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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關鍵詞：太魯閣國家公園、環境教育、生態旅遊、教案 

一、研究緣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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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配合《環境教育法》推廣並擴大太魯閣國家公園地質生態旅遊與環境教育推動，

以追求太魯閣國家公園永續發展，太管處即辦理「太魯閣國家公園峽谷地質旅遊

資源調查及教案操作規劃」計畫。 

本研究透過重新對地質景點資源的整理調查，並針對深度生態旅遊教案規劃

與配合實際操作的方式，達到提供更好的、更深度的地質旅遊體驗，讓前往太魯

閣的遊客能看見峽谷的演育過程的蛛絲馬跡，從而真正能瞭解與敬畏更進而珍惜

這份世界級遺產的壯碩與偉大。另針對該處地質景觀資源規劃符合生態旅遊及環

境教育規範之教材教案並實際操作建立示範模組，作為太魯閣國家公園管理處在

通過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後，未來其他教材教案之參考藍圖。 

二、研究方法及過程 

本研究期程自 2013 年 4 月 9 日起至 2013 年 12 月 31 日完成。本研究流程與

執行規劃，係以環境教育規劃系統原理為基礎，從研究工作範疇界定、生態旅遊

及環境教育資源彙整歸納、環境教育歸納分析執行及實際操作等層面執行。在生

態旅遊及環境教育資源彙整歸納上，透過文獻蒐集、學術探討、專家諮詢等方式

進行資料彙整分析。 

彙整資料包含生態旅遊理論與實務、國內外生態旅遊發展狀況與模式、太魯

閣國家公園自然生態人文及地質環境教育資源，相關計畫彙整、太魯閣國家公園

地質景觀登錄狀況、太管處環境教育與生態旅遊發展狀況等，進而建立太魯閣國

家公園生態旅遊環境資源清冊，作為教案規劃及實際操作的基礎。在環境教育歸

納分析執行中，根據生態旅遊環境教育資源清冊選出適宜的操作地點，規劃環境

教育教案，並安排教案據點紀錄，透過理論與實務並進，建立教案示範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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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實際操作部分，規劃為期兩天一夜的生態環境教育研習營，並規劃學員手

冊，整合太魯閣國家公園管理處、花蓮高中、花蓮女中、東華大學等當地教育資

源，採高中教師與在地解說員協同教學之方式進行深度研習，以及環境教育迴響。 

三、重要發現 

1、經本研究彙整相關資料發現，歷年來太魯閣國家公園環境教育教案的對象主要

是國小學童，針對高中生的教案較少，因此本研究針對花蓮高中生，結合花蓮

在地教學與環境教育資源，規劃生態環境教育研習營，協助花蓮地區高中生透

過在地資源進行地質環境教育理論與實務的學習。 

2、有關教案「砂卡礑的奇幻漂流」，藉由輔導教師與太魯閣國家公園解說員的協

同教學，已建立環境教育教案之示範模組。其中，太管處所安排的水域生物調

查，更提升教案之完整性，讓學員藉由生態體驗提升個人環境教育知識與技能。 

3、本研習營匯集太魯閣國家公園環境教育與行政資源、花蓮在地教學資源（東華

大學環境學院、花蓮高中、花蓮女中），以及中華生態資訊暨環境教育協會多

年來環境教育教案規劃與操作實務經驗，協助太魯閣國家公園發揮環境教育設

施場所之角色。 

4、在學員部分，高中是人生從具體思考走向抽象的重要時期，學員參與生態環境

教育研習營，將有助於獲得人生的高峰經驗與增加與在地情感之連結。 

5、在教學資源部分，透過研習營促使花蓮高中、花蓮女中、東華大學與太魯閣國

家公園之間的良性互動，增進太魯閣國家公園推廣環境教育之夥伴關係。 

6、透過本次辦理生態環境教育研習營，充分展現太魯閣國家公園團隊(各行政課

室)的專業與行政效率，也建立太魯閣國家公園、在地學校合作模式。 

四、主要建議事項 

(一)立即可行之建議 

主辦機關：內政部營建署 

協辦機關：太魯閣國家公園管理處

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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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項目一：太魯閣國家公園生態旅遊景點環境教育資源文獻回顧及彙整分析 

1、有關生態旅遊景點環境教育資源清冊，後續可針對合歡山遊憩帶與鄰近地

區進行彙整，作為太魯閣國家公園環境教育戶外解說場所的遴選參考。 

工作項目二：太魯閣國家公園園區不同路線生態旅遊遊程及教案操作規劃 

1、日後在不同路線生態旅遊遊程及環境教育教案規劃，可選擇其他兼具自

然、人文、地質景觀資源之據點（如天祥、西寶）進行規劃。 

2、未來教案在課程概念連結部分，建議加入正規課程內容之能力指標，作為

教學之檢核，以期將環境教育與課程教育緊密結合，增加學習效率，避免

教師教學時數不夠之情形。有關諮詢指導者(如太魯閣國家公園管理處)所

提供之實務經驗，未來可彙整成「教學建議」或「教學指引」，作為教師

在教學策略與方法之參考。 

工作項目三：辦理太魯閣國家公園生態旅遊實際操作工作 

1、為強化太魯閣國家公園環境教育設施場所功能，可持續辦理以高中生為主

的生態環境教育研習營。 

2、參與本次研習營之學員，可作為下次研習營的輔導員，將自身經驗傳承分

享，協助太魯閣國家公園高中環境教育之推廣。 

(二)中長期建議 

主辦機關：內政部營建署 

協辦機關：太魯閣國家公園管理處 

工作項目三：辦理太魯閣國家公園生態旅遊實際操作工作 

1、本次考量安全、經費、人力等因素，優先以高中生為示範教學，日後可

針對國中生推出適宜之環境教育教案，使太魯閣國家公園環境教育教案

更臻完善。 

2、有關布洛灣環流丘自導式學習活動，後續若能將學生製作後的解說牌，應

用於國家公園中，對學生來說，能因實質參與國家公園解說牌製作，強化

學生對國家公園的地方情感，並將環境教育逐步落實在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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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Keywords：Taroko National Park ,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 Ecotourism , 

Curriculum Planning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Act has been implemented on June 5th, 2011 in Taiwan. 

Act builds on Taiwan’s existing foundation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which was 

established years ago , by working to change peoeles’ values and behaviors to protect 

and enhance environmental quality, and help Taiwan make strides towar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line with the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Act" to promote and expand the Taroko 

National Park geology promote Ecotourism and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in pursuit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Taroko National Park, Taroko National Park that apply " 

"Taroko National Park Geological Survey of Tourism Resources Curriculum Planning 

and Operations Planning "Program. 

The project was started from April 9th, 2013 to December 31st, 2013. No matter 

the project’s process or implementation, which was established in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planning system. From research to define the scope of work, Ecotourism and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resources to collect and categorize, inductive analysis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and other aspects of the execu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actual operation. 

The project’s purpose was to depth Ecotourism planning and lesson plans through 

the actual operation, to provide better, more depth geological tourism experiences. 

Another resource was used for the department of geological landscape of teaching 

materials in line with Ecotourism and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and hands-established 

norms of the demonstration module. 

Pooled analysis for data collection through literature, academic research, expert 

advice and other ways. To establish Ecotourism environmental resources inventory, 

planning and lesson plans as a basis for the actual operation. 

This project concludes that： 

1、Review the Taroko National Park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lesson plans, which 

focused on elementary school children mainly, fewer lesson plans for high school. 

2、Water biological survey arrangement can improve the integrity of the lesson plans, 



太魯閣國家公園峽谷地質旅遊資源調查及教案操作規劃 

 

X 

 

allowing students to enhance their experiences by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knowledge and skills. 

3、The Camp will play the role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facility sites to assist Taroko 

National Park 

4、The Camp helps to get a peak experience of life and increase linked to emotion in. 

5、The Camp was enhanced partnerships of Taroko National Park to promote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6、About the Ecotourism attractions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resource inventory, 

follow-up can be compiled against Hehuan Mountain recreation zone and adjacent 

areas, as Taroko National Park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outdoor explain the 

selection of reference sites. 

This project will divide two parts: short-term and long-term strategies. 

For short-term strategies: 

1、And select suitable operating sites, planning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lesson plans, 

lesson plans and arrangements stronghold records, through theory and practice in 

hand to build lesson plans demonstration module. In practice, part of a two-day 

planning a night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Education Camp 

2、In the future, we suggest can plan other locations, including natural and cultural, 

geological landscape resource base. 

3、In order to link the concepts of the course, proposes to add the ability to index the 

contents of the formal curriculum, teaching as a checklist. 

4、The Proposal will continue to hold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education Camp for 

high school students. Students have been participated in this training camp, they will 

be a counselor in the next training camp. They will share their experiences. 

For long-term strategies: 

1、In order to consider safe, budget, labor force and other factors, the project will plan 

the Taroko National Park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plan for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2 、 Buluowan about self-directed learning activities, the students produced the 

explanatory signs, interpretative signs used in the design of national parks, it will be 

strengthen the emotions of the national p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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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緣起與背景 

2010 年 5 月 18 日立法院三讀通過《環境教育法》，經總統公告

於 2011 年 6 月 5 日(世界環境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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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魯閣國家公園成立於 1986 年，現為內政部營建署太魯閣國家公

園管理處(以下簡稱太管處)經營管理，於 2012 年 12 月 20 日經行政院

環境保護署認證為環境教育設施場所。太魯閣峽谷為聞名全球之世界

級自然遺產，透過板塊構造作用的抬升與河川強大的侵蝕下切，形塑

了最獨特的峽谷地質地景。做為一個以地質地景為顯著特殊價值的國

家公園，提供遊客與民眾以地質景點之深度生態旅遊體驗是必須不斷

精益求精的工作。依據 99 年度太魯閣國家公園管理處委辦計畫「世界

遺產經營典範應用於太魯閣國家公園管理策略探討」案中世界地質公

園潛力綜合評估結果，太魯閣國家公園管理處在地質旅遊(Geotourism)

評估項目評分較低。 

為配合《環境教育法》推廣並擴大太魯閣國家公園地質生態旅遊

與環境教育推動，以追求太魯閣國家公園永續發展，太管處即辦理「太

魯閣國家公園峽谷地質旅遊資源調查及教案操作規劃」計畫(以下簡稱

本研究)。本研究期望透過重新對地質景點資源的整理調查，並針對深

度生態旅遊教案規劃與配合實際操作的方式，達到提供更好的、更深

度的地質旅遊體驗，讓前往太魯閣的遊客能看見峽谷的演育過程的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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絲馬跡，從而真正能瞭解與敬畏更進而珍惜這份世界級遺產的壯碩與

偉大。另針對該處地質景觀資源規劃符合生態旅遊及環境教育規範之

教材教案並實際操作建立示範模組，作為太魯閣國家公園管理處在通

過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後，未來其他教材教案之參考藍圖。 

圖 1-1、太魯閣國家公園峽谷地質資源 

資料來源：太魯閣國家公園網站，瀏覽日期：20130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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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範圍 

太魯閣國家公園位於臺灣本島東部，地處中央山脈北段，地勢南、

北均高，漸向中央傾降。海拔由立霧溪口為起始點，在約 40 公里之直

線距離內，上升至南湖大山之 3,742 公尺。園區以發源於合歡山、奇

萊北峰之立霧溪劇烈切割而成之大理石峽谷地形最為奇特，自源頭塔

次基里溪，一路匯集托博闊溪、慈恩溪、瓦黑爾溪，於天祥附近與大

沙溪(上游是陶塞溪)交會，隨後有荖西溪、科蘭溪及砂卡礑溪匯入，

一路奔騰東流，穿山切谷，蜿蜒曲折行進 58 餘公里，於新城北方注入

太平洋，是世界重要地形景觀與地景資源，具備世界遺產潛力;而百萬

年來立霧溪下切與河道變遷的結果，形成許多平坦的河階地，這些河

階在地勢陡峻的太魯閣國家公園區域內，成為重要的人文歷史發展地

區，史前人類、原住民族與漢人均相繼留下許多活動的足跡。立霧溪

可謂太魯閣國家公園歷史、人文與景觀的生命動脈(太魯閣國家公園計

畫第三次通盤檢討計畫書草案，2013)。 

園區中心 40 公里半徑範圍內之重要地區聚落包括花蓮市、鯉魚

潭、武陵農場、雪山、大霸尖山、梨山、廬山、霧社等; 60 公里半徑

範圍內則有蘇澳、太平山、北橫公路巴陵以南、谷關、東勢、埔里等;80

公里半徑範圍內則包括豐濱、日月潭、水里、台中市、石門水庫、烏

來、宜蘭市等地區。出入太魯閣國家公園之主要市鎮為花蓮市、羅東

鎮、台中市東勢區及埔里鎮等，可分別經由蘇花公路及中橫公路通達

太魯閣國家公園(太魯閣國家公園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計畫書草案，

2013)。 

太魯閣國家公園大部分座落於花蓮縣北部，小部分涵蓋臺中市及

南投縣邊界(表 1-1、圖 1-2);其西接雪山山脈，西北側鄰雪霸國家公園

(圖 1-3)，東臨太平洋，南為木瓜溪流域，北以南湖山稜為屏。計畫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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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界線多以天然地形與山脈稜線劃分清晰，南北長約 38 公里，東西寬

約 41 公里，全部面積共計 92,000 公頃。中部橫貫公路貫穿其中，因

海拔高度急劇上昇，具有山、海景色，資源特色及景觀層層變化，為

臺灣地區兼具保護與遊憩特色高山型國家公園。 

表 1-1 太魯閣國家公園行政區界面積表 

縣別 鄉、鎮別 面積(公頃) 佔計畫面積(%) 

花蓮縣 秀林鄉 

富世村 48,500 64.84 

和平村 9,600 12.83 

秀林村 5,450 4.08 

景美村 3,050 10.96 

崇德村 8,200 7.29 

台中市 和平區 9,500 10.30 

南投縣 仁愛鄉 7,700 8.40 

合計 92,000 100 
備註：面積係由比例尺 1/50,000 地形圖丈量 

資料來源：太魯閣國家公園管理處(2013)。太魯閣國家公園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計畫書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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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太魯閣國家公園位置圖 

資料來源：太魯閣國家公園管理處(2013)。太魯閣國家公園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計畫書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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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太魯閣國家公園行政區界圖 

資料來源：太魯閣國家公園管理處(2013)。太魯閣國家公園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計畫書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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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研究成果 

我國《環境教育法》於 2011 年 6 月 5 日開始實施。太魯閣國家公

園管理處在 2012 年 12 月 20 日經行政院環境保護署認證為環境教育設

施場所，為推廣並擴大太魯閣國家公園地質生態旅遊與環境教育推

動，本研究針對該處地質景觀資源規劃符合生態旅遊及環境教育規範

之教材教案，進行生態旅遊與環境教育資源整合(圖 2-1)，並實際操作

建立示範模組，以達成太魯閣國家公園地質生態旅遊與環境教育規範

教材教案之成效。本研究完成的工作項目說明如后： 

 

圖 2-1 太魯閣國家公園環境教育資源整合示意圖(汪靜明，2013，本研究歸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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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太魯閣國家公園生態旅遊景點環境教育資源文獻 
回顧及彙整分析 

在本工作項目中，針對太魯閣國家公園地質生態旅遊景點環境教

育資源進行彙整分析，作為選定戶外教學解說場所、規劃太魯閣國家

公園特色遊程與環境教育教案之參考依據，協助提升太魯閣國家公園

有關地質景觀生態旅遊及環境教育推廣之成效。 

本研究主要透過文獻蒐集、學術探討、專家諮詢等方式進行資料

彙整分析。資料包含：生態旅遊理論與實務、國內外生態旅遊發展狀

況與模式，太魯閣國家公園自然生態人文及地質資源，相關研究計畫，

太魯閣國家公園環境教育及生態旅遊之發展狀況等，於後續章節一一

論述。 

 
圖 2-2 太魯閣國家公園峽谷地質旅遊資源調查圖(汪靜明，2013，本研究歸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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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態旅遊 

「生態性旅遊 (Ecological Tourism)」源自於人類對自然生態利用

的覺醒，隨著傳統大眾旅遊人數的不斷增加，旅遊地的自然環境與社

區文化多少都受到負面的生態衝擊。在國際生態旅遊協會 (The 

Ecotourism Society)及國際自然保育聯盟(IUCN)的大力推動下，將生態

旅遊定義為：「生態旅遊是一種負責任的旅遊，顧及環境保育，並維護

地方住民的福利」，其原則包含：「對環境衝擊最小化、尊崇在地文化

與衝擊最小化、回饋當地的經濟效益最大化和遊客的體驗最佳化等

(Hetzer1965；Ceballos-Lascurainm,1987；Fennell,1999；觀光局，2002a；

汪靜明，2005)。 

宋瑞和薛怡珍(2004)提出生態旅遊等級評估，提出九大原則將生態

旅遊分成四個等級：自然旅遊、一級生態旅遊、二級生態旅遊及三級

生態旅遊，若旅遊形式不符合這些條件，便不鼓勵發展生態旅遊，如

圖 2-3。 

 
圖 2-3 生態旅遊基本原則和等級示意圖 

資料來源：宋瑞、薛怡珍(2004)。生態旅遊的理論與實務-永續發展地旅遊。新文京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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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旅遊為一種負責任的旅遊，重視人與環境之間的倫理相處關

係，透過環境解說教育引導遊客主動學習、體驗自然生態之美、瞭解

生態的重要性，並以負責任的態度與回饋行為，積極保護生態與文化

資源，以達到能兼顧遊憩、保育與地方發展三方共贏的局面(Boo, 

1990;Ross & Wall, 1999;Sirakaya & Sasidharan, 1999；郭岱宜，2001；李

光中，2003；台灣國家公園，2013)。 

宋瑞和薛怡珍(2004)延伸此概念將遊客的體驗目標加入，呈現四面

向的平衡，環境、經濟、社會文化和體驗的永續性，實現正面收益的

最大化和負面影響的最小化(如圖 2-4)。  

圖 2-4 生態旅遊的社會、經濟、環境、體驗目標 

資料來源：宋瑞、薛怡珍(2004)。生態旅遊的理論與實務-永續發展地旅遊。新文京開發。 

在生態體驗的部分，學者汪靜明(2005)提出生態旅遊即是一種參與

式的體驗環境生態之旅，無論是自然生態或人文生態層面，也都可以

在旅遊環境中參與到生態學內涵的覺知、知識、態度、技術、行動的

體驗。因此，從生態觀點，生態旅遊依生態基礎之思維向度的不同，

可依 α、β、γ、Ω、Σ等五個類型來進行，並依其內涵的不同，採取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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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應的生態體驗方式(參圖 2-5)。 

1、α型「時間觀」生態旅遊 

從時間觀來檢視環境中的主題，例如，森林、溪流、人文等，在

同一個地域、不同時間的歷史變化.可以對比出這個環境主體的時間歷

史變遷概況。 

2、β型「小尺度空間觀」生態旅遊 

從小尺度空間觀來檢視環境主題或主體，在同一個國家或島嶼中

的不同流域、集水區、水系或河段等小區域的差異。例如，許多人在

短期的旅遊行程中，會遊覽一個國家地區許多不同地點或景點，以體

驗或感受這個國家不同地方空間的生態環境與鄉土文化。 

3、γ型「較大的空間尺度」生態旅遊 

從較大的空間尺度來檢視環境主題或主體，在不同國家或島嶼的

差異。例如，許多人觀光遊覽某地後，還想舊地重遊，感受同一地方

景物與心情在時間因素的轉變。例如，喜歡飛躍國度或遠渡海洋，藉

以體驗或感受不同國家或島嶼的生態文化。 

4、Ω型「生態系統」生態旅遊 

從旅遊地區檢視環境不同的生態系統，而其組成是由多樣的生物

群集與周遭物化環境，彼此交互作用所形成的穩定與整合系統。例如，

武陵地區七家灣溪為例，可檢視出在同一地點，有森林生態系、溪流

生態系及人文生態系等三個系統彼此交互作用。 

5、Σ型「統合體驗」生態旅遊 

在生態旅遊進行中，應考量的各種複雜因素，統合生態旅遊地之

環境資源、生態體驗，從環境的觀賞進入欣賞到讚賞，融入環境生態

的理性與感性，達到身心靈整體的愉悅及成長。對生態旅遊規劃者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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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規劃應考量的因素如：旅遊地點、旅遊時間、參與人數、主題活

動、食衣住行、安全保險、體驗配備等，並藉由生態方程式：(ΣEQ＝

A＋b1X1＋b2X2＋…＋bnXn)詮釋相關規劃、執行與評估時應思考的變

因。另外，在強調生態內涵的生態旅遊中，不僅要將旅遊過程中的點、

線、面連貫起來，還要將人觀察到環境的生態因子聯繫(網)，並將人與

環境互動的生態倫理由衷(心)建構(汪靜明，2005)。 

圖 2-5 生態旅遊的規劃類型及其內涵與方法 

資料來源：汪靜明，2005，《武陵生態旅遊》。內政部營建署雪霸國家公園管理處。  

生態旅遊在台灣的發展演進大致可分為以下幾個時期：萌芽期：

1980-2000 年;發展期：2001-2005 年;混沌期：2006-迄今(梁詩珮，2010)。

目前國內生態旅遊的發展與推廣主力為政府組織與民間團體兩大部

分。一開始由民間團體（台北鳥會、主婦聯盟）發起推動，為台灣發

展生態旅遊奠定良好基礎。1982 年墾丁國家公園成立，政府開始著手

在國家公園內推展環境解說與旅遊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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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00 年起，台灣政府在發展生態旅遊方面之政策性指示，提出

應制定「觀光政策白皮書」、「生態觀光發展策略」，及建立「生態觀光

認證制度」，交通部觀光局並於同年擬定「21 世紀台灣發展觀光計畫」，

其中生態旅遊被納入未來旅遊產業發展重點之一。2001 年開始將生態

旅遊納入相關政策當中，相關機構也開始著手推動生態旅遊事務，於

2002 年訂定台灣為生態旅遊年，並擬定「生態旅遊白皮書」、成立「中

華民國永續生態旅遊協會」，台灣觀光產業也正式涵蓋生態旅遊領域(李

光中，2003a;李光中，2003b;梁詩珮，2010;賴鵬智，2010;中華民國永

續生態旅遊協會，2002a、2002b;宋瑞、薛怡珍，2005)。 

在產業發展面，國內的生態旅遊發展在業者對生態旅遊認知的缺

乏、民眾不清楚生態旅遊的真諦、政府無監督機制的情況下，坊間許

多觀光業者打著「生態旅遊」的旗幟，帶領遊客進行不符合生態旅遊

內涵的觀光活動，造成對當地自然及社會文化產生衝擊。隨著環境意

識的普及、保護區管理觀念的重視以及消費市場的轉變，重視生態保

育、環境教育以及文化體驗結合的旅遊型態應運而生(觀光局，2002a)。 

在學術研究部分，回顧國內(1995 至 2010 年)相關生態旅遊碩博士

論文，發現對於生態旅遊的研究大致可分為遊客知覺行為、規劃應用、

經營管理、策略發展、效益評估、居民知覺態度及環境衝擊七大類，

其彙整如表 3-1。在研究議題數量的多寡上，以遊客知覺行為類之研究

最多，其次是規劃應用類、經營管理類、策略發展、居民知覺態度、

效益評估，最後是環境衝擊類。 

台灣政府從 2002 年開始推動生態旅遊，接續頒布生態旅遊白皮

書，國內學術界對生態旅遊的調查研究也逐漸變多(宋秉明，1996;宋秉

明，2000;王鑫，2001;王鑫，2002;原友蘭，2001;交通部觀光局，2002b)，

可見國內學術界對於生態旅遊的研究與政府政策的推行有相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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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國內生態旅遊論文回顧重點彙整 

類別 涵括主題 總數量

遊客知覺行為 1.生態旅遊認知／行為／態度／意圖 
2.環境態度／識覺／行為 
3.遊憩行為／動機／偏好／體驗／滿意度 

109 

規劃應用 1.生態旅遊開發、資源開發 
2.生態旅遊發展／規劃 
3.生態旅遊活動設計／課程設計／產業設計 

／解說內容設計 
4.生態旅遊資源分級 
5.遊程規劃 

76 

經營管理 1.社區與產業議題 
2.生態旅遊經營管理現況與分析 
3.遊客對經營管理的認同度 

58 

策略發展 1.國家公園 
2.原住民部落／社區 
3.森林遊樂區 
4.離島地區 
5.觀光地區 
6.生態旅遊發展政策 
7.生態旅遊產業 
8.生態旅遊指標建構 

51 

效益評估 1.遊憩效益 
2.遊憩潛力／價值評估/需求評估 
3.解說服務效益/解說願付價格／ 
4.解說員訓練成效 
5.滿意度／重遊意願/服務品質 

36 

居民知覺態度 1.生態旅遊認知／行為／態度／需求 
2.地方社區／原住民部落／保護區／保留地／ 

地方區域 
3.遊憩衝擊與社區意識 

42 

環境衝擊 1.承載量 
2.環境衝擊 
3.環境監測 

31 

資料來源：整理自梁詩珮(2010)。國內生態旅遊研究趨勢之分析。台南大學生態旅遊所碩士論文。 

在研究議題的分類上，篇數以遊客知覺行為類最多，內容上最常

探討環境識覺、行為、認知等主題 (洪慎憶、凌德麟，1995;洪振超，

2002;范莉雯，2002;李思屏，2002;田家駒，2002;鄒東明，2002;江映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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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黃馨嬅，2008;張雅雯，2009;郭竹君、鍾志強，2009;莊益欣，2009)。

篇數排名第二的是規劃應用類，多為探討生態旅遊的資源開發／發展

／規劃，／生態旅遊活動設 (焦元輝、田家駒，2001;黃躍雯、王鑫，

2001;宋郁玲、姜蘭虹，2002;謝弘俊，2002;吳貞純、童秋霞，2005;李

志一，2008)。篇數排名第三的是經營管理類，多以在地社區、經營管

理者與遊客角度進行探討，(柯嘉鈞、歐勝榮，2004;林純徵，2006;林

世淵，2008;邱翌恬，2008)。 

篇數排名第四的是策略發展類，探討對象以國家公園、原住民部

落、森林遊樂區、離島地區、觀光地區為主，探討議題多以指標建構

／策略發展等(楊佳璇，2004;邱月娥，2007;三雅涵，2007;劉禹詩，2009);

篇數排名第五的是居民知覺態度類，內容多以探討居民對生態旅遊發

展的認知／行為／態度／行為意向／需求，以及對遊憩衝擊與社區意

識進行探討(楊文燦、葉冠瑩，2001;吳欣頤、林晏州、黃文卿，2005;

顏家芝，2006)。排名第六的是效益評估類，此類別以人的角度為出發

點進行探討分析(賴明洲、薛怡珍、呂適仲，2000;張淑慧，2005;劉千

慈，2006;林玉涵，2008);篇數最少的是環境衝擊類，此類別涵括社會、

經濟與環境三面向的衝擊影響(馬惠達，2003;周巧玲，2003;黃文雄，

2007;吳宗瓊，2007)。 

針對生態旅遊地的發展趨勢變化，區域研究樣本數量高低依序分

別是原住民部落、國家公園及社區，而研究者對研究區域的選擇依據

多半與政府政策推動有所關聯，例如內政部營建署在 2005 年至 2008

年推出「生態旅遊輔導團」遴選出生態旅遊地，在當時以國家公園為

區域之研究論文也增加。而研究區域漸漸從國家級(國家公園、自然保

留區、森林遊樂區)演變至地方級(原住民部落、社區)。在研究對象上，

有關生態旅遊的論文主要以遊客及居民為主，多數以遊客為對象的研

究區域多在國家公園，探討居民的研究區域主要分布在原住民部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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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太魯閣國家公園自然及人文資源 

太魯閣國家公園擁有世界級地形景觀與地景資源，具備世界遺產

潛力，立霧溪穿越園區中央地帶，形成舉世聞名的太魯閣峽谷地形，

園區除立霧溪主支流河谷地及平坦河階外，其餘多屬陡峻山地，包括

陡峻垂直高起海面之清水斷崖、高山原野地區包含獨特圈谷地形之南

湖群峰、斷稜地形之奇萊太魯閣稜脊，以及傾斜地形之合歡山群等，

均蘊涵富饒之生態與遊憩資源。園區可見重要的人文歷史發展地區，

史前人類、原住民族與漢人均相繼留下許多活動的足跡。(太魯閣國家

公園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計畫書草案) 

數百萬年來，由於菲律賓海板塊與歐亞大陸板塊之間持續進行的

碰撞使得太魯閣峽谷不斷地隆起，再加上立霧溪不斷地下切侵蝕，以

及配合大理岩岩性緻密不易崩落的特性，在太魯閣峽谷處處可見歲月

和板塊運動所遺留的痕跡，也使得在立霧溪流經大理岩區形成陡峭狹

窄幾近垂直的 V 型峽谷(太魯閣國家公園，2004；太魯閣國家公園網站，

瀏覽日期 2013.5.13)。 

除了豐富的地質景觀之外，由於太魯閣國家公園在海拔高度上的

多變，由平地的闊葉林、針闊葉混生林、高山草原一直上升到近乎苔

原的南湖圈谷，使園區內的氣候、地形和植物分布都相當複雜多元。

園區內豐富的人文史蹟也是重要且具代表性的資源(太魯閣國家公園，

2004；太魯閣國家公園管理處，2013)。 

太魯閣國家公園整體地形景觀特殊，可分為斷崖區、峽谷區，及

高山區 3 大區，其地形景觀資源類型分為(太魯閣國家公園計畫第三次

通盤檢討計畫書草案，2013)： 

1、山岳：較著名者有南湖大山、奇萊主山、奇萊主山北峰、合歡

山等，其內列名「臺灣百岳」之山岳共達 27 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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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天然湖泊：主要為蓮花池及高山盆地間之看天池。 

3、瀑布：陡峭山區與溪流形成瀑布景觀，區內著名瀑布據點有白

楊瀑布、綠水瀑布、長春瀑布等。 

4、斷崖：最著名者為清水斷崖及太魯閣至天祥間之福磯、錐麓斷

崖，及九曲洞一帶之斷崖。 

5、峽谷：是台灣首區一指，具世界級景觀者。包括有太魯閣峽谷、

文山峽谷、砂卡礑、陶塞溪谷等。 

6、河谷地形：形成於各溪流間之河階、肩狀稜、Ｖ形谷、峽谷、

急湍與洞穴等。 

7、高位河階地：在立霧溪兩岸多處均可發現，有 20 餘處。 

8、地形作用：河流侵蝕、山崩及河流堆積等。 

園區內的哺乳類，約占臺灣陸上哺乳動物之三分之一。鳥類包含

了臺灣所有特有種鳥類，至少有 168 種。兩棲、爬蟲類至少有 50 種。

昆蟲至少有 1,150 種，其中蝶類至少有 239 種，且有 28 種屬臺灣特有

種。 

立霧溪主流及其支流，計有 21 種溪流魚類，包含珍貴稀有的鱸鰻

及稀有種的大口湯鯉及溪鱧等多種。甲殼類至少有 22 種。貝類方面至

少有 55 種，包括已被列為珍貴稀有種的高山豌豆蜆，以及分佈於立霧

溪的壁蜑螺。 

動物生態資料之分布情形可概分為中橫公路沿線、砂卡礑溪神秘

谷、梅園及蓮花池、合歡山區、高山地區等路線(太魯閣國家公園，2004；

太魯閣國家公園管理處，2013；太魯閣國家公園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

計畫書草案，2013；太魯閣國家公園網站，瀏覽日期 2013.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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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相關計畫彙整 

本研究為規劃符合地質生態旅遊與環境教育規範之教材教案並實

際操作建立示範模組，其規劃需考量太魯閣國家公園經營管理目標、

現況、地質景觀資源、生態環境、人文資源及相關研究計畫等，方能

整合規劃符合太魯閣國家公園經營方針之生態旅遊遊程與環境教育教

案。因此，本研究彙整相關計畫(參圖 2-6、附錄一)，以作為後續生態

旅遊與環境教育整合規劃之參考。資料蒐集來源以太魯閣國家公園歷

年完成之相關計畫與研究報告，以及太魯閣國家公園第三次通盤檢討

計畫書為主，在太管處有關「保育成果」主題，總計公布有 300 篇的

相關研究報告與計畫(從 1983 年至 2012 年)，在「關鍵字」欄位輸入各

步道及各景點名稱(共 62 個)，透過網頁內建機制篩選出符合關鍵字的

報告與計畫，本研究依照年份排序，整理出歷年相關研究與報告。 

圖 2-6 太魯閣國家公園環境教育發展歷程(汪靜明，2013，本研究歸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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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太魯閣國家公園地理景觀登錄狀況 

有關太魯閣國家公園地質景觀資源之彙整，本研究已彙整目前有

關太魯閣國家公園地質地景調查資料，結合上述太魯閣國家公園相關

計畫與報告狀況，以瞭解太魯閣國家公園地質地貌之重要參考資料，

作為生態旅遊環境教育規劃重要參考。 

其中，行政院農業委員會於 1995 年至 2000 年進行為期 5 年的「地

景保育中程統籌計畫」，分別就臺灣北、中、南、東部地區進行特殊地

質、地形現象之調查與登錄工作，進而推動地質保育。截自 1999 年 6

月底，總計登錄了 320 個景點(台灣大學，2011)，其中更包含太魯閣國

家公園範圍知名景點的地質景點之調查(參表 2-2、2-3)，包含：清水斷

崖、砂卡礑溪谷、長春祠曲流太魯閣峽谷帶、白楊瀑布、天祥河谷、

西寶河階(圖 2-7)等珍貴地質景觀，是世界上極具代表性的峽谷地質。 

圖 2-7 太魯閣國家公園地理景觀登錄點(汪靜明，2013，本研究歸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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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太魯閣國家公園地理景觀登錄表‐	

遊憩帶	

表 2-2 太魯閣國家公園地理景觀登錄表- 

步道系統  

 
 
 
 

 
 

遊憩帶
名稱

景點名稱 地理景觀登錄表 

太魯閣
遊憩帶

和仁礫灘 ˅ 

太魯閣台地 立霧溪沖積扇 

清水斷崖 ˅ 

大禮大同  

長春祠 
˅,長春祠曲流, 
葫蘆谷 

寧安橋 ˅ 

九曲洞 ˅,魚躍龍門 

燕子口 ˅,斬珩峽谷 

天祥 
遊憩帶

布洛灣台地 ˅,布洛灣河階 

靳珩公園  

錐麓斷崖 ˅,福磯斷崖 

豁然亭  

流芳橋 
˅,印地安人頭, 
流芳橋峽谷 

慈母橋 ˅ 

西寶 西寶河階 

梅園竹村  

蓮花池 ˅ 

天祥 
˅,天祥河谷, 
白楊瀑布 

綠水  

合流 荖西溪 

合歡山
遊憩帶

小風口  

武嶺  

關原  

慈恩  

松雪樓  

大禹嶺  

碧綠神木  

新白楊  

鄰近 
地區 

三棧溪谷 黃金峽谷 

步道系統 步道名稱 地理景觀登錄表 

景觀型 
步道 

和仁步道  

崇德步道  

太魯閣台地步道  

砂卡礑步道 ˅,砂卡礑溪谷 
布洛灣-燕子口 
步道 

 

燕子口步道  

九曲洞步道  

綠水步道  

白楊步道 白楊瀑布 

文山步道 文山溫泉 

健行型 
步道 

得卡倫步道  

大禮大同步道 ˅ 

蓮花池步道  
梅園竹村 
產業道路 

 

豁然亭步道  

長春祠步道  

登山型 
步道 

小奇萊步道  

合歡主峰步道  

合歡東峰步道 合歡東峰 

合歡山北峰步道  

合歡山西峰步道  

石門山步道  

羊頭山步道  

畢祿山步道  

畢祿羊頭縱走  

屏風山步道  

清水山步道  

南湖大山 南湖圈谷 

奇萊連峰  

奇萊東稜  

北二段全段  

探險型 
步道 

錐麓古道  

綠水文山步道  

資料來源：彙整自 1.李光中，2008。太魯閣峽谷景觀價值及變遷監測之調查。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委託。2.劉瑩三，2009。太魯閣峽
谷景觀發育歷史研究及美質地景監測計畫第一期。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委託。3.劉瑩三，2010。太魯閣峽谷地質地形作用與
演進之量測分析與監測計畫。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委託。4.劉瑩三，2011。代表性生態系之峽谷生態系長期生態研究網計畫
第三期。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委託。5.台灣大學，2011。國家自然地景保育及教育宣導計畫(3/4)地景登錄表。行政院農委會
林務局林業發展計畫 100 年度統籌計畫。6.台灣保育研究網，瀏覽日期:20130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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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太魯閣國家公園環境教育與生態旅遊發展狀況 

太管處在環境教育與生態旅遊發展方面，過去在推動環境教育計

畫的部分，多著重在利用計畫、硬體設施的提供，並多與社區、中小

學童活動連結，舉辦定期性活動。近年來，轉為注重軟體的規劃與提

供，包含解說員與志工的培育、環境教育宣導活動、兒童成長營、設

計環境教育教案與學習單、建立登山學校以推廣登山環境教育活動、

實施原住民教育訓練課程、辦理相關展覽與講座等活動。 

太管處在 98 年度曾辦理十大類的環境教育活動（參附錄二），項目

涵括：對太管處內部志工與解說員的人才培訓(針對解說志工解說訓

練、步道修護志工等對象，進行室內外課程訓練);對周邊居民進行原住

民解說人員訓練;針對學生提供學習營活動(對象為國小學童及青少

年)，以及社會大眾認識太魯閣國家公園系列活動(提供健行、淨山、登

山等活動)。在 99 年度曾辦理三大類的環境教育活動（參附錄三），項

目涵括：針對學生提供學習營活動(針對幼童、國小學童及小隊輔);針

對當地社群進行環境教育宣導活動;針對在地國小進行太管處到校服務

環境教育宣導活動等。 

由上述可知，太管處環境教育推廣對象，對外以國小學童、周邊

社群為主，對內則主力於培育解說員及志工。針對學生的活動主旨大

多是進行環境教育宣導、環境教育成長營;針對周邊社群則是解說訓練

及宣導活動;針對一般社會大眾提供太魯閣國家公園豐富自然及人文資

源知識或參與式活動(健行、淨山)、針對內部解說員與志工則是提供環

境教育知識建立與技能訓練。 

在環境教育教案方面（參附錄四），共計有 8 個教案課程，分別為

猛禽追蹤師、青少年參與生態研究實習、昆蟲小劇場、森林探索趣、

小水滴的旅行、地球發燒了、酷”(Cool)地球、WSI 水質調查員，以及

「太魯閣國家公園大富翁」，對象主要針對國小，只有一個課程針對高



太魯閣國家公園峽谷地質旅遊資源調查及教案操作規劃 

 

