫營運五十週年特刊》(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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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7、公民參與論壇-摘錄自《石門水庫營運五十週年特刊》(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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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小結 

本工作項目為調查石門水庫環境教育關鍵推廣者，其在環境教育

歷程中的參與時間、角色、功能，以及對環境教育發展建議等內涵，

目前初步彙整「2007-2011 石門水庫生態資訊整合暨環境教育推廣計

畫」、環境教育設施場所建置過程、「2012-2013 環境教育參與者分析暨

環境教育平台系統整合推廣」等相關環境教育計畫，歸納其關鍵推廣

者涵蓋政府機關、專家學者、學校師生、在地居民、民間團體、環境

教育機構及設施場所等類別。在石門水庫環境教育推動歷程中，透過

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鄰近與相關學校、民間團體、水資源

管理相關專家學者等的參與及建言，經由相關專家學者催生、政府

推動、法規制定與環境教育設施場所建置等事件，石門水庫環境教

育發展日益完善。 

本工作項目亦針對石門水庫環境教育關鍵推廣者(石門水庫耆老、

在地公民)進行記名訪談及訪談指引，以取得更加完整之關鍵意見資

料，除可瞭解推廣者在石門水庫環境教育發展歷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與

功能，亦進而分析石門水庫環境教育關鍵推廣者之角色功能，俾利於

後續環境教育推動策略之研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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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 彙整石門水庫環境教育設施場所及保育治理

據點之環境生態特色 

石門水庫落成於 1964 年，距今已逾 50 年，是北台灣多目標的重

要水庫之一，同時具有灌溉、發電、公共給水、防洪、觀光等功能。

在 2012 年正式通過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認證後，已成為北台灣地區重要

的水資源環境教育基地之一。 

石門水庫庫區環境優美，蘊含眾多植物、動物等自然資源，此外

亦有在地的人文歷史特色，生態環境資源豐富精彩，且在近年用心經

營與規劃之下，石門水庫已逐漸將豐富多元的環境生態資源，轉化為

可應用於環境教育推廣發展知環境生態特色。 

本項目主要彙整並分析石門水庫環境教育設施場所針對各據點落

實保育治理內涵，並針對其保育治理成果(自然生態與人文生態)之環境

特色進行資料彙整與歸納，落實石門水庫環境教育與生態保育理念之

結合，作為後續發展石門水庫環境教育內涵之重要參考。 
 

 

圖 4-1.1、環境教育設施場所保育治理據點環境生態特色釋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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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調查石門水庫環境教育設施場所及保育治理據點之自然 

生態環境特色 

表 4-1.1、石門水庫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自然生態據點－溪州公園 

據點名稱 溪洲公園（植物紀念園） 

環境形式 公園綠地 使用型態 生態探索 

使用面積 約 10,000 平方公尺 

據點特色 

1968 年植樹節，選定石門水庫溪洲公園左側為植樹紀念園，由謝前

副總統、前省主席黃杰及石建會執行長徐鼐等首長、共植雪松、南

洋杉、貝殼杉等高尚樹木 40 餘株，並銘石為誌，以為石門水庫歷史

見證。 

據點照片 

環境教育 

專業領域 
□學校及社會環境教育 □氣候變遷 □災害防救 自然保育 

□公害防治 環境及資源管理 □文化保存 □社區參與 □其他 

環境教育 

執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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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活動

資料來源；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2013  石門水庫環境教育參與者分析暨環境教育平台系統

整合推廣計畫, (本研究團隊執行,汪靜明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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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2、石門水庫保育治理據點生態特色暨環境教育資源分析－溪洲公園 

一、保育治理據點基本資料 

據點名稱 溪洲公園（植物紀念園） 

 

據點簡述 

溪洲公園距石門水庫坪林

收費站車程約 2 分鐘處，公

園周圍設有石磚步道，是參

與者進入石門水庫環境教

育設施場所最先可參訪、探

索的自然據點。 
據點位置圖 

二、環境資源簡述 

生態(自然、人文)資源 環境設備 

 植物資源(雪松、南洋杉、貝殼杉等) 

 動物資源(昆蟲、鳥類、爬蟲類) 

 歷史資源(1968 年選定為植樹紀念園) 

 草坪(可作團體參訪集合點) 

 鳥類資源解說牌 

 植物解說牌 

 銘石誌 

三、環境教育資源分析 

環境教育 

專業領域 

□學校及社會環境教育  □氣候變遷  □災害防救  自然保育   

環境及資源管理  □文化保存  □社區參與  □公害防治 □其他 

環教課程 

應用領域 

□環境資源:了解石門水庫  環境生態:探索石門水庫 

□環境變遷:保育石門水庫  □環境管理:永續石門水庫 □其他: 

環境教育

課程方案 

□有: 

暫無，尚待設計 

生態知識 

環境議題 

•  1968 年成為植樹紀念園區，見證石門水庫豐富的植物資源 

•  豐富的鳥類資源可供觀察學習 

備註 
 填表單位/人 中華生態資訊暨環境教育協會

填表日期 2014 年 11 月 4 日 

資料來源:本計畫研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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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3、石門水庫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自然生態據點－高線步道 

據點名稱 高線步道 

環境形式 生態步道 使用型態 生態探索步道 

使用面積 約 20,000 平方公尺 

據點特色 

    石門水庫高線口處至依山閣步道長約 700 公尺，道路兩旁高聳

槭樹林立，形一天然綠色隧道，其中隨天候變化及陽光照映，晴天

時陽光灑落林間，陰天時雲霧繚繞，徜徉其中可以享受新鮮空氣及

鳥語花香，更是一趟靜謐心靈的感受之旅。 

據點照片 

環境教育 

專業領域 

□學校及社會環境教育 □氣候變遷 □災害防救 自然保育 

□公害防治 環境及資源管理 □文化保存 □社區參與 □其他 

環境教育 

執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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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作其他活動 

資料來源  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2013  石門水庫環境教育參與者分析暨環境教育平台系統

整合推廣計畫, (本研究團隊執行,汪靜明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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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4、石門水庫保育治理據點生態特色暨環境教育資源分析－高線步道 

一、保育治理據點基本資料 

據點名稱 高線步道 

據點簡述 

高線步道自石門水庫高線

入口處至依山閣環境教育

中心距離約 700 公尺，全線

鋪設石磚，是石門水庫環境

教育設施場所中，規劃良善

的自然步道之一。 
據點位置圖 

二、環境資源簡述 

生態資源 環境設備 

 植物資源(槭樹林、孢子蕨類…等) 

 動物資源(鳥類、昆蟲、哺乳類、爬蟲類)

 森林步道 (含安全護欄設施) 

 植物解說牌 

 安全告示牌 

 步道路線指引牌 

三、環境教育資源分析 

環境教育 

專業領域 

學校及社會環境教育  □氣候變遷  □災害防救  自然保育   

環境及資源管理  □文化保存  □社區參與  □公害防治 □其他 

環教課程 

應用領域 

□環境資源:了解石門水庫  環境生態:探索石門水庫 

□環境變遷:保育石門水庫  □環境管理:永續石門水庫 □其他: 

環境教育

課程方案 

□有: 

暫無，尚待設計 

生態知識 

環境議題 

•  綠色隧道、豐富的植林 

•  鄰近山坡的水土保持 

•  動物與森林的依存關係 

•  森林棲地的環境保育與維護 

備註 
 填表單位/人 中華生態資訊暨環境教育協會

填表日期 2014 年 11 月 4 日 

資料來源:本計畫研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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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5、石門水庫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自然生態據點－槭林公園 

據點名稱 槭林公園 

環境形式 生態綠地 使用型態 生態教育 

使用面積 約 2,000 平方公尺 

據點特色 

    槭林公園位於中線山坡上，被枝幹挺立有致的樹影包圍，氣氛

悠靜。深秋後落葉繽紛，景緻宜人。內有水池一座、小橋流水，及

涼亭供民眾休憩，與山勢形成自然包覆綠景，林間步道綜橫其間，

生態豐富。 

據點照片 

環境教育 

專業領域 

□學校及社會環境教育 □氣候變遷 □災害防救 自然保育 

□公害防治 環境及資源管理 □文化保存 □社區參與 □其他 

環境教育 

執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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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活動 

資料來源  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2013  石門水庫環境教育參與者分析暨環境教育平台系統

整合推廣計畫, (本研究團隊執行,汪靜明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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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6、石門水庫保育治理據點生態特色暨環境教育資源分析－槭林公園 

一、保育治理據點基本資料 

據點名稱 槭林公園 

 

據點簡述 

槭林公園位於石門水庫環

境教育設施場所中線步道

的山坡上，周邊種植以槭木

為主的植物群，深秋後落葉

繽紛，景緻宜人。內有水池

一座、小橋流水，及涼亭供

民眾休憩，林間步道縱橫其

間，生態豐富。 據點位置圖 

二、環境資源簡述 

生態資源 環境設備 

 槭樹林 

 其他植物林相 

 動物資源 

 休憩涼亭 

 小廣場(可供參與者現場集合，進行戶外

環教育課程) 

 生態水池 

三、環境教育資源分析 

環境教育 

專業領域 

□學校及社會環境教育  □氣候變遷  □災害防救  自然保育   

環境及資源管理  □文化保存  □社區參與  □公害防治 □其他 

環教課程 

應用領域 

□環境資源:了解石門水庫  環境生態:探索石門水庫 

□環境變遷:保育石門水庫  □環境管理:永續石門水庫 □其他: 

環境教育

課程方案 

□有: 

暫無，尚待設計 

生態知識 

環境議題 

•  槭樹的四季與生態歷程 

•  動物與森林的棲息關係 

備註 
 填表單位/人 中華生態資訊暨環境教育協會

填表日期 2014 年 11 月 4 日 

資料來源:本計畫研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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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7、石門水庫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自然生態據點－欒樹林公園 

據點名稱 欒樹林公園 

環境形式 公園綠地 使用型態 生態探索 

使用面積 約 2,00 平方公尺 

據點特色 

    欒樹林公園內有許多千變萬化的欒樹，欒樹又稱四色樹，樹冠

顏色會隨著開花時期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它會從滿株綠葉開始綻

放黃花，然後結紅色蒴果，蒴果乾枯後變成褐色，盛開期常常可見

同一株樹同時出現多種色彩，美不勝收。 

據點照片 

 

環境教育 

專業領域 

□學校及社會環境教育 □氣候變遷 □災害防救 自然保育 

□公害防治 環境及資源管理 □文化保存 □社區參與 □其他 

環境教育 

執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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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作其他活動 

資料來源  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2013  石門水庫環境教育參與者分析暨環境教育平台系統

整合推廣計畫, (本研究團隊執行,汪靜明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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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8、石門水庫保育治理據點生態特色暨環境教育資源分析－欒樹林公園 

一、保育治理據點基本資料 

據點名稱 欒樹林公園 

 

據點簡述 

欒樹林公園位於石門水庫

環境教育設施場所中，鄰近

區域種植眾多台灣欒樹，台

灣欒樹又稱四色樹，樹冠顏

色會隨著開花時期而有所

不同，它會從滿株綠葉開始

綻放黃花，然後結紅色蒴

果，蒴果乾枯後變成褐色，

盛開期常常可見同一株樹

同時出現多種色彩，美不勝

收。 
據點位置圖 

二、環境資源簡述 

生態資源 環境設備 

 台灣欒樹 
 小廣場 

 解說牌 

三、環境教育資源分析 

環境教育 

專業領域 

□學校及社會環境教育  □氣候變遷  □災害防救  自然保育   

環境及資源管理  □文化保存  □社區參與  □公害防治 □其他 

環教課程 

應用領域 

□環境資源:了解石門水庫  環境生態:探索石門水庫 

□環境變遷:保育石門水庫  □環境管理:永續石門水庫 □其他: 

環境教育

課程方案 

□有: 

暫無，尚待設計 

生態知識 

環境議題 

•  台灣欒樹的四季變化 

•  台灣欒樹的生長習性 

備註 
 填表單位/人 中華生態資訊暨環境教育協會

填表日期 2014 年 11 月 4 日 

資料來源:本計畫研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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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9、石門水庫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自然生態據點－坪林公園 

據點名稱 坪林公園 

環境形式 公園綠地 使用型態 生態探索 

使用面積 約 2,000 平方公尺 

據點特色 

位於石門水庫入口坪林收費站旁，設有3層樓八角亭1座及綠地約 2,000
平方公尺，鄰近後池水域及溪洲大橋，可近看後池堰（橋）、大漢

溪下游、北苑及溢洪道，預計於 2013 年作為生態教學、水庫設施導

覽之教育場所。水庫設施運作方式及原理，溢洪道-後池-後池堰-大
漢溪下游排洪動線解說、後池（堰）滯洪功能用途講解、公園綠地

生態探索及解說。 

據點照片 

環境教育 

專業領域 

□學校及社會環境教育 □氣候變遷 □災害防救 自然保育 

□公害防治 環境及資源管理 □文化保存 □社區參與 □其他 

環境教育 

執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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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作其他活動 

資料來源  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2013  石門水庫環境教育參與者分析暨環境教育平台系統

整合推廣計畫, (本研究團隊執行,汪靜明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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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0、石門水庫保育治理據點生態特色暨環境教育資源分析－坪林公園 

一、保育治理據點基本資料 

據點名稱 坪林公園 

 

據點簡述 

坪林公園位於石門水庫坪

林收費站旁，設有 3 層樓八

角亭 1 座及綠地約 2,000 平

方公尺，鄰近後池水域及溪

洲大橋，可近看後池堰

(橋)、大漢溪下游、北苑及

溢洪道。 據點位置圖 

二、環境資源簡述 

生態資源 環境設備 

 水庫運作設施(可就近觀察溢洪道─後
池─後池堰─大漢溪下游排洪動線) 

 草地與植物資源 

 動物資源 

 3 層樓八角亭 

 2000 平方公尺綠地 

 場域據點解說牌 

三、環境教育資源分析 

環境教育 

專業領域 

□學校及社會環境教育  □氣候變遷  □災害防救  自然保育   

環境及資源管理  □文化保存  □社區參與  □公害防治 □其他 

環教課程 

應用領域 

□環境資源:了解石門水庫  環境生態:探索石門水庫 

□環境變遷:保育石門水庫  環境管理:永續石門水庫 □其他: 

環境教育

課程方案 

□有: 

暫無，尚待設計 

生態知識 

環境議題 

•  石門水庫的洩洪動線 

•  植物與自然景觀 

•  植物與水源的關係 

備註 
 填表單位/人 中華生態資訊暨環境教育協會

填表日期 2014 年 11 月 4 日 

資料來源:本計畫研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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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1、石門水庫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自然生態據點－南苑生態園區 

據點名稱 南苑生態園區 

環境形式 公園綠地 使用型態 
建物展示及戶外園區綜合

體驗 

使用面積 約 2,00 平方公尺 

據點特色 

    原為亞洲樂園舊址，依據石門水庫南苑園區前期規劃設計原則，增

設石門水庫更新改善紀念空間、綠能公廁、腳踏車租借中心、涼亭、綠

能照明設施，並以生態節能環保為設計考量。本案工程共分 3 期，第一

期環境整理及景觀工程已於 2011 年 1 月完工驗收，目前第二期工程建

物部分已於 2011 年 7 月開工，預計 2013 年 6 月完工，完成後先行納入

北水局環境教育場所使用。第 3 期再生能源展示館預計於 2013 年進行評

估及初期規劃，2014 年進行實質規劃設計，2016 年完工使用。 

    綠建築節能指標解說、綠能運用及發展、太陽能及風力發電原理及

應用、舊建物再利用活化水庫歷史、自行車及電動車綠能運用、廣植林

木增加 CO2 固定量、花卉展示等。 

據點照片 

 

環境教育 
專業領域 

□學校及社會環境教育 □氣候變遷 □災害防救 自然保育 
□公害防治 環境及資源管理 □文化保存 □社區參與 □其他 

環境教育 
執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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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作其他活動 

資料來源  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2013  石門水庫環境教育參與者分析暨環境教育平台系統

整合推廣計畫, (本研究團隊執行,汪靜明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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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2、石門水庫保育治理據點生態特色暨環境教育資源分析－南苑生態園區 

一、保育治理據點基本資料 

據點名稱 南苑生態園區 

據點簡述 

南苑生態園區位於坪林公

園旁，鄰近石門水庫坪林收

費站入口，為一廣闊的草坡

平地。園區內設有石門水庫

更新改善紀念空間、綠能公

廁、環境教育館、涼亭、綠

能照明設施，並以生態節能

環保為設計考量。 據點位置圖 

二、環境資源簡述 

生態資源 環境設備 

 植物資源(植栽、草坪) 

 動物資源(鳥類、昆蟲、爬蟲類…等) 

 水資源(鄰近後池堰) 

 草坡平地、涼亭 

 石門水庫更新改善紀念空間 

 綠能公廁、照明設施 

 環境教育館 

 路線指示標誌 

三、環境教育資源分析 

環境教育 

專業領域 

學校及社會環境教育  □氣候變遷  □災害防救  自然保育   

環境及資源管理  文化保存  社區參與  □公害防治 □其他 

環教課程 

應用領域 

環境資源:了解石門水庫  環境生態:探索石門水庫 

□環境變遷:保育石門水庫  環境管理:永續石門水庫 □其他: 

環境教育

課程方案 

□有: 

暫無，尚待設計 

生態知識 

環境議題 

•  節能的實際應用(綠能設施) 

•  生態園區的環境維護(環境素養的增進) 

•  在大自然中觀察我們生活的環境 

備註 
 填表單位/人 中華生態資訊暨環境教育協會

填表日期 2014 年 11 月 4 日 

資料來源:本計畫研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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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3、石門水庫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自然生態據點－北苑生態大草原 

據點名稱 北苑生態大草原 

環境形式 公園綠地 使用型態 戶外綠生態綜合體驗園區

使用面積 約 13 公頃 

據點特色 

    北苑面積約達 13 公頃，目前完成南側約 1.8 公頃停車場、公廁設

施及環境整理，北側有約 2 公頃植樹林區，其餘中央部分有電廠防淤

工地工務所、北水局資產課管線材料儲放等公務用途。水庫園區相關

設施預計於 5 年內相繼完成，工務所等設施隨即撤除後，大草原將成

為北水局面積最大之開放空間綠地，屆時成為體驗生態多樣性、辦理

各項生態旅遊之重要場所。 

    動植物解說、樹木認識、昆蟲體驗、生態旅遊、花卉展示等。 

據點照片 

環境教育 

專業領域 

□學校及社會環境教育 □氣候變遷 □災害防救 自然保育 

□公害防治 環境及資源管理 □文化保存 □社區參與 □其他 

環境教育 

執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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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作其他活動 

資料來源  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2013  石門水庫環境教育參與者分析暨環境教育平台系統

整合推廣計畫, (本研究團隊執行,汪靜明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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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4、石門水庫保育治理據點生態特色暨環境教育資源分析－北苑生態大草原 

一、保育治理據點基本資料 

據點名稱 北苑生態大草原 

據點簡述 

北苑面積約達 13 公頃，目

前完成南側約 1.8 公頃停車

場、公廁設施及環境整理，

北側有約 2 公頃植樹林區。

水庫園區相關設施預計於 5
年內相繼完成，屆時將可作

為石門水庫環境教育發展

之重點區域。 據點位置圖 

二、環境資源簡述 

生態資源 環境設備 

 13 公頃的自然腹地 

 2 公頃植樹林區 

 停車場(符合環境承載量規定) 

 本據點其他設備規劃建置中 

三、環境教育資源分析 

環境教育 

專業領域 

學校及社會環境教育  □氣候變遷  □災害防救  自然保育   

環境及資源管理  文化保存  社區參與  □公害防治 □其他 

環教課程 

應用領域 

□環境資源:了解石門水庫  環境生態:探索石門水庫 

環境變遷:保育石門水庫  環境管理:永續石門水庫 □其他: 

環境教育

課程方案 

□有: 

暫無，尚待設計 

生態知識 

環境議題 

•  生物多樣性 

•  生態旅遊 

•  人與自然的依存關係 

備註 
 填表單位/人 中華生態資訊暨環境教育協會

填表日期 2014 年 11 月 4 日 

資料來源:本計畫研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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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調查石門水庫環境教育設施場所及保育治理據點之人文 

生態環境特色 

(一)石門水庫環境教育設施場所人文主題特色據點 

表 4-2.1、石門水庫環境教育設施場所人文生態據點－依山閣 

據點名稱 依山閣環境教育學習中心 

環境形式 建物 使用型態 生態展示及教育會議空間 

使用面積 約 500 平方公尺 

據點特色 

依山閣位於石門水庫壩頂提供來訪的遊客有關石門水庫的相關訊息，

在依山閣 1 樓展示空間內有石門水庫開發的歷史的專區，從石門水庫

創建到施工完成，都有詳細的介紹及常見水庫動植物圖鑑互動展示；2

樓會議室為北區水源調渡中心；3 樓多媒體播放及會議室，此外，在

依山閣內有陳列有大型的石門水庫模型，在模型上還一一標明了景

點，讓遊客對於石門水庫能有更深一層的體認。 

據點照片 

 

環境教育 

專業領域 

學校及社會環境教育 氣候變遷 □災害防救 □自然保育 

□公害防治 環境及資源管理 □文化保存 社區參與 □其他 

環境教育 

執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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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活動 

資料來源  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2013  石門水庫環境教育參與者分析暨環境教育平台系統整

合推廣計畫, (本研究團隊執行,汪靜明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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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2、石門水庫保育治理據點生態特色暨環境教育資源分析－依山閣 

一、保育治理據點基本資料 

據點名稱 依山閣環境教育學習中心 

 

據點簡述 

依山閣環境教育學習中心

位於石門水庫壩頂，為一棟

三層樓之人文建築空間，1
樓展示空間內有石門水庫

開發歷史的專區，從石門水

庫創建到施工完成，都有詳

細介紹及常見水庫動植物

圖鑑互動展示；2 樓會議室

為北區水源調度中心；3 樓

多媒體播放及會議室，可作

為環境教育專題演講、室內

課程辦理之場所。 

據點位置圖 

二、環境資源簡述 

生態資源 環境設備 

 石門水庫的興建歷史 

 水庫運作與管理 

 環境教育教室(室內課程、硬體設備) 

 石門水庫開發歷史展示專區 

 水庫動植物圖鑑 

 多媒體播放及會議室(可容納 80~100 人)

三、環境教育資源分析 

環境教育 

專業領域 

學校及社會環境教育  氣候變遷  災害防救  □自然保育   

環境及資源管理  文化保存  社區參與  □公害防治 □其他 

環教課程 

應用領域 

環境資源:了解石門水庫  環境生態:探索石門水庫 

□環境變遷:保育石門水庫  環境管理:永續石門水庫 □其他: 

環境教育

課程方案 

□有: 

□暫無，尚待設計 

生態知識 

環境議題 

•  石門水庫的興建歷史 

•  石門水庫的環境資源 

•  石門水庫環境教育推廣發展與學習 

備註 
 填表單位/人 中華生態資訊暨環境教育協會

填表日期 2014 年 11 月 4 日 

資料來源:本計畫研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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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3、石門水庫環境教育設施場所人文生態據點－石門電廠 

資料來源  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2013  石門水庫環境教育參與者分析暨環境教育平台系統

整合推廣計畫, (本研究團隊執行,汪靜明主持) 

據點名稱 石門電廠 

環境形式 建物 使用型態 自然能量轉換空間 

使用面積 約 3500 平方公尺 

據點特色 

石門電廠位於發電廠內裝置發電機 2 組，每組容量 4 萬 5
千瓦，石門發電廠裝置發電機兩組，義興發電廠裝置發電
機一組，均由北區水資源局委託台灣電力公司營運。石門
發電廠發電用水量，原則上按灌溉與公共給水用水而定如
水庫水位超過上限時增加發電量，低於嚴重下限時，嚴格
依照灌溉及公共給水用水量發電。 

據點照片 

 

環境教育 
專業領域 

□學校及社會環境教育 □氣候變遷 災害防救 □自然保育 

□公害防治 環境及資源管理 □文化保存 □社區參與 □其他 

環境教育 
執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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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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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4、石門水庫保育治理據點生態特色暨環境教育資源分析－石門電廠 

一、保育治理據點基本資料 

據點名稱 石門電廠 

據點簡述 

石門電廠位於後池堰旁，電

廠內裝置發電機 2 組，每組

容量 4 萬 5 千瓦，是水資源

營運管理之附加應用，透過

水庫供水與洩洪時，水位落

差而產生電力。 
據點位置圖 

二、環境資源簡述 

生態資源 環境設備 

 水力資源 

 電力資源 
 水力發電的設備與運作機具 

三、環境教育資源分析 

環境教育 

專業領域 

□學校及社會環境教育  □氣候變遷  災害防救  □自然保育   

環境及資源管理  □文化保存  □社區參與  □公害防治 □其他 

環教課程 

應用領域 

□環境資源:了解石門水庫  □環境生態:探索石門水庫 

□環境變遷:保育石門水庫  環境管理:永續石門水庫 □其他: 

環境教育

課程方案 

有:水道電成~石門電廠 

□暫無，尚待設計 

生態知識 

環境議題 

•  水力資源的應用 

•  綠色能源 

•  水力發電的方法、如何透過水力資源產生電能 

•  節能的重要性 

備註 
 填表單位/人 中華生態資訊暨環境教育協會

填表日期 2014 年 11 月 4 日 

資料來源:本計畫研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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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5、石門水庫環境教育設施場所人文生態據點－汙水處理廠 

 

據點名稱 壩區汙水處理廠 

環境形式 建物 使用型態 汙水處理 

使用面積 約 200 平方公尺 

據點特色 
石門水庫 1990 年在壩區興建汙水處理廠，集中處理壩區之汙水，以

減輕水庫汙染源，有效維護石門水庫水源水質免受汙染。 

據點照片 

 

環境教育 

專業領域 

□學校及社會環境教育 □氣候變遷 災害防救 □自然保育 

□公害防治 環境及資源管理 □文化保存 □社區參與 □其他 

環境教育 

執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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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活動 

資料來源  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2013  石門水庫環境教育參與者分析暨環境教育平台系

統整合推廣計畫, (本研究團隊執行,汪靜明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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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6、石門水庫保育治理據點生態特色暨環境教育資源分析－汙水處理廠 

一、保育治理據點基本資料 

據點名稱 壩區汙水處理廠 

據點簡述 

石門水庫壩區汙水處理廠

興建於 1990 年，主要為將

庫區中的汙水進行集中管

理，避免水庫蓄水區水源遭

受汙染，具有把關水源潔淨

的重要功能。 
據點位置圖 

二、環境資源簡述 

生態資源 環境設備 

 水資源 

 汙水處理設備 

 引水道 

 汙水處理告示牌 

三、環境教育資源分析 

環境教育 

專業領域 

□學校及社會環境教育  □氣候變遷  □災害防救  自然保育   

環境及資源管理  □文化保存  □社區參與  公害防治 □其他 

環教課程 

應用領域 

□環境資源:了解石門水庫  □環境生態:探索石門水庫 

□環境變遷:保育石門水庫  環境管理:永續石門水庫 □其他: 

環境教育

課程方案 

□有: 

暫無，尚待設計 

生態知識 

環境議題 

•  如何避免水庫蓄水區汙染 

•  汙水處理的方法 

•  如何杜絕水汙染 

•  水汙染對於人類生活、自然生態的影響 

備註 
 填表單位/人 中華生態資訊暨環境教育協會

填表日期 2014 年 11 月 4 日 

資料來源:本計畫研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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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7、石門水庫環境教育設施場所人文生態據點－分層取水工 

據點名稱 石門水庫分層取水工 

環境形式 
建物 使用型態 水資源運用 

（防濁度取水設施） 

使用面積 約 200 平方公尺 

據點特色 

石門水庫興建原係以供應桃園地區農業灌溉用水為主，所以採較低

取水口高程之設計，可確保取得較充裕且穩定水量。惟近年因桃園

地區人口增加及工商業快速發展，民生及工業用水供應反已成為水

庫最主要運用標的，低取水口取用之水庫原水較易受入流庫區泥砂

影響濁度，衍生自來水公司淨水場無法正常供水問題。爰此，本工

程於水庫左壩座增設分層取水設施，除可於颱風豪雨洪水致水庫原

水渾濁時，直接引取水庫較上層（標高 EL.220m 以上）水源，作為

民生及工業用水緊急使用外，當石門大圳歲修或故障時，亦可提供

作為農業用水供應使用，提升供應桃園地區各類用水之穩定性。 

據點照片 

環境教育 

專業領域 

□學校及社會環境教育 □氣候變遷 災害防救 □自然保育 

□公害防治 環境及資源管理 □文化保存 □社區參與 □其他 

環境教育 

執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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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活動 

資料來源  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2013  石門水庫環境教育參與者分析暨環境教育平台系統

整合推廣計畫, (本研究團隊執行,汪靜明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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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8、石門水庫保育治理據點生態特色暨環境教育資源分析－分層取水工 

一、保育治理據點基本資料 

據點名稱 石門水庫分層取水工 

據點簡述 

石門水庫的分層取水工是

相當重要且獨特的水利工

程設施，此項工程設施的建

造背景源於降低水庫淤砂

造成穩定供水之威脅，是相

當重要且獨有的環境教育

資源，具有教育價值，更值

得參與者探索了解。 據點位置圖 

二、環境資源簡述 

生態資源 環境設備 

 水利工程 
 分層取水工的設備與機具 

 分層取水工程簡介牌誌 

三、環境教育資源分析 

環境教育 

專業領域 

□學校及社會環境教育  氣候變遷  災害防救  自然保育   

環境及資源管理  □文化保存  □社區參與  □公害防治 □其他 

環教課程 

應用領域 

□環境資源:了解石門水庫  環境生態:探索石門水庫 

環境變遷:保育石門水庫  環境管理:永續石門水庫 □其他: 

環境教育

課程方案 

有:涇渭分明 

□暫無，尚待設計 

生態知識 

環境議題 

•  上游集水區泥砂沖刷 

•  洪災與水庫淤積的問題 

•  分層取水工的運作模式 

•  水庫運作與管理的方法與使命 

•  珍惜水資源 

•  集水區棲地保育 

備註 
 填表單位/人 中華生態資訊暨環境教育協會

填表日期 2014 年 11 月 4 日 

資料來源:本計畫研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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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9、石門水庫環境教育設施場所人文生態據點－石門水庫溢洪道 

資料來源  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2013  石門水庫環境教育參與者分析暨環境教育平台系統

整合推廣計畫, (本研究團隊執行,汪靜明主持) 

據點名稱 石門水庫溢洪道 

環境形式 水利設施、水壩 使用型態 水資源運用及操作 

使用面積 約 5,000 平方公尺 

據點特色 

    溢洪道為水庫主要設施及標的物，裝設閘門六座，堰頂標高 235

公尺，最大排洪量 11,400 秒立方公尺，需要洩洪時，為免戽斗下游

護坦受損，必須在水庫水位 237.5 公尺以上，才可開啟閘門，以便水

流遠射入後池。1978 年間，經中、美專家研究分析結果，石門水庫

最大可能洪水，依據颱風模式法推算為 14,500 秒立方公尺，相應之

水庫排洪量為 13,800 秒立方公尺，故另闢建排洪隧道兩條，以補救溢

洪道排洪量之不足。每到颱風汛期需排洪時，水瀑飛越至後池，過程雄

偉壯觀，為石門水庫主要特色。 

據點照片 

 

環境教育 

專業領域 

□學校及社會環境教育 氣候變遷 災害防救 □自然保育 

□公害防治 環境及資源管理 □文化保存 □社區參與 □其他 

環境教育 

執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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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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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0、石門水庫保育治理據點生態特色暨環境教育資源分析－溢洪道 

一、保育治理據點基本資料 

據點名稱 溢洪道 

據點簡述 

溢洪道為水庫主要設施及標

的物，裝設閘門六座，堰頂標

高 235 公尺，最大排洪量每秒

11,400 立方公尺，是石門水庫

最重要的水利工程之一。參與

者可分別從壩頂與坪林公

園、南苑生態園區，以不同角

度觀覽溢洪道全景。 據點位置圖 

二、環境資源簡述 

生態資源 環境設備 

 水資源 

 水利工程 

 水庫大壩 

 水庫閘門 

 溢洪道 

三、環境教育資源分析 

環境教育 

專業領域 

□學校及社會環境教育  氣候變遷  災害防救  自然保育   

環境及資源管理  □文化保存  □社區參與  公害防治 □其他 

環教課程 

應用領域 

□環境資源:了解石門水庫  □環境生態:探索石門水庫 

□環境變遷:保育石門水庫  □環境管理:永續石門水庫 □其他: 

環境教育

課程方案 

□有: 

暫無，尚待設計 

生態知識 

環境議題 

•  石門水庫的蓄水量 

•  石門水庫調節性放水與洩洪標準 

•  氣候變遷與水庫的經營管理 

•  石門水庫如何洩洪 

•  水庫洩洪可能帶來的影響(上游集水區、水庫蓄水區、水庫下游) 

備註 
 填表單位/人 中華生態資訊暨環境教育協會

填表日期 2014 年 11 月 4 日 

資料來源:本計畫研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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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1、石門水庫環境教育設施場所人文生態據點－石門水庫後池堰 

據點名稱 石門水庫後池堰 

環境形式 調節及發電池 使用型態 水資源運用及操作 

使用面積 約 5,000 平方公尺 

據點特色 

  石門水庫後池主要功能除需滿足石門水庫溢洪道排洪時有足夠

之水墊深度外，而且還可利用石門電廠尖峰發電之尾水儲存足夠容量

穩定供應桃園大圳及大漢溪下游農業及民生用水之需要。後池設計調

蓄容量為二百二十萬立方公尺。 

據點照片 

環境教育 

專業領域 

□學校及社會環境教育 氣候變遷 災害防救 □自然保育 

□公害防治 環境及資源管理 □文化保存 □社區參與 □其他 

環境教育 

執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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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活動 

資料來源  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2013  石門水庫環境教育參與者分析暨環境教育平台系統

整合推廣計畫, (本研究團隊執行,汪靜明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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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2、石門水庫保育治理據點生態特色暨環境教育資源分析－後池堰 

一、保育治理據點基本資料 

據點名稱 後池堰 

據點簡述 

後池堰是石門水庫環境教

育設施場所中重要水利工

程據點之一，其主要功能除

需滿足石門水庫溢洪道排

洪時，有足夠之水墊深度

外，還可利用石門電廠尖峰

發電之尾水儲存足夠容

量，穩定供應桃園大圳及大

漢溪下游農業及民生用水

之需要。 
據點位置圖 

二、環境資源簡述 

生態資源 環境設備 

 水資源 

 水利工程 
 後池堰(滯洪池) 

三、環境教育資源分析 

環境教育 

專業領域 

□學校及社會環境教育  氣候變遷  災害防救  □自然保育    

環境及資源管理  □文化保存  □社區參與  公害防治 □其他 

環教課程 

應用領域 

□環境資源:了解石門水庫  □環境生態:探索石門水庫 

環境變遷:保育石門水庫  環境管理:永續石門水庫 □其他: 

環境教育

課程方案 

□有: 

暫無，尚待設計 

生態知識 

環境議題 

•  滯洪池是什麼 

•  後池堰的功能與棲地環境的生態衝擊 

•  水庫的經營與管理 

備註 
 填表單位/人 中華生態資訊暨環境教育協會

填表日期 2014 年 11 月 4 日 

資料來源:本計畫研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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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3、石門水庫環境教育設施場所人文生態據點－殉職人員紀念碑 

據點名稱 石門水庫殉職人員紀念碑 

環境形式 紀念空間 使用型態 建造大壩殉職人員紀念 

使用面積 約 500 平方公尺 

據點特色 

  石門水庫建設工程歷時八年，參與工事的人員多達七千餘人；

由於工程浩大艱鉅，雖有安全設施以防意外事件，仍有殉職員工多

人。1964 年完工之際，立碑追思，以誌哀弔。今碑存立石門水庫壩

頂。 

據點照片 

 

環境教育 

專業領域 

學校及社會環境教育 □氣候變遷 □災害防救 □自然保育 

□公害防治 □環境及資源管理 文化保存社區參與 □其他 

環境教育 

執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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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活動 

資料來源  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2013  石門水庫環境教育參與者分析暨環境教育平台系統

整合推廣計畫, (本研究團隊執行,汪靜明主持) 



第肆章 彙整石門水庫環境教育設施場所及保育治理據點之環境生態特色 

107 

表 4-2.14、石門水庫保育治理據點生態特色暨環境教育資源分析－殉職人員紀念碑 

一、保育治理據點基本資料 

據點名稱 石門水庫殉職人員紀念碑 

 

據點簡述 

石門水庫殉職人員紀念碑

位於高縣步道出口(近依山

閣)，為紀念石門水庫興建歷

程中不幸殉職的工程人

員，於石門水庫 1964 年完

工之際，立碑追思，以誌哀

弔。 據點位置圖 

二、環境資源簡述 

生態資源 環境設備 

 植物資源(鄰近高線步道) 

 動物資源 

 殉職人園紀念碑 

 小廣場、階梯 

三、環境教育資源分析 

環境教育 

專業領域 

學校及社會環境教育  □氣候變遷  □災害防救  □自然保育   

□環境及資源管理  文化保存  社區參與  □公害防治 □其他 

環教課程 

應用領域 

環境資源:了解石門水庫  □環境生態:探索石門水庫 

□環境變遷:保育石門水庫  □環境管理:永續石門水庫 □其他: 

環境教育

課程方案 

□有: 

暫無，尚待設計 

生態知識 

環境議題 

•  石門水庫的興建歷史 

•  石門水庫落成與水資源供給對於經濟與民生的幫助 

備註 
 填表單位/人 中華生態資訊暨環境教育協會

填表日期 2014 年 11 月 4 日 

資料來源:本計畫研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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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5、石門水庫環境教育設施場所人文生態據點－環境教育館 

據點名稱 石門水庫環境教育館 

環境形式 展示空間 使用型態 環境教育推廣 

使用面積  

據點特色 

2014 年適逢石門水庫營運 50 週年慶，特別規劃「環境教育館」之

落成啟用。期許透過「水(水資源)」、「土(土地)」、「林(森林)」、

「動(動物)」、「人(民眾)」、「生(生活、生產、生態)」之生態環

境概念，經由「探索」、「保育」、「教育」、「迴響」、「連結」

等方法串連環境教育資源，增進石門水庫環境教育之創新、推廣與

發展。 

據點照片 

環境教育 

專業領域 

學校及社會環境教育 □氣候變遷 □災害防救 □自然保育 

□公害防治 環境及資源管理 □文化保存□社區參與 □其他 

環境教育 

執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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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活動 

資料來源  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2013  石門水庫環境教育參與者分析暨環境教育平台系統

整合推廣計畫, (本研究團隊執行,汪靜明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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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6、石門水庫保育治理據點生態特色暨環境教育資源分析－環境教育館 

一、保育治理據點基本資料 

據點名稱 石門水庫環境教育館 

據點簡述 

石門水庫環境教育館落成

於 2014 年 6 月 14 日(石門水

庫營運 50 週年慶祝大會)，
具有特殊的興建意義，亦是

見證石門水庫自 2011 年通

過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

後，持續推廣環境教育之里

程紀念。 據點位置圖 

二、環境資源簡述 

生態資源 環境設備 

 石門水庫環境教育資源展廳 

 人文資源 

 環境教育課程資源 

 石門水庫環境教育發展歷程展示 

 石門水庫環境教育資源展示 

 環境教育教室(影音等教學設備) 

三、環境教育資源分析 

環境教育 

專業領域 

學校及社會環境教育  □氣候變遷  □災害防救  □自然保育   

□環境及資源管理  文化保存  社區參與  □公害防治 □其他 

環教課程 

應用領域 

環境資源:了解石門水庫  □環境生態:探索石門水庫 

□環境變遷:保育石門水庫  □環境管理:永續石門水庫 □其他: 

環境教育

課程方案 

□有: 

暫無，尚待設計 

生態知識 

環境議題 

•  石門水庫環境教育發展歷程 

•  石門水庫環境意象 

•  石門水庫參與者角色 

•  石門水庫環境教育的永續發展 

•  石門水庫環境教育專業服務 

備註 
 填表單位/人 中華生態資訊暨環境教育協會

填表日期 2014 年 11 月 4 日 

資料來源:本計畫研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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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小結 

本項目蒐集石門水庫環境教育設施場所中，保育治理據點之相關

環境生態資源與紀錄，並針對各據點的環境教育資源、環境教育專業

領域進行分析，歸納各據點的環境教育生態議題，落實石門水庫環境

教育與生態保育理念之結合，提供作為後續發展石門水庫環境教育內

涵之重要參考。 

透過本項目彙整石門水庫環境教育設施場所各保育據點的生態保

育成果、資訊共享及其生態資訊整合分析與決策應用規劃，對水庫永

續經營有所助益。 

有關本項工作階段性成果，已將所蒐集之石門水庫推動保育治理

據點資料經過內容分析，描述其人文環境特色內容，以期後續歸納作

為石門水庫特有之生態知識，落實石門水庫環境教育與生態保育理念

之結合(參圖 4-3.1)。 

 

圖 4-3.1、石門水庫集水區生態資訊整合 

資料來源:汪靜明 2012 氣候變遷與防災思維,經濟部 2012 環境教育專題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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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 彙整紀錄石門水庫環境教育設施場所及保育

治理據點之環境生態影像 

依據 2009-2010 年北區水資源局推動之「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生態

資訊整合及數位環境教育平台建置計畫」中，北區水資源局現已建置

有「石門水庫環境生態圖庫」系統，該系統架構完整，惟豐富之影像

紀錄內容尚待有效彙整與並有效應用於環境教育推廣。 

石門水庫環境教育設施場所現階段已規劃有 15處環境教育據點(新

增「石門水庫環境教育館」，已於 2014 年 6 月 14 日落成啟用)，部分據點經歷年紀錄，

已有諸多靜態影像紀錄，但仍有部分據點之尚待將影像進行系統整

合，並針對環境教育基地特色與整體意象進行進一步環境生態影像紀

錄，期透過本計畫進行補充紀錄與系統性整合(參圖 3-4.1)。 

有關石門水庫集水區保育治理據點，過去諸多計畫主要以保育治

理為目的進行水利工程施作，雖已有部分歷年靜態影像之紀錄，惟為

強調其應用於環境教育發展之可行性，進一步推廣保育治理內涵，亦

需透過系統性分析歸納，俾能突顯其環境生態特色，作為石門水庫環

境教育推廣之用，期能藉本項目之執行達成此效益。 

 

圖 5-1.1、環境教育設施場所保育治理據點環境生態影像釋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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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整合推動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水資源生態保育工作，並因應石

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計畫之實施，自 2007 年起至 2009 年止，經濟

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已完成「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生態多媒體教材

製作暨生態教育推廣計畫」，編製諸多石門水庫之生態保育、環境教育

相關多媒體教材（多媒體光碟、專書、摺頁）、生態影像紀錄、環境教

育活動推廣等成果，受到在地教育機關、民間團體好評。其中，涵括

了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計畫推動工作暨環境生態影像，約計有

3000 個動靜態影像數位檔案，並將其實質剪輯運用於《iWATER‧石門

水庫》多媒體教材光碟、《探索石門水庫-交會的水土林動人》影片之製

作中。 

本項目之推動，除整合上述資料中與石門水庫環境教育設施場所

相關之環境生態影像紀錄資源，整合石門水庫集水區保育治理據點之

環境生態影像，作為後續石門水庫推動環境教育發展之可用素材與重

要資源。 
 

 

圖 5-1.2、石門水庫環境生態圖庫登入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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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彙整石門水庫環境教育設施場所及保育治理據點之環境 

生態影像 

表 5-1.1、石門水庫保育治理據點生態影像彙整表－溪洲公園 

據點資料 

據點名稱 溪州公園 

環境教育 

特色資源 
自然生態 

環境教育 

課程方案 

認識水庫集水區的

生多樣性 

影像紀錄 

數量(張) 
73 張 

據點位置圖 

影像示例 

  

影像簡介: 初春的溪州公園 影像簡介: 溪州公園步道 

 

影像簡介: 溪州公園荷花池 影像簡介: 溪州公園梅花園 

據點環境生態影像說明 備註 

溪州公園左側為植樹紀念公園，由謝前副總統、前省主席

黃杰及石建會執行長徐鼐等首長、共植雪松、南洋杉、貝

殼杉等高尚樹木 40 餘株，並銘石為誌，以為石門水庫歷

史見證。 

彙整時間: 

2014/11/6 

彙整/紀錄人員:caeee



石門水庫環境生態資源暨 

環境教育基地整合發展推廣計畫(1/2) 

114 

表 5-1.2、石門水庫保育治理據點生態影像彙整表－高線步道 

據點資料 

據點名稱 高線步道 

 

環境教育 

特色資源 
自然生態 

環境教育 

課程方案 

認識水庫集水區的生

多樣性 

影像紀錄 

數量(張) 
30 張   

據點位置圖 

影像示例 

  

影像簡介: 高線步道入口 影像簡介: 高線步道旁的馬路為通往大

壩區的單行道 

  

影像簡介: 高線步道馬路旁的生態介紹 影像簡介: 左側為高線步道 

據點環境生態影像說明 備註 

石門水庫高線口處至依山閣步道長約 700 公尺，道路兩

旁高聳槭樹林立，形一天然綠色隧道，其中隨天候變化

及陽光照映，晴天時陽光灑落林間，陰天時雲霧繚繞，

徜徉其中可以享受新鮮空氣及鳥語花香，更是一趟靜謐

心靈的感受之旅。 

彙整時間: 

2014/12/04 

彙整/紀錄人員:cae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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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3、石門水庫保育治理據點生態影像彙整表－槭林公園 

據點資料 

據點名稱 槭林公園 

 

環境教育 

特色資源 
自然生態及保育 

環境教育 

課程方案 

認識水庫集水區的生

多樣性 

影像紀錄 

數量(張) 
227 張  

據點位置圖 

影像示例 

 

影像簡介: 初春嫩芽未發只剩枝幹的

槭樹林道，另有一番景象。 
影像簡介: 林道邊的植物生態介紹提供

遊客探索、認識。 

  

影像簡介:石碑上記錄著槭林公園建

於 1988 年 8 月，至今已 26 年。 
影像簡介:秋天綠葉轉為紅黃色彩，妝點

整條槭樹林道。 

據點環境生態影像說明 備註 

槭林公園位於中線山坡上，被枝幹挺立有致的樹影包

圍，氣氛悠靜。深秋後落葉繽紛，景緻宜人。內有水池

一座、小橋流水，及涼亭供民眾休憩，與山勢形成自然

包覆綠景，林間步道綜橫其間，生態豐富。 

彙整時間: 

2014/12/04 

彙整/紀錄人員:cae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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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4 石門水庫保育治理據點生態影像彙整表－欒樹林公園 

據點資料 

據點名稱 欒樹林公園 

 

環境教育 

特色資源 
自然生態及保育 

環境教育 

課程方案 

認識水庫集水區的生

多樣性 

影像紀錄 

數量(張) 
58 張  

據點位置圖 

影像示例 

  

影像簡介: 欒樹林公園林象 影像簡介: 欒樹林公園的碧水青山題字 

  

影像簡介: 秋天時欒樹結紅褐色果子 影像簡介: 俯視欒樹林公園 

據點環境生態影像說明 備註 

欒樹林公園內有許多千變萬化的欒樹，欒樹又稱四色

樹，樹冠顏色會隨著開花時期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它

會從滿株綠葉開始綻放黃花，然後結紅色蒴果，蒴果乾

枯後變成褐色，盛開期常常可見同一株樹同時出現多種

色彩，美不勝收。 

彙整時間: 

2014/11/6 

彙整/紀錄人員:cae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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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5、石門水庫保育治理據點生態影像彙整表－坪林公園 

據點資料 

據點名稱 坪林公園 

 

環境教育 

特色資源 

生態教學、環境教育

場所 

環境教育 

課程方案 

水庫排洪動線解說、

生態探索與解說 

影像紀錄 

數量(張) 
33 張  

據點位置圖 

影像示例 

  

影像簡介: 坪林公園 影像簡介: 坪林公園 3 層樓八角亭 

  

影像簡介: 坪林公園涼亭 影像簡介: 坪林公園一角 

據點環境生態影像說明 備註 

位於石門水庫入口坪林收費站旁，設有3層樓八角亭1座

及綠地約2,000平方公尺，鄰近後池水域及溪洲大橋，可

近看後池堰（橋）、大漢溪下游、北苑及溢洪道，為水庫

設施導覽之教育場所，公園綠地生態探索及解說。 

彙整時間: 

2014/11/6 

彙整/紀錄人員:cae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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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6、石門水庫保育治理據點生態影像彙整表－南苑生態園區 

據點資料 

據點名稱 南苑生態園區 

 

環境教育 

特色資源 
學校及社會環境教育

環境教育 

課程方案 
生態節能環保教學 

影像紀錄 

數量(張) 
55 張  

據點位置圖 

影像示例 

 

影像簡介: 南苑生態園區的涼亭 影像簡介: 南苑生態園區淤泥步道介紹 

 

影像簡介: 北區水資源局 2014 年 6 月

14 日石門水庫營運五十週年慶大會

舉辦健行活動 

影像簡介: 北區水資源局 2014 年 6 月 14
日石門水庫營運五十週年慶大會，在南

苑生態園區舉辦 

據點環境生態影像說明 備註 

原為亞洲樂園舊址，依據石門水庫南苑園區前期規劃設

計原則，增設石門水庫更新改善紀念空間、綠能公廁、

腳踏車租借中心、涼亭、綠能照明設施，並以生態節能

環保為設計考量。 

彙整時間: 

2014/12/04 

彙整/紀錄人員:cae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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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7、石門水庫保育治理據點生態影像彙整表－北苑生態大草原 

據點資料 

據點名稱 北苑生態大草原 

 

環境教育 

特色資源 

環境及資源管理、自

然保育 

環境教育 

課程方案 

環境教育設施的興建

與演生 

影像紀錄 

數量(張) 
17 張  

據點位置圖 

影像示例 

  

影像簡介: 北苑生態大草原 影像簡介: 北苑惜水亭 

  

影像簡介: 遠方為北苑中式建築的洗手間 影像簡介: 北苑園區車道設有停車場 

據點環境生態影像說明 備註 

北苑面積約達13公頃，目前完成南側約1.8公頃停車場、
公廁設施及環境整理，北側有約2公頃植樹林區，其餘中
央部分有電廠防淤工地工務所、北水局資產課管線材料
儲放等公務用途。水庫園區相關設施預計於5年內相繼完
成，工務所等設施隨即撤除後，大草原將成為北水局面
積最大之開放空間綠地，屆時成為體驗生態多樣性、辦
理各項生態旅遊之重要場所。 

彙整時間: 

2014/12/04 

彙整/紀錄人員:cae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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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8、石門水庫保育治理據點生態影像彙整表－依山閣學習中心 

據點資料 

據點名稱 依山閣學習中心 

 

環境教育 

特色資源 
環境教育場所 

環境教育 

課程方案 

認識石門水庫、石門

水庫的運作 

影像紀錄 

數量(張) 
712 張  

據點位置圖 

影像示例 

  

影像簡介: 依山閣環教場所 影像簡介: 石門水庫 50 週年環境教育系

列活動一(2014/1/17) – 從雲端看石門 

  

影像簡介: 石門水庫50週年環境教育

系列活動五(2014/5/16) --氣候變遷與

台灣的水文挑戰。 

影像簡介: 石門水庫 50 週年環境教育系

列活動六(2014/6/5) -- 氣候變遷的因應

與調適~從國土規劃談水資源管理，邀請

李鴻源教授專題演講 

據點環境生態影像說明 備註 

依山閣位於石門水庫壩頂提供來訪的遊客有關石門水庫
的相關訊息，在依山閣1樓展示空間內有石門水庫開發的
歷史的專區，從石門水庫創建到施工完成，都有詳細的
介紹及常見水庫動植物圖鑑互動展示。 

彙整時間: 

2014/11/6 

彙整/紀錄人員:cae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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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9、石門水庫保育治理據點生態影像彙整表－石門電廠 

據點資料 

據點名稱 石門電廠 

 

環境教育 

特色資源 

環境及資源管理、災

害防救 

環境教育 

課程方案 

水力發電調節水庫水

位功用 

影像紀錄 

數量(張) 
49 張  

據點位置圖 

影像示例 

  

影像簡介: 石門電廠由北區水資源局

委託臺灣電力公司營運 
影像簡介: 電廠出水狀況 

  

影像簡介: 電廠排出尾水 影像簡介: 電廠工程人員討論工程狀況 

據點環境生態影像說明 備註 

石門電廠由北區水資源局委託臺灣電力公司營運。石門

發電廠發電用水量，原則上按灌溉與公共給水用水而定

如水庫水位超過上限時增加發電量，低於嚴重下限時，

依照灌溉及公共給水用水量發電。 

彙整時間: 

2014/12/04 

彙整/紀錄人員:cae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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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10、石門水庫保育治理據點生態影像彙整表－汙水處理廠 

據點資料 

據點名稱 壩區汙水處理廠 

 

環境教育 

特色資源 

環境教育場所、公害

防治 

環境教育 

課程方案 
水庫治理 

影像紀錄 

數量(張) 
90 張  

據點位置圖 

影像示例 

  

影像簡介: 2014/7/25 至汙水處理廠拍

攝 
影像簡介: 汙水處理廠放流口 

  

影像簡介:汙水處理情況 影像簡介: 汙水處理廠簡介 

 

據點環境生態影像說明 備註 

石門水庫於 1990 年在壩區興建汙水處理廠，集中處理壩

區之汙水，以減輕水庫汙染源，有效維護石門水庫水源

水質免受汙染。 

彙整時間: 

2014/11/6 

彙整/紀錄人員:cae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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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11、石門水庫保育治理據點生態影像彙整表－分層取水工 

據點資料 

據點名稱 石門水庫分層取水工

 

環境教育 

特色資源 

學校及社會環境教育

場所 

環境教育 

課程方案 

水庫防颱供水因應與

治理 

影像紀錄 

數量(張) 
37 張  

據點位置圖 

影像示例 

  

影像簡介: 分層取水工建築 影像簡介: 分層取水工閘室 

  

影像簡介: 分層取水工側景 影像簡介: 分層取水工工程 

據點環境生態影像說明 備註 

本工程於水庫左壩座增設分層取水設施，除可於颱風豪

雨洪水致水庫原水渾濁時，直接引取水庫較上層（標高

EL.220m以上）水源，作為民生及工業用水緊急使用外，

當石門大圳歲修或故障時，亦可提供作為農業用水供應

使用，提升供應桃園地區各類用水之穩定性。 

彙整時間: 

2014/12/04 

彙整/紀錄人員:cae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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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12、石門水庫保育治理據點生態影像彙整表－溢洪道 

據點資料 

據點名稱 溢洪道 

 

環境教育 

特色資源 

學校及社會環境教育

場所、災害防救 

環境教育 

課程方案 

水庫治理、水庫防洪

設施 

影像紀錄 

數量(張) 
163 張  

據點位置圖 

影像示例 

  

影像簡介: 溢洪道 影像簡介: 溢洪道洩洪 

  

影像簡介: 溢洪道洩洪流入水道 影像簡介: 溢洪道遠景 

據點環境生態影像說明 備註 

溢洪道為水庫主要設施及標的物，裝設閘門六座，另闢

建排洪隧道兩條，以補救溢洪道排洪量之不足。 

彙整時間: 

2014/12/04 

彙整/紀錄人員:cae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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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13、石門水庫保育治理據點生態影像彙整表－後池堰 

據點資料 

據點名稱 後池堰 

 

環境教育 

特色資源 

學校及社會環境教育

場所、災害防救 

環境教育 

課程方案 

水庫治理、水庫防洪

設施 

影像紀錄 

數量(張) 
66 張  

據點位置圖 

影像示例 

  

影像簡介: 俯視後池堰 影像簡介:遠眺後池堰 

  

影像簡介: 後池堰側景 影像簡介: 後池堰一角 

據點環境生態影像說明 備註 

石門水庫後池主要功能除需滿足石門水庫溢洪道排洪時

有足夠之水墊深度外，而且還可利用石門電廠尖峰發電

之尾水儲存足夠容量穩定供應桃園大圳及大漢溪下游農

業及民生用水之需要。後池設計調蓄容量為二百二十萬

立方公尺。 

彙整時間: 

2014/12/04 

彙整/紀錄人員:cae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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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14、石門水庫保育治理據點生態影像彙整表－殉職人員紀念碑 

據點資料 

據點名稱 殉職人員紀念碑 

 

環境教育 

特色資源 
文化保存 

環境教育 

課程方案 
石門水庫的興建歷史

影像紀錄 

數量(張) 
30 張  

據點位置圖 

影像示例 

  

影像簡介: 殉職人員紀念碑及扶輪亭 影像簡介: 殉職人員紀念碑 

  

影像簡介: 殉職人員紀念碑碑文 影像簡介: 殉職人員紀念碑園區青娥 

據點環境生態影像說明 備註 

石門水庫建設工程歷時八年，參與工事的人員多達七千

餘人；由於工程浩大艱鉅，雖有安全設施以防意外事件，

仍有殉職員工多人。1964年完工之際，立碑追思，以誌

哀弔。今碑存立石門水庫壩頂。 

彙整時間: 

2014/11/6 

彙整/紀錄人員:cae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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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15、石門水庫保育治理據點生態影像彙整表－環境教育館 

據點資料 

據點名稱 環境教育館 

 

環境教育 

特色資源 

學校及社會環境教育

場所 

環境教育 

課程方案 

石門水庫的環境教育

場所介紹、綜觀石門

水庫 

影像紀錄 

數量(張) 
459 張  

據點位置圖 

影像示例 

  

影像簡介: 2014/6/14 環境教育館揭牌

典型 
影像簡介: 環境教育館 

  

影像簡介: 環境教育館內石門水庫發

展介紹宣傳 
影像簡介: 環境教育館內部空間 

據點環境生態影像說明 備註 

2014 年適逢十石門水庫營運 50 週年慶，特別規劃「環境

教育館」之落成啟用。用以推廣與發展石門水庫環境教

育。 

彙整時間: 

2014/12/04 

彙整/紀錄人員:cae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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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門水庫環境教育據點拍攝彙整： 

環境教育據點: 共 15 個據點 

總彙整張數：共 2099 張 

 

 拍攝主題(據點) 彙整張數 備註 

1 溪州公園 73 張  

2 高線步道 30 張  

3 槭林公園 227 張  

4 欒樹林公園 58 張  

5 坪林公園 33 張  

6 南苑生態園區 55 張  

7 北苑生態大草原 17 張  

8 依山閣學習中心 712 張  

9 石門電廠 49 張  

10 石門水庫壩區汚水處理廠 90 張  

11 石門水庫分層取水工 37 張  

12 溢洪道 163 張  

13 後池堰 66 張  

14 殉職人員紀念碑 30 張  

15 環境教育館 459 張  

影像彙整總數量 2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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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紀錄石門水庫環境教育設施場所之環境生態影像 

石門水庫環境教育設施場所現階段已規劃有 15 處環境教育據點，

部分據點經歷年紀錄，已有諸多靜態影像紀錄，但仍有部分據點之尚

待將影像進行系統整合，並針對環境教育基地特色與整體意象進行進

一步環境生態影像紀錄，期透過本計畫進行補充紀錄與系統性整合。

有關石門水庫集水區保育治理據點，過去諸多計畫主要以保育治理為

目的進行水利工程施作，雖已有部分歷年靜態影像之紀錄，惟為強調

其應用於環境教育發展之可行性，進一步推廣保育治理內涵，亦需透

過系統性分析歸納，俾能突顯其環境生態特色，作為石門水庫環境教

育推廣之用，期能藉本項目之執行達成此效益。 

本項目主要針對石門水庫環境教育設施場所據點及石門水庫環境

教育設施場所保育治理據點進行環境生態影像紀錄，並擬依拍攝時

間、據點特色主題、拍攝地點等圖像資料內涵進行初步整理、歸類與

修圖，俾便後續應用。 
 

 

圖 5-2.1、石門水庫環境教育據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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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期間，本計畫持續進行影像紀錄、分類與歸納，並整理各次

影像紀錄時間、拍攝主題、紀錄人員等相關執行紀錄資訊。 

表 5-2.1、石門水庫環境生態影像紀錄執行紀錄表 

 拍攝日期 拍攝主題(據點) 拍攝張數 
備

註

1 20140117 
石門水庫營運 50 週年 
環境教育系列活動-第一梯次 

136 
 

2 20140221 
石門水庫營運 50 週年 
環境教育系列活動-第二梯次 

758 
 

3 20140321 
石門水庫營運 50 週年 
環境教育系列活動-第三梯次 

469 
 

4 20140513 
石門水庫營運 50 週年特刊第三次編

輯會議石門水庫環境教育館現勘 
320 

 

5 20140416 
石門水庫營運 50 週年 

環境教育系列活動-第四梯次 
319 

 

6 20140516 
石門水庫營運 50 週年 
環境教育系列活動-第五梯次 

90 
 

7 20140528 
石門水庫環境教育設施場所 

現場勘查 
175 

 

8 20140605 
石門水庫營運 50 週年 
環境教育系列活動-第六梯次 

371 
 

9 20140614 
石門水庫營運 50 週年大會 

石門水庫環境教育館揭牌 
1285 

 

10 20140725 
石門水庫環境教育設施場所 

現場勘查 
122 

 

11 20141109 
石門水庫環境教育設施場所 

現場勘查 
492 

 

12 20141203 石門水庫意象地圖討論及現勘 236  

本年度影像紀錄共計 4773 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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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2、石門水庫環境生態影像紀錄執行紀錄表－依山閣 

影像資訊 影像紀錄 

拍攝時間 20140117 

  

拍攝地(據)點 依山閣 

攝影/提供者 
社團法人中華生態資訊暨 
環境教育協會 

CC創用授權   
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相同方式分享 

自然生態主題    

生態系統 
□森林  □草生地  □溪流  □湖泊 

□濕地    □其他__________ 

  

棲地環境 □陸域環境  □水域環境 

生物多樣性 

□蘚苔  □蕨類  □裸子植物 

□被子植物 □昆蟲 □魚類  □兩棲類 

□爬蟲類  □鳥類  □哺乳類  □其他 

人文環境主題    

生態系統 
□水庫  □發電廠   

□攔河堰  □城鄉 

  

棲地環境 

□社區  □學校  □聚落  □人工林 

□農田 □蔬果園  □古蹟  □遺址 

□建築  □埤塘  □水利設施 

□交通設施  □公共設施 

生物多樣性 
□人  □野生物  □流浪動物 

□農作物□外來種  □經濟動物 

    

環境教育設施場所 據點說明 

場所功能 
據點  □會議  □研習  □教材 

活動  □其他__________ 

依山閣位於石門水庫壩頂提供來訪的遊客有關石門水庫的相關訊息，在依山閣1樓展示空間內有石門水庫開發的歷史的專區，從石門水庫創
建到施工完成，都有詳細的介紹及常見水庫動植物圖鑑互動展示；2樓會議室為北區水源調渡中心；3樓多媒體播放及會議室，此外，在依山
閣內有陳列有大型的石門水庫模型，在模型上還一一標明了景點，讓遊客對於石門水庫能有更深一層的體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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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3、石門水庫環境生態影像紀錄執行紀錄表－環翠樓 

影像資訊 影像紀錄 

拍攝時間 20140221 

  

拍攝地(據)點 環翠樓 

攝影/提供者 
社團法人中華生態資訊暨 
環境教育協會 

CC創用授權   
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相同方式分享 

自然生態主題   

生態系統 
□森林  □草生地  □溪流  □湖泊 

□濕地    □其他__________ 

  

棲地環境 □陸域環境  □水域環境 

生物多樣性 

□蘚苔  □蕨類  □裸子植物 

□被子植物 □昆蟲 □魚類  □兩棲類 

□爬蟲類  □鳥類  □哺乳類  □其他 

人文環境主題    

生態系統 
□水庫  □發電廠   

□攔河堰  □城鄉 

  

棲地環境 

□社區  □學校  □聚落  □人工林 

□農田 □蔬果園  □古蹟  □遺址 

□建築  □埤塘  □水利設施 

□交通設施  □公共設施 

生物多樣性 
□人  □野生物  □流浪動物 

□農作物□外來種  □經濟動物 

    

環境教育設施場所 據點說明 

場所功能 
據點  □會議  □研習  □教材 
活動  □其他__________ 

「環翠樓」一樓為服務台及簡報會議室，提供民眾諮詢服務及國、內外參訪貴賓簡報播放與會議使用；二樓是北區水資源局石門水庫管理中
心辦公室，辦理各項水庫運轉及觀光業務；三樓有小型會議室及提供貴賓休息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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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4、石門水庫環境生態影像紀錄執行紀錄表－環翠樓、大壩碼頭 

影像資訊 影像紀錄 

拍攝時間 20140321 

  

拍攝地(據)點 環翠樓、大壩碼頭 

攝影/提供者 
社團法人中華生態資訊暨 
環境教育協會 

CC創用授權   
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相同方式分享 

自然生態主題    

生態系統 
□森林  □草生地  □溪流  □湖泊 

□濕地    □其他__________ 

  

棲地環境 □陸域環境  □水域環境 

生物多樣性 

□蘚苔  □蕨類  □裸子植物 

□被子植物 □昆蟲 □魚類  □兩棲類 

□爬蟲類  □鳥類  □哺乳類  □其他 

人文環境主題    

生態系統 
□水庫  □發電廠   

□攔河堰  □城鄉 

  

棲地環境 

□社區  □學校  □聚落  □人工林 

□農田 □蔬果園  □古蹟  □遺址 

□建築  □埤塘  □水利設施 

□交通設施  □公共設施 

生物多樣性 
□人  □野生物  □流浪動物 

□農作物□外來種  □經濟動物 

    

環境教育設施場所 據點說明 

場所功能 
據點  □會議  □研習  □教材 
活動  □其他__________ 

石門水庫大壩碼頭緊鄰水庫湖面，碼頭設有太陽能環保船隻，可搭乘船隻進行水庫導覽。大壩碼頭亦為魚苗放流處，可作為環境教育學習據
點；「環翠樓」一樓為服務台及簡報會議室，提供民眾諮詢服務及國、內外參訪貴賓簡報播放與會議使用；二樓是北區水資源局石門水庫管
理中心辦公室，辦理各項水庫運轉及觀光業務；三樓有小型會議室及提供貴賓休息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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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5、石門水庫環境生態影像紀錄執行紀錄表－環境教育館 

影像資訊 513影像紀錄 

拍攝時間 20140513 

  

拍攝地(據)點 環境教育館 

攝影/提供者 
社團法人中華生態資訊暨 
環境教育協會 

CC創用授權   
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相同方式分享 

自然生態主題    

生態系統 
□森林  □草生地  □溪流  □湖泊 

□濕地    □其他__________ 

  

棲地環境 □陸域環境  □水域環境 

生物多樣性 

□蘚苔  □蕨類  □裸子植物 

□被子植物 □昆蟲 □魚類  □兩棲類 

□爬蟲類  □鳥類  □哺乳類  □其他 

人文環境主題    

生態系統 
□水庫  □發電廠   

□攔河堰  □城鄉 

  

棲地環境 

□社區  □學校  □聚落  □人工林 

□農田 □蔬果園  □古蹟  □遺址 

建築  □埤塘  □水利設施 

□交通設施  公共設施 

生物多樣性 
□人  □野生物  □流浪動物 

□農作物□外來種  □經濟動物 

    

環境教育設施場所 據點說明 

場所功能 
據點  □會議  □研習  □教材 

□活動  □其他__________ 

2014年適逢石門水庫營運50週年慶，特別規劃「環境教育館」之落成啟用。期許透過「水(水資源)」、「土(土地)」、「林(森林)」、「動(動物)」
、「人(民眾)」、「生(生活、生產、生態)」之生態環境概念，經由「探索」、「保育」、「教育」、「迴響」、「連結」等方法串連環境教育資源，增
進石門水庫環境教育之創新、推廣與發展。 



第伍章 彙整紀錄石門水庫環境教育設施場所及保育治理據點之環境生態影像 

135 

表 5-2.6、石門水庫環境生態影像紀錄執行紀錄表－環翠樓 

影像資訊 影像紀錄 

拍攝時間 20140416 

  

拍攝地(據)點 環翠樓 

攝影/提供者 
社團法人中華生態資訊暨 
環境教育協會 

CC創用授權   
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相同方式分享 

自然生態主題    

生態系統 
□森林  □草生地  □溪流  □湖泊 

□濕地    □其他__________ 

  

棲地環境 □陸域環境  □水域環境 

生物多樣性 

□蘚苔  □蕨類  □裸子植物 

□被子植物 □昆蟲 □魚類  □兩棲類 

□爬蟲類  □鳥類  □哺乳類  □其他 

人文環境主題    

生態系統 
□水庫  □發電廠   

□攔河堰  □城鄉 

  

棲地環境 

□社區  □學校  □聚落  □人工林 

□農田 □蔬果園  □古蹟  □遺址 

□建築  □埤塘  □水利設施 

□交通設施  □公共設施 

生物多樣性 
□人  □野生物  □流浪動物 

□農作物□外來種  □經濟動物 

    

環境教育設施場所 據點說明 

場所功能 
據點  □會議  □研習  □教材 

活動  □其他__________ 

「環翠樓」一樓為服務台及簡報會議室，提供民眾諮詢服務及國、內外參訪貴賓簡報播放與會議使用；二樓是北區水資源局石門水庫管理中
心辦公室，辦理各項水庫運轉及觀光業務；三樓有小型會議室及提供貴賓休息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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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7、石門水庫環境生態影像紀錄執行紀錄表－依山閣 

影像資訊 影像紀錄 

拍攝時間 20140516 

  

拍攝地(據)點 依山閣 

攝影/提供者 
社團法人中華生態資訊暨 
環境教育協會 

CC創用授權   
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相同方式分享 

自然生態主題    

生態系統 
□森林  □草生地  □溪流  □湖泊 

□濕地    □其他__________ 

  

棲地環境 □陸域環境  □水域環境 

生物多樣性 

□蘚苔  □蕨類  □裸子植物 

□被子植物 □昆蟲 □魚類  □兩棲類 

□爬蟲類  □鳥類  □哺乳類  □其他 

人文環境主題    

生態系統 
□水庫  □發電廠   

□攔河堰  □城鄉 

  

棲地環境 

□社區  □學校  □聚落  □人工林 

□農田 □蔬果園  □古蹟  □遺址 

□建築  □埤塘  □水利設施 

□交通設施  □公共設施 

生物多樣性 
□人  □野生物  □流浪動物 

□農作物□外來種  □經濟動物 

    

環境教育設施場所 據點說明 

場所功能 
據點  □會議  研習  □教材 

活動  □其他__________ 

依山閣位於石門水庫壩頂提供來訪的遊客有關石門水庫的相關訊息，在依山閣1樓展示空間內有石門水庫開發的歷史的專區，從石門水庫創
建到施工完成，都有詳細的介紹及常見水庫動植物圖鑑互動展示；2樓會議室為北區水源調渡中心；3樓多媒體播放及會議室，此外，在依山
閣內有陳列有大型的石門水庫模型，在模型上還一一標明了景點，讓遊客對於石門水庫能有更深一層的體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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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8、石門水庫環境生態影像紀錄執行紀錄表－高線步道、水庫壩區 

影像資訊 影像紀錄 

拍攝時間 20140528 

  

拍攝地(據)點 高線步道、水庫壩區 

攝影/提供者 
社團法人中華生態資訊暨 
環境教育協會 

CC創用授權   
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相同方式分享 

自然生態主題 

生態系統 
森林  □草生地  □溪流  □湖泊 

□濕地    □其他__________ 

棲地環境 陸域環境  □水域環境 

生物多樣性 

□蘚苔  □蕨類  □裸子植物 

□被子植物 □昆蟲 □魚類  □兩棲類 

□爬蟲類  鳥類 □哺乳類  □其他 

人文環境主題    

生態系統 
水庫  □發電廠   

□攔河堰  □城鄉 

  

棲地環境 

□社區  □學校  □聚落  □人工林 

□農田 □蔬果園  □古蹟  □遺址 

□建築  □埤塘  □水利設施 

□交通設施  □公共設施 

生物多樣性 
人  □野生物  □流浪動物 

□農作物□外來種  □經濟動物 

    

環境教育設施場所 據點說明 

場所功能 
據點  □會議  □研習  □教材 

□活動  □其他__________ 

石門水庫高線口處至依山閣步道長約700公尺，道路兩旁高聳槭樹林立，形一天然綠色隧道，其中隨天候變化及陽光照映，晴天時陽光灑落

林間，陰天時雲霧繚繞，徜徉其中可以享受新鮮空氣及鳥語花香，更是一趟靜謐心靈的感受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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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9、石門水庫環境生態影像紀錄執行紀錄表－依山閣、高線步道 

影像資訊 影像紀錄 

拍攝時間 20140605 

  

拍攝地(據)點 依山閣、高線步道 

攝影/提供者 
社團法人中華生態資訊暨 
環境教育協會 

CC創用授權   
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相同方式分享 

自然生態主題    

生態系統 
□森林  □草生地  □溪流  □湖泊 

□濕地    □其他__________ 

  

棲地環境 □陸域環境  □水域環境 

生物多樣性 

□蘚苔  □蕨類  □裸子植物 

□被子植物 □昆蟲 □魚類  □兩棲類 

□爬蟲類  □鳥類  □哺乳類  □其他 

人文環境主題  

生態系統 
□水庫  □發電廠   

□攔河堰  □城鄉 

棲地環境 

□社區  □學校  □聚落  □人工林 
□農田 □蔬果園  □古蹟  □遺址 
□建築  □埤塘  □水利設施 
□交通設施  □公共設施 

生物多樣性 
□人  □野生物  □流浪動物 

□農作物□外來種  □經濟動物 

    

環境教育設施場所 據點說明 

場所功能 
據點  □會議  研習  □教材 

活動  □其他__________ 

依山閣位於石門水庫壩頂提供來訪的遊客有關石門水庫的相關訊息，在依山閣1樓展示空間內有石門水庫開發的歷史的專區，從石門水庫創
建到施工完成，都有詳細的介紹及常見水庫動植物圖鑑互動展示；2樓會議室為北區水源調渡中心；3樓多媒體播放及會議室，此外，在依山
閣內有陳列有大型的石門水庫模型，在模型上還一一標明了景點，讓遊客對於石門水庫能有更深一層的體認；石門水庫高線口處至依山閣步
道長約700公尺，道路兩旁高聳槭樹林立，形一天然綠色隧道，其中隨天候變化及陽光照映，晴天時陽光灑落林間，陰天時雲霧繚繞，徜徉
其中可以享受新鮮空氣及鳥語花香，更是一趟靜謐心靈的感受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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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10、石門水庫環境生態影像紀錄執行紀錄表－南苑園區、環境教育館 

影像資訊 影像紀錄 

拍攝時間 20140614 

 
 

拍攝地(據)點 南苑園區、環境教育館 

攝影/提供者 
社團法人中華生態資訊暨 
環境教育協會 

CC創用授權   
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相同方式分享 

自然生態主題    

生態系統 
□森林  □草生地  □溪流  □湖泊 

□濕地    □其他__________ 

  

棲地環境 □陸域環境  □水域環境 

生物多樣性 

□蘚苔  □蕨類  □裸子植物 

□被子植物 □昆蟲 □魚類  □兩棲類 

□爬蟲類  □鳥類  □哺乳類  □其他 

人文環境主題    

生態系統 
□水庫  □發電廠   

□攔河堰  □城鄉 

  

棲地環境 

□社區  □學校  □聚落  □人工林 
□農田 □蔬果園  □古蹟  □遺址 
□建築  □埤塘  □水利設施 
□交通設施  公共設施 

生物多樣性 
人  □野生物  □流浪動物 

□農作物□外來種  □經濟動物 

    

環境教育設施場所 據點說明 

場所功能 
據點  □會議  □研習  □教材 
活動  □其他__________ 

南苑園區設有綠建築節能指標解說、綠能運用及發展、太陽能及風力發電原理及應用、舊建物再利用活化水庫歷史、自行車及電動車綠能運
用、廣植林木增加CO2固定量、花卉展示等。；環境教育館為2014年新落成啟用之環境教育據點。其建築概念主要透過「水(水資源)」、「土(
土地)」、「林(森林)」、「動(動物)」、「人(民眾)」、「生(生活、生產、生態)」之生態環境概念，經由「探索」、「保育」、「教育」、「迴響」、「連結
」等方法串連環境教育資源，增進石門水庫環境教育之創新、推廣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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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11、石門水庫環境生態影像紀錄執行紀錄表－汙水處理場 

影像資訊 影像紀錄 

拍攝時間 20140725 

 

拍攝地(據)點 汙水處理場 

攝影/提供者 
社團法人中華生態資訊暨 
環境教育協會 

CC創用授權   
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相同方式分享 

自然生態主題    

生態系統 
□森林  □草生地  □溪流  □湖泊 

□濕地    其他__________ 

 

棲地環境 陸域環境  □水域環境 

生物多樣性 

□蘚苔  □蕨類  □裸子植物 

□被子植物 □昆蟲 □魚類  □兩棲類 

□爬蟲類  □鳥類  □哺乳類  □其他 

人文環境主題    

生態系統 
□水庫  □發電廠   

□攔河堰  □城鄉 

 

棲地環境 

□社區  □學校  □聚落  □人工林 

□農田 □蔬果園  □古蹟  □遺址 

□建築  □埤塘  □水利設施 

□交通設施  □公共設施 

生物多樣性 
□人  □野生物  □流浪動物 

□農作物□外來種  □經濟動物 

    

環境教育設施場所 據點說明 

場所功能 
據點  □會議  □研習  □教材 

□活動  □其他__________ 

石門水庫壩區汙水處理廠興建於1990年，主要為將庫區中的汙水進行集中管理，避免水庫蓄水區水源遭受汙染，具有把關水源潔淨的重要功

能。 



第伍章 彙整紀錄石門水庫環境教育設施場所及保育治理據點之環境生態影像 

141 

表 5-2.12、石門水庫環境生態影像紀錄執行紀錄表－石門水庫環境教育設施場所 

影像資訊 影像紀錄 

拍攝時間 20141109 

  

拍攝地(據)點 

高線步道、欒樹林公園、槭林公園、
殉職人員紀念碑、依山閣、大壩溢洪
道、溪州公園、坪林公園、環境教育
館、石門電廠、南苑生態園區 

攝影/提供者 
社團法人中華生態資訊暨 
環境教育協會 

CC創用授權   
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相同方式分享 

自然生態主題    

生態系統 
森林  草生地  □溪流  □湖泊 

□濕地    □其他__________ 

  

棲地環境 陸域環境  水域環境 

生物多樣性 

□蘚苔  蕨類  □裸子植物 

□被子植物 □昆蟲 □魚類  □兩棲類 

□爬蟲類  □鳥類  哺乳類  其他

人文環境主題    

生態系統 
水庫  發電廠   

□攔河堰  □城鄉 

 

棲地環境 

□社區  □學校  □聚落  人工林 

□農田 □蔬果園  古蹟  □遺址 

□建築  □埤塘  水利設施 

□交通設施  □公共設施 

生物多樣性 
人  □野生物  □流浪動物 

□農作物□外來種  □經濟動物 

    

環境教育設施場所 據點說明 

場所功能 
據點  會議  □研習  □教材 
活動  □其他__________ 

拍攝當日正逢集水區及庫區大雨，石門水庫煙霧蒸騰，另具風情。本次攝影據點較多，且恰逢水庫水位較低，正進行抽砂作業，獲得真貴影
像紀錄。另環境教育館已正式落成運作，影像紀錄中可見環境教育教室中的教學器材與良好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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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13、石門水庫環境生態影像紀錄執行紀錄表－石門水庫意象地圖討論及現勘 

影像資訊 影像紀錄 

拍攝時間 20141203 

   

拍攝地(據)點 

環境教育館、石門土石壩、後池、南

苑生態園區、北苑生態大草原、高

線收費站、大壩區 

攝影/提供者 
社團法人中華生態資訊暨 
環境教育協會 

CC創用授權   
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相同方式分享 

自然生態主題    

生態系統 
森林  草生地  □溪流  □湖泊 

□濕地    □其他__________ 

   

棲地環境 陸域環境  水域環境 

生物多樣性 

□蘚苔  蕨類  □裸子植物 

□被子植物 □昆蟲 □魚類  □兩棲類 

□爬蟲類  □鳥類  哺乳類  其他

人文環境主題    

生態系統 
水庫  發電廠   

□攔河堰  □城鄉 

  

棲地環境 

□社區  □學校  □聚落  人工林 

□農田 □蔬果園  古蹟  □遺址 

□建築  □埤塘  水利設施 

□交通設施  □公共設施 

生物多樣性 
人  □野生物  □流浪動物 

□農作物□外來種  □經濟動物 

    

環境教育設施場所 據點說明 

場所功能 
據點  會議  □研習  □教材 
活動  □其他__________ 

拍攝當日遇枯水期，石門水庫後池沙洲裸露，正值秋末冬初槭林公園槭葉榨紅，石門水庫於12/6~12//14開放民眾免費入園賞紅葉。本計劃為
繪製石門水庫意象地圖此次現堪環教據點相關位置及相關水利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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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小結 

有關本年度石門水庫環境教育設施場所及保育治理據點之環境生

態影像彙整與分析之執行後，除應用於環境教育範疇，作為石門水庫

環境教育設施場整體意象設計、石門水庫環境教育課程方案發展之參

考與資源，更建議進一步應用擴充於石門水庫環境生態圖庫

(http://118.163.88.195/iWater.2008/)，作為可持續應用之資源。 
 

 

圖 5-3.1、石門水庫環境教育生態影像應用於環境生態圖庫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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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陸章 彙整分析石門水庫環境教育據點之環境教育

資源及課程方案連結 

《環境教育法》實施之前，北區水資源局於 2007~2009 年「石門

水庫及其集水區生態媒體教材製作暨生態教育推廣委託計畫」中，針

對石門水庫水環境教育的相關概念，廣納政府機關、學校教師、民間

團體、社區民眾等不同對象的意見，透過水資源領域的專家學者互相

討論研議，利用石門水庫環境生態教育之推廣與宣導，建立出適合用

於石門水庫的水環境教育概念綱領內涵。 

北區水資源局於 2010~2011 年，經由「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生態

資訊整合及數位環境教育平台建置計畫」，透過 iWater 創意教師教材教

法工作坊，結合在地學校教師、在地社群、環境教育領域專家學者與

北區水資源局同仁，廣徵研討石門水庫之環境教育活動教案，透過彙

整與歸納，計有環境教育相關課程共 51 套。 
 

 

圖 6-1.1、環境教育據點資源與課程方案連結釋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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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石門水庫環境教育據點活動設計及相關資料，北區水資源局

已出版有：石門水庫環境教育系列教材，包含系列 1《iWater 水資源

環境教育》多媒體光碟、系列 2《iWater 水資源環境教育》摺頁、系

列 3《石門水庫注釋》專書、系列 4《石門水庫愛水環境教育教學活動

設計》書籍、系列 5《石門水庫營運 50 週年特刊》。 

北區水資源局於 2012~2013 年，經由「石門水庫環境教育參與者

分析暨環境平台系統整合推廣計畫」，整合分析石門水庫環境教育單元

之 51 套活動設計課程。依照環境教育四大課程領域進行分類，涵括「環

境資源」、「環境生態」、「環境變遷」、「環境管理」，結合石門水庫環境

教育據點及重要水資源設施、自然與人文歷史等相關時事、議題等資

訊。完成課程四大模組，並延伸發展 12 大主題單元之教學活動設計。

依據其概念內涵，對應石門水庫環境教育課程領域模組，以作為落實

推廣石門水庫環境教育之用。(參圖 6-1.2) 

 

圖 6-1.2、石門水庫環境教育課程方案 12 大主題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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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彙整分析石門水庫環境教育據點之環境教育資源 

依據「石門水庫環境教育參與者分析暨環境教育平台系統整合推

廣計畫」，關於石門水庫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評估指標，所列之環境教育

據點，分別為溪洲公園、高線步道、槭林公園、欒樹林公園、坪林公

園、南苑生態園區、北苑生態草原、依山閣、壩區汙水處理廠、石門

電廠、分層取水工、溢洪道、後池堰、殉職人員紀念碑，以及於 2014

年 6月 14日正式落成啟用之石門水庫環境教育館，等 15處。(參圖 6-1.3) 

在彙整分析石門水庫環境教育據點之環境教育資源，主要考量環

境教育據點之自然與人文資源及環境教育發展策略。本計畫初步規劃

石門水庫環境教育據點之環境教育資源彙整表 (參表 6-1.1)，可主要分

為「據點資源」、「專業人力」及「課程方案」三大部分。 

在「據點資源」涵括：交通便利性、環境現況、硬體設備、展場

功能、管理及維護機制) ；「專業人力」包含：夥伴關係、專業人力招

募、培訓、考核機制等；在「課程方案」規劃有活動設計、教育資源、

數位平台服務、ICT 資源應用程度、社群網站應用、數位典藏、課程成

效評量等，以彙整石門水庫環境教育設施場所提供之環境教育服務。(參

圖 6-1.4) 

本工作項目彙整分析，可做為管理單位後續快速瞭解設施場所區

域內各環境教育據點相關資源之用，亦可作為後續發展之基礎參考。 

石門電廠、分層取水工、溢洪道、後池堰、殉職人員紀念碑，以

及於 2014 年 6 月 14 日正式落成啟用之石門水庫環境教育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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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1、石門水庫環境教育據點之環境教育資源彙整表(1/2) 

石門水庫環境教育設施場所 
                       據點名稱 
評分項目 依山閣 汙水處理廠 溪洲公園 高線步道 槭林公園 欒樹林公園 坪林公園 石門水庫環境教育館

設施場所 

交通便利性 距離 距高線站 3 分鐘車程 距坪林站 5 分鐘車程 距坪林站 5 分鐘車程 距高線站步行 5 分鐘 距高線站 3 分鐘車程 距坪林站 1 分鐘車程 南苑生態園區

道路狀況 人車可抵 人車可抵 人車可抵 僅開放人員步行 僅開放人員步行 僅開放人員步行 僅開放人員步行 車輛可達

環境現況 自然生態特色 非主要特色 非主要特色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人文生態特色 主要室內課程場域 節水教育主題據點 有 有 有 有 有 環境教育中心

環境教育硬體設備 
解說牌誌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可再詳細規劃 有

展場設備 有 汙水處理設施 非室內展場 非室內展場 非室內展場 非室內展場 非室內展場 有

資料庫建置 尚無規劃 尚無規劃 尚無規劃 尚無規劃 尚無規劃 尚無規劃 尚無規劃 尚無規劃

展館/解說主題/多媒體呈現及成效 有 有 設有解說牌 尚無規劃 尚無規劃 尚無規劃 尚無規劃 有

設施場所管理及維護機制 設有志工服務台 珍水/環教志工 珍水/環教志工 珍水/環教志工 珍水/環教志工 珍水/環教志工 珍水/環教志工 環境教育志工

專業人力 
環境教育夥伴關係建立 
（學校、社區、專家學者、民間團體、企業等） 

•石門珍水/環教志工 
•有專家、團體諮詢 

•石門珍水/環教志工 
•有專家、團體諮詢 

•石門珍水/環教志工 
•有專家、團體諮詢 

•石門珍水/環教志工 
•有專家、團體諮詢 

•石門珍水/環教志工 
•有專家、團體諮詢 

•石門珍水/環教志工 
•有專家、團體諮詢 

•石門珍水/環教志工 
•有專家、團體諮詢 

•石門珍水/環教志工 
•有專家、團體諮詢 

服務人員專業素養與服務態度 良好，珍水/環教志工 良好，珍水/環教志工 良好，珍水/環教志工 良好，珍水/環教志工 良好，珍水/環教志工 良好，珍水/環教志工 良好，珍水/環教志工 環境教育志工