22 

中生。課程內容涵括：對生物的辨識(猛禽、昆蟲)、水的課題(瞭解水

的循環以及水質監測)、地球暖化及節能減碳的議題、讓青少年走路自

然，增加認識及體驗大自然的經驗。針對國小教案的設計，以可及性

高的地點、鄰近服務設施為主要考量，如太魯閣台地、布洛灣台地、

砂卡礑步道等;並多以道具輔佐課程的進行。在高中生部分，由於具備

自我照顧的能力，因此在教案設計上則融入旅遊與環境倫理的面向，

設計三天兩夜的實習教案，透過實地體驗與觀察，促進高中生對環境

保育反思的能力。 

太魯閣國家公園肩負保育、育樂及研究三項經營管理目標，如何

提供多元而優質的遊憩體驗與環境教育機會就成為重要經營管理課

題。近年來，太管處在遊憩體驗與環境教育的經營管理目標包含：在

合理的承載量下，提供多元深度的遊憩體驗與環境教育活動、提供分

級分類的深度遊憩體驗服務、發展遊客總量管制機制，以達遊憩資源

永續利用、推動深度生態旅遊、提升與深化環境教育功能、推動保育

等(太魯閣國家公園管理處，2009、2012)，尤其在 2012 年太魯閣國家

公園旅遊人潮突破往常紀錄，導致巨大遊憩壓力與對自然與文化的衝

擊，面對此一課題，太管處更是以環境教育與生態旅遊為導向之遊憩

發展，以兼顧國家公園遊憩、保育、文化保存與再生的目標。 

環境教育為國家公園成立宗旨之一，亦是生態旅遊落實之基礎，

太魯閣國家公園管理處自成立，即積極結合民間團體及當地資源辦理

相關環境教育活動、訓練當地(原住民)解說人員推行環境教育解說;在

推動生態旅遊的工作部分，太管處於 2003 年積極推動生態旅遊規劃，

包含整體性的生態旅遊發展架構、遴選生態旅遊發展地點、與原住民

部落練長期合作機制、輔導三棧社區護溪暨生態旅遊推廣活動、培育

相關解說人才等，於 2005 年推出結合護溪保育與深度旅遊之三棧地區

生態旅遊，並以「太魯閣國家公園生態旅遊綱要計畫與具體作為」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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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太魯閣國家公園推動生態旅遊的關鍵計畫。在 2006 年之後，著重原

住民地區文化的傳承與社區參與的實際計畫，包含生態旅遊概念的輔

導與解說教育課程的培訓，如 2008 年太魯閣國家公園社區生態旅遊培

力計畫、導入當地獵人合作之目擊式狩獵活動研究等，2009 年更展開

太魯閣國家公園全區(低、中、高海拔)的生態旅遊遊程規劃與活動。 

透過太管處的積極推動，生態旅遊已逐漸成為國家公園內重要的

旅遊型式，其中社區互動式參與的小眾旅遊，如同禮部落、三棧社區

及西寶社區更極具代表性。這些生態旅遊活動形式涵蓋影片欣賞、自

導式解說、人員現場解說等方式，讓遊客瞭解太管處的自然及人文資

源;並透過健行、淨山、攝影、登山等活動，針對太魯閣峽谷段、中橫

沿線、合歡山等地區進行戶外活動。 

園區內目前規劃發展生態旅遊的地點包含：三棧溪谷(溪流生態與

部落文化)、同禮部落(生態旅遊遴選地)、蓮花池(環境教育與生態旅遊

體驗場所)、西寶(有機生態村)等，多是結合當地資源特色及社區力量

推展生態旅遊與環境教育，並進一步回饋效益與利益。 

本研究彙整相關研究報告，結合行政院農委會「地景保育中程統

籌計畫」中對太魯閣國家公園園區內的地理景觀登錄、參考本研究第

一次專家顧問會議及工作會議中專家學者的意見(以太魯閣遊憩帶、天

祥遊憩帶為主)，根據園區所區分的遊憩帶資源(共四大類 29 個景點)與

步道系統資源(共四大類 33 條步道)整理出表 2-4，表格的項目以遊憩帶

為主要分類依據、向下延伸整理出景點名稱、各景點連結的步道資源、

該景點的自然資源及人文資源、是否登錄於地理景觀登錄表中、服務

設施內容、太管處是否曾設計環境教育教案與學習單、是否為本研究

專家顧問建議之地點，以及是否為目前園區生態旅遊發展主要地點與

潛力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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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太魯閣國家公園峽谷段生態旅遊環境教育資源表(1/2) 

遊憩帶 1 景點名稱 步道資源 2 自然資源 人文資源 地理景觀登錄表 3 服務設施 解說重點 
太管處 
環教教案 

太管處 
環教學習單

專家建議 4 太魯閣發展

生態旅遊 5

太 
魯 
閣 
遊 
憩 
帶 

和仁礫灘 和仁步道(景) 
海灘、礫石、洞穴、大理石、

石英脈、地殼抬升 
 和仁 指示解說牌、停車場      

太魯閣 
台地 

1.得卡倫步道(健) 
2.大禮大同步道(健) 
3.太魯閣台地步道(景) 

中低海拔闊葉林相、鳥瞰立

霧溪沖積扇、瓣狀水系、沖

積扇三角洲平原、海階、鳥

類與獼猴生態 

太魯閣族舊部落(得卡倫

社)、國軍山訓太訓岩

場、中橫公路東段起點牌

樓、太魯閣國家公園成立

歷史沿革 

立霧溪沖積扇(地方級) 

遊客中心、環境教育中心、

公廁、指示解說牌、觀景平

台、停車場、觀景平台、解

說展示館、販賣部 

1.俯瞰立霧溪下游峽谷景觀

與太魯閣閣口 
2.石灰岩岩生植物生態 
3.鳥類與獼猴生態 

國小:5 個 
國小 1 個 
國中 1 個 
民眾 1 個 

˅  

清水斷崖 
1.下海步道 
2.匯德林海舊道 

斷崖景觀、斷層崖、板塊活

動、片麻岩與大理岩 
 ˅ (國家級) 公廁、休憩亭、指示解說牌    ˅  

大禮大同 
1.砂卡礑步道(景) 
2.大禮步道(健) 
3.大禮大同步道(健) 

中低海拔闊葉林、砂卡礑溪

流生態、水石之美、榕楠林

帶植群、鳥、蝴蝶、岩石階

地、大理岩體、蝕溝、坑谷 

砂卡礑溪左岸赫赫斯部

落(大禮)、沙卡丹部落(大

同)、傳統與現今原住民

生活空間(五間屋、三間

屋)、流籠頭、台電開築

史 

˅,砂卡礑溪谷(國家級) 指示解說牌、里程牌、民宿

1.太魯閣族部落遷徙與發展

及生活特色 
2.石灰岩岩生植物景觀 
3.動物生態 
4.水石之美(地質褶皺) 

5.溪流生態系 
6.楠榕林帶植物生態 

國小:1 個  ˅ ˅ 

長春祠 
1.長春祠步道(健) 
2.環狀步道(景) 

瀑布、岩生植物、曲流皺褶

互層景觀、斷層、地質構造

線坍崩現象、湧泉 

中橫公路開拓紀念碑、觀

音洞、鐘樓、禪光寺、中

橫開拓歷史 

長春祠,長春祠曲流 
(地方級),葫蘆谷 

公廁、休憩亭、指示解說

牌、觀景平台、停車場 

1.曲流褶皺互層景觀 
2.地質構造線崩塌現象 
3.中橫公路開拓史 
4.湧泉景觀 

 
國小 1 個 
國中 1 個 
民眾 1 個 

  

寧安橋  
片麻岩地質景觀、礦物、湧

泉 
不動明王、舊寧安橋建築

特色、太魯閣發電史 
˅  

1.片麻岩地質景觀 
2.舊寧安橋建築特色 
3.不動明王 

    

九曲洞 1.九曲洞步道(景) 
立霧溪峽谷、太魯閣峽谷精

華地段、大理石、一線天、

變質作用 

九曲洞隧道為中橫公路

最長的隧道、中橫開拓歷

史 
˅ (國家級),魚躍龍門 指示解說牌 

1.壯麗的太魯閣峽谷景觀 
2.大理岩的形成與特性 
3.斷崖景觀 
4.水對峽谷的影響(峽谷的特殊

氣候景觀) 

 
國小 1 個 
國中 1 個 
民眾 1 個 

˅  

燕子口 1.燕子口步道(景) 

立霧溪峽谷、變質石灰岩層

理及壺穴溶岩景觀、印地安

酋長岩、大理岩、壺穴、造

山運動 

中橫開拓歷史 ˅ (國家級),斬珩峽谷 指示解說牌 

1.壯麗的太魯閣峽谷景觀 
2.大理岩的形成與特性 
3.變質石灰岩層理及壺穴溶

岩景觀 
4.水對峽谷的影響 
5.上升氣流與小雨燕 

 
國小 1 個 
國中 1 個 
民眾 1 個 

˅  

天 
祥 
遊 
憩 
帶 

 

布洛灣 
台地 

1.上台地桂竹林步道
(景) 

2.環流丘景觀步道(景) 
3.布洛灣-燕子口步道

(景) 

熱帶季風雨林生態、台東火

刺木原生樹種、山棕(竹林步

道)、片麻岩巨石(環流丘步

道)、布洛灣河階、環流丘、

曲流、台灣野百合 

太魯閣族工藝展示館、史

前太魯閣族到現代人文

發展之變遷 

布洛灣,布洛灣河階 
(地方級) 

遊客中心指示解說牌、住宿

設施、停車場、販賣部 

1.太魯閣族老部落與布洛灣

人文發展史 
2.環流丘與河階地形景觀 

(立霧溪河道變遷) 

國小:1 個 
國小 1 個 
國中 1 個 
民眾 1 個 

  

斬珩公園  
為魯丹溪及立霧溪交會高

地、峽谷溪流景觀 

斬珩段長殉職紀念歷

史、斬珩橋、中橫開拓歷

史 
 觀景平台、指示解說牌 

1.U 形大理岩峽谷景觀 
2.差異侵蝕的地形景觀 
3.印地安人頭像 
4.靳珩段長的故事 

    

錐麓斷崖 1.錐麓古道(探) 
立霧溪霞谷、切割作用、岩

壁生態、理岩、正斷崖、斷

層擦痕 
太魯閣戰役 ˅,福磯斷崖(國家級)  

1.斷崖峭壁景觀 
2.合歡越嶺古道 

 
國小 1 個 
國中 1 個 
民眾 1 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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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太魯閣國家公園峽谷段生態旅遊環境教育資源表(2/2) 

遊憩帶 1 景點名稱 步道資源 2 自然資源 人文資源 地理景觀登錄表 3 服務設施 解說重點 
太管處 
環教教案 

太管處 
環教學習單

專家建議 4 太管處發展

生態旅遊 5

天 
祥 
遊 
憩 
帶 

 

豁然亭 1.豁然亭步道(健) 
岩生植物、殼斗科及寄生植

物 

太魯閣事件與軍用

道路、中橫開拓之補

給運輸 
 

公廁、休憩亭、指示解說

牌、停車場、觀景平台 

1.稜線植物生態景觀 
(殼斗科、寄生植物) 

2.太魯閣事件與軍用道路 
    

流芳橋  
可眺望九曲洞、燕子口景

點、谷、大理石、曲流 
山難救助的故事 

˅,印地安人頭(地方級), 
流芳橋峽谷(地方級)  

觀景平台 1.U 形大理岩峽谷景觀 
(中橫最窄的路段)     

慈母橋  
立霧溪與荖西溪兩溪匯流口

(合流)、大理石峽谷、大理

岩、褶皺、古河道 
慈母橋的典故 ˅ (國家級)   

1.綠色片岩與大理岩交界互

層景觀 
2.荖西溪與立霧溪會流景觀

(合流) 
3.慈母橋的典故 
4.UV 形谷比較 

    

西寶  
礫石層河階的景觀、覆瓦狀

構造、有機生態村、 

太魯閣族人早期定

居之地、西寶遺址、

榮民開墾歷史、西寶

小學 

西寶河階(地方級)  
1.礫石層河階景觀 
2.上昇最快的河階 
3.西寶發展史 

  ˅ ˅ 

梅園竹村 1.梅園竹村步道(健) 
梅園是陶賽溪形成 3 層河階

地;竹村為 7 層河階地、坍崩 

昔日太魯閣族玻里

亨干部落、山里遺址

(梅園)、陶塞遺址(竹

村)、榮民開墾史 

 指示解說牌 

1.陶塞人的遷徙與發展 
2.築路人的桃花源 
3.河階地形景觀 

(七台河階之美) 

    

蓮花池 1.蓮花池步道(健) 
天然高山湖泊、高低海拔鳥

類、蝶類、野生動植物、河

道、高山湖泊、河川襲奪 

榮民開墾歷史、蓮花

池遺址、太魯閣事件
˅ (地方級) 

指示解說牌、里程牌、 
停車場 

1.蓮花池發展史(太魯閣族老部

落、榮民聚落) 

2.豐富的動植物生態(高低海拔

鳥蝶相會的樂園) 

3.泰雅族的天潭—蓮花池 

高中:1 個 
國小 1 個 
國中 1 個 
民眾 1 個 

˅ ˅ 

天祥 1.天祥白楊步道(探) 

多層河階地形、太魯閣櫟、

昆蟲類、鳥類生態、中低海

拔闊葉林相、塔次基里溪流

景觀、大南澳片岩、外來岩

塊 

宗教建築、佐久間神

社、中橫公路開拓歷

史 

˅ ,天祥河谷(地方級),白楊

瀑布(地方級) 
  

天祥管理站、住宿設施、 
停車場、餐飲中心、 
指示解說牌 

1.天祥地區遊憩資訊與遊客

安全須知 
2.立霧溪源頭與流域介紹及

主支流交會景觀 
3.河流回春現象 
4.天祥發展史 

 
國小 1 個 
國中 1 個 
民眾 1 個 

˅  

綠水 
1.綠水合流步道(景) 
2.綠水文山步道(探) 

溪流、峽谷、峭壁、曲流與

河階地形、岩石、岩生植物

生態、中低海拔闊葉林相、

蘭科植物 

弔靈碑、太魯閣人文

變遷 
 

綠水地質展示館、登山學

校、公廁、指示解說牌、 
停車場 

1.綠水發展史 
2.太魯閣峽谷地質景觀展示 
3.樟樹的故事 
4.太魯閣國家公園歷史沿革 

  ˅  

合流 1.綠水合流步道(景) 為立霧溪與荖西溪匯流處 
為早期研海林道的

木材集散場 
荖西溪 露營區、停車場、露營設施

1.合歡越嶺古道 
2.曲流與河階地形景觀 
3.石灰華地質景觀 

  ˅  

備註: 
1、 遊憩帶分類依據太魯閣國家公園網站資料為主。 
2、 步道系統分類依據太魯閣國家公園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計畫書(草案)，依照難易度分為景觀型、健行型、登山型、探險型。 
3、 地理景觀登錄表分為國家級與地方級。 
4、專家建議整理自本研究第一次專家顧問會議(20130516 舉行)及工作會議(20130523 舉行)的與會者意見。 
5、園區生態旅遊資料參考自太魯閣國家公園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計畫書(草案)。 
資料來源: 彙整自 1.經濟部水利署第十河川局，2005 淡水河系河川情勢調查計畫 2.經濟部水利署水利規劃試驗所，2012 棲地生態資訊整合應用於水利工程生態檢核與河川棲地保育措施(2/3) 3.李光中，2008。太魯閣峽谷景觀價值及變遷監測之調查。太魯閣國家公園管理處委託。4.劉瑩三，2010。太魯閣峽谷地質地形作用與演進之量

測分析與監測計畫。太魯閣國家公園管理處委託。5.劉瑩三，2011。代表性生態系之峽谷生態系長期生態研究網計畫第三期。太魯閣國家公園管理處委託。6.劉瑩三，2009。太魯閣峽谷景觀發育歷史研究及美質地景監測計畫第一期。太魯閣國家公園管理處委託。7.台灣地景保育網站，瀏覽日期 20130416。8.台灣大學，2011。
國家自然地景保育及教育宣導計畫(3/4)地景登錄表。行政院農委會林務局林業發展計畫 100 年度統籌計畫。9.郭育任，2004。太魯閣國家公園中橫沿線峽谷段景點調查及解說系統規劃。內政部太魯閣國家公園管理處委託研究報告。10.太魯閣國家公園管理處。2013 年 9 月。太魯閣國家公園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計畫書(草案)。

11.太魯閣國家公園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申請 12.太魯閣國家公園網站。瀏覽日期：20130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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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參考第一次專家顧問會議（5 月 16 日舉行）、工作會議（5

月 23）、第二次專家顧問會議（6 月 19 日）及期中審查會議（7 月 25

日），綜合地理景觀登錄資訊(行政院農委會地景保育中程統籌計劃，

1995-2000 年)，以及考量服務設施、交通可及性、安全性及承載量等

面向，決定本研究深度生態旅遊路線遊程及環境教育教案規劃據點為

砂卡礑步道及布洛灣台地，並以兩天一夜研習營進行實際操作。 

本研究針對砂卡礑步道及布洛灣台地的環境教育資源進行彙整，

在砂卡礑步道資源彙整表(詳參表 2-5)中，包含歸納基本資料(含類型、

遊憩帶、管轄單位、起訖點、里程、步行時間、海拔高度、適合對象、

設施、交通方式、入園申請、位置圖)、特色說明、地質景觀特色、環

境資源以及參考文獻等項目。本研究針對所選定的據點相關的步道，

瞭解其管轄單位、起訖點、步道的里程、行走時間、海拔高度、設施

以及環境教育潛勢（環境教育功能、專業領域、實施方法）等資料進

行彙整，作為生態旅遊環境教育遊程規劃與教案之參考。 

在布洛灣旅遊景點資源彙整表(詳參表 2-6)中，本研究歸納基本資

料(涵括景點名稱、遊憩帶、管轄單位、遊憩分類、海拔高度、設施、

交通方式、是否須要入園申請及 GIS 座標)、特色說明、地質景觀特色、

環境資源，以及環境教育潛勢（環境教育功能、專業領域、實施方法）

等資料進行彙整，作為後續生態環境教育研習營規劃之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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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 砂卡礑步道資源彙整表 

砂卡礑步道資源彙整表 

一、基本資料 

名稱 砂卡礑步道 位置圖 

GIS 座標 
東經 121.614128 

北緯 24.161792 

砂卡礑步道所在位置 

 

砂卡礑簡介 

步道類型 

■景觀型步道 

□健行型步道 

□登山行步道 

□探險型步道 

遊憩帶 

■太魯閣遊憩帶 

□天祥遊憩帶 

□合歡山遊憩帶 

□鄰近地區 

管轄單位 蘇花管理站 

適合對象 適合一般大眾 

海拔高度 

■低海拔(1500 以下)： 

  60    公尺 

□中海拔(1500-3000)： 

         公尺 

□高海拔(3000 以上)： 

         公尺 

起訖點 砂卡礑隧道西洞口-三間屋 

里程 4500 公尺 

步行時間 2-3 小時 

設施 

□販賣部 □遊客中心 □管理站 

□警察隊 □展示館 ■觀景台  

■停車場 □停機坪 □公車站  

□加油站 ■步道   ■登山口 

■景點 ■公廁  □住宿 □餐飲

□電話 

交通方式 □客運    ■自行開車 

入園申請 不需申請 

二、特色說明 

砂卡礑溪流長約 16 公里，砂卡礑步道全長 4.4 公里，步道全程步行約花費 2-3 小時，沿砂

卡礑溪北行，沿途路徑寬約 1 公尺，小徑鑿在大理岩峭壁上，景觀就像是縮小版的中橫公路。

砂卡礑溪水為清澈的藍綠色，是因為砂卡礑溪水流經大理岩地區時，溪水將大理岩中的碳酸鈣

溶解，使得水中含有大量的懸浮微粒，溪中巨石因質變，形成彎彎曲曲如波紋般的褶皺，讓砂

卡礑溪的水石之美景觀聞名中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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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地質景觀特色 

砂卡礑步道沿途可見石灰岩峽谷地形及山谷沖積地。山壁上沉積的岩石為太魯閣地殼變動

史的最佳見證，正因為臺灣地區地殼不斷地隆起，加上豐沛的雨量增加河流侵蝕能力，在砂卡

礑溪一帶的岩石即可觀察具多樣性的褶皺構造（流褶皺發生的原因通常是原處於地下 10 到 15 公里深

處的岩石，因其溫度、壓力增加，使岩石物理性質改變所致）。 

1、地質景觀： 

峽谷景觀為太魯閣國家公園最具代表性之地形景觀，除了太魯閣峽谷、文山峽谷、陶塞溪

谷等，砂卡礑也列名其中。另外，由於地殼抬升加上旺盛的河水下切作用，使得立霧溪沿岸產

生許多河階地，沿砂卡礑溪上行的五間屋及三間屋地區皆屬之。 

2、礦物： 

砂卡礑溪硬綠泥石，亦屬稀有礦物，在地質上代表古期喀斯特地形之存在，曾產生高鋁土

壤，並可見磁鐵礦。 

3、岩石： 

此區多為大理岩及片麻岩。步道沿著砂卡礑溪蜿蜒而行，途中可觀察到許多大小、顏色、

質地不同的石頭，其中最常見的是白色或灰色的大理岩。大理岩是高度變質的岩石，加上硬度

不高，容易被磨蝕，所以表面較平滑。片麻岩也很常見，為黃棕色，石頭內所含的鐵質受風化

作用形成鏽蝕，表面呈麻花狀，摸起來比大理岩粗造。 

四、環境資源 

(一) 自然 

1、動物資源： 

砂卡礑溪沿岸動物資源豐富，哺乳類動物包括台灣彌猴、赤腹松鼠、大赤鼯鼠、白鼻心、

鼬獾等；鳥類則有環頸雉、竹雞、紫嘯鶇、鉛色水鶇等；兩棲爬蟲類有盤古蟾蜍、斯文豪氏赤

蛙、褐樹蛙、日本樹蛙、莫氏樹蛙、赤尾青竹絲、龜殼花等。砂卡礑溪也屬溪谷型蝶道蝴蝶

谷，是蝴蝶種類最繁盛的步道，可觀察到的蝴蝶種類多達五十種以上，該區的蝶種大多為平地

至低海拔山地之品種，常群聚溪邊濕地吸水而造成蝶道景觀的青帶鳳蝶、寬青帶鳳蝶和青斑鳳

蝶。另有環紋蝶、端紅粉蝶等。 

2、植物資源： 

砂卡礑步道的植被多為亞熱帶闊葉次生林，在地勢較平緩處有草生地、廢耕地及開墾地。

在林相上，屬典型的低海拔楠榕林帶，沿途可見多種榕樹，如島榕(白肉榕)、水同木、幹花

榕、澀葉榕、稜果榕等。部分地區因陽光不易穿透，而形成潮濕陰鬱的環境，步道多達 42 種蕨

類，包含鳥巢蕨（山蘇），崖薑蕨，著生於岩壁或樹上的槲蕨，生長在較乾燥岩壁的伏石蕨、

石葦、萬年松，生長於較陰濕地帶的則有小毛蕨、全緣捲柏、筆筒樹。在寬闊、陽光充足之

處，可見許多耐旱的先驅植物，如血桐、構樹、山鹽青、山黃麻等，還可見到銀合歡等外來

種，也可見黃連木、無患子、月橘等乾生植物，台灣櫸、青桐、樟葉槭等植物則在較平坦處零

星出現。 

此外，由於石灰岩地形的影響，造成乾旱又貧瘠的環境，因此對環境有不同需求的水同

木、稜果榕、雀榕、台灣蘆竹、鐵線蕨、黃連墓、大葉楠、茄苳…等等，都在這條步道上出

現，不僅形成豐富多樣的植物社會，也成為與太魯閣族人生活息息相關的民族動植物（茄苳、軟

毛柿、芭蕉、姑婆芋、九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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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環境資源 

3、特殊生態環境： 

在河川生態資源方面，由於砂卡礑溪水質清澈，含砂量少，使得魚類種類豐富多元，共記

錄有 26 種魚種，其中於攔水壩以上的河段有鯝魚、日本禿頭鯊、褐吻鰕虎及鱸鰻等 4 種，另有

降海產卵的台灣絨螯蟹等 11 種蝦蟹類，以及水生昆蟲（蜉蝣、蜻蜓、扁泥蟲、石蠶等）。 

夜晚的砂卡礑溪也是極為熱鬧，沿著溪邊可見多種生物，如盤古蟾蜍、褐樹蛙、斯文豪氏

赤蛙、日本樹蛙、莫氏樹蛙等；螃蟹、溪蝦；蛇（青竹絲、龜殼花等）；哺乳動物如大赤鼯鼠、

白面鼯鼠、飛鼠、白鼻心、鼬獾等；鳥類如貓頭鷹等。 

(二) 人文 

砂卡礑步道源起於 1930 年日本人為開發該區水力發電而修築供做運輸材料的便道，至今仍

可見橫於溪上輸水的大水管、攔砂壩，以及光復後入山管制檢查哨的遺跡，此步道當年也是日

本技師探勘沙金的沙金道（游登良，2002）。日據初期，居住於此的太魯閣族人據守河口險要，加

上因為谷內叢林茂密陰鬱，日本人不得其門而入，而有「神秘谷」之名（游登良，2002）。 

「Skadang」意為「臼齒」，因昔日建社時掘出臼齒而得名，砂卡礑流域的部落係由巴圖（Batto）

家族所建立。在砂卡礑溪沿岸有二處聚落，分別為五間屋及三間屋，五間屋舊名為「斯維奇」

(Swiji)，太魯閣語「斯維奇」(Swiji)是指大型葉片的榕樹。砂卡礑步道盡頭的「三間屋」，曾是

太魯閣族人的聚落，太魯閣族人稱為「柏拉耀」(Brayaw)，是「姑婆芋」的意思。顧名思義，五

間屋有五戶人家、三間屋則有三戶人家；這些人家當年因該處地勢平緩又近水源而從大禮遷居

至此。五間屋的 5 戶人家乃由葉姓兄弟姊妹的血緣及姻親關係建構而成；三間屋則為李姓家族。

居民居住於五間屋時期，曾以種香菇、賣柴火、狩獵、回大禮山上從事農耕等農獵方式維

生；對外交通方面，仍仰賴雙腳徒步上山或出到閣口。目前的五間屋仍存殘垣地基，另有原家

族後裔新搭的鐵皮屋，作為往返耕作、暫時棲身之處，以養雞鴨及種山蘇貼補生活。 

 砂卡礑步道途中有觀景平台，可以俯望下方溪谷，平台右下方河階地曾是當地最早定居的

原住民卡勞莫那家族（Kalau Mona）的舊居，民國 60 年代才舉家搬離，至今仍可見到當初他們種

植的香蕉樹。太管處將這個舊居規劃成民族植物步道，遊客可親自體驗太魯閣族的生態智慧。

由於尚有少部分族人居住於此，太魯閣國家公園特別在五間屋路段設有原住民臨時展售區，販

賣原住民當地三蘇、風味餐飲、手工藝品為主，協助當地居民維持生活經濟。 

五、服務資源 

1、步道沿途設有觀景平台、下溪木棧道、護欄及解說牌示。 

2、步道入口處設有停車場及簡易公廁。 

3、可連結太魯閣台地的遊客中心的服務及解說資源。 

4、可連結太魯閣環境教育中心，作為課程、討論之地點。 

六、環境教育功能說明 

1、本區鄰近太管處遊客中心及環教中心，可以提供室內課程所需的會議室、投影設備、電腦及

網路設備，遊客中心展示館內有「生態遊憩館」、「兒童環境教育館」、「人與自然館」、「特展

室」，可作為環境教育課程教學場所，亦可作為太管處展示環境教育相關活動及宣導品場地。

2、砂卡礑步道溪澗生態資源豐富，包含哺乳類、鳥類、兩棲類、蛙類、魚類等。 

3、步道沿途設有多個休憩平台，每座平台都有解說牌示，可歇息賞景，並獲取當地訊息。 

4、解說重點以水石之美、地質褶皺之美、溪流生態系、楠榕林帶植物生態、太魯閣族生活文化

特色，以及步道遊憩地圖與遊客安全須知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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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環境教育解說資源 

1、步道起點設有解說牌，對砂卡礑步道有全面性的介紹，為便於當地太魯閣族人閱讀，解說牌

同時以羅馬拼音翻譯成太魯閣語。 

2、觀景平台設有環境與詩（席慕蓉的詩，包含少年、雕刀、水與石的對話、暮然回首、刻痕、恨晚）。

3、相關解說叢書與手冊（水與石的對話、神祕谷步道之旅、太魯閣國家公園砂卡礑溪流生態之旅、神

祕谷步道自然體驗手冊、太魯閣國家公園簡冊、砂卡礑步道摺頁）。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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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環境教育實施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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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據點照片: 

  

  砂卡礑步道   大褶皺 

  

  Ｖ型谷   原住民保留地 

資料來源：彙整整自林晏州，2003；郭育任，2004；李光中，2004；林曜松，2005；林晏州，2005；楊懿如，2006；廖孟

儀，2009；劉瑩三，2009 翁慶豐，2010；林晏州，2012；太魯閣國家公園管理處，2013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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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 布洛灣台地旅遊資源彙整表 

布洛灣台地旅遊資源彙整表 

一、基本資料 

名稱 布洛灣台地 位置圖 

GIS 座標 
東經 121.573591 

北緯 24.170874 

布洛灣台地所在位置 

布洛灣台地簡介 

 

遊憩帶 

□太魯閣遊憩帶 

■天祥遊憩帶 

□合歡山遊憩帶 

□鄰近地區 

管轄單位 布洛灣管理站 

適合對象 適合一般大眾 

海拔高度 

■低海拔(1500 以下)： 

  370    公尺 

□中海拔(1500-3000)： 

         公尺 

□高海拔(3000 以上)： 

         公尺 

所在位置 

沿中橫公路前往 180km 溪畔隧

道後，由東洞口插路上行約三

公里即可到達 

設施 

■販賣部 ■遊客中心 ■管理站

□警察隊 ■展示館 ■觀景台  

■停車場 □停機坪 ■公車站  

□加油站 ■步道   ■登山口 

■景點 ■公廁 ■住宿 ■餐飲 

■電話 

交通方式 □客運    ■自行開車 

入園申請 不需申請 

二、特色說明 

布洛灣(Bruwan)位於中橫公路 180 公里處，昔日為太魯閣族部落所在，在太魯閣語的意思是

「回音」，太魯國國家公園於 1991 年在此成立管理站，是一處含括史前、太魯閣族到現代的人

文資源、特殊地景（二層河階地），及豐富自然生態資源之處。 

布洛灣分為「上台地」、「下台地」，高度相差 30 公尺。上台地為布洛灣山月村渡假小屋，目前

採委外方式經營旅宿與餐飲服務。下台地為布洛灣管理站站址，提供遊客遊憩相關諮詢服務，

可行至環流丘公園，俯瞰溪水，遠觀峽谷。另外，其左側太魯閣族工藝展示館展示族人織布、

藤編技藝作品，太魯閣國家公園將此規劃為原住民特色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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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地質景觀特色 

布洛灣地區最著名的兩個地形特色分別是「環流丘」與「河階地」。環流丘及河階地主要是

因為河川作用所造成。大部分的環流丘只是個小土堆，但布洛灣的環流丘則不同於一般，位在

數十公尺高的崖頂之上。其成因為：布洛灣原是立霧溪古河道，因下游山崩堵塞溪谷，形成如

天然壩般的堰塞湖，溪中土壤、礫石因流速減緩而堆積，而湖水的持續上漲導致壓力增加，天

然壩終於無法承受而開始潰堤，大量泥沙淤積出河階台地的雛型，也形成太魯閣至天祥間峽谷

地區最大的平坦地。 

河階地形是立霧溪流域最重要的地形景觀之一，立霧溪歷經多次顯著的地形隆起運動，每

次地殼隆起都會造成河床高度升高，致使河流向下侵蝕作用加劇。此時河流的攻擊坡（外坡）

所受的侵蝕力較大，舊河床較難留下；對岸堆積坡受到的侵蝕力較小，而能殘存下來。當河流

繼續下切，殘留的舊河床相對提高，就形成了表面平坦的河階地形。這種作用持續下去，便會

造成好幾層高度不等的河階地。 

四、環境資源 

(一) 自然： 

1、動物資源：  

常見的鳥類計有數十種，如烏頭翁、紅嘴黑鵯、小灣嘴畫眉、紫嘯鶇。冬季冬候鳥有樹鷚、

紅尾伯勞、虎鶇。天氣更冷時中高海拔的山鳥則會飛至此處避冬如冠羽畫眉、白耳畫眉、黃腹

琉璃、綠畫眉。夜間則有蛙類如艾氏樹蛙、螢光蕈、螢火蟲。哺乳類如台灣獼猴、松鼠，並有

多種昆蟲。 

2、植物資源： 

布洛灣屬熱帶季風雨林之生態環境，生長於此的植物包含茄冬、大葉楠、雀榕、大葉赤榕、

青剛櫟、山棕等。另有原生植物，由於布洛灣為太魯閣國家公園原生植物保育中心，設有溫室

苗圃，栽培了台灣百合、雙花金絲桃、金花石蒜及台東火刺木等。 

(二) 人文： 

布洛灣台地是台灣文化發展的縮影，歷經史前文化、原住民文化與漢人文化。史前文化位

於最下層，距今約一千兩百年左右，有建築遺跡，文化層中出土的遺物以陶片居多，其次為石

器。布洛灣的史前文化屬於十三行文化的範疇，已會製陶且加以裝飾，除了石器之外，也使用

鐵器。在生產方式上以農耕漁獵並重。 

在原住民文化部分，根據史籍及耆老的口述，大約在 200 年前，中央山脈西側的太魯閣族

人，因缺乏耕地和獵場，大舉遷移到立霧溪流域定居，當時有兩個家族分別在布洛灣的上、下

台地建立部落。但經過 1914 年的太魯閣事件，和 1930 年的霧社事件之後，日本統治者便誘迫

他們遷移到現今的秀林鄉富世村和秀林村。 

太魯閣族人傳統上以山田焚墾及狩獵為生，並發展出相當優異的編織和藤編技巧，織布是

女性的工作，花紋以條紋、人字紋、方格紋、三角形紋和複雜的小菱形為主，顏色則多為白色、

紅色、藍色，圖案精緻美麗；籐編主要是男性的工作，以黃籐為材料，編成上山工作的背籃，

盛裝物品的簍子、盤子等。今日的布洛灣便保留了傳統太魯閣族民居建築、織布方式，並規劃

成太魯閣族人文展示區。 

(三) 步道資源 

1、上台地竹林步道 

布洛灣上台地竹林步道位於山月村住宿區後方，為一環行步道，保留原有的桂竹林及原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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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環境資源 

林木，平緩易行。此處是太魯閣峽谷中難得的熱帶季風雨林區，林中常見的植物有榕樹、

大葉楠及茄苳等，提供各種動物及鳥類棲息，靠近山崖邊則為熱帶季風雨林，主要植物有幹花

榕、大葉楠、小毛蕨、姑婆芋，和復育移植的蘭科植物。 

2、環流丘步道 

布洛灣下台地則有環流丘步道，堆疊著許多片麻岩巨石，是立霧溪發育過程中所形成的。

木棧道環繞整個環流丘一周，並有觀景平台及休憩涼亭，適合在此觀察地形、植物及昆蟲生態，

亦可欣賞百合、俯瞰溪畔及立霧溪峽谷。走到環流丘景觀公園木棧道的盡頭，往東可見溪畔隧

道、往西可見燕子口。 

3、布洛灣-燕子口步道 

布洛灣-燕子口步道的樹木濃郁陰密，樹影、樹枝、綠葉交織形成美麗的景色，沿著步道往

下可連接中橫公路，再走約 500 公尺可連接燕子口步道。 

4、桂竹林步道 

桂竹林步道包括上下台地林蔭步道，全程約 400 公尺，由太魯閣族展示館旁台階進入，沿屋頂

觀景台上爬至山月村接待中心、旅客住宿中心、太魯閣族文化園後方至環形步道。單程約 20 分

鐘。在步道中可見樟科、殼斗科為主的低海拔闊葉林，並有豐富的昆蟲與鳥類。 

五、服務資源 

1、上台地提供住宿空間。 

2、下台地則有布洛灣管理站、簡報室、人文展示館（太魯閣族工藝展示館）、販賣部。 

六、環境教育功能說明 

1、太魯閣族老部落與布洛灣人文發展史 

2、環流丘與河階地形景觀（立霧溪河道變遷） 

3、步道遊憩地圖與遊客安全須知。 

七、環境教育解說資源 

(一)現有解說主題與內容： 

1、人員解說服務： 

由太管處之專任解說員及解說志工，針對預約團體所進行之人員引導解說。解說內容含括：

熱帶雨林的植被特色、桂竹的生態與民俗用途、賞鳥、台灣獼猴生態、布洛灣河階、環流丘、

布洛灣部落發展史等。  

2、解說牌誌 

（1）地點方向指示、停、看、聽 

（2）植物介紹：泡桐、山櫻花、李、梅、姑婆芋、九芎、桂竹、小毛蕨、山棕、光蠟樹、小葉

桑、桃、山菜豆、四種樹皮之差異、山肉桂、江某、風藤、杜英、三葉山香圓、小花鼠刺、

刺杜蜜、台灣朴樹、山猪肉、紅皮、燈秤花、大葉楠、牛奶榕、山漆、青楓與楓香、萊木、

野桐與血桐之辨別、楓香、月桃、無患子、烏心石、烏皮九芎、筆筒樹、樟樹。 

（3）動物介紹：虎鶇、台灣獼猴。 

（4）地質地形介紹：環流丘、礫石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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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環境教育解說資源 

3、太魯閣族工藝展示館與生活劇場 

（1）布洛灣台地的太魯閣族文化：服飾、紡織工具、過程等介紹。 

（2）太魯閣族文化：竹籐編器等製作及成品（文字說明、實物擺設）。 

4、視聽媒體簡報室 

（1）影片：大地山川 

（2）光碟：山林幽谷布洛灣 

5、相關解說叢書與手冊 

布洛灣遊憩區導覽簡介、布洛灣遊憩區導覽摺頁、太魯閣中橫沿線據點導遊解說手冊、太魯閣

國家公園解說員手冊、太魯閣國家公園、太魯閣國家公園簡冊等。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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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環境教育實施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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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據點照片: 

  布洛灣下台地   太魯閣工藝展示館 

  環流丘公園   環流丘公園眺望立霧溪 

資料來源：彙整自陳仲玉、邱敏勇、楊淑玲，1987；劉益昌，1988；陳仲玉，1990；張瑞津，2000；楊遠波，2002；孫麗

珠、游登良、黃立明，2004；林曜松，2005；楊懿如，2006；郭育任，2008；劉瑩三，2009；溫華霞、夏禹九、

楊懿如，2010；廖孟儀，2011；太魯閣國家公園管理處，2013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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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太魯閣國家公園園區不同路線生態旅遊遊程及環境 
教育教案規劃 

本研究參考汪靜明教授 1992 年的《大甲溪生態環境教育活動設計

之研究》，將環境教育參與者分為供給者(教學者)、中介者、接受者(學

習者)等三類。在環境教育課程方案的實施，供給者能藉由觀念引導與

知能傳授，發揮課程研究、教學設計及活動規劃等功能，增進接受者

的學習概念並落實於行動上，以期達到環境教育的概念建構與自我成

長；中介者則可透過政策宣導、教育評量、計畫擬定及專業諮詢等，

協助供給者及接受者之間的溝通協調與提供相關資源。 

環境教育的課程方案，為提升公民環境倫理素養目標的有力方

式，最上位的國家環境教育綱領推行後，進一步擬定不同的行動方案，

根據各類方案再發展為課程方案，接著採用不同的教材教法，進行教

學活動。最後運用教學評量，評估各個課程是否有達到各階層的核心

目標。箭靶的部份最外層目標是終身學習，中層則是希望能提升環境

學習的程度，最終的核心則是藉由各個課程方案的教學，提升大眾的

環境素養。這些環境教育的推廣過程中，都在環境教育平台上共同協

力合作，讓各類型推廣者之間的資源交流達到最大化的成效。 

太魯閣國家公園環境教育課程方案，其建構模式發展過程，可分

為以下階段：最初先進行「範疇界定」，諸如願景目標、實施場域、

關鍵參與者等，接續依據不同使用者，策劃各具特色的「綱領」、「課

程宗旨」及「教學目標」，釐清教學核心目標(圖 2-8)。針對太魯閣國

家公園的環境教育教案規劃工作項目，以太魯閣國家公園現行之環境

教育課程方案為主體，其環境教育課程領域，可分為環境資源、環境

生態、環境變遷、環境管理等四個面向。在教學策略上，可分為議題

導向、問題導向、專題導向、模組導向及領域導向等五種，本工作項

目採用領域導向的教學策略(圖 2-9)，以達到各領域目標的均衡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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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8 太魯閣國家公園環境教育課程發展模式示意圖 