環境教育專業人力招募機制 已有相關規劃 已有相關規劃 已有相關規劃 已有相關規劃 已有相關規劃 已有相關規劃 已有相關規劃 已有相關規劃

環境教育專業人力培訓機制 已有相關規劃 已有相關規劃 已有相關規劃 已有相關規劃 已有相關規劃 已有相關規劃 已有相關規劃 已有相關規劃

環境教育專業人力考核機制 已有相關規劃 已有相關規劃 已有相關規劃 已有相關規劃 已有相關規劃 已有相關規劃 已有相關規劃 已有相關規劃

課程方案 

環境教育課程方案（分眾、分級、分類進行） 12 套主題課程 12 套主題課程 12 套主題課程 12 套主題課程 12 套主題課程 12 套主題課程 12 套主題課程 12 套主題課程

環境教育資源及資訊整合 
（保育研究成果、出版品、影音多媒體） 

iWater 石門水庫環境
教育系列教材 1~5 

iWater 石門水庫環境
教育系列教材 1~5 

iWater 石門水庫環境
教育系列教材 1~5 

iWater 石門水庫環境
教育系列教材 1~5 

iWater 石門水庫環境
教育系列教材 1~5 

iWater 石門水庫環境
教育系列教材 1~5 

iWater 石門水庫環境
教育系列教材 1~5 

iWater 石門水庫環境
教育系列教材 1~5 

環境教育數位學習平台服務 已設置 已設置 已設置 已設置 已設置 已設置 已設置 已設置

資通訊科技應用（ICT） 尚待規劃 尚待規劃 尚待規劃 尚待規劃 尚待規劃 尚待規劃 尚待規劃 尚待規劃

社群網站應用 尚待規劃 尚待規劃 尚待規劃 尚待規劃 尚待規劃 尚待規劃 尚待規劃 尚待規劃

環境教育數位典藏 已結合數位平台 已結合數位平台 已結合數位平台 已結合數位平台 已結合數位平台 已結合數位平台 已結合數位平台 已結合數位平台

環境教育課程方案成效評量 已擬有評量問卷 已擬有評量問卷 已擬有評量問卷 已擬有評量問卷 已擬有評量問卷 已擬有評量問卷 已擬有評量問卷 已擬有評量問卷

經營管理 

經營管理規劃 

安全維護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環境負荷及承載量 以 40~80 人次為原則 以 40 人次為原則 以 40~80 人次為原則 以 40 人次為原則 以 40 人次為原則 以 40 人次為原則 以 40 人次為原則 以 40 人次為原則

軟硬體規劃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環境教育 已研擬規劃 已研擬規劃 已研擬規劃 已研擬規劃 已研擬規劃 已研擬規劃 已研擬規劃 已研擬規劃

住宿設施條件 尚待規劃 尚待規劃 尚待規劃 尚待規劃 尚待規劃 尚待規劃 尚待規劃 尚待規劃

各項服務預約系統便利度 已結合數位平台 已結合數位平台 已結合數位平台 已結合數位平台 已結合數位平台 已結合數位平台 已結合數位平台 已結合數位平台

遊客滿意度 已擬有參與者問卷 已擬有參與者問卷 已擬有參與者問卷 已擬有參與者問卷 已擬有參與者問卷 已擬有參與者問卷 已擬有參與者問卷 已擬有參與者問卷
本表參考自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2013  石門水庫環境教育參與者分析暨環境教育平台系統整合推廣計畫, (本研究團隊執行,汪靜明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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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1、石門水庫環境教育據點之環境教育資源彙整表(2/2) 

石門水庫環境教育設施場所 
                       據點名稱 
評分項目 南苑生態園區 北苑生態草原 石門電廠 分層取水工 溢洪道 後池堰 殉職人員紀念碑 

設施場所 

交通便利性 距離 距坪林站 1 分鐘車程  距坪林站 5 分鐘車程 距高線站 10 分鐘車程 距高線站 5 分鐘車程 距坪林站 5 分鐘車程 距高線站 3 分鐘車程

道路狀況 人車可抵 駕車可抵 人車可抵 人車可抵 人車可抵 人車可抵 人車可抵

環境現況 自然生態特色 有 有 非主要特色 非主要特色 非主要特色 非主要特色 有 

人文生態特色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環境教育硬體設備 
解說牌誌 有，可再詳細規劃 有，可再詳細規劃 有，可再詳細規劃 有，可再詳細規劃 無 有，可再詳細規劃 有，可再詳細規劃

展場設備 規劃中 非室內展場 非室內展場 非室內展場 非室內展場 非室內展場 非室內展場

資料庫建置 規劃中 尚無規劃 未詳 未詳 尚無規劃 尚無規劃 尚無規劃

展館/解說主題/多媒體呈現及成效 規劃中 尚無規劃 尚無規劃 尚無規劃 尚無規劃 尚無規劃 尚無規劃

設施場所管理及維護機制 珍水/環教志工 珍水/環教志工 水利工程人員 水利工程人員 水利工程人員 水利工程人員 珍水/環教志工

專業人力 
環境教育夥伴關係建立 
（學校、社區、專家學者、民間團體、企業等） 

•石門珍水/環教志工 
•有專家、團體諮詢 

•石門珍水/環教志工 
•有專家、團體諮詢 

•石門珍水/環教志工 
•有專家、團體諮詢 

•石門珍水/環教志工 
•有專家、團體諮詢 

•石門珍水/環教志工 
•有專家、團體諮詢 

•石門珍水/環教志工 
•有專家、團體諮詢 

•石門珍水/環教志工 
•有專家、團體諮詢 

服務人員專業素養與服務態度 良好，珍水/環教志工 良好，珍水/環教志工 良好，珍水/環教志工 良好，珍水/環教志工 尚無規劃 良好，珍水/環教志工 良好，珍水/環教志工

環境教育專業人力招募機制 已有相關規劃 已有相關規劃 已有相關規劃 已有相關規劃 已有相關規劃 已有相關規劃 已有相關規劃

環境教育專業人力培訓機制 已有相關規劃 已有相關規劃 已有相關規劃 已有相關規劃 已有相關規劃 已有相關規劃 已有相關規劃

環境教育專業人力考核機制 已有相關規劃 已有相關規劃 已有相關規劃 已有相關規劃 已有相關規劃 已有相關規劃 已有相關規劃

課程方案 

環境教育課程方案（分眾、分級、分類進行） 12 套主題課程 12 套主題課程 12 套主題課程、水到電成 12 套主題課程、逕渭分明 12 套主題課程 12 套主題課程 12 套主題課程 

環境教育資源及資訊整合 
（保育研究成果、出版品、影音多媒體） 

iWater 石門水庫環境教
育系列教材 1~5 

iWater 石門水庫環境教
育系列教材 1~5 

iWater 石門水庫環境教
育系列教材 1~5 

iWater 石門水庫環境教
育系列教材 1~5 

iWater 石門水庫環境教
育系列教材 1~5 

iWater 石門水庫環境教
育系列教材 1~5 

iWater 石門水庫環境教
育系列教材 1~5 

環境教育數位學習平台服務 已設置 已設置 已設置 已設置 已設置 已設置 已設置

資通訊科技應用（ICT） 尚待規劃 尚待規劃 尚待規劃 尚待規劃 尚待規劃 尚待規劃 尚待規劃

社群網站應用 尚待規劃 尚待規劃 尚待規劃 尚待規劃 尚待規劃 尚待規劃 尚待規劃

環境教育數位典藏 已結合數位平台 已結合數位平台 已結合數位平台 已結合數位平台 已結合數位平台 已結合數位平台 已結合數位平台

環計教育課程方案成效評量 已擬有評量問卷 已擬有評量問卷 已擬有評量問卷 已擬有評量問卷 已擬有評量問卷 已擬有評量問卷 已擬有評量問卷

經營管理 

經營管理規劃 

安全維護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環境負荷及承載量 不限人數 未定 以 40 人次為原則 以 40 人次為原則 以 40 人次為原則 以 40 人次為原則 以 40 人次為原則

軟硬體規劃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環境教育 已研擬規劃 已研擬規劃 已研擬規劃 已研擬規劃 已研擬規劃 已研擬規劃 已研擬規劃

住宿設施條件 尚待規劃 尚待規劃 尚待規劃 尚待規劃 尚待規劃 尚待規劃 尚待規劃

各項服務預約系統便利度 已結合數位平台 已結合數位平台 已結合數位平台 已結合數位平台 已結合數位平台 已結合數位平台 已結合數位平台

遊客滿意度 已擬有參與者問卷 已擬有參與者問卷 已擬有參與者問卷 已擬有參與者問卷 已擬有參與者問卷 已擬有參與者問卷 已擬有參與者問卷
本表參考自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2013  石門水庫環境教育參與者分析暨環境教育平台系統整合推廣計畫, (本研究團隊執行,汪靜明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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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3、環境教育資源彙整圖示 

本圖參考自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2013  石門水庫環境教育參與者分析暨環境教育平台系統

整合推廣計畫, (本研究團隊執行,汪靜明主持) 

 

 

圖 6-1.4、環境教育據點資源彙整示意 

本圖參考自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2013  石門水庫環境教育參與者分析暨環境教育平台系統

整合推廣計畫, (本研究團隊執行,汪靜明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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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規劃設計石門水庫環境教育據點示範課程教案 

本計畫彙整石門水庫環境教育課程相關資源，從 15 個環境教育據

點(參圖 6-2.1)，遴選至少 2 個據點。參考北區水資源局 2012~2013 年

「石門水庫環境教育參與者分析暨環境平台環境教育平台系統整合推

廣」計畫，所發展之 12 大主題單元之教學活動設計，衍伸規劃環境教

育據點示範課程教案(參表 6-2.2~6-2.7)。 

在教案內容規劃上，本計畫參考環保署環境教育課程方案，以及

整合石門水庫歷年相關之教案項目，規劃教案內容共 20 個項目。其中

教案內容之基本項目涵括：課程領域、課程模組、課程名稱、課程設

計、諮詢指導、設計理念、教學目標、師生比例、教學時間、學習對

象、概念連結、教學方式、教學資源、多元評量、地點場所等。 

 

圖 6-2.1、石門水庫環境教育據點 

本圖參考自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2013  石門水庫環境教育參與者分析暨環境教育平台系統

整合推廣計畫(本研究團隊執行,汪靜明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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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環境教育能力指標，現階段參考教育部於 2003 年頒布的九年一

貫課程綱要之重大議題「環境教育」，含括環境覺知與敏感度、環境概

念知識、環境倫理與價值觀、環境行動技能、環境行動經驗等項目；

因應十二年國教之推動，本計畫參考教育部最新公布之課程綱要，進

行教案設計與內容調整。在教學流程上，為落實在環境中學習的理念，

搭配環境教育據點之環境資源特色，以環境教育為主要學習目標，規

劃環境教育資源、路程時間、課程教學與體驗活動(環境教育連結)、課

程綱要與概念連結等。 

有關教學流程的「教案據點與環境教育資源」、「路程時間」項目，

為具體呈現環境教育據點之資源特色而設計。在「課程綱要與概念連

結」項目，經由工作會議，訂定學習對象，參考教育部公布之課程綱

要，將在地資源與課程綱要進行連結，讓學生能夠在環境體驗中，進

行認知層面的系統性概念整合。在「課程教學與體驗活動」項目，主

要是連結據點在地資源與正規教育課綱，所設計之教學流程，教學者

可參考本教案的教學順序，進行教學或自行發展其他教案活動。 

 

圖 6-2.2、石門水庫環境教育課程教案設計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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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設計石門水庫環境教育課程工作，本計畫以「環境資源」、「

環境生態」、「環境變遷」、「環境管理」作為課程領域之核心概念，經

由環境教育課程方案建構模式(參圖 6-2.3)，規劃石門水庫環境教育課

程模組，以期學習者能瞭解石門水庫環境生態與水資源特性，以及水

庫在穩定供水的既定任務下，所提供的環境教育參與學習專業服務。 

 
圖 6-2.3、環境教育課程方案建構模式示意圖 

參考資料：汪靜明，2011，陽明山國家公園環境教育課程方案發展 2011，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 

 

本計畫依據 2014 年 9 月 10 日討論會議，決定以「石門水庫分層

取水工」及「石門電廠」作為課程設計據點，有關會議紀錄如下表 6-2.1

所載，相關課程內容及教學活動實施分析表修訂後，其項目涵括：課

程領域、課程模組、課程名稱、教學大綱、教學目標、環境教育活動

內容、授課方式、學習對象、師生比例、教學時間、地點場所、教學

資源、教學評量、備註(參表 6-2.2、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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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1、石門水庫環境教育課程教案討論會議紀錄 

石門水庫環境教育課程教案討論會議 

一、時間：2014 年 9 月 10 日(星期三)下午 2 時 

二、地點：社團法人中華生態資訊暨環境教育協會 

三、主持人：汪靜明/計畫主持人、中華生態資訊暨環境教育協會理事長 

燕琍婷/計畫協同主持人、中華生態資訊暨環境教育協會秘書長 

四、出席人員： 

徐笑情/北區水資源局保育課 

羅仁傑/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環境教育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朱婉如/環保署認證環境教育專業人員、中華生態資訊暨環境教育協會 

顏心彤/中華生態資訊暨環境教育協會 

盧炘儀/中華生態資訊暨環境教育協會 

五、討論議題： 

石門水庫環境教育課程方案討論 

六、會議結論摘要： 

石門水庫環境教育課程方案，本年度從 15 個環境教育據點中遴選石門

分層取水工、石門電廠 2 個據點進行教案規劃，其內涵概念包括自然

保育、防災應變、生態工程、節能減碳等，對於中小學生的認知發展

而言較為艱深，故「學習對象」以高中以上之學員較適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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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石門水庫環境教育據點示範課程教案 A-「分層取水工」 

1、課程大綱 

表 6-2.2、環境教育課程內容及教學活動實施分析表─涇渭分明~石門水庫分層取水工 

課程領域 □環境資源  □環境生態  □環境變遷  環境管理 

課程模組 永續石門水庫（IV） 

課程名稱 涇渭分明~石門水庫分層取水工 

課程大綱 
透過欣賞石門水庫影片及簡報，認識分層取水工興建緣起、設施

及特色，並經由實地觀察分層取水工，引導學員認識石門水庫供

水系統，進而體會水資源永續經營管理的重要性。 

教學目標 

1、認識石門水庫分層取水工興建緣起 

2、認識石門水庫分層取水工之主要設施及特色 

3、體會分層取水工對穩定石門水庫供水的重要性 

環

境

教

育

活

動

內

容 

授課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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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活動 

學習對象 本課程設計適用於高中以上學生及一般大眾 

師生比例 1:30 

教學時間 120分鐘 

地點場所 石門水庫依山閣學習中心、石門水庫分層取水工 

教學資源 石門水庫環境教育系列教材、會議室投影設備、教學簡報/影片 

教學評量 
□線上評量  □概念構圖  □專題報告  □學習單   □迴響單 

□實作評量  □省思札記  □經驗分享  □摘要心得 □其他   

備註 
北水局考量環境負荷度及水庫水源水質，將對參加環境教育課程

人數進行總量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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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課程架構 

表 6-2.3、課程架構─涇渭分明~石門水庫分層取水工 

課程名稱 
涇渭分明~ 

石門水庫分層取水工 
教學對象 高中以上學生及一般大眾

教學目標 

[認知] 

1、認識分層取水工的興建緣起 

2、認識分層取水工的主要設施及特色 

3、了解石門水庫對台灣北區供水的重要性 

[情意與技能] 

4、透過實地參訪，了解石門水庫為穩定供水而作的努力 

5、體會水資源永續經營管理的重要性 

室內課程 1 小時 師生比例 
1:30 

環境教育講師：學習者 

室內課程流程 

教學內容 教學時間 教學策略 教學資源

講師簡單介紹課程主題後，播放「石門水庫

分層取水工」影片。讓學習者對分層取水工

有初步認識。 

5 分鐘 

︱ 

10 分鐘 

影片觀賞 

投影機 

電腦 

影片檔案

講師根據影片內容，進行分組討論。視教學

情形，選擇以繳回討論單或口頭方式，分享

各組討論內容。 

1、你對影片中印象最深的部分 

2、分層取水工的重要性？ 

3、石門水庫供水穩定，對鄰近居民生活上

帶來哪些幫助？ 

20 分鐘 

︱ 

25 分鐘 

討論 

文具 

討論單 

學習單 

講師進行「石門水庫分層取水工」簡報教學

1、石門水庫分層取水工的興建緣起 

2、石門水庫分層取水工的主要設施 

3、石門水庫分層取水工的特色 

20 分鐘 

︱ 

25 分鐘 

課程 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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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戶外學習課程 

表 6-2.4、戶外學習課程─石門水庫分層取水工 

石門水庫分層取水工 

師生比例 2:30/環境教育講師：學習者 教學時間 1 小時 

據點特色 自然環境 人文環境 □生態系統 □棲地類型 □生物多樣性 

特色說明 分層取水工位於石門水庫左壩座，除可於颱風豪雨洪水致水庫

原水渾濁時，直接引取水庫較上層水源（標高 EL.220m 以上）

以作為民生及工業用水緊急使用外，亦可提供作為農業用水供

應使用，以提升供應桃園地區各類用水之穩定性。 

戶外課程流程 

環境教育資源 教學內容 教學時

間 

教學策略

 

講師先說明分層取水

工與石門水庫的相對

位置，使學員對水庫構

造產生基本概念。 

10 分鐘  

 

講師導覽分層取水工

之設施，以及其對供水

系統的助益。 

30 分鐘  

透過講師設計之活

動，讓學員現場觀察分

層取水工，並分享有哪

些發現。 

2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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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學習單 

 

 請記錄影片的重點，並和小組成員討論 

1、你對影片中印象最深的部分？ 

2、分層取水工的重要性？ 

 

 請和小組成員一同畫下分層取水工設施示意圖 

 

 

 

 

 

 

 

 

 

 

 

 

 請寫下想對石門水庫說的一句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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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石門水庫環境教育據點示範課程教案 B-「石門電廠」 

1、課程大綱 

表 6-2.5、環境教育課程內容及教學活動實施分析表─水到電成~石門電廠 

課程領域 □環境資源  □環境生態  □環境變遷  環境管理 

課程模組 永續石門水庫（IV） 

課程名稱 水到電成~石門電廠 

課程大綱 
經由欣賞石門電廠影片，初步瞭解石門電廠特色、運作方式，及

其對生態環境的影響，並透過至石門電廠體驗與觀察，引導學員

了解水資源及水利發電的關聯及重要性。 

教學目標 

1、認識石門電廠之運作方式、供電地區及發電量 

2、認識石門電廠之發電原理及特色 

3、了解石門電廠與生態環境之間的關聯性及重要性 

環

境

教

育

活

動

內

容 

授課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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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活動 

學習對象 本課程設計適用於高中以上學生及一般大眾 

師生比例 1:30 

教學時間 120分鐘 

地點場所 石門水庫依山閣學習中心、石門電廠 

教學資源 石門水庫環境教育系列教材、會議室投影設備、教學簡報/影片 

教學評量 
□線上評量  □概念構圖  □專題報告  □學習單   □迴響單 

□實作評量  □省思札記  □經驗分享  □摘要心得 □其他  

備註 
北水局考量環境負荷度及水庫水源水質，將對參加環境教育課程

人數進行總量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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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課程架構 

表 6-2.6、課程架構─水到電成~石門電廠 

課程名稱 水到電成~石門電廠 教學對象 高中以上學生及一般大眾

教學目標 

[認知] 

1、認識石門電廠的運作方式 

2、認識石門電廠的供電地區及發電量 

3、了解石門電廠的發電原理及特色 

[情意與技能] 

4、透過實地參訪，了解石門電廠與生態環境之間的關聯性 

5、體會水資源及水利發電的重要性 

室內課程 1 小時 師生比例 
1:30 

環境教育講師：學習者 

室內課程流程 

教學內容 教學時間 教學策略 教學資源

講師簡單介紹課程主題後，播放「石門電廠」

影片。讓學習者對石門電廠有初步認識。 

5 分鐘 

︱ 

10 分鐘 

影片觀賞 

投影機 

電腦 

影片檔案

講師進行「石門電廠」簡報教學 

1、石門電廠的運作方式 

2、石門電廠的供電地區及發電量 

3、石門電廠的發電原理及特色 

20 分鐘 

︱ 

25 分鐘 

課程 簡報 

講師根據影片及簡報內容，進行分組討論。

視教學情形，選擇以繳回討論單或口頭方

式，分享各組討論內容。 

1、你對石門電廠印象最深的部分? 

2、石門電廠的重要性？ 

3、石門電廠與生態環境之間的關聯性？ 

20 分鐘 

︱ 

25 分鐘 

討論 

文具 

討論單 

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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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戶外學習課程 

表 6-2.7、戶外學習課程─石門電廠 

石門電廠 

師生比例 2:30/環境教育講師：學習者 教學時間 1 小時 

據點特色 自然環境 人文環境 □生態系統 □棲地類型 □生物多樣性 

特色說明 石門電廠位於發電廠內裝置發電機 2 組，每組容量 4 萬 5 千瓦。

電廠裝置發電機兩組，均委託台灣電力公司營運。電廠的發電用

水量原則上按灌溉與公共給水用水而定，如水庫水位超過上限時 

增加發電量，低於嚴重下限時，依照灌溉及公共給水用水量發電。

戶外課程流程 

環境教育資源 教學內容 教學時間 教學策略 

 

講師導覽石門電廠電力

輸送裝備及電力輸送情

形。 

10 分鐘  

 

講師導覽配電控制室，使

學員對電廠構造產生基

本概念。 

15 分鐘  

 

講師導覽石門電廠發電

機，並說明發電原理。 
20 分鐘  

 

透過講師設計之活動，讓

學員分享在石門電廠有

哪些發現。 

15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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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學習單 

 

 下圖是石門水庫的部分空照圖，請試著找出石門電廠的位置 
 

 
 

 請說明石門電廠是如何發電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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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小結 

本工作項目彙整分析石門電廠、分層取水工、溢洪道、後池堰、

殉職人員紀念碑、環境教育館之環境教育資源。環境教育資源彙整表

主要分為「據點資源」、「專業人力」及「課程方案」三大部分，以彙

整石門水庫環境教育設施場所提供之環境教育服務，並可作為管理單

位快速瞭解各環境教育據點相關資源之用，及後續發展之基礎參考。 

本工作項目亦從 15 個環境教育據點遴選分層取水工、石門電廠 2

個據點，規劃環境教育據點示範課程教案。本計畫延伸「石門水庫環

境教育參與者分析暨環境教育平台系統整合推廣」計畫成果，延伸發

展 14 大主題單元之教學活動設計。 

表 6-3.1、石門水庫環境教育課程領域與模組及其教案對應表 

課程

領域 
課程模組 14 大主題單元課程名稱 

課程設計 

2012 2013 2014

環境

資源 

探索石門水庫 

（模組 I） 

單元 1、藍色星球．水水臺灣 ◎  

單元 2、石門水庫的故事(特色課程)  ◎ 

單元 3、雲端石門(特色課程)  ◎ 

環境

生態 

了解石門水庫 

（模組 II） 

單元 4、守望石門 ◎  

單元 5、認識水庫集水區的生物多樣性 ◎  

單元 6、愛護集水區水資源－戲劇  ◎ 

環境 

變遷 

保育石門水庫 

（模組 III） 

單元 7、石門水庫保育工程整治成效(特色課程)  ◎ 

單元 8、集水區保育(特色課程) ◎ ◎ 

單元 9、誰讓水庫生病了?  ◎ 

環境

管理 

永續石門水庫 

（模組 IV） 

單元 10、石門水庫的美麗與哀愁 ◎  

單元 11、節水小尖兵 ◎ ◎ 

單元 12、一杯清水 250 億(特色課程) ◎ ◎ 

單元 13、涇渭分明~石門分層取水工(特色課程)   ◎

單元 14、水到電成~石門電廠(特色課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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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柒章 編製石門水庫營運五十週年特刊 

一、石門水庫營運五十週年特刊編製目的 

本特刊為石門水庫環境教育系列教材 5，內容彙整的人文與自然主

題是北區水資源局相關課室及專家學者經過多次會議討論與建議。特

刊是依例概述石門水庫「緣起沿革」、「生態環境」、「經營管理」，而特

色彰顯在既有基礎上，這 10 年挑戰的保育治理及創新的環境教育等大

事(參圖 7-1.1)。在特刊編篆期間，特別邀集水利耆老話說石門水庫，

以及環境公民參與論壇的與談記錄，也是本刊值得特別摘錄的。這些

都可以作為環境學習社群為石門水庫、在石門水庫、教學有關石門水

庫的參考環境教育教材。 
 

 

圖 7-1.1、《石門水庫營運五十週年特刊》初步構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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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石門水庫營運五十週年特刊編製期程 

1、編製期程甘特圖 

本特刊編纂流程為工作會議、圖文編撰、美編設計、編籑編審、

特刊出版，其工作期程如下表: 

表 7-2.1《石門水庫營運五十週年特刊》工作期程 

工作項目 工作期程 工作細項 

工作會議 

2014.01.22 第 1 次工作會議 

2014.04.02 第 2 次工作會議 

2014.05.14 第 3 次工作會議 

圖文編撰 

2014.02.20、2014.02.28 第 1 批文稿彙集 

2014.03.24、2014.03.31 第 2 批文稿彙集 

2014.04.01、2014.04.02 第 3 批文稿彙集 

2014.04.10~2014.04.30 第 4 批文稿彙集 

2014.05.30 第 5 批文稿編序完成 

美編設計 

2014.02～05 版面設計 

2014.03 第 1 批圖文編排 

2014.04 第 2 批圖文編排 

圖文校對 

2014.05.07 第 1 次校對 

2014.05.30 第 2 次校對 

2014.06.03 第 3 次校對 

2014.06.03 第 4 次校對 

2014.06.05 第 5 次校對 

編纂編審 
2014.04 第 1 次編審 

2014.05.21 第 2 次編審 

特刊出版 

2014.05.21 ISBN 申請、付梓、完稿 

2014.06.10 印刷 

2014.06.14 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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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2.1、《石門水庫營運五十週年特刊》編輯期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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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歷次編輯暨工作會議 

有關第一次工作會議紀錄，如后表 7-2.2 所載: 

表 7-2.2、《石門水庫營運五十週年特刊》第一次作會議紀錄(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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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2.2、《石門水庫營運五十週年特刊》第一次作會議紀錄(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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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2.2、《石門水庫營運五十週年特刊》第一次作會議紀錄(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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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2.2、《石門水庫營運五十週年特刊》第一次作會議紀錄(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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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2.2、《石門水庫營運五十週年特刊》第一次作會議紀錄(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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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2.2、《石門水庫營運五十週年特刊》第一次作會議紀錄(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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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2.2、《石門水庫營運五十週年特刊》第一次作會議紀錄(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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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2.2、《石門水庫營運五十週年特刊》第一次作會議紀錄(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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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2.2、《石門水庫營運五十週年特刊》第一次作會議簡報(1/2) 

 

 

圖 7-2.2、《石門水庫營運五十週年特刊》第一次作會議簡報(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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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第二次工作會議紀錄，如后圖 7-2.3 所載: 

表 7-2.3、《石門水庫營運五十週年特刊》第二次作會議紀錄(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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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2.3、《石門水庫營運五十週年特刊》第二次作會議紀錄(2/2) 

 



第柒章 編製石門水庫營運五十週年特刊 

179 

 

圖 7-2.3、《石門水庫營運五十週年特刊》第二次作會議簡報(1/2) 

 

 

圖 7-2.3、《石門水庫營運五十週年特刊》第二次作會議簡報(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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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第三次工作會議紀錄，如后圖 7-2.4 所載: 

表 7-2.4、《石門水庫營運五十週年特刊》第三次作會議紀錄(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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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2.4、《石門水庫營運五十週年特刊》第三次作會議紀錄(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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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2.4、《石門水庫營運五十週年特刊》第三次作會議簡報(1/2) 

 

 

圖 7-2.4、《石門水庫營運五十週年特刊》第三次作會議簡報(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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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石門水庫營運五十週年特刊編纂架構 

表 7-3.1、《石門水庫營運五十週年特刊》編纂架構 

主題 內容 備註 

特刊主軸 繼往開來永續典範  

序文 

序言 

經濟部部長 張家祝 

經濟部水利署署長 楊偉甫 

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局長 劉駿明 

編序 

臺灣師範大學環境教育研究所教授 汪靜明 

 

壹 緣起沿革 

石門水庫興建緣起 

石門水庫規劃設計與施工 

石門水庫管理組織沿革 

石門水庫編年大事紀 

時空之間話說石門水庫 

 

貳 生態環境 

石門水庫環境生態 

石門水庫土木文化資產 

石門水庫中樞場所文化資產 

石門水庫觀光遊憩 

 

參 經營管理 

石門水庫蓄水範圍水域之管理 

石門水庫經管土地管理創新作為 

石門水庫水源運用及成效 

石門水庫防洪防淤穩定供水操作運轉 

石門水庫大壩安全檢查與監測 

石門水庫整治計畫績效 

 

肆 保育治理 

保育治理石門水庫集水區保育治理 

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水源水質監測 

石門水庫生態保育措施 

 

伍 環境教育 
石門水庫環境教育創新發展 

石門水庫環境教育紀行 

 

陸 展望永續   

版權頁 編輯群、ISBN、GP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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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石門水庫營運五十週年特刊編纂小組 

有關《石門水庫營運五十週年特刊》之編纂小組，邀請經濟部水

利楊偉甫署長擔任監製、北區水資源局劉駿明局長擔任發行人、總編

輯則邀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環境教育研究所汪靜明教授(本計畫主持

人)、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劉駿明局長以及簡昭群副局長擔

任。另邀請有多名專家學者分別擔綱諮詢顧問、編纂小組、編輯委員、

美術設計、攝影及資料提供等角色，共同完成本特刊之編製。. 
 

 

圖 7-4.1、《石門水庫營運五十週年特刊》編輯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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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石門水庫營運五十週年特刊封面及內頁示例 

1、《石門水庫營運五十週年特刊》封面、封底： 

 

圖 7-4.2、《石門水庫營運五十週年特刊》封面封底 

 

2、《石門水庫營運五十週年特刊》目次 

 

圖 7-4.3、《石門水庫營運五十週年特刊》目次頁(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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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4.3、《石門水庫營運五十週年特刊》目次頁(2/2) 

 

3、《石門水庫營運五十週年特刊》內頁示例： 

 
圖 7-4.4、《石門水庫營運五十週年特刊》張家祝部長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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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4.5、《石門水庫營運五十週年特刊》楊偉甫署長序文 

 

 

圖 7-4.6、《石門水庫營運五十週年特刊》劉駿明局長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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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4.7、《石門水庫營運五十週年特刊》汪靜明教授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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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緣起沿革 

石門水庫緣起沿革主要涵括，分別為石門水庫興建緣起、石門水

庫規劃設計與施工、石門水庫管理組織沿革、石門水庫編年大事紀與

時空之間話說石門水庫。從石門水庫興建緣起與規劃說起，及石門歷

年的重要事件，到石門耆老與公民語錄，一一呈現。 
 

 

圖 7-4.8、《石門水庫營運五十週年特刊》緣起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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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生態環境 

石門水庫生態環境主要涵括：石門水庫環境生態、石門水庫土木

文化資產、石門水庫中樞場所文化資產、石門水庫觀光遊憩。石門水

庫周邊地區遊憩資源豐富，庫區除雄偉壯麗的水利設施外，境內林相

保存完整、生態資源豐富，形成生態知性、水陸景觀兼具的特殊風貌。

周邊的文化資產亦是石門水庫的重要特色，除具灌溉、發電、防洪、

公共給水、觀光及教育功能也是水庫的目標，後池兩岸、環湖路至阿

姆坪生態公園沿線山青水綠的天然美景，令人流連忘返，已成為北臺

灣的重要觀光遊憩據點。 
 

 

圖 7-4.9、《石門水庫營運五十週年特刊》生態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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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經營管理 

石門水庫經營管理主要涵括：經營管理石門水庫蓄水範圍水域之

管理、石門水庫經管土地管理創新作為、石門水庫水源運用及成效、

石門水庫防洪防淤穩定供水操作運轉、石門水庫大壩安全檢查與監

測、石門水庫整治計畫績效。隨著時代演變，石門水庫除扮演既有角

色外，歷經無情風雨考驗已留下歲月痕跡。國內近年倡導糧食安全，

活化休耕地之執行，農民仍以傳統水稻耕作為主，造成復耕面積增

加，進而影響水源調度空間；而在公共給水方面，桃園即將成為第六

都，地區人口的成長、工商業迅速發展及產業結構變動，連帶牽動用

水量的供需失調，加以氣象天候的變異，使水資源不敷使用窘況益發

突顯，如何在有限的水資源條件下將石門水庫作有效經營管理、調配

運用，以達成水庫永續利用之目的。 
 

 

圖 7-4.10、《石門水庫營運五十週年特刊》經營管理



石門水庫環境生態資源暨 

環境教育基地整合發展推廣計畫(1/2) 

192 

肆、保育治理 

石門水庫保育治理主要涵括：石門水庫集水區保育治理、石門水

庫及其集水區水源水質監測、石門水庫生態保育措施。自石門水庫營

運以來，其集水區治理著重於水土保持工程，以工程手段為優先，強

調災害緊急處理，然 2004 年艾利颱風重創石門水庫集水區後，其集

水區保育治理工作除以傳統工程方法外，同時引入集水區管理層面之

思維，以土地使用管理與防災監測之非工程手段為主，山坡地治理工

程為輔，以順應自然、尊重自然為出發點，主要以災害治理、水土保

持監測與管理、山坡地環境資源保育及生態環境保育為策略，兼顧治理

與管理，加強生態保育與環境景觀維護等理念，達成防災、避災、減災、

保土蓄水、土地合理利用及水土資源永續利用之目標。 
 

 

圖 7-4.11、《石門水庫營運五十週年特刊》保育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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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環境教育 

石門水庫環境教育主要涵括：環境教育石門水庫環境教育創新發

展、石門水庫環境教育紀行。石門水庫為北臺灣的重要水資源集水

區，是灌溉、發電、給水、防洪、觀光的關鍵水利設施。石門水庫於

1964 年興建完成後，歷經 50 年營運，在 2006 年「石門水庫及集水

區整治特別條例」實施之際，推動生態資訊及環境教育整合計畫後，

蛻變發展為北臺灣的重要水資源環境教育基地。期間在 2011 年《環

境教育法》實施後，通過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教育設施場所」的

認證，並於 2012 年 11 月 29 日揭牌啟用，這是推動 iWater 愛水環境

教育的創新發展，以及環境公民與環境學習社群培養的願景與期許。 
 

 

圖 7-4.12、《石門水庫營運五十週年特刊》環境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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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永續展望 

氣候變遷造成之異常情境頻繁，乾旱、颱風洪水事件之常態化，

我們需要更新的思維及策略來強化水資源經營管理，以面對氣候變遷

之挑戰。石門水庫在環境保護、經濟發展與社會正義的原則下，除強

化水資源之營運管理及預擬因應對策外，未來仍積極推動水資源備援

系統、新增水資源、繞庫排淤工程、多元化水資源開發、區域水資源

調配，以強化因應及調適能力。 
 

 

圖 7-4.13、《石門水庫營運五十週年特刊》永續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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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捌章 更新維護石門水庫環境教育平台 

依據 2009-2010 年北區水資源局推動之「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生態

資訊整合及數位環境教育平台建置計畫」中，北區水資源局現已建置

有「石門水庫環境教育平台」系統該網站整合《石門水庫環境教育系

列教材 1-石門水庫注釋》，網站內容豐富多元，深受各界肯定；又於

2011~2012 年辦理之「石門水庫環境教育參與者分析暨環境教育平台系

統整合推廣」計畫中，因應通過環境教育設施場所後之需求，建置「石

門水庫環境教育課程預約系統」，提升環境教育服務品質與效益。 

有鑑於石門水庫業於 2012 年 10 月 3 日正式通過認證，成為環境

教育設施場所，有關「石門水庫環境教育平台」網頁架構及內涵，實

有再次整合近年環境教育發展成果與相關資料，更新網站架構與內涵

資源，俾便有效提升環境教育服務品質與資訊公開效益。 

為因應石門水庫環境教育平台實際使用現況與需求，期調整平台

架構，促進使用效率與使用便利性之提升，並進行平台中既有資訊、

文稿之校對更新，提升石門水庫環境教育平台資訊正確程度。 

「石門水庫環境教育平台」應要能有效彙整石門水庫環境教育設

施場所辦理之環境教育成果紀錄，並進行平台資料擴充。 

自 2010 年「石門水庫環境教育平台」建置完成，實提供諸多環境

教育參與者與志工夥伴取得石門水庫環境教育之相關資訊，惟依據

2012 年透過「石門水庫環境教育參與者分析暨環境教育平台系統整合

推廣」計畫進行平台介面使用調查，獲得諸多有效建議，期透過使用

頁面之調整並擴充部分必要欄目架構，提升平台使用效率與便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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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更新石門水庫環境教育平台 

本項目之階段性成果主要針對平台架構進行更新，更新項目涵

括：新增平台首頁「環境教育」連結標籤、「最新消息」欄位左移、新

增「活動集錦(呈現石門水庫環境教育活動影像紀錄)」，並將平台首頁

右側連接標籤新增「石門五十水漾年華」網頁連結。 

在細部架構部分，主要針對「環境教育」之類目進行擴充，新增

項目涵括：「環境教育據點簡介」、「環境教育活動集錦」、「環境教育課

程預約」、「環境教育課程方案」、「環境教育學習單」、「環境教育行動

方案」以及「環境教育志工招募」等資訊。 

石門水庫環境教育平台已於本年度 4 月完成第一階段架構更新，

配合環境教育階段性發展成果，更新頁面如后所示。 
 

 

圖 8-1.1、石門水庫環境教育平台(原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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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1.2、石門水庫環境教育平台-首頁 

資料來源: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石門水庫環境教育平台網站」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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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1.1、石門水庫環境教育平台內容更新紀錄(1/2) 

 更新區塊 更新內容 畫面縮圖 

1 

教育＞ 

環境教育集錦 

 

台灣中國石油公司探

採事業部 2014 年度環

境教育學習活動 

(活動日期：2014/08/05)

2 
教育＞ 

環境教育集錦 

水利署水利規劃試驗

所 2014 年度環境教育

學習活動 

(活動日期：2014/08/08)

3 
教育＞ 

環境教育集錦 

台灣中國石油公司探

採事業部 2014 年度環

境教育學習活動 

(活動日期：2014/08/12)

4 
教育＞ 

環境教育集錦 

台灣中國石油公司探

採事業部 2014 年度環

境教育學習活動 

(活動日期：2014/0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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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1.1、石門水庫環境教育平台內容更新紀錄(2/2) 

 更新區塊 更新內容 畫面縮圖 

5 
教育＞ 

環境教育集錦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

境保護人員訓練所

2014 年度環境保護教

師培訓營 

(活動日期：2014/08/20)

6 
教育＞ 

環境教育集錦 

台灣中國石油公司探

採事業部 2014 年度環

境教育學習活動 

(活動日期：2014/08/26)

7 
教育＞ 

環境教育集錦 

2014 年度全國環境執

法業務檢討會環境教

育戶外學習活動 

(活動日期：2014/08/27)

8 
教育＞ 

環境教育集錦 

台灣中國石油公司探

採事業部 2014 年度環

境教育學習活動 

(活動日期：2014/0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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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維護石門水庫環境教育平台 

(一) 維護紀錄 

本年度在石門水庫環境教育平台的維護上，配合石門水庫營運 50

週年慶系列活動之最新消息公告、環境教育線上申請公告、網頁平台

連結更新設定等，計有 7 次紀錄，如下表所示。 

表 8-2.1、石門水庫環境教育平台維護紀錄 

 維護日期 維護項目 維護內容 

1 2014/02/16 最新消息 
新增「石門水庫營運 50 週年環境教育系列活動，

熱烈開跑囉!!」訊息公告 

2 2014/02/17 最新消息 

新增「石門 50 環境教育系列活動 1~6」 

 [石門 50 環境教育系列活動 1]~從雲端看石門 

 [石門 50 環境教育系列活動 2]~~水水寶貝魚兒游回家 

 [石門 50 環境教育系列活動 3]~~我們喝的水~水域體驗 

 [石門 50 環境教育系列活動 4]~~推動民眾參與經驗分享 
~公民參與．圓桌論壇 

 [石門 50環境教育系列活動 5]~氣候變遷與台灣的水文挑

戰~專題演講 

 [石門 50環境教育系列活動 6]~從國土規劃談水資源管理

3 2014/04/24 連結標籤 
於首頁設定新增「石門 50 水漾年華」網頁連結 
(http://50shimen.nim.com.tw/) 

4 2014/06/23 

環境教育 

線上預約 

系統公告 

暫停環境教育線上預約功能 

發佈公告: [公告]石門水庫環境教育團體報名，至

本年度 10 月底前名額已滿! 

5 2014/09/12 

環境教育

活動集錦 

擴充 

新增 2014 年 1 月 17 日~2014 年 6 月 14 日石門水

庫環境教育研習活動照片集錦，共計 7 梯次 

6 2014/10/28 

環境教育 

線上預約

系統公告 

更新公告: [公告]石門水庫環境教育團體報名，至

本年度 12 月底前名額已滿! 

7 2014/11/07 

環境教育

活動集錦 

擴充 

新增 2014 年 8 月 05 日~2014 年 9 月 2 日石門水庫

環境教育研習活動照片集錦，共計 8 梯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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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後續建議 

在石門水庫環境教育平台之架構，現階段為 2009 年建置之初，依

據當時編製之《石門水庫環境教育注釋》篇章，以「探索」、「了解」、

「保育」、「教育」「迴響」等欄目架設而成。而本年度計畫為整合自 2011

年石門水庫通過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後之發展內涵，並規劃環境教

育學習線上預約系統，增設「學習」欄目，以幫助石門水庫環境教育

參與者透過網路平台獲取相關資訊。有鑑於此，本年度在維護更新部

分，已於網頁中增列新架構(參表 8-2.2)，如:「環境教育據點簡介」、「環

境教育活動集錦」、「環境教育課程預約」、「環境教育課程方案」、「環

境教育學習單」、「環境教育行動方案」與「環境教育志工招募」等項

目，俾利在石門水庫環境教育平台上，強化石門水庫環境教育設施場

所內涵與環境教育發展推廣之成果。亦可提升資訊公開之效果。 

表 8-2.2、石門水庫環境教育平台架構更新歷程 

 年度/計畫名稱 架構更新 首頁畫面 

1 

2009 年/ 
石門水庫及其
集水區生態資
訊整合及數位
環境教育平台
建置計畫 

水庫註釋(探索) 
探索實境(了解) 

人才資料庫 
愛水社群(教育) 

保育計畫成果(保育) 
探索心境(迴響) 

 

2 

2012 年/ 
石門水庫環境
教育參與者暨
環境教育平台
系統整合計畫 

水庫註釋 
石門風情(了解) 
探索實境(探索) 
守望交會(教育) 
整治計畫(保育) 
探索心境(迴響) 

 

3 

2014/ 
石門水庫環境
生態資源暨環
境教育基地整
合發展推廣計畫 

(本計畫) 

水庫註釋(學習) 
石門風情(了解) 
探索實境(探索) 
守望交會(迴響) 
整治計畫(保育) 
環境教育(教育) 
探索心境(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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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小結 

有關後續石門水庫環境教育平台之整體更新維護上，配合北區水

資源局歷年政策軌跡，如石門水庫整治過程、政府資訊公開、民眾參

與工程生態檢核的公共工程永續發展與創新作為等關鍵資訊，與近年

石門水庫發展環境教育之階段性成果，本計畫建議整合《石門水庫營

運 50 週年特刊》之內容架構，以「緣起沿革」、「生態環境」、「經營管

理」、「保育治理」、「環境教育」與「展望永續」等架構重新整理歸納

現有網站之內容，俾利有效呈現石門水庫推動環境教育之背景、現況

與未來展望(參表 8-3.1)。 

表 8-3.1、石門水庫環境教育平台架構內涵更新建議方案 

現有架構 建議更新架構 

水庫註釋 (學習) 

石門風情 (了解) 

探索實境 (探索) 

守望交會 (迴響) 

整治計畫 (保育) 

環境教育 (教育) 

探索心境 (探索) 

緣起沿革 

石門水庫興建緣起 
石門水庫規劃設計與施工 
石門水庫管理組織沿革 
石門水庫編年大事紀 
時空之間話說石門水庫 

生態環境 

石門水庫環境生態 
石門水庫土木文化資產 
石門水庫中樞場所文化資產 
石門水庫觀光遊憩 

經營管理 

石門水庫蓄水範圍水域之管理 
石門水庫經管土地管理創新作為 
石門水庫水源運用及成效 
石門水庫防洪防淤穩定供水操作運轉
石門水庫大壩安全檢查與監測 
石門水庫整治計畫績效 

保育治理 
石門水庫集水區保育治理 
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水源水質監測 
石門水庫生態保育措施 

環境教育 
石門水庫環境教育創新發展 
石門水庫環境教育紀行 

展望永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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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玖章 規劃辦理北水局員工環境教育研習及志工 
培訓課程 

一、北區水資源局 2014 年環境教育研習活動 

在石門水庫環境教育研習及志工培訓課程辦理上，其執行內涵應

包括配合石門水庫整治計畫推動政策、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並綜合考量計畫推動時程、活動功能角色、計畫預定目標等進行教育

宣導的整體規劃，針對活動日期、地點、活動內容、講師進行規劃。

同時，應就環境教育參與者與資源（如人力、經費、場所）等概況綜

合評析，擬定可行的環境教育落實推廣方案。 

為持續深耕厚植石門水庫環境教育發展，本計畫透過系統性的環

境教育課程安排，提升其認知、情意、技能等環境教育內涵。在本工

作項目中，根據石門水庫關鍵環境議題（如石門水庫生態保育教育、

水環境教育、防災教育等面向），結合在地政府、在地學校及民間團體

等參與者夥伴，搭配運用愛水教育教材及石門水庫環境教育單元活動

設計，進行環境教育研習及志工培訓課程。 

 

圖 9-1.1、北水局環境教育研習及志工培訓課程名詞釋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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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環境教育法》，本計畫已協助北區水資源局辦理 2014 年員

工環境教育研習活動，並依該法第 19 條規定，達成每場次 4 小時之課

程內容規劃；另為提供石門水庫環境教育設施場所專業服務，針對環

境教育志工進行增能培訓，規劃辦理 2 梯次研習課程。 

藉由北區水資源局員工參與石門水庫環境教育研習，增進其對於

《環境教育法》中有關環境教育課程方案及環境教育教材教法之研究

發展、規劃與實務之瞭解，並透過環境教育據點之課程、演講、討論、

體驗、影片觀賞並透過參與其他環境教育場域參訪交流等活動，增進

北區水資源局員工今後參與環境教育推廣之基本環境素養。 

志工培訓之規劃與推動，建議應根據訓練目標、活動對象、活動

時地，進行相關資料集彙編提供以及專業講師之教授指引，俾便參與

培訓之志工持續增能，並使石門水庫環境教育志工經由研習後，得以

做為石門水庫生態教育種子教師，持續推廣散布石門水庫環境教育之

理念內涵。 

在員工教育課程研習部分，經由 2013 年辦理之環境教育迴響調查

結果顯示，石門水庫環境教育參與者對於環境教育課程類型之期待，

主要以「體驗」、「戶外學習」、「參訪」、「影片欣賞」等方式為主，故

本年度於 1 月份及辦理「看見台灣」影片欣賞活動，進行環境教育研

習，此外，本年度另結合石門水庫營運 50 週年辦理之環境教育系列活

動，邀請中央研究院汪中和研究員及台大土木系李鴻源教授擔任專題

講座講師，分別以《氣候變遷與台灣的水文挑戰》、《氣候變遷的因應

與調適》為題，辦理環境教育研習課程。 

依據《環境教育法》第 19 條規定辦理，本年度計畫協助北區水資

源局，辦理 3 場次之 2014 年員工環境教育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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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規劃研擬「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2014 年環境教育研

習活動計畫」，環境教育課程分為三梯次舉行，透過不同類型之課程規

劃，讓北水局人員自由選擇適合參與之場次。 

在環境教育課程主題中，將以水資源管理、棲地生態保育及永續

環境教育等主題，促進北水局員工對環境教育行動之認識與了解，以

期落實水資源管理與永續環境教育之願景。 

藉由北區水資源局員工參與石門水庫環境教育研習，增進其對於

《環境教育法》中有關環境教育課程方案及環境教育教材教法之研究

發展、規劃與實務之瞭解，並透過環境教育據點之課程、演講、討論、

體驗、影片觀賞並透過參與其他環境教育場域參訪交流等活動，增進

北區水資源局員工今後參與環境教育推廣之基本環境素養。 

本計畫已於本階段完成三梯次北區水資源局 2014 年環境教育研

習，說明如下: 

2014 年 1 月 28 日辦理《看見台灣》環境教育影片欣賞，透過欣賞

紀錄片《看見台灣》，藉由高空視野，讓北水局員工重新認識台灣、重

新認識石門水庫，引發不同之環境教育認知與感官體驗，進而響應愛

水、節水、親水、治水與利水之共鳴，協助提升員工環境教育素養。 

2014 年 5 月 16 日辦理《氣候變遷與台灣的水文挑戰》專題演講，

邀請中央研究院地球科學研究所汪中和研究員主講，從氣候變遷的觀

點探討台灣水文及其所受之影響，使學員進一步瞭解全球氣候變遷的

現況，並從體會環境變遷可能造成的影響，以提升其對環境保育的重

視，達到環境教育學習目的。 

2014 年 6 月 5 日辦理《氣候變遷的因應與調適》專題演講，邀請

台大土木工程學系李鴻源教授(前內政部部長)，以氣候變遷的因應與調

適為主題，講述在國人面臨氣候變遷的挑戰下，應如何做到因應與調

適、如何與環境共處等重要概念，提升參與者對於環境保護的重視，

進一步達到環境教育學習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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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2014 年環境教育研習活動計畫 

一、依據 

我國《環境教育法》第 19 條、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石門

水庫環境生態資源暨環境教育基地整合發展推廣計畫(1/2)」辦理。 

二、目的 

為提昇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同仁瞭解與環境之倫理關係，增

進同仁保護環境之知識、技能、態度及價值觀，促進同仁重視環境，

採取行動，以達永續發展。本計畫活動依據《環境教育法》第 19 條規

定政府機關員工年須參加 4 小時以上環境教育。全程參與者可就此申

請環境教育課程研習時數。本研習活動運用學習單設計與回饋，俾便

整合北水局員工環境教育研習成果。 

三、辦理單位 

(一) 主辦單位：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二) 執行單位：社團法人中華生態資訊暨環境教育協會 

四、活動時間：2014 年 1 月~6 月，預計辦理三梯次。 

五、活動地點：詳參附件與附表。 

六、研習對象：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員工。 

七、報名日期：依各梯次報名期程辦理。 

八、報名辦法： 

(一) 請將報名表(附件)電郵：ecowindow168@gmail.com 或傳真

02-29357278 至中華生態資訊暨環境教育協會。 

(二) 聯絡人：北區水資源局保育課 徐笑情，電話：03-4712-001#611 

中華生態資訊暨環境教育協會秘書長燕琍婷 

電話：02-29316868 

中華生態資訊暨環境教育協會執行秘書顏心彤 

電話：02-29316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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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2014 年環境教育研習規劃表 

梯次 日期 場域 人數 集合時間 集合地點 交通 備註 

1 
1月28日 
（週二） 

星橋國際影城 
(桃園縣中壢市中園路二段 
509號5樓) 

150 13:30 星橋國際影城 
專車前往 

自行前往 
已辦理 

2 
5月16日 

（週五） 

石門水庫依山閣 

(環教設施場所) 
150 10:00 北區水資源局 自行前往 已辦理 

3 
6月5日 

（週四） 

石門水庫依山閣 

(環教設施場所) 
150 10:00 北區水資源局 自行前往 已辦理 

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2014 環境教育研習活動報名表 (個人) 

姓  名  參與梯次  

職  稱  課   室  

生  日 ____年____月___日 身份證字號 ____________________ 

連絡方式 
電話：__________________ 手機：____________________ 

Email：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2014 環境教育研習活動報名表 (團體) 

課室: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參與梯次: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人: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人電話 _________________ 

 姓名 身份證字號 出生年月日 備註 

1     

2     

3     

4     

5     

6     

7     

8     
註: 1、本報名表個人資訊(身分證字號、出生年月日等)部分，除提供活動辦理之行政程序(如保險作業)，並不做其他使用。 

2、第一梯次報名時間至 2014 年 1 月 21 日下午 17:00 止，歡迎利用團體報名。 
3、本表不足請自行加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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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區水資源局 2014 環境教育研習活動 
《看見台灣》環境教育影片欣賞 

 

活動日期：2014 年 1 月 28 日（週二）13：30～17：30 (第一梯次) 

活動地點：星橋國際影城(桃園縣中壢市中園路二段 509 號 5 樓) 

活動目的：透過欣賞紀錄片《看見台灣》，藉由不同視野角度，使參與者重

新認識石門水庫，引發不同之認知與體驗，進而響應愛護鄉土、

珍惜水資源之共鳴，提升環境教育素養。 

主辦單位：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承辦單位：中華生態資訊暨環境教育協會 

統籌主持：汪靜明/中華生態資訊暨環境教育協會理事長 

研習活動議程： 

【時間】 【課程內容】  

13：00~13：30 北水局集合  

13：30~14：10 專車出發  

14：30~16：05 《看見台灣》環境教育影片欣賞  

16：05~17：00 齊柏林導演影片觀賞分享  

16：00~17：30 環境教育迴響  

17：30 專車賦歸北水局  

 

註：1、本研習須全程參與並填寫迴響單，以申請《環境教育法》環境教育課程研習時數。 

    2、為響應活動節能減碳減垃圾，請與會人員自行攜帶水杯、以及具備永續教育與推廣之心。 

    3、聯絡人：北水局保育課徐笑情（03-4712001 轉 611）、中華生態資訊暨環境教育協會秘書長燕琍婷（02-29316868） 

    4、活動議程以當日公告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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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區水資源局 2014 環境教育研習活動 1 

   《看見台灣》環境教育影片欣賞 

 

活動日期：2014 年 1 月 28 日（週二）13：30～17：30 (第一梯次) 

活動地點：星橋國際影城(桃園縣中壢市中園路二段 509 號 5 樓) 

活動目的：透過欣賞紀錄片《看見台灣》，藉由不同視野角度，使參與者重

新認識石門水庫，引發不同之認知與體驗，進而響應愛護鄉土、

珍惜水資源之共鳴，提升環境教育素養。 

主辦單位：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承辦單位：中華生態資訊暨環境教育協會 

統籌主持：汪靜明/中華生態資訊暨環境教育協會理事長 

時間 
活動內容 
(環教據點) 

環境教育 

課程內容 
環境教育意涵 備註

13:00 

｜ 

13:30 

北水局集合 
環境教育參與者 

夥伴關係 

北水局環境教育 

參與者集合 
 

13:30 

｜ 

14:10 

專車出發 
車程中簡介紀錄片 《看

見台灣》內容 
環境教育參與者乘

車前往影城 

專車

前往

14:30 

｜ 

16:05 

《看見台灣》 
環境教育影片欣賞 

透過欣賞紀錄片《看見

台灣》，透過空拍壯闊

鳥瞰的視角，以飛行鳥

瞰角度，重新認識台灣

的千姿百態。 

引發不同之認知與

體驗，進而響應愛護

鄉土、珍惜水資源之

共鳴，提升環境教育

素養。 

 
16:05 

｜ 

17:00 

齊柏林導演 

影片觀賞分享 

邀請導演齊柏林先生分

享拍攝本記錄片之心得 

藉由導演分享拍攝

心得與本記錄片製

作之構想，提升學習

者對於保護環境的

共鳴與認同。 

17:00 

｜ 

17:30 

環境教育迴響 環境倫理省思 

省思保護環境與自

身生活之間密不可

分之關聯，進而珍惜

環境資源。 

17:30 專車賦歸 
環境教育參與者 

夥伴關係 

北水局環境教育 

參與者賦歸 

專車

回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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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見台灣》環境教育影片欣賞-活動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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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區水資源局 2014 環境教育研習活動 
《氣候變遷談台灣水文》專題演講 

 

活動日期：2014 年 5 月 16 日（週五）10：00～12：00 (第二梯次) 

活動地點：依山閣環境教育學習中心 

活動目的：從氣候變遷的觀點探討台灣水文及其所受之影響，使學員進一步瞭解

全球氣候變遷的現況，並從體會環境變遷可能造成的影響，以提升其對

環境保育的重視，達到環境教育學習目的。 

主辦單位：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承辦單位：中華生態資訊暨環境教育協會 

統籌主持：汪靜明/中華生態資訊暨環境教育協會理事長 

 

研習活動議程： 

【時間】 【課程內容】 【講師/主講人】 

09：45~09：55 簽到: 依山閣環境教育學習中心  

09：55~10：05 引言:繼往開來永續石門 簡昭群副局長 

10：05~12：00 《氣候變遷談台灣水文》專題演講
汪中和 研究員 
／中央研究院地球科學研究所 

12：00~12：20 環境教育迴響  

 

註：1、本研習須全程參與並填寫迴響單，以申請《環境教育法》環境教育課程研習時數。 

    2、為響應活動節能減碳減垃圾，請與會人員自行攜帶水杯、以及具備永續教育與推廣之心。 

    3、聯絡人：北水局保育課徐笑情（03-4712001 轉 611）、中華生態資訊暨環境教育協會秘書長燕琍婷（02-29316868） 

    4、活動議程以當日公告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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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區水資源局2014環境教育研習活動 

《氣候變遷談台灣水文》專題演講 

 

活動日期：2014 年 5 月 16 日（週五）10：00～12：00 (第二梯次) 

活動地點：依山閣環境教育學習中心 

活動目的：從氣候變遷的觀點探討台灣水文及其所受之影響，使學員進一步瞭解

全球氣候變遷的現況，並從體會環境變遷可能造成的影響，以提升其

對環境保育的重視，達到環境教育學習目的。 

主辦單位：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承辦單位：中華生態資訊暨環境教育協會 

統籌主持：汪靜明/中華生態資訊暨環境教育協會理事長 

 

時間 活動內容 
環境教育 

課程內容 
環境教育意涵 備註

09:45 

｜ 

09:55 

集合簽到 
環境教育參與者 

夥伴關係 

北水局環境教育 

參與者集合 
 

09:55 

｜ 

10:05 

引言: 

繼往開來 

永續石門 

石門水庫環境教育的

發展與推廣目的 

使學員瞭解參與環

境教育活動的目的

與價值 
 

10:05 

｜ 

12:00 

《氣候變遷談 
台灣水文》 

專題演講 

從氣候變遷的觀點探

討台灣水文及其所受

之影響，未來我們能如

何因應氣候變遷帶來

的影響。 

引發不同之認知與

體驗，進而響應愛

護鄉土、珍惜水資

源之共鳴，提升環

境教育素養。  

12:00 

｜ 

12:20 

環境教育迴響 環境倫理省思 

省思保護環境與自

身生活之間密不可

分之關聯，進而珍

惜環境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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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遷談台灣水文》環境教育專題講座-活動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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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區水資源局2014環境教育研習活動 
《氣候變遷的因應與調適》專題演講 

 

活動日期：2014 年 6 月 5 日（週四）10：00～12：20(第三梯次) 

活動地點：依山閣環境教育學習中心 

活動目的：以氣候變遷的因應與調適為主題，講述在國人面臨氣候變遷的挑

戰下，應如何做到因應與調適、如何與環境共處等重要概念，提

升參與者對於環境保護的重視，進一步達到環境教育學習之目

的。 

主辦單位：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承辦單位：中華生態資訊暨環境教育協會 

統籌主持：汪靜明/中華生態資訊暨環境教育協會理事長 

研習活動議程： 

【時間】 【課程內容】 【講師/主講人】 

09：45~10：00   簽到: 依山閣環境教育學習中心  

10：00~10：05   引言:繼往開來永續石門 
王國樑副局長 

汪靜明教授 

10：05~12：00
 《氣候變遷的因應與調適》 

 專題演講 
李鴻源  教授 
／台大土木工程學系水利組 

12：00~12：20   環境教育迴響  

 

註：1、本研習須全程參與並填寫迴響單，以申請《環境教育法》環境教育課程研習時數。 

    2、為響應活動節能減碳減垃圾，請與會人員自行攜帶水杯、以及具備永續教育與推廣之心。 

    3、聯絡人：北水局保育課徐笑情（03-4712001 轉 611）、中華生態資訊暨環境教育協會秘書長燕琍婷（02-29316868） 

    4、活動議程以當日公告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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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區水資源局2014環境教育研習活動 

《氣候變遷的因應與調適》專題演講 

 

活動日期：2014 年 6 月 5 日（週四）10：00～12：20 (第三梯次) 

活動地點：依山閣環境教育學習中心 

活動目的：以氣候變遷的因應與調適為主題，講述在國人面臨氣候變遷的

挑戰下，應如何做到因應與調適、如何與環境共處等重要概念，

提升參與者對於環境保護的重視，進一步達到環境教育學習之

目的。 

主辦單位：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承辦單位：中華生態資訊暨環境教育協會 

統籌主持：汪靜明/中華生態資訊暨環境教育協會理事長 

時間 活動內容 
環境教育 

課程內容 
環境教育意涵 備註

09:45 

｜ 

10:00 

集合簽到 
環境教育參與者 

夥伴關係 

北水局環境教育 

參與者集合 
 

10:00 

｜ 

10:05 

引言: 

繼往開來永續石門 

石門水庫環境教育

的發展與推廣目的 

使學員瞭解參與環

境教育活動的目的

與價值 
 

10:05 

｜ 

12:00 

《氣候變遷的因應與

調適》專題演講 

講述在國人面臨氣

候變遷的挑戰下，

應如何做到因應與

調適、如何與環境

共處等重要概念，

提升參與者對於環

境保護的重視。 

引發不同之認知與

體驗，進而響應愛

護鄉土、珍惜水資

源之共鳴，提升環

境教育素養。  

12:00 

｜ 

12:20 

環境教育迴響 環境倫理省思 

省思保護環境與自

身生活之間密不可

分之關聯，進而珍

惜環境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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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遷的因應與調適》環境教育專題講座-活動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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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環境教育研習滿意度調查 

1、環境教育推動方式 

本次推動環境教育滿意度

調查部分，在 138 個有效填答

樣本數中，認為推動方式適當

的調查參與人員占 96%，沒有

意見者占 4%。本次調查的參與

人員中，認同本次課程之環境

教育推動方式者比例非常高，

並且認為不適當的人數為 0，顯

示本次活動之環境教育推動方

式良好且成功。 

 

2、環境教育研習主題 

參與本次調查的人員

中，關於環境教育研習主題是

否適當，有 96%認為適當，4%

沒有意見。根據本調查，認為

開設的環境教育研習主題不

適當的人數為 0，並且認為環

境教育研習主題適當之參與

人員比例非常高，顯示本次活

動所訂定之環境教育研習主

題選擇的非常好，之後可就本

次活動為基準，推出同類型之研習主題，讓環境教育之活動推展更

為順利、有成效。

圖 9-1.2、環境教育推動方式 

圖 9-1.3、環境教育研習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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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支持推動環境教育意願 

對於透過本次課程是否願

意支持推動環境教育的調查

中，參與人員同意支持推動環

境教育的占 96%，覺得沒有意

見的占 4%。從本調查中顯示，

所有參與調查人員都對支持推

動環境教育抱持正面的態度。

可見環境教育的重要性在推動

環境教育的過程中，已經被廣

泛的接受，並且絕大多數的參與人員在透過本次環境教育課程之

後，都願意支持推動環境教育，這對於推動環境教育來說是個重要

的指標。 

 

4、環境教育課程效果 

有關接受本次滿意度調查

人員，對於透過本次課程是否對

環境教育的瞭解有所提升，覺得

同意的占 97%，覺得沒有意見的

占 3%。從本調查中顯示，大部

分參與調查人員對於透過本次

課程是否對環境教育的瞭解有

所提升，都抱持正面肯定的態

度。這對於本次活動推動環境教育的成效是很好的信號，顯示活動

課程的學習成效良好。 

 

圖 9-1.4、支持推動環境教育意願 

圖 9-1.5、環境教育課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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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加入環境教育志工意願 

關於透過本次課程後是否

願意加入「石門水庫環境教育

志工」的行列，參與調查人員

願意加入的占 55%，沒有意見

的占 36%，不願意加入的占

9%。調查結果顯示，對透過本

次課程後是否願意加入「石門

水庫環境教育志工」的行列的

參與調查人員有超過半數，而沒有意見的參與人員也達到接近四

成，這個調查結果顯示仍然有很多的人員對主動積極的加入推動環

境教育行動，抱持著保留的態度，將來希望能藉由目前願意加入志

工行列的五成人員繼續做環境教育的推行，爭取讓更多人員願意參

與環境教育的推動。 

 

(二)環境教育學習評量 

1、對環境狀況改變的敏銳度 

參與本次調查人員對於透

過本次課程活動後，是否較容

易察覺到環境狀況的改變，覺

得同意的占 95%，覺得沒有意

見的占 5%。關於本調查有相當

高比例的參與人員對透過本次

課程後，更能察覺到環境狀況

的改變之效果，給予正面肯

定，顯示本次課程，對環境教

育的覺知方面有顯著的成效。 

圖 9-1.6、加入環境教育志工意願 

圖 9-1.7、對環境狀況改變敏銳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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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對台灣環境生態熟悉度 

關於透過本次課程是否對

台灣環境生態有進一步了解，參

與本次調查之人員認為有進一

步了解的占 95%，沒有意見的

占 5%。調查結果顯示，對透過

本次課程是否對台灣環境生態

有進一步了解大多數參與調查

人員皆給予肯定。要順利推動環

境教育，必須要讓參與人員了解

環境生態，這個調查結果顯示本

次環境教育課程的成效十分良好，對推動環境教育有很大幫助。 

 

3、關懷台灣環境意願 

對於透過本次課程，是否願

意進一步關懷台灣環境，本次參

與調查人員有 96%有意願進一

步關懷台灣環境，4%沒有意

見。有意願進一步關懷台灣環境

的比例非常高，顯示參與調查人

員透過本次課程，學習到關懷台

灣環境的重要性，能透過課程讓

更多參與人員願意進一步關懷

台灣環境，對將來招募更多人員

加入推動環境教育有很大的幫助。 

 

圖 9-1.8、對台灣環境生態熟悉度 

圖 9-1.9、關懷台灣環境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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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提升業務方面相關技能 

有關本次活動課程是否有

助於提升業務方面的相關技

能，本次參與調查人員認為有助

業務方面技能提升者占 91%，沒

有助於技能提升的占 1%，沒有

意見的占 8%。調查結果中認為

有助於提升業務方面相關技能

的比例很高，這是由於本次參與

調查人員，多是與水庫相關人

士，所以在課程的學以致用方面相關程度比較高。 

 

5、參與環境保護、生態保育活動意願 

關於是否有意願參與環境

保護、生態保育等活動，本次

參與調查人員有意願的占

91%，沒有意願的占 1%，沒有

意見的占 8%。根據統計結果，

大多數的參與人員都有意願參

與環境保護及生態保育等活

動，表示活動課程之觀念宣傳

十分成功，越多人有意願參與

環境保護及生態保育活動，環

境教育的活動推廣就越容易推行。 

 

 

圖 9-1.10、提升業務方面相關技能 

圖 9-1.11、參與環境保護、生態保育

活動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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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北區水資源局 2014 年環境教育志工培訓課程 

有關本計畫的志工培訓活動，為紮根生態教育種子，本計畫將於

2014 年 8 月~10 月間，辦理 2 場次培訓課程，以石門水庫環境教育志

工為主，針對環境教育內涵概念與石門水庫環境生態，進行相關之培

能教學，並透過有系統的課程安排，增進學員認知、情意、技能等教

學內涵。初步規劃其課程涵括石門水庫關鍵環境議題（如石門水庫生

態保育教育、水環境教育、防災教育等面向） 

在參與對象中，彙集在地政府、在地學校及民間團體等參與者夥

伴，搭配運用愛水教育教材及石門水庫環境教育單元活動設計，進行

石門水庫志工培訓。 

另一方面，為因應石門水庫於 2012 年正式通過認證，成為環境教

育設施場所，本計畫規劃帶領石門水庫環境教育志工，更深層的認識

環境教育內涵與石門水庫精髓，期透過參觀、觀摩與交流，提升石門

水庫環境教育志工之環境教育增能學習之機會，並使參與培訓之參與

者夥伴與環境教育志工，經由本年規劃之培訓活動後，能進一步將石

門水庫環境教育的種子散播於學校師生、社區民眾與石門水庫環境教

育參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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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2.1、石門水庫 2014 環境教育志工增能培力工作坊活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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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2.2、石門水庫 2014 環境教育志工增能培力工作坊-第一梯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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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2.3、石門水庫 2014 環境教育志工增能培力工作坊-第一梯次活動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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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2.4、石門水庫 2014 環境教育志工增能培力工作坊-第二梯次(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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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2.4、石門水庫 2014 環境教育志工增能培力工作坊-第二梯次(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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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2.5、石門水庫 2014 環境教育志工增能培力工作坊-第二梯次活動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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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小結 

為持續深耕厚植石門水庫環境教育發展，本計畫透過系統性的環

境教育課程安排，提升其認知、情意、技能等環境教育內涵。教育參

與者對於環境教育課程類型之期待，主要以體驗、戶外學習、參訪、

影片欣賞等方式為主，在環境教育課程主題中，以水資源管理、棲地

生態保育及永續環境教育等主題，促進北水局員工對環境教育行動之

認識與了解，以期落實水資源管理與永續環境教育之願景。 

有關本計畫的志工培訓活動，為紮根生態教育種子，本計畫以石門水

庫環境教育志工為主，針對環境教育內涵概念與石門水庫環境生態，

進行相關之培能教學。另一方面，為因應石門水庫於 2012 年正式通過

認證，成為環境教育設施場所，本計畫帶領石門水庫環境教育志工，

更深層的認識環境教育內涵與石門水庫精髓，透過參觀、觀摩與交流，

提升石門水庫環境教育志工之環境教育增能學習之機會，並使參與培

訓之參與者夥伴與環境教育志工，經由本年規劃之培訓活動後，能進

一步將石門水庫環境教育的種子散播於學校師生、社區民眾與石門水

庫環境教育參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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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拾章 行政配合事項 

一、研提北水局 2013 年環境教育成果報告 

本計畫已於 2013 年 12 月 23 日協助主辦機關北區水資源局依《環

境教育法》及「環境教育設施場所管理辦法」等相關規定，彙整並提

供 2013 年環境教育辦理成果，成果報告包含 2013 年石門水庫推廣辦

理環境教育之重點工作內容、環境教育研習活動梯次、各梯次參與人

數、成果與照片、研習活動滿意度調查與學習成效分析，並針對辦理

成果研提相關檢討建議與未來展望，作為北區水資源局永續發展石門

水庫環境教育之參考，報告書詳參附錄十。 

二、研提北水局 2015 年環境教育計畫 

依環保署公告之環境教育計畫提報範例說明，其環境教育計畫目

標需包含（1）完成《環境教育法》第 19 條規定政府機關員工每年須

參加 4 小時以上環境教育研習。（2）經由環境教育提升北區水資源局

同仁經辦環境保護相關業務時的環境敏感度，協助其應用有關環境品

質問題的決策及自我定位的行為規範。 

北水局的環境教育計畫，應能連貫從高階主管到基層，也在各單

位間橫向連結，就像地球上的水循環系統般，發揮各自所在位置應有

的功能（職能），輔助環境教育相關政策的推動，真正使得環境教育做

得更好，也幫助員工、全民在永續發展的目標下共創｢水利」之新頁。 

有關北區水資源局 2015 年環境教育計畫，已依《環境教育法》、

《環境教育法施行細則》、「環境教育人員認證及管理辦法」等相關法

規，並以提升北水局同仁瞭解與環境之倫理關係，增進同仁保護環境

之知識、技能、態度及價值觀為目的，研提 2015 年環境教育計畫，作

為北區水資源局後續辦理環境教育活動之參考。 



石門水庫環境生態資源暨 

環境教育基地整合發展推廣計畫(1/2) 

234 

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2015 年環境教育計畫 

一、依據 

1、中華民國 99 年 6 月 5 日華總一義字第 09900137311 號令制定公布

並自公布後一年施行之《環境教育法》。 

2、中華民國100年6月3日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署綜字第 1000046807D

號令訂定之《環境教育法施行細則》。 

二、計畫目標 

1、為提昇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同仁瞭解與環境之倫理關係，

增進同仁保護環境之知識、技能、態度及價值觀，促進同仁重視

環境，採取行動以達永續發展。 

2、達成《環境教育法》第 19 條規定政府機關員工每年須參加 4 小時

以上環境教育。 

三、實施對象 

   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全體同仁。 

四、期程及方法 

(一) 期程：2015年1月1日至12月31日止。 

(二) 方法： 

1、運用教育方法，針對環境教育相關之學校及社會環境教育、氣候

變遷、災害防救、自然保育、公害防治、環境及資源管理、文化

保存、社區參與、與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等九項專業領域，推

動有關環境教育之教育訓練。 

2、採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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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選擇適當之環

境教育設施場所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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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內容概要 

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2015 年環境教育計畫，依照 2014 年

環境教育辦理成果，為提昇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同仁瞭解與環

境之倫理關係，增進同仁保護環境之知識、技能、態度及價值觀，促

進同仁重視環境，採取行動以達永續發展，並依據《環境教育法》第

19 條規定完成年度環境教育 4 小時研習課程之辦理。 

2015 年環境教育計畫預計依據《環境教育法》所規範之環境教育

辦理方式，透過課程、演講、討論、網路學習、體驗、實驗(習) 、戶

外學習、參訪、影片觀賞、實作等方式，進行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

源局環境教育計畫規劃。 

2015 年環境教育計畫預計之辦理形式，初步規劃 2 場次員工環境

教育研習及 2 場次石門水庫環境教育志工增能培力計畫。研習內容含

括以水資源環境教育為主題的環境教育演講、討論、影片觀賞，並依

《環境教育法》及相關法規取得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教育設施場所

認證之水資源環境教育基地，進行參訪及戶外學習，增進環境教育研

習內涵與北水局員工既有業務之連結，提升水資源治理、保育及環境

教育推廣成效。 

六、預期效益 

（一） 透過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有系統、脈絡地環境教育規

劃，結合環境教育專家學者、在地政府、在地環境教育設施場

所與夥伴之教育資源與管道，並且搭配運用環境教育平台及環

境教育推廣活動，培訓更多在地環境教育種子教師、環境教育

志工，落實環境教育。 

（二） 透過本年度之環境教育計畫，可實質協助環境教育相關事項之

推動，並有助於後續政府施行教育推廣時，必要之資料連結、

取用，與相關人力諮詢之可能。有關環境教育之儲備資訊，亦

能有助於日後政府機關、民間團體、學校教師、水利署同仁、

一般民眾等、於環境教育展推動方面之聯繫與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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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經濟部水利署北水局環境教育計畫研習課程規劃(1/2) (草案) 

序號 1 2 3 4 

主題 
石門水庫自然 
生態與環境美學 

石門水庫的環

境教育新願景~

以文化創意產

業與感性行銷 

石門水庫環境教

育設施場所參訪

第一梯次 

石門水庫環境教

育設施場所參訪

第二梯次 

進行方式 室內課程 室內課程 戶外參訪 戶外參訪 

內容類型 演講、討論 演講、討論 體驗及戶外學習 體驗及戶外學習

實施對象 北水局同仁 北水局同仁 北水局同仁 北水局同仁 

預計期程 5 月~6 月 5 月~6 月 7 月~8 月 7 月~8 月 

時數 2 小時 2 小時 2 小時 2 小時 

內容概要 

藉由專業講師從分

享石門水庫的自然

資源與生態美景，

談論環境的生態美

學。討論水庫在水

利工程經營與管理

之下，可以從環境

中獲得哪些美好的

意象與美學，進而

體會石門水庫的生

態環境之美 

經由專業講師的

講述，延伸石門

水庫環境資源的

創意價值，並對

我們所身處的石

門水庫引發新的

情感，從中昇華

自然生態的價值

與認同感，體會

生態與生活之間

的感性意象。 

石門水庫環境教

育設施場所是台

灣北部地區重要

的水資源環境教

育基地，並於 2014

年 6月新落成石門

水庫環境教育

館，可經由參訪學

習，進一步了解石

門水庫的自然與

人文資源的價值。 

石門水庫環境教

育設施場所是台

灣北部地區重要

的水資源環境教

育基地，並於 2014

年 6 月新落成石

門水庫環境教育

館，可經由參訪學

習，進一步了解石

門水庫的自然與

人文資源的價值。

預計人數 80~100 人 80~100 人 40~80 人 40~80 人 

進行地點 環境教育館 環境教育館 
石門水庫環境 
教育設施場所 

石門水庫環境 
教育設施場所 

預期效益 

期許學習者透過講

師的歸納與分享，

體會生活的藝術，

尤其對石門水庫環

境生態產生共鳴，

進而養成其珍愛自

然資源之心境。 

期許參與者經由

本課程能重對自

然環境產生新的

認知與定義，從

中發現珍惜資源

與生活創意之間

的重要關聯。 

經由參訪石門水

庫，能使本局同仁

以不同於水利工

程運作之角度，重

新認識、體會石門

水庫的自然生態

與風情。 

經由參訪石門水

庫，能使本局同仁

以不同於水利工

程運作之角度，重

新認識、體會石門

水庫的自然生態

與風情。 

辦理單位 保育課 保育課 保育課 保育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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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經濟部水利署北水局環境教育計畫研習課程規劃(2/2) (草案) 

序號 5 6 7 8 

主題 環境教育解說
與操作 

兒童環境教育
教材與教法 

石門水庫環境 
教育課程方案 
試教實作 1 

石門水庫環境教
育課程方案試教

實作 2 

進行方式 室內課程 室內課程 室內課程 戶外實作 

內容類型 演講、討論 演講、討論 
演講、討論 

實作 
實作、戶外學習

實施對象 石門環教志工 石門環教志工 石門環教志工 石門環教志工 

預計期程 8 月~9 月 8 月~9 月 9 月~10 月 9 月~10 月 

時數 2 小時 2 小時 2 小時 2 小時 

內容概要 

經由專業講師

的引導與探

討，講解環境教

育課程方案與

環境解說的技

巧，並經由小組

討論、實作與展

演，使種子教師

增進環境教育

課程引導經驗。 

經由專業講師

的引導與探

討，講解環境教

育課程方案與

環境解說的技

巧，並經由小組

討論、實作與展

演，使種子教師

增進環境教育

課程引導經驗。

在專業講師的指引

下，種子教師能以

石門水庫環境教育

特色課程方案為依

據進行課程試教，

並進一步發展出具

有獨特內涵的環境

教育課程，強化、

深化石門水庫環境

教育種子教師的教

學技巧。 

在專業講師的指

引下，種子教師能

在石門水庫環境

教育設施場所場

域中，綜合知識、

態度、技能、行

動、等教學素養，

獨立完成戶外解

說與環境教育課

程之引導與講說。

預計人數 40~80 人 40~80 人 40~80 人 40~80 人 

進行地點 環境教育館 環境教育館 環境教育館 
石門水庫環境 
教育設施場所 

預期效益 

使種子教師能

熟悉環境教育

課程與戶外解

說、引導的操

作技巧，有效

助其具備環境

教育教學技

能。 

使種子教師能

熟悉對於兒

(學)童進行環

境教育課程的

引導技巧，其

有效助其具備

環境教育教學

技能。 

使種子教師能熟

悉環境教育課程

與戶外解說、引

導的操作技巧，

有效助其具備環

境教育教學技

能。 

使種子教師能熟

悉環境教育課程

與戶外解說、引

導的操作技巧，

有效助其具備環

境教育教學技

能。 

辦理單位 保育課 保育課 保育課 保育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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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協助配合北水局環境教育展示館之空間底圖及文案規劃 

本年度計畫將配合北區水資源局進行石門水庫環境教育基地場域

之相關規劃，協助環境教育展示館之空間底圖設計與相關文案規劃，

以提升石門水庫環境教育基地之場域使用效益，並提升環境教育整體

意象之呈現。 

表 10-3.1、石門水庫環境教育館週邊環境與展示規劃(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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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3.1、石門水庫環境教育館週邊環境與展示規劃(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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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協助配合北水局辦理環境教育推動之相關業務 

本階段協助北區水資源局辦理石門水庫 50週年環境教育系列活動

(共計六梯次)相關文宣品及簡報資料，辦理成果詳參附錄三及附錄四；

相關活動辦理成果羅列如下: 

表 10-4.1、本計畫協助辦理石門水庫 50 週年環境教育系列活動(1/6) 

石門水庫 50 週年環境教育系列活動一 

活動名稱 從雲端看石門 

活動日期 2014 年 1 月 17 日 活動地點 石門水庫依山閣 

環境教育意涵 
透過 GIS 系統飛覽石門水庫提升活動參與者認識石門水

庫，瞭解水庫守護水資源的重要性，進而宣導愛水惜水的觀

念與方法。 

活動影像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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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4.1、本計畫協助辦理石門水庫 50 週年環境教育系列活動(2/6) 

石門水庫 50 週年環境教育系列活動二 

活動名稱 水水寶貝魚兒游回家 

活動日期 2014 年 2 月 21 日 活動地點 
石門水庫環翠樓、大壩碼

頭 

環境教育意涵 

學員們實際參與放流活動，除了提高水庫魚類生態的生態系平

衡外，亦可達到充裕水庫漁業資源的目的，還希望能將水資源

生態保育的觀念傳承，教導下一代更加珍惜水資源及重視生態

資源保育的重要。 

活動影像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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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4.1、本計畫協助辦理石門水庫 50 週年環境教育系列活動(3/6) 

石門水庫 50 週年環境教育系列活動三 

活動名稱 我們喝的水~水域體驗 

活動日期 2014 年 3 月 21 日 活動地點 
石門水庫水域及水質中

心 

環境教育意涵 
藉由海報、網路資訊與現場操作攜帶型水質檢測儀器分享水質

監測系統與人工監測方式，使學童與一般民眾了解石門水庫庫

區水質狀況，並宣導目前執行情形。 

活動影像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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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4.1、本計畫協助辦理石門水庫 50 週年環境教育系列活動(4/6) 

石門水庫 50 週年環境教育系列活動四 

活動名稱 推動民眾參與經驗分享 ~公民參與．圓桌論壇 

活動日期 2014 年 4 月 16 日 活動地點 石門水庫環翠樓 

環境教育意涵 

石門水庫 50 年來，對地方生活、生產、生態多有助益，並於
2006 年《石門水庫及集水區整治特別條例》設置後，以集水
區保育治理、水庫防災宣導、穩定供水等目標持續發展，近
年來積極進行環境教育推動落實，並於 2012 年 10 月通過行
政院環保署認證，正式成為環境教育設施場所。為集結 50 年
來重要研究發展成果，並結合在地民眾參與經驗，即規劃辦
理本研討會，俟為石門水庫繼往開來之見證。 

活動影像紀錄 

 
註:本活動以研討會形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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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4.1、本計畫協助辦理石門水庫 50 週年環境教育系列活動(5/6) 

石門水庫 50 週年環境教育系列活動五 

活動名稱 氣候變遷與台灣的水文挑戰-專題演講 

活動日期 2014 年 5 月 16 日 活動地點 石門水庫依山閣 

主講人 中央研究院地球科學研究所汪中和研究員 

環境教育意涵 
從氣候變遷的觀點探討台灣水文及其所受之影響，使學員進一

步瞭解全球氣候變遷的現況，並從體會環境變遷可能造成的影

響，以提升其對環境保育的重視，達到環境教育學習目的。 

活動影像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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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4.1、本計畫協助辦理石門水庫 50 週年環境教育系列活動(6/6) 

石門水庫 50 週年環境教育系列活動六 

活動名稱 氣候變遷的因應與調適~從國土規劃談水資源管理 專題演講 

活動日期 2014 年 6 月 5 日 活動地點 石門水庫依山閣 

主講人 台大土木工程學系李鴻源教授(前內政部長) 

環境教育意涵 

以氣候變遷的因應與調適為主題，講述在國人面臨氣候變遷的
挑戰下，應如何做到因應與調適、如何與環境共處等重要概念，
提升參與者對於環境保護的重視，進一步達到環境教育學習之
目的。 

活動影像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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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 6 場次環境教育系列活動外，本計畫亦參與主辦機關北區

水資源局 2014 年 6 月 14 日石門水庫營運五十週年慶大會，並協助環

境教育展示攤位擺設及環境教育館開幕典禮等相關作業。 

表 10-4.2、石門水庫營運五十週年大會行政協助(1/2) 

石門水庫環境教育展示攤位- 

大型海報輸出 

石門水庫環境教育展示攤位- 

環境教育出版品 

  

石門水庫環境教育展示攤位- 

生態許願樹 

石門水庫環境教育展示攤位- 

環境教育關東旗幟 

 

石門水庫環境教育館揭牌典禮 石門水庫營運 50 週年大會簽到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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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4.2、石門水庫營運五十週年大會行政協助(2/2) 

石門水庫營運 50 週年紀念領釦 石門水庫營運 50 週年特刊包裝紙盒 

 

石門水庫環境教育志工背心 石門水庫環境教育志工 T-SHIRT 

 

石門水庫環境教育館落成啟用典禮 

另為配合環保署環境保護人員訓練所(環訓所)編製「環境教育設施

場所手冊(名稱暫定)」，本計畫編繪「石門水庫環境教育設施場所簡介」摺

頁，茲將成果列如下圖 1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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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4.1、環境教育設施場所手冊-石門水庫環境教育設施場所簡介  

註:本計畫協助執行本簡介摺頁，並提供環訓所編製「環境教育設施場所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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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拾壹章 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一)本計畫完成繪製設計「石門水庫環境教育意象地圖」，作為石門水

庫環境教育基地整體意象之呈獻，有助於環境教育參與者快速掌握

石門水庫環境教育基地的據點方位與方向，更可從中了解各環境教

育學習據點的特徵與環境特色。 

(二)石門水庫環境教育關鍵推廣者在「專家學者」部分，經分析可分類

為「環境教育」、「水資源管理」、「生態保育」與「課程教育」等 4

類；在「學校師生」部分，除了以石門水庫環境教育為研究場域之

12 篇碩士論文外，石門水庫鄰近學校單位共計 280 所；在「環境教

育夥伴」部分，鄰近環境教育機構及設施場所計達 12 處；另有「石

門水庫環境教育志工」21 人、「民間團體」11 單位，以上皆為石門

水庫持續推動環境教育發展中的關鍵參與、推動者。 

(三)經本計畫共辦理 2 場重要論壇會議:「石門水庫五十週年水利耆老

座談會」及「永續經營研討會公民參與論壇」，邀請石門水庫環境

教育關鍵推廣者(石門水庫耆老、在地公民)針對石門水庫重要發展

歷史與環境議題進行探討、溝通，是自 2006 年石門水庫推動保育

治理計畫以後，民眾參與的良好典範，期許整合公民理念與意見，

作為後續石門水庫發展的方針指引，使政策更加落實民意。對石門

水庫及其環境教育之推廣發展而言，有其繼往開來之歷史意義。 

(四)石門水庫是北台灣地區重要的水資源環境教育基地之一，有關環境

教育設施場所中 15 處主要據點的環境保護及其推動保育治理之成

果，經環境資源調查與分析，在自然資源方面有「槭樹的四季生

態」、「台灣欒樹的四季生態」、「綠色植物與水土保持」、「動物與森

林的依存關係」、「森林棲地的環境保育與維護」、「集水區的棲地保

育」、「生物多樣性」、「石門水庫的鳥類資源」等 8 項環境議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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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資源方面有「石門水庫的興建歷史與目標」、「石門水庫的集水