資料來源：汪靜明，2012。深耕厚植國家公園環境教育新作為成果報告書。內政部營建署。 

 

 
圖 2-9 太魯閣國家公園環境教育課程方案建構模式 

資料來源：汪靜明，2012。《陽明山國家公園環境教育課程方案發展 2012》。陽明山國家公園管理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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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太魯閣國家公園四大環境教育課程領域，延伸規劃四大課程

模組(圖 2-10)，包含：「環境資源」領域下的「探索太魯閣國家公園」，

具有水文資源、地理景觀、生物資源、人文史蹟等概念內涵，以說明

太魯閣國家公園具有豐富的自然與人文資源，並設計出「砂卡礑的奇

幻漂流」教案(參附錄五)；以「環境生態」為概念的「了解太魯閣國家

公園」，有環境型態、生態結構、物質循環、能量流轉等內涵，說明太

魯閣國家公園獨特生態系統與生物多樣性，並以天祥白楊步道為據

點，規劃「白楊遊學趣」教案(參附錄六)；具有「環境變遷」概念的「保

育太魯閣國家公園」，涵括了地景變遷、產業發展、土地利用、文化變

遷等議題，可探討人文活動與自然環境的互動，並從社會變遷觀點，

瞭解太魯閣國家公園的開發歷史與社會變遷，以布洛灣台地為主，規

劃「閱•布洛灣」(參附錄七)；以太魯閣國家公園「環境管理」為目標

的「永續太魯閣國家公園」，涵括節能減碳、生態工程、防災應變、自

然保育等議題，以燕子口及周邊景點規劃出「飛閱燕子口」教案(參附

錄八)。期盼讓學員們透過結合環境教育與生態旅遊內涵的遊程，實地

走訪，了解太魯閣國家公園永續經營管理的目標與內涵。 

 
圖 2-10 太魯閣國家公園環境教育課程方案領域模組 

資料來源：汪靜明，2012。《陽明山國家公園環境教育課程方案發展 2012》。陽明山國家公園管理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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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課程方案之環境教育核心價值，將從 IN (在環境中教學)、FOR (為

環境而教學)、ABOUT (關於環境的教學)，三種教學角度切入(圖 2-11)。在

關於(ABOUT) 太魯閣國家公園及其環境的教學內容，課程分別就地

質、地理景觀、自然與人文生態特色等面向，讓學習者對太魯閣國家

公園有基本認知。在為(FOR)太魯閣國家公園環境的教學層次，藉由保

育與遊憩共生的議題，讓學員瞭解太魯閣國家公園與人類生活的相關

性。最後在(IN)的教學活動層面，帶領學生到實地景點進行體驗，以瞭

解太魯閣國家公園的環境現況，達到環境教育強調要在真實環境中進

行教育的目標。本工作項目依據期中報告決議，以及太魯閣國家公園

環境教育課程方案發展執行方法(圖 2-12)，以砂卡礑步道作為教案操作

據點，規劃以高中生為對象的環境教育課程教案；並融入第三次專家

顧問會議中有關教案設計的內涵，期望學生能對太魯閣國家公園自然

環境、地質景觀與人文生態，有整體且系統化的認知與瞭解。 

 

圖 2-11 太魯閣國家公園環境教育課程方案教學模組 

資料來源：汪靜明，2012。《陽明山國家公園環境教育課程方案發展 2012》。陽明山國家公園管理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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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2 太魯閣國家公園環境教育課程方案發展執行方法與步驟 

資料來源：汪靜明，2012。《陽明山國家公園環境教育課程方案發展 2012》。陽明山國家公園管理處。 

在教案內容規劃上，本研究參考環保署環境教育課程方案，以及

整合太魯閣國家公園之教案，規劃教案內容共 20 個項目，以及教案補

充資料共 16 個項目，設計出「砂卡礑的奇幻漂流」教案(詳參表 2-7)。

教案內容之基本項目，涵括課程領域、模組、名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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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環境教育能力指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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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學流程上，為落實在環境中學習的理念，

搭配本研究所規劃之太魯閣生態環境教育研習營，以環境教育為主要

學習目標，規劃了教案據點與環境教育資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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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圖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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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教學流程的「教案據點與環境教育資源」、「路程時間」項

目之設計，由本研究根據 8 月 12 日與太管處專業解說員，進行現地教

案據點紀錄與討論後，所彙整出的砂卡礑步道及布洛灣台地環境教育

資源。在「課程綱要與概念連結」項目，參考教育部「普通高級中學

課程綱要」之必修科目「基礎生物」與「基礎地球科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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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是連結砂卡

礑步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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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在教案補充資料，

提供表 2-5、表 2-6、圖 2-14，以及太管處出版品，提升教學者備課之

效率。 

此外，配合本研究規劃之研究操作體驗營隊，亦設計出「布洛灣

向大自然學習：環流丘自導式學習活動」 (圖 2-15)，以製作解說牌之

多元評量方式，呈現學生的學習成果，並培養學生對環境友善及行動

能力；對教師與國家公園來說，則可透過分析解說牌中的元素，瞭解

高中生的視野與角度，進而作為日後太魯閣國家公園管理處，以高中

為對象的解說設計之參考。 

 
圖 2-13 太魯閣國家公園環境教育教案內容項目(汪靜明，2013，本研究歸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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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4 太魯閣國家公園環境教育教案補充資料項目(汪靜明，2013，本研究歸納) 

 

 

圖 2-15 布洛灣向大自然學習：環流丘自導式學習活動(汪靜明，2013，本研究歸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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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7 太魯閣國家公園環境教育學習課程教案設計示例：砂卡礑的奇幻漂流 (1/9) 

課程領域 環境資源 課程模組 探索太魯閣 環境教育能力指標 

課程名稱 砂卡礑的奇幻漂流 

環境覺知與敏感度

1、學生能運用五官觀察環境中的事物，覺知砂卡礑步道裡的生態之美。 

2、藉由身體感官接觸自然環境中的動、植物和景觀，啟發、欣賞自然之美。

3、覺知環境與身心健康的關係，以及個人生活方式對環境的影響。 

4、覺知溪流環境在自然生態系與人文社會中的重要性。 

5、學生能表達對砂卡礑步道的自然生態、地質景觀特色，以及對環境的關懷。

課程設計 社團法人中華生態資訊暨環境教育協會 汪靜明教授課程研發小組 

諮詢指導 
太魯閣國家公園管理處、廖美菊教師、劉瑩三教授、陳曉玲教師、張端雅教師

張淑美教師等 

設計理念 

砂卡礑步道具有豐富的動植物資源及當地人文歷史，步道沿途有設置休憩平台

及解說牌，提供民眾學習、休憩、體驗之空間。本教案結合砂卡礑步道在地資

源，設計學習對象以高中學生為主體之課程，藉由專業解說員與教師協同教學

方式，帶領學生進行戶外學習與體驗。以期學生將環境教育帶進生活，活用學

校所學，進行知識的串聯，以期達到生活化、在地化與豐富化的教育成效。 

環境概念知識 

1、能認識與瞭解砂卡礑步道的自然生態、地質景觀。 

2、能觀察與紀錄砂卡礑步道環境問題並探究其原因。 

3、能認識砂卡礑步道的自然環境與基本的生態原理。 

4、能瞭解砂卡礑步道的自然生態資源的多樣與重要性。 

5、能建構砂卡礑步道的生態保育知識技能及環境概念。 

教學目標 

藉由教師的帶領與解說，實際與學生走進砂卡礑步道，經由引導式的學習，讓

學生體驗及探索砂卡礑的自然生態，學習其豐富的動植物資源及多樣的地質地

形景觀。透過戶外學習及體驗，融入環境教育核心價值並搭配課綱連結，讓學

生能夠運用教科書的知識於生活中，以期達到以下目標。 
一、培養學生觀察生物的能力及啟發對自然科學研究的興趣。 
二、培養學生對地球科學的基本知識與學習意願。 
三、培養學生能主動關懷地球環境，體認地球上所有生物都是平等的，並瞭解

生物保育及環境永續經營的重要性。 

環境倫理與價值觀

1、能具有好奇心，思考國家公園在環境中的意義與價值。 

2、瞭解生活中個人與環境的相互關係，關懷國家公園生態環境的情懷與責任。

3、能透過欣賞砂卡礑步道的環境，喜愛我們的土地及其他生物。  

4、瞭解人與環境互動關係，建立積極環境態度與環境倫理。 

5、培養愛護自然與人文生態的意願與責任心。 

環境行動技能 

1、能以清楚的言語與文字，適切描述自己的自然體驗與對砂卡礑步道的觀感。

2、能以繪畫、詩文、勞作和說故事等方式表達對砂卡礑步道，及棲息於環境

中的動、植物、景觀的感受。 

3、能運用收集資料與記錄的方法，瞭解砂卡礑步道環境的問題。 

4、能歸納思考砂卡礑步道與不同區域環境的問題原因，研判可能的解決方式。

5、能運用科技與網際網路蒐集、運用資訊來探討、瞭解砂卡礑步道環境現況

及相關的保育議題。 

6、在面對砂卡礑步道或相關生態保育議題時，能傾聽(或閱讀)別人的報告，

並且理性地提出質疑與看法。 

7、能藉由各種管道或媒體主動蒐集國內外國家公園議題與策略。 

8、能運用科學工具鑑別、分析、瞭解太魯閣國家公園周遭的環境狀況與變遷。

9、能熟悉查詢與蒐集國家公園與生態保育相關之議題、文獻與報告之方法。

10、能有效與和善的和其他人溝通與互動。 

師生比例 1:16 教學時間 240 分鐘 

學習對象 適用於高中學生 

概念連結 普通高級中學必修科目「基礎地球科學」及「基礎生物」 

教學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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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學資源 解說牌誌、圖鑑、影音光碟、太魯閣國家公園摺頁出版品等 

多元評量 迴響單、學習單、概念圖、圖文創作等 

環境行動經驗 

1、能隨著父母親或老師參與社區環境保護的活動經驗。 

2、能積極參與國家公園相關的保育團體或社團。 

3、能具有參與調查與解決生活周遭環境問題的經驗。 

4、參與學校社團和社區的生態保育相關活動。 

5、能積極參與並支持自然保育的各項事務與推廣活動。 

地點場所 太魯閣國家公園遊客中心、「砂卡礑步道-五間屋路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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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7 太魯閣國家公園環境教育學習課程教案設計示例：砂卡礑的奇幻漂流 (2/9) 

教案據點與環境教育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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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砂卡礑步道入口】 
步道入口位在砂卡礑橋

上，砂卡礑隧道西邊洞口

外，從入口循著迴旋梯直

下即可到達步道起點。步

道起點有解說牌，對砂卡

礑步道有全面性的介紹。 
 

 
砂卡礑解說牌 

 

 
砂卡礑溪注入立霧溪匯流口 

0 km  
在入口處教師可先介紹砂卡礑的解說牌，進而引導

學生觀察周遭環境。 
此處可進行教學題材有： 
 砂卡礑溪匯入立霧溪的景色 

1、讓學生觀察砂卡礑溪水與立霧溪水的顏

色，有何不同? 進而說明兩條溪流因地質組成

不同，造成溪水顏色不同的關係。 
2、讓學生觀察環境，試想環境中會有那些生

物存在? 
 

 植被環境 
1、帶領學生觀察周遭植物的型態，說明該地

區屬熱帶性季節林，多為低海拔屬楠榕林帶。

2、比較岩壁上的植物與土壤較多處的植物，

在形態上有何不同?  
 

 匯流口附近的河階地形 
可說明河階地曾為太魯閣族人的部落。 
 

 介紹砂卡礑步道的歷史緣由 
砂卡礑步道是日治末期所建，主要是為了發展

立霧溪的水力發電。1940 年，臺灣總督府在太

魯閣興建立霧發電廠，在溪畔建水壩，並開鑿

輸水隧道，引立霧溪水至發電廠發電，輸水隧

道在砂卡礑溪谷上方，以大型水管銜接溪谷兩

端，將水輸送至發電廠。由於立霧溪水含沙量

大，而在砂卡礑溪上游另建一座放流式水壩，

先將水引至發電廠，作為發電機的冷卻水，因

此步道最初是為了維修水壩和大水管而建

的。太魯閣國家公園成立後，將這條路規劃為

景觀步道，加強沿線安全設施、增設休憩平台

與解說設施。  
 

基礎生物—生物與環境 
[族群與群集] 
 透過觀察當地，引導學生思考生物間的交互作用，以及與環

境間的關係。 
[多樣的生態系] 
 透過觀察方式，讓學生思考砂卡礑屬於台灣何種陸域生態

系，並且舉出環境中的元素來說明。 

 
圖片來源：龍騰出版社普通高級中學基礎生物(下)教科書 

 
基礎地球科學—地球環境的特徵 
[壯麗的山河] 
1、地質構造 
 仔細觀察石壁，以瞭解岩石與礦物的區別。 
 懂得分辨岩石的層理與葉理，以及了解葉理的形成原因。 

 
 
圖片來源：全華科友圖書公司普通高級中學基礎地球科學教科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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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7 太魯閣國家公園環境教育學習課程教案設計示例：砂卡礑的奇幻漂流 (3/9) 

教案據點與環境教育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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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沿途介紹】岩壁植物 

 

【伊亞峽谷】 

 

 
【沿途介紹】構樹(次生林) 

 

 
 
 
 
 
 

 
 
 
0.2 km 

 
 
 
 
 
 
 
 
 
 
 
 
 
 
 
 

0.25 km 

 沿途可引導學生觀察岩壁上的植物，並試著判
斷地衣、蘚苔與蕨類的型態有何差異。 

 
 
 
 
 
 
 
 
 
 
 太魯閣語伊亞（Iyax）即指峽谷的意思。伊亞

峽谷此處可短暫進行解說，或是請學生自行閱
讀解說牌。 

 
 
 
 
 
 
 
 
 
 
 
 
 
 
 
 
 
 
 
 教師可選擇幾種在途中看見的樹種進行介

紹。例如構樹屬於先驅性的樹種，可以推測此
處可能有發生坍方，因此有構樹生長。 

 此外可觀察構樹的型態與大小，介紹其他的先
驅樹種如白袍子、血桐、山黃麻等，此類向陽
性的樹種，在經過森林的演替，未來有可能會
被耐陰性的樹種榕樹取代。 

基礎生物—生物與環境 
 [生態系] 
 請學生舉出環境中的因子，區分出非生物因子及生物因子。

 透過沿途樹種的介紹，以及不同環境所生長的植物不同，

進而介紹生態系的植物群集消長概念。 

 讓學生透過環境中的事物，舉例說明及比較，物種< 族群< 
群集< 生態系< 地球圈，各層次的差異。 

 
 

 
圖片來源：南一出版社普通高級中學基礎生物(下)教科書 

 

 
圖片來源：南一出版社普通高級中學基礎生物(下)教科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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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7 太魯閣國家公園環境教育學習課程教案設計示例：砂卡礑的奇幻漂流 (4/9) 
教案據點與環境教育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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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觀景台(深潭小平台)】 

 
 

【第二觀景台】 

 

 

 在第一觀景台進行定點教學，可教學題材有： 
砂卡礑溪流 
 透過觀察溪流的型態，介紹側向侵蝕對曲流凸

岸及凹岸的影響。 
成熟的林相 
 平台區有青剛櫟及大葉楠等樹種，可介紹樹種

的特性，帶到植被演替的觀念。 
地質 
 觀察此區岩石與地質，讓學生說說看，此區有

哪些岩石? 
 介紹砂卡礑步道的岩石以花崗片麻岩、矽質片

岩及大理岩為主，皆屬於變質岩。進而介紹三

大岩類的特性。 
 
第二觀景台可教學題材有： 
 樹種介紹 

此區有九芎、森氏紅淡比與無患子等，在土石

流易發生處或崩塌地，可種植九芎，固定土

壤，避免土石流發生。 

基礎地球科學—地球環境的特徵 
[壯麗的山河] 
1、 了解地質作用對地貌變化的影響。不同的岩石，因硬度不

同，在侵蝕作用的程度也不一樣。 

 
 
圖片來源：南一出版社普通高級中學基礎地球科學教科書 
 
2、透過觀察，了解河道凹岸與凸岸，侵蝕作用不同。凹岸屬於

侵蝕岸，此處水流速快，剝蝕速率大於沉積速率，如點 A。凸

岸為沉積岸，水流速慢，造成土石堆積，如點 C 

 
 
圖片來源：南一出版社普通高級中學基礎地球科學教科書 

 
3、地質構造 
 教師介紹步道旁的石壁，說明火成岩、沉積岩以及變質岩

三大岩類的特性及相互關係。 

 
 

圖片來源：南一出版社普通高級中學基礎地球科學教科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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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7 太魯閣國家公園環境教育學習課程教案設計示例：砂卡礑的奇幻漂流 (5/9) 

教案據點與環境教育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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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沿途介紹】幹花榕 

 

【第三觀景台】 

 

 幹花榕 
 從第二觀景台至第三觀景台途中，可發現屬於

熱帶季風林會出現的樹種「幹花榕」。 
 讓學生仔細觀察幹花榕的型態並試著描述。 
 
 
 
 
 
 
 
 
 
 
 
 
教師可在此處進行定點教學，可進行教學題材有：

V 型谷 
 透過現場觀察砂卡礑溪的地形，讓學生想想看

V 型谷與 U 型谷的差異，教師進而解釋河流向

下侵蝕作用。 
 讓學生說說看，河流的上中下游，具備哪些不

同的地貌。 
 讓學生觀察河道上的岩石大小，思考與河流速

度的關聯性。 
 
 
 
 
 
 
 
 
 

 

基礎地球科學—地球環境的特徵 
[壯麗的山河] 風化、侵蝕、搬運與沉積 
 透過現場實地觀察，可從河階地形講解地貌變化的機制，

包含風化、侵蝕、搬運與沉積等作用。 
 從觀察河流的上、中、下游，說明地貌變化，會因流速不

同，而有不同的侵蝕方式。進而延伸說明，侵蝕地表的力

量有流水、冰川、風及海浪等。 
 藉由流速快慢與搬運沉積物顆粒大小的關係，帶入「淘選

度」的概念。從淘選度，引導學生區別流水造成的 V 型谷，

以及冰川造成的 U 型谷之間的差異。 
 

 

 

 
 

圖片來源：全華。科友圖書公司普通高級中學基礎地球科學教科書及輔助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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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7 太魯閣國家公園環境教育學習課程教案設計示例：砂卡礑的奇幻漂流 (6/9) 

教案據點與環境教育資源 路程時間 教學與體驗活動 (環境教育連結) 課程綱要與概念連結 

【沿途景觀】 

  

 

 教師可在此處進行定點教學，可進行教學題材有：

乾溪溝 
 經過地貌的改變，許多河道變成支流後，逐漸

乾涸，形成乾溪溝。 
 讓學生想想看，當有豪雨或是下雨時，乾溪溝

可以發揮何種作用? 
 
 
 
 
 
 
 
 
 
 
 
 
偃臥褶皺 
 在進入大褶皺前，可近距離觀察石壁上的偃臥

褶皺。 
 讓學生想一想，此區的褶皺和一般看到的褶皺

有何不同?  
 讓學生說說看，偃臥褶皺可能形成的原因有哪

些? 

基礎地球科學—地球環境的特徵 
[壯麗的山河] 
1、地質構造 
 從觀察大褶皺地質現象，介紹褶皺構造及形成的原因。 

 
圖片來源：全華科友圖書公司普通高級中學基礎地球科學教科書 
 
 
2、引伸介紹臺灣西部麓山帶常見褶皺型態  
 單翼的傾斜岩層 
 少數的岩壁上可以看到完整呈現兩翼的向斜或背斜構造 
 有的褶皺甚至被擠壓呈偃臥狀 

 
臺灣東部變質岩區常見褶皺型態  
 岩石上出現許多規模較小的微褶皺 

 

 
 

 
圖片來源：南一出版社普通高級中學基礎地球科學教科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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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7 太魯閣國家公園環境教育學習課程教案設計示例：砂卡礑的奇幻漂流 (7/9) 

教案據點與環境教育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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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褶皺】 

 

 

 本區為砂卡礑步道景點之一，可引導學生思考台灣

島的板塊運動，以及太魯閣峽谷是透過經年累月的

溪流切割作用而形成。 
 
太魯閣國家公園管理處網站介紹： 
從這裡仰頭上望，可以看到對岸裸露的山壁上有許

多柔美的線條，像千層糕一般，層層分明地堆疊著，

這種地形稱為「褶皺」。 
這些岩石遠在數十到數百萬年以前，都被深埋在超

過十公里以上的地底下，在地層深處的高溫與高壓

作用之下，岩石是半流體的狀態，且相同成分的礦

物會聚合在一起，形成層層顏色分明的現象。 
由於臺灣受到板塊運動劇烈的影響，地殼快速隆

起，地底下的熔岩很快被推擠上來，快速冷卻，隆

起的岩石再經溪水切割，於是美麗的褶皺就這樣形

成了。 
這片山壁除了褶皺之外，還可看到山壁上有許多凹

凸不平的表面與洞穴，這是砂卡礑溪的傑作，在溪

水切割的過程中，水侵蝕岩層較鬆軟的部分，而留

下較硬的部分所致。 

基礎地球科學—動態的地球 
[固體地球的變動] 
1、火山帶與地震帶 
2、板塊運動 
 介紹太魯閣國家公園的地質地形特徵，進而介紹台灣本島

板塊的組成。 
 講解板塊構造學說，介紹張裂型板塊與聚合型板塊交界帶

的主要特徵，以及主要組成岩石種類。 
 延伸說明此區山壁的地理形成與地質歷史。 

 

 

 
 

圖片來源：全華科友圖書公司普通高級中學基礎地球科學教科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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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7 太魯閣國家公園環境教育學習課程教案設計示例：砂卡礑的奇幻漂流 (8/9) 

教案據點與環境教育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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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觀景台】 

 
 

 

 

 本區域可進行教學題材有 
 藉由觀察斷層的結構，透過岩石的顏色區別，

教導學生如何判別斷層的類型。 
 請學生說說看，斷層有哪些形成原因? 想想看

太魯閣的斷層大多屬於哪一種? 為什麼? 
 藉由觀察岩層能推斷地質發生事件，讓學生想

想看，還有哪些可以探索地球歷史的方法。 
 
 
 
 
 
 
 
山蘇 
 山蘇又名鳥巢蕨，是原住民常用植物之一，屬

於鐵角蕨科 Aspleniaceae 鐵角蕨屬

Asplenium，學名為 Asplenium nidus Linn.。 
 原住民經常採取山蘇剛長出的嫩芽煮食。 
 
 
 
 
原住民保留地 
 依據「原住民保留地開發管理辦法」第 3 條，

原住民保留地指為保障原住民生計，推行原住

民行政所保留之原有山地保留地及經依規定劃

編，增編供原住民使用之保留地。 
 

基礎地球科學—地球環境的監測與探索 
[探地層] 固體地球的觀測 
 介紹研究地質歷史的科學方法，請學生說出相對定年法與

絕對定年法的差異。 
[探索地球歷史的方法與限制] 
 透過現場觀察，知道研究地球歷史的方法，如可利用地質

紀錄、化石研究等，並知道這些研究方法有其限制，體會

科學探索有其過程。 

 

 
 
圖片來源：全華科友圖書公司普通高級中學基礎地球科學教科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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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7 太魯閣國家公園環境教育學習課程教案設計示例：砂卡礑的奇幻漂流 (9/9) 

教案據點與環境教育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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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折返站斯維奇】 

 
 

 
 

 

1.5 km 斯維奇區域，可進行教學題材有： 
 教師可介紹此地的人文歷史及太魯閣族人的生

活，並解釋斯維奇(Swiji)是太魯閣語，意指大

型葉片的榕樹，又可稱為「五間屋」。 
 

 講解完斯維奇的人文歷史後，可衍伸說明台灣

的水資源分布情形，以及水與人類文明發源地

的關係。 
 
 建議教師從地球整體的角度，以岩石圈、水圈、

大氣圈與生物圈之間的交互關係。引導學生連

結各個概念，瞭解地球的運作方式以及反思人

類所扮演的角色。 
 

 
 
 
 
 
 
 
 在斯維奇後方河畔區域，可讓學生觀察五間屋

附近的環境後，請各組學生分享觀察心得，或

是分享從路口到觀景台的途中所發現的事物。

 
 
 在河畔區域，可讓學生近距離觀察石頭上的紋

理與褶皺，去思考每一顆石頭是從哪來的? 試
著從石頭上的線索，去找出答案，進行推理。

基礎地球科學—人與地球環境 
[人與地球環境的綜覽] 
 透過觀察當地環境與原住民的關係，知道人類生存所必須

依賴的條件。 
 察覺人類生活脫離不了，地球現有的環境。 
 欣賞地球環境與生態的巧妙互動。 

 
圖片來源：全華科友圖書公司普通高級中學基礎地球科學教科書 
 
 
 
 
基礎地球科學—地球環境的特徵 
[壯麗的山河] 風化、侵蝕、搬運與沉積 
 透過近距離觀察岩石的型態，讓學生去思考岩石的形狀，

有可能經過侵蝕、風化等作用而改變。 

 
圖片來源：全華科友圖書公司普通高級中學基礎地球科學教科書 

註：本表由本研究依據教育部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另參考汪靜明《陽明山國家公園環境教育課程方案發展 2011、2012》所規劃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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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態旅遊遊程規劃部分，本研究依據太魯閣國家公園生態旅遊活

動規劃注意事項(表 2-8)，融合汪靜明(2005)教授提出的「生態旅遊規

劃內涵要項」、觀光局「生態旅遊規劃準則」、太管處相關規範與法令，

以及汪靜明教授的生態基礎思維向度(以 α、β、γ、Ω、Σ等五種向度考

量及權衡生態保育、生態旅遊及環境教育的著眼方向及施力軸心)，進

行生態旅遊遊程之規劃。 

表 2-8 太魯閣國家公園生態旅遊活動規劃依據 

項目 內容 

活動地點規劃 一、交通食宿條件與方式 

二、環境資源及特色資源之瞭解(人文、自然) 

三、人數限制、車數限制 

四、室內活動地點、設備 

活動方式規劃 一、室內外、分組 

二、活動內容與重點 

三、行程安排 

四、雨天備案 

活動後勤規劃 一、導覽解說人員質量與安排 

二、相關規範擬定及告知(如賞螢規範) 

三、注意事項擬定及告知(如要求參與者自備碗筷、水壺等) 

四、相關器材準備(手提電腦、單槍放映機、螢幕、望遠鏡、放大鏡

包紅色玻璃紙之手電筒、昆蟲觀察盒、圖鑑等) 

五、預訂食宿(瞭解食宿地點相關環保措施作為選擇依據) 

六、準備活動地點及核心資源之介紹 

七、解說用活動地點之地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彙整。 

本研究根據 2013 年 6 月 19 日假太魯閣國家公園管理處所召開的

第二次專家顧問會議，研討環境教育教案與生態旅遊遊程兩大議題，

會中邀請太管處退休處長徐國士先生，東華大學劉瑩三教授、李光中

教授、花蓮高中退休教師廖美菊老師等專家學者出席。當天有關遊程

的會議決議包含：以一天半的研習營方式進行，安排食宿與當地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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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活動據點為砂卡礑步道及布洛灣台地，並連結遊客中心與環境

教育中心，頒發研習證書給學員。 

另外，根據期中會議報告之決議，在本研究工作項目三（辦理實

際操作工作），確認辦理兩天一夜研習營，本次研習營將生態旅遊與環

境教育的核心價值融入遊程設計中，造訪兼具自然及太魯閣族人文環

境教育據點，期盼讓學員能深入體驗太魯閣國家公園特有自然、地質

地貌、人文環境教育內涵；活動第一天連結遊客中心、與砂卡礑步道，

並於砂卡礑步道進行「砂卡礑的奇幻漂流」教案；第二天於布洛灣台

地進行研習活動。本次研習營重視環境教育行動經驗，提醒學員遵守

營隊規則，並強調對環境友善及負責任的旅遊行為，更融入環境教育

五大目標（覺知、知識、態度、技能、行動經驗），以增進學生們對環

境議題的敏感度，使遊程與環境教育教案有深度的連結。 

圖 2-16 教案操作據點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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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辦理太魯閣國家公園生態旅遊實際操作工作 

在本研究的實際操作工作中(表 3-9)，包含召開專家顧問會議 5 場

次、進行教案據點紀錄 1 次，以及辦理太魯閣生態環境教育研習營（實

務操作）1 次。 

在專家顧問會議部分，已於 2013 年 5 月 16 日(週四)辦理第一次專

家顧問會議，研討有關太魯閣國家公園生態旅遊景點環境教育資源彙

整、環境教育據點、生態旅遊遊程及教案內容四大議題，會中邀請台

大地理系王鑫教授及林俊全教授等專家學者，提出多項建議。 

第二次專家顧問會議於 2013 年 6 月 19 日(週三)舉辦，會中邀請太

管處退休處長徐國士教授、東華大學劉瑩三教授、東華大學李光中教

授、花蓮高中退休教師廖美菊老師，並對於教案出多項建議。 

第三次專家顧問會議於 2013 年 7 月 25 日(週四)辦理，邀請花蓮高

中資深教師廖美菊老師針對教案進行建議與討論。另外，本研究於 8

月 12 日與太管處保育課及解說課進行教案據點紀錄，針對生態環境教

育研習營所針對的教案操作據點進行環境教育資源與影像紀錄。 

本研究於 2013 年 8 月 12 日(週一)進行教案據點紀錄，針對砂卡礑

步道及布洛灣台地進行現地環境教育資源確認與選定，作為生態環境

教育營隊操作之規劃參考。 

第四次專家顧問會議於 2013 年 10 月 3 日(週四)辦理，會中邀請到

花蓮高中資深教師廖美菊老師、陳曉玲老師、張端雅老師及花蓮女中

張淑美老師，以及太管處解說課與保育課針對營隊操作進行討論，確

認營隊操作流程與教案操作內容。 

第五次專家顧問會議於 2013 年 10 月 13 日(週日)舉行，營隊操作

團隊針對教案操作據點進行現場操作確認，確認營隊實際操作流程、

為輔導教師與協同教學的操作形式建立共識。 

最後，於 2013 年 11 月 9 日(週六)及 10 日(週日)進行生態環境教育

研習營。有關本研究專家顧問會議時程表如表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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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9 本研究專家顧問會議時程表 

日期 2013.5.16(週日) 2013.6.19(週三) 2013.7.25(週日) 2013.8.12(週一) 2013.10.3(週四) 2013.10.13(週日) 

名稱 第一次專家顧問會議 第二次專家顧問會議 第三次專家顧問會議 教案據點紀錄 第四次專家顧問會議 第五次專家顧問會議 

討論 
主題 

1、生態旅遊景點環境 
教育資源彙整項 

2、環境教育據點 
(戶外教學解說場所) 

3、生態旅遊遊程討論 
4、環境教育教案內容 

1、生態旅遊遊程 
2、環境教育教案規劃

1、環境教育教案操作 紀錄重點： 
1、遊客中心展覽館 
2、砂卡礑步道 
3、布洛灣台地 

1、研習營流程 
2、研習營環境教育 

教案操作 

1、確認營隊停留據點 
與講解重點 

2、研習營流程 
3、研習營教案操作 

與 
會 
者 

•王鑫
(台大地理系名譽教授) 

•林俊全  
(台大地理系教授) 

•賴鵬智 
(台灣生態旅遊協會監事) 

•錢念圭 
(中華生資環教協會顧問) 

•陳富斌 
(綠生活促進協會理事長) 

•汪靜明 
(計畫總監) 

•燕琍婷 
(計畫主持人) 

•朱婉如 
(助理) 

•曾偉宏
(太管處處長) 

•汪靜明 
(計畫總監) 

•劉瑩三 
(東華大學環境學院副教授) 

•廖美菊 
(花蓮高中資深教師) 

•燕琍婷 
(計畫主持人) 

•陳俊山 
(太管處保育課課長) 

•孫麗珠 
(太管處解說課課長) 

•黃志強 
(太管處遊憩課課長) 

•高佽 
(太管處保育課技士) 

•黃瑞諒 
(太管處解說課技士) 

•朱婉如 
(助理) 

•廖美菊
(花蓮高中資深教師) 

•汪靜明 
(計畫總監) 

•燕琍婷 
(計畫主持人) 

•朱婉如 
(助理) 

•山夢嫻 
(助理) 

•陳俊山 
(太管處保育課課長) 

•燕琍婷 
(計畫主持人) 

•高佽 
(太管處保育課技士) 

•林茂耀 
(太管處解說員) 

•黃瑞諒 
(太管處解說課技士) 

•朱婉如 
(助理) 

•山夢嫻 
(助理) 

•廖美菊
(花蓮高中資深教師) 

•汪靜明 
(計畫總監) 

•燕琍婷 
(計畫主持人) 

•陳俊山 
(太管處保育課課長) 

•孫麗珠 
(太管處解說課課長) 

•高佽 
(太管處保育課技士) 

•劉佳瑜 
(太管處解說員) 

•陳曉玲 
(花蓮高中地理教師) 

•張端雅 
(花蓮高中生物老師) 

•張淑美 
(花蓮女中生物老師) 

•朱婉如 
(助理) 

•山夢嫻 
(助理) 

•廖美菊
(花蓮高中資深教師) 

•陳俊山 
(太管處保育課課長) 

•余貞誼 
(太管處解說員) 

•蘇素真 
(太管解說員) 

•陳曉玲 
(花蓮高中地理教師) 

•張端雅 
(花蓮高中生物老師) 

•張淑美 
(花蓮女中生物老師) 

•朱婉如 
(助理) 

•山夢嫻 
(助理) 

地點 
台北： 
中華生態暨環教協會 

太魯閣： 
太管處會議室 

花蓮： 
神品咖啡館 

太魯閣：砂卡礑步道 
遊客中心、布洛灣台地

花蓮： 
花蓮高中 

太魯閣：砂卡礑步道 
遊客中心、布洛灣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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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魯閣國家公園峽谷地質旅遊資源調查及教案操作規劃 

教案操作討論會議-會議紀錄 

壹、會議時間：102 年 7 月 25 日(四)下午 13 時 30 分 

貳、會議地點：花蓮神品咖啡館(花蓮市南濱路 77 號) 

參、會議主持：汪靜明/計畫總監、中華生態資訊暨環境教育協會理事長 

肆、討論議題：太魯閣國家公園生態環境教育教案操作 

伍、出席人員：廖美菊/花蓮高中資深教師 

汪靜明/計畫總監、中華生態資訊暨環境教育協會理事長 

燕琍婷/計畫主持人、中華生態資訊暨環境教育協會秘書長 

山夢嫻/中華生態資訊暨環境教育協會助理 

陸、會議紀錄：朱婉如助理 

柒、主席致詞：略 

捌、計畫簡介：略 

玖、議題研討彙整： 

․廖美菊/花蓮高中資深教師 

1、在不同年齡的認知發展，學生的需求也不同，以高

中生而言，是需要大量的心智衝擊，提供許多挑戰。 

2、基本上高一高二的生物及地球科學，有關太魯閣的

教材相關概念不會很多，其實可以設計生態以外的

東西，例如：植物生理、植物型態等，都是可以融

入的，讓學生對自然生態發展更好的連結能力。 

3、在教案設計上，建議參考去年參與太管處營隊學員心得。建議設計活動給老師

看，後面補充有多少資源可以使用，讓老師有勇氣克服安全性的問題。 

4、在教案情意設計部分，可設計學員心得回饋，亦可節錄學生心得，看看我們的

期待在學生身上有沒有發生?學生有沒有感動?學生喜歡的是什麼?  