區與蓄水功能」、「石門水庫面對風雨挑戰的機制與作為」、「石門水

庫的水資源管理機制」、「綠能設施與節能的實際應用」、「綠色能源

-水力發電」、「如何降低水汙染」、「分層取水工的運作模式」、「如何

珍惜水資源」、「水庫的調節性放水與洩洪」、「水庫設施的功能」、「水

庫與民生經濟的關係」等 12 項主要議題，而上述 20 個環境議題是

石門水庫可持續深化環境教育內涵之重要在地特色。 

(五)本年度於石門環境教育設施場所各保育據點進行 11 次環境生態影

像紀錄，總張數達 4500 餘張。 

(六)石門水庫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自 2012 年通過認證，發展推廣並提供

環境教育專業服務已逾 2 年，各據點設備、建設皆已加強落實，如

環境教育志工資源、環境教育展館、多媒體設備、場域指引標示等，

顯示石門水庫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資源有明顯豐富深化。 

(七)本計畫完成 2 套石門水庫環境教育據點示範特色課程教案:「涇渭

分明~石門水庫分層取水工」及「水到電成~石門電廠」，經本計畫

推動，石門水庫環境教育特色課程已擴充至 14 套。 

(八)本年度完成石門水庫環境教育系列教材 5「石門水庫營運五十週年

特刊」之編製，內容含括六大章 20 小節，內容達 227 頁。 

(九)本計畫完成年度石門水庫環境教育平台之維護作業達 7 次及環境

教育資料之內容更新。 

(十)本計畫依《環境教育法》之相關規定，分別於 2014 年 1 月 28 日、

5 月 16 日及 6 月 5 日完成《看見台灣》環境教育影片欣賞、《氣候

變遷與台灣的水文挑戰》專題以講及《氣候變遷的因應與調適》

專題演講及等三場北區水資源局員工環境教育研習，共計協助 200

餘人次完成本年度環境教育學習。 

(十一)本計畫分別於 2014 年 9 月 27~28 日、10 月 13~15 日辦理兩梯次

(共計 5 日)石門水庫環境教育志工培訓課程，培訓 21 名石門水庫

環境教育志工，增能培育其具備專業環境教育解說能力與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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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議 

(一)建議石門水庫環境教育之後續推廣，可結合本計畫設計繪製之「石

門水庫環境教育意象地圖」，作為石門水庫環境教育基地整體意象

之串連與呈獻。本意象地圖之繪製成果可作為後續編印石門水庫環

境教育設施場所簡介摺頁之用，亦可作為環境教育教材內含，有助

於石門水庫環境教育課程之發展應用。 

(二)建議延續本計畫對於石門水庫環境教育關鍵推廣者之調查與訪

談，進一步透過焦點團體訪談，勾勒關鍵推廣者對於石門水庫的意

象發想，經由了解分析石門水庫環境教育關鍵推廣者對於石門水庫

的在地依附感，將可從中探討環境教育參與者心目中的石門水庫的

認知與情感，有助於從環境教育面向，推動在地水資源產業文化與

發展。 

(三)本年度計畫完成之石門水庫環境教育設施場所保育治理據點資源

調查及其環境生態議題分析結果，建議將及結合石門水庫環境教育

特色課程，編製石門水庫環境教育課程簡報資料，以配合石門水庫

環境教育之後續發展與推動，作為環境教育之通用教材資源。 

(四)石門水庫於 2014 年 6 月 14 日正式落成石門水庫環境教育館。石門

水庫環境教育館現階段含括自然人文區、互動教室等內部規劃，為

永續經營管理環境教育館，建議擬訂相關使用原則與規範，俾利後

續環境教育推廣活動之使用。 

(五)石門水庫自 2012 年正式成為環境教育設施場所，已提供逾 50 梯次

之環境教育專業服務，是台灣北部地區最重要的水資源環境教育基

地之一，為提升石門水庫環境教育設施場所專業環境教育服務內涵

及品質，建議應相關依法源規定，研擬並建立「石門水庫環境教育

設施場所環境教育專業服務收費標準」，俾利提升石門水庫環境教

育設施場所專業環境教育服務內涵及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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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期初審查會議委員意見回覆 

 委員意見 意見回覆 

王

瑋

課

長 

有關 50 週年系列活動，請更新石門水庫環

境教育平台網站內容部分。 
已於 3 月下旬完成平台內容更新，並擴充 50 週

年環境教育系列活動資訊。有關石門水庫環境教

育平台之即時資訊更新，於計畫執行期間將與承

辦課室(承辦人)保持即時聯繫，俾利確認擴充更

新內容，並落實即時更新事宜。 

有關石門水庫 50 週年特刊，攸關石門水庫

50 週年重大慶祝活動，請各課室協助辦

理。 

有關石門水庫營運 50 週年特刊之編製，俟已彙

整各課室提供之資料(稿件、影像、圖片)，並依

據編輯小組會議有關編製期程之相關結論執

行。石門水庫營運 50 週年特刊已順利於 2014 年

6 月印刷完成，感謝北區水資源局各課室之協助

辦理。 

桃

園

縣

林

顧

問 

特刊部分，感謝汪教授規劃放入桃園縣長

序，有需要桃園縣政府配合之處，將全力

配合 

感謝指導與協助，石門水庫營運 50 週年特刊之

編製俟為本計畫期中階段之重點工作，有關特刊

之編製與印刷，經過多次編輯會議之召開、北水

局及編撰小組之指導與協助下，已順利於 2014
年 6 月印刷完成，並於 50 週年慶祝大會上展列

呈覽，成果碩然，亦具相當歷史價值與意義。 

有關特刊封面部分，建議採活潑方式，以

水樣風華概念，有別一般制式風格。 
有關特刊封面之設計，主要突顯了「石門山水」

與「五十週年」之兩大重點意象，並在封面右上

角設計具有紀念價值之石門水庫意象(領扣)；封

面背面則透過石門水庫歷年重要沿革與活動之

照片、影像紀錄，整體風格活潑不失嚴謹。 

P.43 各學校基本資料有誤，建議以公文方

式發文桃園縣教育局提供各學校最新資

料。 

有關石門水庫環境教育參與者在學校機關部分

資料之來源，主要參考現階段教育部官方網站最

新資料，並考量在地性，已彙整縮納為石門水庫

鄰近鄉鎮(龍潭、大溪、中壢)之學校機關單位，

可作為石門水庫環境教育設施場所在地參與者

(在地師生)的來源。 

張

課

長 

有關環境教育據點部分，P.87-88 頁這幾年

來整治工程資料，相關資料提供主辦課室

後，建議修正。 

本計畫擬彙整石門水庫保育治理據點資源，主要

目的為將石門水庫保育治理之歷史納為典範，經

過彙整與評估後，考量做為環境教育資料之一

環。現階段取樣主要依據 2006 年行政院農委會

水土保持局建置之「石門水庫集水區保育治理」

網頁

(http://smr.swcb.gov.tw/administer.asp?block=1)之
資料，後續亦將持續彙整其他據點之資料，亦期

北水局相關課室提供集水區保育治理(整治據

點)之相關資料，本計畫將同步彙整歸納，並將

相關內容彙整為環境教育教材元素，俾利作為後

續環境教育教材教法或作為環境教育內涵發展

之相關應用資料。感謝委員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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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員意見 意見回覆 

張

課

長 

有關特刊內容部分，建議於第二次工作會

議時，將提供各課室進行確認。 
謝謝委員提示，有關 50 週年特刊之內容，本計

畫於編製期稱間，共計召開 3 次編輯會議、5 批

文稿彙集編製、2 期美編設計、5 次校對、2 次

編審，並依正式出版品編輯流程申請 ISBN、經

打版、完稿、印刷等程序後正式發行。過程中皆

與北區水資源局各課室保持密切聯繫，針對編製

內容重複校定。在北水局及編撰小組之指導與協

助下，已順利於 2014 年 6 月印刷完成，並於 50
週年慶祝大會上展列呈覽，成果碩然，亦具相當

歷史價值與意義。 

經

管

課 

感謝汪老師多年來將石門水庫環境教育從

無到有建構完成。 
謝謝委員肯定。 

建議不定期於各據點穿插隱藏版意象(客
家花布、櫻花、梅花等)。 

石門水庫環境教育意象之發展，本計畫階段主要

研擬以「水」、「土」、「林」、「動」、「人」、「生」

等意象作為內涵發展基礎，委員所提之案例實為

石門水庫重要生態意象，在後續基地整體意象之

匯集中俾能做為意象設計之主要參考內容。 

王

揮

雄

委

員 

請增加系統資訊平台規劃說明。如：系統

架構、電子看板、使用者端(手機/平板)的
規劃內容。 

石門水庫環境教育之資訊平台，現階段主要以

「石門水庫環境教育平台

(http://iwater.wranb.gov.tw/?id=index)」為主，此

亦為本計畫之重點工作項目之一。有關石門水庫

環境教育基地場域內部之電子看板、手機、平板

之互動程式內容，則建議主辦機關視後續發展之

實用性可另案委託辦理。 

現在北水局已有數位內容資源與課程，請

先彙整清單提列課程內容製作規劃，建議

並有當地國中小老師加入。 

石門水庫環境教育課程方案現階段主要規劃有4
大模組 12 大課程方案，各方案亦已有相關教學

方法之設計。在後續推動上亦以結合在地國中、

小(在地學校)之師生為目標，故本計畫將於本年

度 8 月~10 月間辦理 2 梯次環境教育工作坊，擬

邀請石門水庫環境教育志工與在地環境教育夥

伴(學校老師、社區民眾、民間團體)參與，已逐

步落實環境教育在地化的願景。 

行銷推廣部分，請規劃將當地五公里內國

中小學列入，如何分作辦理。 
有關石門水庫環境教育參與者在學校機關部分

資料之來源，主要參考現階段教育部官方網站最

新資料，並考量在地性，已彙整縮納為石門水庫

鄰近鄉鎮(龍潭、大溪、中壢)之學校機關單位，

可作為石門水庫環境教育設施場所在地參與者

(在地師生)的來源。 

張

庭

華

委

員 

有關石門水庫功能之敘述，請加入「教育」

項目。 
謝謝委員提示，遵照辦理。 

P.3 對於石門水庫有效蓄水量之敘述，建議

將設計及目前有效蓄水量分別列出，避免

閱讀報告有誤解，目前有效蓄水量尚有 2
億 4 千萬立方公尺。 

謝謝委員提示，遵照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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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員意見 意見回覆 

張

庭

華

委

員 

規劃設計石門水庫環境教育整體意象，建

亦可提出多種設計方案後，透過網路投票

方式讓民眾參與及提供意見。 

謝謝委員提示，遵照辦理。 

報告內容有「本局」、「北水局」之不同稱

法，建議統一。 
謝謝委員提示，遵照辦理。 

P.20 表 2-2.1 預計進度表誤植 102 年，請更

正。 
謝謝委員提示，遵照辦理。 

溪「州」公園，請更正為溪「洲」公園；

50「周」年，請更正為 50「週」年。 
謝謝委員提示，遵照辦理。 

阿姆坪生態園區景色優美、設施完善，建

亦可列為環境教育據點。 
謝謝委員建議，現階段石門水庫環境教育設施場

所主要規劃有 14 處環境教育據點，阿姆坪生態

園區具有豐富自然生態，如後續有增列為環境教

育據點之考量，建議可於後續召開石門水庫環境

教育推動小組會議時研擬其可行性，俾能進一步

納入環境教育基地之規劃。 

A-1 附錄一所列環境教育計畫實施對象，

建議加速石門水庫珍水志工。 
謝謝委員提示，遵照辦理。 

會

議

結

論 

一、期初簡報原則認可。 

二、請中華生態資訊暨環境教育協會依委

員與各單位代表意見修正計畫內容。 

三、50 週年特刊，局內尚未繳交課室，請

盡速繳交。 

四、環境教育館部分，請汪老師進行指導。

遵照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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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期中審查會議委員意見回覆 

 意見摘要 回覆說明 

林

逸

青

委

員 

p.57~p.58，有關石門水庫鄰近高中職校列表

及國中列表部分，有些小錯誤，建議將已於

民國 97 年即已改制之大溪鎮大漢國中更整為

桃園縣立大溪高級中學。 

謝謝委員提示，已作相關修正，詳參本報告

書附錄七。 

有關環境教育(如保育防災、教育宣導…等)
在中小學扎根是很重要的，惟目前中小學教

育、課程教學在時間的安排上已經即為緊

湊，學生負擔不輕，因此建議本案在和學校

合作上，宜先和學校人員建立共識，且課程

之呈現宜以活潑生動的課程教材教法辦理較

能幫助學生學習，並達到學習效果。 

本案執行目的在於深化石門水庫環境教育設

施場所環境教育內涵並作相關發展推廣，其

目的在於協助石門水庫持續提供環境教育專

業服務，在正式與鄰近學校建立環境教育合

作機制前，亦將建議石門水庫環境教育設施

場所先以提供環境教育專業服務為首要目

標。石門水庫環境教育課程方案的發展，由

其對於小學學童而言，亦支持以活潑生動的

室內講演、活動與戶外參訪為內容規劃，如

同委員所建議，以幫助學童與環境互動，達

到環境教育學習之成效。 

整體而言，本案在計畫、執行、特色…等各

方面皆是很用心、很好，直得肯定，50 年特

刊也是圖文並茂，內容豐富，見證了石門水

庫走過 50 年的風華。 

謝謝委員肯定。 

保

育

課 

報告第 8 頁 3(1)、(2)、(3)文字內容大致相同，

敬請彙整。 
遵照辦理。 

環境教育館以建置完成，建請於之後報告書

更換最新完工後的照片。 
遵照辦理。 

報告 3-9 行政配合事項(p.213~214)排版內容

重覆，建請整合。 
遵照辦理。 

王

揮

雄

委

員 

整體環境生態資源及教育導覽規劃內容尚屬

可行及完整，當地教師、志工規劃調查已經

完成，但推廣發展部分僅志工教育訓練，似

乎可再加強如何結合當地國中小進行戶外教

學規劃之內容。 

委員建議甚有遠見，亦是石門水庫環境教育

的日後推廣發展之目標。現階段石門水庫環

境教育志工培訓之目的，主要為扎根石門水

庫環境教育教學的講師人力資源。石門水庫

作為北台灣地區重要的水資源環境教育基

地，除提供全國各地環境教育參與團體(含括

學校單位)專業環境教育服務，結合當地國中

小學校單位的教育資源，相信是日後的可行

方針。另有關進行戶外教學之內容規劃，石

門水庫環境教育課程中，亦規劃有適合學生

團體之環境教育學習活動，學校單位可經由

線上申請，前往石門水庫進行環境教育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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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見摘要 回覆說明 

王

輝

雄

委

員 

已規劃生態教育路線與內容，同時更新 iWater
課程內容，但欠缺使用行動裝置(iPhone、
iPad)，如何進行線上導覽之規劃內容。 

有關現階段石門水庫環境教育數位化的教育

資源，主要以石門水庫環境教育平台

(http://iwater.wranb.gov.tw)之規劃與資料提供

為主，學習者可使用行動裝置附加之網路功

能，透過網頁搜尋進入平台，進一步了解石

門水庫環境教育及設施場所發展等內函。而

有關行動裝置的線上導覽規劃，隨著科技與

時俱進，此亦為一可行之方向，本團隊尊重

主辦機關北區水資源局的方針與規劃，並積

極建議可另案辦理相關設計，增進石門水庫

環境教育結合數位科技之發展。 

建議 iWater 課程內容新增影音，圖片。內容

規格亦應訂定技術規範，並於報告書中呈現

新增之課程、影片及圖片等。 

有關石門水庫環境教育課程方案及其內容結

合多媒體影音圖片，實為非常可行的發展方

針，能有助於學習者獲得更為生動的學習資

源。本計畫針對石門水庫環境教育設施場所

之保育治理據點進行影像拍攝與紀錄，實際

目的之一，亦在於作為後續整合發展環境教

育課程之應用。 

現階段石門水庫環境教育之影像圖片資源，

多數皆已具體應用在石門水庫 iWater 環境教

育系列教材 1~5 的編製中，也作為環紀教育

課程之實際應用。另有關影音教材的拍攝與

制作，本團隊尊重主辦機關北區水資源局的

方針與規劃，並積極建議可另案辦理。 

秘

書

室 

(一)p.1 倒數第 7 行標點符號有誤、第 4 行民

國 2011 年有誤、倒數第 5 行，請修正為「愛

水環境教育…」。 

(二)p.5 圖 1-3-1 似有誤，請確認。 

(三)p.8 文字內容相同，請彙整。 

(四)p.16，2-2 第一行「民國 2014」，請修正。

(五)p.34 腳踏車租借中心已改建為環境教育

館。 

(六)p.43 照片請更換為環境教育館之落成照

片。 

(七)p.52~53，圖 3-2.2、3-2.3 圖名相同 

(八)p.54，圖次應為 3-2.4 

(九)p.71，活動地點住址錯誤 

(十)p.82~83，預計辦理時間請調整。 

(十一)p.110 圖 3-4.1，14 處環境教育據點請改

為 15 處。 

遵照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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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見摘要 回覆說明 

會

議

結

論 

一、石門水庫營運五十週年特刊已編印完

成，請保育課寄送水利署及各所屬機

關，本局相關縣市政府、水公司、水利

會等機關參考。 

敬悉，謹依契約及結論配合辦理。 

二、請協助本局擬訂外部單位申請石門水庫

環境教與學習之對象課程及收費等方

法，以提升本局環境教育推廣品質。 

依據 貴局石門水庫環境教育推動小組第一

次工作會議(水北保字第 10216016020 號)，本

計畫彙整會議紀錄，將石門水庫環境教育設

施場所收費表(草案)，詳參附錄九。 

三、擬邀請桃園縣民間社團，如野鳥協會、

漁會、社區發展協會加入本局環境教育

志工，協助推動環境教育活動。 

敬悉，謹依契約及結論配合辦理。 

四、本局環境教育平台請參考北區水資源局

統理計畫，水資源白皮書，板新供水改

善計畫，中水回收再利用等民眾關心議

題，加強水資源宣導。 

敬悉，謹依契約及結論配合辦理。 

五、南苑新建之環境教育館擬編印摺頁簡

介，介紹館內環境教育設施、功能、佈

置圖、歷史緣由等相關內容。 

環境教育館是石門水庫環境教育設施場所中

相當重要的據點之一，本計畫亦針對環境教

育館進行環境教育資源分析、意象分析、影

像紀錄等作業，可作為日後編製摺頁之參考

資源。而有關摺頁之編繪印製，實非本計畫

工作項目，建議主辦機關可評估其必要性，

另案辦理。 

六、本報告原則認可，請依委員及列席人員

意見修正及補充。 
敬悉，謹依契約及結論辦理。 



附錄 

A-7 

附錄三 期末審查會議委員意見回覆 

 委員意見 回覆說明 

王

國

樑

委

員 

本計畫執行成果相當豐碩，建議將計畫執行成果結合

至「iWater 石門水庫環境教育平台」，落實政府資訊公

開及環境教育資源數位化等目的。 

謝謝委員肯定，將建請主辦單位依委

員意見辦理。 

建議積極辦理「iWater 石門水庫環境教育平台」之夥

伴工作坊，提供石門水庫環境教育參與者(如北水局同

仁、志工、相關學習者)了解平台內容及使用方法，提

升平台使用效益。 

委員所提正是石門水庫後續厚植種

子教師及提升志工夥伴專業素養的

重要方針，本計畫亦建議石門水庫環

境教育之後續推廣發展項目，應將

「iWater 石門水庫環境教育平台」之

應用及內涵透過夥伴工作坊或教育

訓練之方式，增能種子教師與志工老

師的應用技巧，故建請主辦單位考慮

將種子教師與志工培訓計畫，納為未

來年度重要執行項目辦理。 

本計畫為兩年期計畫，建議執行單位加強說明本年度

計畫結論與對第二年計畫工作建議。 
謝謝委員建議，有關本年度計畫結論

與第二年計畫工作建議，已於本報告

書 P.247 加強說明。 

現階段石門水庫環境教育志工已設有 Line(通訊軟體)
之討論群組，但有鑒於手機通訊軟體資訊保存不易，

建議於社群網站如 facebook 建立專頁，以呈現志工服

務紀錄，並作為石門水庫環境教育志工互動平台。 

謝謝委員建議，有關石門水庫環境教

育志工於社群網站建立專頁，以呈現

志工服務紀錄，並作為石門水庫環境

教育志工互動平台，本團隊將遵照並

配合北區水資源局之考量辦理。 

邱

湘

龍

委

員 

配合石門水庫營運五十週年誌慶辦理相關環境教育推

廣實務，並結合石門水庫環境教育基地的自然與人文

資源，分析石門水庫環境教育設施場所中，各據點可

深化的環境教育意象內涵進行調查整合，設計「石門

水庫環境教育基地意象的地圖」，歸納出石門水庫環境

教育設施場所各據點中特有的 20 個環境生態特色議

題，2 套石門水庫環境教育特色課程涇渭分明~石門水

庫分層取水工集水到電成~石門電廠，15 個基地據點

等工作項目之成果展現，應在摘要中清楚表示。 

另 P.46 提出環教設施場所意象執行成果？環教課程

P.45 舉辦多少場次活動均未在摘要說明，本計畫團隊

的努力成果，讓人無感就很不值得。 

遵照委員意見辦理，已修正於本報告

書摘要，謝謝委員指正。 

本計畫現階段主要針對溪洲、槭林及高線等步道進行

牌誌環教資源整合，應非僅做指示牌、路線圖，還要

包括據點設施之環境生態特色說明或者採一些 LOGO
圖騰代表(如動物、植物或昆蟲意象之圖案)。 

謝謝委員指教，將建請主辦單位依權

責參酌辦理。 

本計畫現階段已完成 3 組｢石門水庫環境教育生態步

道圖｣，僅為步道路線指示圖，建議要有各據點之間距

離標示。 

另此部分標示牌、LOGO、背心等照片應用彩色圖片

表示而非僅黑白影印。 

謝謝委員指正，遵照辦理，已修正於

本報告書 P.39、40。 

另本報告書中部份重要圖片，亦將依

委員意見以彩色印刷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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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

湘

龍

委

員 

結合石門水庫環境教育基地的自然與人文資源

各據點可深化的環境教育意象內涵進行分析，如

何分析整合規劃。 

另有關石門水庫環境教育設施場所意象之執行

成果，本項目主要完成石門水庫環境教育館內展

示廳的意象主題規劃，相關成果於 2014 年 6 月

14 日提供…有效達到石門水庫環境教育設施場

所之宣傳、推廣效果。是否有量化數據表現，如

多少人次參訪？ 

整合自然與人文資源之分析，亦即了解石

門水庫的在地特色，而本計畫透過對於參

與者的意象認知調查(問卷方式)及各據點

特色的歸納分類(依《環境教育法》規定之

8 大領域)，進行相對硬之整合規劃分析，

並作為系統歸納的作業依據。而有關本計

畫完成的議項主題規劃，以提供作為石門

水庫環境教育館場域看版的的主題設計，

本作業之執行，主要建立於本計畫工作項

目中有關意象設計之內容，而有關石門水

庫環境教育透過意象達到的宣傳與推廣效

果與數據量化統計，雖為重要的應辦項

目，惟不在本計畫之實施範圍，建議主辦

單位後續可透過相關計畫之推動，落實此

部份辦理成效的調查，並做進一步之瞭解。

本年度石門水庫環境教育設施場所及保育治理

據點之環境生態影像彙整與分析之執行後，除應

用環境教育範疇，作為石門水庫環境教育設施場

所整體意象設計、石門水庫環境教育課程方案發

展之參考與資源，其調查資料之樣本數是否足

夠？就調查表呈現有關生態部分幾乎是沒有？

難道石門水庫生態物種如此缺乏？ 

本計畫在設施場所資源調查等工作項目之

執行，主要以推廣發展環境教育內涵為主

要目標，而依據《環境教育法》中定義之

環境資源，應為自然與人文資源，本項目

及以《環境教育法》定義之 8 大環境教育

專業領域進行環境教育資源調查，並作為

後續意象設計之部份參考、課程方案發展

之依據與相關工作的發展基礎。石門水庫

的生態資源豐富且多樣，生物物種並不缺

乏，惟依環境教育資源分析的觀點中，除

了針對單一物種的深度了解，更應著重於

整體自然生態環境的情勢，並考量在這樣

整體資源豐富的場域中，應設計怎樣的課

程方案與設施場所整體規劃，以符合本計

畫的執行目的。 

張

庭

華

委

員 

成果報告書格式撰寫，請依水利署「出版品編號

申請」及「光碟電子檔繳交」作業說明及本局相

關作業規定辦理。 

本報告書已依照水利署「出版品編號申請」

及「光碟電子檔繳交」作業說明及本局相

關作業規定辦理。 

另有關本年度發展之 2 套特色課程：1.涇渭分明~
石門水庫分層取水工 2.電廠一期~水到電成，應

就學習適用對象作區分。 

另外示範教學記錄、場域安全評估、學習單及學

習成效評估尚未在本次報告中呈現，請說明並補

充。 

另建議示範教學對象應規劃在地國中小學及老

師加入，並就示教成果評量作修正，以符合特色

課程教學目標及效益。 

今年發展之 2 套特色課程，已依據課程難

易程度，將適用對象設定為高中以上學生

及一般大眾。 

王

瑋

委

員 

首先對執行團隊給予肯定，本年度計畫執行及相

關活動配合成果相當豐碩。 
謝謝委員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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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瑋

委

員 

現階段石門水庫環境教育據點已列有 15 處，

請加強石門水庫環境教育特色的突顯，必要時

亦可遴選其中部分據點，發展石門水庫環境教

育特色課程，或結合在地環境生態資源進行綠

色旅遊的發展。 

有關石門水庫環境教育特色課程，本年度已

遴選石門電廠、分層取水工設計發展之 2 套

特色課程，分別為：1.涇渭分明~石門水庫分

層取水工 2.電廠一期~水到電成，皆結合在地

環境教育生態資源與融入綠色旅遊、環境教

育等內涵進行相關規劃。 

P.20 石門水庫環境教育基地入口意象設計，已

完成設計並說明 A.B.C 三款式意象，建議可

透過網路投票方式票選，同時讓民眾一起參與

及提供建議。 

謝謝委員建議，有關石門水庫環境教育基地

入口意象決選方式，透過石門水庫環境教育

平台辦理相關票選活動，亦為相當好之方

式，本團隊後續將尊重並配合北區水資源局

之考量落實辦理。 

有關現階段環境教育課程、環境教育據點及保

育治理據點，應融入水庫集水區治理之相關議

題，並以現況及歷史、生態恢復、發展願景及

永續思維等較柔性之架構與內容，逐步導入課

程發展。 

有關環境教育課程之規劃，主要是依環境教

育四大模組進行設計，而有關石門水庫保育

治理議題，亦在今年度計畫中規劃設計的「涇

渭分明~石門水庫分層取水工」即是以保育治

理角度，描寫分層取水工作用的課程，而有

關石門的歷史、生態恢復、永續發展等課程

方案，課程教材簡報等資料，將建議於後續

計畫年度，逐步發展落實。 

石

門

水

庫

管

理

中

心 

p46 圖 2-1.4「石門水庫環境教育基地意象的

地圖」字體宜清析。 

另圖中方位表有誤，建議調整或刪除。 

謝謝委員指正，遵照辦理，該圖內字體及方

位表已調整。 

p102-103 據點特色中建議修正「閘門底」標

高 235 公尺。 
謝謝委員指正，遵照辦理，已修正於本報告

書 P.34、116。 

人

事

室 

計畫成果豐碩，值得肯定。 謝謝委員肯定。 

報告書部分提及時間(年份)，請統一以西元年

或民國年呈現。 
謝謝委員指正，本報告書已統一以西元年呈

現。 

經

管

課 

簡報中針對 15 處據點主軸與自然及人文的橫

項連結，有凸顯與加強的需要，教育課程各

方案由志工推廣成特色據點做延伸的想法也

很好，相對在未來會是一項重點，期待在計

畫中予以落實及呈現。 

謝謝委員支持，遵照辦理。 

請更正報告書內錯漏字： 

1.p46 倒數第 5 行…意象主題規劃計→意象主

題規劃「設」計。 

2.p200 第 4 行…生態檢河→生態檢「核」。 

謝謝委員指正，遵照辦理，已修正於本報告

書 P.53、223。 

後續有關石門水庫環境教育之推廣，如有需

經管課協助配合之部分，亦請提出協調，經

管課將盡力配合。 

謝謝委員，本團隊亦將盡力提供環境教育專

業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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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

育

課 

關於規劃完成之石門水庫環境教育生態步道

及意象圖，執行團隊應就園區(場域)內適當放

置點做建議參考。 

另步道特色、環境生態及教育意涵作一自導

式環境解說說明，以利學習者或一般遊客於

步道(學習路線)中增加學習樂趣及效果。 

有關石門水庫環境教育生態步道、意象圖於

園區內之放置點，本計畫依工作項目及其目

標，已完成相關意象圖示、生態地圖之規劃

繪製，而有關將石門水庫步道特色、環境生

態及教育意涵作一自導式環境說明，與設置

位置，因主要需考量環境教育參與者之使用

習慣、且考量到場域安全、牌誌設置之合理

性等部分，建請主辦單位於明年度召開環境

教育推動小組會議時，邀集志工老師、石管

中心或相關單位代表透過會議討論，整合多

方建議與觀點，才更有助於確立環境教育設

施場所之據點與環境規劃。 

計畫執行成果相當豐碩，尤其在場域情境營

造部分必須落實在場域中逐項推動，讓民眾

對既有石門水庫的刻板印象能透過生態意象

情境營造及創新、突破的作為，感覺到石門

水庫在蛻變中逐漸成長，以達到計畫執行實

質目的及場域實踐。 

謝謝委員肯定。 

為簡化使用紙本廣告宣傳，透過網站宣傳環

境教育平台資訊更顯重要性，團隊應時時更

新平台資料內容及最新活動資訊等，對於線

上預約申請系統應加強其使用及操作方便性

並增加 QR-Code 功能。 

謝謝委員提醒，本團隊將持續更新環境教育

平台資料內容及最新活動資訊。 

有關透過網站宣傳環境教育平台資訊、加強

線上預約申請系統之使用及操作方便性，及

增加 QR-Code 功能等事宜，將建請主辦單位

依委員意見參酌辦理。 

會

議

結

論 

一、成果報告書格式請依水利署及本局相關

規定調整，另有關本報告書中部分重要

圖表或照片，須用彩色呈現較清析，請

檢討加以補充。 

敬悉，謹依結論配合辦理。 

二、摘要部分請以節錄各章節重點或數據，

並以條列或圖表方式，扼要呈現較完整。

敬悉，謹依結論配合辦理。 

三、報告書內相同時間的呈現請統一，並避

免流水帳方式的呈現，儘量加強凸顯本

計畫的效益及必要性。 

敬悉，謹依結論配合辦理。 

四、本計畫為兩年計畫，相關未來建議應加

強對第二年工作的具體建議。 
敬悉，謹依契約及結論配合辦理。 

五、未來請加強石門水庫環境生態暨環境教

育特色的研析及凸顯。 
敬悉，謹依契約及結論配合辦理。 

六、就計畫蒐集、整合之文獻與資料，未來

請加強其系統化與科學化之數化歸類，

並積極研析未來擴大加值之可能性。 

敬悉，謹依結論配合辦理。 

七、本期末報告書暨簡報原則認可，請參酌

委員及與會單位代表意見加以研處及修

正，並於成果報告書內有所回應。 

敬悉，謹依結論配合辦理。 

八、請執行單位依會議紀錄修正期末報告

書，並依契約規定期程提交成果報告書

及依程序辦理後續相關事宜。 

敬悉，謹依契約及結論配合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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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北區水資源局 2014 年環境教育計畫 

附表 1、2014 年經濟部水利署北水局環境教育計畫研習課程規劃(1/3) 

序號 1 2 3 4 

主題 看見台灣 水資源文化保存 水資源治理 桃園水學堂 

進行方式 討論、影片觀賞 
演講、討論、.
戶外學習 

課程、演講、 
討論 

課程、演講、討

論、影片觀賞 

內容類型 

學校及社會環

境教育、公害防

治、環境及資源

管理、社區參與 

學校及社會環

境教育、文化保

存 

環境及資源管

理、災害防救 

學校及社會環

境教育、社區參

與 

實施對象 
北水局同仁、石

門環教志工 

北水局同仁、石

門環教志工、在

地與一般民眾 

北水局同仁、石

門環教志工、在

地與一般民眾 

北水局同仁、石

門環教志工、在

地與一般民眾 

預計期程 1 月~2 月 1 月~2 月 2 月~3 月 3 月~4 月 

時數 4 小時 3 小時 3 小時 3 小時 

內容概要 

透過欣賞紀錄片

「看見台灣」，

透過空拍壯闊鳥

瞰的視角，以飛

行鳥瞰角度，重

新認識台灣的千

姿百態。 

邀請長期關注

石門水庫之在

地民間團體代

表與專家學者

對台討論石門

水庫鄰近之水

資源文化、歷史

之保存，並結合

實境戶外參訪。

邀請水利署代

表講述現階段

台灣水資源之

治理方針，包含

結合水庫集水

區保育治理、水

庫防災宣導、穩

定供水等目標。

邀請桃園縣政

府水利局代表

講述有關桃園

水利與水資源

應用之現況與

發展，與參與者

共同探討桃園

水資源之核心

議題。 

預計人數 80~100 人 30~40 人 30~40 人 30~40 人 

進行地點 
依山閣、石門水

庫環境教育設

施場所(暫定) 

依山閣、石門水

庫環境教育設

施場所(暫定) 

依山閣、石門水

庫環境教育設

施場所(暫定) 

依山閣、石門水

庫環境教育設

施場所(暫定) 

預期效益 

藉由不同視野角

度，使參與者重新

認識石門水庫，引

發不同之認知與體

驗，進而響應愛護

鄉土、珍惜水資源

之共鳴，提升環境

教育素養。 

使環境教育參與

者親自感受水資

源，產生愛護水資

源、保護在地歷史

文化之責任感，以

提升環境教育素

養。 

使參與者了解台

灣水資源現況，瞭

解台灣水資源生

態面臨的困境，進

而體會水資源的

珍貴，能為水資源

保育共盡心力。 

經由探討在地水

資源之應用與規

劃，引發參與者關

懷家鄉水資源的

共鳴，達到愛護水

環境資源之宣導

目的。 

辦理單位 保育課 保育課 保育課 保育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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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2014 年經濟部水利署北水局環境教育計畫研習課程規劃(2/3) 

序號 5 6 7 8 

主題 石門水庫環境
教育發展 

看見石門-從空
中看石門水庫 

從國土規劃談
水資源管理 

石門水庫營運
五十年繼往開
來研討會 

進行方式 課程、演講、討
論、影片觀賞 

演講、影片觀賞 演講、討論 
演講、討論、
其他活動 

內容類型 

學校及社會環
境教育、社區參
與、環境及資源
管理 

學校及社會環
境教育、公害防
治、環境及資源
管理、社區參與

學校及社會環
境教育、氣候變
遷、環境及資源
管理 

學校及社會環
境教育、環境
及資源管理、
文化保存、社
區參與 

實施對象 
北水局同仁、石
門環教志工、在
地與一般民眾 

北水局同仁、石
門環教志工、在
地與一般民眾 

北水局同仁、石
門環教志工、在
地與一般民眾 

北水局同仁、
石 門 環 教 志
工、在地與一
般民眾 

預計期程 4 月~5 月 5 月~6 月 6 月~7 月 7 月~8 月 

時數 3 小時 3 小時 3 小時 4 小時 

內容概要 

邀請專家學者
與北水局代表
透過演講與對
話，說明石門水
庫自 2006 年推
動保育治理以
來，發展環境教
育之歷程、現階
段成果與未來
展望。 

邀請紀錄片「看
見台灣」導演齊
柏林主講，以空
中的石門水庫
為主題，帶領參
與者從不同視
野角度體會、認
識石門水庫。 

邀請專家學者
代表，以國土保
育與水環境治
理為主題，講述
現階段環境資
源管理之重要
概念，增進參與
者對於環境資
源的重視。 

邀 請 政 府 機
關 、 民 間 團
體 、 在 地 民
眾 、 專 家 學
者、學校師生
等單位代表共
同針對石門水
庫50年重要研
究發展內涵進
行探討研析。 

預計人數 30~40 人 80~100 人 80~100 人 80~100 人 

進行地點 
依山閣、石門水
庫環境教育設
施場所(暫定) 

依山閣(暫定) 依山閣(暫定) 依山閣(暫定) 

預期效益 

藉由專家表述
石門水庫環境
教育發展歷程
與理念，提升參
與者對石門水
庫環境教育之
認 知 與 認 同
感，進而願意支
持落實在地環
境教育發展。 

藉由不同視野
角度，使參與者
重新認識石門
水庫，引發不同
之 認 知 與 體
驗，進而響應愛
護鄉土、珍惜水
資源之共鳴，提
升環境教育素
養。 

強調石門水庫
水、土、林、動、
人，提升參與者
對資源與國土
規劃方針之瞭
解，發現資源保
育與自身生活
之間密不可分
之關聯，進而珍
惜環境資源。 

集結石門50年
研 究 發 展 成
果，結合民眾
參與經驗，俟
為石門水庫繼
往開來見證，
期參與者獲得
相關資源，瞭
解石門水庫歷
史發展。 

辦理單位 保育課 保育課 保育課 保育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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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2014 年經濟部水利署北水局環境教育計畫研習課程規劃(3/3) 

序號 9 10 11 12 

主題 

石門水庫2014
年環境教育教
材教法夥伴工
作坊(第一梯次) 

石門水庫2014
年環境教育教
材教法夥伴工
作坊(第二梯次)

iWater北水局
2014環境教育
參訪學習1 

iWater北水局
2014環境教育
參訪學習2 

進行方式 
課程、討論、影
片觀賞、實作 

課程、討論、影
片觀賞、實作 

課程、演講、討
論、戶外學習、
參訪、影片觀
賞、實作 

課程、演講、討
論、戶外學習、
參訪、影片觀
賞、實作 

內容類型 
學校及社會環
境教育、社區參
與 

學校及社會環
境教育、社區參
與 

學校及社會環
境教育、環境及
資源管理 

學校及社會環
境教育、環境及
資源管理 

實施對象 
石 門 環 教 志
工、珍水志工 

石門環教志工、
珍水志工 

北水局同仁、珍
水志工 

北水局同仁、珍
水志工 

預計期程 8 月~9 月 8 月~9 月 9 月~10 月 9 月~10 月 

時數 4 小時 4 小時 4 小時 4 小時 

內容概要 

透過專家學者之

引導，並講述石門

水庫現階段還境

教育課程方案與

教 材 教 法 之 內

涵，並提供實作試

教之體驗學習。 

透過專家學者之

引導，並講述石門

水庫現階段還境

教育課程方案與

教 材 教 法 之 內

涵，並提供實作試

教之體驗學習。 

實際至石門水庫

環教設施場所，或

其他通過認證之

環教設施場所進

行環境教育據點

參訪，瞭解各據點

推動環境教育之

內 涵 及 實 施 方

式，並回饋至實務

推動層面。 

實際至石門水庫

環教設施場所，或

其他通過認證之

環教設施場所進

行環境教育據點

參訪，瞭解各據點

推動環境教育之

內 涵 及 實 施 方

式，並回饋至實務

推動層面。 

預計人數 30 人 30 人 80~100 人 80~100 人 

進行地點 
依山閣、石門水
庫環境教育設
施場所(暫定) 

依山閣、石門水
庫環境教育設
施場所(暫定) 

石門水庫環教
場所或其他已
通過環境教育
設施場所認證
之基地 

石門水庫環教
場所或其他已
通過環境教育
設施場所認證
之基地 

預期效益 

提升石門水庫環

教志工對於現階

段石門水庫環境

教育教材教法之

瞭解，並透過實作

增加實際教學經

驗，以培訓成為石

門水庫環境教育

種子教師。 

提升石門水庫環

教志工對於現階

段石門水庫環境

教育教材教法之

瞭解，並透過實作

增加實際教學經

驗，以培訓成為石

門水庫環境教育

種子教師。 

透過演講、討論、

戶外學習、參訪、

影片觀賞、實作等

教育方法，強化北

水局同仁環境教

育概念與內涵之

瞭解，並提升其對

於環境資源之關

愛與認同，達成環

境教育之效益。 

透過演講、討論、

戶外學習、參訪、

影片觀賞、實作等

教育方法，強化北

水局同仁環境教

育概念與內涵之

瞭解，並提升其對

於環境資源之關

愛與認同，達成環

境教育之效益。 

辦理單位 保育課 保育課 保育課 保育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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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石門水 50 週年環境教育系列活動說明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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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 石門水庫 50 週年環境教育系列活動文宣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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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 石門水庫環境教育據點課程教案內容項目 

表 3-5.2、石門水庫環境教育據點示範課程教案內容項目(1/4) 

課程領域 環境資源 

課程領域 探索石門水庫（I） 

課程名稱 藍色星球．水水臺灣 石門水庫的故事 雲端石門 

課程目標 

1.覺知水資源的重要性。 

2.瞭解世界水資源現況 

3.瞭解臺灣水資源現況 

4.瞭解臺灣水資源的運用 

5.瞭解生活周遭和國際性

的環境議題，並探究對人類

社會與發展的影響。 

6.思考水資源的價值。 

7.體驗水資源的有限。 

運用資源蒐集資料 瞭解

1、認識大漢溪與石門水庫

的地理位置、歷史人文與自

然生態。 

2、認識大漢溪與石門水庫

的環境變遷。 

3、了解石門水庫的所遇到

環境問題與解決方案。 

1、認識石門水庫多樣化的

生態環境。 

2、了解何謂 i WATER 精

神。 

3、認識石門水庫之山、林、

水、土等環境生態特色。 

課程大綱 

利用教學簡報帶領學員思

考臺灣容易缺水的原因，以

及臺灣的水資源現況，並透

過分享與討論活動，讓學員

發表自己對水資源運用的

看法，再從水資源教學影片

中，了解臺灣水資源的分佈

與限制，最後統整學員對於

水資源的價值觀念，檢視其

用水習慣，進而體會水資源

的重要性。 

介紹大漢溪與石門水庫的

地理關係、歷史故事與興建

緣由，帶領學員了解早期在

地城鎮(縣市鄉鎮)的人文環

境與歷史變遷，並透過「i 
WATER 石門水庫」環境議

題影片，引導學員探討石門

水庫所面臨的環境問題，進

一步加強其對水庫環境資

源的了解。 

利用多媒體教學光碟介紹

石門水庫壩址與集水區的

地理環境與人文風貌，包含

石門水庫的興建歷史、功

能、保育研究、環境教育、

整治任務、推動地方觀光和

文化課程等主題，體會水庫

及集水區整體的環境內

涵，並引導學員共同為整治

和保育石門水庫及其上游

集水區盡一份心力。 

教學方式 課程、戶外學習 課程、戶外學習 課程、戶外學習 

教學對象 小學及各年齡層民眾 小學及各年齡層民眾 小學及各年齡層民眾 

教學時間 4 小時 4 小時 4 小時 

環教據點 
依山閣環教中心 

石門水庫環境教育館 

依山閣環教中心 

石門水庫環境教育館 

依山閣環教中心 

石門水庫環境教育館 

教學資源 
電腦、簡報、討論單、

摺頁 
電腦、簡報、討論單、

摺頁 
電腦、簡報、討論單、

摺頁 

教學評量 學習單、迴響單 學習單、迴響單 學習單、迴響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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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2、石門水庫環境教育據點示範課程教案內容項目(2/4) 