5、老師引導學生去比較兩者有甚麼不同，讓學生自己去看出自然生態的不同，這

時學生的「看」，是在自然界裡面的「看」。看到的現象不一樣，我們來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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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觀察能力，那一刻在學習觀察，這是在教室裡學不到的。 

6、在學生「生成知識」的歷程中，老師的工作在於引導，指出一些方向，讓學生

慢慢一個一個推論出來、演繹出來，這個歷程就叫做「能力」，讓學生學會觀

察的能力，也讓學生練習產出知識。 

7、關於設計學習單的部分，建議以開放式提問的學習單為主，會有學生的特色在

裡面，而這裡面一定都會包括這些課本上很簡單的概念。因此師生比一定不能

太高，老師才能跟他們充分的對話與討論，但教案設計需要事先提供大量素材

給老師閱讀，以協助老師克服教學瓶頸。 

8、建議教案提供多元的素材，供教師自由選擇搭配，教師會視天候狀況、當天野

生動物出沒的時間，來選擇適合當天教學的內容與行程。關於相關器材，請學

生自行準備，讓學生學會自己準備工具的能力。 

9、建議太管處保育課動員幾位同仁，真正去走一趟體驗一下，知道什麼地方是可

以感動的，哪個地方可以學到甚麼。教師的角色為交代任務與引導討論。真正

教的是不講話的大自然跟很饑渴想要學習的心智，讓他們去互動。 

․汪靜明/計畫總監、中華生態資訊暨環境教育協會理事長 

1、找出基本核心概念再衍伸，先滿足學測的知識連結，超越既有課堂上沒有的。 

2、對於生態環境教育，在國家公園以及進行的方式，廖

師已經提到許多有經驗的，不是只有理論而已。像

廖師所提到的，在生態旅遊評估準則裡面，是否需

要符合項目去檢核。瞭解在我們的教案引導方面，

是否有做到這點?再去看之前學生的參與心得， 

去歸納出幾條規則。 

3、後續將進行教案迴響的規劃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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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1、關於營隊分組人數，以 3-4 人一組為限。 

2、營隊辦理時間可訂於周末，辦理兩天一夜的活動。可考慮秋、春兩季。 

3、教案設計的重點，是把教學資源清楚呈現給老師，鼓勵老師帶學生到戶外，讓

大自然去感動學生。 

4、教案設計將提供參考資料給教師，以便協助引導學生。 

5、學習單的設計採用互動性、思考性、多元性的設計為主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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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魯閣國家公園峽谷地質旅遊資源調查及教案操作規劃 

營隊操作討論會議-會議紀錄 

壹、會議時間：102 年 10 月 3 日(四)上午 11 時 30 分 

貳、會議地點：花蓮高中(花蓮市民權路 42 號)和平樓 3 樓輔導室 

參、會議主持：廖美菊/花蓮高中資深教師 

汪靜明/計畫總監、中華生態資訊暨環境教育協會理事長 

肆、討論議題：一、太魯閣國家公園生態環境教育營隊流程 

二、太魯閣國家公園生態環境教育教案操作 

伍、出席人員：廖美菊/花蓮高中資深教師 

陳曉玲/花蓮高中地理老師 

張端雅/花蓮高中生物老師 

張淑美/花蓮女中生物老師 

陳俊山/太魯閣國家公園管理處保育研究課課長 

孫麗珠/太魯閣國家公園管理處解說教育課課長 

劉佳瑜/太魯閣國家公園管理處解說教育課解說員 

高佽/太魯閣國家公園管理處保育研究課技士 

燕琍婷/計畫主持人、中華生態資訊暨環境教育協會秘書長 

山夢嫻/中華生態資訊暨環境教育協會助理 

陸、會議紀錄：朱婉如助理 

柒、主席致詞： 

․汪靜明/計畫總監 

本次會議討論重點在於生態環境教育營隊流程及教案操作，希望借

重各位老師的教學經驗與太魯閣國家公園管理處的寶貴意見，使營隊流

程及教案內容更臻完善。 

捌、計畫簡介：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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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議題研討彙整： 

議題一：太魯閣國家公園生態環境教育營隊流程 

1、調整第一天上午的營隊流程。 

2、其餘流程在 10 月 13 日定案。 

議題二：太魯閣國家公園生態環境教育教案操作 

․廖美菊/花蓮高中資深教師 

1、考量解說員在實際操作時是面對非熟識的群體，因此建議打散同校學生(男

女混和)與教師，讓老師接觸不認識的學生，如此才能模擬未來的實際帶

隊狀況。 

2、教案應該讓學生們多去接觸、觀察、體驗，才能讓學生印象深刻。 

3、除台北地區之外，其他地方對高中生環境教育的機會較少，加上花蓮高中

生能戶外參訪的機會也很少，因此對他們而言這是很新的嘗試。 

4、訂於 10 月 13 日(日)讓輔導教師、太管處解說員共同走訪營隊活動據點，

討論教案操作及活動流程。 

5、學生的學習應該分階段，才有較佳的成效，讓學生兩天都有聽與做。 

․汪靜明/計畫總監 

1、營隊可加入素描、撰寫詩文、美學實作等活動，帶出學生真實感動。 

2、營隊最後可連結適性發展，協助同學們找出自己的興趣，將有助升學。 

․燕琍婷/計畫主持人 

1、教案操作內涵希望能讓同學們手腦並用，不僅獲得專業知識，更重要是能

有心靈與的收穫與感動。 

․陳曉玲/花蓮高中地理老師 

1、應該讓學生們自己去體驗、去碰撞，才能有情境的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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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不贊成太多的學習單，這樣會壓縮學生現場體會的機會。 

․張端雅/花蓮高中生物老師 

1、是否已確認未來教案的操作主體，以及老師的角色為何？ 

․張淑美/花蓮女中生物老師 

1、在教案設計上，可增加科普的內容，對學生將有實際助益。 

․陳俊山/太魯閣國家公園管理處保育研究課課長 

1、可嘗試結合太管處相關的水域調查研究，讓學生們透過實地調查進行體驗。 

․孫麗珠/太魯閣國家公園管理處解說教育課課長 

1、10 月 13 日將安排解說員，與教師進行現場教案協同教學。 

總結 

議題一：太魯閣國家公園生態環境教育營隊流程 

1、已修改後的營隊流程(第一天)參附件一。 

2、其餘營隊流程待 10 月 13 日現地勘查後討論並調整。 

議題二：太魯閣國家公園生態環境教育教案操作 

1、教案設計將再融入更多讓學生直接體驗與接觸的機會。 

2、分組將重新調整，將各校教師與學生打散至各組。 

3、課程將以典範移轉方式進行，確認教案內容教案示範互動回饋 

確認可行性成為典範模組。 

4、訂於 10 月 13 日進行據點現地討論，參與人員有廖美菊老師、陳曉玲老師、

張端雅老師、張淑美老師、太管處陳俊山課長、解說員兩位、協會山夢嫻與

朱婉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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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魯閣國家公園生態環境教育研習營行程表 (10 月 3 日 V1 版)  

 

 

時間 內容/地點 主持/主講 備註

07:50-08:00 學員集合報到 @ 花蓮高中 陳曉玲/花蓮高中地理教師 
專車
前往

08:40-09:00 

開幕式致詞 @ 第一簡報室 

曾偉宏/太魯閣國家公園管理處處長 
汪靜明/臺灣師範大學環境教育研究所教授 
劉瑩三/東華大學環境學院教授 

廖美菊/花蓮高中資深教師 

燕琍婷/中華生態資訊 

暨環境教育協會秘書長 

 

09:00-09:30 

影片觀賞 @ 第一簡報室 

片名：台灣瑰寶 (影片長度12分鐘) 

飛越太魯閣國家公園(影片長度15分鐘) 

太魯閣國家公園管理處 

專業解說人員 

 

09:30-10:20 太魯閣國家公園地質知性之旅 
劉瑩三/東華大學環境學院

教授 
 

10:20-10:50 環境教育的生態本事 
汪靜明/臺灣師範大學 

環境教育研究所教授 
 

10:50-11:00 
•太魯閣國家公園活動注意事項 
•遊客中心入館介紹 

太魯閣國家公園管理處 

專業解說人員 
 

11:00-11:30 

遊客中心生態遊憩館導覽 

(導覽主題：太陽出來的地方->哇太魯閣->旅遊記事->

自然觀察家:砂卡礑與布洛灣地圖) 

太魯閣國家公園管理處 

專業解說人員 

 

11:30-13:00 生態環境教育餐敘交流  

13:00-13:30 步行前往砂卡礑步道 工作小組  

13:30-16:30 教案操作:砂卡礑的奇幻漂流 (分3隊進行) 
•廖美菊總教練 

•輔導教師3位  

•協同教學3位  

 

16:30-17:00 住宿check in @ 立霧客棧 工作小組  

17:00-18:00 分配房間、整理行囊 工作小組  

18:00-19:00 晚餐 (合菜) 工作小組  

19:00-21:00 小組討論、觀察日記 輔導教師  

21:00~ 盥洗就寢   

 

 

太魯閣國家公園生態環境教育研習營 

活動日期：2013 年 11 月 9 日 (週六) 

附件 

太魯閣國家公園 2013 
TAROKO NATIONAL P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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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魯閣國家公園峽谷地質旅遊資源調查及教案操作規劃 

營隊操作討論會議-會議紀錄 

壹、會議時間：102 年 10 月 13 日(日)9 時 00 分-17 時 30 分 

貳、會議地點：太魯閣國家公園 

參、會議主持：廖美菊/花蓮高中資深教師 

肆、討論議題： 

一、確認營隊環境教育的停留據點與講解重點 

二、太魯閣國家公園生態環境教育營隊流程 

三、太魯閣國家公園生態環境教育教案操作 

伍、出席人員：廖美菊/花蓮高中資深教師 

陳俊山/太魯閣國家公園管理處保育研究課課長 

余貞誼/太魯閣國家公園管理處解說教育課解說員 

蘇素真/太魯閣國家公園管理處解說教育課解說員 

陳曉玲/花蓮高中地理老師 

張端雅/花蓮高中生物老師 

張淑美/花蓮女中生物老師 

山夢嫻/中華生態資訊暨環境教育協會助理 

陸、會議紀錄：朱婉如助理 

柒、主席致詞： 

․廖美菊/花蓮高中資深教師 

今日會議重點有以下三點： 

1、確認生態環境教育營隊環境教育的停留據點 

(砂卡礑步道、布洛灣台地)與講解重點。 

2、確認營隊流程。 

3、確認教案教學操作。 

希望透過老師們的教學經驗與太管處的保育及解說經驗，使營隊流程及

教案內容更臻完善。 

捌、計畫簡介：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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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議題研討彙整： 

議題一：確認生態環境教育營隊的停留據點與講解重點。 

1、以本研究於 8 月 12 日教案據點紀錄中所彙整的環境教育資源表為基
礎，作為營隊教案操作停留據點與講解重點之參考。 

2、讓老師們藉由實地走訪，再次確認教學資源、操作方式。 

議題二：營隊流程 

1、生態環境教育營隊兩天一夜流程定案。 

2、學員人數增為 18 位。 

議題三：教案教學操作 

1、砂卡礑的奇幻漂流教案操作終點為大水管處。 

2、營隊當天將安排水域研究調查，會在活動前一天放置蝦籠，營隊當天
將由負責人員協助學員進行水域生物觀察。 

3、老師們與解說員透過實地走訪與腦力激盪，建立操作模式與選取適合
的教學據點。 

總結 

議題一：確認生態環境教育營隊的停留據點與講解重點。 

1、砂卡礑步道考量遊憩承載量、安全、環境資源等因素，以觀景平台 
為主進行教學操作。  

2、增修本研究於 8 月 12 日教案據點紀錄所彙整的環境教育資源表 
（附件一）。 

議題二：營隊流程 

1、生態環境教育營隊兩天一夜流程定案（附件二）。 

2、生態環境教育研習營雨天備案定案（附件三） 

3、參與學員為 18 位。 

議題三：教案教學操作 

1、教師們將各自設計教學活動，並由解說員以協同教學方式進行操作。 

2、協會將提供營隊 LOGO 給學員自行製作量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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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太魯閣國家公園峽谷地質旅遊資源調查及教案操作規劃 

20131013(日)教案據點紀錄-教案操作資源彙整(增修版) 
解說資源以地質為主的據點 

*建議停留據點 

適合定點進行教案操作的地點 

據點名稱：太管處遊客中心生態遊憩館 (讓遊客獲得基礎遊憩資訊與生態旅遊的概念) 

位置 據點名稱 據點內容 環境教育課程內容 

館外 太陽出來的地方 

(全台衛星影像圖) 

台灣地形環境、地理位置 加強台灣地理的概念 

館內 哇!太魯閣 

(太魯閣地形圖) 

1:1 比例呈現太魯閣立體地形 

(可見園區內各種地形特色) 

認識太魯閣園區地形 

自然攝影家 透過影像了解太魯閣的景觀生態 透過攝影師觀點認識

太魯閣國家公園景點 

太魯閣旅遊記事 將生態旅遊概念融入國家公園的議題

(盜獵、合歡山垃圾、放生、攤販、火災、山難、

盜採…) 

展示旅遊活動對環境

的衝擊，讓遊客有生態

旅遊的概念與行為 

自然觀察家 

(遊憩區與步道地圖) 

園區內各步道路線 砂卡礑步道地圖導覽 

自然觀察家(資訊問答) 遊憩資訊 Q&A  

據點名稱：太管處遊客中心人與自然館 (人與自然共依存的概念) 

位置 據點名稱 據點內容 環境教育課程內容 

館內 生命之樹 漂流木的利用 生命的延續與循環 

(立霧溪帶著漂流木至下流，

用別的形式再現) 

大河的故事 以河流的概念呈現人必須依附在 

自然中才能生存 

1、地形地貌的改變 

2、對環境要有尊重、

永續的態度與行為

山徑百年 以路的概念串聯太魯閣的歷史 

(太魯閣族遷移->日據時代治理->古道部落-> 

中橫開拓->景觀道路) 

人與太魯閣的歷史 

太魯閣人 台灣原住民分布 認識台灣原住民 

祖先們 狹義為太魯閣族人， 

廣義包含至今在此 

生活過的人們 

太魯閣戰役 1914 年對抗日人 

彩虹橋 織布(菱形代表祖靈之眼) 1、織布對太魯閣族女

生的重要性與彰顯

社會地位、 

2、死後回歸的意義越

過彩虹橋回到祖先存

在的地方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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館內 太魯閣生活史 太魯閣族重要生命歷程(遷移->出生-> 

紡織(女)->狩獵->編織(男)) 

認識太魯閣的文化 

現代生活 太魯閣族文化變遷 從過去到現在生活的

改變，對祖靈的敬畏與

對自然的尊重依舊不

變 

據點名稱：太管處遊客中心兒童環境教育館 (針對國小 1-6 年級，有較多遊戲讓孩子們自主學習) 

位置 據點名稱 據點內容 環境教育課程內容 

館內 草木皆兵 動物擬態 動物的保護色與隱身

術 

大地追蹤 透過觀察野外動物的生活痕跡來判斷

動物種類與習性 

適合高年級 

大自然的考驗 

小小解說員 

透過是非題回答來檢驗學習成效  

大自然的原色 觀看太魯閣四季的不同景色(視覺)  

展讀峽谷天書 透過岩生植物蘆竹種子的成長過程，

擬人化介紹大理石峽谷特殊的生態 

環境與生命奧妙。 

 

故事拓印拼圖 拓印 DIY(體驗)  

聆聽太魯閣 透過聽覺認識太魯閣的動物  

砂卡礑之石 小朋友寄回明信片與石頭，表示不帶

走自然實體的任何東西。 

人對待大自然的態度 

據點名稱：砂卡礑步道 

據點名稱 據點內容 環境教育課程內容 

入口處 步道入口解說牌 認識砂卡礑步道與砂卡礑溪 

1、砂卡礑溪匯入立霧溪的景色 

(溪水顏色的成因) 

2、對岸堆積層 

因兩溪上游地質的不同，使河流含量不

同，使得顏色不同(涇渭分明的會流口) 

1、該地區屬低海拔屬楠榕林帶 

2、熱帶性季節性雨林 

1、聯想居住在此的動植物 

2、溪流中有什麼兩棲類與魚類 

1、植被環境 

2、岩壁上的植物 

1、土壤為何->樹種 

2、陡峭岩層的植物(植物生存條件) 

沿途 台電發電廠用手挖掘的步道 砂卡礑步道是日據時期日本人所建，當時

興建此步道的原因，主要是為了發展立霧

溪的水力發電。 

雀榕  

大葉楠  

0.2km 伊亞峽谷 岩壁、連理枝、峽谷是人工開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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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5km 

(地點不適合

作解說) 

構樹(次生林)的演替狀況 10 年前有坍方，陽光照射，才會有構樹，

判斷構樹大小(白袍子、血桐、山黃麻)，未來會

被淘汰，耐陰性榕樹就會進來。 

樹葉的排水系統 

第一觀景台

(深潭小平台)* 

1、看砂卡礑溪流 

2、成熟的林相(青剛櫟、大葉楠) 

3、地質(岩石、礦物) 

1、河流方向(攻擊坡) 

2、石頭從哪來(崩落、上游帶下) 

0.35km 石壁植物(櫻花苧麻)  

第二觀景台 1、不同石頭、硬度不同致使被切割與 

侵蝕的狀況不同 

2、急流與水潭 

3、幹花榕 

4、岩壁蕨類 

5、可遠觀 V 型谷 

岩壁蕨類：卷柏、石葦、伏石蕨 

第三觀景台

* 

1、V 型谷遠觀(抬升與下切) 

2、茄冬(優勢種) 

連結教案 5/10 的循環圖 

 油桐 1、蜜腺(螞蟻吸蜜)-螞蟻與植物共生 

2、為早期經濟作物 

澀葉榕 蟲癭 

乾溪溝  

隧道入口前

的小崖壁 

1、皺褶 

2、稜果榕 

3、切石溝 

4、偃臥褶皺、鬆糕 

 

1km 山蘇種植區 原住民的經濟作物(國家公園與原住民的關係) 

第四觀景台 1、原有開放進溪谷，但現不開放 

2、褶皺地形 

3、斷層 

4、盲斷層 

 

1.1km 開闊河谷平坦地形  

 警報器 日據時代開鑿電廠所用 

第五觀景台 大平台 可安排吃飯或討論 

第六觀景台

(原觀魚台) 

1、藍綠藻 

2、平坦溪谷 

 

1.5km 展售

區 

五間屋(斯維奇) 原住民保留地 

展示區後河

床 

近距離至河床看褶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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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km 

(大水館前) 

1、立霧發電廠輸水管線 

2、褶皺 

此處的綠色大水管，是當年立霧發電廠引

立霧溪水發電所設，水管下方有 2-3 個碧綠

色大水潭，潭面下除了堆積的卵石之外，

也常有許多蝦虎平貼在石頭上，適合進行

水域研究調查。 

據點名稱：布洛灣台地 

據點名稱 據點內容 環境教育課程內容 

太魯閣 

工藝展示館 

生活文物(短鋤頭用於山坡地) 反映太魯閣族人生活環境、地質 

藤編、背籃、捕魚器  

史前文化  

環流丘步道

(步道長

300m，步行時

間 10 分) 

環流丘景觀公園石頭的環流丘形成解說

牌 

地形介紹(立霧溪->河道->淹塞湖->改道->形成台

地) 

光臘樹(低海拔樹種) 植物的生長環境與建材應用 

休憩涼亭 遠眺溪畔 上下游景觀的不同(石頭) 

峽谷遠眺  聽森林、溪流的聲音 

植物認識 無患子、地衣、九芎、山櫻花、台灣矢竹  

上台地竹林

步道(步道長

0.2km) 

熱帶季風雨林  

桂竹林 太魯閣族植物應用(建材、竹筒飯) 

夏蟬  

樹抱石 種子傳播 

根系纏勒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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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魯閣國家公園生態環境教育研習營行程表 (1/2)  (10 月 13 日 V2 版) 
 

 

時間 內容/地點 主持/主講 備註 

07:50-08:00 學員集合報到 @ 花蓮高中 張端雅/花蓮高中生物教師 

張淑美/花蓮女中生物老師 

陳曉玲/花蓮高中地理教師 

專車前往

08:00-08:40 搭車前往太魯閣遊客中心 

08:40-09:00 

開幕式致詞 @ 太魯閣遊客中心第一簡報室

曾偉宏/太魯閣國家公園管理處處長 
汪靜明/臺灣師範大學環境教育研究所教授 
劉瑩三/東華大學環境學院教授 

廖美菊/花蓮高中資深教師 

燕琍婷/中華生態資訊 

暨環境教育協會秘書長 

 

09:00-09:30 

影片觀賞 @ 太魯閣遊客中心第一簡報室 

片名：台灣瑰寶 (影片長度9分鐘) 

山水雲天 •太魯閣 (影片長度22分鐘) 

太魯閣國家公園管理處 

專業解說人員 

 

09:30-10:20 太魯閣國家公園地質知性之旅 
劉瑩三/ 
東華大學環境學院教授 

 

10:20-10:30 搭車前往砂卡礑步道 工作小組 專車前往

10:30-15:30 環境教育教案操作：砂卡礑的奇幻漂流  

•廖美菊老師 

•輔導教師：陳曉玲、張端雅 

張淑美 

•協同教學：太管處解說員 

•課程小組：中華生態環教協會 

•分3組 

•含午餐 

•水域調查 

15:30-15:40 搭車前往太魯閣遊客中心 工作小組 專車前往 

15:40-17:00 遊客中心生態遊憩館導覽 
太魯閣國家公園管理處 

專業解說人員 

 

17:00-17:10 搭車前往立霧客棧 check in 工作小組 專車前往 

17:10-17:40 住宿房間分配、整理行囊 @ 立霧客棧 工作小組  

17:40-19:00 晚餐 @ 藍藍餐廳 工作小組 步行前往 

19:00-20:00 環境教育的生態本事 @ 立霧客棧 
汪靜明/臺灣師範大學 

環境教育研究所教授 

 

20:00 導師時間 
輔導教師：陳曉玲、張端雅 

張淑美 
 

太魯閣國家公園生態環境教育研習營 

研習日期：2013 年 11 月 9 日 (週六) 
太魯閣國家公園 2013 
TAROKO NATIONAL PARK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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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魯閣國家公園生態環境教育研習營行程表 (2/2)  (10 月 13 日 V2 版) 

 

 

時間 內容 主持/主講 備註 

06:50-07:40 早餐、整理行囊 張淑美/花蓮女中生物老師  

07:40-08:00 前往布洛灣一燕子口步道 
太魯閣國家公園管理處 

專業解說人員 
專車前往

08:00-08:40 體驗布洛灣－燕子口步道 
輔導教師：陳曉玲、張端雅 

張淑美 
 

09:00-09:20 
影片觀賞 @ 布洛灣管理站簡報室 

片名：樂•太魯閣精華版(影片長度18分鐘) 
太魯閣國家公園管理處 

專業解說人員 

 

09:20-09:40 環流丘步道解說 
太魯閣國家公園管理處 

專業解說人員 
 

09:40-11:30 布洛灣向大自然學習 

•廖美菊老師 

•輔導教師：陳曉玲、張端雅 

張淑美  

•協同教學：太管處解說員 

•課程小組：中華生態環教協會 

 

11:30-12:00 搭車前往太魯閣環境教育中心 工作小組 專車前往

12:00-14:00 午餐、分組討論 @ 環境教育中心 陳曉玲/花蓮高中地理教師  

14:00-15:20 
小組環境教育迴響  
(抽籤決定順序，分6組，每組各10分鐘) 

張端雅/花蓮高中生物教師 
 

15:20-16:00 

綜合討論 

曾偉宏/太魯閣國家公園管理處處長 
汪靜明/臺灣師範大學環境教育研究所教授 
陳曉玲/花蓮高中地理老師 
張端雅/花蓮高中生物老師 
張淑美/花蓮女中生物老師 

燕琍婷/中華生態資訊 

暨環境教育協會秘書長 

 

16:00 賦歸 

張端雅/花蓮高中生物教師 

張淑美/花蓮女中生物老師 

陳曉玲/花蓮高中地理教師 

專車回程

備註：活動將依天候、現地狀況及講師時間等調整。

太魯閣國家公園生態環境教育研習營 

研習日期：2013 年 11 月 10 日 (週日) 

太魯閣國家公園 2013 
TAROKO NATIONAL P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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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魯閣國家公園生態環境教育研習營行程表 (雨天備案1/2) (10月13日V2版) 

 

 

時間 內容/地點 主持/主講 備註 

07:50-08:00 學員集合報到 @ 花蓮高中 張端雅/花蓮高中生物教師 

張淑美/花蓮女中生物老師 

陳曉玲/花蓮高中地理教師 

專車前往

08:00-08:40 搭車前往太魯閣遊客中心 

08:40-09:00 

開幕式致詞 @ 太魯閣遊客中心第一簡報室

曾偉宏/太魯閣國家公園管理處處長 
汪靜明/臺灣師範大學環境教育研究所教授 
劉瑩三/東華大學環境學院教授 

廖美菊/花蓮高中資深教師 

燕琍婷/中華生態資訊 

暨環境教育協會秘書長 

 

09:00-09:30 

影片觀賞 @ 太魯閣遊客中心第一簡報室 

片名：台灣瑰寶(影片長度9分鐘) 

山水雲天 •太魯閣 (影片長度22分鐘) 

太魯閣國家公園管理處 

專業解說人員 

 

09:30-10:20 太魯閣國家公園地質知性之旅 
劉瑩三/ 
東華大學環境學院教授 

 

10:20-10:30 搭車前往砂卡礑步道 工作小組 專車前往

10:30-15:30 環境教育教案操作：砂卡礑的奇幻漂流  

•廖美菊老師 

•輔導教師：陳曉玲、張端雅 

張淑美 

•協同教學：太管處解說員 

•課程小組：中華生態環教協會 

•分3組 

•含午餐 

•水域調查 

15:30-15:40 搭車前往太魯閣遊客中心 工作小組 專車前往 

15:40-17:00 遊客中心生態遊憩館導覽 
太魯閣國家公園管理處 

專業解說人員 

 

17:00-17:10 搭車前往立霧客棧 check in 工作小組 專車前往 

17:10-17:40 住宿房間分配、整理行囊 @ 立霧客棧 工作小組  

17:40-19:00 晚餐 @ 藍藍餐廳 工作小組 步行前往 

19:00-20:00 環境教育的生態本事 @ 立霧客棧 
汪靜明/臺灣師範大學 

環境教育研究所教授 

 

20:00 導師時間 
輔導教師：陳曉玲、張端雅 

張淑美 
 

太魯閣國家公園生態環境教育研習營 

研習日期：2013 年 11 月 9 日 (週六)  

太魯閣國家公園 2013 
TAROKO NATIONAL PARK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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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魯閣國家公園生態環境教育研習營行程表 (雨天備案2/2) (10月13日V2版) 

 

 

 

時間 內容 主持/主講 備註

06:50-07:40 早餐、整理行囊 張淑美/花蓮女中生物老師  

07:40-08:00 前往布洛灣管理站 
太魯閣國家公園管理處 

專業解說人員 
專車前往

08:00-09:00 
影片觀賞 @ 布洛灣管理站簡報室 

片名：樂•太魯閣完整版 (影片長度48分鐘) 
太魯閣國家公園管理處 

專業解說人員 
 

09:00-09:20 環流丘步道解說 
太魯閣國家公園管理處 

專業解說人員 
 

09:20-11:30 布洛灣向大自然學習 

•廖美菊老師 

•輔導教師：陳曉玲、張端雅 

張淑美  

•協同教學：太管處解說員 

•課程小組：中華生態環教協會 

 

11:30-12:00 搭車前往太魯閣環境教育中心 工作小組 專車前往

12:00-14:00 午餐、分組討論 @ 環境教育中心 陳曉玲/花蓮高中地理教師  

14:00-15:20 
小組環境教育迴響  
(抽籤決定順序，分6組，每組各10分鐘) 

張端雅/花蓮高中生物教師 
 

15:20-16:00 

綜合討論 
曾偉宏/太魯閣國家公園管理處處長 
汪靜明/臺灣師範大學環境教育研究所教授 
陳曉玲/花蓮高中地理老師 
張端雅/花蓮高中生物老師 
張淑美/花蓮女中生物老師 

燕琍婷/中華生態資訊 

暨環境教育協會秘書長 

 

16:00 賦歸 

張端雅/花蓮高中生物教師 

張淑美/花蓮女中生物老師 

陳曉玲/花蓮高中地理教師 

專車回程

備註：活動將依天候、現地狀況及講師時間等調整。 

 

太魯閣國家公園生態環境教育研習營 

研習日期：2013 年 11 月 10 日 (週日) 

太魯閣國家公園 2013 
TAROKO NATIONAL P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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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魯閣國家公園生態環境教育研習營行前通知 

一、依據與目的 

依據太魯閣國家公園管理處「太魯閣國家公園峽谷地質旅遊資源

調查及教案操作規劃」計畫辦理。透過太魯閣國家公園地質生態旅遊

及環境教育規範之教材教案，擴大太魯閣國家公園地質生態旅遊與環

境教育之推動。本計畫整合太魯閣國家公園管理處、花蓮高中、花蓮

女中等環境教育相關專業人員、設施場所、高中教育等資源，規劃高

中生參與式研究操作體驗營隊，以生態旅遊與環境教育核心價值為基

礎，採用高中教師與在地解說員協同教學方式，帶領營隊學員進行地

質景觀體驗及環境教育迴響等深度研習，作為後續太魯閣國家公園管

理處環境教育推廣之參考。 

本研習營鼓勵高中生背起綠色行囊，從學校走入國家公園，從靜

態的課本知識走入大自然的生命脈動中，讓學員們透過兩天一夜的研

習營，藉生態旅遊的方式落實學校的生態課程及環境教育，以對環境

友善的方式認識太魯閣國家公園，期待將太魯閣國家公園的豐富資源

以及環境教育的種子散播至各校園。 

二、辦理單位 

(一) 主辦單位：太魯閣國家公園管理處 

(二) 執行單位：社團法人中華生態資訊暨環境教育協會 

(三) 協辦單位：臺灣師範大學環境教育研究所、東華大學環境學院 

花蓮高中、花蓮女中 

三、對象： 花蓮地區高中生 

四、時間：2013 年 11 月 9 日(週六)至 10 日(週日)  

五、聯絡人：社團法人中華生態資訊暨環境教育協會 

燕琍婷秘書長(計畫主持人) 0927-156157； 

朱婉如助理         0972-331105。 

六、集合時間與地點 

集合時間 集合地點 交通方式 備註 

11/9 上午 7:50 花蓮高中民權路校門口 
(花蓮市民權路 42 號) 

巴士  

備註：請學員們統一在花蓮高中民權路校門口集合，若要自行前往者請提前告知。 

太魯閣國家公園 2013 
TAROKO NATIONAL P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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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太魯閣國家公園生態環境教育研習營行程表 (1/2) 

 

 

時間 內容/地點 主持/主講 備註 

07:50-08:00 學員集合報到 @ 花蓮高中 張端雅/花蓮高中生物教師 

張淑美/花蓮女中生物老師 

陳曉玲/花蓮高中地理教師 

專車前往

08:00-08:40 搭車前往太魯閣遊客中心 

08:40-09:00 

開幕式致詞 @ 太魯閣遊客中心第一簡報室

曾偉宏/太魯閣國家公園管理處處長 
汪靜明/臺灣師範大學環境教育研究所教授 
劉瑩三/東華大學環境學院教授 

廖美菊/花蓮高中資深教師 

燕琍婷/中華生態資訊 

暨環境教育協會秘書長 

 

09:00-09:30 

影片觀賞 @ 太魯閣遊客中心第一簡報室 

片名：台灣瑰寶 (影片長度9分鐘) 

山水雲天 •太魯閣 (影片長度22分鐘) 

太魯閣國家公園管理處 

專業解說人員 

 

09:30-10:20 太魯閣國家公園地質知性之旅 
劉瑩三/ 
東華大學環境學院教授 

 

10:20-10:30 搭車前往砂卡礑步道 工作小組 專車前往

10:30-15:30 環境教育教案操作：砂卡礑的奇幻漂流  

•廖美菊老師 

•輔導教師：陳曉玲、張端雅 

張淑美 

•協同教學：太管處解說員 

•課程小組：中華生態環教協會 

•分3組 

•含午餐 

•水域調查 

15:30-15:40 搭車前往太魯閣遊客中心 工作小組 專車前往 

15:40-17:00 遊客中心生態遊憩館導覽 
太魯閣國家公園管理處 

專業解說人員 

 

17:00-17:10 搭車前往立霧客棧 check in 工作小組 專車前往 

17:10-17:40 住宿房間分配、整理行囊 @ 立霧客棧 工作小組  

17:40-19:00 晚餐 @ 藍藍餐廳 工作小組 步行前往 

19:00-20:00 環境教育的生態本事 @ 立霧客棧 
汪靜明/臺灣師範大學 

環境教育研究所教授 

 

20:00 導師時間 
輔導教師：陳曉玲、張端雅 

張淑美 
 

太魯閣國家公園 2013 
TAROKO NATIONAL PARK 

太魯閣國家公園生態環境教育研習營 
研習日期：2013 年 11 月 9 日 (週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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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魯閣國家公園生態環境教育研習營行程表 (2/2) 

 

 

時間 內容 主持/主講 備註 

06:50-07:40 早餐、整理行囊 張淑美/花蓮女中生物老師  

07:40-08:00 前往布洛灣一燕子口步道 
太魯閣國家公園管理處 

專業解說人員 
專車前往

08:00-08:40 體驗布洛灣－燕子口步道 
輔導教師：陳曉玲、張端雅 

張淑美 
 

09:00-09:20 
影片觀賞 @ 布洛灣管理站簡報室 

片名：樂•太魯閣精華版(影片長度18分鐘) 
太魯閣國家公園管理處 

專業解說人員 

 

09:20-09:40 環流丘步道解說 
太魯閣國家公園管理處 

專業解說人員 
 

09:40-11:30 布洛灣向大自然學習 

•廖美菊老師 

•輔導教師：陳曉玲、張端雅 

張淑美  

•協同教學：太管處解說員 

•課程小組：中華生態環教協會

 

11:30-12:00 搭車前往太魯閣環境教育中心 工作小組 專車前往

12:00-14:00 午餐、分組討論 @ 環境教育中心 陳曉玲/花蓮高中地理教師  

14:00-15:20 
小組環境教育迴響  
(抽籤決定順序，分6組，每組各10分鐘) 

張端雅/花蓮高中生物教師 
 

15:20-16:00 

綜合討論 

曾偉宏/太魯閣國家公園管理處處長 
汪靜明/臺灣師範大學環境教育研究所教授 
陳曉玲/花蓮高中地理老師 
張端雅/花蓮高中生物老師 
張淑美/花蓮女中生物老師 

燕琍婷/中華生態資訊 

暨環境教育協會秘書長 

 

16:00 賦歸 

張端雅/花蓮高中生物教師 

張淑美/花蓮女中生物老師 

陳曉玲/花蓮高中地理教師 

專車回程

備註、活動將依天候、現地狀況及講師時間等調整

太魯閣國家公園 2013 
TAROKO NATIONAL PARK 

太魯閣國家公園生態環境教育研習營 
研習日期：2013 年 11 月 10 日 (週日) 



第二章 研究成果 

91 

太魯閣國家公園生態環境教育研習營行程表 (雨天備案 1/2) 

 

 

時間 內容/地點 主持/主講 備註 

07:50-08:00 學員集合報到 @ 花蓮高中 張端雅/花蓮高中生物教師 

張淑美/花蓮女中生物老師 

陳曉玲/花蓮高中地理教師 

專車前往

08:00-08:40 搭車前往太魯閣遊客中心 

08:40-09:00 

開幕式致詞 @ 太魯閣遊客中心第一簡報室

曾偉宏/太魯閣國家公園管理處處長 
汪靜明/臺灣師範大學環境教育研究所教授 
劉瑩三/東華大學環境學院教授 

廖美菊/花蓮高中資深教師 

燕琍婷/中華生態資訊 

暨環境教育協會秘書長 

 

09:00-09:30 

影片觀賞 @ 太魯閣遊客中心第一簡報室 

片名：台灣瑰寶(影片長度9分鐘) 

山水雲天 •太魯閣 (影片長度22分鐘) 

太魯閣國家公園管理處 

專業解說人員 

 

09:30-10:20 太魯閣國家公園地質知性之旅 
劉瑩三/ 
東華大學環境學院教授 

 

10:20-10:30 搭車前往砂卡礑步道 工作小組 專車前往

10:30-15:30 環境教育教案操作：砂卡礑的奇幻漂流  

•廖美菊老師 

•輔導教師：陳曉玲、張端雅 

張淑美 

•協同教學：太管處解說員 

•課程小組：中華生態環教協會 

•分3組 

•含午餐 

•水域調查 

15:30-15:40 搭車前往太魯閣遊客中心 工作小組 專車前往 

15:40-17:00 遊客中心生態遊憩館導覽 
太魯閣國家公園管理處 

專業解說人員 

 

17:00-17:10 搭車前往立霧客棧 check in 工作小組 專車前往 

17:10-17:40 住宿房間分配、整理行囊 @ 立霧客棧 工作小組  

17:40-19:00 晚餐 @ 藍藍餐廳 工作小組 步行前往 

19:00-20:00 環境教育的生態本事 @ 立霧客棧 
汪靜明/臺灣師範大學 

環境教育研究所教授 

 

20:00 導師時間 
輔導教師：陳曉玲、張端雅 

張淑美 
 

太魯閣國家公園 2013 
TAROKO NATIONAL PARK 

太魯閣國家公園生態環境教育研習營 
研習日期：2013 年 11 月 9 日 (週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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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魯閣國家公園生態環境教育研習營行程表 (雨天備案 2/2) 

 

 

時間 內容 主持/主講 備註

06:50-07:40 早餐、整理行囊 張淑美/花蓮女中生物老師  

07:40-08:00 前往布洛灣管理站 
太魯閣國家公園管理處 

專業解說人員 
專車前往

08:00-09:00 
影片觀賞 @ 布洛灣管理站簡報室 

片名：樂•太魯閣完整版 (影片長度48分鐘) 

太魯閣國家公園管理處 

專業解說人員 
 

09:00-09:20 環流丘步道解說 
太魯閣國家公園管理處 

專業解說人員 
 

09:20-11:30 布洛灣向大自然學習 

•廖美菊老師 

•輔導教師：陳曉玲、張端雅 

張淑美  

•協同教學：太管處解說員 

•課程小組：中華生態環教協會 

 

11:30-12:00 搭車前往太魯閣環境教育中心 工作小組 專車前往

12:00-14:00 午餐、分組討論 @ 環境教育中心 陳曉玲/花蓮高中地理教師  

14:00-15:20 
小組環境教育迴響  
(抽籤決定順序，分6組，每組各10分鐘) 

張端雅/花蓮高中生物教師  

15:20-16:00 

綜合討論 

曾偉宏/太魯閣國家公園管理處處長 
汪靜明/臺灣師範大學環境教育研究所教授 
陳曉玲/花蓮高中地理老師 
張端雅/花蓮高中生物老師 
張淑美/花蓮女中生物老師 

燕琍婷/中華生態資訊 

暨環境教育協會秘書長 
 

16:00 賦歸 

張端雅/花蓮高中生物教師 

張淑美/花蓮女中生物老師 

陳曉玲/花蓮高中地理教師 

專車回程

備註、活動將依天候、現地狀況及講師時間等調整 

太魯閣國家公園 2013 
TAROKO NATIONAL PARK 

太魯閣國家公園生態環境教育研習營 
研習日期：2013 年 11 月 10 日 (週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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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活動注意事項 

(一) 太魯閣國家公園生態環境教育營隊活動規範 

1、請遵守太魯閣國家公園的規定。 

2、戶外地區難免有危險處或天然災害，請小心安全並為個人行為負責。 

3、過程中如果遇到緊急狀況，請馬上告知老師、解說員或工作人員。 

4、要愛護當地環境，並尊重當地居民的風俗文化。 

5、請走在已規劃的步道上，並且不要餵食野生動物，不要攀折植物。 

6、砂卡礑溪水湍急不穩定，禁止游泳。 

7、不強闖非車行或人行道路。 

8、在自然中不大聲喧嘩。 

9、打開你的眼、耳、鼻、心等感官，放開心胸與大自然交流。 

10、除了攝影，什麼也不取；除了足跡，什麼也不留。 

 

(二) 個人注意事項 

1、營參與本研習學員、教師們，將由中華生態資訊暨環境教育協會為辦理保險。 

2、請穿著適合戶外活動的衣、鞋。 

3、個人攜帶物品如下： 

換洗衣物 3 套、雨衣、雨傘、背包、水壺、帽子、行動糧、環保餐具、 

盥洗用品、文具、健保卡、身分證、個人藥品、相機(個人紀錄用)、 

電腦(小組討論用)。 

4、活動若遇雨天，視情況採雨天備案；若遇天災或不可抗力之因素， 

將視情況取消活動或擇期辦理。 

5、學員請於 11/9 上午 7:50 於花蓮高中民權路校門口集合上車。 

6、請遵守太魯閣國家公園營隊活動規範。 

7、本營隊會發放學員手冊，作為學生們活動參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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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學員名單 

課程分組 學校 姓名 年級 性別 電話 房間 葷素 備註

第 1 組 

陳曉玲老師 

花中 汪弘凱 高一 男  

6 

人 

房 

A 

葷  

花中 魏聖城 高一 男  葷  

花中 江承軒 高一 男  葷  

花中 徐子耘 高一 男  葷  

海星 吳恩瑋 高二 男  葷  

花中 陳淯棋 高一 男  葷  

第 2 組 

張端雅老師 

花中 孫銘彥 高一 男  
6 

人 

房 

B 

葷  

花中 許家維 高一 男  葷  

花中 陳達生 高一 男  葷  

花中 黃丞斌 高一 男  葷  

花中 劉亞倫 高一 男  葷  

第 3 組 

張淑美老師 

花女 陳 昕 高一 女  

6 

人 

房 

C 

素  

花女 李則希 高一 女  葷  

花女 陳嘉耘 高一 女  葷  

花女 張雅淇 高一 女  葷  

花女 施詠眞 高一 女  葷  

花女 凌芳慈 高一 女  葷  
註：因考量個資法，有關學員電話欄位已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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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太魯閣國家公園生態環境教育研習營 

研習交流紀錄 

壹、研習時間：102 年 11 月 9 日(六)- 11 月 10 日(日) 