課程領域 環境生態 

課程領域 了解石門水庫（II） 

課程名稱 守望石門 認識水庫集水區的生
物多樣性 

愛護集水區水資源－
戲劇 

課程目標 

1、認識不同種類地圖在集

水區環境資料上的使用方

式。 
2、了解地圖的內涵及其所

包含的資訊。 
3、能使用不同種類的地圖

找尋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

分佈位置。 
4、能使用不同種類的地圖

觀察石門水庫集水區崩塌

點位概況。 
5、覺知石門水庫集水區現

狀與存在的問題，並進而

能關心其環境。 

1、能說出水庫的功能及重

要性。 
2、能瞭解台灣的水庫現

況。 
3、能知道什麼是生物多樣

性。 
4、能知道石門水庫集水區

內有哪些生物。 
5、能瞭解生物之間密切的

關聯性。 

1、能發表對水資源有限利

用的感受。 
2、能創作生態繪本，畫出

愛護水資源的方法。 
3、能提出保護集水區及節

省水資源的環境行動。 

課程大綱 

利用 Google map、三維 
GIS 與各類石門水庫集水

區地圖，展示石門水庫集

水區的環境現況，讓學員

藉由自行練習操作各類地

圖，了解石門水庫及其集

水區的位置概況，並覺知

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的環

境問題，進而能關心與愛

護水庫環境生態。 

藉由認識臺灣地形與興建

水庫的關係，帶領學員了

解石門水庫的重要性。接

著介紹集水區的概念，以

及生物多樣性的定義，進

而認識棲息於石門水庫集

水區內的生物，包括食物

網、生態系內生物彼此間

息息相關之觀念，使學員

瞭解愛護水庫的原因與重

要性。

藉由戲劇中的角色扮演，

讓學員投射感情，了解石

門水庫的煩惱，以體認有

限的水資源。接著帶領學

員創作生態繪本，藉由討

論破壞集水區的因素與預

防方式，培養學員保護集

水區與珍惜水資源的情

操。 

教學方式 課程、戶外學習 課程、戶外學習 課程、戶外學習 

教學對象 小學及各年齡層民眾 國中以上及一般民眾 小學及各年齡層民眾

教學時間 4 小時 4 小時 4 小時 

戶外場域 
依山閣環教中心 
水庫庫區各據點導覽 

依山閣環教中心 
水庫庫區各據點導覽 

依山閣環教中心 
石門水庫環境教育館

教學資源 
電腦、簡報、討論單、

摺頁 
電腦、簡報、討論單、

摺頁 
電腦、簡報、討論單、

摺頁 

教學評量 學習單、迴響單 學習單、迴響單 學習單、迴響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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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2、石門水庫環境教育據點示範課程教案內容項目(3/4) 

課程領域 環境變遷 

課程領域 保育石門水庫（III） 

課程名稱 石門水庫保育工程
整治成效 集水區保育 誰讓水庫生病了？ 

課程目標 

1、了解石門水庫的興建緣

由及歷年整治工程項目。

2、了解石門水庫經營管理

策略及目標。 
3、體會愛護水庫環境的重

要性，進而身體力行珍惜

水資源。 

1、觀察石門水庫集水區庫

區、巴陵壩、生態工程點

位。 
2、了解臺灣興建水庫的自

然環境背景及問題爭議。

3、了解現行石門水庫集水

區的保育治理措施及實施

生態工程的重要性。 
4、了解山地崩塌對當地生

物生存所造成的影響及生

態保育的重要性。 

1、 了解石門水庫因環

境變遷所造成影響的和相

關環境議題。 
2、 培養小組討論及合

作設計的能力。 
3、願意利用多元發表方式

和大家分享在學習過程中

的發現。 
4、能提出保育水庫集水區

應有的作為，且願意對集

水區環境採取友善的行

動。 

課程大綱 

利用圖片、影片及教學簡

報介紹石門水庫的興建緣

由、歷年來的整治工程、

功用成效及經營管理目

標。最後引導學員思考與

討論集水區內，相關工程

整治和環境保育議題，進

而珍惜水資源。 

利用三維 GIS 影片，帶領

學員觀察石門水庫集水區

因環境變遷，所造成的影

響，並透過石門水庫多媒

體光碟及石門水庫集水區

保育治理資訊網，了解石

門水庫及其集水區的地理

環境，以及治理工程的生

態概念，進而體會生態保

育的重要性。 

藉由探討環境變遷對石門

水庫造成的影響，以及相

關的環境議題，引導學員

思考石門水庫生病的原

因，再透過帶領學員實際

使用資訊設備，蒐集相關

資訊，訓練學員腦力激

盪，畫出造成石門水庫環

境問題的原因與解決方

法，進而啟發其保育環境

生態的使命感。 

教學方式 課程、戶外學習 課程、戶外學習 課程、戶外學習 

教學對象 高中以上及一般民眾 國中以上及一般民眾 小學及各年齡層民眾

教學時間 4 小時 4 小時 4 小時 

戶外場域 
依山閣環教中心 
石門水庫環境教育館 
水庫庫區各據點導覽 

依山閣環教中心 
石門水庫環境教育館 
水庫庫區各據點導覽 

依山閣環教中心 
石門水庫環境教育館

水庫庫區各據點導覽

教學資源 
電腦、簡報、討論單、

摺頁 
電腦、簡報、討論單、

摺頁 
電腦、簡報、討論單、

摺頁 

教學評量 學習單、迴響單 學習單、迴響單 學習單、迴響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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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2、石門水庫環境教育據點示範課程教案內容項目(4/4) 

課程領域 環境管理 

課程領域 永續石門水庫（IV） 

課程名稱 石門水庫的 
美麗與哀愁 節水小尖兵 一杯清水 250 億 

課程目標 

1、 了解石門水庫的存

在價值與其優缺點。 

2、 了解石門水庫面臨

的環境問題及其原因。 

3、體會永續水庫與節約用

水的重要性。 

4、體會石門水庫之美。 

1、瞭解如何正確使用水資

源。 

2、能思考解決水資源問題

之道，具體提出解決方

案，並在生活上實行。 

3、培養愛護水資源的意願

與責任心。 

1、能利用關鍵字搜尋石門

水庫相關環境議題。 

2、能利用教學網站深入了

解並欣賞石門水庫。 

3、體認臺灣水資源的困

境，並進而珍惜水資源。

課程大綱 

透過影片欣賞與角色扮演

活動，帶領學員思考石門

水庫與我們生活的關聯

性，以及其在環境中的價

值，進而了解環境問題為

石門水庫帶來的影響，並

藉由喚醒學員曾經有過的

停水或限水經驗，讓其覺

知永續水庫、珍惜水資源

與節約用水的重要性。 

藉由喚醒學員的生活經

驗，請學生想一想自己與

家人在日常生活中的用水

經驗，並藉由提問引導學

員思考限水或缺水時該如

何應變，以及可從事的節

約用水行動有哪些，進而

提出解決水資源問題的方

法，永續水資源環境。 

學員能從網路探究學習，

體認石門水庫的重要性，

並進而知道如何珍惜水資

源。 

教學方式 課程、戶外學習 課程、戶外學習 課程、戶外學習 

教學對象 小學及各年齡層民眾 小學及各年齡層民眾 小學及各年齡層民眾

教學時間 4 小時 4 小時 4 小時 

戶外場域 

依山閣環教中心 

石門水庫環境教育館 

依山閣環教中心 

石門水庫環境教育館 

水庫庫區各據點導覽 

依山閣環教中心 

石門水庫環境教育館

水庫庫區各據點導覽

教學資源 
電腦、簡報、討論單、

摺頁 
電腦、簡報、討論單、

摺頁 
電腦、簡報、討論單、

摺頁 

教學評量 學習單、迴響單 學習單、迴響單 學習單、迴響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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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八 石門水庫鄰近學校單位 

表附 7-1、石門水庫鄰近大專院校 

 大專院校(桃園在地) 地址 聯絡資料 

1 國立中央大學 桃園縣中壢市中大路 300 號 03-4227151 

2 中原大學 桃園縣中壢市中北路 200 號 03-2659999 

3 元智大學 桃園縣中壢市遠東路 135 號 03-4638800 

4 開南大學 桃園縣蘆竹鄉開南路一號 03-3412500 

5 健行科技大學 桃園縣中壢市健行路 229 號 03-4581196 

6 萬能科技大學 桃園縣中壢市萬能路 1 號 03-4751581 

7 龍華科技大學 桃園縣龜山鄉萬壽路一段 300 號 02-82093211

8 長庚大學 桃園縣龜山鄉文化一路 259 號 03-2118800 

9 長庚科技大學 桃園縣龜山鄉文化一路 261 號 03-2118999 

10 桃園創新技術學院 桃園縣中壢市中山東路 3 段 414 號 03-4361070 
 

表附 7-2、石門水庫鄰近高中職校 

 高中職校(桃園在地) 地址 聯絡資料 

1 國立中央大學附屬 
中壢高級中學 桃園縣中壢市三光路 115 號 (03)4932181 

2 國立楊梅高級中學 桃園縣楊梅市高獅路 5 號 (03)4789618 

3 國立內壢高級中學 桃園縣中壢市成章四街 120 號 (03)4528080 

4 泉僑高級中學 桃園縣龍潭鄉中正路佳安段 446 號 (03)4712531 

5 育達高級中學 桃園縣平鎮市育達路 160 號 (03)4934101 

6 六和高級中學 桃園縣平鎮市陸光路 180 號 (03)4204000 

7 復旦高級中學 桃園縣平鎮市復旦路二段 122 號 (03)4932476 

8 啟英高級中學 桃園縣中壢市中園路 447 號 (03)4523036 

9 至善高級中學 桃園縣大溪鎮康莊路 645 號 (03)3887528 

10 國立龍潭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桃園縣龍潭鄉龍星村神龍路 155 號 (03)4792829 

11 國立中壢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桃園縣中壢市中央西路二段141巷100號 (03)4929871 

12 國立中壢高級家事商業學校 桃園縣中壢市德育路 36 號 (03)4271627 

13 方曙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桃園縣龍潭鄉上林村中原路一段 
50號 

(03)4796345 

14 縣立大溪高級中學 桃園縣大溪鎮民權東路 210 號 (03)388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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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附 7-3、石門水庫鄰近國中 

 國民中學 地址 聯絡資料 

1 縣立過嶺國中 桃園縣中壢市過嶺里 17 鄰松智路 2 號 (03) 4200026

2 縣立新明國中 桃園縣中壢市中正路 487 巷 18 號 (03)4936194 

3 縣立大崙國中 桃園縣中壢市月眉路一段 50 號 (03)4982840 

4 縣立興南國中 桃園縣中壢市育英路 55 號 (03)4526295 

5 縣立內壢國中 桃園縣中壢市復華里復華一街 108 號 (03)4522494 

6 縣立自強國中 桃園縣中壢市榮民路 80 號 (03)4553494 

7 縣立東興國中 桃園縣中壢市廣州路 25 號 (03)4582564 

8 縣立龍岡國中 桃園縣中壢市龍東路 147 號 (03)4562137 

9 縣立龍興國中 桃園縣中壢市龍勇路 100 號 (03)4575200 

10 縣立平南國中 桃園縣平鎮市中豐路南勢二段 340 號 (03)4392164 

11 縣立東安國中 桃園縣平鎮市平東路 168 號 (03)4601407 

12 縣立平鎮國中 桃園縣平鎮市新富里振興路 2 號 (03)4572150 

13 縣立中壢國中 桃園縣平鎮市德育路 180 號 (03)4222886 

14 縣立平興國中 桃園縣平鎮市環南路 300 號 (03)4939016 

15 縣立石門國中 桃園縣龍潭鄉十一份文化路 137 號 (03)4713610 

16 縣立龍潭國中 桃園縣龍潭鄉中正村龍華路 460 號 (03)4792075 

17 縣立凌雲國中 桃園縣龍潭鄉中豐路上林段 418 號 (03)4792604 

18 縣立武漢國中 桃園縣龍潭鄉成功路 190 巷 227 號 (03)4806468 

19 縣立仁和國中 桃園縣大溪鎮仁愛里廟前 6 之 1 號 (03)3906626 

20 縣立大漢國中 桃園縣大溪鎮康莊路 641 號 (03)3883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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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附 7-4、石門水庫鄰近國小 

 國民小學(桃園在地) 地址 聯絡資料 

1 縣立山東國小 桃園縣中壢市山東里十三鄰 163 號 (03)4981323

2 縣立普仁國小 桃園縣中壢市中山東路二段 425 號 (03)4563830

3 縣立富台國小 桃園縣中壢市中山東路三段 369 號 (03)4563335

4 縣立中原國小 桃園縣中壢市中北路 88 號 (03)4385257

5 縣立新明國小 桃園縣中壢市中央西路二段 97 號 (03)4933262

6 縣立中壢國小 桃園縣中壢市中榮里延平路 622 號 (03)4255216

7 縣立興國國小 桃園縣中壢市元化路二段 62 號 (03)4258158

8 縣立內定國小 桃園縣中壢市內定里定寧路 31 號 (03)4524624

9 縣立大崙國小 桃園縣中壢市內厝里月眉路一段 8 號 (03)4983424

10 縣立元生國小 桃園縣中壢市文化二路 161 號 (03)4625566

11 縣立自立國小 桃園縣中壢市永福路 1200 號 (03)4559130

12 縣立忠福國小 桃園縣中壢市西園路 57 號 (03)4340196

13 縣立林森國小 桃園縣中壢市林森路 95 號 (03)4579213

14 縣立芭里國小 桃園縣中壢市芝芭里八鄰 63 號 (03)4228086

15 縣立信義國小 桃園縣中壢市信義里成都路 55 號 (03)4573780

16 縣立青埔國小 桃園縣中壢市新生路三段 1006 號 (03)4531626

17 縣立新街國小 桃園縣中壢市新街里延平路 176 號 (03)4523202

18 縣立中平國小 桃園縣中壢市過嶺里一鄰 1 號 (03)4902025

19 縣立華勛國小 桃園縣中壢市榮民南路 205 號 (03)4661587

20 縣立內壢國小 桃園縣中壢市福德路 20 號 (03)4635888

21 縣立興仁國小 桃園縣中壢市遠東路 210 號 (03)4355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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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民小學(桃園在地) 地址 聯絡資料 

22 縣立中正國小 桃園縣中壢市興仁路二段 404 號 (03)4556890

23 縣立龍岡國小 桃園縣中壢市龍岡路二段 232 號 (03)4588582

24 縣立新榮國小 桃園縣平鎮市中原路 88 號 (03)2806200

25 縣立南勢國小 桃園縣平鎮市中豐路二段 223 號 (03)4393724

26 縣立山豐國小 
桃園縣平鎮市中豐路山頂段 375 巷 

45 號 
(03)4691784

27 縣立文化國小 桃園縣平鎮市文化街 189 號 (03)4921750

28 縣立東安國小 桃園縣平鎮市平東路 136 號 (03)4509571

29 縣立新勢國小 桃園縣平鎮市延平路一段 181 號 (03)4937563

30 縣立宋屋國小 桃園縣平鎮市延平路二段 389 號 (03)4933654

31 縣立東勢國小 桃園縣平鎮市東勢里 106 號 (03)4504034

32 縣立北勢國小 桃園縣平鎮市金陵路二段 330 號 (03)4586472

33 縣立祥安國小 桃園縣平鎮市湧安路 45 號 (03)4192135

34 縣立義興國小 桃園縣平鎮市義興街 55 號 (03)4937563

35 縣立復旦國小 桃園縣平鎮市廣平街 1 號 (03)4917491

36 縣立平興國小 桃園縣平鎮市廣泰路 168 號 (03)4930216

37 縣立忠貞國小 桃園縣平鎮市龍興村龍南路 315 號 (03)4501450

38 縣立三坑國小 桃園縣龍潭鄉三坑村永昌路 51巷 85號 (03)4713627

39 縣立三和國小 桃園縣龍潭鄉三和村直坑 39 號 (03)4792154

40 縣立龍星國小 桃園縣龍潭鄉中正路 269 號 (03)4797299

41 縣立石門國小 桃園縣龍潭鄉佳安村文化路 188 號 (03)4711752

42 縣立武漢國小 桃園縣龍潭鄉武漢路 100 號 (03)47928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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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民小學(桃園在地) 地址 聯絡資料 

43 
私立福祿貝爾 

國小 
桃園縣龍潭鄉金龍路 223 號 (03)4899899

44 縣立潛龍國小 桃園縣龍潭鄉烏林村中豐路 401 號 (03)4792153

45 縣立雙龍國小 桃園縣龍潭鄉神龍路 346 號 (03)4991888

46 縣立龍源國小 桃園縣龍潭鄉高平村深窩子 16 之 1 號 (03)4717149

47 縣立高原國小 桃園縣龍潭鄉高原村橫岡下 36 號 (03)4717009

48 縣立德龍國小 桃園縣龍潭鄉聖德村十一鄰 49 號 (03)4792524

49 縣立龍潭國小 桃園縣龍潭鄉龍潭村南龍路 13 號 (03)4792014

50 縣立南興國小 桃園縣大溪鎮仁和路二段 135 號 (03)3801721

51 縣立仁善國小 桃園縣大溪鎮仁善里埔頂路二段109號 (03)3801710

52 縣立僑愛國小 桃園縣大溪鎮仁義里介壽路 214 號 (03)3801896

53 縣立田心國小 桃園縣大溪鎮文化路 120 號 (03)3872008

54 縣立永福國小 
桃園縣大溪鎮永福里信義路十二鄰 

1165 號 
(03)3883709

55 縣立美華國小 桃園縣大溪鎮美華里十五鄰 15 號 (03)3882403

56 縣立員樹林國小 桃園縣大溪鎮員林路二段 450 號 (03)3801502

57 縣立百吉國小 桃園縣大溪鎮復興里百吉街 2 號 (03)3883956

58 縣立大溪國小 桃園縣大溪鎮登龍路 19 號 (03)3882040

59 縣立瑞祥國小 桃園縣大溪鎮瑞源里 59 號 (03)3801197

60 縣立中興國小 桃園縣大溪鎮瑞興里一鄰 6 號 (03)3801394

61 縣立內柵國小 桃園縣大溪鎮義和里三鄰安和路 38 號 (03)3882461

62 縣立福安國小 桃園縣大溪鎮福安里十六鄰 16 號 (03)3882374



石門水庫環境生態資源暨 

環境教育基地整合發展推廣計畫(1/2) 

A-30 



附錄 

A-31 

附錄九 石門水庫環境教育意象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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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 石門水庫環境教育設施場所收費表 (草案) 

場所 

項目 
石門水庫環境教育設施場所 

入園門票 免費 

停車費 併入環境教育專業服務費用計算 

課

程

申

請 

課程費 
 50 人以下以場次為單位，每人收費新台幣$50 元。 

 50 人以上以團體為單位，2 小時以下新台幣$2000 元；
2 小時以上新台幣$4000 元。 

講師費 $0.(課程費用已含) 

解說導覽 $0.(課程費用已含) 

教材費 按實際支出收費 

場地費 按實際支出收費 

地圖/單 按實際支出收費 

學習單 按實際支出收費 

摺頁 按實際支出收費 

餐食 參與者自理 

團體保險費 參與者自理 

備註 

 本推動小組第一次工作會議紀錄(水北保字第 10216016020 號)，
案由一結論（全文）如下： 

(一) 收入納入水資源作業基金，講師、教材及志工支出經
費依規定支應。 

(二) 環境教育專業服務收費以收取課程及講師費為主，停
車費併入計算，避免與石門水庫管理中心重覆或 2
次收費。 

(三) 收費標準以場次為單位，50 人以下按每人 50 收費，
50 以上以團體收費，2 小時以下課程 2000 元，2 小
時以上 4000 元，志工解說依參與人數所需志工人
數，每位志工半日 150 元全日 300 元給付，其他專
業教材或特殊場地按實收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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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一 102 年石門水庫環境教育設施場所成果報告書 

 
 

102 年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石門水庫環境教育設施場所 

環境教育成果報告書(草案) 

(註:本報告書草案已於 2013 年 12 月 23 日研提北區水資源局) 

 
 
 

 

申請單位：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成果期間：2013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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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門水庫環境教育設施場所基本資料 

填 表 日 期 2013 年 12 月 5 日 認 證 字 號
(101)環署訓證字 

第 EC009003 號 

申請單位全銜 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設施場所名稱 石門水庫環境教育設施場所 

設施場所地址 桃園縣大溪鎮復興里環湖路 1 號 

負責人姓名 劉駿明 
全職環教專業人員

姓名及證書字號 

徐笑情 

(101)環署訓證字 
第 EP112003 號 

聯絡人姓名 徐笑情 聯絡人行動電話 0912-006-324 

聯絡電話(公) 03-4712-001#611 電 子 郵 件 信 箱 f21@wranb.gov.tw 

設施場所網址 http://iwater.wranb.gov.tw/?id=index 

核定環境教育

課程方案名稱 

1、水從哪裡來（iWATER） 
2、石門水庫的故事（年度重點修訂特色課程） 
3、藍色星球．水水臺灣（年度重點修訂特色課程） 
4、雲端石門（年度重點修訂特色課程） 
5、石門水庫在地學校的綠色生活地圖與環境教育 
6、石門水庫保育與生態多媒體教材推廣 
7、石門水庫集水區生態保育暨環境教育平台推動歷程暨教育成果

8、石門水庫集水區水環境教育 WHO-IDEA 
9、守望石門（年度重點修訂特色課程） 
10、認識水庫集水區的生物多樣性（年度重點修訂特色課程） 
11、認識影響水庫集水區生物多樣性的原因（iWATER） 
12、保護水庫集水區的生物多樣性（iWATER） 
13、誰讓水庫生病了嗎（iWATER） 
14、愛護集水區水資源-（繪本故事）（iWATER） 
15、愛護集水區水資源-（戲劇）（年度重點修訂特色課程） 
16、石門水庫水質及保育觀念 
17、水庫外來種移除及防治方法 
18、水庫優養化及水質汙染防治策略 
19、石門水庫保育工程整治成效 
20、石門水庫志工教育訓練 
21、石門水庫生態保育工作坊之推動 
22、先天不良（絕地逢生）（iWATER） 
23、後天失調（iWATER） 
24、集水區保育（年度重點修訂特色課程） 
25、石門水庫集水區水與土的對話（iWATER） 
26、石門水庫集水區保育工作坊之操作概念 
27、石門水庫集水區魚類之種類介紹及辨識訓練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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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石門水庫集水區甲殼類之種類介紹及辨識訓練課程 
29、石門水庫集水區底棲生物類之種類介紹及辨識訓練課程 
30、石門水庫集水區藻類之種類介紹及辨識訓練課程 
31、簡易水質調查方法介紹 
32、簡易生物棲地調查方法介紹 
33、集水區魚類之現場調查方法 
34、集水區甲殼類之現場調查方法 
35、集水區底棲生物類之現場調查方 
36、簡易水質現場調查方法介紹 
37、集水區藻類之現場調查方法 
38、簡易棲地現場調查方法介紹 
39、如何製作成果發表報告及檔案課程 
40、如何自處（iWATER） 
41、石門水庫的美麗與哀愁（iWATER） 
42、節水小尖兵（年度重點修訂特色課程） 
43、一杯清水 250 億（年度重點修訂特色課程） 
44、認識石門水庫大漢溪之繽紛生態多樣性 
45、集水區外來種移除及防治方法 
46、溪流生物多樣性環境教育活動設計與實務 
47、集水區保育工程治理成效介紹 
48、石門水庫集水區生態保育工作坊之推動課程 
49、石門水庫集水區生物多樣性及生態旅遊 
50、誰讓水庫生病了（年度重點新增特色課程） 

專業人力配置 

本局已於民國 101 年規劃設置「北區水資源局環境教育推動小

組」，由本局局長擔任召集人，並由召集人指派副局長一人擔任副

召集人，另就行政管理、活動設計、活動課程、場域維護及自然

保育等業務，設置行政組、教學組、場域組、研究組，並依業務

需要得委託環境教育相關專業團隊協助業務推動，並設有一名全

職環教專業人員，共同推動石門水庫環境教育設施場所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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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工作項目及內容 
99 年 5 月 18 日立法院三讀通過《環境教育法》，經總統公告於 100

年 6 月 5 日（世界環境日）正式施行。《環境教育法》首條即揭櫫其要

旨：「推動環境教育，以促進國民瞭解個人及社會與環境的相互依存關

係，增進全民環境倫理與責任，進而維護環境生態平衡、尊重生命、

促進社會正義，培養環境公民與環境學習社群，以達到永續發展」。環

境教育之對象為全體國民、各類團體、事業、政府機關（構）及學校，

並以「資訊整合、全民參與」及「教育永續、終身學習」為目標。 

為配合《環境教育法》推廣並落實環境教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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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水利署

北區水資源局本(102)年度環境教育推動目標及策略，包含調查歷年石

門水庫環境教育參與者及其角色分析、修訂石門水庫環境教育綱領及

課程方案、整合修訂石門水庫環境教育行動方案、推動石門水庫環境

教育場所後續成效評析、辦理石門水庫環境教育志工培訓及研擬志工

招募與考核要點、辦理環境教育活動等六大主要工作項目。 

石門水庫於 101 年 10 月 3 日正式通過行政院環保署核准為環境教

育設施場所（(101)環署訓證字第 EC009003 號），並積極於通過認證後

提供環境教育專業服務，接受參訪單位申請，協助辦理環境教育研習

活動。茲將 102 年度工作目標及效益說明如下： 

一、調查歷年石門水庫環境教育參與者及其角色分析 

石門水庫環境教育的發展，其主要方向係依據北區水資源局推動

學校及社會環境教育之理念執行，其中，專家學者及水庫集水區長期

從業人員在發展歷程中向來扮演至關重要之關鍵參與者角色。辦理環

境教育除了必須針對其場域的自然與人文特色進行議題設定與規劃，

場域內的環境教育參與者的角色及功能亦是相當核心的考量點之一，

環境教育的實施辦理必須緊扣其功能及需求，再經過現地資源分析與

規劃適宜之活動與課程設計，以達有效推動之實施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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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順利推行石門水庫之環境教育行動，本(102)年度持續針對石門

水庫環境教育參與者，包含環境教育專家學者、環境教育課程講師、

環境教育在地參與者與石門水庫環境教育志工等進行調查，按其專業

角色進行功能整合與歸納，並可規劃石門水庫環境教育推廣人才資料

庫，依據其專業領域與參與者角色之差異，將能對日後石門水庫推動

環境教育提供不同內涵之加值服務。 

二、修訂石門水庫環境教育綱領及課程方案 

有鑑於石門水庫環境教育設施場所已正式於 101 年 10 月 3 日通過

行政院環保署之認證，為能提供石門水庫環境教育設施場所一套更具

體可落實之依循原則，本(102)年度持續依多項現行相關法條作為修訂

依據，同時參酌石門水庫環境教育推動過程中之實際需求修訂石門水

庫環境教育綱領，勾勒出石門水庫環境教育發展之共同願景；另針對

石門水庫通過審核之 51 組環境教育課程方案，依環境教育四大領域進

行分類：分別為「環境資源」、「環境生態」、「環境變遷」與「環境管

理」，同時根據此四大環境教育課程方案領域，發展出四大教學主題模

組：「探索石門水庫」、「了解石門水庫」、「保育石門水庫」及「永續石

門水庫」，共彙整修訂 12 大主題課程，積極落實石門水庫環境教育課

程方案。 

三、整合修訂石門水庫環境教育行動方案 

石門水庫環境教育設施場所，是北部地區最大水資源園區，具有豐

富的在地環境資源。在石門水庫推動環境教育之歷程中，以石門水庫

環境教育設施場所據點作為研擬核心所規劃之「iWATER 愛水環境教育

課程方案與教案設計」與「石門水庫生態多媒體教材製作（光碟、專

書、摺頁）」，經由國內環境教育專家學者及石門水庫在地參與者共同

投入石門水庫環境教育的愛水行動所研擬、規劃、設計，其內涵包括

完整之教學目標、課程名稱、課程目標、課程大綱與授課方式等，在

環境教育課程方案及課程設計部分成果相當豐碩。本年度以「適用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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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環境教育參與者」之概念作為整合與修訂環境教育課程方案之目

標，持續推動、推廣石門水庫之生態特色、落實在地環境教育，透過

不同對象的參與觀察、記錄、省思、表達等方式了解石門水庫的環境

生態與水資源特性，在穩定供水的既定任務下，提供符合石門水庫人

文與生態特色之教案，採分層分級之課程規劃模式，提供不同年齡層

之在地居民、遊客、甚至學校單位、教育機構、政府機關等單位能透

過石門水庫之課程規劃與教學設計，進一步體會永續水資源生態環境

之重要理念。 

四、推動石門水庫環境教育場所後續成效評析 

依據「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及管理辦法」，環境教育設施場所係

指整合環境教育專業人力、課程方案及經營管理，用以提供環境教育

專業服務之具有豐富生態或人文與自然特色之空間、場域、裝置或設

備。從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所屬之石門水庫，調查彙整水庫集

水區內具備自然或人文主題特色的設施、空間或場地等相關資料，並

依據《環境教育法》及「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及管理辦法」規定，

瞭解相關認證作業審查的認定要點，進行資源整合，並提出環境教育

設施場所認證申請。 

五、辦理石門水庫環境教育志工培訓及研擬志工招募與考核要點 

為配合石門水庫通過行政院環保署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於石門

水庫環境教育平台上建置「環境教育課程預約系統」，提供各級學校、

社會企業、民間團體、政府機關等單位，進行環境教育課程、研習、

參訪之申請，俾利石門水庫環境教育設施場所安排課程之行政應用。 

六、辦理環境教育活動 

為配合石門水庫通過行政院環保署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協助推

動石門水庫環境教育研究發展，故結合在地政府、在地學校及民間團

體等參與者夥伴，搭配運用石門水庫環境教育教材及石門水庫環境教

育單元活動設計，接受學習單位申請並協助辦理水資源環境教育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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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期透過戶外體驗認識石門水庫重要水資源設施，啟發學員之環

境教育覺知、知識、態度、技能、行動，提升其環境教育素養。各場

次活動皆設計有環境教育學習活動學習單，針對活動場地、講師、課

程內容、環境教育體驗等內容進行意見回饋分享，俾便後續石門水庫

環境教育設施場所推展環境教育之參考。 

本年度石門水庫環境教育設施場所推動環境教育之工作進度，如

下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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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石門水庫環境教育設施場所 101 年度工作進度甘特圖 

環境教育設施場所名稱 石門水庫環境教育設施場所 

工作內容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1、調查歷年石

門水庫環境

教育參與者

及角色分析 

調查歷年石門水

庫環境教育參與

者及角色分析 

            

            

調查石門水庫環

境教育參與者概

念來源與認知分

析 

            

            

2、修訂石門水

庫環境教育

綱領及課程

方案 

修訂石門水庫環

境教育綱領 

            

            

修訂石門水庫環

境教育課程方案 

            

            

3、整合修訂石

門水庫環境

教育行動方

案 

整合修訂石門水

庫環境教育行動

方案 

            

            

4、推動石門水

庫環境教育

場所後續成

效評析 

 

規劃石門水庫環

境教育設施場所

評估指標及自評

機制 

            

            

石門水庫環境教

育場所後續成效

評析 

            

            

5、辦理石門水

庫環境教育

志工培訓及

研擬志工招

募與考核要

點 

辦理石門水庫環

境教育志工培訓 

            

            

研擬志工招募與

考核要點 

            

            

6、辦理環境教

育活動 
辦理外部申請環

境教育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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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活動梯次與參與人數 
一、、參訪單位申請環境教育活動 

表 2、參訪單位申請環境教育活動列表 

 石門水庫環境教育系列活動 參訪單位申請環境教育活動 
梯

次 日期 課程方案名稱 參加對象 人數 時數 

1 20121113 
認識水庫集水區的生物

多樣性 
環保署環訓所(第一梯次) 70 4 小時 

2 20121128 
認識水庫集水區的生物

多樣性 
環保署環訓所(第二梯次) 25 4 小時 

3 20121213 
認識水庫集水區的生物

多樣性 
環保署環訓所(第三梯次) 53 4 小時 

4 20130110 
認識水庫集水區的生物

多樣性 
環保署環訓所(第四梯次) 25 4 小時 

5 20130118 
認識水庫集水區的生物

多樣性 
桃園縣八德市大成國小 200 4 小時 

6 20130222 
認識水庫集水區的生物

多樣性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80 4 小時 

7 20130227 
認識水庫集水區的生物

多樣性 
桃園縣龍潭鄉三坑國小 32 4 小時 

8 20130410 
認識水庫集水區的生物

多樣性 
桃園縣中壢市忠貞國小 160 4 小時 

9 20130514 
認識水庫集水區的生物

多樣性 
中油探採事業部(第一梯次) 80 4 小時 

10 20130521 
認識水庫集水區的生物

多樣性 
中油探採事業部(第二梯次) 80 4 小時 

11 20130528 
認識水庫集水區的生物

多樣性 
中油探採事業部(第三梯次) 80 4 小時 

12 20130601 
認識水庫集水區的生物

多樣性 
監察院調查處 65 4 小時 

13 20130604 
認識水庫集水區的生物

多樣性 
中油探採事業部(第四梯次) 80 4 小時 

14 20130611 
認識水庫集水區的生物

多樣性 
中油探採事業部(第五梯次) 80 4 小時 

15 20130629 
認識水庫集水區的生物

多樣性 
桃園縣政府 
勞動及人力資源局 

80 4 小時 

16 20130702 
認識水庫集水區的生物

多樣性 
桃園縣中壢市大崙國小 100 4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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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門水庫環境教育系列活動 參訪單位申請環境教育活動 
梯

次 日期 課程方案名稱 參加對象 人數 時數 

17 20130724 
認識水庫集水區的生物

多樣性 
經濟部人事處 60 4 小時 

18 20130829 
認識水庫集水區的生物

多樣性 桃園縣楊梅高中教師研習 150 4 小時 

18 20131009 
認識水庫集水區的生物

多樣性 
桃園縣楊梅市瑞梅國小 40 4 小時 

19 20131018 
認識水庫集水區的生物

多樣性 
環保署環訓所(第五梯次) 100 4 小時 

20 20131112 
認識水庫集水區的生物

多樣性 
最高法院(第一梯次) 50 4 小時 

21 20131126 
認識水庫集水區的生物

多樣性 
最高法院(第二梯次) 50 4 小時 

22 20131127 
認識水庫集水區的生物

多樣性 
桃園縣龍潭鄉龍潭國小 40 4 小時 

23 20131214 
認識水庫集水區的生物

多樣性 
北區水資源局 20 4 小時 

總計 1800人 92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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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成果與照片 

環境教育研習活動第1梯次：20121113環保署環訓所(1) 

 
內容說明：「認識水庫集水區的生物多樣性」課程，石門水庫生態資

源的戶外學習。 

 

內容說明：環境教育室內課程，發表石門水庫環境教育學習迴響 



 

A-45 

 

環境教育研習活動第2梯次：20121128環保署環訓所(2) 

 
內容說明：石門環教志工老師引導同學們的體驗學習。 

 
內容說明：認識水庫生態資源，體驗石門水庫自然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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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教育研習活動第3梯次：20121213環保署環訓所(3) 

 

內容說明：舉步仰望、體驗自然，認識生物多樣性。 

 

內容說明：步道體驗，北區水資源局保育課環境教育認證人員的專業

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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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教育研習活動第4梯次：20130110環保署環訓所(4) 

 

內容說明：觀察植物生態特色，欣賞冬季石門風情。 

 

內容說明：了解石門水庫的興建歷史與水資源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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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教育研習活動第5梯次：20130118八德市大成國小 

 

內容說明：石門環教志工老師引導學員觀察植林生態，認識環境資源。

 

內容說明：認識水庫生態資源，體驗石門水庫自然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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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教育研習活動第6梯次：20130222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內容說明：室內課程，瞭解石門水庫生態資源與環境教育發展內涵。

內容說明：搭乘太陽能電動公艇遊歷石門水庫，認識石門水庫水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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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教育研習活動第7梯次：20130227龍潭三坑國小 

內容說明：環境教育志工老師與同學們的觀察學習。 

內容說明：環境教育課程，心得分享與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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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教育研習活動第8梯次：20130410中壢忠貞國小 

 

內容說明：認識石門水庫的生態資源，動植物生態特色的觀察與學習。

 

內容說明：石門環教志工老師引導學員觀察植林生態，認識環境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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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教育研習活動第9梯次：20130514中油探採事業部(1) 

 

內容說明：認識石門水庫分層取水工，瞭解水資源運作管理。 

內容說明：石門環教室內課程，認識石門水庫生態資源與環境教育發

展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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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教育研習活動第10梯次：20130521中油探採事業部(2) 

 

內容說明：北區水資源局保育課環境教育認證人員的專業解說。  

內容說明：認識石門水庫的生態資源，動植物生態特色的觀察與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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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教育研習活動第11梯次：20130528中油探採事業部(3) 

 

內容說明：認識石門水庫分層取水工，瞭解水資源運作管理。 

內容說明：搭乘太陽能電動公艇遊歷石門水庫，認識石門水庫水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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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教育研習活動第12梯次：20130601監察院調查處 

 

內容說明：石門環教志工老師引導學員觀察植林生態，認識環境資源。

 

內容說明：認識水庫生態資源，體驗石門水庫自然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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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教育研習活動第13梯次：20130604中油探採事業部(4) 

 

內容說明：石門環教志工老師引導學員觀察植林生態，認識環境資源。

 

內容說明：搭乘太陽能電動公艇遊歷石門水庫，認識石門水庫水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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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教育研習活動第14梯次：20130611中油探採事業部(5) 

 

內容說明：認識水庫生態資源，體驗石門水庫自然生態。 

 

內容說明：室內課程，北區水資源局保育課環境教育認證人員的專業

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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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教育研習活動第15梯次：20130629桃縣政府勞動及人力資源局 

 

內容說明：步道體驗學習，認識別具特色的植林生態。 

 

內容說明：豐富有趣的室內課程(藍色星球水水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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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教育研習活動第16梯次：20130702中壢大崙國小 

 

內容說明：認識水庫生態資源，體驗石門水庫自然生態。 

內容說明：步道體驗學習，認識別具特色的植林生態。 



 

A-60 

環境教育研習活動第17梯次：20130724經濟部人事處 

 

內容說明：認識水庫生態資源，體驗石門水庫自然生態。 

 

內容說明：步道體驗學習，認識別具特色的植林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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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教育研習活動第19梯次：20131018環保署環訓所(5) 

 

內容說明：石門環教室內課程，認識石門水庫。 

內容說明：了解石門水庫的興建歷史與水資源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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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教育研習活動第20梯次：20131112高等法院(1) 

 

內容說明：步道體驗學習，認識別具特色的植林生態。 

 

內容說明：了解石門水庫的興建歷史與水資源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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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教育研習活動第21梯次：20131126高等法院(2) 

 

內容說明：認識水庫生態資源，體驗石門水庫自然生態。 

 

內容說明：步道體驗學習，認識別具特色的植林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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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教育研習活動第22梯次：20131127龍潭國小 

 

內容說明：認識石門水庫多元的植物生態。 

內容說明：認識水庫生態資源，體驗石門水庫自然生態，蓊鬱森林中

的快樂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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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滿意度調查及分析 

一、環保署環境保護人員訓練所(第一梯次) 

(一)滿意度調查 

本局於 101 年 11 月 13 日協助環保署環境保護人員訓練所辦理環

境教育學習活動(第一梯次)，主要以「認識水庫集水區的生物多樣性」

此一課程作為本次研習活動之教學方案。 

在本次研習活動人數共計 56 人。針對其滿意度調查，在「活動場

地」部分，共計有 98.21%的學員表示非常滿意，顯示石門水庫環境教

育設施場所提供之研習場地相當完善；於「引導員/課程講師」部分，

全數學員皆表示滿意(98.21%)，顯示石門水庫設施場所之專業講師，能

順利傳達課程內涵，進行清楚詳盡之課程講解；而在「課程內容」方

面，則有 96.43%學員表示滿意，顯示石門水庫環境教育課程方案之設

計相當良善；另在「服務」選項方面，滿意者則為 98.21%，顯示本次

研習活動辦理相當成功 (詳細數值參表 3 及圖 1)。 

表 3、環保署環境保護人員訓練所環境教育學習活動(第一梯次)滿意度調查分析表 

課程方案 
認識水庫集水區的 

生物多樣性 
活動日期 101.11.13 

項目 
滿意 尚可 不滿意 

數量 （%） 數量 （%） 數量 （%） 
活動 
場地 

55 98.21% 0 0.0% 0 0.0% 

引導員 
/講師 

55 98.21% 0 0.0% 0 0.0% 

課程 
內容 

54 96.43% 2 3.57% 0 0.0% 

服務 55 98.21% 1 1.79% 0 0.0% 

有效數量總計（N）＝56 
 
 



 

A-66 

 
圖 1、環保署環境保護人員訓練所環境教育學習活動(第一梯次)滿意度調查分析圖 

(二)學習成效分析 

覺
知 

學員覺知感受(Awareness) 

1.原來庫區的空氣是如此清新 

2.蟲鳴、鳥叫、蛙聲、風的觸感，是如此吸引目光，發現許多從前不會注

意的生態 

3.石門水庫不僅僅只有水庫，還有廣大的生態環境 

知
識 

學員知識增能(Knowledge) 

1.認識水庫的生態多樣性 

2.瓢蟲顏色、大小、生長過程不同的形態 

3.瓢蟲顏色、大小、生長過程不同的形態 

態
度 

學員態度轉變(Attitude) 

1.大自然的每樣事物，都有其存在意義 

2.靜心欣賞大自然，才能看到大自然真實的一面 

3.透過觀察植物的生長情形，每種植物都有其生長特性 

行
動 

學員行動行為(Action) 

1.會很樂意向朋友分享石門水庫的種種風情 

2.與他人一同討論、分享彼此的學習體驗過程 

迴
響 

學員學習迴響(Ehco) 

1.離開學校後，服完兵役直接進入職場，很少有機會接觸大自然，若有機

會來石門水庫，十分樂意。 
2.希望路上車輛能少一點，增加體驗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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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環保署環境保護人員訓練所(第二梯次) 

(一)滿意度調查 

本局於 101 年 11 月 28 日協助環保署環境保護人員訓練所辦理環

境教育學習活動(第二梯次)，主要以「認識水庫集水區的生物多樣性」

此一課程作為本次研習活動之教學方案。 

在本次研習活動人數共計 16 人。針對其滿意度調查，在「活動場

地」部分，共計有 100%的學員表示滿意，顯示石門水庫環境教育設施

場所提供之研習場地相當完善；於「引導員/課程講師」部分，全數學

員皆表示非常滿意(100%)，顯示石門水庫設施場所之專業講師，能順

利傳達課程內涵，進行清楚詳盡之課程講解；而在「課程內容」方面，

則 100%滿意，無表示「尚可」或「非常不滿意」之學員，顯示石門水

庫環境教育課程方案之設計相當良善；另在「服務」選項方面，全數

學員表示認同顯示本次研習活動辦理相當成功 (詳細數值參表 4 及圖

2)。 

表 4、環保署環境保護人員訓練所環境教育學習活動(第二梯次)滿意度調查分析表 

課程方案 
認識水庫集水區的 

生物多樣性 
活動日期 101.11.28 

項目 
滿意 尚可 不滿意 

數量 （%） 數量 （%） 數量 （%） 
活動 
場地 

16 100% 0 0.0% 0 0.0% 

引導員 
/講師 

16 100% 0 0.0% 0 0.0% 

課程 
內容 

16 100% 0 0.0% 0 0.0% 

服務 16 100% 0 0.0% 0 0.0% 

有效數量總計（N）＝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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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環保署環境保護人員訓練所環境教育學習活動(第二梯次)滿意度調查分析圖 