貳、研習地點：太魯閣國家公園遊客中心、砂卡礑步道、布洛灣台地、 

環境教育中心 

參、依據與目的 

依據太魯閣國家公園管理處「太魯閣國家公園峽谷地質旅遊資源調查

及教案操作規劃」計畫辦理。透過太魯閣國家公園地質生態旅遊及環境教

育規範之教材教案，擴大太魯閣國家公園地質生態旅遊與環境教育之推

動。本計畫整合太魯閣國家公園管理處、花蓮高中、花蓮女中等環境教育

相關專業人員、設施場所、高中教育等資源，規劃高中生參與式研究操作

體驗營隊，以生態旅遊與環境教育核心價值為基礎，採用高中教師與在地

解說員協同教學方式，帶領營隊學員進行地質景觀體驗及環境教育迴響等

深度研習，作為後續太魯閣國家公園管理處環境教育推廣之參考。 

本研習營鼓勵高中生背起綠色行囊，從學校走入國家公園，從靜態的

課本知識走入大自然的生命脈動中，讓學員們透過兩天一夜的研習營，藉

生態旅遊的方式落實學校的生態課程及環境教育，以對環境友善的方式認

識太魯閣國家公園，期待將太魯閣國家公園的豐富資源以及環境教育的種

子散播至各校園。 

肆、辦理單位 

一、主辦單位：太魯閣國家公園管理處 

二、執行單位：社團法人中華生態資訊暨環境教育協會 

三、協辦單位：臺灣師範大學環境教育研究所、東華大學環境學院 

花蓮高中、花蓮女中 

伍、研習學員：花蓮地區高中生 

陸、研習營摘要



太魯閣國家公園峽谷地質旅遊資源調查及教案操作規劃 

96 

一、11 月 9 日上午開幕式：主持人發言  

․燕琍婷秘書長/中華生態資訊暨環境教育協會 

曾偉宏處長、劉瑩三教授、廖美菊老師、汪靜明

教授，各位參與研習營的老師與學員們，大家早安！ 

歡迎大家來到太魯閣國家公園，這裡擁有世界級

的地質景觀，是我們台灣非常珍貴的地理資源寶庫。

台灣在兩年前開始實施環境教育法，是世界上第六個

有這個法令的國家。 

今天我們舉辦這個研習營，主要是希望透過幾位地質、地理、生物專業

背景的老師，還有我們太魯閣國家公園專業解說員與志工的帶領，透過他們

的引導與帶領，希望讓大家探索、了解、保育太魯閣國家公園的豐富地理景

觀資源，也希望能融入後續教育與學習的歷程中。祝福各位學員在兩天一夜

的研習營中能有豐富的收穫！ 

 

二、11 月 9 日上午開幕式：致詞 

․曾偉宏處長/太魯閣國家公園管理處 

今天非常歡迎大家來，感激廖美菊老師給予諸多

建議，感謝業務主要推手臺灣師範大學環境教育研究

所汪靜明教授，東華大學環境學院劉瑩三教授，在地

質方面有非常專業的見解與學問可以讓學員們學

習。謝謝花蓮女中、花蓮高中的老師以及未來的主人

翁（17 位學員）的參加，也謝謝太管處同仁的協助。 

我很喜歡這個活動，其中有一句話很感動我，背起你的綠背包/行囊。這

綠色背包裏面有很多寶藏，有岩石、動植物，整個生物多樣性就像好萊塢電

影一樣，必須要有人性在裡面。預祝兩天一夜的研習營成功，祝福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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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靜明教授/臺灣師範大學環境教育研究所 

太魯閣國家公園曾偉宏處長、東華大學劉瑩三教

授、我的同班同學廖美菊老師，以及各位參與活動的

各位，大家好！ 

在人生的歲月中，甚麼時候相逢你不知道，在民

國 64 年我跟廖美菊老師同班同學，這麼多年下來，

他在東部深耕多年，而我跟曾偉宏處長認識許久，人生就像水石會激盪許多

水花，而劉瑩三教授坐鎮在東部，擁有地質專業經驗。這次研習營結合曾偉

宏處長、廖美菊老師與劉瑩三教授多面向的在地資源，相信對學員們來說，

這會是人生裡面的高峰經驗。 

在此，謝謝太管處的多方協助，曾偉宏處長非常用心，與太管處同仁們

（保育課、解說課）經歷多次討論；而廖美菊老師與花蓮高中陳曉玲老師、

花蓮高中張端雅老師、花蓮女中張淑美老師多次討論課程內融，並與太管處

解說員做實務操作。這次活動非常謝謝太管處幕後許多推手的幫忙，我相信

學員們也會有豐富的收穫，研習營也將頒發證書，希望能讓同學們有很好的

太魯閣環境教育回憶。 

 

․劉瑩三教授/東華大學環境學院  

曾偉宏處長、汪靜明教授、廖美菊老師，以及

各位年輕的夥伴，大家早！很歡迎大家來參加這

次研習營，各位都是在地的高中生，應該有非常

多的機會與大自然接觸，我們應該用心了解大自

然的運作，了解太魯閣國家公園地質景觀之美。

在等下的課程中，我將為大家介紹太魯閣國家公

園地質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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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美菊教師/花蓮高中 

曾偉宏處長、劉瑩三教授、我的同學汪靜明教

授，各位同學大家早！大家知道你們為什麼有機會

參加這個研習營嗎？ 

1、一般來說，國家公園辦理生態環境教育活動對

象多是小學生，高中生的機會其實非常少，太

管處這次願意提供資源，這在台灣非常少見的。 

2、我要提醒各位學員，你們的老師願意把你們帶出教室到大自然學習，是

希望你們能獲得與大自然的相處經驗，你們一定要好好珍惜。 

3、你們站在生命的時間點上，高中是從具體思考走向抽象思考的轉折時期，

這時候經歷愈豐富，你們未來的格局就會愈大，我們花蓮真的是得天獨

厚，擁有許多自然及人文資源，希望你們能善用身在花蓮的資源。 

4、同學們要知道並遵守國家公園相關規定，打開你的心去接觸。高中的生

命是最有活力的，希望你們好好把握這兩天一夜的活動經驗。謝謝！ 

 

 



第二章 研究成果 

99 

三、11 月 9 日上午開幕式：頒發教師感謝狀 

 

 

 

 

 

 

 

 

 

四、11 月 9 日上午演講：太魯閣國家公園地質知性之旅 

主講人：劉瑩三教授/東華大學環境學院 

劉教授進行演講 
 

 簡報封面 

太魯閣國家公園地質環境教育 太魯閣峽谷的形成史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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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11 月 9 日下午教案操作：砂卡礑的奇幻漂流(1/2)  

 
學員們至砂卡礑步道入口處 
 

廖美菊老師講解 

 
張端雅老師解說生物岩壁植物 
 

陳曉玲老師指導學生 

張淑美老師引導學生觀察蕨類植物 
 

分組進行小組觀察 

學生進行地質討論 
 

學員進行地質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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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11 月 9 日下午教案操作：砂卡礑的奇幻漂流(2/2) 

太管處高佽技士介紹水域調查方式 
 

 
學員隨太管處志工檢視水域生物調查成果 

學員隨太管處志工檢視水域生物調查成果

 

學員們將陷阱內的生物放生 
 

學員在砂卡礑溪旁進行寫生 

學員們於砂卡礑溪的體驗 
 

學員們於砂卡礑溪的體驗 

水域生物調查成果豐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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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11 月 9 日下午遊客中心導覽  

學員們學習太魯閣族舞蹈 
 

學員們學習太魯閣族舞蹈 

學員們學習太魯閣族舞蹈 
 

學員們參與遊客中心人與自然館導覽 
 

學員們參與遊客中心人與自然館導覽 

 
人與自然共存之道 

 人與自然館入口處 人與自然館一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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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11 月 9 日夜晚課程：環境教育的生態本事 

主講人：汪靜明教授/臺灣師範大學環境教育研究所 

 
汪靜明教授進行演講 

 

 
汪教授分享為研習營所創作的詩文， 

鼓勵學員們用情境方式表達感受。 

汪教授分享創作詩文「時空之間」 
 

 
汪教授分享創作詩文「生態本事」 

學員們聆聽何謂生態本事  
 

汪教授引領學員們體會生態本事 

 

汪教授分享砂卡礑步道體驗的攝影作品

 
學員們看見汪教授攝影作品後的熱烈迴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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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11 月 10 日上午戶外體驗：布洛灣向大自然學習 

 
太管處解說員引領學員認識布洛灣 

 
環流丘步道導覽解說 

 學員的昆蟲影像紀錄 
 

 
學員探索布洛灣的生態世界 

學員設計解說牌 

 

 
 學員畫出解說牌 

 

 
廖美菊老師與學員的生態對話  學員們在布洛灣草皮上的生態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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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11 月 10 日下午討論時間：小組討論及環境教育迴響(1/2) 

 
小組討論迴響方式 

 

 
挑選小組活動照片 

 
小組討論簡報 

 

 
學員製作簡報 

 
第一組分享創作詩文 
 

 
第一組分享解說牌設計理念 

 
第二組回饋參與活動心得 

 

 
第二組分享解說牌設計理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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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11 月 10 日下午討論時間：小組討論及環境教育迴響(2/2) 

 
第三組分享參與活動心得 

 

 
第三組分享解說牌設計理念 

 
第四組分享詩文創作 

 

 
第四組分享解說牌設計理念 
 

 
第五組分享創作詩文 

 

 
第五組分享解說牌設計理念 

 

 
第六組分享詩文創作 

 

 
第六組分享解說牌設計理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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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綜合討論 

 
 

 
汪靜明教授分享環境教育迴響心得 

 
陳俊山課長分享環境教育迴響心得 

 
張端雅老師分享環境教育迴響心得 

 

 
陳曉玲老師分享環境教育迴響心得 

 
張淑美老師分享環境教育迴響心得 
 

 
學員熱烈回應老師的分享 

 
綜合討論 全體於環境教育中心前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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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規劃太魯閣國家公園深度生態旅遊環境教育手冊 

在本工作項目中，手冊的使用對象是參與生態環境教育研習營之

學員，規劃內容(表 2-10)主要以生態旅遊與環境教育核心價值為基礎，

期望讓參與生態環境教育研習營的學員，提升對環境的覺知與敏感

度、提升環境概念知識、加強環境倫理與價值觀，以及培養環境教育

行動技能與累積行動經驗。 

表 2-10 太魯閣國家公園生態環境教育研習營學員手冊規劃內容 

規劃 

構想 

1、以砂卡礑步道及布洛灣台地(戶外教學解說場所)的環境教育資源為

主軸，以「旅程」作為開端，引導學員們運用五感一心（視、聽、

嗅、味、觸及心理感受）與太魯閣國家公園進行情意互動，鼓勵學員

紀錄自己對研習營的期待、參與的感受、以及結束後的環境教

育迴響。 

2、運用提問的方式，引導學員對環境資源進行觀察與探索，不僅

訓練學生的觀察能力，更能提升學生對自然生態與知識的連結

能力。 

3、手冊紙張選用咖啡色的牛皮紙，象徵學員們翻開大地這本書，

透過在自然中的閱讀，紀錄自身與大自然相處的回憶。 

用途 
規劃太魯閣國家公園生態環境教育研習營學員手冊，作為太魯閣國

家公園辦理高中生研習營之參考。 

效益 

1、提升學員對太魯閣國家公園環境教育的覺知、敏感度、知識。

2、加強學員的環境倫理與價值觀。 

3、培養環境教育行動技能與累積行動經驗。 

影像 手冊影像呈現砂卡礑步道及布洛灣台地具有環境教育特色之資源。

規格 尺寸：A5 或 32K(14.8cm*21cm)。紙張：牛皮紙。 

 

手冊封面以推開砂卡礑步道大門為意象，象徵學員推開「砂卡礑

的奇幻漂流」課程學習大門，搭配砂卡礑步道及布洛灣台地為主軸的

詩文，希望學員能透過生態環境教育研習營，獲得滿滿的生態環境教

育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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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手冊內文設計上，強調每位學員都是手冊的主人，拿一本手冊，

走一趟太魯閣，體驗這難得一次的地質生態體驗。在基礎資訊的部分，

學員們透過手冊可瞭解研習營的由來、兩天一夜的安排，認識夥伴，

營隊守則、食宿及緊急醫療等資訊。 

在自我學習部分，透過開放式問題探索與瞭解砂卡礑步道及布洛

灣台地的環境教育資源，鼓勵並引導學員們透過視覺、聽覺、嗅覺、

味覺、觸覺及打開心，進行自我與看見別人的生態體會。 

手冊也設計「隨筆」數頁，讓學員們自由發揮（寫/畫）自己所遇

見的太魯閣國家公園。手冊封底則是以腳印象徵學員透過參與生態環

境教育研習營，累積太魯閣國家公園地質環境教育的經驗，並朝向環

境教育新(心)步伐邁進（參圖 2-17、附錄十一）。 

 
圖 2-17 太魯閣國家公園生態環境教育研習營學員手冊(汪靜明，2013，本研究歸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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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結論與建議 

第一節 結論 

1、有關生態旅遊景點環境教育資源清冊之建立，本研究以太魯閣遊憩

帶與天祥遊憩帶為主，彙整各景點的自然資源、人文資源、環境教

育資源、服務設施、地理景觀登錄狀況，以及專家顧問會議之建議，

作為規劃戶外教學解說場所之參考。 

2、有關生態環境教育研習營的據點，本研究經由多次專家顧問會議、

工作會議、相關文獻資料彙整分析等方式，考量安全性、承載量、

環境教育資源（兼具自然與人文)等因素，遴選出砂卡礑步道及布洛

灣台地作為戶外教學場所。 

3、經本研究彙整相關資料發現，歷年來太魯閣國家公園環境教育教案

的對象主要是國小學童，針對高中的教案較少，因此本研究針對花

蓮高中生，結合花蓮在地教學與環境教育資源，規劃生態環境教育

研習營，協助花蓮地區高中生透過在地資源進行地質環境教育理論

與實務的學習。 

4、在本次生態環境教育研習營當中，本研究以生態旅遊之核心價值為

主，融入研習營當中的食、住、行、環境教育及體驗活動，並將遊

程需串連該地區之點、線、面也融入其中。有觀點的據點包含：砂

卡礑步道、布洛灣台地、遊客中心、環境教育中心；線性包含砂卡

礑步道、各據點的串連安排，以及面（太魯閣遊憩帶）的規劃。 

5、有關教案「砂卡礑的奇幻漂流」，藉由輔導教師與太魯閣國家公園

解說員的協同教學，已建立環境教育教案之示範模組。其中，太管

處所安排的水域生物調查，更提升教案之完整性，讓學員藉由生態

體驗提升個人環境教育知識與技能。 

6、本研習營匯集太魯閣國家公園環境教育與行政資源、花蓮在地教學

資源（東華大學環境學院、花蓮高中、花蓮女中），以及中華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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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暨環境教育協會多年來環境教育教案規劃與操作實務經驗，協

助太魯閣國家公園發揮環境教育設施場所之角色。 

7、在學員部分，高中是人生從具體思考走向抽象的重要時期，學員參

與生態環境教育研習營，將有助於獲得人生的高峰經驗與增加與在

地情感之連結。 

8、在教學資源部分，透過研習營促使花蓮高中、花蓮女中、東華大學

環境學院與太魯閣國家公園之間的良性互動，增進太魯閣國家公園

推廣環境教育之夥伴關係。 

9、透過本次辦理生態環境教育研習營，充分展現太魯閣國家公園團隊

(各行政課室)的專業與行政效率，也建立太魯閣國家公園與協會、

在地學校之合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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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一)立即可行之建議 

主辦機關：內政部營建署 

協辦機關：太魯閣國家公園管理處 

工作項目一：太魯閣國家公園生態旅遊景點環境教育資源文獻回顧及 

彙整分析 

1、有關生態旅遊景點環境教育資源清冊，後續可針對合歡山遊憩帶與

鄰近地區進行彙整，作為太魯閣國家公園環境教育戶外解說場所的

遴選參考。 

工作項目二：太魯閣國家公園園區不同路線生態旅遊遊程及教案操作規劃 

1、日後在不同路線生態旅遊遊程及環境教育教案規劃，可選擇其他兼

具自然、人文、地質景觀資源之據點（如天祥、西寶）進行規劃。 

2、未來教案在課程概念連結部分，建議加入正規課程內容之能力指

標，作為教學之檢核，以期將環境教育與課程教育緊密結合，增加

學習效率，避免教師教學時數不夠之情形。有關諮詢指導者(如太魯

閣國家公園管理處)所提供之實務經驗，未來可彙整成「教學建議」

或「教學指引」，作為教師在教學策略與方法之參考。 

工作項目三：辦理太魯閣國家公園生態旅遊實際操作工作 

1、為強化太魯閣國家公園環境教育設施場所功能，可持續辦理以高中

生為主的生態環境教育研習營。 

2、參與本次研習營之學員，可作為下次研習營的輔導員，將自身經驗

傳承分享，協助太魯閣國家公園高中環境教育之推廣。 

(二)中長期建議 

主辦機關：內政部營建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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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辦機關：太魯閣國家公園管理處 

工作項目三：辦理太魯閣國家公園生態旅遊實際操作工作 

1、本次考量安全、經費、人力等因素，優先以高中生為示範教學，

日後可針對國中生推出適宜之環境教育教案，使太魯閣國家公園

環境教育教案更臻完善。 

2、有關布洛灣環流丘自導式學習活動，後續若能將學生製作後的解說

牌，應用於國家公園中，對學生來說，能因實質參與國家公園解說

牌製作，強化學生對國家公園的地方情感，並將環境教育逐步落實

在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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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 太魯閣國家公園相關計畫彙整表 
太魯閣國家公園步道系統相關計畫彙整表 

步道 
系統 

步道名稱 
步道
調查

地理景觀
登錄 

相關計畫資料 

景 
觀 
型 
步 
道 

和仁步道 ˅  

太魯閣國家公園管理處。2013。太魯閣國家公園計畫(第三次通盤檢
討)計畫書(草案)。 

劉瑩三、許文昌。2012。蘇花海岸生態系環境監測暨承載量。 
張惠珠、方偉宇、張鈞惠、楊佳津。2010。代表性生態系經營管理之

蘇花海岸生態系長期生態研究網計畫(二)-稀有及瀕危植物保育
措施評估。 

林晏州。2005。太魯閣國家公園園區生態旅遊整體規劃研究。 
張惠珠。2002。禁採補償之礦區資源復育監測計畫。 
張惠珠、徐國士、陳添財、廖茂州、葉季侖、蔡淑惠。2004。太魯閣

國家公園低海拔地區植物永久樣區監測計畫。 
李瑞宗。2002。蘇花公路沿線植物資源調查暨植物解說文稿。 
張惠珠。2002。蘇花公路沿線動物資源調查暨動物解說文稿。 
王世鼎、陳顯榮。2002。太魯閣國家公園攀岩場之規劃與設計。  
孫麗珠、游登良、黃立明。1994。太魯閣國家公園戶外解說設施計畫。
劉小如。1990。太魯閣國家公園烏頭翁及白頭翁之分佈調查。 
欣境工程顧問公司。1990。太魯閣國家公園蘇花公路和仁至太魯閣段

整體規劃。 

崇德步道 ˅  

太魯閣國家公園管理處。2013。太魯閣國家公園計畫(第三次通盤檢
討)計畫書(草案)。 

劉瑩三、許文昌。2012。蘇花海岸生態系環境監測暨承載量。 
李英弘、曾永平、許義忠。2010。國際遊客於太魯閣國家公園遊憩體

驗內涵之研究。 
劉益昌、鍾國風。2009。立霧溪流域人文發展之研究(二)。  
劉益昌、鍾國風、林美智。2008。立霧溪流域人文發展之研究。 
劉益昌、王淑津、鍾國風、林美智、柯森萍。2007。原住民文化與國

家公園永續經營之研究：太魯閣立霧溪流域人文活動之研究。 
林晏州。2005。太魯閣國家公園園區生態旅遊整體規劃研究。 
林晏州。2005。太魯閣國家公園崇德環境景觀整體規劃。 
劉嘉卿、王相華、許真綺、廖佩涵、林君儀。2005。太魯閣國家公園

外來植物分佈、播遷機制與衝擊評估。 
孫麗珠、游登良、黃立明。2004。太魯閣國家公園戶外解說設施計畫。
郭瓊瑩。2002。太魯閣國家公園東部入口崇德地區發展規劃。 
李瑞宗。2002。蘇花公路沿線植物資源調查暨植物解說文稿。 
張惠珠。2002。蘇花公路沿線動物資源調查暨動物解說文稿。   
王世鼎、陳顯榮。2002。太魯閣國家公園攀岩場之規劃與設計。  
鄒月娥。2001。東賽德克人之狩獵文化與國家公園經營管理。   
楊南郡、楊南郡、鄭安晞、王素娥、吳永華、陳永龍、唐先恆、林學

聖、賴明佑、金尚德、吳秀緞。2000。清代北路(蘇花古道)調查
研究報告。 

陳宏宇、謝順隆。1993。太魯閣國家公園崩塌地之調查及處理之研究。
劉小如。1990。太魯閣國家公園烏頭翁及白頭翁之分佈調查。 
欣境工程顧問公司。1990。太魯閣國家公園蘇花公路和仁至太魯閣段

整體規劃。 

太魯閣 
台地步道 

˅  

太魯閣國家公園管理處。2013。太魯閣國家公園計畫(第三次通盤檢
討)計畫書(草案)。 

鄒月娥。2011。東賽德克人之狩獵文化與國家公園經營管理。 
郭育任。2004。太魯閣國家公園中橫沿線峽谷段景點調查及解說系統

規劃。 
郭育任、黃瓊慧、鄭燿忠、陳欣怡、鄭宜芳。2004。太魯閣國家公園

中橫沿線景點調查及解說系統規劃。 
林晏州。2003。太魯閣國家公園生態旅遊細部規劃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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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魯閣國家公園步道系統相關計畫彙整表 

步道 
系統 

步道名稱 
步道
調查

地理景觀
登錄 

相關計畫資料 

景 
觀 
型 
步 
道 

砂卡礑 
步道 

˅ 
˅, 
砂卡礑 
溪谷 

吳品賢、宋秉明。2012。國人對於太魯閣國家公園管理處目前處理落
石方案之態度與建議分析－以燕子口及砂卡礑的旅客為對象。 

林晏州。2012。太魯閣峽谷遊憩衝擊管理監測計畫(一)。 
許文昌、許義忠。2011。農業用地生態復育計畫第二期-砂卡礑區環

境監測計畫。 
廖孟儀。2010。太魯閣國家公園遊客遊憩滿意度調查成果報告書。 
翁慶豐。2010。太魯閣國家公園生態系經營指標物種遺傳物質分析計

畫。  
李英弘、曾永平、許義忠。2010。國際遊客於太魯閣國家公園遊憩體

驗內涵之研究。 
許義忠。2010。精進太魯閣國家公園服務效能之研究。 
廖孟儀。2009。太魯閣國家公園遊客遊憩滿意度調查成果報告書。 
劉瑩三。2009。太魯閣峽谷景觀發育歷史研究及美質地景監測計畫第

一期。 
郭育任。2008。太魯閣國家公園峽谷段轉運系統民意調查和營運機制

規劃。 
郭育任。2007。太魯閣國家公園峽谷段聯外交通、旅遊模式調查及可

行性評估。 
楊懿如、施心翊、方雅芬、黃榮千。2006。太魯閣國家公園兩棲類調

查及監測計畫。 
楊懿如、黃國靖、施心翊、方雅芬、黃榮千、張育菁、魏香瑜。2005。

太魯閣國家公園兩棲類及水棲昆蟲調查及監測計畫。 
林曜松、蘇霩靄、盧堅富、莊鈴川。2005。太魯閣國家公園中低海拔

地區動物資源動態調查研究及資料庫建立。 
林晏州。2005。太魯閣國家公園園區生態旅遊整體規劃研究。 
李光中。2004。太魯閣國家公園砂卡礑及大禮大同社區生態旅遊行動

計畫之研究 
郭育任。2004。太魯閣國家公園中橫沿線峽谷段景點調查及解說系統

規劃。 
林晏州。2003。太魯閣國家公園生態旅遊細部規劃案。 

布洛灣－
燕子口 

步道 
˅  

太魯閣國家公園管理處。2013。太魯閣國家公園計畫(第三次通盤檢
討)計畫書(草案)。 

廖孟儀。2011。太魯閣國家公園遊客遊憩滿意度調查。 
廖孟儀。2010。太魯閣國家公園遊客遊憩滿意度調查成果報告書。 
溫華霞、夏禹九、楊懿如。2010。太魯閣國家公園莫氏樹蛙生殖及生

態學研究。 
蔡雯嘉、楊懿如。2010。太魯閣國家公園不同海拔莫氏樹蛙族群生活

史之比較。 
李英弘、曾永平、許義忠。2010。國際遊客於太魯閣國家公園遊憩體

驗內涵之研究。  
翁慶豐。2009。太魯閣國家公園珍稀及指標物種研究與復育計畫第一

期兩棲爬蟲類基因條碼建立及多樣性分析。   
許義忠、梁宇暉、劉吉川。2009。遊客對太魯閣峽谷喜好與厭惡問題

探討分析第一期。 
劉威麟、徐國士。2009。太魯閣國家公園青剛櫟族群生態之研究。 
李瑞宗。2008。錐麓古道沿線聚落暨建築之調查研究。  
郭育任。2008。太魯閣國家公園峽谷段轉運系統民意調查和營運機制

規劃。  
楊懿如。2006。太魯閣國家公園兩棲類調查及監測計畫。  
徐國士、陳紫娥、陳添財、姜聖華、李莉莉、胡斐媛。2006。太魯閣

國家公園中低海拔生態環境變遷之研究。  
劉嘉卿、王相華、許真綺、廖佩涵、林君儀。2005。太魯閣國家公園

外來植物分佈、播遷機制與衝擊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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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魯閣國家公園步道系統相關計畫彙整表 

步道 
系統 

步道名稱 
步道
調查

地理景觀
登錄 

相關計畫資料 

景 
觀 
型 
步 
道 

布洛灣－
燕子口 
步道 

˅  

林晏州。2005。太魯閣國家公園園區生態旅遊整體規劃研究。 
林曜松、蘇霩靄、盧堅富、莊鈴川。2005。太魯閣國家公園中低海拔

地區動物資源動態調查研究及資料庫建立。  
黃文卿。2004。太魯閣國家公園布洛灣遊憩區之使用後評估。 
張瑞津。2000。立霧溪人工壩體對地質地形及地理景觀之影響。  
郭育任。2004。太魯閣國家公園中橫沿線峽谷段景點調查及解說系統

規劃。 
林晏州。2003。太魯閣國家公園生態旅遊細部規劃案。 
楊平世、賴郁雯、鄭明倫。1999。太魯閣國家公園螢火蟲相調查。 
孫麗珠、游登良、黃立明。2004。太魯閣國家公園戶外解說設施計畫。
楊遠波、張惠珠。2002。太魯閣國家公園植物永久樣區之規劃。  
王執明。2002。太魯閣國家公園地質現象之調查及永久觀測站之規劃。
陳仲玉。1990。布洛灣泰雅族文化展示館規劃。  
劉益昌。1988。太魯閣國家公園布洛灣遺址第一次發掘報告。  
陳仲玉、邱敏勇、楊淑玲。1987。太魯閣國家公園人文史蹟調查。 

燕子口 
步道 

˅  

太魯閣國家公園管理處。2013。太魯閣國家公園計畫(第三次通盤檢
討)計畫書(草案)。 

林晏州。2012。太魯閣峽谷遊憩衝擊管理監測計畫(一)。 
吳品賢、宋秉明。2012。國人對於太魯閣國家公園管理處目前處理落

石方案之態度與建議分析－以燕子口及砂卡礑的旅客為對象。 
陳伯銘、宋秉明。2012。太魯閣國家公園燕子口步道社會擁擠度與遊

客滿意度之關係。  
廖孟儀。2011。太魯閣國家公園遊客遊憩滿意度調查。 
許義忠。2011。團客擴增對遊客體驗與資源保育之管理與監測計畫。
劉瑩三、顏君毅、莊世仁、謝祥博。2011。代表性生態系之峽谷生態

系長期生態研究網計畫第三期。 
廖孟儀。2010。太魯閣國家公園遊客遊憩滿意度調查成果報告書。 
李英弘、曾永平、許義忠。2010。國際遊客於太魯閣國家公園遊憩體

驗內涵之研究。 
張石角、吳素慧。2009。峽谷自然災害的治理防災規劃與試驗計畫第

一期。 
郭育任。2007。太魯閣國家公園峽谷段聯外交通、旅遊模式調查及可

行性評估。 
林晏州。2005。太魯閣國家公園園區生態旅遊整體規劃研究。 
郭育任。2004。太魯閣國家公園中橫沿線峽谷段景點調查及解說系統

規劃。 
徐源泰。2004。太魯閣國家公園石灰華區內微生物遺傳多樣性之研究。
孫麗珠、游登良、黃立明。2004。 太魯閣國家公園戶外解說設

施計畫。 
林晏州。2003。太魯閣國家公園生態旅遊細部規劃案。 
王執明。1992。太魯閣國家公園地質現象之調查及永久觀測站之規劃。
王執明。1911。太魯閣國家公園峽谷岩層分佈之研究。 
張石角。1990。太魯閣國家公園峽谷地形發育過程之研究。  
張石角。1990。太魯閣國家公園內中橫路線景觀道路太魯閣-天祥段

交通改善調查研究。  
楊南郡。1988。太魯閣國家公園合歡越嶺古道調查與整修研究報告。
張石角。1988。中橫公路太魯閣至天祥段道路改善及景觀維護實施計

畫。 
王執明。1988。太魯閣國家公園峽谷岩層分佈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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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魯閣國家公園步道系統相關計畫彙整表 

步道 
系統 

步道名稱 
步道
調查

地理景觀
登錄 

相關計畫資料 

景 
觀 
型 
步 
道 

九曲洞 
步道 

˅ ˅ 

太魯閣國家公園管理處。2013。太魯閣國家公園計畫(第三次通盤檢
討)計畫書(草案)。 
李英弘、曾永平、許義忠。2010。國際遊客於太魯閣國家公園遊憩體
驗內涵之研究。 
張石角、吳素慧。2009。峽谷自然災害的治理防災規劃與試驗計畫第
一期。  
李光中、王鑫。2008。太魯閣峽谷景觀價值及變遷監測之調查。 
郭育任。2008。太魯閣國家公園峽谷段轉運系統民意調查和營運機制
規劃。 
李光中、王鑫。2008。太魯閣峽谷景觀價值及變遷監測之調查。太魯
閣國家公園管理處委託。 
林晏州。2003。太魯閣國家公園生態旅遊細部規劃案。 
郭育任。2004。太魯閣國家公園中橫沿線峽谷段景點調查及解說系統
規劃。 
郭育任、黃瓊慧、鄭燿忠、陳欣怡、鄭宜芳。2004。太魯閣國家公園
中橫沿線景點調查及解說系統規劃。  
王世鼎、陳顯榮。2002。太魯閣國家公園攀岩場之規劃與設計。 
呂光洋、張巍薩、花炳榮、曹潔如。1990。文山、天祥地區台灣長鬃
山羊棲息環境之調查。 
楊南郡。1988。太魯閣國家公園合歡越嶺古道調查與整修研究報告。
張石角。1977。太魯閣國家公園內中橫路線景觀道路:太魯閣-天祥段
交通改善調查研究。 

綠水步道 ˅ 
 

太魯閣國家公園管理處。2013。太魯閣國家公園計畫(第三次通盤檢
討)計畫書(草案)。 
廖孟儀。2010。太魯閣國家公園遊客遊憩滿意度調查成果報告書 
劉瑩三、張有和、林聖欽、梁克帆。2009。太魯閣峽谷景觀發育歷史
研究及美質地景監測計畫第一期。 
黃清波。2007。綠水蟲影。 
許皓捷、李培芬、張原謀、彭鈞毅。2007。太魯閣國家公園鳥類群聚
之研究(二)。 
劉嘉卿、王相華、許真綺、廖佩涵、林君儀。2005。太魯閣國家公園
外來植物分佈、播遷機制與衝擊評估。 
林晏州。2005。太魯閣國家公園園區生態旅遊整體規劃研究。 
郭育任。2004。太魯閣國家公園中橫沿線峽谷段景點調查及解說系統
規劃。 
林晏州。2003。太魯閣國家公園生態旅遊細部規劃案。 
王世鼎、陳顯榮。2002。太魯閣國家公園攀岩場之規劃與設計。 
陳慧芬、徐國士。2000。中橫公路沿線太魯閣櫟族群生態之研究。 
裴家騏。2000。野生動物普查計畫。 
劉威麟、徐國士。1999。太魯閣國家公園青剛櫟族群生態之研究。 
楊平世、葉淑丹、李信德、柯心平。1998。太魯閣國家公園蝶相監測。
王穎、劉良力、鄒月娥、賴美麗、孫元勳、陳怡君、黃正龍。1994。
太魯閣國家公園神秘谷、白楊步道鳥類餌食站及巢箱之規劃。 
孫麗珠、游登良、黃立明。1994。太魯閣國家公園戶外解說設施計畫。
王忠魁、陳玉峰。1990。綠水-文山及綠水－合流植物相細部調查。
張玉珍、范義彬。1989。太魯閣國家公園蛾類相之研究。  
金恆鑣 、陳燕章、程煒兒。1989。太魯閣國家公園峽谷的溪流與湧
泉水質調查。 
楊平世、陳建志、李奇峰、曾兆祥、李春霖。1989。太魯閣國家公園
之昆蟲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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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魯閣國家公園步道系統相關計畫彙整表 

步道 
系統 

步道名稱 
步道
調查

地理景觀
登錄 

相關計畫資料 

景 
觀 
型 
步 
道 

白楊步道 ˅ 白楊瀑布 

太魯閣國家公園管理處。2013。太魯閣國家公園計畫(第三次通盤檢
討)計畫書(草案)。 

蘇銘千。2012。生物災害風險暨生態健康評估-太魯閣環境敏感區域
持久性毒物之生態風險評估計畫(一)。 

台灣大學。2011。國家自然地景保育及教育宣導計畫(3/4)地景登錄
表。行政院農委會林務局林業發展計畫 100 年度統籌計畫。 

蔡雯嘉、楊懿如。2010。太魯閣國家公園不同海拔莫氏樹蛙族群生活
史之比較。  

劉瑩三。2009。太魯閣峽谷景觀發育歷史研究及美質地景監測計畫第
一期。 

許皓捷、李培芬、彭鈞毅。2006。太魯閣國家公園鳥類群聚之研究
(一)。 

林曜松、蘇霩靄、盧堅富、莊鈴川 。2005。太魯閣國家公園中低
海拔地區動物資源動態調查研究及資料庫建立。 

林晏州。2005。太魯閣國家公園園區生態旅遊整體規劃研究。 
郭育任。2004。太魯閣國家公園中橫沿線峽谷段景點調查及解說系統

規劃。 
徐源泰。2004。太魯閣國家公園石灰華區內微生物遺傳多樣性之研究。
林晏州。2003。太魯閣國家公園生態旅遊細部規劃案。 
張石角。1995。太魯閣國家公園地質防災技術之研究－白楊、竹村、

神秘谷步道及蘇花公路(清水段)舊公路。  
王穎、劉良力、鄒月娥、賴美麗、孫元勳、陳怡君、黃正龍。1994。

太魯閣國家公園神秘谷、白楊步道鳥類餌食站及巢箱之規劃。 
王執明(1992)。太魯閣國家公園地質現象調查及永久觀測站之規劃。
楊南郡(1990)。太魯閣國家公園合歡古道西段調查與步道規劃報告。
蔡中。1990。太魯閣國家公園太陽能電池應用於偏遠地區照明之研究。

文山步道 ˅ 文山溫泉 

太魯閣國家公園管理處。2013。太魯閣國家公園計畫(第三次通盤檢
討)計畫書(草案)。 

台灣大學。2011。國家自然地景保育及教育宣導計畫(3/4)地景登錄
表。行政院農委會林務局林業發展計畫 100 年度統籌計畫。 

劉瑩三。2009。太魯閣峽谷景觀發育歷史研究及美質地景監測計畫第
一期。 

徐國士、陳紫娥、陳添財、姜聖華、李莉莉、胡斐媛。2006。太魯閣
國家公園中低海拔生態環境變遷之研究。 

林晏州。2005。太魯閣國家公園園區生態旅遊整體規劃研究。 
郭育任。2004。太魯閣國家公園中橫沿線峽谷段景點調查及解說系統

規劃。 
陳慧芬、徐國士。2000。中橫公路沿線太魯閣櫟族群生態之研究。 
孫麗珠、游登良、黃立明。1994。 太魯閣國家公園戶外解說設

施計畫。  
呂光洋、張巍薩、花炳榮、曹潔如。1990。文山、天祥地區台灣長鬃

山羊棲息環境之調查。  
王忠魁、陳玉峰。1990。綠水-文山及綠水－合流植物相細部調查。 
林曜松、盧堅富。1990。中橫公路(文山至大禹嶺段)沿線台灣獼猴資

源之調查研究。  
金恆鑣、陳燕章、程煒兒。1989。太魯閣國家公園峽谷的溪流與湧泉

水質調查。 
林曜松、盧堅富。1989。太魯閣至文山段沿線台灣獼猴資源之調查研

究。  
金恆鑣、陳燕章、程煒兒。1988。太魯閣國家公園峽谷區的瀑布與湧

泉水質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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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魯閣國家公園步道系統相關計畫彙整表 

步道 
系統 

步道名稱 
步道
調查

地理景觀
登錄 

相關計畫資料 

健 
行 
型 
步 
道 

得卡倫 
步道 

˅ 
 

太魯閣國家公園管理處。2013。太魯閣國家公園計畫(第三次通盤檢
討)計畫書(草案)。 

郭育任。2004。太魯閣國家公園中橫沿線峽谷段景點調查及解說系統
規劃。 

大禮大同
步道 

˅ ˅ 

太魯閣國家公園管理處。2013。太魯閣國家公園計畫(第三次通盤檢
討)計畫書(草案)。 

劉瑩三。2011。代表性生態系之峽谷生態系長期生態研究網計畫第三
期。 

吳海音、李寶蓮、施金德。2007。太魯閣國家公園大禮大同地區生態
旅遊遊程之規劃研究～以「跟著獵人走─目擊式狩獵」活動為例。

林晏州。2005。太魯閣國家公園園區生態旅遊整體規劃研究。 
郭育任。2004。太魯閣國家公園中橫沿線峽谷段景點調查及解說系統

規劃。 
林晏州。2003。太魯閣國家公園生態旅遊細部規劃案。 

蓮花池 
步道 

˅ 
 

太魯閣國家公園管理處。2013。太魯閣國家公園計畫(第三次通盤檢
討)計畫書(草案)。 

夏禹九。2012。太魯閣國家公園長期生態物候監測計畫(一)。  
王維辰、許育誠。2011。太魯閣國家公園蓮花池鳥類相的季節性變化。
翁慶豐。2010．太魯閣國家公園生態系經營指標物種遺傳物質分析計

畫。 
許育誠、李壽先、徐中琪。2009。代表性生態系經營管理－霧林帶指

標物種棲地問題計畫第一期。 
翁慶豐。2009。太魯閣國家公園珍稀及指標物種研究與復育計畫第一

期兩棲爬蟲類基因條碼建立及多樣性分析。 
楊遠波。2006。太魯閣國家公園陶塞溪流域植物資源基礎調查。 
楊懿如、施心翊、方雅芬、黃榮千。2006。太魯閣國家公園兩棲類調

查及監測計畫。 
徐國士、陳紫娥、陳添財、姜聖華、李莉莉、胡斐媛。2006。太魯閣

國家公園中低海拔生態環境變遷之研究。 
林晏州。2005。太魯閣國家公園園區生態旅遊整體規劃研究。 
郭育任。2004。太魯閣國家公園中橫沿線峽谷段景點調查及解說系統

規劃。 
林晏州。2003。太魯閣國家公園生態旅遊細部規劃案。 
林曜松。1997。太魯閣國家公園聚落附近野生動物族群之經營管理。
孫麗珠、游登良、黃立明。1994。太魯閣國家公園戶外解說設施計畫。
陳春貴。1993。太魯閣國家公園蓮花池遊憩區細部計畫。 
太乙工程顧問。1993。太魯閣國家公園合流－跑馬場－蓮花池整體規

劃。 
曾晴賢、張崑雄。1992。太魯閣國家公園區域內溪流動物之研究。 
陳春貴。1991。八十年度太魯閣國家公園蓮花池細部規劃及設計。 
王穎、孫元勳。1989。太魯閣國家公園「陶塞溪、蓮花池和神秘谷」

鳥類生態研究。  
陳仲玉、邱敏勇、楊淑玲。1986。太魯閣國家公園人文史蹟調查。 
王鑫、黃麗珠、徐美玲、曾子卿、許玲玉、李桂華、茅彬菁。1984。

太魯閣國家公園地理、地形及地質景觀調查。 

長春祠 
步道 

˅ 
 

太魯閣國家公園管理處。2013。太魯閣國家公園計畫(第三次通盤檢
討)計畫書(草案)。 

廖孟儀。2010。太魯閣國家公園遊客遊憩滿意度調查成果報告書。 
林晏州。2005。太魯閣國家公園園區生態旅遊整體規劃研究。 
郭育任。2004。太魯閣國家公園中橫沿線峽谷段景點調查及解說系統

規劃。 
林晏州。2003。太魯閣國家公園生態旅遊細部規劃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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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魯閣國家公園步道系統相關計畫彙整表 

步道 
系統 

步道名稱 
步道
調查

地理景觀
登錄 

相關計畫資料 

健 
行 
型 
步 
道 

梅園竹村
產業道路 

˅ 
 

太魯閣國家公園管理處。2013。太魯閣國家公園計畫(第三次通盤檢
討)計畫書(草案)。 

陳怡君、王穎、賴冠榮、黃敏琪、廖昱銓。2009。代表性生態系經營
管理－農業用地回收後生態復育計畫第一期。  

楊懿如、施心翊、方雅芬、黃榮千。2006。太魯閣國家公園兩棲類調
查及監測計畫。 

林晏州。2005。太魯閣國家公園園區生態旅遊整體規劃研究。 
郭育任。2004。太魯閣國家公園中橫沿線峽谷段景點調查及解說系統

規劃。 
林晏州。2003。太魯閣國家公園生態旅遊細部規劃案。 
孫麗珠、游登良、黃立明。1994。太魯閣國家公園戶外解說設施計畫。

豁然亭 
步道 

˅ 
 

太魯閣國家公園管理處。2013。太魯閣國家公園計畫(第三次通盤檢
討)計畫書(草案)。 

林晏州。2005。太魯閣國家公園園區生態旅遊整體規劃研究。 
郭育任。2004。太魯閣國家公園中橫沿線峽谷段景點調查及解說系統

規劃。 
林晏州。2003。太魯閣國家公園生態旅遊細部規劃案。 
劉威麟、徐國士。1999。太魯閣國家公園青剛櫟族群生態之研究 。
孫麗珠、游登良、黃立明。1994。太魯閣國家公園戶外解說設施計畫。

登 
山 
型 
步 
道 

小奇萊 
步道 ˅  

太魯閣國家公園管理處。2013。太魯閣國家公園計畫(第三次通盤檢
討)計畫書(草案)。 

劉東啟。2003。合歡山生態旅遊細部規劃。 
陳章波。2002。合歡山生態旅遊資源、活動模式及區域之系統規劃。

合歡主峰
步道 ˅  

太魯閣國家公園管理處。2013。太魯閣國家公園計畫(第三次通盤檢
討)計畫書(草案)。 

徐源泰。2006。太魯閣國家公園杜鵑花屬植物遺傳多樣性調查。 
林晏州。2005。太魯閣國家公園園區生態旅遊整體規劃研究。 
劉東啟。2003。合歡山生態旅遊細部規劃。 
陳章波。2002。合歡山生態旅遊資源、活動模式及區域之系統規劃。

合歡東峰
步道 

˅ 合歡東峰 

太魯閣國家公園管理處。2013。太魯閣國家公園計畫(第三次通盤檢
討)計畫書(草案)。 

楊國禎、林笈克。2012。合歡山台灣冷杉林永久樣區地被植物組成與
長期動態變化之研究(二)。  

劉瑩三。2011。代表性生態系之峽谷生態系長期生態研究網計畫第三
期。 

楊國禎、林笈克、黃江綸、何政賢。2011。合歡山台灣冷杉林永久樣
區地被植物組成與長期動態變化之研究。 

吳海音、楊遠波、施金德。2009 代表性生態系經營管理－合歡山高
海拔生態系長期研究計畫第一期。   

徐源泰。2006。太魯閣國家公園杜鵑花屬植物遺傳多樣性調查。 
林晏州。2005。太魯閣國家公園園區生態旅遊整體規劃研究。 
劉東啟。2003。合歡山生態旅遊細部規劃。 
陳章波。2002。合歡山生態旅遊資源、活動模式及區域之系統規劃。

合歡山北
峰步道 

˅  

太魯閣國家公園管理處。2013。太魯閣國家公園計畫(第三次通盤檢
討)計畫書(草案)。 

陳佳宏、齊士崢。2011。合歡與奇萊第四紀冰川地形。 
徐源泰。2006。太魯閣國家公園杜鵑花屬植物遺傳多樣性調查。 
林晏州。2005。太魯閣國家公園園區生態旅遊整體規劃研究。 
劉東啟。2003。合歡山生態旅遊細部規劃。 
陳章波。2002。合歡山生態旅遊資源、活動模式及區域之系統規劃。
王鑫、黃麗珠、徐美玲、曾子卿、許玲玉、李桂華、茅彬菁。1984。

太魯閣國家公園地理、地形及地質景觀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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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魯閣國家公園步道系統相關計畫彙整表 

步道 
系統 

步道名稱 
步道
調查

地理景觀
登錄 

相關計畫資料 

登 
山 
型 
步 
道 

合歡山 
西峰步道 

˅ 
 

太魯閣國家公園管理處。2013。太魯閣國家公園計畫(第三次通盤檢
討)計畫書(草案)。 

林晏州。2005。太魯閣國家公園園區生態旅遊整體規劃研究。 
王鑫、黃麗珠、徐美玲、曾子卿、許玲玉、李桂華、茅彬菁。1984。

太魯閣國家公園地理、地形及地質景觀調查。 

石門山 
步道 

˅ 
 

太魯閣國家公園管理處。2013。太魯閣國家公園計畫(第三次通盤檢
討)計畫書(草案)。 

林晏州。2005。太魯閣國家公園園區生態旅遊整體規劃研究。 
蘇敬智。2005。合歡山步道土壤沖蝕之研究。 
劉東啟。2003。合歡山生態旅遊細部規劃。 
陳章波。2002。合歡山生態旅遊資源、活動模式及區域之系統規劃。
楊南郡。1990。太魯閣國家公園合歡古道西段調查與步道規劃報告。

羊頭山 
步道 

˅ 
 

太魯閣國家公園管理處。2013。太魯閣國家公園計畫(第三次通盤檢
討)計畫書(草案)。 

林晏州。2005。太魯閣國家公園園區生態旅遊整體規劃研究。 
林晏州。2003。太魯閣國家公園生態旅遊細部規劃案。 
劉東啟。2003。合歡山生態旅遊細部規劃。 
陳章波。2002。合歡山生態旅遊資源、活動模式及區域之系統規劃。

畢祿山 
步道 

˅ 
 

太魯閣國家公園管理處。2013。太魯閣國家公園計畫(第三次通盤檢
討)計畫書(草案)。 

高樹基、黃誌川、夏禹九、簡偉如、黃昶斌。2009。代表性生態系經
營管理－峽谷生態系長期研究計畫第一期。 

林晏州。2005。太魯閣國家公園園區生態旅遊整體規劃研究。 
吳海音、吳世鴻、吳煜慧。2004。太魯閣國家公園高山地區動物資源

及動態調查研究。 
劉東啟。2003。合歡山生態旅遊細部規劃。 
陳章波。2002。合歡山生態旅遊資源、活動模式及區域之系統規劃。
曾晴賢、張崑雄。1992。太魯閣國家公園區域內溪流動物之研究。 
王鑫、黃麗珠、徐美玲、曾子卿、許玲玉、李桂華、茅彬菁。1984。

太魯閣國家公園地理、地形及地質景觀調查。 

畢祿羊頭
縱走 

˅ 
 

太魯閣國家公園管理處。2013。太魯閣國家公園計畫(第三次通盤檢
討)計畫書(草案)。 

林晏州。2005。太魯閣國家公園園區生態旅遊整體規劃研究。 

屏風山 
步道 

˅  

太魯閣國家公園管理處。2013。太魯閣國家公園計畫(第三次通盤檢
討)計畫書(草案)。 

林晏州。2005。太魯閣國家公園園區生態旅遊整體規劃研究。 
劉東啟。2003。合歡山生態旅遊細部規劃。 
陳章波。2002。合歡山生態旅遊資源、活動模式及區域之系統規劃。
楊南郡。1990。太魯閣國家公園合歡古道西段調查與步道規劃報告。
王鑫、黃麗珠、徐美玲、曾子卿、許玲玉、李桂華、茅彬菁。1984。

太魯閣國家公園地理、地形及地質景觀調查。 

奇萊連峰 ˅  

太魯閣國家公園管理處。2013。太魯閣國家公園計畫(第三次通盤檢
討)計畫書(草案)。 

劉吉川。2009。太魯閣國家公園奇萊山區登山行為模式與環境承載量
評估 。  

林晏州。2005。太魯閣國家公園園區生態旅遊整體規劃研究。 
劉東啟。2003。合歡山生態旅遊細部規劃。 
陳章波。2002。合歡山生態旅遊資源、活動模式及區域之系統規劃。
曹源龍。2000。八十年度太魯閣國家公園遊憩發展策略與國家公園事

業執行方案之研究。  

北二段 
全段 

˅  
太魯閣國家公園管理處。2013。太魯閣國家公園計畫(第三次通盤檢

討)計畫書(草案)。 
呂光洋。1983。太魯閣國家公園動物生態資源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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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魯閣國家公園步道系統相關計畫彙整表 

步道 
系統 

步道名稱 
步道
調查

地理景觀
登錄 

相關計畫資料 

登 
山 
型 
步 
道 

清水山 
步道 

˅ 
 

太魯閣國家公園管理處。2013。太魯閣國家公園計畫(第三次通盤檢
討)計畫書(草案)。 

林曜松、蘇霩靄、陳德治、李承恩、余義群、李名偉。2006。太魯閣
國家公園清水山區動物資源之調查。  

徐源泰。2006。太魯閣國家公園杜鵑花屬植物遺傳多樣性調查。 
林晏州。2005。太魯閣國家公園園區生態旅遊整體規劃研究。 
林晏州。2003。太魯閣國家公園生態旅遊細部規劃案。 
黃增泉、謝宗欣。1996。太魯閣國家公園稀有植物調查及棲地保護之

研究。  
陳仲玉、邱敏勇、楊淑玲。1986。太魯閣國家公園人文史蹟調查。 
徐國士、林則桐、陳玉峯、呂勝由。1984。太魯閣國家公園植物生態

資源調查報告。  
王鑫、黃麗珠、徐美玲、曾子卿、許玲玉、李桂華、茅彬菁。1984。

太魯閣國家公園地理、地形及地質景觀調查。 

南湖大山 ˅ 南湖圈谷 

太魯閣國家公園管理處。2013。太魯閣國家公園計畫(第三次通盤檢
討)計畫書(草案)。 

王穎、朱有田、顏士清、張郁琦、廖昱銓。2012。臺灣水鹿跨域整合
研究 (一)。  

陳建璋、詹明勳。2011。氣候變遷對於台灣亞高山玉山圓柏與冷杉樹
輪氣候學之研究。  

劉瑩三。2010。太魯閣峽谷地質地形作用與演進之量測分析與監測計
畫。 

翁慶豐。2009。太魯閣國家公園珍稀及指標物種研究與復育計畫第一
期兩棲爬蟲類基因條碼建立及多樣性分析。  

陳怡君、王穎、廖家宏、葉建緯。2008。陶塞溪流域中大型哺乳動物
族群監測模式研究含梅園、竹村農地復育後野生動物族群評估。

林曜松、蘇霩靄、陳德治、李承恩、余義群、李名偉。2006。太魯閣
國家公園清水山區動物資源之調查。 徐源泰。2006。太魯閣國
家公園杜鵑花屬植物遺傳多樣性調查。  

林晏州。2005。太魯閣國家公園園區生態旅遊整體規劃研究。 
林晏州。2003。太魯閣國家公園生態旅遊細部規劃案。 
陳章波。2002。合歡山生態旅遊資源、活動模式及區域之系統規劃。
林曜松、蘇霩靄、盧堅富、莊鈴川。2005。太魯閣國家公園中低海拔

地區動物資源動態調查研究及資料庫建立。 
吳海音、朱慧菁、吳世鴻。2002。太魯閣、雪霸國家公園生態廊道之

研究－目標物種的認定與其生物特徵的需求。  
王鑫、楊建夫、郭彥超。1990。太魯閣國家公園南湖大山圈谷群古冰

河遺跡研究初步調查。  
楊平世。1993。太魯閣國家公園高山地區昆蟲資源之研究。  
楊平世。1991。太魯閣國家公園中、高海拔地區之昆蟲相及其相關生

態研究。  
楊遠波、林則桐、呂勝由。1989。太魯閣國家公園南湖大山圈谷及其

附近植被之調查。  
徐國士、林則桐、陳玉峯、呂勝由。1984。太魯閣國家公園植物生態

資源調查報告。  
呂光洋。1983。太魯閣國家公園動物生態資源調查。 

奇萊東稜 ˅  
太魯閣國家公園管理處。2013。太魯閣國家公園計畫(第三次通盤檢

討)計畫書(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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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魯閣國家公園步道系統相關計畫彙整表 

步道 
系統 

步道名稱 
步道
調查

地理景觀
登錄 

相關計畫資料 

探 
險 
型 
步 
道 

 

錐麓古道 ˅  

太魯閣國家公園管理處。2013 年。太魯閣國家公園計畫(第三次通盤
檢討)計畫書(草案)。 

林晏州。2005。太魯閣國家公園園區生態旅遊整體規劃研究。 
郭育任。2004。太魯閣國家公園中橫沿線峽谷段景點調查及解說系統

規劃。 
林晏州。2003。太魯閣國家公園生態旅遊細部規劃案。 
李瑞宗。1998。錐麓古道沿線聚落暨建築之調查研究。 

綠水文山
步道 

˅  

太魯閣國家公園管理處。2013。太魯閣國家公園計畫(第三次通盤檢
討)計畫書(草案)。 

林晏州。2005。太魯閣國家公園園區生態旅遊整體規劃研究。 
郭育任。2004。太魯閣國家公園中橫沿線峽谷段景點調查及解說系統

規劃。 
林晏州。2003。太魯閣國家公園生態旅遊細部規劃案。 
孫麗珠、游登良、黃立明。1994。太魯閣國家公園戶外解說設施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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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魯閣國家公園遊憩帶相關計畫彙整表 

遊憩
帶 

景點名稱 
景點 
調查 

地理景觀
登錄 

相關計畫資料 

太 
魯 
閣 
遊 
憩 
帶 

和仁礫灘 ˅ ˅ 

太魯閣國家公園管理處。2013。太魯閣國家公園計畫(第三次通
盤檢討)計畫書(草案)。 

劉瑩三。2010。太魯閣峽谷地質地形作用與演進之量測分析與
監測計畫。 

太魯閣 
台地 

˅ 
立霧溪 
沖積扇 

太魯閣國家公園管理處。2013 年。太魯閣國家公園計畫(第三
次通盤檢討)計畫書(草案)。 

台灣大學。2011。國家自然地景保育及教育宣導計畫(3/4)地景
登錄表。行政院農委會林務局林業發展計畫 100 年度統籌
計畫。 

劉瑩三。2009。太魯閣峽谷景觀發育歷史研究及美質地景監測
計畫第一期。 

鄒月娥。2001。東賽德克人之狩獵文化與國家公園經營管理。

清水斷崖 ˅ ˅ 

太魯閣國家公園管理處。2013 年。太魯閣國家公園計畫(第三
次通盤檢討)計畫書(草案)。 

劉瑩三。2009。太魯閣峽谷景觀發育歷史研究及美質地景監測
計畫第一期。 

台灣大學。2011。國家自然地景保育及教育宣導計畫(3/4)地景
登錄表。行政院農委會林務局林業發展計畫 100 年度統籌
計畫。 

林思民。2010。代表性生態系經營管理之蘇花海岸生態系長期
生態研究網計畫(二)─蘇花海岸地形的物種阻隔效應及保
育措施調查。  

張世杰、林思民、鍾欣民。2009。 代表性生態系經營管理
－蘇花海岸生態系長期研究網計畫第一期。 

王世鼎、陳顯榮。2002。太魯閣國家公園攀岩場之規劃與設計。 
曹源龍。1990。八十年度太魯閣國家公園遊憩發展策略與國家

公園事業執行方案之研究。  

大禮大同 ˅ 
 

太魯閣國家公園管理處。2013 年。太魯閣國家公園計畫(第三
次通盤檢討)計畫書(草案)。 

吳海音、李寶蓮、施金德。2007。太魯閣國家公園大禮大同地
區生態旅遊遊程之規劃研究～以「跟著獵人走─目擊式狩
獵」活動為例。 

長春祠 ˅ 

˅, 
長春祠曲
流, 
葫蘆谷 

太魯閣國家公園管理處。2013 年。太魯閣國家公園計畫(第三
次通盤檢討)計畫書(草案)。 

台灣大學。2011。國家自然地景保育及教育宣導計畫(3/4)地景
登錄表。行政院農委會林務局林業發展計畫 100 年度統籌
計畫。 

廖孟儀。2010。太魯閣國家公園遊客遊憩滿意度調查成果報告
書。  

劉瑩三。2009。太魯閣峽谷景觀發育歷史研究及美質地景監測
計畫第一期。 

郭育任。 2008。太魯閣國家公園峽谷段轉運系統民意調查和
營運機制規劃。  

陳宏宇、謝順隆。1993。太魯閣國家公園崩塌地之調查及處理
之研究。  

王執明。1992。太魯閣國家公園地質現象之調查及永久觀測站
之規劃。  

金恆鑣、陳燕章、程煒兒。1989。太魯閣國家公園峽谷的溪流
與湧泉水質調查。  

董美貞。1989。長春祠遊憩區及附近地區整體規劃。 
張石角。1988。中橫公路太魯閣至天祥段道路改善及景觀維護

實施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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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魯閣國家公園遊憩帶相關計畫彙整表 

遊憩
帶 

景點名稱 
景點 
調查 

地理景觀
登錄 

相關計畫資料 

太 
魯 
閣 
遊 
憩 
帶 

寧安橋 ˅ ˅ 

太魯閣國家公園管理處。2013 年。太魯閣國家公園計畫(第三
次通盤檢討)計畫書(草案)。 
劉瑩三。2010。太魯閣峽谷地質地形作用與演進之量測分析與
監測計畫。 
郭育任、黃瓊慧、鄭燿忠、陳欣怡、鄭宜芳。2004。太魯閣國
家公園中橫沿線景點調查及解說系統規劃。 

九曲洞 ˅ 
˅, 
魚躍龍門 

太魯閣國家公園管理處。2013 年。太魯閣國家公園計畫(第三
次通盤檢討)計畫書(草案)。 
劉瑩三。2010。太魯閣峽谷地質地形作用與演進之量測分析與
監測計畫。 
台灣大學。2011。國家自然地景保育及教育宣導計畫(3/4)地景
登錄表。行政院農委會林務局林業發展計畫 100 年度統籌計畫。
李英弘、曾永平、許義忠。2010。國際遊客於太魯閣國家公園
遊憩體驗內涵之研究。 
劉瑩三。2009。太魯閣峽谷景觀發育歷史研究及美質地景監測
計畫第一期。 
張石角、吳素慧。2009。峽谷自然災害的治理防災規劃與試驗
計畫第一期。  
李光中、王鑫。2008。太魯閣峽谷景觀價值及變遷監測之調查。
郭育任。2008。太魯閣國家公園峽谷段轉運系統民意調查和營
運機制規劃。 
郭育任、黃瓊慧、鄭燿忠、陳欣怡、鄭宜芳。2004。太魯閣國
家公園中橫沿線景點調查及解說系統規劃。  
王世鼎、陳顯榮。2002。太魯閣國家公園攀岩場之規劃與設計。
呂光洋、張巍薩、花炳榮、曹潔如。1990。文山、天祥地區台
灣長鬃山羊棲息環境之調查。 
楊南郡。1988。太魯閣國家公園合歡越嶺古道調查與整修研究
報告。  
張石角。1977。太魯閣國家公園內中橫路線景觀道路:太魯閣-
天祥段交通改善調查研究。 

燕子口 ˅ 
˅, 
斬珩峽谷 

太魯閣國家公園管理處。2013。太魯閣國家公園計畫(第三次通
盤檢討)計畫書(草案)。 

林晏州。2012。太魯閣峽谷遊憩衝擊管理監測計畫(一)。 
吳品賢、宋秉明。2012。國人對於太魯閣國家公園管理處目前

處理落石方案之態度與建議分析－以燕子口及砂卡礑的
旅客為對象。 

陳伯銘、宋秉明。2012。太魯閣國家公園燕子口步道社會擁擠
度與遊客滿意度之關係。  

廖孟儀。2011。太魯閣國家公園遊客遊憩滿意度調查。 
許義忠。2011。團客擴增對遊客體驗與資源保育之管理與監測

計畫。 
劉瑩三、顏君毅、莊世仁、謝祥博。2011。代表性生態系之峽

谷生態系長期生態研究網計畫第三期。 
台灣大學。2011。國家自然地景保育及教育宣導計畫(3/4)地景

登錄表。行政院農委會林務局林業發展計畫 100 年度統籌
計畫。 

劉瑩三。2010。太魯閣峽谷地質地形作用與演進之量測分析與
監測計畫。 

廖孟儀。2010。太魯閣國家公園遊客遊憩滿意度調查成果報告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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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魯閣國家公園遊憩帶相關計畫彙整表 

遊憩
帶 

景點名稱 
景點 
調查 

地理景觀
登錄 

相關計畫資料 

太 
魯 
閣 
遊 
憩 
帶 

燕子口 ˅ 
˅, 
斬珩峽谷 

李英弘、曾永平、許義忠。2010。國際遊客於太魯閣國家公園
遊憩體驗內涵之研究 

張石角、吳素慧。 2009。峽谷自然災害的治理防災規劃與
試驗計畫第一期。 

郭育任。2007。太魯閣國家公園峽谷段聯外交通、旅遊模式調
查及可行性評估。 

徐源泰。2004。太魯閣國家公園石灰華區內微生物遺傳多樣性
之研究。  

孫麗珠、游登良、黃立明。2004。 太魯閣國家公園戶外解
說設施計畫。 

王執明。1992。太魯閣國家公園地質現象之調查及永久觀測站
之規劃。  

王執明。1911。太魯閣國家公園峽谷岩層分佈之研究。 張石角。
1990。太魯閣國家公園峽谷地形發育過程之研究。 

張石角。1990。太魯閣國家公園內中橫路線景觀道路太魯閣-
天祥段交通改善調查研究。  

楊南郡。1988。太魯閣國家公園合歡越嶺古道調查與整修研究
報告。 

張石角。1988。中橫公路太魯閣至天祥段道路改善及景觀維護
實施計畫。 

王執明。1988。太魯閣國家公園峽谷岩層分佈之研究。 

天 
祥 
遊 
憩 
帶 

 

布洛灣 
台地 

˅ 
˅, 

布洛灣 
河階 

太魯閣國家公園管理處。2013 年。太魯閣國家公園計畫(第三
次通盤檢討)計畫書(草案)。 

廖孟儀。2011。太魯閣國家公園遊客遊憩滿意度調查 
廖孟儀。2010。太魯閣國家公園遊客遊憩滿意度調查成果報告

書。 
蔡雯嘉、楊懿如。2010。太魯閣國家公園不同海拔莫氏樹蛙族

群生活史之比較。 
李英弘、曾永平、許義忠。2010。國際遊客於太魯閣國家公園

遊憩體驗內涵之研究。  
翁慶豐。2009。太魯閣國家公園珍稀及指標物種研究與復育計

畫第一期兩棲爬蟲類基因條碼建立及多樣性分析。   
劉瑩三。2009。太魯閣峽谷景觀發育歷史研究及美質地景監測

計畫第一期。 
劉威麟、徐國士。2009。太魯閣國家公園青剛櫟族群生態之研

究。 
許義忠、梁宇暉、劉吉川。2009。遊客對太魯閣峽谷喜好與厭

惡問題探討分析第一期。   
郭育任。2008。太魯閣國家公園峽谷段轉運系統民意調查和營

運機制規劃。  
李瑞宗。2008。錐麓古道沿線聚落暨建築之調查研究。  
楊懿如。2006。太魯閣國家公園兩棲類調查及監測計畫。  
徐國士、陳紫娥、陳添財、姜聖華、李莉莉、胡斐媛。2006。

太魯閣國家公園中低海拔生態環境變遷之研究。 
劉嘉卿、王相華、許真綺、廖佩涵、林君儀 2005。太魯閣國家

公園外來植物分佈、播遷機制與衝擊評估。 
林曜松、蘇霩靄、盧堅富、莊鈴川。2005。太魯閣國家公園中

低海拔地區動物資源動態調查研究及資料庫建立。  
黃文卿。2004。太魯閣國家公園布洛灣遊憩區之使用後評估。 
孫麗珠、游登良、黃立明。2004。太魯閣國家公園戶外解說設

施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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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魯閣國家公園遊憩帶相關計畫彙整表 

遊憩
帶 

景點名稱 
景點 
調查 

地理景觀
登錄 

相關計畫資料 

天 
祥 
遊 
憩 
帶 

 

布洛灣 
台地 

˅ 
˅, 
布洛灣 
河階 

楊遠波、張惠珠。2002。太魯閣國家公園植物永久樣區之規劃。 
王執明。2002。太魯閣國家公園地質現象之調查及永久觀
測站之規劃。  

張瑞津。2000。立霧溪人工壩體對地質地形及地理景觀之影響。 
溫華霞、夏禹九、楊懿如。2010。太魯閣國家公園莫氏樹蛙生

殖及生態學研究。 
楊平世、賴郁雯、鄭明倫。1999。太魯閣國家公園螢火蟲相調

查。  
陳仲玉。1990。布洛灣泰雅族文化展示館規劃。  
劉益昌。1988。太魯閣國家公園布洛灣遺址第一次發掘報告。 
陳仲玉、邱敏勇、楊淑玲。1987。太魯閣國家公園人文史蹟調

查。 

靳珩公園 ˅  
太魯閣國家公園管理處。2013 年。太魯閣國家公園計畫(第三

次通盤檢討)計畫書(草案)。 

錐麓斷崖 ˅ 
˅, 
福磯斷崖 

太魯閣國家公園管理處。2013 年。太魯閣國家公園計畫(第三
次通盤檢討)計畫書(草案)。 

台灣大學。2011。國家自然地景保育及教育宣導計畫(3/4)地景
登錄表。行政院農委會林務局林業發展計畫 100 年度統籌
計畫。 

劉瑩三。2009。太魯閣峽谷景觀發育歷史研究及美質地景監測
計畫第一期。 

楊南郡。1990。太魯閣國家公園合歡古道西段調查與步道規劃
報告。 

楊南郡。1988。太魯閣國家公園合歡越嶺古道調查與整修研究
報告。  

豁然亭 ˅  

太魯閣國家公園管理處。2013 年。太魯閣國家公園計畫(第三
次通盤檢討)計畫書(草案)。 

劉威麟、徐國士。1999。太魯閣國家公園青剛櫟族群生態之研
究 。 

孫麗珠、游登良、黃立明。1994。太魯閣國家公園戶外解說設
施計畫。 

流芳橋 ˅ 

˅, 
印地安人
頭, 
流芳橋峽
谷 

台灣地景保育網站。http://140.112.64.54/main.php。瀏覽日期
20130416。 

太魯閣國家公園管理處。2013。太魯閣國家公園計畫(第三次通
盤檢討)計畫書(草案)。 

台灣大學。2011。國家自然地景保育及教育宣導計畫(3/4)地景
登錄表。行政院農委會林務局林業發展計畫 100 年度統籌
計畫。 

台灣大學。2011。國家自然地景保育及教育宣導計畫(3/4)地景
登錄表。行政院農委會林務局林業發展計畫 100 年度統籌
計畫。 

慈母橋 ˅ ˅ 

太魯閣國家公園管理處。2013。太魯閣國家公園計畫(第三次通
盤檢討)計畫書(草案)。 

台灣大學。2011。國家自然地景保育及教育宣導計畫(3/4)地景
登錄表。行政院農委會林務局林業發展計畫 100 年度統籌
計畫。 

劉瑩三。2009。太魯閣峽谷景觀發育歷史研究及美質地景監測
計畫第一期。 

張石角。1990。太魯閣國家公園峽谷地形發育過程之研究。  
張石角。1988。中橫公路太魯閣至天祥段道路改善及景觀維護

實施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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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魯閣國家公園遊憩帶相關計畫彙整表 

遊憩
帶 

景點名稱 
景點 
調查 

地理景觀
登錄 

相關計畫資料 

天 
祥 
遊 
憩 
帶 

 

西寶 ˅ 西寶河階 

太魯閣國家公園管理處。2013。太魯閣國家公園計畫(第三次通
盤檢討)計畫書(草案)。 

蘇銘千。2012。生物災害風險暨生態健康評估-太魯閣環境敏感
區域持久性毒物之生態風險評估計畫(一)。 

徐中琪、許育誠。2012。太魯閣國家公園冬候鳥停留時間與度
冬地忠誠度研究－以四類常見的冬候鳥為例。 

許育誠、洪美珠。2011。代表性生態系經營研究－霧林帶指標
物種建立監測第三期。 

台灣大學。2011。國家自然地景保育及教育宣導計畫(3/4)地景
登錄表。行政院農委會林務局林業發展計畫 100 年度統籌
計畫。 

蔡雯嘉、楊懿如。2010。太魯閣國家公園不同海拔莫氏樹蛙族
群生活史之比較。 

劉益昌、鍾國風。2009。立霧溪流域人文發展之研究(二)。 
劉瑩三。2009。太魯閣峽谷景觀發育歷史研究及美質地景監測

計畫第一期。 
劉益昌、鍾國風、林美智。2008。立霧溪流域人文發展之研究。
徐國士、陳紫娥、陳添財、姜聖華、李莉莉、胡斐媛。2006。

太魯閣國家公園中低海拔生態環境變遷之研究。 
王執明。1992。太魯閣國家公園地質現象之調查及永久觀測站

之規劃。 
林恩顯、林顯宗、黃維憲、薛淑美。1991。太魯閣國家公園人

口變遷與經濟活動研究 
劉小如。1990。太魯閣國家公園烏頭翁及白頭翁之分佈調查。
陳仲玉、邱敏勇、楊淑玲。1986。太魯閣國家公園人文史蹟調

查。 
王鑫、黃麗珠、徐美玲、曾子卿、許玲玉、李桂華、茅彬菁。

1984。太魯閣國家公園地理、地形及地質景觀調查。 

梅園竹村 ˅  

太魯閣國家公園管理處。2013。太魯閣國家公園計畫(第三次通
盤檢討)計畫書(草案)。 

陳怡君、王穎、賴冠榮、黃敏琪、廖昱銓。2009。代表性生態
系經營管理－農業用地回收後生態復育計畫第一期。  

翁慶豐。2009。太魯閣國家公園珍稀及指標物種研究與復育計
畫第一期兩棲爬蟲類基因條碼建立及多樣性分析。   

楊懿如、施心翊、方雅芬、黃榮千。2006。太魯閣國家公園兩
棲類調查及監測計畫。 

孫麗珠、游登良、黃立明。1994。太魯閣國家公園戶外解說設
施計畫。 

蓮花池 ˅ ˅ 

太魯閣國家公園管理處。2013 年。太魯閣國家公園計畫(第三
次通盤檢討)計畫書(草案)。 

夏禹九。2012。太魯閣國家公園長期生態物候監測計畫(一)。 
徐中琪、許育誠。2012。太魯閣國家公園冬候鳥停留時間與度

冬地忠誠度研究－以四類常見的冬候鳥為例。  
台灣大學。2011。國家自然地景保育及教育宣導計畫(3/4)地景

登錄表。行政院農委會林務局林業發展計畫 100 年度統籌
計畫。 

王維辰、許育誠。2011。太魯閣國家公園蓮花池鳥類相的季節
性變化。  

翁慶豐。2010．太魯閣國家公園生態系經營指標物種遺傳物質
分析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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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憩
帶 

景點名稱 
景點 
調查 

地理景觀
登錄 

相關計畫資料 

天 
祥 
遊 
憩 
帶 

 

蓮花池 ˅ ˅ 

許育誠、李壽先、徐中琪。2009。代表性生態系經營管理－霧
林帶指標物種棲地問題計畫第一期。 

劉瑩三。2009。太魯閣峽谷景觀發育歷史研究及美質地景監測
計畫第一期。 

翁慶豐。2009。太魯閣國家公園珍稀及指標物種研究與復育計
畫第一期兩棲爬蟲類基因條碼建立及多樣性分析。 

楊遠波。2006。太魯閣國家公園陶塞溪流域植物資源基礎調查。
楊懿如、施心翊、方雅芬、黃榮千。2006。太魯閣國家公園兩

棲類調查及監測計畫。 
徐國士、陳紫娥、陳添財、姜聖華、李莉莉、胡斐媛。2006。

太魯閣國家公園中低海拔生態環境變遷之研究。 
林曜松。1997。太魯閣國家公園聚落附近野生動物族群之經營

管理。  
孫麗珠、游登良、黃立明。1994。太魯閣國家公園戶外解說設

施計畫。  
陳春貴。1993。太魯閣國家公園蓮花池遊憩區細部計畫。 
太乙工程顧問。1993。太魯閣國家公園合流－跑馬場－蓮花池

整體規劃。 
曾晴賢、張崑雄。1992。太魯閣國家公園區域內溪流動物之研

究。  
陳春貴。1991。八十年度太魯閣國家公園蓮花池細部規劃及設

計。  
王穎、孫元勳。1989。太魯閣國家公園「陶塞溪、蓮花池和神

秘谷」鳥類生態研究。  
陳仲玉、邱敏勇、楊淑玲。1986。太魯閣國家公園人文史蹟調

查。  
王鑫、黃麗珠、徐美玲、曾子卿、許玲玉、李桂華、茅彬菁。

1984。太魯閣國家公園地理、地形及地質景觀調查。 

天祥 ˅ 
˅, 
天祥河谷 
白楊瀑布 

太魯閣國家公園管理處。2013。太魯閣國家公園計畫(第三次通
盤檢討)計畫書(草案)。 

台灣大學。2011。國家自然地景保育及教育宣導計畫(3/4)地景
登錄表。行政院農委會林務局林業發展計畫 100 年度統籌
計畫。 

廖孟儀。2010。太魯閣國家公園遊客遊憩滿意度調查成果報告
書。 

李英弘、曾永平、許義忠。2010。國際遊客於太魯閣國家公園
遊憩體驗內涵之研究。 

高樹基、黃誌川、夏禹九、簡偉如、黃昶斌。2009。代表性生
態系經營管理－峽谷生態系長期研究計畫第一期。 

劉瑩三。2009。太魯閣峽谷景觀發育歷史研究及美質地景監測
計畫第一期。 

郭育任。2008。太魯閣國家公園峽谷段轉運系統民意調查和營
運機制規劃。 

黃清波。2007。綠水蟲影。 
張石角。2007。文山溫泉周邊地質安全評估及對策。  
郭育任。2007。太魯閣國家公園峽谷段聯外交通、旅遊模式調

查及可行性評估。 
徐國士、陳紫娥、陳添財、姜聖華、李莉莉、胡斐媛。2006。

太魯閣國家公園中低海拔生態環境變遷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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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魯閣國家公園遊憩帶相關計畫彙整表 

遊憩
帶 

景點名稱 
景點 
調查 

地理景觀
登錄 

相關計畫資料 

天 
祥 
遊 
憩 
帶 

 

天祥 ˅ 
˅, 
天祥河谷 
白楊瀑布 

張瑞津。2000。立霧溪人工壩體對地質地形及地理景觀之影響。 
陳慧芬、徐國士。2000。中橫公路沿線太魯閣櫟族群生態之研

究。  
劉威麟、徐國士。1999。太魯閣國家公園青剛櫟族群生態之研

究。  
住宅及都發局。1998。太魯閣國家公園天祥遊憩區細部計畫。 
井倉洋二。1996。太魯閣峽谷中石灰岩地帶之洞窟與地下水。 
陳春貴。1993。太魯閣國家公園蓮花池遊憩區細部計畫。  
王執明。1992。太魯閣國家公園地質現象之調查及永久觀測站

之規劃。 
王執明。1991。太魯閣國家公園峽谷岩層分佈之研究。  
呂光洋、張巍薩、花炳榮、曹潔如。1980。文山、天祥地區台

灣長鬃山羊棲息環境之調查。  
劉小如。1980。太魯閣國家公園烏頭翁及白頭翁之分佈調查。 
楊南郡。1980。太魯閣國家公園合歡古道西段調查與步道規劃

報告。  
王執明、謝玄聰。1980。太魯閣國家公園立霧溪峽谷岩性及岩

石成因之研究-片麻岩部份。  
林曜松、盧堅富。1999。太魯閣至文山段沿線台灣獼猴資源之

調查研究。  
新環工程。1999。天祥遊憩區整體發展規劃。  
金恆鑣 、陳燕章、程煒兒。1998。太魯閣國家公園峽谷區的

瀑布與湧泉水質調查。  
楊南郡。1998。太魯閣國家公園合歡越嶺古道調查與整修研究

報告。  
張石角。1998。中橫公路太魯閣至天祥段道路改善及景觀維護

實施計畫。  
王執明、盧佳遇、林祖馨。1998。太魯閣國家公園立霧溪峽谷

岩性及岩石成因-大理岩部份。  
張石角。1997。太魯閣國家公園內中橫路線景觀道路 太魯閣-

天祥段交通改善調查研究。  
陳仲玉、邱敏勇、楊淑玲。1996。太魯閣國家公園人文史蹟調

查。  
Hanna/Olin。1996。太魯閣國家公園立霧溪峽谷研究。  
王鑫、黃麗珠、徐美玲、曾子卿、許玲玉、李桂華、茅彬菁。

1994。太魯閣國家公園地理、地形及地質景觀調查。 

綠水 ˅  

太魯閣國家公園管理處。2013。太魯閣國家公園計畫(第三次通
盤檢討)計畫書(草案)。 

廖孟儀。2010。太魯閣國家公園遊客遊憩滿意度調查成果報告
書 

劉瑩三、張有和、林聖欽、梁克帆。2009。太魯閣峽谷景觀發
育歷史研究及美質地景監測計畫第一期。 

黃清波。2007。綠水蟲影。 
許皓捷、李培芬、張原謀、彭鈞毅。2007。太魯閣國家公園鳥

類群聚之研究(二)。 
劉嘉卿、王相華、許真綺、廖佩涵、林君儀。2005。太魯閣國

家公園外來植物分佈、播遷機制與衝擊評估。 
王世鼎、陳顯榮。2002。太魯閣國家公園攀岩場之規劃與設計。
陳慧芬、徐國士。2000。中橫公路沿線太魯閣櫟族群生態之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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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憩
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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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點 
調查 