(二)學習成效分析 

覺
知 

學員覺知感受(Awareness) 

1.大自然是人類心靈的故鄉 

2.大自然在雨中也是很美的 

3.水資源可貴，石門水庫具歷史地位 

知
識 

學員知識增能(Knowledge) 

1.認識楓香與青楓的差別 

2.認識瓢蟲與五色鳥的生態 

態
度 

學員態度轉變(Attitude) 

1.珍惜自然界的所有一切 

2.擁抱自然、親近自然的環境教育很有意義 

3. 慢活是美好的，能夠親近大自然，享受樂活 

行
動 

學員行動行為(Action) 

1.石門水庫生態豐富，風景宜人，適合帶全家人來 

2.親近大自然，可以是簡單地走在這步道 

迴
響 

學員學習迴響(Ehco) 

1.希望體驗時間能增加 

2.石門水庫是桃園地區上游的淨土，應加強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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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環保署環境保護人員訓練所 (第三梯次) 

(一)滿意度調查 

本局於 101 年 12 月 13 日協助環保署環境保護人員訓練所辦理環

境教育學習活動(第三梯次)，主要以「認識水庫集水區的生物多樣性」

此一課程作為本次研習活動之教學方案。 

在本次研習活動人數共計 52 人。針對其滿意度調查，在「活動場

地」部分，共計有 96.15%的學員表示非常滿意，顯示石門水庫環境教

育設施場所提供之研習場地相當完善；於「引導員/課程講師」部分，

96.15%皆表示滿意，顯示石門水庫設施場所之專業講師，能順利傳達

課程內涵，進行清楚詳盡之課程講解；而在「課程內容」方面，也是

有 96.15%學員表示滿意，顯示石門水庫環境教育課程方案之設計相當

良善；另在「服務」選項方面，98.08%表示認同，顯示本次研習活動

辦理相當成功 (詳細數值參表 5 及圖 3)。 

 

表 5、環保署環境保護人員訓練所環境教育學習活動(第三梯次)滿意度調查分析表 

課程方案 
認識水庫集水區的 

生物多樣性 
活動日期 101.12.13 

項目 
滿意 尚可 不滿意 

數量 （%） 數量 （%） 數量 （%） 
活動 
場地 

50 96.15% 2 3.85% 0 0.0% 

引導員 
/講師 

50 96.15% 2 3.85% 0 0.0% 

課程 
內容 

50 96.15% 2 3.85% 0 0.0% 

服務 51 98.08% 1 1.92% 0 0.0% 

有效數量總計（N）＝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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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環保署環境保護人員訓練所環境教育學習活動(第三梯次)滿意度調查分析圖 

(二)學習成效分析 

覺
知 

學員覺知感受(Awareness) 

1.重新認識石門水庫，是第一次深度旅遊 

2.雖然道路不平，但一路上大自然與親朋好友都陪著我們，道路上處處有生

命，處處有學問 

3.自然界的聲音，遠比想像中的豐富、多采 

知
識 

學員知識增能(Knowledge) 

1.綠葉變紅的道理 

2.蕨類與楓樹共生的關係 

3.各種生物之間互相聯繫的緊密關係 

態
度 

學員態度轉變(Attitude) 

1.要用眼、耳、口、鼻、觸加上心去感受大自然 

2.從了解自然到延續自然再到享受自然 

3.愛護地球，永續自然 

4.生命以各種形式樣貌存在，住在都市的人們，如果不走進大自然，永遠無

法聆聽生命的感動 

行
動 

學員行動行為(Action) 

1.有機會，願意以志工方式再次體驗水庫之美 

2.工作之餘，會來石門水庫親近大自然 

迴
響 

學員學習迴響(Ehco) 

1. 希望能體驗更完整的水庫生態，時間能夠延長、人少一些 

2. 希望能夠住在石門水庫 

3. 冬天的石門水庫真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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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環保署環境保護人員訓練所(第四梯次) 

(一)滿意度調查 

本局於 102 年 01 月 10 日協助環保署環境保護人員訓練所辦理環

境教育學習活動(第四梯次)，主要以「認識水庫集水區的生物多樣性」

此一課程作為本次研習活動之教學方案。 

在本次研習活動人數共計 24 人。針對其滿意度調查，在「活動場

地」部分，共計有 95.83%的學員表示滿意，顯示石門水庫環境教育設

施場所提供之研習場地相當完善；於「引導員/課程講師」部分，95.83%

學員皆表示滿意，顯示石門水庫設施場所之專業講師，能順利傳達課

程內涵，進行清楚詳盡之課程講解；而在「課程內容」方面，也是 95.83%

學員表示滿意。顯示石門水庫環境教育課程方案之設計相當良善；另

在「服務」選項方面，95.83%表示認同。各項表示「尚可」或「非常

不滿意」之學員佔 4.17%，顯示本次研習活動辦理相當成功 (詳細數值

參表 6 及圖 4)。 

表 6、環保署環境保護人員訓練所環境教育學習活動(第四梯次)滿意度調查分析表 

課程方案 
認識水庫集水區的 

生物多樣性 
活動日期 102.01.10 

項目 
滿意 尚可 不滿意 

數量 （%） 數量 （%） 數量 （%） 
活動 
場地 

23 95.83% 1 4.17% 0 0.0% 

引導員 
/講師 

23 95.83% 1 4.17% 0 0.0% 

課程 
內容 

23 95.83% 1 4.17% 0 0.0% 

服務 23 95.83% 1 4.17% 0 0.0% 

有效數量總計（N）＝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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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環保署環境保護人員訓練所環境教育學習活動(第四梯次)滿意度調查分析圖 

(二)學習成效分析 

覺
知 

學員覺知感受(Awareness) 

1.大自然的力量真大；工程的完成及維護不簡單。 

2.環境教育的重要性 

3.水資源須適時、適量的使用。 

4.藉由認識水庫的興建，從而重視水資源的寶貴 

知
識 

學員知識增能(Knowledge) 

1.石門水庫的歷史及興建歷程。 

2.水庫功能提供便利的生活，而周遭生態環境更是豐富。 

3.原來水庫也是一個小型的生態環境。 

態
度 

學員態度轉變(Attitude) 

1.一個小動作，一個隨手的行為，也對環境有益，維護環境其實很容易做到。

2.珍惜水資源，保護生物多樣性，便環境永續。 

3.守護環境才能永續自然的美景。 

行
動

學員行動行為(Action) 

1.人類與環境是密不可分的共同體，未來在環保單位將盡力守護環境。 

迴
響 

學員學習迴響(Ehco) 

1.謝謝志工老師細心教育，學道也體驗了很多。 

2.眼裡美麗的景色，呼吸新鮮的空氣，令人感動。 

3.感謝圈給予機會認識石門水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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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八德市大成國小 

(一)滿意度調查 

本局於 102 年 01 月 18 日協助八德市大成國小辦理環境教育學習

活動，主要以「認識水庫集水區的生物多樣性」此一課程作為本次研

習活動之教學方案。 

在本次研習活動人數共計 14 人。針對其滿意度調查，在「活動場

地」部分，共計有 100%的學員表示滿意，顯示石門水庫環境教育設施

場所提供之研習場地相當完善；於「引導員/課程講師」部分，100%%

學員皆表示滿意，顯示石門水庫設施場所之專業講師，能順利傳達課

程內涵，進行清楚詳盡之課程講解；而在「課程內容」方面，也是 100%%

學員表示滿意。顯示石門水庫環境教育課程方案之設計相當良善；另

在「服務」選項方面，100%表示認同。各項表示「尚可」或「非常不

滿意」之學員佔 0.0%，顯示本次研習活動辦理相當成功 (詳細數值參

表 7 及圖 5)。 

表 7、八德市大成國小環境教育學習活動滿意度調查分析表 

課程方案 
認識水庫集水區的 

生物多樣性 
活動日期 102.01.18 

項目 
滿意 尚可 不滿意 

數量 （%） 數量 （%） 數量 （%） 
活動 
場地 

14 100% 0 0.0% 0 0.0% 

引導員 
/講師 

14 100% 0 0.0% 0 0.0% 

課程 
內容 

14 100% 0 0.0% 0 0.0% 

服務 14 100% 0 0.0% 0 0.0% 

有效數量總計（N）＝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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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八德市大成國小環境教育學習活動滿意度調查分析圖 

(二)學習成效分析 

覺
知 

學員覺知感受(Awareness) 

1.以往到石門水庫都是假日，今日來更能欣賞到水庫靜謐的自然美景 

2.從進入大自然開始環境保護 

3.石門水庫在秋天是如此美麗 

知
識 

學員知識增能(Knowledge) 

1.石門水庫有供水、遊憩、環境教育等功能 

2.青楓和楓香的辨別 

3.蕨類也可以當指南針 

態
度 

學員態度轉變(Attitude) 

1.愛護林木是必須的，必須保育其生態環境 

2.感謝大自然對人類種種，我們要懷著感恩的心 

3.點水成金，水庫的功能及對生活的重要性 

行
動 

學員行動行為(Action) 

1.希望利用假日與家人做深度之旅 

2.聽樹說話的聲音 

迴
響 

學員學習迴響(Ehco) 

1.感謝解說員帶給我們一趟有深度的環境教育之旅 

2.簡報影片很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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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一)滿意度調查 

本局於 102 年 02 月 22 日協助中央災害應變中心辦理環境教育學

習活動，主要以「認識水庫集水區的生物多樣性」此一課程作為本次

研習活動之教學方案。 

在本次研習活動人數共計 48 人。針對其滿意度調查，在「活動場

地」部分，共計有 100%的學員表示滿意，顯示石門水庫環境教育設施

場所提供之研習場地相當完善；於「引導員/課程講師」部分，100%%

學員皆表示滿意，顯示石門水庫設施場所之專業講師，能順利傳達課

程內涵，進行清楚詳盡之課程講解；而在「課程內容」方面，也是 100%%

學員表示滿意。顯示石門水庫環境教育課程方案之設計相當良善；另

在「服務」選項方面，100%表示認同。各項表示「尚可」或「非常不

滿意」之學員佔 0.0%，顯示本次研習活動辦理相當成功 (詳細數值參

表 8 及圖 6)。 

表 8、中央災害應變中心環境教育學習活動滿意度調查分析表 

課程方案 
認識水庫集水區的 

生物多樣性 
活動日期 102.02.22 

項目 
滿意 尚可 不滿意 

數量 （%） 數量 （%） 數量 （%） 
活動 
場地 

48 100% 0 0.0% 0 0.0% 

引導員 
/講師 

48 100% 0 0.0% 0 0.0% 

課程 
內容 

48 100% 0 0.0% 0 0.0% 

服務 48 100% 0 0.0% 0 0.0% 

有效數量總計（N）＝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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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中央災害應變中心環境教育學習活動滿意度調查分析圖 

(二)學習成效分析 

覺
知 

學員覺知感受(Awareness) 

1.水資源得來不易，水庫治理不是單治理庫區而已，還要注重生態系的維護

2. 永續經營以及維護是如此不容易 

3. 水庫在小雨中，才是真正的人間美景，是在都市看不到的 

知
識 

學員知識增能(Knowledge) 

1. 水庫豐富的生態與許多功能的展現 

2. 水庫兼具民生與農業用水，也兼具旅遊、教育功能，更重要是有防洪功能

3. 台灣地理條件限制，水庫管理方式有所不同 

態
度 

學員態度轉變(Attitude) 

1. 工程建設是一種有形的文化資產與展現人類的文化發展 

2. 感謝大自然的恩賜，順應自然就能永續發展 

3. 人的力量有限，應順應自然，也須更盡力去實踐 

行
動 

學員行動行為(Action) 

1. 思考開源節流的方式，與自然和諧共處 

2. 以法規限制開發，再配合管理恰當，應該有所成果 

3. 想要保留歷史土木文化資產 

迴
響 

學員學習迴響(Ehco) 

1. 應結合資訊科技，讓石門水庫能夠更 E 化 

2. 可以多向民眾宣導節約用水的必要性與目前水庫的現況 

3. 講習課程精闢，受益良多，精、氣、神在此次課程都有所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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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龍潭鄉三坑國小 

(一)滿意度調查 

本局於 102 年 02 月 27 日協助龍潭鄉三坑國小辦理環境教育學習

活動，主要以「認識水庫集水區的生物多樣性」此一課程作為本次研

習活動之教學方案。 

在本次研習活動人數共計 12 人。針對其滿意度調查，在「活動場

地」部分，共計有 100%的學員表示滿意，顯示石門水庫環境教育設施

場所提供之研習場地相當完善；於「引導員/課程講師」部分，100%%

學員皆表示滿意，顯示石門水庫設施場所之專業講師，能順利傳達課

程內涵，進行清楚詳盡之課程講解；而在「課程內容」方面，也是 100%%

學員表示滿意。顯示石門水庫環境教育課程方案之設計相當良善；另

在「服務」選項方面，100%表示認同。各項表示「尚可」或「非常不

滿意」之學員佔 0.0%，顯示本次研習活動辦理相當成功 (詳細數值參

表 9 及圖 7)。 

表 9、龍潭鄉三坑國小環境教育學習活動滿意度調查分析表 

課程方案 
認識水庫集水區的 

生物多樣性 
活動日期 102.02.27 

項目 
滿意 尚可 不滿意 

數量 （%） 數量 （%） 數量 （%） 
活動 
場地 

12 100% 0 0.0% 0 0.0% 

引導員 
/講師 

12 100% 0 0.0% 0 0.0% 

課程 
內容 

12 100% 0 0.0% 0 0.0% 

服務 12 100% 0 0.0% 0 0.0% 

有效數量總計（N）＝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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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龍潭鄉三坑國小環境教育學習活動滿意度調查分析圖 

(二)學習成效分析 

覺
知 

學員覺知感受(Awareness) 

1. 水資源的取得、維護及再利用，對民生、工業、農業有很關鍵的影響 

2. 進入石門水庫帶給我們有別於在城市的生活體驗 

3. 大自然瞬息萬變 

知
識 

學員知識增能(Knowledge) 

1. 水庫獨特的取水方式 

2. 後池堰、大壩、溢洪道的認識 

3. 知道如何水庫人員是如何分析水情、水況的 

態
度 

學員態度轉變(Attitude) 

1. 珍惜感恩我們擁有珍貴的水資源 

2. 感謝水庫提供大量民生用水及優美的生態環境 

行
動 

學員行動行為(Action) 

1. 保護各種鳥類，不去驚擾牠們 

2. 石門水庫真棒，改天也會帶小孩一同前來 

迴
響 

學員學習迴響(Ehco) 

1. 迴響遊湖過程令人心曠神怡 

2. 感謝政府機關單位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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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中壢市忠貞國小 

(一)滿意度調查 

本局於 102 年 04 月 10 日協中壢市忠貞國小辦理環境教育學習活

動，主要以「認識水庫集水區的生物多樣性」此一課程作為本次研習

活動之教學方案。 

在本次研習活動人數共計 29 人。針對其滿意度調查，在「活動場

地」部分，共計有 100%的學員表示滿意，顯示石門水庫環境教育設施

場所提供之研習場地相當完善；於「引導員/課程講師」部分，100%%

學員皆表示滿意，顯示石門水庫設施場所之專業講師，能順利傳達課

程內涵，進行清楚詳盡之課程講解；而在「課程內容」方面，也是 100%%

學員表示滿意。顯示石門水庫環境教育課程方案之設計相當良善；另

在「服務」選項方面，100%表示認同。各項表示「尚可」或「非常不

滿意」之學員佔 0.0%，顯示本次研習活動辦理相當成功 (詳細數值參

表 10 及圖 8)。 

表 10、中壢市忠貞國小環境教育學習活動滿意度調查分析表 

課程方案 
認識水庫集水區的 

生物多樣性 
活動日期 102.04.10 

項目 
滿意 尚可 不滿意 

數量 （%） 數量 （%） 數量 （%） 
活動 
場地 

29 100% 0 0.0% 0 0.0% 

引導員 
/講師 

29 100% 0 0.0% 0 0.0% 

課程 
內容 

29 100% 0 0.0% 0 0.0% 

服務 29 100% 0 0.0% 0 0.0% 

有效數量總計（N）＝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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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中壢市忠貞國小環境教育學習活動滿意度調查分析圖 

(二)學習成效分析 

覺
知 

學員覺知感受(Awareness) 

1. 放慢腳步，觀察身邊事物，會有不同體驗 

2. 對水資源的永續發展以及珍惜水資源 

3. 發現春天的石門水庫很美麗，生機盎然 

知
識 

學員知識增能(Knowledge) 

1. 石門水庫五大功能有給水、防洪、發電、灌溉、生態 

2. 永續發展的概念建立 

3. 認識石門水庫的生態環境、動植物 

態
度 

學員態度轉變(Attitude) 

1. 走在步道上，了解植物對於大自然與人類的重要性，需要好好正視 

2. 感謝建造水庫的各個無名英雄 

3.石門水庫給我一種親切的感覺，而我們對待大自然也要有親切且感恩的心

行
動 

學員行動行為(Action) 

1. 之後會帶學生認識石門水庫 

2. 會常常來探望「水之源」- 石門水庫 

迴
響 

學員學習迴響(Ehco) 

1. 石門水庫生態多元豐富，是一幅美麗的圖畫 

2. 希望生態永續，生生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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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台灣中國石油探採事業部(第一梯次) 

(一)滿意度調查 

本局於 102 年 05 月 14 日協助台灣中國石油探採事業部辦理環境

教育學習活動(第一梯次)，主要以「認識水庫集水區的生物多樣性」此

一課程作為本次研習活動之教學方案。 

在本次研習活動人數共計 71 人。針對其滿意度調查，在「活動場

地」部分，共計有 97.18%的學員表示滿意，顯示石門水庫環境教育設

施場所提供之研習場地相當完善；於「引導員/課程講師」部分，全數

學員皆表示滿意(100%)，顯示石門水庫設施場所之專業講師，能順利

傳達課程內涵，進行清楚詳盡之課程講解；而在「課程內容」方面，

則有 100%學員表示滿意，無表示「尚可」或「非常不滿意」之學員，

顯示石門水庫環境教育課程方案之設計相當良善；另在「服務」選項

方面，97.18%學員選填意者，2.82%表示「尚可」，顯示本次研習活動

辦理相當成功 (詳細數值參表 11 及圖 9)。 

表 11、台灣中國石油探採事業部環境教育學習活動(第一梯次)滿意度調查分析表 

課程方案 
認識水庫集水區的 

生物多樣性 
活動日期 102.05.14 

項目 
滿意 尚可 不滿意 

數量 （%） 數量 （%） 數量 （%） 
活動 
場地 

69 97.18% 2 2.82% 0 0.0% 

引導員 
/講師 

71 100% 0 0.0% 0 0.0% 

課程 
內容 

71 100% 0 0.0% 0 0.0% 

服務 69 97.18% 2 2.82% 0 0.0% 

有效數量總計（N）＝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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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台灣中國石油探採事業部環境教育學習活動(第一梯次)滿意度調查分析圖 

(二)學習成效分析 

覺
知 

學員覺知感受(Awareness) 

1. 森林保育對於水庫集水區也是很重要的，因此水土保持要做好 

2. 水庫周圍之環境對於植栽水之涵養工程，值得國民仿效與養成保護環境 

3. 人們都要從生活面開始做起，因為大自然的資源是如此珍貴 

知
識 

學員知識增能(Knowledge) 

1. 石門水庫供應新北市、桃園、新竹的水源 

2. 石門水庫有防洪、取水分段的結構 

3. 水庫淤泥的清除方式的認識 

態
度 

學員態度轉變(Attitude) 

1.感謝上天讓我生長在台灣，有著不缺乏的水資源，但也是要珍惜水資源 

2. 水庫讓我們沒下雨也有水資源可使用，水庫有它的重要性，也是個優良的

教學場地 

3. 了解水資源局的努力，投下心血處理台灣水資源建設 

行
動 

學員行動行為(Action) 

1. 我還要再來一次，再來一次石門水庫 

2. 多參加親近大自然的活動 

3. 期待下次有機會再參加類似教育訓練 

迴
響 

學員學習迴響(Ehco) 

1. 感謝主辦單位能夠辦理這場身、心、靈的饗宴 

2. 感謝志工們的講解及保護大自然 

3.希望下次可以多參加類似活動。希望透過此次學習活動可以讓大家更珍惜

水資源，愛惜我們的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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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台灣中國石油探採事業部(第二梯次) 

(一)滿意度調查 

本局於 102 年 05 月 21 日協助台灣中國石油探採事業部辦理環境

教育學習活動(第二梯次)，主要以「認識水庫集水區的生物多樣性」此

一課程作為本次研習活動之教學方案。 

在本次研習活動人數共計 42 人。針對其滿意度調查，在「活動場

地」部分，共計有 97.62%的學員表示滿意，顯示石門水庫環境教育設

施場所提供之研習場地相當完善；於「引導員/課程講師」部分，97.62%

學員皆表示滿意，顯示石門水庫設施場所之專業講師，能順利傳達課

程內涵，進行清楚詳盡之課程講解；而在「課程內容」方面，則有 97.62%

學員表示滿意、2.44%的學員表示「尚可」，顯示石門水庫環境教育課

程方案之設計相當良善；另在「服務」選項方面，97.62%學員選填滿

意，顯示本次研習活動辦理相當成功 (詳細數值參表 12 及圖 10)。 

 

表 12、台灣中國石油探採事業部環境教育學習活動(第二梯次)滿意度調查分析表 

課程方案 
認識水庫集水區的 

生物多樣性 
活動日期 102.05.21 

項目 
滿意 尚可 不滿意 

數量 （%） 數量 （%） 數量 （%） 
活動 
場地 

41 97.62% 0 0.0% 0 0.0% 

引導員 
/講師 

41 97.62% 0 0.0% 0 0.0% 

課程 
內容 

41 97.62% 1 2.44% 0 0.0% 

服務 41 97.62% 0 0.0% 0 0.0% 

有效數量總計（N）＝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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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台灣中國石油探採事業部環境教育學習活動(第二梯次)滿意度調查分析圖 

(二)學習成效分析 

覺
知 

學員覺知感受(Awareness) 

1. 水庫具有自然環境的保護及維持的功能 

2. 石門水庫周造的環境很需要保護 

3. 學習到水資源之可貴，珍惜水資源 

知
識 

學員知識增能(Knowledge) 

1. 了解取水口的設置，水庫的構造及功能。 

2. 了解石門水庫之地理位置、歷史及植物。 

3. 讓我重新認識水庫的多功能以及工程之深度及難度 

態
度 

學員態度轉變(Attitude) 

1. 有水當思無水之苦，吃果子拜樹頭知感恩。 

2. 對自來水之抽取及排洪排砂的處理有更進一步之了解。 

3. 與自然共生，生生不息愛護水資源 

4. 知水、惜水更愛水 

行
動

學員行動行為(Action) 

1. 今日對石門水庫對生態、排洪、觀光的認識後會更認真對待環境的。 

迴
響 

學員學習迴響(Ehco) 

1. 感謝志工詳盡解說及親切態度 

2. 謝謝提供我們飲水，要飲水思源，保護環境才能永續使用 

3. 原來石門水庫不只民生用途，景色竟然好到令人驚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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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台灣中國石油探採事業部(第三梯次) 

(一)滿意度調查 

本局於 102 年 05 月 28 日協助台灣中國石油探採事業部辦理環境

教育學習活動(第三梯次)，主要以「認識水庫集水區的生物多樣性」此

一課程作為本次研習活動之教學方案。 

在本次研習活動人數共計 60 人。針對其滿意度調查，在「活動場

地」部分，共計有 96.67%的學員表示滿意，顯示石門水庫環境教育設

施場所提供之研習場地相當完善；於「引導員/課程講師」部分，全數

學員皆表示非常滿意(100%)，顯示石門水庫設施場所之專業講師，能

順利傳達課程內涵，進行清楚詳盡之課程講解；而在「課程內容」方

面，則有 100%學員表示滿意，無表示「尚可」或「非常不滿意」之學

員，顯示石門水庫環境教育課程方案之設計相當良善；另在「服務」

選項方面，96.67%選填滿意，顯示本次研習活動辦理相當成功 (詳細

數值參表 13 及圖 11)。 

表 13、台灣中國石油探採事業部環境教育學習活動(第三梯次)滿意度調查分析表 

課程方案 
認識水庫集水區的 

生物多樣性 
活動日期 102.05.28 

項目 
滿意 尚可 不滿意 

數量 （%） 數量 （%） 數量 （%） 
活動 
場地 

58 96.67% 2 3.33% 0 0.0% 

引導員 
/講師 

60 100% 0 0.0% 0 0.0% 

課程 
內容 

60 100% 0 0.0% 0 0.0% 

服務 58 96.67% 0 0.0% 0 0.0% 

有效數量總計（N）＝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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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台灣中國石油探採事業部環境教育學習活動(第三梯次)滿意度調查分析圖 

(二)學習成效分析 

覺
知 

學員覺知感受(Awareness) 

1. 水庫應限制不當開發 

2. 水庫對於水資源的重要性 

3. 老水庫需有新思維的環境保育 

4. 水庫維修不易，要珍惜 

知
識 

學員知識增能(Knowledge) 

1. 對取水排淤過程有更深入知了解並對環保、環境生態認識 

2. 太陽能船不如柴油船的噪音和油味，乾淨、平穩，並對水的品質有些概念。

3. 槭樹與楓香之區別、自動水質監測器、挖泥船之特色。 

4. 生態教育與環保認知是在水利工程外得到的收穫。 

態
度 

學員態度轉變(Attitude) 

1. 增進對石門水庫之功能運作及貢獻，我們更應珍惜大自然資源 

2. 在這個環境能有乾淨的水喝真的要知感恩 

3. 感謝水孕育萬物 

行
動 

學員行動行為(Action) 

1. 以後對身邊的動植物要更努力的去認識他們，並學習珍惜他們。 

2. 節約用水、珍惜水資源，讓我們天天有水可用。 

迴
響 

學員學習迴響(Ehco) 

1. 感謝老師及工作人員之辛勞，陪我們走步道頂著大太陽細心詳細的說明。

2. 感謝給我們教育及學習活動的課程 

3. 感謝水資源局專業做事並堅守崗位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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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監察院調查處 

(一)滿意度調查 

本局於 102 年 06 月 01 日協助監察院調查處辦理環境教育學習活

動，主要以「認識水庫集水區的生物多樣性」此一課程作為本次研習

活動之教學方案。 

在本次研習活動人數共計 49 人。針對其滿意度調查，在「活動場

地」部分，共計有 100%的學員表示滿意，顯示石門水庫環境教育設施

場所提供之研習場地相當完善；於「引導員/課程講師」部分，全數學

員皆表示滿意(100%)，顯示石門水庫設施場所之專業講師，能順利傳

達課程內涵，進行清楚詳盡之課程講解；而在「課程內容」方面，100%

的學員表示滿意，以上皆無表示「尚可」或「非常不滿意」之學員，

顯示石門水庫環境教育課程方案之設計相當良善；另在「服務」選項

方面，選填滿意者則為 95.92%，顯示本次研習活動辦理相當成功 (詳

細數值參表 14 及圖 12)。 

表 14、監察院調查處環境教育學習活動滿意度調查分析表 

課程方案 
認識水庫集水區的 

生物多樣性 
活動日期 102.06.01 

項目 
滿意 尚可 不滿意 

數量 （%） 數量 （%） 數量 （%） 
活動 
場地 

49 100% 0 0.0% 0 0.0% 

引導員 
/講師 

49 100% 0 0.0% 0 0.0% 

課程 
內容 

49 100% 0 0.0% 0 0.0% 

服務 47 95.92% 2 4.08% 0 0.0% 

有效數量總計（N）＝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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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監察院調查處環境教育學習活動滿意度調查分析圖 

(二)學習成效分析 

覺
知 

學員覺知感受(Awareness) 

1.平時水龍頭打開不知水資源取得不易 

2.石門水庫有攤商與機車之亂象，觀光與保育如何兼顧? 

3.水土保持非常重要 

4.石門水庫不僅是水庫，而有生態教育、環保等功能 

知
識 

學員知識增能(Knowledge) 

1.對於水庫改善措施與生態保育有更深的了解 

2.認識大自然植物、地形及人文環境。 

3. 生態、蕨類、排砂工程。 

態
度 

學員態度轉變(Attitude) 

1. 前人種樹後人乘涼，希望做好水土保持，維持水庫使用壽命 

2. 尊重大自然，從自然生態學習人生的一切 

3. 要學會尊重，與大自然共處，物蓄意破壞 

行
動 

學員行動行為(Action) 

1. 感謝大自然的充分教導 

2. 有你真好 

迴
響 

學員學習迴響(Ehco) 

所有的導覽員非常用心，且認真專業的講解，讓我們對石門水庫及大自然有

更深入知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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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台灣中國石油探採事業部(第四梯次) 

(一)滿意度調查 

本局於 102 年 06 月 04 日協助台灣中國石油探採事業部辦理環境教

育學習活動(第四梯次)，主要以「認識水庫集水區的生物多樣性」此一

課程作為本次研習活動之教學方案。 

在本次研習活動人數共計 57 人。針對其滿意度調查，在「活動場

地」部分，共計有 100%的學員表示滿意，顯示石門水庫環境教育設施

場所提供之研習場地相當完善；於「引導員/課程講師」部分，全數學

員皆表示滿意(100%)，顯示石門水庫設施場所之專業講師，能順利傳

達課程內涵，進行清楚詳盡之課程講解；而在「課程內容」方面，則

有 100%的學員表示非常滿意，顯示石門水庫環境教育課程方案之設計

相當良善；另在「服務」選項方面，全數學員表示認同，選填滿意者

則為 100%，顯示本次研習活動辦理相當成功 (詳細數值參表 15 及圖

13)。 

表 15、台灣中國石油探採事業部環境教育學習活動(第四梯次)滿意度調查分析表 

課程方案 
認識水庫集水區的 

生物多樣性 
活動日期 102.06.04 

項目 
滿意 尚可 不滿意 

數量 （%） 數量 （%） 數量 （%） 
活動 
場地 

57 100% 0 0.0% 0 0.0% 

引導員 
/講師 

57 100% 0 0.0% 0 0.0% 

課程 
內容 

57 100% 0 0.0% 0 0.0% 

服務 57 100% 0 0.0% 0 0.0% 

有效數量總計（N）＝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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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台灣中國石油探採事業部環境教育學習活動(第四梯次)滿意度調查分析圖 

(二)學習成效分析 

覺
知 

學員覺知感受(Awareness) 

1. 經老師的講解，讓我發現生態環境的保護、保育的重要。 

2.環境、地形、植物、水保造林對水資源的重要 

3. 體認環境和素養覺知，感激大自然的賜予 

知
識 

學員知識增能(Knowledge) 

1. 物種的植栽與適應，生態的維護與水土保持。 

2. 認識多種植物:地衣、楓、槭、蕈類、蕨類 

3. 從心認識了石門水庫的歷史與構造。 

4. 水庫遊湖了解低、中、高水位之位置。 

態
度 

學員態度轉變(Attitude) 

1. 水資源的利用從農業灌溉到工業、民生用水，隨著時代的變遷，水庫的永

續營運更值得大家來維護。 
2. 大自然還是要靠大家共同去維護的 

3. 順應自然與自然為友 

行
動

學員行動行為(Action) 

珍惜水資源，要多做環保 

迴
響 

學員學習迴響(Ehco) 

1. 船上的導覽很特別，從不同視角看石門水庫，並且風景很好。 

2. 感謝興建水庫及各類相關的工作人員 

3. 對石門水庫之行政部門，有關轄區對生態環境之用心經營，實為環境教育

最佳之場所。 



 

A-91 

十四、台灣中國石油探採事業部(第五梯次) 

(一)滿意度調查 

本局於 102 年 06 月 11 日協助台灣中國石油探採事業部辦理環境

教育學習活動(第五梯次)，主要以「認識水庫集水區的生物多樣性」此

一課程作為本次研習活動之教學方案。 

在本次研習活動人數共計 60 人。針對其滿意度調查，在「活動場

地」部分，共計有 100%的學員表示滿意，顯示石門水庫環境教育設施

場所提供之研習場地相當完善；於「引導員/課程講師」部分，全數學

員皆表示滿意(100%)，顯示石門水庫設施場所之專業講師，能順利傳

達課程內涵，進行清楚詳盡之課程講解；而在「課程內容」方面，則

有 100%的學員表示非常滿意，顯示石門水庫環境教育課程方案之設計

相當良善；另在「服務」選項方面，全數學員表示認同，選填滿意者

則為 100%，顯示本次研習活動辦理相當成功 (詳細數值參表 16 及圖

14)。 

表 16、台灣中國石油探採事業部環境教育學習活動(第五梯次)滿意度調查分析表 

課程方案 
認識水庫集水區的 

生物多樣性 
活動日期 102.06.11 

項目 
滿意 尚可 不滿意 

數量 （%） 數量 （%） 數量 （%） 
活動 
場地 

60 100% 0 0.0% 0 0.0% 

引導員 
/講師 

60 100% 0 0.0% 0 0.0% 

課程 
內容 

60 100% 0 0.0% 0 0.0% 

服務 60 100% 0 0.0% 0 0.0% 

有效數量總計（N）＝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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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台灣中國石油探採事業部環境教育學習活動(第五梯次)滿意度調查分析圖 

(二)學習成效分析 

覺
知 

學員覺知感受(Awareness) 

1.良好的水資源對民眾的重要性 

2.大自然對人類生活的重要性 

3.水資源得之不易要珍惜 

知
識 

學員知識增能(Knowledge) 
1.步道中了解自然生態、水土保持認知；水域部分了解水資源的重要性。 

2.灌溉、發電、工業及民生用水之多功能；林道植物繁多，原始林未受破壞。

3.了解環境教育的目的及需求 

4.了解森林對全球暖化過程具有保護作用，水對於人類的需求具有重要的一

環，因此水源的保護格外重要。 

態
度 

學員態度轉變(Attitude) 
1 自然環境提供我們生存條件，我們更需保護自然環境。 

2. 水庫壽命有限，我們要愛惜它 

行
動 

學員行動行為(Action) 
1.有責任保護水資源，節約用水，維護環境，留給世人乾淨的用水。 

2. 自然環境提供我們生存條件，我們更需保護自然環境。 

3. 水庫壽命有限，我們要愛惜它 

迴
響 

學員學習迴響(Ehco) 
1. 有幸能親身經歷如詩如畫之美景，非常感謝這次的活動。 

2. 感謝工作人員的敬業與努力，我們才有機會觀賞 

3. 戶外環境教育也是社會教育、環境保護教育、水資源保護教育的重要一

環，政府應予以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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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桃園縣政府勞動及人力資源局 

(一)滿意度調查 

本局於 102 年 06 月 29 日協助桃園縣政府勞動及人力資源局辦理

環境教育學習活動，主要以「認識水庫集水區的生物多樣性」此一課

程作為本次研習活動之教學方案。 

在本次研習活動人數共計 62 人。針對其滿意度調查，在「活動場

地」部分，共計有 96.77%的學員表示非常滿意，顯示石門水庫環境教

育設施場所提供之研習場地相當完善；於「引導員/課程講師」部分，

98.39%學員皆表示滿意，顯示石門水庫設施場所之專業講師，能順利

傳達課程內涵，進行清楚詳盡之課程講解；而在「課程內容」方面，

則有 91.94%學員表示滿意、8.06%表示「尚可」，顯示石門水庫環境教

育課程方案之設計相當良善；另在「服務」選項方面，選填滿意者則

為 96.77%，顯示本次研習活動辦理相當成功 (詳細數值參表 17 及圖

15)。 

表 17、桃園縣政府勞動及人力資源局環境教育學習活動滿意度調查分析表 

課程方案 
認識水庫集水區的 

生物多樣性 
活動日期 102.06.29 

項目 
滿意 尚可 不滿意 

數量 （%） 數量 （%） 數量 （%） 
活動 
場地 

60 96.77% 2 3.23% 0 0.0% 

引導員 
/講師 

61 98.39% 1 1.61% 0 0.0% 

課程 
內容 

57 91.94% 5 8.06% 0 0.0% 

服務 60 96.77% 2 3.23% 0 0.0% 

有效數量總計（N）＝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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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桃園縣政府勞動及人力資源局環境教育學習活動滿意度調查分析圖 

(二)學習成效分析 

覺
知 

學員覺知感受(Awareness) 

1. 水庫工程之浩大，人置身其中變得渺小，水資源維護何其重要 

2. 太陽能船取代柴油船，體會環境保護的重要。 

3. 空氣清晰、環境生態的重要；環境、生態、人、水之關聯密切。 

知
識 

學員知識增能(Knowledge) 

1. 原來白木耳會長在梅樹上。 

2. 水庫給水、防洪、灌溉、生態、旅遊都是極其重要的功能。 

3. 上游及周邊開發而導致水庫的汙染，增加處理水質及維護水庫的費用。 

態
度 

學員態度轉變(Attitude) 

1. 大自然和善地給予及對待，人們也需對等的善待，避免大自然的反撲 

2. 減碳環保，愛水、愛物、愛大自然。 

3. 天定勝人，人只是地球的過客，未來的地球是後代子孫及生物們共有的。

行
動 

學員行動行為(Action) 

1. 感謝志工詳盡的解說，更牽動自己要為地球盡一份心力，減少汙染源頭。

2. 好美的大自然環境，人類的運用應夠用即可，不可過度開發。 

迴
響 

學員學習迴響(Ehco) 

1. 感謝你，因為有你滋養我們，祝你能永續生存，長命長壽，繼續滋養我們，

提供我們生活水平。 

2. 謝謝維護水庫的工作人員，以及導遊阿姨詳細的介紹。 

3. 感謝志工小姐的精采介紹，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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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中壢市大崙國小 

(一)滿意度調查 

本局於 102 年 07 月 02 日協助中壢市大崙國小辦理環境教育學習

活動，主要以「認識水庫集水區的生物多樣性」此一課程作為本次研

習活動之教學方案。 

在本次研習活動人數共計 64 人。針對其滿意度調查，在「活動場

地」部分，共計有 95.31%的學員表示滿意，顯示石門水庫環境教育設

施場所提供之研習場地相當完善；於「引導員/課程講師」部分，98.44%

表示滿意，顯示石門水庫設施場所之專業講師，能順利傳達課程內涵，

進行清楚詳盡之課程講解；而在「課程內容」方面，則有 98.44%學員

表示非常滿意、31.25%的學員表示滿意，顯示石門水庫環境教育課程

方案之設計相當良善；另在「服務」選項方面，選填滿意者則為 98.44%；

以上僅有 1.56%選填尚可，顯示本次研習活動辦理趨於成功 (詳細數值

參表 18 及圖 16)。 

表 18、中壢市大崙國小環境教育學習活動滿意度調查分析表 

課程方案 
認識水庫集水區的 

生物多樣性 
活動日期 102.07.02 

項目 
滿意 尚可 不滿意 

數量 （%） 數量 （%） 數量 （%） 
活動 
場地 

61 95.31% 1 1.56% 1 1.56% 

引導員 
/講師 

63 98.44% 1 1.56% 0 0.0% 

課程 
內容 

63 98.44% 1 1.56% 0 0.0% 

服務 63 98.44% 1 1.56% 0 0.0% 

有效數量總計（N）＝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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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中壢市大崙國小環境教育學習活動滿意度調查分析圖 

(二)學習成效分析 

覺
知 

學員覺知感受(Awareness) 

1. 管理整個水庫真的不容易。 

2. 上游區的環境維護，開發觀廣與環境生態的衝突，太陽能遊艇發展的省思。

3. 水庫淤積問題值得重視，水土保持人人有責。 

知
識 

學員知識增能(Knowledge) 

1. 抽泥船、運泥管；高、中、低水位取水；水質監測設備。 

2. 石門水庫的五大功能及困境；水土保持與原住居民的經濟活動抗衡拉拒。

3. 石門水庫是土石壩，工程浩大，周邊遍植楓樹、槭樹，且林相豐富。 

態
度 

學員態度轉變(Attitude) 

1. 感謝建造水庫的勇士，讓我們有不虞匱乏的水源可用，我們要節約水源。

2. 希望大家都能珍惜我們所擁有的。 

3. 大自然給予我們很多，人們應該跟大自然和平相處。 

行
動 

學員行動行為(Action) 

1. 有機會想把這美好事物介紹給朋友，且在往後更佳珍惜水資源。 

2. 用心體會，保護水資源 

迴
響 

學員學習迴響(Ehco) 

1. 到訪石門，第一次有解說，感受很不一樣。 

2. 石門水庫用心維護水質已提供民生用水並兼具環境教育，很感謝有這樣一

群人為大家服務。 

3. 綠色石門水庫，將開放自行車道、遊園車，是我們衷心期盼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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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經濟部人事處 

(一)滿意度調查 

本局於 102 年 07 月 24 日協助經濟部人事處辦理環境教育學習活

動，主要以「認識水庫集水區的生物多樣性」此一課程作為本次研習

活動之教學方案。 

在本次研習活動人數共計 51 人。針對其滿意度調查，在「活動場

地」部分，共計有 100%的學員表示滿意，顯示石門水庫環境教育設施

場所提供之研習場地相當完善；於「引導員/課程講師」部分，全數學

員皆表示滿意(100%)，顯示石門水庫設施場所之專業講師，能順利傳

達課程內涵，進行清楚詳盡之課程講解；而在「課程內容」方面，則

有 96.08%學員表示滿意，顯示石門水庫環境教育課程方案之設計相當

良善；另在「服務」選項方面，全數學員表示認同，顯示本次研習活

動辦理相當成功 (詳細數值參表 19 及圖 17)。 

表 19、經濟部人事處環境教育學習活動滿意度調查分析表 

課程方案 
認識水庫集水區的 

生物多樣性 
活動日期 102.07.24 

項目 
滿意 尚可 不滿意 

數量 （%） 數量 （%） 數量 （%） 
活動 
場地 

51 100% 0 0.0% 0 0.0% 

引導員 
/講師 

51 100% 0 0.0% 0 0.0% 

課程 
內容 

49 96.08% 2 3.92% 0 0.0% 

服務 51 100% 0 0.0% 0 0.0% 

有效數量總計（N）＝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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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經濟部人事處環境教育學習活動滿意度調查分析圖 

(二)學習成效分析 

覺
知 

學員覺知感受(Awareness) 

1. 坐船過程中發現維護水資源是多麼的不易。 

2. 水資源的保護非常重要。 

3. 環境保育之重要性 

知
識 

學員知識增能(Knowledge) 

1. 在步道中除了學到楓樹、槭樹的區別外，還發現許多平常忽略的小植物。

2. 水庫淤泥挖取，電動船節能。 

3. 分層取水的認識，並了解藻類影響主要位於湖水表面至湖下 10 公尺左右。

4. 水庫泥沙淤積嚴重，僅能延長使用，無法永續經營。 

態
度 

學員態度轉變(Attitude) 

1. 大自然與人類是共生共存的，所以應予以尊重。 

2. 謝謝環境教育這個課程，更能體會要珍惜水資源這個地球 

行
動 

學員行動行為(Action) 

1. 愛地球應從身邊的一切做起，做好身教及言教，讓下一代知道愛大地就是

愛家人愛朋友。 

迴
響 

學員學習迴響(Ehco) 

1. 環境教育市政福及全民應受的義務與學習，大家應多加重視。 

2. 希望石門水庫能延緩老化，能繼續提供服務。 

3. 感謝所有參與石門水建設、維護及環境教育之功等先進的貢獻與辛勞，衷

心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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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楊梅市瑞梅國小 

(一)滿意度調查 

本局於 102 年 10 月 09 日協助楊梅市瑞梅國小辦理環境教育學習

活動，主要以「認識水庫集水區的生物多樣性」此一課程作為本次研

習活動之教學方案。 

在本次研習活動人數共計 35 人。針對其滿意度調查，在「活動場

地」部分，共計有 100%的學員表示滿意，顯示石門水庫環境教育設施

場所提供之研習場地相當完善；於「引導員/課程講師」部分，97.14%

的學員表示滿意，顯示石門水庫設施場所之專業講師，能順利傳達課

程內涵，進行清楚詳盡之課程講解；而在「課程內容」方面，則有 94.28%

學員表示滿意，顯示石門水庫環境教育課程方案之設計相當良善；另

在「服務」選項方面，選填滿意者則為 97.14%，顯示本次研習活動辦

理趨於成功 (詳細數值參表 20 及圖 18)。 

表 20、楊梅市瑞梅國小環境教育學習活動滿意度調查分析表 

課程方案 
認識水庫集水區的 

生物多樣性 
活動日期 102.10.09 

項目 
滿意 尚可 不滿意 

數量 （%） 數量 （%） 數量 （%） 
活動 
場地 

35 100% 0 0.0% 0 0.0% 

引導員 
/講師 

34 97.14% 1 2.86% 0 0.0% 

課程 
內容 

33 94.28% 2 5.71% 0 0.0% 

服務 34 97.14% 1 2.86% 0 0.0% 

有效數量總計（N）＝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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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楊梅市瑞梅國小環境教育學習活動滿意度調查分析圖 

(二)學習成效分析 

覺
知 

學員覺知感受(Awareness) 

1. 仔細觀察竟有以往未發現的多種新鮮事物 

2. 泥沙淤積嚴重，令人擔心。 

3. 如果沒有水庫，那麼多人口日常生活用水會有多麼辛苦。 

知
識 

學員知識增能(Knowledge) 

1. 石門水庫有豐富的生物資源包括竹柏、蕨類、九瓊、台灣欒樹、松獼猴、

台灣藍鵲、蒼鷹等。 

2. 動水質監測器、分層取水、溢洪道等重要水庫設施 

3. 太陽能船安靜無臭，除了環保也提升遊湖品質。 

態
度 

學員態度轉變(Attitude) 

1. 工程人員的殉職紀念碑，讓人肅然起敬 

2. 要多愛護水資源才能有穩定的水資源可用。 

3. 尊重自然，以自然為師。 

行
動 

學員行動行為(Action) 

1. 我們需要落實節約用水的使命 

2. 我們每個人都要牢記飲水思源，並做好環境保護，才可勇士流傳 

迴
響 

學員學習迴響(Ehco) 

1. 謝謝辛苦維護水庫的工作人員及引導員的介紹。 

2. 感謝大自然的療癒。 

3. 希望可以永續石門水庫擁有美麗的自然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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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最高法院 (第一梯次) 

(一)滿意度調查 

本局於 102年 11月 12日協助最高法院辦理環境教育學習活動 (第

一梯次)，主要以「認識水庫集水區的生物多樣性」此一課程作為本次

研習活動之教學方案。 

在本次研習活動人數共計 41 人。針對其滿意度調查，在「活動場

地」部分，共計有 97.56%的學員表示滿意，顯示石門水庫環境教育設

施場所提供之研習場地相當完善；於「引導員/課程講師」部分，全數

學員皆表示滿意(100%)，顯示石門水庫設施場所之專業講師，能順利

傳達課程內涵，進行清楚詳盡之課程講解；而在「課程內容」方面，

亦有 97.56%學員表示滿意，顯示石門水庫環境教育課程方案之設計相

當良善；另在「服務」選項方面，全數學員表示認同，顯示本次研習

活動辦理相當成功 (詳細數值參表 21 及圖 19)。 

表 21、最高法院環境教育學習活動(第一梯次)滿意度調查分析表 

課程方案 
認識水庫集水區的 

生物多樣性 
活動日期 102.11.12 

項目 
滿意 尚可 不滿意 

數量 （%） 數量 （%） 數量 （%） 
活動 
場地 

40 97.56% 1 2.44% 0 0.0% 

引導員 
/講師 

41 100% 0 0% 0 0.0% 

課程 
內容 

40 97.56% 1 2.44% 0 0.0% 

服務 41 100% 0 0% 0 0.0% 

有效數量總計（N）＝41 
 
 



 

A-102 

 
圖 19、最高法院環境教育學習活動(第一梯次)滿意度調查分析圖 

(二)學習成效分析 

覺
知 

學員覺知感受(Awareness) 

1. 水質改善是刻不容緩的事，優養化及淤積須加緊解決。 

2. 驚嘆石門水庫已營運 50 年之久，老水庫應更加注意維持。 

知
識 

學員知識增能(Knowledge) 

1. 分層取水工及繞路排砂的的功能 

2. 石門水庫有豐富的生態資源 

3. 石門水庫除了供水外還兼具灌溉、觀光等功能。 

4. 植物種類繁多，了解不同物種及林相，發現槭樹與楓樹的不同。 

態
度 

學員態度轉變(Attitude) 

1. 感謝上天給予珍貴的水資源。 

2. 重大工程，運用大批人力，付出那麼多心血，實令人感激。 

3. 事在人為，更須加以珍惜。 

4. 水庫具有集水、觀光、環境資源保護等多元功能，應加以珍惜。 

行
動

學員行動行為(Action) 

1. 我們要告訴下一帶珍惜水資源節約用水。 

迴
響 

學員學習迴響(Ehco) 

1. 感謝導覽人員及水庫工作人之辛勞 

2. 希望有機會還能再來，欣賞楓紅之不同的水庫面貌。 

3. 希望石門水庫再使用 5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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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最高法院 (第二梯次) 

(一)滿意度調查 

本局於 102年 11月 26日協助最高法院辦理環境教育學習活動 (第

二梯次)，主要以「認識水庫集水區的生物多樣性」此一課程作為本次

研習活動之教學方案。 

在本次研習活動人數共計 35 人。針對其滿意度調查，在「活動場

地」部分，共計有 100%的學員表示滿意，顯示石門水庫環境教育設施

場所提供之研習場地相當完善；於「引導員/課程講師」部分，全數學

員皆表示滿意(100%)，顯示石門水庫設施場所之專業講師，能順利傳

達課程內涵，進行清楚詳盡之課程講解；而在「課程內容」方面，則

有 100%的學員表示非常滿意，顯示石門水庫環境教育課程方案之設計

相當良善；另在「服務」選項方面，全數學員表示認同，選填滿意者

則為 100%，顯示本次研習活動辦理相當成功 (詳細數值參表 22 及圖

20)。 

表 22、最高法院環境教育學習活動(第二梯次)滿意度調查分析表 

課程方案 
認識水庫集水區的 

生物多樣性 
活動日期 102.11.26 

項目 
滿意 尚可 不滿意 

數量 （%） 數量 （%） 數量 （%） 
活動 
場地 

35 100% 0 0.0% 0 0.0% 

引導員 
/講師 

35 100% 0 0.0% 0 0.0% 

課程 
內容 

35 100% 0 0.0% 0 0.0% 

服務 35 100% 0 0.0% 0 0.0% 

有效數量總計（N）＝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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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0、最高法院環境教育學習活動(第二梯次)滿意度調查分析圖 

(二)學習成效分析 

覺
知 

學員覺知感受(Awareness) 

1.人類在地球只是一小分子，花草樹木蟲鳥都是我們的導師 

2. 水庫的維護與管理實屬不易 

3. 從來沒發現石門水庫有這麼多鳥類，經過導覽才發覺有如此多種類 

知
識 

學員知識增能(Knowledge) 

1. 了解石門水庫的樹木、蕨類等生態 

2. 能夠分辨溢洪道、壩體、抽砂設備等水庫硬體設施 

3. 兔腳蕨可以作為天然的溼度計及可食用的蛇莓等 

4. 原來石門沒有楓，而是槭樹 

態
度 

學員態度轉變(Attitude) 

1. 在自然界生存要心存謙卑及感恩的心 

2. 飲水思源，生生不息 

行
動 

學員行動行為(Action) 

1. 了解惜水、省水、節水、愛水的道理 

迴
響 

學員學習迴響(Ehco) 

1. 以深入淺出地講解引人入勝的水庫風光 

2. 環境教育時間有點倉促，希望能多點時間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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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龍潭鄉龍潭國小 

(一)滿意度調查 

本局於 102 年 11 月 27 日協助龍潭鄉龍潭國小辦理環境教育學習

活動，主要以「認識水庫集水區的生物多樣性」此一課程作為本次研

習活動之教學方案。 

在本次研習活動人數共計 22 人。針對其滿意度調查，在「活動場

地」部分，共計有 100%的學員表示滿意，顯示石門水庫環境教育設施

場所提供之研習場地相當完善；於「引導員/課程講師」部分，全數學

員皆表示滿意(100%)，顯示石門水庫設施場所之專業講師，能順利傳

達課程內涵，進行清楚詳盡之課程講解；而在「課程內容」方面，則

有 100%的學員表示非常滿意，顯示石門水庫環境教育課程方案之設計

相當良善；另在「服務」選項方面，全數學員表示認同，選填滿意者

則為 100%，顯示本次研習活動辦理相當成功 (詳細數值參表 23 及圖

21)。 

表 23、龍潭鄉龍潭國小環境教育學習活動滿意度調查分析表 

課程方案 
認識水庫集水區的 

生物多樣性 
活動日期 102.11.27 

項目 
滿意 尚可 不滿意 

數量 （%） 數量 （%） 數量 （%） 
活動 
場地 

22 100% 0 0.0% 0 0.0% 

引導員 
/講師 

22 100% 0 0.0% 0 0.0% 

課程 
內容 

22 100% 0 0.0% 0 0.0% 

服務 22 100% 0 0.0% 0 0.0% 

有效數量總計（N）＝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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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龍潭鄉龍潭國小環境教育學習活動滿意度調查分析圖 

(二)學習成效分析 

覺
知 

學員覺知感受(Awareness) 

1. 民生用水、取水分層給水 

2. 經常治理、疏導河川才能使水庫長長久久 

3. 水庫生態需長期被注意 

知
識 

學員知識增能(Knowledge) 

1. 石門水庫可以水力發電、飲水、灌溉等便利 

2. 石門水庫的四季皆有不同的風貌 

3. 石門水庫原來已經服務滿快要 50 年 

4. 了解內庫、外庫之區別及功用，水庫是如此壯觀 

態
度 

學員態度轉變(Attitude) 

1. 看到水庫日漸脆弱的樣子，憂心水庫的長久利用，希望能盡一份心力 

2. 節約用水，飲水思源 

3. 感恩有著麼一個大水庫能夠儲存大自然給予我們的水資源 

行
動

學員行動行為(Action) 

1. 了解惜水、省水、節水、愛水的道理 

迴
響 

學員學習迴響(Ehco) 

1. 希望多增加鳥類解說牌 

2. 謝謝導覽志工，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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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北區水資源局 102 年度水資源環境教育學習活動 

(一) 滿意度調查 

本局於 102 年 12 月 14 日辦理局內員工環境教育學習活動，主要以「認

識水庫集水區的生物多樣性」此一課程作為本次研習活動之教學方案。 

在本次研習活動人數共計 14 人。針對其滿意度調查，在「活動場地」

部分，共計有 100%的學員表示滿意，顯示石門水庫環境教育設施場所

提供之研習場地相當完善；於「引導員/課程講師」部分，全數學員皆

表示滿意(100%)，顯示石門水庫設施場所之專業講師，能順利傳達課

程內涵，進行清楚詳盡之課程講解；而在「課程內容」方面，則有 100%

的學員表示非常滿意，顯示石門水庫環境教育課程方案之設計相當良

善；另在「服務」選項方面，全數學員表示認同，選填滿意者則為 100%，

顯示本次研習活動辦理相當成功 (詳細數值參表 24 及圖 22)。 

表 24、北區水資源局環境教育學習活動滿意度調查分析表 

課程方案 
認識水庫集水區的 

生物多樣性 
活動日期 102.12.14 

項目 
滿意 尚可 不滿意 

數量 （%） 數量 （%） 數量 （%） 
活動 
場地 

14 100% 0 0.0% 0 0.0% 

引導員 
/講師 

14 100% 0 0.0% 0 0.0% 

課程 
內容 

14 100% 0 0.0% 0 0.0% 

服務 14 100% 0 0.0% 0 0.0% 

有效數量總計（N）＝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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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北區水資源局環境教育學習活動滿意度調查分析圖 

(二)學習成效分析 

覺
知 

學員覺知感受(Awareness) 

1.自己被大自然最真的顏色所感動了 

2.感動大自然的力量，發現自己的渺小 

3.大自然是最厲害的裝潢師傅 

知
識 

學員知識增能(Knowledge) 

1.看見許多樹木及鳥類與赤腹鶇遭老鷹捕食等景象，是從前不曾見到的 

2.石門水庫水壩共有六個出水口 

3.瞭解水庫淤泥堆積的問題 

態
度

學員態度轉變(Attitude) 

1.經過一日的參訪學習，我覺得更應該珍惜所有、感恩所有 

行
動 

學員行動行為(Action) 

1.我們要節約用水，不要破壞大自然 

2.要常常走向大自然 

3.應該努力改善讓水庫壽命延長的目的 

迴
響 

學員學習迴響(Ehco) 

1.感謝有石門水庫，讓我們日常有水可喝 

2.石門水庫生態保護得很好，水鳥都來了 

3.看見很多以前不曾注意的植物生長的方向、葉子的顏色、種子的形狀，很

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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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檢討與展望 

102 年度環境教育執行成果 

成果一、調查石門水庫環境教育參與者角色及概念來源認知分析 

(一) 調查歷年石門水庫環境教育參與者及角色分析 

本年度持續完成石門水庫環境教育推動之參與者角色功能長期調

查工作，蒐集歷年石門水庫環境教育參與者之資料，並開始進行資料

整合與分析。依據本年度初步調查之成果，石門水庫環境教育參與者

主要包含政府機關、環境教育專家學者、在地學校師生、民間團體、

社區民眾等參與者，詳細內容如后所示： 

(1)政府機關-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石門水庫環境教育推動有關之政府機關，主要為經濟部水利署、

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行政院環保署、鄰近鄉鎮縣市政府等，

其作為推廣者之功能，除了進行「策略研究」、實施「政策宣導」、訂

定相關計畫外，亦進行在地環境教育「策略推動」、場地與器材管理、

提供相關素材與人力資源、進行教材與課程研究編製、「資訊蒐集」、「概

念分析」以及發展「活動教學」等關鍵功能，能協助達成環境教育推

動過程中相關政策的統一性、有助於研究發展、教育宣導、觀念引導、

知能傳授、資源提供、活動推廣以及相關的協調與溝通，對於石門水

庫環境教育發展而言是相當關鍵之角色。 

(2)在地學校師生 

學校師生部分，其對於石門水庫在地資源熟悉，尤其學校教師對

於石門水庫生態保育議題有較深涉獵與了解，且具備教學資源與經

驗，可提供教學之人力與素材、進行「教學設計」、「教材編製」、「教

育評量」、「課程研究」以及「概念分析」等工作，並實施相關環境教

育「活動教學」。而學校學生亦可透過環境教育課程，進行「概念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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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澄清」與「倫理培養」，並從中獲得「自我成長」、進行「社會

參與」，最後實踐於生活當中。 

學校教師可藉由教學過程，達到環境教育之宣傳，並進行正確的

觀念引導與知能傳授，亦提供豐富的教學資源以推廣環境教育活動，

使學生獲得概念學習，並實際落實愛水環境教育行動，兩者在推動環

境教育的過程中，皆是不可缺之關鍵角色。 

(3)專家學者 

在與石門水庫環境教育推動有關之專家學者，大多出於政府機

關、國內學術單位、民間團體，及部分在地專家學者，其主要參與者

功能包含提供「專業諮詢」以及素具專業性或在地性之「環境教育素

材」、進行「教材編制」、「課程研究」、「資訊蒐集」、「概念分析」並協

助辦理執行「活動教學」等。 

透過專家學者之參與，將有助於石門水庫之環境教育研究發展、

教育宣導、觀念引導、知能傳授、資源提供、或推動過程中多數辦理

方案與人員之協調溝通，是關鍵的參與者角色類型，具有重要的環境

教育推動功能。 

(4) 民間團體 

石門水庫環境教育推動有關之民間團體，其組成主要包含了在地

社教機構、部分專家學者和在地社區居民，而主要的環境教育參與者

功能，則可提供在地環境資源之「專業諮詢」、在地環境教育教學素材、

「人力支援」、在地性質特色之「課程研究」與相關的「資訊蒐集」和

進行環境教育「教學活動」，將有助於環境教育的落實與宣導、正確觀

念的引導、相關知能傳授、提供在地環境資源與相關環境教育活動推

廣之效果，並協助與相關單位或人員的溝通協調，在推動環境教育的

過程中，亦為相當重要之角色。 

(5) 社區民眾、社會大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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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在地居民，其對於石門水庫鄰近自然與人文資源熟悉，且對

於家鄉土地更臻親切，除了作為推廣者，能為石門水庫環境教育發展

過程中提供在地資源，亦是環境教育參與者中，較多學習者的來源，

參與者組成角色更為豐富重要。 

在地居民除了可就在地環境提供「專業諮詢」與「人力支援」，達

到研究發展、知能傳授與資源提供等角色功能，亦可作為環境教育概

念的接受對象，參與研習、建構概念，與政府在資源永續利用之相關

議題上，亦可透過溝通協調達成價值澄清、倫理培養，在生活過程中

實踐環境教育理念，達到自我成長、社會參與的積極成效。在地居民

的參與者角色功能，可建構並反映石門水庫環境教育推動之實際成

效，落實環境教育行動與學習的過程中，亦是相當關鍵的角色之一。 

(二) 調查石門水庫環境教育參與者概念來源與認知分析 

(1) 石門水庫參與者環境教育認知來源分析 

有關本(102)年度針對石門水庫環境教育參與者進行認知來源調查

分析，在 334 個有效填答中，比例最高的來源為「工作環境」，佔 26%、

其次來自「休閒旅遊」者佔 14%、「研習活動」佔 13%、「官方網站(環

境教育平台)」佔 11%，其中認知來源來自「環境教育教材」者，則佔

10%，其餘來自「書報雜誌」、「行政會議」、「相關法規」、「海報文宣」、

「傳播媒體」等，則各自佔 8%~2%不等。依據本調查結果顯示，石門

水庫環境教育參與者對於環境教育的認知來源，主要以「工作環境」

的資訊接觸為主，應是受到現階段調查樣本主要為北水局員工影響之

故(第二階段將納入其他類別之參與者樣本填答，並進行進一步分析)，

除此之外，透過「休閒旅遊」及「研習活動」獲得石門水庫環境教育

認知者亦佔有較高比例，顯示石門水庫後續宣傳環境教育，將可透過

辦理休閒性質的現地參訪與研習活動等方式進行相關教育宣導，將可

擴大環境教育普及與推廣層面。除此之外，10%的填答者表示其認知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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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來自「環境教育教材」，顯示石門水庫環境教育系列教材已可逐漸幫

助學習者獲得環境教育學習效果。建議增印系列教材，俾利作為後續

推廣環境教育之用。 

(2) 石門水庫參與者環境教育課程類型期待分析 

針對本(102)年度針對環境教育參與者進行調查其對環境教育課程

期望之類型，屬意「課程」佔 6%、「演講」佔 4%、「討論」選項佔 2%、

「網路學習」佔 3%、「體驗」佔 20%、「參訪」佔 20%、「實作」佔 7%、

「實驗（習）」選項佔 4%、「戶外學習」佔 25%、「影片觀賞」佔 9%，

顯示石門水庫環境教育參與者對於環境教育課程類型之期待，主要以

「戶外學習」為主，其次透過「參訪」及「體驗」等課程方式為主，

本調查結果將進一步作為明年度石門水庫環境教育設施場所推廣環境

教育任務及提供專業環境教育服務之參考依據。 

成果二、修訂石門水庫環境教育綱領及課程方案 

鑒於石門水庫環境教育設施場所已正式於 101 年 10 月 3 日通過行

政院環保署之認證，為能提供石門水庫環境教育設施場所一套更具體

可落實之依循原則，本(102)年度環境教育計畫持續依多項現行相關法

條作為修訂依據，同時參酌石門水庫環境教育推動過程中之實際需求

修訂石門水庫環境教育綱領，勾勒出石門水庫環境教育發展之共同願

景。有關石門水庫環境教育綱領內涵及說明如下: 

綱領一、一個石門水庫 

石門水庫及集水區是獨一無二的環境綜合體，蘊含著豐沛的水土

林與生物多樣性，提供了北台灣人民與自然生命賴以維生的水資源。 

綱領二、兩條水環技教育推行管道 

石門水庫水環境教育的推行管道，可從學校教育與社會教育兩種

管道實施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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綱領三、三種水環境教育教學角度 

石門水庫水環境教育的教學角度有「在環境中教學（in or from）」、

「教學有關環境（about）」、「為環境而教學（for）」 

綱領四、四項水環境教育內涵 

石門水庫水環境教育內涵有環境資源、環境生態、環境變遷及生

態管理等主題概念。 

綱領五、五大水環境教育素養 

石門水庫水環境教育素養為覺知、知識、態度、技能、行動等五

大內涵。 

綱領六、六類水環境教育職群對象 

石門水庫水環境教育參與者職群包括當地民眾、專家學者、學校

師生、傳播媒體、保育團體及政府機關等。 

綱領七、七 W 教育發展 

石門水庫水環境教育涵括七種教育發展面向，包括 why、what、

when、where、which、how、who。 

本綱領著重在教育理念或宗旨的綱領陳述，如環境倫理、土地倫

理、哲學理念意涵等及石門水庫的獨特性與無法被取代功能，根據本

綱領之內涵，逐步研擬具體可推行的策略、內容項目等實質方案。 

此外，在課程方案之整合修訂方面，本年度針對石門水庫環境教

育設施場所經核定之 51 套課程方案，歸納為四大領域：分別為「環境

資源」、「環境生態」、「環境變遷」與「環境管理」，同時根據此四大環

境教育課程方案領域，發展出四大教學主題模組：「探索石門水庫」、「了

解石門水庫」、「保育石門水庫」及「永續石門水庫」，並為有效應用在

現階段石門水庫環境教育服務。現階段之石門水庫環境教育思維為導

向，以富含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相關的主題活動設計為主，其清楚勾

勒出系統化的組織架構，讓學習者能夠了解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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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環境生態資源在自然生態系與人文生態系中的重要性及關連性，

並能夠進一步探討石門水庫所面臨的環境、生態、經濟、教育等議題。

本年度針對其中 12 大主題課程進行課程方案及教材教法之整合修訂，

依據其概念內涵，對應石門水庫環境教育課程領域模組，進行分類。

以作為落實推廣石門水庫環境教育之用，課程列表如下所示。 

 

表 25、石門水庫環境教育課程領域及模組及其教案對應表 

課程

領域 
課程模組 12 大主題單元課程名稱 

課程設計 

2012 2013

環境

資源 
探索石門水庫 
（模組 I） 

單元 1、藍色星球．水水臺灣 ◎  

單元 2、石門水庫的故事  ◎ 

單元 3、雲端石門  ◎ 

環境

生態 
了解石門水庫 
（模組 II） 

單元 4、守望石門 ◎  

單元 5、認識水庫集水區的生物多樣性 ◎  

單元 6、愛護集水區水資源－戲劇  ◎ 

環境 
變遷 

保育石門水庫 
（模組 III） 

單元 7、石門水庫保育工程整治成效  ◎ 

單元 8、集水區保育 ◎ ◎ 

單元 9、誰讓水庫生病了?  ◎ 

環境

管理 
永續石門水庫 
（模組 IV） 

單元 10、石門水庫的美麗與哀愁 ◎  

單元 11、節水小尖兵 ◎ ◎ 

單元 12、一杯清水 250 億 ◎ ◎ 

成果三、整合修訂石門水庫環境教育行動方案 

有關石門水庫環境教育行動方案之作業流程規劃上，為聚焦環境

教育議題，深化環境教育內涵，係以水庫集水區之環境教育資源整合

分析為基礎，並瞭解分析水庫集水區之環境教育課題，進而擬定環境

教育目標及策略。針對環境教育綱領、環境教育單元活動設計、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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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設施場所之環境生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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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討論修訂。依據此目標策略修訂適宜之環境

教育行動方案；並進一步進行整合、分工等工作。在執行階段中，則

透過環境教育平台進行資訊公開，促進經驗交流及分享對話。最後，

進行環境教育行動方案之考核、檢討等工作。 

石門水庫環境教育行動方案將提供民眾在石門水庫環境教育設施

場域中進行多樣知識性、體驗性、互動性、獨特性的環境教育學習，

以具體達成石門水庫環境教育參與者分析以及環境教育平台系統整合

推廣的深層價值。有關石門水庫環境教育行動方案(草案)參附錄二。 

成果四、推動石門水庫環境教育場所後續成效評析 

(一) 規劃石門水庫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評估指標及自評機制 

本(102)年度針對設施場所後續成效評估研擬之「石門水庫環境教

育設施場所評估指標及自我評量表（草案）」，主要考量石門水庫環境

教育設施場所之自然與人文資源、環境教育據點及環境教育發展策

略，並納入廣泛水資源環境教育概念內涵。而在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評

估指標之擬定，主要則依據設施場所據點的「據點資源」、「專業人力」、

「課程方案」，以及設施場所的「經營管理」現況，如環境安全維護、

環境負荷、軟硬體規劃、環境教育短中長程目標、住宿條件、服務預

約便利度、遊客滿意度等項目進行檢核，並評量石門水庫環境教育設

施場所提供之環境教育服務完整性。 

本項目研擬之石門水庫境教育設施場所評估指標與自評機制，將

針對石門水庫設施場所區域內環境教育核心據點進行環境教育基地評

估及自我評量，藉此提供北區水資源局作為石門水庫環境教育設施場

所評鑑與後續環境教育落實推動之重要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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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石門水庫環境教育場所後續成效評析 

為了解石門水庫環境教育設施場所在通過認證後，其「設施場所

現況」、「專業人力培能」、「課程方案實施」與「經營管理規劃」等項

目之推動辦理情形，本年度在石門水庫環境教育整合推廣成效分析之

分析項目上，即針對「設施場所」、「專業人力」、「課程方案」等項目

進行 SWOT 情勢分析。本年度「石門水庫環境教育設施場所情勢發展

SOWT 分析」，已於 11 月份進行整體評估，可歸納為石門水庫 102 年

度環境教育整體推廣之成效內涵，評估結果亦可作為 103 年度環境教

育計畫之研擬依據。 

(一) 石門水庫環境教育設施場所現況 SWOT 分析 

石門水庫環境教育設施場所幅員廣闊，其內部蘊藏之自然與人文

資源豐富，且因石門水庫興建至今已屆 50 年，歷史悠久而具有相當豐

富之人文資源，自然環境造就地方依附之文化特色，使其環境教育主

題特色多元豐富。惟在基地內部發展環境教育之過程中，仍有需要逐

步加強之設備與功能需規劃建置，如環教據點之解說導覽解說牌誌、

影音設備，此部分應與課程方案積極配合，視設施場所特色規劃之需

求持續增設。 

石門水庫蘊含豐富水資源，又鄰近台灣北部重點都會圈，實有機

位成為北部地區重點水環境教育基地，提供更優質的環境教育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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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石門水庫環境教育設施場所 SOWT 分析表 

SWOT 

S 內部優勢 W 內部劣勢 
‧場域廣闊，環境教育資源

豐富，且歷史悠久，具豐

富人文資源 
‧水庫營運、水資源管理為

特有重點教育主題 
‧各據點主題特色明確 

‧主題特色明確，但其詳細環教功

能尚待規劃 
‧部分據點應加強其解說導覽設備

(如影音、告示牌等) 
‧ICT 技術未應用於場域 

O 外部機會 SO 機會配合內部優勢 WO 從劣勢中找機會 
‧距離都會中心近，可為北

部重點水資源環境教育基

地 
‧鄰近學校眾多，有潛在種

子教師資源 

‧對於北部政府機關與學校

單位而言是相當優良之環

境教育設施場所，可提供

優質環境教育服務，或作

為培訓基地。 

‧配合資訊公開與數位 ICT 等輔助

機制，設計規劃設施場所內之導

覽設備，強化各據點特色說明，

亦有助於環境教育參與者主動學

習，提升環教服務品質 

T 外部威脅 
ST 威脅環境下 

發揮優勢突破困境 
WT 威脅環境下 

缺乏良好條件的作法 

‧水庫庫區環境資源較易受

到氣候變遷影響，管理較

為不易 

‧加強經營管理規劃，重視

環境乘載評估與安全規劃

 

‧加強水資源環境監測，紀錄氣候

變遷造成之環境影響，將自然環

境變遷轉化作為環境教育素材、

落實於課程方案。 

(二)石門水庫環境教育設施場所專業人力 SWOT 分析 

石門水庫環境教育設施場所經本計畫連續兩年之推動，在專業人

力之培訓上已有初步成效，經 SWOT 分析，石門水庫環境教育專業人

力應持續加強志工招募、志工培訓，並應於後續研擬相關培訓機制與

教材，才能有效整合在地人力資源，培訓優秀之環境教育專業人力。 

在環境教育培訓機制的相關資源考量上，除能借鏡於在地團體與

學校教師在地依附之特性，分享其豐富人文環境經驗，或歸納其他環

境教育設施場所專業人力之招募與培訓方式，亦可諮詢相關專家學者

之建議，提升石門水庫環境教育專業人力素養及其培訓配套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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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7、石門水庫環境教育設施場所專業人力 SWOT 分析表 

SWOT 

S 內部優勢 W 內部劣勢 

‧部分石門水庫珍水志工已具有

解說導覽經驗，經培訓可擔任

環境教育種子教師。 
‧近年辦理多場環境教育教材教

法夥伴工作坊，增能志工與種

子教師。 

‧近年雖已辦理多場環境教育夥

伴工作坊或種子教師培訓工

作坊，惟尚待建立培訓機制。

‧有關專業人力培訓尚待建立相

關教材。 

O 外部機會 SO 機會配合內部優勢 WO 從劣勢中找機會 
‧鄰近學校眾多，學校老師如

經環境教育培訓，可做為環

境教育種子教師。 
‧鄰近民間團體、環保團體眾

多，且對於在地環境熟悉，

且對於水資源在地依附，可

分享豐富人文環境資源。 

‧應積極尋求鄰近人才資源，結

合及在地經驗發展環境教育。

‧邀請已具在地解說導覽經驗之

珍水志工進行分享教學，辦理

工作坊或討論會，增進新任環

境教育志工知識、態度與界說

導覽等技能。 

‧規劃辦理前往其他環境教育設

施場所進行觀摩參訪，截長補

短、借鏡學習其專業人力培訓

模式。 
‧透過諮詢專家學者，協助研擬

適用於石門水庫環境教育設

施場所之專業人力培訓機制。

T 外部威脅 
ST 威脅環境下 
發揮優勢突破困境 

WT 威脅環境下 
缺乏良好條件的作法 

‧自石門水庫通過設施場所認

證，申請環境教育服務之團

體眾多，專業人力恐不足。 

‧應持續積極招募石門水庫環境

教育志工。 
‧應積極規劃環境教育專業人

力、志工或種子教師之培訓機

制與培訓課程教材。 

 (三) 石門水庫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課程方案 SWOT 分析 

石門水庫為一具有獨特且豐富教學資源之環境教育設施場所，目

前所規劃的課程方案涵括四大領域，分別為環境資源、環境生態、環

境變遷與環境管理，提供各級學校、政府機關及民間團體等單位，不

同年齡層的學習者進行環境教育課程，並依各單位之需求，選擇和合

適的教學活動。惟在部分據點之解說導覽設施上，可加強規劃建置，

以配合進行戶外課程使用，亦讓教學者可進行場域現勘，熟悉教學流

程與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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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8、石門水庫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課程方案 SWOT 分析表 

SWOT 

S 內部優勢 W 內部劣勢 

•具有獨特的環境資源及生物多

樣性，教學資源豐富 
•適合各年齡層之學習者進行環

境教育課程活動 
•課程內容含括四大領域，多元

豐富，可因應各單位之需求，

選擇適合的環境教育課程 

•現階段課程設計以室內課程

為主，後續可加強規劃戶外

課程教學活動 
•部分據點可配合戶外教學活

動設置解說導覽設備 

O 外部機會 SO 機會配合內部優勢 WO 從劣勢中找機會 
•鄰近市區，進行課程現勘、教

學準備之便利性高 
•對於北部各級學校、政府機關

及民間團體等單位而言，可在

便利性高之環境教育場域，依

不同需求，進行多元之環境教

育課程 

•可藉由加強規劃據點導覽解

說設備，可讓課程者教學便

於進行課程現勘，以規劃教

學路線及流程 

T 外部威脅 
ST 威脅環境下 
發揮優勢突破困境 

WT 威脅環境下 
缺乏良好條件的作法 

戶外教學地點容易受天候因素

影響活動進行 
多元的課程內容，可因應天候的

變化而有不同選擇與安排，彈

性調整上課地點與教學內容 

可利用室內課程之影片觀賞，

或教學多媒體操作等形式，

取代因外來因素影響之戶外

課程 

上述環境教育整合推廣成效分析之結果，除可作為石門水庫環境

教育後續發展與規劃之調整，亦可藉此分析結果作為石門水庫環境教

育行動方案推動架構之修訂參考，進一步規劃設施場所進程與環境教

育推廣發展之目標。本年度亦針對石門水庫環境教育設施場所之後續

經營管理推廣研提後續短、中、長期程之相關發展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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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9、石門水庫環境教育短中長程推廣計畫 

期程 環境教育計畫目標 

長 

期 

• 推動環境教育數位平台與資訊系統之建置。 

• 長期資源變遷與遊客互動調查機制建立，推行環境教育動態經營理念

適時調整發展型態。 

• 協助在地環境產業之創新與發展。 

• 發展常態性石門水庫深度旅遊及環境教育方案。 

• 建構石門水庫成為優質環境學習的設施場所。 

• 永續石門水庫為落實保育研究、育樂之環境教育基地。 

中 

期 

• 整合環境教育據點之規劃發展。 

• 推動環境教育意象分析。 

• 培育在地居民，增進其環境倫理與保護環境之知識、技能、態度、價

值觀，促使重視環境、採取環保行動，以達水環境教育之永續發展。 

• 加速環境教育普及化。 

• 強化環境教育功能，提供多元之環境教育服務。 

• 遊客滿意度調查，作為經營管理及環境教育規劃之參考依據。 

短 
期 

• 編制環境教育教材。 

• 持續調查環境教育設施場所據點之人文與自然生態特色，並依據主題

特色規劃特色課程。 

• 落實環境教育推廣之人力組織，在環境永續之原則下推動所屬業務 

• 研擬並落實環境教育推動架構。 

• 建構環境教育教材教法與活動設計。 

• 循序推動與加強協調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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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五、辦理石門水庫環境教育志工培訓及研擬志工招募與考

核要點 

(一) 辦理石門水庫環境教育志工培訓 

本年度規劃之 2 場參與者工作坊及 2 場次環境教育場所觀摩參訪

活動，採整合方式辦理，於 10 月開放報名，並分別於 11 月 1 日及 8

日辦理。主要針對石門水庫志工的培訓增能，同時結合在地政府、在

地學校及民間團體等參與者夥伴，搭配石門水庫環境教育系列教材串

聯講座內容；其研習主題除了環境教育核心課程外，涵括自然保育、

學校及社會環境教育、環境資源管理、社區參與及部分氣候變遷與災

害防救議題，期許多元之課程內涵能增進志工伙伴與其他學員的認

知、態度、情意、技能等素養，進一步將石門水庫環境教育種子散播

於學校師生、社區民眾與潛在石門水庫環境教育參與者中。 

本年度整合辦理之 2 場次參與者工作坊及 2 場次環境教育場所觀

摩參訪活動，分別於北區水資源局、台北翡翠水庫及台北自然水園區

辦理課程豐富多元，研習活動具體提升石門水庫環境教育志工對於環

境教育素養，辦理成果相當良好。 

(二) 研擬志工招募與考核要點 

為有效應用石門水庫環教育資源，活化並落實環境教育課程方案

與教材教法，本年度積極規劃招募環境教育志工參與服務，透過環境

教育課程培訓，加強其環境教育知識與技能，提升環境教育志工服務

校續與品質，並有助於石門水庫環境教育設施場所提供環境教育服

務，宣導環境保護政策及經驗分享。本計畫依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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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門水庫珍水志

工招募與考核要點」、《環境教育法》、「經濟部水利署水利署北區水資

源局環境教育推動工作小組設置要點」、《志願服務法》，協助研擬「石

門水庫環境教育志工招募與考核要點(草案)」，其中針對石門水庫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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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志工之工作內容、招募志工類型、招募辦法、報名方式、甄選方

式、志工權力、志工義務、服勤管理、考核與表揚、志工教育訓練及

其相關附則進行辦法研擬，詳細內容參附錄四。 

成果六、辦理外部申請環境教育活動 

經石門水庫環境教育設施場所通過認證後，本年度積極落實環境

教育經營管理，並提供外界專業環境教育服務。業已於 102 年間，完

成 22 梯次之環境教育研習活動，共計服務 22 組團體前來石門水庫環

境教育設施場所，辦理年度環境教育研習活動，成果卓越、辦理成效

良好，有關各梯次辦理滿意度，詳參本報告書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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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102 年度執行成果效益及後續建議 

一、102 年度執行成果效益 

(一) 本年度透過石門水庫環境教育參與者的概念來源與認知，分析其

對石門水庫生態相關的普遍概念認知情形，提供後續教育宣導之

環境生態概念的導入參考與修正，並作為研擬石門水庫環境生態

概念綱領，以及芻議石門水庫環境生態教育課題與對策之基礎參

考，亦有助於政府適時瞭解民眾關切之生態議題以及集水區生態

保育之資訊公開。 

(二) 石門水庫環境教育參與者之政府機關參與單位，主要扮演供給者

與中介者角色，進行相關政策與計畫之宣導、訂定以及執行，提

供大眾參與環境教育活動之資源與機會；關於學校參與者，在學

校師生方面，教師扮演著供給者與推廣者角色，可提供教學相關

素材與課程規劃設計，傳授知能並協助學生觀念引導，而學生則

扮演接受者角色，透過環境教育活動進行概念建構與價值澄清，

最後實踐於生活，另外在專家學者方面，則可提供專業諮詢、教

學素材以及相關資訊；社會參與者，有關在地居民方面，其可同

時作為供給者、中介者與接受者，除了提供在地專業諮詢與人力，

亦可參與研習、建構概念，達到自我成長，反映石門水庫環境教

育推動之實際成效；在民間團體方面，其可提供專業諮詢、素材、

人力、相關資訊與教學活動，亦有助於環境教育的落實與推廣。 

(三) 經問卷調查分析石門水庫環境教育參與者之知識概念來源，主要

來自於「工作環境」、「休閒旅遊」及「研習活動」；在石門水庫參

與經驗方面，最多者為「會議活動」，其次為「休閒遊憩」與「教

育宣導」；而有關石門水庫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知度，有 94%的參

與者「知道」石門水庫已通過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顯示石門

水庫環境教育基本宣傳已有成效；另在環境教育活動參與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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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參加過「石門環教活動者」佔參與者中的 58%，顯示日後可

加強辦理各項環境教育研習或參訪行程；在石門水庫環境教育活

動參與及推薦意願方面，有超過六成(64%)參與者表示願意收到環

境教育活動通知；最後關於石門水庫意象之調查，顯示參與者認

為石門水庫的主要意象為「湖光山色、優美環境」，其次為「大壩」，

再來為「水利工程與功能」及「溢洪道」。其中認為石門水庫主要

意象為「環境教育設施場所(含其據點)」者佔 9%，聯想到「環境

教育」者佔 1%，是以往未出現過的，顯示石門水庫在環境教育的

落實發展上有明顯的進展。 

(四) 本年度依多項現行相關法條做為修訂依據，同時參酌石門水庫環

境教育推動過程中之實際需求，修訂石門水庫境教育綱領，其涵

括七大項目，建構出石門水庫環境教育發展之共同願景。 

(五) 本年度整合石門水庫環境教育據點、水資源重要設施、自然與人

文相關議題及資訊，並依據四大教學主題模組，發展出 12 個石門

水庫環境教育重點教學活動設計，提供環境教育參與者進行環境

教育相關活動，以落實石門水庫環境教育之推廣。 

(六) 本年度依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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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法源，亦召

開專家顧問會議，探討石門水庫環教教育發展進程，完成「石門

水庫環境教育行動方案(草案)」，以作為推動石門水庫環境教育之

參考依據。 

(七) 本年度已於 102 年 10 月 29 日針對「石門水庫環境教育課程方

案」、「石門水庫環境教育行動方案」等議題，辦理專家顧問會議，

並針對石門水庫環境教育課程方案、石門水庫環境教育行動方

案、石門水庫環境教育平台架構更新維護等三大重點工作，進行

專家意見交換，對現階段石門水庫之環境教育進行實質上之內容

討論修訂，並持續研擬石門水庫環境教育之推動與落實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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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本年度已協助北水局辦理石門水庫環境教育志工培訓，並分別於

2013 年 11 月 1 日、11 月 8 日針對石門水庫環境教育志工，舉辦

二場次參與者工作坊及二場次環境教育場所觀摩參訪活動，增進

志工伙伴與其他學員的認知、態度、情意、技能等素養，進一步

將石門水庫環境教育種子散播於學校師生、社區民眾與潛在石門

水庫環境教育參與者中。 

(九) 本年度依據《環境教育法》、《環境教育法施行細則》及「環境教

育設施場所認證及管理辦法」，以四大主軸研擬石門水庫環境教

育設施場所評估指標及自我評量表，內容涵括針對設施場所、專

業人力、課程方案與經營管理等重點評估指標。此外，業已完成

多次現地勘查及影像紀錄，以促進石門水庫場域更有利於推動環

境教育之專業服務。 

(十二) 本計畫初步規劃針對「設施場所」、「專業人力」、「課程方案」

等項目進行「石門水庫環境教育設施場所情勢發展 SOWT 分

析」，可歸納為石門水庫 102 年度環境教育整體推廣之成效內涵，

評估結果亦可作為 103 年度環境教育計畫之研擬依據。 

二、後續建議 

(一) 建議石門水庫環境教育設施場所可利用配合資訊公開與數位 ICT

等輔助機制，設計規劃設施場所內部分據點之解說導覽設備(如影

音、告示牌等)，強化各據點特色說明，亦有助於環境教育參與者

主動學習，提升環教服務品質。 

(二) 近年已辦理多場環境教育夥伴工作坊及種子教師培訓課程，建議

持續規劃環境教育專業人力、志工或種子教師之培訓機制與培訓

課程教材，可藉由觀摩參訪其他環境教育設施場所等方式，學習

其專業人力培訓模式，並同時積極招募石門水庫環境教育志工。 

(三) 經問卷調查發現，現階段石門水庫環境教育參與者，表示「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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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石門環教活動者」佔 58%，「沒參加過」佔 42%，建議石門水庫

日後可加強於設施場所辦理各項環境教育研習或者參訪行程，提

供參與者瞭解石門水庫環境教育之機會，積極落實石門水庫環境

教育之推廣。 

(四) 石門水庫環境教育設施場所已於 101年 10月通過環境教育設施場

所認證，建議後續在環境教育推廣策略上，加強規劃據點導覽解

說設備，讓課程教學者便於進行課程現勘，以規劃教學路線及流

程，另可利用室內課程之影片觀賞，或教學多媒體操作等形式，

取代因天候或其他外來因素影響之戶外教學活動，以進行豐富多

元之環境教育活動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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