地理景觀
登錄 

相關計畫資料 

天 
祥 
遊 
憩 
帶 

 

綠水 ˅  

裴家騏。2000。野生動物普查計畫。 
劉威麟、徐國士。1999。太魯閣國家公園青剛櫟族群生態之研

究。 
楊平世、葉淑丹、李信德、柯心平。1998。太魯閣國家公園蝶

相監測。 
王穎、劉良力、鄒月娥、賴美麗、孫元勳、陳怡君、黃正龍。

1994。太魯閣國家公園神秘谷、白楊步道鳥類餌食站及巢
箱之規劃。 

孫麗珠、游登良、黃立明。1994。太魯閣國家公園戶外解說設
施計畫。 

王忠魁、陳玉峰。1990。綠水-文山及綠水－合流植物相細部調
查。 

張玉珍、范義彬。1989。太魯閣國家公園蛾類相之研究。  
金恆鑣、陳燕章、程煒兒。1989。太魯閣國家公園峽谷的溪流

與湧泉水質調查。 
楊平世、陳建志、李奇峰、曾兆祥、李春霖。1989。太魯閣國

家公園之昆蟲相研究。 

合流 ˅ 荖西溪 

太魯閣國家公園管理處。2013。太魯閣國家公園計畫(第三次通
盤檢討)計畫書(草案)。 

劉瑩三。2010。太魯閣峽谷地質地形作用與演進之量測分析與
監測計畫。 

李瑞宗。1998。錐麓古道沿線聚落暨建築之調查研究。  
楊平世、葉淑丹、李信德、柯心平。1998。太魯閣國家公園蝶

相監測。  
孫麗珠、游登良、黃立明。1994。太魯閣國家公園戶外解說設

施計畫。  
太乙工程顧問。1993。太魯閣國家公園合流－跑馬場－蓮花池

整體規劃。  
王忠魁、陳玉峰。1990。綠水-文山及綠水－合流植物相細部調

查。  
楊南郡。1990。太魯閣國家公園合歡古道西段調查與步道規劃

報告。 

合 
歡 
山 
遊 
憩 
帶 

小風口 ˅  

太魯閣國家公園管理處。2013。太魯閣國家公園計畫(第三次通
盤檢討)計畫書(草案)。 

吳海音、楊遠波、施金德。2009。代表性生態系經營管理－合
歡山高海拔生態系長期研究計畫第一期。 

劉東啟。2003。合歡山生態旅遊細部規劃。 
陳章波。2002。合歡山生態旅遊資源、活動模式及區域之系統

規劃。 
曾盛堂。1996。合歡山地區之危險因子調查分析與研究。  
楊遠波、張惠珠。1992。太魯閣國家公園植物永久樣區之規劃。

武嶺 ˅  

太魯閣國家公園管理處。2013。太魯閣國家公園計畫(第三次通
盤檢討)計畫書(草案)。 

蘇敬智。2005。合歡山步道土壤沖蝕之研究。  
顏家芝、薛雅丹、廖敏琪、石珮琪、江香樺、陳皇志、林正疆。

2004。太魯閣國家公園合歡山地區生態遊憩環境衝擊之研
究與遊客調查分析。 

劉東啟。2003。合歡山生態旅遊細部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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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魯閣國家公園遊憩帶相關計畫彙整表 

遊憩
帶 

景點名稱 
景點 
調查 

地理景觀
登錄 

相關計畫資料 

合 
歡 
山 
遊 
憩 
帶 

武嶺 ˅  

陳章波。2002。合歡山生態旅遊資源、活動模式及區域之系統
規劃。 

陳國帝。2002。高山公廁生態工法與水源維護方式之研究。  
曾盛堂。1996。合歡山地區之危險因子調查分析與研究。 

關原 ˅  

太魯閣國家公園管理處。2013。太魯閣國家公園計畫(第三次通
盤檢討)計畫書(草案)。 

蔡雯嘉、楊懿如。2010。太魯閣國家公園不同海拔莫氏樹蛙族
群生活史之比較。  

翁慶豐。2009。太魯閣國家公園珍稀及指標物種研究與復育計
畫第一期兩棲爬蟲類基因條碼建立及多樣性分析 。  

劉益昌、鍾國風、林美智。2008。立霧溪流域人文發展之研究。 
蕭明堂。2006。關原地區青背山雀(Parus monticolus)親鳥育雛

食物分配之探討。  
楊懿如、施心翊、方雅芬、黃榮千。2006。太魯閣國家公園兩

棲類調查及監測計畫。  
劉東啟。2003。合歡山生態旅遊細部規劃。 
陳章波。2002。合歡山生態旅遊資源、活動模式及區域之系統

規劃。 
王穎、林康酋。2000。太魯閣國家公園關原地區三種共域鳥種

之巢箱位置選擇及其生殖表現。  
王穎、黃正龍。1996。太魯閣國家公園關原地區利用巢箱鳥類

生殖生物學。  
曾盛堂 1996。合歡山地區之危險因子調查分析與研究。  
王穎、劉良力、鄒月娥、賴美麗、孫元勳、陳怡君、黃正龍。

1994。太魯閣國家公園神秘谷、白楊步道鳥類餌食站及巢
箱之規劃。  

孫麗珠、游登良、黃立明。1994。太魯閣國家公園戶外解說設
施計畫。 楊平世。1993。太魯閣國家公園高山地區昆蟲
資源之研究。  

賴美麗、李寶蓮、李淑婷、陳顧淋。1993。太魯閣國家公園中、
高海拔鳥類繫放計畫。  

楊南郡。1990。太魯閣國家公園合歡古道西段調查與步道規劃
報告。 

松雪樓 ˅  

太魯閣國家公園管理處。2013。太魯閣國家公園計畫(第三次通
盤檢討)計畫書(草案)。 

蘇敬智。2005。合歡山步道土壤沖蝕之研究。  
劉東啟。2003。合歡山生態旅遊細部規劃。 
陳章波。2002。合歡山生態旅遊資源、活動模式及區域之系統

規劃。 
賴美麗、李寶蓮、李淑婷、陳顧淋。1993。太魯閣國家公園中、

高海拔鳥類繫放計畫。  
陳東瑤。1989。合歡山箭竹草原昆蟲相的初步研究。 

慈恩 ˅  

太魯閣國家公園管理處。2013。太魯閣國家公園計畫(第三次通
盤檢討)計畫書(草案)。 

許育誠、洪美珠。2011。代表性生態系經營研究－霧林帶指標
物種建立監測第三期。  

翁慶豐 。2009。太魯閣國家公園珍稀及指標物種研究與復育
計畫第一期兩棲爬蟲類基因條碼建立及多樣性分析。  

許皓捷、李培芬、彭鈞毅。2006。太魯閣國家公園鳥類群聚之
研究(一)。  

楊懿如、施心翊、方雅芬、黃榮千。2006。太魯閣國家公園兩
棲類調查及監測計畫。  

林曜松、蘇霩靄、盧堅富、莊鈴川。2005。太魯閣國家公園中
低海拔地區動物資源動態調查研究及資料庫建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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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憩
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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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點 
調查 

地理景觀
登錄 

相關計畫資料 

合 
歡 
山 
遊 
憩 
帶 

慈恩 ˅  

劉東啟。2003。合歡山生態旅遊細部規劃。 
陳章波。2002。合歡山生態旅遊資源、活動模式及區域之系統

規劃。 
蔡雯嘉、楊懿如。2000。太魯閣國家公園不同海拔莫氏樹蛙族

群生活史之比較。  
楊平世、賴郁雯、鄭明倫。1999。太魯閣國家公園螢火蟲相調

查。  
王穎、劉良力、鄒月娥、賴美麗、孫元勳、陳怡君、黃正龍。

1994。太魯閣國家公園神秘谷、白楊步道鳥類餌食站及巢
箱之規劃。  

賴美麗、李寶蓮、李淑婷、陳顧淋。1993。太魯閣國家公園中、
高海拔鳥類繫放計畫。  

楊平世、曾兆祥、鄭明倫、李春霖、徐崇斌。1992。太魯閣國
家公園中、高海拔地區之昆蟲相及其相關生態研究(II)。 

王穎。1992。太魯閣國家公園中、高海拔鳥類資源之調查研究。

大禹嶺 ˅  

太魯閣國家公園管理處。2013。太魯閣國家公園計畫(第三次通
盤檢討)計畫書(草案)。 

許皓捷、李培芬、彭鈞毅。2006。太魯閣國家公園鳥類群聚之
研究(一)。  

徐源泰。2006。太魯閣國家公園杜鵑花屬植物遺傳多樣性調查。 
徐國士。2005。太魯閣國家公園高山地區生態變遷與環境監測

計畫。  
顏家芝、薛雅丹、廖敏琪、石珮琪、江香樺、陳皇志、林正疆。

2004。太魯閣國家公園合歡山地區生態遊憩環境衝擊之研
究與遊客調查分析。  

劉東啟。2003。合歡山生態旅遊細部規劃。 
陳章波。2002。合歡山生態旅遊資源、活動模式及區域之系統

規劃。 
曾盛堂。1996。合歡山地區之危險因子調查分析與研究。  
孫麗珠、游登良、黃立明。1994。太魯閣國家公園戶外解說設

施計畫。  
楊平世。1993。太魯閣國家公園高山地區昆蟲資源之研究。  
楊南郡。1980。太魯閣國家公園合歡。  
林曜松、盧堅富。1980。中橫公路(文山至大禹嶺段)沿線台灣

獼猴資源之調查研究。  
王鑫、黃麗珠、徐美玲、曾子卿、許玲玉、李桂華、茅彬菁。

1984。太魯閣國家公園地理、地形及地質景觀調查。 

碧綠神木 ˅  

太魯閣國家公園管理處。2013。太魯閣國家公園計畫(第三次通
盤檢討)計畫書(草案)。 

蔡雯嘉、楊懿如。2010。太魯閣國家公園不同海拔莫氏樹蛙族
群生活史之比較。  

許皓捷、李培芬、張原謀、彭鈞毅。2007。太魯閣國家公園鳥
類群聚之研究(二)。  

許皓捷、李培芬、彭鈞毅。2006。太魯閣國家公園鳥類群聚之
研究(一)。  

劉東啟。2003。合歡山生態旅遊細部規劃。 
陳章波。2002。合歡山生態旅遊資源、活動模式及區域之系統

規劃。 
楊遠波、張惠珠。1992。太魯閣國家公園植物永久樣區之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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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點 
調查 

地理景觀
登錄 

相關計畫資料 

合 
歡 
山 
遊 
憩 
帶 

新白楊 ˅  

太魯閣國家公園管理處。2013。太魯閣國家公園計畫(第三次通
盤檢討)計畫書(草案)。 

蘇銘千。2012。生物災害風險暨生態健康評估-太魯閣環境敏感
區域持久性毒物之生態風險評估計畫(一)。  

蔡雯嘉、楊懿如。2010。太魯閣國家公園不同海拔莫氏樹蛙族
群生活史之比較。  

王正平、許義忠。2010。VERP 管理模式應用於太魯閣國家公
園之研究。  

許皓捷、李培芬、彭鈞毅。2006。太魯閣國家公園鳥類群聚之
研究(一)。 

劉東啟。2003。合歡山生態旅遊細部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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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 98 年度太魯閣公園與國家公園有約系列活動
成果統計表-環境教育類 

項次 活動日期 活動名稱 梯次 辦理地點 合作單位 參加對象 人數

01 98.02.01~02.04 

太魯閣環境教育中心 

環教活動-2009 年第五屆 

環境教育兒童成長營 

1

西寶國小 

太魯閣台地 

戶外草坪 

各步道 

西寶國小 各國小學童 

55

02 98.03.21~03.22 
解說志工解說訓練-志工 

志願服務基礎教育訓練(第 1 場) 
1 環教中心 

 本處解說及 

保育志工 91

03 98.04.18~04.19 
解說志工解說訓練- 

蓮花池步道解說訓練(第 2 場) 
1 蓮花池步道 

 本處同仁 

解說志工 

保育志工 

39

04 

98.05.02~05.03 

98.05.16~05.17 

98.05.30~05.31 

98.06.06~06.07 

2009 國家公園步道與部落 

巡禮系列活動。 
4

蘇花海岸 

大禮步道 

砂卡礑步道太

魯閣峽谷 

花蓮縣救

國團團委

會 

社會大眾 

160

05 98.05.10 合歡山淨山春季活動 1
合歡山區據點

及步道 

 山難救助協會

東勢林管處 108

06 98.05.23 
解說志工解說訓練- 

太魯閣地質教育練(第 3 場) 
1

環教中心 

太魯閣閣口至

天祥 

 本處解說志工

保育志工 45

07 98.05.23 
原住民解說人員訓練- 

室內課程(第 1 場) 
1 太魯閣閣台地

 周邊社區及 

秀林鄉居民 36

08 98.06.06 
原住民解說人員訓練- 

室內課程(第 2 場) 
1 太魯閣閣台地

 周邊社區及 

秀林鄉居民 38

09 98.06.13 
原住民解說人員訓練- 

室內及戶外課程(第 3 場) 
1

太魯閣閣台地

戶外步道 

部落 

 周邊社區及 

秀林鄉居民 35

10 98.06.20 
解說志工解說訓練-馬太鞍 

濕地及蝴蝶園區(第 4 場) 
1

馬太鞍濕地及

蝴蝶園區 

 本處解說志工
53

11 98.06.20 
原住民解說人員訓練- 

戶外課程(第 4 場) 
1

馬太鞍濕地及

蝴蝶園區 

 周邊社區及 

秀林鄉居民 38

12 98.06.27 
原住民解說人員訓練- 

戶外課程(第 5 場) 
1

秀林鄉鄰近部

落及三棧社區

 周邊社區及 

秀林鄉居民 36

13 98.06.29~06.30 
解說員解說訓練講座- 

中橫地質及合歡山高山生態 
1

中橫沿線 

合歡群峰 

 本處同仁及 

解說委外人員 24

14 98.07.01~07.06 
探索國家公園─2009 年 

原住民籍大專青年培訓活動 
1

三棧、富世社

區、太魯閣峽

谷及合歡山區

  原住民 

大專青年 29

15 98.07.11~07.12 Eye 上中橫健行 1
中橫 

九曲洞峽谷段

天祥青年

活動中心 

社會大眾 

(親子團體)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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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活動日期 活動名稱 梯次 辦理地點 合作單位 參加對象 人數

16 98.07.22~07.25 

太魯閣環境教育中心 

環教活動-2009 年第六屆環境教

育兒童成長營第 1 梯次 

1

西寶國小 

太魯閣台地 

各步道 

西寶國小 各國小學童 

55

17 98.07.22~07.23 
太魯閣環境教育系列活動- 

蓮花池 Nature Explore(第 1 梯次)
1 蓮花池 

 民眾 

青少年 25

18 98.07.25~07.26 Eye 上中橫健行 1
中橫 

九曲洞峽谷段

天祥青年

活動中心 

社會大眾 

(親子團體) 
38

19 98.07.25~07.26 
解說志工解說訓練-繽紛的生命 

及砂卡礑步道夜間觀察(第 5 場) 
2

環教中心 

太魯閣園區 

砂卡礑步道 

 本處解說志工

86

20 98.08.04~08.06 

太魯閣環境教育中心環教活動

-2009 年第六屆環境教育 

兒童成長營第 2 梯次 

1

西寶國小 

太魯閣台地 

各步道 

西寶國小 各國小學童 

53

21 98.08.22~08.23 Eye 上雲層上的百岳 1
合歡主峰 

石門山 

天祥青年

活動中心 

社會大眾 

(親子團體) 21

22 98.08.22 
「我愛合歡山一起來淨山」- 

合歡山淨山夏季活動 
1

合歡群峰 

步道 

 社會大眾 
40

23 98.09.12 

解說志工解說訓練- 

製作口簧琴及談「遠古的振動~ 

原住民口簧琴文化介紹」(第 6 場)

1 環教中心 

 本處解說志工

及本處同仁 22

24 98.09.21~09.26 步道修護原住民人才培訓活動 1
環教中心 

蘇花古道 

  在地原住民 
24

25 
98.10.09~10.11 

98.10.16~10.18 
步道修護志工人才培訓活動 1

環教中心 

綠水文山步道

  太魯閣解說及

保育志工 12

26 98.10.17~10.18 
98 年奇萊淨山活動- 

合歡山淨山秋季活動 
1 奇萊山區 

 本處保育志工
30

27 98.11.14~11.15 
太魯閣環境教育系列活動- 

蓮花池 Nature Explore(第 2 梯次)
1 西拉岸 

 民眾及青少年
17

28 98.11.28~11.29 
太魯閣環境教育系列活動- 

蓮花池 Nature Explore 
1 西拉岸 

 民眾及青少年
24

29 98.12.02~12.03 
太魯閣環境教育系列活動- 

蓮花池 Nature Explore(第 4 梯次)
1 西拉岸 

 弱勢團體 
15

30 98.12.12~12.13 
太魯閣環境教育系列活動- 

蓮花池 Nature Explore(第 5、6 梯次)
2 西拉岸 

 民眾及弱勢團

體 31

總計 

項次：30 項次 
環境教育類梯次：35 梯次 

人數：1,300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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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三 99 年度太魯閣公園與國家公園有約系列活動 
成果統計表-環境教育類 

項次 活動日期 活動名稱 梯次 辦理地點 合作單位 參加對象 人數

01 99.01.25~01.26 

太魯閣環境教育中心環教活動

-2010 年第七屆環境教育兒童成

長營第 1 梯次(小隊輔前置訓練) 

1

西寶國小 

太魯閣台地 

各步道 

西寶國小 小隊輔 25

02 99.01.27~01.30 

太魯閣環境教育中心環教活動

-2010 年第七屆環境教育兒童 

成長營第 2 梯次 

1

西寶國小 

太魯閣台地 

各步道 

西寶國小 各國小學童 54

03 99.05.02 
太魯閣校外教學環境教育宣導 

活動第 1 梯次 
1

環教中心 

砂卡礑步道 
 

禪光育幼院 

院童 
29

04 99.05.08 
太魯閣校外教學環境教育宣導 

活動第 2 梯次 
1

環教中心 

砂卡礑步道 
 海厝假日學校 35

05 99.05.22 
太魯閣校外教學環境教育宣導 

活動第 3 梯次 
1

環教中心 

砂卡礑步道 
 

加灣基督 

長老教會 
39

06 99.06.06 
太魯閣校外教學環境教育宣導 

活動第 4 梯次 
1

環教中心 

砂卡礑步道 
 吉安家扶中心 30

07 99.06.13 
太魯閣校外教學環境教育宣導 

活動第 5 梯次 
1

環教中心 

砂卡礑步道 
 花蓮家扶中心 26

08 99.06.19 
太魯閣校外教學環境教育宣導 

活動第 6 梯次 
1

環教中心 

砂卡礑步道 
 

世界展望會 

壽豐工作站 
37

09 99.07.07~07.08 

太魯閣環境教育中心環教活動

-2010 年第八屆環境教育兒童 

成長營第 1 梯次(小隊輔前置訓練)

1

西寶國小 

太魯閣台地 

各步道 

西寶國小 小隊輔 20

10 99.07.09~07.12 

太魯閣環境教育中心環教活動

-2010 年第八屆環境教育兒童 

成長營第 2 梯次 

1

西寶國小 

太魯閣台地 

各步道 

西寶國小 
馬祖各國小 

師生 
60

11 99.07.21~07.24 

太魯閣環境教育中心環教活動

-2010 年第八屆環境教育兒童 

成長營第 3 梯次 

1

西寶國小 

太魯閣台地 

各步道 

西寶國小 各國小學童 54

12 99.07.25~07.28 

太魯閣環境教育中心環教活動

-2010 年第八屆環境教育兒童 

成長營第 4 梯次 

1

西寶國小 

太魯閣台地 

各步道 

西寶國小 
偏遠地區各國

小原住民學童
36

13 99.10.01 
太魯閣到校服務環境教育宣導 

活動第 1 梯次 
1 銅門國小  

銅門國小 

高年級學童 
35

14 99.10.01 
太魯閣到校服務環境教育宣導 

活動第 2 梯次 
1 嘉里國小  

嘉里國小 

4-6 年級學童 
36

15 99.10.04 
太魯閣到校服務環境教育宣導 

活動第 3 梯次 
1 港口國小  

港口國小 

4-6 年級學童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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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活動日期 活動名稱 梯次 辦理地點 合作單位 參加對象 人數

16 99.10.04 
太魯閣到校服務環境教育宣導

活動第 4 梯次 
1 豐濱國小  

豐濱國小 

高年級學童
36

17 99.10.07 
太魯閣到校服務環境教育宣導

活動第 5 梯次 
1 西寶國小  

西寶國小 

中高年級學童
37

18 99.10.08 
太魯閣到校服務環境教育宣導

活動第 6 梯次 
1 長橋國小  

長橋國小 

4-6 年級學童
29

19 99.10.08 
太魯閣到校服務環境教育宣導

活動第 7 梯次 
1 大興國小  

大興國小 

中高年級學童
38

20 99.10.11 
太魯閣到校服務環境教育宣導

活動第 8 梯次 
1 北埔國小  

北埔國小 

4 年級學童 
31

21 99.10.12 
太魯閣到校服務環境教育宣導

活動第 9 梯次 
1 大榮國小  

大榮國小 

高年級學童
30

22 99.10.15 
太魯閣到校服務環境教育宣導

活動第 10 梯次 
1 水璉國小  

水璉國小 

中高年級學童
28

23 99.10.15 
太魯閣到校服務環境教育宣導

活動第 11 梯次 
1 新社國小  

新社國小 

4-6 年級學童
24

24 99.10.18 
太魯閣到校服務環境教育宣導

活動第 12 梯次 
1 紅葉國小  

紅葉國小 

高年級學童
38

25 99.10.19 
太魯閣到校服務環境教育宣導

活動第 13 梯次 
1 文蘭國小  

文蘭國小 

高年級學童
33

26 99.10.21 
太魯閣到校服務環境教育宣導

活動第 14 梯次 
1 大富國小  

大富國小 

全校學童 
39

27 99.10.22 
太魯閣到校服務環境教育宣導

活動第 15 梯次 
1 明利國小  

明利國小 

4-6 年級學童
32

28 99.10.29 
太魯閣到校服務環境教育宣導

活動第 16 梯次 
1 月眉國小  

月眉國小 

中高年級學童
37

29 99.11.05 
太魯閣到校服務環境教育宣導

活動第 17 梯次 
1 崇德國小  

崇德國小 

高年級學童
26

30 99.11.05 
太魯閣到校服務環境教育宣導

活動第 18 梯次 
1 景美國小  

景美國小 

高年級學童
38

31 99.11.11 
太魯閣到校服務環境教育宣導

活動第 19 梯次 
1 富世國小  

富世國小 

中年級學童
34

32 99.11.12 
太魯閣到校服務環境教育宣導

活動第 20 梯次 
1 靜浦國小  

靜浦國小 

全校學童 
33

總計 

項次：32 項 

環境教育類梯次：32 梯次 

人數：1,104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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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四 太魯閣國家公園環境教育課程方案領域內涵概念及教學活動實施分析 

領域 課程名稱 教學目標 課程大綱 授課方式 
對象 
(人數) 

時間 場所 設施(器材) 
教學 
評量 

環 
境 
生 
態 

猛禽 
追蹤師 

教導學童觀察與辨識猛禽 
的技巧。 

1、介紹台灣和太魯閣國家

公園常見的猛禽 
2、飛行的秘密-猛禽的羽毛

3、原住民與老鷹的故事 
4、觀察練習-猛禽搜尋 
5、猛禽食物鏈 

1、提問教學 
2、分組討論 
3、合作學習 
4、意見發表 
5、講評教學 

國小40

3節 
120分 

太魯閣 
台地 

猛禽追蹤師ppt、小小猛禽追

蹤師小手冊、太魯閣猛禽墊

板、偽裝帽、圖卡(猛禽圖卡、

灰面鷲遷移圖、百步蛇圖、魯

凱長老圖、食物鏈圖卡)、羽毛

(大冠鷲羽毛、熊鷹羽毛)、數

位單眼、望遠鏡。 

■有 
□無 

青少年 
參與生態

研究實習

促使青少年能走進原野 
實習生態調查工作。 

1、低中海拔生態棲地之大

型動物、水域生態、闊葉

林相、鳥類及增進自然保

育的參與層面與深度。

2、打破傳統「教室」實體

空間觀，體現「大自然即

教室」之環境教育本質。

3、現地研究團隊的擴大參

與，培養環保團隊合作能

力。 

1、結合現地研

究 團 隊 講

授 與 繫 放

實 習 及 污

染 問 題 探

討。 
2、活動期間隨

時引導  融
入 環 保 與

旅遊倫理。 
3、事前充實生

活 環 保 與

活 動 中 比

較學習。 
4、繳交研習心

得回饋。 

高中 40

三天兩夜 1、蓮花池

2、慈恩 
3、合歡山
(0-3000 
公尺的 
行動教室)

鳥類繫放、昆蟲監測、每木

調查等器材。 
□有 
□無 
■ 規

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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領域 課程名稱 教學目標 課程大綱 授課方式 對象
(人數)

時間 場所 設施(器材) 教學 
評量

環 
境 
資 
源 

昆蟲 
小劇場 

1、能說出故事內容大意。 
2、能針對問題，提出自已的

意見。  
3、能對於認識的昆蟲做出 

基本的描述。 
4、能對昆蟲做出簡單的 

解釋。 
5、能發揮創意，設計出自己

的昆蟲小指偶。 
6、能分工合作一起改編故事

的情結。 
7、能隨著故事情結做表演，

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藉由手偶小劇場的演出，介

紹季節主題昆蟲，並帶領學

童觀察紀錄，除了讓學童認

識昆蟲相關的特徵與習性

外，也讓學童瞭解全球暖化

造成昆蟲的危機。 

1、提問教學 
2、分組討論 
3、合作學習 
4、意見發表 
5、講評教學 

國小40

3 節 
120分鐘

太魯閣 
台地 

昆蟲小指偶：青帶鳳蝶、枯

葉蝶、七星瓢蟲、獨角仙、

獵椿 象、山窗螢、台灣大

鍬形蟲、竹節蟲、彩艷卲丁

蟲、黃紋細腰蜂、糞金龜、

台灣熊蟬、簡易版昆蟲指偶

美術用具、特別版昆蟲指偶

美術用具(各色不織布、白膠

或保麗龍、剪刀、黑色細鐵

絲、假眼珠、手套)。 

■有 
□無 
 

 森林 
探索趣 

1、利用上台地步道樹抱石的

樹，進行調查體驗活動。

2、 帶領學童計算樹抱石的樹

進行光合作用，吸收多少

二氧化碳，和產出多少氧

氣，計算出一棵樹可以留

住多少的碳，探討森林對

於減緩全球暖化的重要

性。 

活動一：森林 in touch 
活動二：減碳綠精靈 
活動三：活動回饋分享與 

討論 
 

1、提問教學 
2、分組討論 
3、合作學習 
4、意見發表 
5、講評教學 國小中、

高年級20

3 節 
120分鐘

1、太魯閣

台地 
2、布洛灣

台地 

每木調查表。 ■有 
□無 
 

 小水滴 
的旅行 

小朋友要與小水滴，一起從

河流地上游旅行到大海

裡，途中會經過許多地

方，看看小水滴會遇到什

麼樣的事情！ 

1、河流關卡 
2、詢問學生大海有什麼 

變化？  
3、請學員給予感想回饋。

1、提問教學 
2、分組討論 
3、合作學習 
4、意見發表 
5、講評教學 

國小中、

高年級40

3節 
180分鐘

太魯閣 
台地 

水質表、情境卡等。 ■有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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領域 課程名稱 教學目標 課程大綱 授課方式 對象
(人數)

時間 場所 設施(器材) 教學 
評量

環 
境 
變  
遷 

 

地球發燒

了、酷 
(Cool)地
球 

透過現在全世界正關注的環

境議題-全球暖化，藉由設計

的系列遊 戲與活動，讓學童

瞭解全球暖化的成因，以及

其所帶來的環境與生態面向

上的影響，並讓學童去討論

如何在實際生活中 有所保

護環境的行動。 

1、 酷地球劇場 
2、「冰川融化大危機」 

活動 
3、「比手畫腳開處方」 

1、提問教學 
2、分組討論 
3、合作學習 
4、意見發表 
5、講評教學 

國小中、

高年級40

3節 
120分鐘

太魯閣 
台地 

1、劇場道具：北極熊頭飾、

地球、醫生服裝、聽診

器、大型溫度計度計。

2、冰川融化大危機活動：

報紙數張。 
3、教具：地球暖化資料圖

版3張、地球暖化症狀圖

卡11張、地球處方籤圖

卡12張。 

■有 
□無 
 

WSI 水質

調查員 
1、引導學童觀察水中生物，

並引導學童接觸少見的水

棲昆蟲。 
2、利用水質監測活動讓學童

對於溪流的整體狀態  有
更整體的了介紹太魯閣國

家公園大富翁的遊戲規則

解外，也可以學習到水質對

於水中生物的影響。 
3、針對砂卡礑步道常見的動

植物進行解說活動。 

1、「Water 水工廠」 
2、我看故我在-步道 

生態解說 
3、發現水世界-戶外實作 

1、提問教學 
2、分組討論 
3、合作學習 
4、意見發表 
5、講評教學 

國小中、

高年級 40

3節 
120分鐘

砂卡礑 
步道 

WSI水質調查員手冊、報

紙、球、生態圖鑑、水質監

測器材組、小水桶、水杯。

■有 
□無 
 

生 
態 
管 
理 

太魯閣 
國家公園

大富翁 

針對太魯閣國家公園的生態

與特殊樣貌，研發設計太魯閣

國家公園大富翁一份，並且在

校外教學活動課程與到校推

廣課程中，以該教材來進行太

魯閣國家公園的推廣教學。

1、引起動機 
2、介紹太魯閣國家公園 

大富翁的遊戲規則 
3、分組進行太魯閣 

國家公園大富翁(盒裝版)

4、綜合活動 

1、提問教學 
2、分組討論 
3、合作學習 
4、意見發表 
5、講評教學 

國小中、

高年級40

3節 
120分鐘

太魯閣 
台地 

太魯閣國家公園介紹PPT、太
魯閣國家公園大富翁 (大型

版)、太魯閣國家公園大富翁
(盒裝版)。 

■有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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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五 太魯閣國家公園環境教育學習課程教案設計 
示例：砂卡礑步道 

課程領域 環境資源 課程模組 瞭解太魯閣 

課程名稱 砂卡礑的奇幻漂流 

課程設計 中華生態資訊暨環境教育協會課程研發小組 

課程指導 太魯閣國家公園管理處、廖美菊教師、汪靜明教授、劉瑩三教授等 

設計理念 

根據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總綱規範：生命教育、性別平等教育、法治教育、

人權教育、海洋教育、環境教育、永續發展、多元文化及消費者保護教育等

材料宜適度融入相關科目教材之編選。本教案將重大議題「環境教育」融入

遊程中，設計適合太魯閣國家公園環境教育教案。 

教學目標 

藉由教師的帶領與解說，實際與學生走進砂卡礑步道，經由引導式學習，讓

學生體驗及探索砂卡礑的自然生態，學習其豐富的動植物資源及多樣的地形

景觀。透過戶外學習及體驗，融入環境教育核心價值並和學校課程搭配，讓

學生能夠運用教科書的知識於生活中，以期達到以下目標。 

一、培養學生觀察生物的能力及啟發對自然科學研究的興趣。 

二、培養學生能主動關懷地球環境，體認地球上所有生物都是平等的，並了

解生物保育及環境永續經營的重要性。 

三、培養學生對地球科學的基本知識與學習意願。 

學習對象 適用於高中二年級自然組及社會組學生 

概念連結 普通高級中學必修科目「基礎地球科學」及「基礎生物」 

師生比例 1:16 教學時間 240 分鐘 

教學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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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學資源 解說牌誌、圖鑑、太魯閣國家公園摺頁出版品等 

多元智慧 

教學評量 

□語文智慧  □數學邏輯智慧  □空間智慧  □肢體動覺智慧 □音樂智慧   

□人際智慧  □內省智慧  ■自然觀察智慧 

地點場所 
太魯閣國家公園遊客中心、「砂卡礑步道-五間屋路段」往返步行時間約 90 分

鐘，教師可視現場狀況，調整授課時間及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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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教育能力指標 

環境覺知 
與敏感度 

1、能運用五官觀察來探究環境中的事物，覺知砂卡礑步道裡的生物多樣性與

景觀生態之美。 

2、藉由身體感官接觸自然環境中的動、植物和景觀，啟發、欣賞自然之美。

3、覺知環境與身心健康的關係，以及個人生活方式對環境的影響。 

4、覺知溪流環境在自然生態系與人文社會中的重要性。 

5、藉由觀察與體驗，能以創作文章、美勞、音樂、戲劇表演等形式，表現砂

卡礑步道自然生態、地質景觀特色以及對環境的關懷。 

環境概念 
知識內涵 

1、能認識與瞭解砂卡礑步道的自然生態、地質景觀。 

2、能觀察與紀錄砂卡礑步道環境問題並探究其原因。 

3、能認識砂卡礑步道的自然環境與基本的生態原理。 

4、能瞭解砂卡礑步道的自然生態資源的多樣與重要性。 

5、能建構砂卡礑步道的生態保育知識技能及環境概念。 

環境倫理 
價值觀 

1、能具有好奇心，思考國家公園在環境中的意義與價值。 

2、瞭解生活中個人與環境的相互關係並培養關懷國家公園生態環境的情懷與

責任。 

3、能透過欣賞砂卡礑步道的環境，喜愛我們的土地及其他生物。  

4、能主動親近關懷國家公園環境，進而瞭解生態保育重要。 

5、瞭解人與環境互動關係，建立積極環境態度與環境倫理。 

6、養成主動思考國內與國際環保議題及積極參與態度。 

7、改變對環境資源的「價值觀」與「態度」，培養愛護自然與人文生態的意

願與責任心。 

環境行動 
技能 

1、能以清楚的言語與文字，適切描述自己的自然體驗與感覺與對砂卡礑步道

的觀感。 

2、能以繪畫、詩文、勞作和說故事等方式表達對砂卡礑步道，以及棲息於環

境中的動、植物、景觀的感受。 

3、能運用收集資料與記錄的方法，瞭解砂卡礑步道環境的問題。 

4、能歸納思考砂卡礑步道與不同區域環境的問題原因，研判可能的解決方式。

5、能運用科技與網際網路蒐集、運用資訊來探討、瞭解砂卡礑步道環境現況

及相關的保育議題。 

6、在面對砂卡礑步道或相關生態保育議題時，能傾聽(或閱讀)別人的報告，

並且理性地提出質疑與看法。 

7、能藉由各種管道或媒體主動蒐集國內外國家公園議題與策略。 

8、能運用科學工具去鑑別、分析、瞭解太魯閣國家公園周遭的環境狀況與變

遷。 

9、能熟悉查詢與蒐集國家公園與生態保育相關之議題、文獻與報告之方法。

10、能有效與和善的和其他人溝通與互動。 

環境行動 
經驗 

1、能隨著父母親或老師參與社區環境保護的活動經驗。 

2、能積極參與國家公園相關的保育團體或社團。 

3、能具有參與調查與解決生活周遭環境問題的經驗。 

4、參與學校社團和社區的生態保育相關活動。 

5、能積極參與並支持自然保育的各項事務與推廣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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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前準備 

【教師】 

1、請教師蒐集並閱讀有關太魯閣國家公園

等相關資訊，包括報章雜誌、文章、政

府網站以及環境教育資訊。 

2、至太魯閣前，整理所蒐集到的資訊，製

作太魯閣國家公園的教學資料及 Power 

Point 教學檔案，利用各種教學媒體輔助

教學。 

【學生】 

1、請學生於課前，瀏覽太魯閣國家公園官方網

站，蒐集相關之資料，包含太魯閣地理位

置、遊憩資訊、生態保育、歷史人文等資訊。

2、主動參與老師設計的活動，且能由活動中體

認其含意。 

教學流程與內容 

室內教學活動 太魯閣教學資源 

【太魯閣國家公園遊客中心】 

1、由太管處工作人員或志工進行解說，說明

太魯閣國際級的地質地貌特色及生態景

觀。 

2、在遊客中心觀賞砂卡礑步道相關影片，瞭

解砂卡礑的由來及環境特色。 

3、教師說明本次研習營流程，關於戶外學習

注意事項以及進行分組。 

 

課程綱要與概念連結 
 

圖片來源：全華。科友圖書公司普通高級中學基礎地球科學教科書 

「基礎地球科學」課程綱要 

主題三、動態的地球 

[固體地球的變動] 

1、 火山帶與地震帶 

 介紹台灣特殊的地形與地貌，進而延伸至太

魯閣國家公園的地質地形特徵。 

2、板塊運動 

 講解板塊構造學說，介紹張裂型板塊與聚合

型板塊交界帶的主要特徵。 

3、講解台灣的板塊，延伸說明太魯閣的地理

形成與地質歷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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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外課程教學活動 太魯閣教學資源 

【砂卡礑步道入口】 

1、砂卡礑步道入口位於砂卡礑隧道西邊洞口

外，在砂卡礑橋上，從入口循著迴旋梯直下

即可到達步道起點。 

2、步道起點設有解說牌，對砂卡礑步道有全

面性的介紹，為便於當地太魯閣族人閱讀，

解說牌同時以羅馬拼音翻譯成太魯閣語。 

3、觀察步道對岸，砂卡礑溪注入立霧溪匯流

口附近的河階地形，那裡曾是太魯閣族人的

部落。 

4、進入砂卡礑步道，傍溪而行，步道沿途有

設置休憩平台及解說牌，可以親水觀察溪流

生態，認識原住民文化等。 

5、教師可先讓引導學生觀察周遭環境，如溪

流、溪床、森林，以及步道石壁上，有時會

有苔蘚類及蕨類，接著更進一步觀察石壁上

的紋路。 

 

 
 

 

課程綱要與概念連結 

 

 
 

「基礎地球科學」地球環境的特徵 

[壯麗的山河] 

1、地貌的變化 

 觀察砂卡礑的地質，引導學生思考地質

作用對地貌變化的影響。 

2、風化、侵蝕、搬運與沉積 

 透過現場實地觀察，可從河階地形講解

地貌變化的機制，包含風化、侵蝕、搬

運與沉積等作用。 

 從觀察河流的上、中、下游，說明地貌

變化，會因流速不同，而有不同的侵蝕

方式。進而延伸說明，侵蝕地表的力量

有流水、冰川、風及海浪等。 

 藉由流速快慢與搬運沉積物顆粒大小的

關係，帶入「淘選度」的概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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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來源：全華。科友圖書公司普通高級中學基礎地球科學教科書及輔助教材 

 從淘選度，引導學生區別流水造成的 V

型谷，以及冰川造成的 U 型谷之間的差

異。 

課程教學活動 太魯閣教學資源 

【大褶皺】 

1、教導學生觀察岩石之褶皺，講解褶皺的形

成原因。 

2、講解岩石循環，以及如何透過岩層觀察，

判斷地質事件。 

3、介紹相對定年法及絕對定年法等地質 

研究方法。 
 

課程綱要與概念連結 

 
圖片來源：南一出版社普通高級中學基礎地球科學教科書 

「基礎地球科學」 

主題七、地球環境的監測與探索 

[探地層]固體地球的觀測 

 介紹研究地質歷史的科學方法，請學生

說出相對定年法與絕對定年法的差異。 

主題八、地球環境的特徵 

[壯麗的山河]地質構造 

 從觀察石壁上的紋路，瞭解岩石與礦物

的區別。 

 教師介紹步道旁的石壁，說明火成岩、

沉積岩以及變質岩三大岩類的特性及相

互關係。 

 從觀察大褶皺地質現象，介紹褶皺構造

及形成的原因。 
 



太魯閣國家公園峽谷地質旅遊資源調查及教案操作規劃 

150 

課程教學活動 太魯閣教學資源 

【折返站-斯維奇】 

1、斯維奇(Swiji)是太魯閣語，意指大型葉片

的榕樹，此據點又可稱為「五間屋」。教師

可介紹此地的人文歷史及太魯閣族人的生

活。 

2、五間屋前種植許多蜜源植物，適合帶領學

生在此觀察蝴蝶生態。 

3、讓學生觀察五間屋附近的環境後，請各組

學生分享觀察心得，或是分享從路口到觀

景台的途中所發現的事物。教師依學生所

分享的事物，引入知識層面，讓學生印證

課堂上所學。 

 

 

課程綱要與概念連結 

 
圖片來源：南一出版社普通高級中學基礎生物(下)教科書 

 
圖片來源：龍騰出版社普通高級中學基礎生物(下)教科書 

「基礎生物」課程綱要 

主題六、生物與環境 

[族群與群集] 

 透過觀察當地生物，介紹族群以及群集

等概念。 

 讓學生透過環境中的事物，舉例說明及

比較，物種<族群<群集<生態系<地球

圈，各層次的差異。 

 請學生舉出環境中的因子，區分出非生

物因子及生物因子。 

 透過體驗方式，讓學生思考砂卡礑屬於

台灣何種生態系，並且舉出環境中的元

素來說明。 

 在講解斯維奇的人文歷史時，可講解台

灣的水資源分布情形及水與人類文明發

源地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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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課程教學活動 太魯閣教學資源 

【遊客中心】 

教師視教學需要總結此次學習的目標。 

最後請學生完成學習單及回饋單  

(可使用太魯閣國家公園管理處或 

本研究設計之學習單)。 

 

課程內容概念連結 

 

建議教師從地球整體的角度，以岩石圈、水

圈、大氣圈與生物圈之間的交互關係。引導學

生連結各個概念，瞭解地球的運作方式。 

教學建議 

1、建議教師儘量以提問方式，引起學生學習動機。 

2、教師可視當日學習狀況，讓學生閉上眼睛去感受自然，聆聽周遭的聲音。 

3、在與課程內容連結時，儘量以砂卡礑環境中的素材為例，再進行衍伸，加深學生的學習印

象，避免較為抽象的概念。 

4、教師適時融入生態平衡的觀念與作為，讓學生體驗人與自然和諧共存的關係。 

專業省思 
(本欄位提供教學者作為紀錄之用) 

 
 
 
 
 
 
 
 
 
 
 
 
 
 
 
 

註：本表依據教育部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另參考汪靜明《陽明山國家公園環境教育課程方案發展 2011、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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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六 太魯閣國家公園環境教育學習課程教案設計 
示例：天祥白楊步道 

課程領域 環境生態 課程模組 保育太魯閣 

課程名稱 白楊遊學趣 

課程設計 中華生態資訊暨環境教育協會課程研發小組 

課程指導 太魯閣國家公園管理處、廖美菊教師、汪靜明教授、劉瑩三教授等 

設計理念 

根據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總綱規範：生命教育、性別平等教育、法治教育、

人權教育、海洋教育、環境教育、永續發展、多元文化及消費者保護教育等

材料宜適度融入相關科目教材之編選。本教案將重大議題「環境教育」融入

遊程中，設計適合太魯閣國家公園環境教育教案。 

教學目標 

藉由教師的帶領與解說，實際與學生走進白楊步道，經由引導式學習，讓學

生體驗及探索自然生態，學習其豐富的動植物資源及多樣的地形景觀。透過

戶外學習及體驗，融入環境教育核心價值並和學校課程搭配，讓學生能夠運

用教科書的知識於生活中，以期達到以下目標。 

一、培養學生觀察生物的能力及啟發對自然科學研究的興趣。 

二、培養學生能主動關懷地球環境，體認地球上所有生物都是平等的，並了

解生物保育及環境永續經營的重要性。 

三、培養學生瞭解或關心地球科學的相關議題與學習意願。 

學習對象 適用於高中二年級自然組及社會組學生 

概念連結 普通高級中學必修科目「基礎地球科學」及「基礎生物」 

師生比例 1:16 教學時間 240 分鐘 

教學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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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學資源 解說牌誌、圖鑑、太魯閣國家公園摺頁出版品等 

多元智慧 

教學評量 

□語文智慧  □數學邏輯智慧  □空間智慧  □肢體動覺智慧 □音樂智慧   

□人際智慧  □內省智慧  ■自然觀察智慧 

地點場所 
天祥遊客服務站、「白楊步道入口-白楊瀑布」往返步行時間約 90 分鐘，教師

可視現場狀況，調整授課時間及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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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教育能力指標 

環境覺知 

與敏感度 

1、能運用五官觀察來探究環境中的事物，覺知白楊步道裡的生物多樣性與景觀

生態之美。 

2、藉由身體感官接觸自然環境中的動、植物和景觀，啟發、欣賞自然之美。 

3、覺知環境與身心健康的關係，以及個人生活方式對環境的影響。 

4、覺知溪流環境在自然生態系與人文社會中的重要性。 

5、藉由觀察與體驗，能以創作文章、美勞、音樂、戲劇表演等形式，表現白楊

步道生態以及地質景觀特色，以及對環境的關懷。 

環境概念 

知識內涵 

1、能認識與瞭解白楊步道的自然生態、地質景觀。 

2、能觀察與紀錄白楊步道環境問題並探究其原因。 

3、能認識白楊步道的自然環境與基本的生態原理。 

4、能瞭解白楊步道的自然生態資源的多樣與重要性。 

5、能建構白楊步道的生態保育知識技能及環境概念。 

環境倫理 

價值觀 

1、能具有好奇心，思考國家公園在環境中的意義與價值。 

2、瞭解生活中個人與環境的相互關係，並培養關懷國家公園的情懷與責任。 

3、能透過欣賞白楊步道的環境，喜愛我們的生活土地及其他生物。  

4、瞭解人與環境互動關係，建立積極環境態度與環境倫理。 

5、養成主動思考國內與國際環保議題及積極參與態度。 

6、改變對國家公園資源的「價值觀」與「態度」，培養愛護的意願與責任心。 

環境行動 

技能 

1、能以清楚的言語與文字，適切描述自己的自然體驗與感覺與對白楊步道的觀

感。 

2、能以繪畫、詩文、勞作和說故事等方式表達對白楊步道，以及棲息於環境中

的動、植物、景觀的感受。 

3、能運用收集資料與記錄的方法，瞭解白楊步道環境的問題。 

4、能歸納思考白楊步道與不同區域環境的問題原因，研判解決方式。 

5、能運用科技與網際網路蒐集、運用資訊來探討、瞭解白楊步道環境現況及相

關的保育議題。 

6、在面對白楊步道或相關生態保育議題時，能傾聽(或閱讀)別人的報告，並且

理性地提出質疑與看法。 

7、能藉由各種管道或媒體主動蒐集國內外國家公園議題與策略。 

8、能運用科學工具去鑑別、分析、瞭解太魯閣國家公園周遭的環境狀況與變遷。

9、能熟悉查詢與蒐集國家公園與生態保育相關之議題、文獻與報告方法。 

10、能有效與和善的和其他人溝通與互動。 

環境行動 

經驗 

1、能隨著父母親或老師參與社區環境保護的活動經驗。 

2、能積極參與國家公園相關的保育團體或社團。 

3、能具有參與調查與解決生活周遭環境問題的經驗。 

4、參與學校社團和社區的生態保育相關活動。 

5、能積極參與並支持自然保育的各項事務與推廣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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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前準備 

【教師】 

1、請教師蒐集並閱讀有關太魯閣國家公園

等相關資訊，包括報章雜誌、文章、政

府網站以及環境教育資訊。 

2、至太魯閣前，整理所蒐集到的資訊，製

作太魯閣國家公園的教學資料及 Power 

Point 教學檔案，利用各種教學媒體輔助

教學。 

3、白楊步道戶外教學，建議教師提醒學生

攜帶手電筒備用 

【學生】 

1、請學生於課前，瀏覽太魯閣國家公園官方網

站，蒐集天祥相關之資料，包含在太魯閣地

理位置、遊憩資訊、生態保育、歷史人文等

資訊。 

2、主動參與老師設計的活動，且能由活動中體

認其含意。 

教學流程與內容 

室內教學活動 太魯閣教學資源 

【天祥遊客服務站】 

1、教師帶領學生，由太管處工作人員或志工

進行解說，說明太魯閣國際級的地質地貌

特色及生態景觀。 

2、在服務站觀賞天祥白楊步道相關影片，瞭

解「多隧道」與「多水」是白楊步道的兩

大特色。 

3、講解白楊步道的由來  

4、教師說明本次研習營流程，關於戶外學習

注意事項以及進行分組。 

 

 

課程綱要與概念連結 

圖片來源：全華。科友圖書公司普通高級中學基礎地球科學教科書 

 

「基礎地球科學」課程綱要 

主題三、動態的地球 

[固體地球的變動] 

1、 火山帶與地震帶 

 介紹台灣特殊的地形與地貌，進而延伸至

太魯閣國家公園的地質地形特徵。 

2、板塊運動 

 講解板塊構造學說，介紹張裂型板塊與聚

合型板塊交界帶的主要特徵。 

3、講解台灣的板塊，延伸說明太魯閣的地理

形成與地質歷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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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來源：南一出版社普通高級中學基礎地球科學教科書 

 從環境中觀察變質岩，並瞭解變質岩在

太魯閣形成的原因。 

 可以區分變質岩的變質程度。 

戶外課程教學活動 太魯閣教學資源 

【白楊步道入口】 

1、位於台八線中橫公路 167.9k 明隧道，隧道

入口處即白楊步道的起點，建議攜帶手電

筒前往。 

2、此隧道長達 380 公尺，隧道筆直，有時可

聽到斯文豪氏赤蛙鳴叫聲。 

3、走出隧道，可看見瓦黑爾溪直切而下形成

的平坦階地，此處有 90 度的大轉彎。 

4、白楊步道是 1984 年台電為了開發「立霧溪

水力發電計畫」，闢建的施工道路之一，整

條步道沿溪而行，前段是立霧溪的支流瓦

黑爾溪，後段是立霧溪上游的塔次基里溪。

5、引導學生瞭解開發自然對於人類與環境的

影響，進而懂得如何關懷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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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綱要與概念連結 

 

圖片來源：全華。科友圖書公司普通高級中學基礎地球科學教科書及輔助教材 

「基礎地球科學」課程綱要 

主題八、地球環境的特徵 

[壯麗的山河] 

1、地貌的變化 

 從白楊步道興建的歷史，引導學生思考興

建水壩將對地貌產生何種影響。 

 倘若當初興建水壩成功，立霧溪中游的水

皆被引用發電，下游河床將乾涸，靠立霧

溪水切割所形成得太魯閣峽谷，將無水而

難以繼續發育，峽谷景觀將大受影響。 

2、風化、侵蝕、搬運與沉積 

 透過現場實地觀察，說明地貌變化的機制

有風化、侵蝕、搬運與沉積等作用。 

3、從觀察河流的上、中、下游，說明地貌變

化，會因流速不同，而有不同的侵蝕方式。

4、藉由流速快慢與搬運沉積物顆粒大小的關

係，帶入「淘選度」的概念。 

 從淘選度，引導學生區別流水造成的 V 型

谷，以及冰川造成的 U 型谷之間的差異。

戶外課程教學活動 太魯閣教學資源 

【觀景平台】 

1、觀景平台位在第二隧道前，在此可見瓦黑

爾溪在附近注入塔次基里溪 

2、此處有解說牌誌，教師可利用此地，進行

定點教學，帶領學生欣賞峽谷之美。 

3、白楊步道常見植物有：台灣蘆竹、萬年松、

車桑子、無患子等岩生植物。 緩坡處：覆

著層次豐富的森林，山肉桂是常見的植

物。溪谷邊緣：向陽植物的山黃麻、構樹、

五節芒、山鹽青(羅氏鹽膚木)等。 

4、野生動物有台灣獮猴、灰喉山椒鳥等，有

時可見成群蝴蝶在吸取岩壁上的水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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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由於第二隧道與第三隧道間，地形不穩，

有落石之虞，需小心快速通過，不適合進

行定點教學。 

 

 

 

課程綱要與概念連結 

 
圖片來源：龍騰出版社普通高級中學基礎生物(下)教科書 

 

 
圖片來源：南一出版社普通高級中學基礎生物(下)教科書 

「基礎生物」課程綱要 

主題六、生物與環境 

族群與群集 

 透過觀察當地生物，介紹族群以及群集等

概念。 

 讓學生透過環境中的事物，舉例說明及比

較，物種<族群<群集<生態系<地球圈，各

層次的差異。 

 有時在羅氏鹽膚木上可發現「蟲癭」，可讓

學生思考此為何種生物的交互作用。 

 教師可讓學生觀察山黃麻的生長情形，引

導學生思考族群的消長以及環境負荷度的

概念。 

生態系 

 引導學生瞭解生態平衡是種動態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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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外課程教學活動 太魯閣教學資源 

【大崩壁】 

1、位於第四隧道前不遠處有一片裸露的岩

壁，地質以黑色片岩和綠色片岩為主 

2、因屬於順向坡，岩層破碎不穩定，每遇大

雨，上方岩石容易滑落，是步道全段較危

險的路段，通過此路段時，教師與學生要

特別注意安全，快速通過。 

 

【折返站–白楊瀑布】 

1、白楊瀑布昔稱「達歐拉斯」瀑布，有「斷

崖瀑布」之意，為太魯閣國家公園內最大

的瀑布。 

2、瀑布附近屬天祥層與長春層交界區，可觀

察到石英雲母片岩、千枚岩、變質砂岩、

薄層大理岩、綠色片岩及石英岩等。 

3、教師引導學生思考為何此處常造成山崩現

象?  

4、進而解釋此處由於石英雲母片岩、千枚岩

及綠色片岩分佈廣泛，小斷層及節理面相

當豐富，導致土石容易鬆動。 

5、在白楊吊橋附近的綠色片岩，可觀察到米

粒大小的黃鐵礦（俗稱愚人金），教師可請

學生留意觀察。 

 

 
 
 

 

課程綱要與概念連結 

 
圖片來源：南一出版社普通高級中學基礎地球科學教科書 

「基礎地球科學」課程綱要 

主題八、地球環境的特徵 

[壯麗的山河-地質構造] 

 教師介紹步道旁的石壁，說明火成岩、沉

積岩以及變質岩三大岩類的特性及相互關

係。 

 瞭解變質岩的形成原因，以及如何區別變

質的程度。 

 懂得區分何謂層理、節理、葉理構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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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課程教學活動 太魯閣教學資源 

【天祥遊客服務站】 

教師視教學需要，總結此次學習的目標。 

最後，請學生完成學習單及回饋單  

(可使用太魯閣國家公園管理處或 

本研究設計之學習單)。 

 
課程內容概念連結 

 
圖片來源：南一出版社普通高級中學基礎地球科學教科書 

建議教師從地球整體的角度，以岩石圈、水

圈、大氣圈與生物圈之間的交互關係。引導學

生連結各個概念，瞭解地球的運作方式。 

教學建議 

1、由於白楊步道沿線多處易坍方落石，危險路段請勿進行教學，請快速通過。   

2、如遇地震或颱風等天災，最新步道資訊請參閱本網站步道開放情形。 

3、在與課程內容連結時，儘量以白楊步道環境中的素材為例，再進行衍伸；加深學生的學習

印象，避免較為抽象的概念。 

4、教師適時融入生態平衡的觀念與作為，讓學生體驗人與自然和諧共存的關係，並儘量以提

問方式，引起學生學習動機。 

5、基於安全性考量，建議進行戶外教學前，請教師先讓學生熟悉白楊步道的環境特色，並提

醒須留意的部分。 
專業省思 

(本欄位提供教學者作為紀錄之用) 
 
 
 
 
 
 
 
 
 
 
 
 
 

註：本表依據教育部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另參考汪靜明 《陽明山國家公園環境教育課程方案發展 2011、2012》 



附錄七 太魯閣國家公園環境教育學習課程教案設計示例：布洛灣台地 

161 

附錄七 太魯閣國家公園環境教育學習課程教案設計 
示例：布洛灣台地 

課程領域 環境變遷 課程模組 探索太魯閣 

課程名稱 閱‧布洛灣 

課程設計 中華生態資訊暨環境教育協會課程研發小組 

課程指導 太魯閣國家公園管理處、廖美菊教師、汪靜明教授、劉瑩三教授等 

設計理念 根據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總綱規範：生命教育、性別平等教育、法治教育、

人權教育、海洋教育、環境教育、永續發展、多元文化及消費者保護教育等

材料宜適度融入相關科目教材之編選。本教案將重大議題「環境教育」融入

遊程中，設計適合太魯閣國家公園環境教育教案。 

教學目標 藉由教師的帶領與解說，實際與學生參訪布洛灣台地，經由引導式學習，讓

學生體驗及探索布洛灣台地的自然與人文生態。透過戶外學習及體驗，融入

環境教育核心價值並和學校課程搭配，讓學生能夠運用教科書的知識於生活

中，以期達到以下目標。 

一、培養學生觀察生物的能力及啟發對自然科學研究的興趣。 

二、培養學生能主動關懷地球環境，體認地球上所有生物都是平等的， 

並了解生物保育及環境永續經營的重要性。 

三、培養學生能覺察人類活動對地球環境的影響，並能關心日常生活中有關

地球科學的議題與報導。 

學習對象 適用於高中二年級自然組及社會組學生 

概念連結 普通高級中學必修科目「基礎地球科學」及「基礎生物」 

師生比例 1:16 教學時間 240 分鐘 

教學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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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學資源 解說牌誌、圖鑑、太魯閣國家公園摺頁出版品等 

多元智慧 

教學評量 

□語文智慧  □數學邏輯智慧  □空間智慧  □肢體動覺智慧 □音樂智慧   

□人際智慧  □內省智慧  ■自然觀察智慧 

地點場所 布洛灣管理站、桂竹林步道(單程步行時間約 20 分鐘)、環流丘公園等，教師

可視現場狀況，調整授課時間及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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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教育能力指標 

環境覺知 
與敏感度 

1、能運用五官觀察來探究環境中的事物，覺知布洛灣台地裡的生物多樣性與

景觀生態之美。 

2、藉由身體感官接觸自然環境中的動、植物和景觀，啟發、欣賞自然之美。

3、覺知環境與身心健康的關係，以及個人生活方式對環境的影響，主動關懷

環境。 

環境概念 
知識內涵 

1、能認識與瞭解布洛灣台地的自然生態、地質景觀。 

2、能觀察與紀錄布洛灣台地環境問題並探究其原因。 

3、能認識布洛灣台地的自然環境與基本的生態原理。 

4、能瞭解布洛灣台地的自然生態資源的多樣與重要性。 

5、能建構布洛灣台地的生態保育知識技能及環境概念。 

環境倫理 
價值觀 

1、能具有好奇心，思考國家公園在環境中的意義與價值。 

2、瞭解生活中個人與環境的相互關係並培養關懷國家公園生態環境的情懷與

責任。 

3、經由體驗布洛灣台地的環境，喜愛我們的生活土地及其他生物。  

4、能主動親近關懷國家公園環境，進而瞭解生態保育重要。 

5、瞭解人與環境互動關係，建立積極環境態度與環境倫理。 

6、養成主動思考國內與國際環保議題及積極參與態度。 

7、改變對環境資源的「價值觀」與「態度」，培養愛護自然與人文生態的意

願與責任心。 

環境行動 
技能 

1、能以清楚的言語與文字，適切描述自己的自然體驗與感覺與對布洛灣台地

的觀感。 

2、能以繪畫、詩文、勞作和說故事等方式表達對布洛灣台地，以及棲息於環

境中的動、植物、景觀的感受。 

3、能運用收集資料與記錄的方法，瞭解布洛灣台地環境的問題。 

4、能歸納思考布洛灣台地與不同區域環境的問題原因，研判可能的解決方式。

5、能運用科技與網際網路蒐集、運用資訊來探討、瞭解布洛灣台地環境現況

及相關的保育議題。 

6、在面對布洛灣台地或相關生態保育議題時，能傾聽(或閱讀)別人的報告，

並且理性地提出質疑與看法。 

7、能藉由各種管道或媒體主動蒐集國內外國家公園議題與策略。 

8、能運用科學工具去鑑別、分析、瞭解太魯閣國家公園周遭的環境狀況與變

遷。 

9、能熟悉查詢與蒐集國家公園與生態保育相關之議題、文獻與報告之方法。

10、能有效與和善的和其他人溝通與互動。 

環境行動 
經驗 

1、能隨著父母親或老師參與社區環境保護的活動經驗。 

2、能積極參與國家公園相關的保育團體或社團。 

3、能具有參與調查與解決生活周遭環境問題的經驗。 

4、參與學校社團和社區的生態保育相關活動。 

5、能積極參與並支持自然保育的各項事務與推廣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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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前準備 

【教師】 

1、請教師蒐集並閱讀有關太魯閣國家公園

布洛灣台地等相關資訊，包括報章雜

誌、文章、政府網站以及環境教育資訊。

2、至太魯閣國家公園前，整理所蒐集到的

資訊，製作太魯閣國家公園的教學資料

及 Power Point 教學檔案，利用各種教學

媒體輔助教學。 

【學生】 

1、請學生於課前，瀏覽太魯閣國家公園官方

網站，蒐集相關之資料，包含太魯閣地理

位置、遊憩資訊、生態保育、歷史人文等

資訊。 

2、主動參與老師設計的活動，且能由活動中

體認其含意。 

教學流程與內容 

室內教學活動 太魯閣教學資源 

【布洛灣管理站】 

1、教師帶領學生抵達布洛灣管理站，由太管

處工作人員或志工進行解說，說明太魯閣

國際級的地質地貌特色及生態景觀。 

2、在遊客中心觀賞「樂。太魯閣」精華版影

片，或參訪「太魯閣族工藝展示館」，瞭解

太魯閣人文生態特色。 

3、教師說明本次研習營流程，關於戶外學習

注意事項以及進行分組。 
 

 

 

課程綱要與概念連結 

 
圖片來源：全華。科友圖書公司普通高級中學基礎地球科學教科書 

1、從介紹台灣特殊的地形與地貌，進而延伸

至太魯閣國家公園的地質地形特徵。 

2、透過地形特徵的說明，引導學生瞭解環境

與人類的關係。透過影片欣賞讓學生找

出，太魯閣族人生活中，運用了哪些動植

物資源以及生活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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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外課程教學活動 太魯閣教學資源 

【戶外教學 -上台地竹林步道】 

1、位於山月村住宿區後方，屬於太魯閣峽谷

中難得的熱帶季風雨林區。 

2、林中常見的植物有榕樹、大葉楠及茄苳等，

提供各種動物及鳥類棲息。 

 
課程綱要與概念連結 

 
圖片來源：南一出版社普通高級中學基礎生物(下)教科書 

 

圖片來源：龍騰出版社普通高級中學基礎生物(下)教科書 

「基礎生物」課程綱要 

主題六、生物與環境 

1、 族群與群集 

 透過觀察當地生物，介紹族群以及群集

等概念。 

 讓學生透過環境中的事物，舉例說明及

比較，物種<族群<群集<生態系<地球

圈，各層次的差異。 

2、生態系 

 請學生舉出環境中的因子，區分出非生

物因子及生物因子。 

3、多樣的生態系 

 透過體驗方式，讓學生從環境中觀察到

的植被，說明上台地竹林步道應屬於台

灣何種生態系? 

 請學生舉出地球上的生態系，可以用那

些因子區分，又可區分為哪幾種? 

戶外課程教學活動 太魯閣教學資源 

【下台地環流丘公園】 

1、於環流丘木棧道進行教學，途中設有觀景

平台及休憩涼亭，教師可視教學情況，進

行定點教學，帶學生觀察地形、動植物生

態。 

2、首先，教師可簡單介紹環流丘公園的來由：

環流丘主要是由河川作用塑造而成，很久

之前立霧溪被截斷形成堰塞湖，大量泥沙

淤積出河階台地的雛型。經河流下切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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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阻塞的河道切割出新的河道，待堰塞湖

的湖水退去，留下現今的布洛灣的河階

地，其中被切割的地方就是環流丘。 

3、透過現場實地觀察，引導學生瞭解環流丘

與對岸的山脈本來是一體，之後才被立霧

溪切分開來，形成現在的地形。 

4、公園內堆疊著許多片麻岩巨石，對岸山脈

岩層亦為片麻岩組成，但相較於環流丘尺

寸小上許多，教師可引導學生實地觀察，

並解釋此為立霧溪發育過程所形成的證據

之一。 

5、走到木棧道的盡頭，向東可見溪畔隧道、

向西可臨燕子口，此處可俯瞰立霧溪溪谷。

 

 

 

課程綱要與概念連結 

 
圖片來源：南一出版社普通高級中學基礎地球科學教科書 

 
圖片來源：全華。科友圖書公司普通高級中學基礎地球科學教科書及輔助教材 

「基礎地球科學」課程綱要 

主題八、地球環境的特徵 

[壯麗的山河] 

1、 地貌的變化 

 觀察立霧溪溪谷，引導學生思考地質作

用對地貌變化的影響。 

2、 風化、侵蝕、搬運與沉積 

 觀察立霧溪谷環境，有哪些證據可作為

河流上游的證據，引導學生思考河流侵

蝕地貌，會因流速不同，而有不同的侵

蝕方式。 

3、 地質構造 

 教師介紹步道旁的石壁，說明火成岩、

沉積岩以及變質岩三大岩類的特性及相

互關係。 

 從台灣造山運動，進而衍伸說明太魯閣

為何多為變質岩，有哪些地質作用容易

產生變質岩，加強學生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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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課程教學活動 太魯閣教學資源 

【布洛灣管理站】 

教師視教學需要，總結此次學習的目標。 

請學生完成學習單及回饋單 

(可使用太魯閣國家公園管理處或 

本研究設計之學習單)。 

 

課程內容概念連結 

 
圖片來源：南一出版社普通高級中學基礎地球科學教科書 

建議教師從地球整體的角度，以岩石圈、水

圈、大氣圈與生物圈之間的交互關係。引導學

生連結各個概念，瞭解地球的運作方式。 

教學建議 

1、教師教學在與課程內容連結部分，儘量以布洛灣台地環境中的素材為例，再進行衍伸，加

深學生的學習印象，避免較為抽象的概念。 

2、教師適時融入生態平衡的觀念與作為，讓學生體驗人與自然和諧共存的關係。 

3、建議教師的教學多以提問方式，引起學生學習動機，並多讓學生思考，找出太魯閣族人與

當地資源的關聯性。 

專業省思 
(本欄位提供授課教師作為教學紀錄以及教學反思使用) 

 
 
 
 
 
 
 
 
 
 
 
 

 
註：本表依據教育部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另參考汪靜明 《陽明山國家公園環境教育課程方案發展 2011、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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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八 太魯閣國家公園環境教育學習課程教案設計 
示例：燕子口步道 

課程領域 環境管理 課程模組 永續太魯閣 

課程名稱 飛閱燕子口 

課程設計 中華生態資訊暨環境教育協會課程研發小組 

課程指導 太魯閣國家公園管理處、汪靜明教授、廖美菊教師、劉瑩三教授等 

設計理念 

根據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總綱規範：生命教育、性別平等教育、法治教育、

人權教育、海洋教育、環境教育、永續發展、多元文化及消費者保護教育等

材料宜適度融入相關科目教材之編選。本教案將重大議題「環境教育」融入

遊程中，設計適合太魯閣國家公園環境教育教案。 

教學目標 

藉由教師的帶領與解說，經由引導式學習，讓學生體驗及探索燕子口的自然

生態，學習其豐富的動植物資源及多樣的地形景觀。透過戶外學習及體驗，

融入環境教育核心價值並和學校課程搭配，讓學生能夠運用教科書的知識於

生活中，以期達到以下目標。 

一、培養學生觀察地質、地形的能力及啟發對地球科學研究的興趣。 

二、培養學生能主動關懷地球環境，體認地球上所有生物都是平等的，並瞭

解地景保育及環境永續經營的重要性。 

三、學生能認識地球的重要性，對地球科學產生興趣與學習意願。 

學習對象 適用於高中二年級自然組及社會組學生 

概念連結 普通高級中學必修科目「基礎地球科學」 

師生比例 1:16 教學時間 240 分鐘 

教學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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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學資源 解說牌誌、圖鑑、太魯閣國家公園摺頁出版品等 

多元智慧 

教學評量 

□語文智慧  □數學邏輯智慧  □空間智慧  □肢體動覺智慧 □音樂智慧   

□人際智慧  □內省智慧  ■自然觀察智慧 

地點場所 
太魯閣國家公園遊客中心、「燕子口-錐麓斷崖」步道長度 1.3 公里，往返步行

時間約 120 分鐘，教師可視現場狀況，調整授課時間及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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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教育能力指標 

環境覺知 

與敏感度 

1、能運用五官觀察來探究環境中的事物，覺知燕子口裡的生物多樣性與景觀

生態之美。 

2、藉由身體感官接觸自然環境中的動、植物和景觀，啟發、欣賞自然之美。

3、覺知環境與身心健康的關係，以及個人生活方式對環境的影響。 

4、覺知溪流環境在自然生態系與人文社會中的重要性。 

5、藉由觀察與體驗，能以創作文章、美勞、音樂、戲劇表演等形式，表現燕

子口生態以及地質景觀特色，以及對環境的關懷。 

環境概念 

知識內涵 

1、能認識與瞭解燕子口的自然生態、地質景觀。 

2、能觀察與紀錄燕子口環境問題並探究其原因。 

3、能認識燕子口的自然環境與基本的生態原理。 

4、能瞭解燕子口的自然生態資源的多樣與重要性。 

5、能建構燕子口的生態保育知識技能及環境概念。 

環境倫理 

價值觀 

1、能具有好奇心，思考國家公園在環境中的意義與價值。 

2、瞭解生活中個人與環境的相互關係，並培養關懷國家公園的情懷與責任。

3、能透過燕子口環境的欣賞，喜愛我們的生活土地及其他生物。  

4、能主動親近關懷國家公園環境，進而瞭解環境重要。 

5、瞭解人與環境互動關係，建立積極環境態度與環境倫理。 

6、養成主動思考國內與國際環保議題及積極參與態度。 

環境行動 

技能 

1、能以清楚的言語與文字，適切描述自己的自然體驗與感覺與對燕子口的觀

感。 

2、能以繪畫、詩文、勞作和說故事等方式表達對燕子口，以及棲息於環境中

的動、植物、景觀的感受。 

3、能運用收集資料與記錄的方法，瞭解燕子口環境的問題。 

4、能歸納思考燕子口與太魯閣國家公園不同區域環境的問題原因，研判可能

的解決方式。 

5、能運用科技與網際網路蒐集、運用資訊來探討、瞭解燕子口環境現況及相

關的保育議題。 

6、在面對國家公園或相關生態保育議題時，能傾聽(或閱讀)別人的報告，並

且理性地提出質疑與看法。 

7、能藉由各種管道或媒體主動蒐集國內外國家公園議題與策略。 

8、能運用科學工具去鑑別、分析、瞭解太魯閣國家公園周遭的環境狀況與變

遷。 

9、能熟悉查詢與蒐集國家公園與生態保育相關之議題、文獻與報告之方法。

10、能有效與和善的和其他人溝通與互動。 

環境行動 

經驗 

1、能隨著父母親或老師參與社區環境保護的活動經驗。 

2、能積極參與國家公園相關的保育團體或社團。 

3、能具有參與調查與解決生活周遭環境問題的經驗。 

4、參與學校社團和社區的生態保育相關活動。 

5. 能積極參與並支持自然保育的各項事務與推廣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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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前準備 

【教師】 

1、請教師蒐集並閱讀有關太魯閣國家公園等

相關資訊，包括報章雜誌、文章、政府網

站以及環境教育資訊。 

2、至太魯閣前，整理所蒐集到的資訊，製作

太魯閣國家公園的教學資料及 Power Point

教學檔案，利用各種教學媒體輔助教學。

【學生】 

1、請學生於課前，瀏覽太魯閣國家公園官方

網站，蒐集相關之資料，包含太魯閣地理

位置、遊憩資訊、生態保育、歷史人文等

資訊。 

2、主動參與老師設計的活動，且能由活動中

體認其含意。 

教學流程與內容 

室內教學活動 太魯閣教學資源 

【太魯閣國家公園遊客中心】 

1、教師帶領學生至遊客中心，由太管處工作

人員或志工進行解說，說明太魯閣國際級

的地質地貌特色及生態景觀。 

2、在遊客中心觀賞燕子口相關影片，瞭解當

地環境特色。 

3、教師說明本次研習營流程，關於戶外學習

注意事項以及進行分組。 

 

戶外課程教學活動 太魯閣教學資源 

【燕子口】 

1、燕子口步道位於中橫公路上 179K 處。 

2、從步道往對岸看去，可見一片垂直陡立的

大理石岩壁，峭壁上具有大小不一的洞

穴，即為「壺穴」。 

3、教師可在此講解壺穴的主要形成原因有兩

種。一種為地下水的出口，另一種形成原

因是在立霧溪發育過程中，因湍急的溪水

有時會受到阻礙，而形成漩渦，漩渦中的

水流帶動河沙，不斷淘蝕岩壁，而形成壺

穴。 

4、請學生仔細觀察壺穴的開口方向，分辨壺

穴的形成原因。 

5、燕子口步道，主要為峽谷石壁的地形，故

其植物資源以峽谷岩壁植物社會為主，教

師可引導學生觀察，岩生植物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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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綱要與概念連結 

 
 

 
 

 
圖片來源：全華。科友圖書公司普通高級中學基礎地球科學教科書及輔助教材 

「基礎地球科學」課程綱要 

主題八、地球環境的特徵 

[壯麗的山河] 

1、地貌的變化 

 觀察燕子口步道壺穴地形，瞭解地質作用

對地貌變化的影響。壺穴開口朝上游，主

要是由溪水侵蝕而成；壺穴開口朝下游，

旁邊若可見湧泉及水漬等現象，多為地下

水出口。 

2、風化、侵蝕、搬運與沉積 

 燕子口步道的風化現象明顯，透過現場實

地觀察，引導學生思考淘選度的概念，瞭

解風化的淘選度最佳。 

進而比較侵蝕地表的外營力(流水、冰川、風

及海浪等)，淘選度的差異。 

 從淘選度引導學生區別流水造成的 V 型

谷，以及冰川造成的 U 型谷之間的差異。

戶外課程教學活動 太魯閣教學資源 

【靳珩公園】 

1、從燕子口往西行約 300 公尺處，可見跨立

霧溪支流魯丹溪的靳珩橋。此橋是為了紀

念，中橫公路闢建期間，因公殉職的靳珩

段長。教師可講解此段故事，並且讓學生

思考，人類對大自然進行開發工程，所需

付出的代價與安全性問題。 

2、從靳珩公園觀景平台朝立霧溪對岸望去，

有一巨大的大理岩突出於立霧溪中。教師

可讓學生仔細觀察巨石，看看巨石像什麼? 

此巨石即是「印地安酋長岩」。 

3、教師與學生在此欣賞巨石外，體驗大自然

的奧妙，引起學生對於環境的關懷及對自

然的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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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綱要與概念連結 

 

 

圖片來源：南一出版社普通高級中學基礎地球科學教科書及輔助教材 

「基礎地球科學」課程綱要 

主題八、地球環境的特徵 

[壯麗的山河]-地質構造 

1、從觀察石壁上的紋路，瞭解岩石與礦物的

區別。 

2、教師介紹「印地安酋長岩」，並且引導學生

思考，流水對於岩石的侵蝕作用。 

3、介紹「印地安酋長岩」為大理岩，是一種

變質岩，由石灰岩變質所形成。進而說明

火成岩、沉積岩以及變質岩三大岩類的特

性及相互關係。 

4、讓學生思考此處大理岩形成的原因，讓學

生思考台灣於 2 億 3 千萬年前是海洋的狀

態，直至 650 萬年前開始板塊運動，因受

到擠壓作用，使石灰岩形成變質岩。 

5、從觀察對岸石壁的地質現象，介紹褶皺構

造及形成的原因。 

戶外課程教學活動 太魯閣教學資源 

【折返站–錐麓斷崖】 

1、錐麓斷崖位在燕子口和九曲洞之間，即中

橫公路 178K，是一片垂直陡立的大理石峭

壁，寬約 1,200 公尺，海拔高約 1,100 公尺。

2、錐麓斷崖是立霧溪切穿三角錐山稜線所形

成的深窄直立的斷崖。在此仰望斷崖，幾

乎看不到斷崖頂端，岩壁將天空夾成一條

細縫，由西向東看起來像極台灣的輪廓。

3、斷崖上有太魯閣國家公園境內惟一的史蹟

保存區「錐麓古道」，也是合歡越嶺古道殘

存遺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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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綱要與概念連結 
 

 
圖片來源：全華。科友圖書公司普通高級中學基礎地球科學教科書 

「基礎地球科學」課程綱要 

主題三、動態的地球 

[固體地球的變動] 

1、 火山帶與地震帶 

 介紹台灣特殊的地形與地貌，進而延伸至

太魯閣國家公園的地質地形特徵。 

2、板塊運動 

 講解板塊構造學說，介紹張裂型板塊與聚

合型板塊交界帶的主要特徵，請學生說出

台灣屬於何種板塊交界帶。 

 講解台灣的板塊運動，衍伸說明太魯閣的

地理形成與地質歷史。 

室內課程教學活動 太魯閣教學資源 

【遊客中心】 

教師視教學需要，總結此次學習的目標。請學

生完成學習單及回饋單 

(可使用太魯閣國家公園管理處或 

本研究設計之學習單)。  

課程內容概念連結 

建議教師從地球整體的角度，以岩石圈、水

圈、大氣圈與生物圈之間的交互關係。引導學

生連結各個概念，瞭解地球的運作方式。 

教學建議 

1、教師可視當日學習狀況，讓學生閉上眼睛去感受自然，聆聽周遭的聲音。 

2、在與課程內容連結時，儘量以燕子口環境中的素材為例，再進行衍伸，加深學生的學習印

象，避免較為抽象的概念。 

3、教師適時融入生態平衡的觀念與作為，讓學生體驗人與自然和諧共存的關係，並儘量以提

問方式，引起學生的學習動機。 

專業省思 
(本欄位提供教學者作為紀錄之用) 

註：本表依據教育部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另參考汪靜明 《陽明山國家公園環境教育課程方案發展 2011、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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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生態環境教育研習營第一天議程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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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生態環境教育研習營第二天議程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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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生態環境教育研習營名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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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生態環境教育研習營桌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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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生態環境教育研習營紅布條 

 
 
7、生態環境教育研習營學員比例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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