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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台灣先天地質脆弱，加上土地超限利用影響水土保持，造成溪岸沖蝕崩落及水患不斷發生，

治水單位每年編列大筆預算進行整治工程，幾十年來溪流水泥化的情況極為嚴重，在此背景之

下成長的我，身邊都是水泥溝渠。但大學時因登山體會到天然溪流之美，進入環保團體工作後，

組成野溪調查小組進行台東地區的野溪踏查，以及與公部門溝通，這些經驗累積出創作繪本的

能量，目的在藉此對於想要去支配溪流的價值觀提出質問；以及希望藉由繪本去接觸非同溫層

的群眾，向他們傳達另一種對溪流的思考。 

  繪本內容描繪野溪整治對棲地產生的具體影響，促進人們對生態環境的整體性認知；描繪

及陳述人類以外的生命體的感受，來喚起同理心及情意：最後提出開放式的結局，來詢問讀者

的選擇，是為導向行動的思考。 

  從生活周遭的覺知出發，以野溪議題為中心，不只進行知識面向的環境資訊調查蒐集，團

隊合作、溝通、批判性思考的能力培養正是一種自發性的社會學習。而繪本的創作，是這個社

會學習歷程中的一個行動，藉以學習如何解決問題；是一項資訊和經驗的整合，對群己關係的

澄清與再思；是嘗試一種與大眾溝通的方式，並藉此實踐我所認同的環境價值。 

 

壹、前言 

    2011 年底，我進入荒野保護協會台東分會擔任專職，開始接觸環境議題的操作，其中溪

流因為工程導致水泥化的問題，是非常頻繁出現的事件。2012 年反對馬武窟溪河口的「東河

橋親水環境設施改善工程」築造攔河堰，與當地衝浪客合作，中止了工程繼續進行，但其後野

溪整治工程仍舊接二連三，在台 11 線及台 9 線沿線隨時可見施工，這些工程都不大，不需環

評，工期短，不容易被重視和注意，就算去向公部門陳情和提問也不見任何轉圜。 

    公部門在水患治理投入鉅額經費，95~103 年的易淹水地區水患治理特別條例 1160 億、石

門水庫集水區特別條例 250 億，101 年蘭嶼風災重建 1.75 億花在野溪整治，103~108 年流域綜

合治理特別條例 660 億，106 年前瞻計畫的水環境建設更是再度編列了 2507 億。實際上真的

有效解決了問題嗎？為何會一年比一年編列的預算還要驚人？是否反而導致溪流生態環境的

持續劣化呢？ 



    為了回應這些疑問，以及不想再以被動的姿態處理議題，2014 年在協會內與志工成立了

野溪調查小組，一個月踏查一條台東的溪流，從東海岸開始，由出海口走到上游，紀錄野溪工

程構造物與生態環境現況、觀察工程構造物與兩岸土地利用對環境造成的影響，並將調查資料

進行整理，以這樣的第一手資料，作為和公部門溝通對話的依據，要求前期的資訊公開和公民

參與。小組至今已經走過四十多條溪流，拜訪過卑南鄉公所、東河鄉公所、林務局台東林管處、

東海岸國家風景管理區、水利署第八河川局、水土保持局台東分局，並與水土保持局台東分局

開啟了都蘭溪流域 5 條野溪的棲地改善計畫，檢討評估舊有工程構造物的影響及進行部分拆除，

展現了合作的契機。 

    美國的水壩建設居世界之冠，卻也是率先進行拆除的國家，至今已拆除了 800 多個水壩。

而為了提供臺灣櫻花鉤吻鮭的洄游空間與改善棲地破碎化，雪霸國家公園於 1996 年起，開始

對防砂壩拆除進行可行性評估，並於 1999 年至 2001 年共兩年半間，陸續將七家灣溪支流高山

溪上的四座防砂壩進行壩體的改善與拆除。鐘豊昌、林幸助（2008）指出，「武陵地區長期生

態監測與模式建構」整合計畫的研究發現，高山溪攔沙壩拆除後，河床上大石頭的比率升高，

形成較穩定的底質，也是魚類在洪水來臨時避免被沖走的最佳避難所。深潭棲地的比率也變高，

河床高低落差變小，鮭魚也能順利迴游至壩體的上游水域。多數壩體之使用年限已久，及保育

觀念漸受重視的環境背景下，此一案例對於過去工程提出檢討，並且勇於採取行動跨出腳步，

是非常難得的。 

    目前，公共工程委員會已於 2017 年 4 月 25 日行文告知相關政府單位，重大公共工程必須

執行生態檢核機制，並納入公民參與。但是如何進行公民參與的制度規畫及資訊公開並不完備，

公民團體常在工程發包後進行陳情卻難以改變情勢，而非在規劃前期就進入溝通討論。然而民

眾的環境意識已經逐漸抬頭，該是回過頭檢討過去數十年治水工程的時機，公部門也該走向和

民間團體共同協力的道路。 

 

一、創作動機 

(一)野溪棲地的重要性 

    溪流流經之處，由於植被茂密和水流滋養，會形成特殊的微氣候及生態棲地，孕育多樣物

種，在生存、休憩、景觀、經濟上，都具有價值。世界上最重要的棲地是森林與海洋，而溪流

是將這兩者連接起來的通道，溪流夾帶山脈、森林和平原的訊息，影響了海洋的生態，海洋的

許多魚類，也與溪流關係密切。東海岸的溪流生態十分特殊，海岸山脈多獨流入海的小溪，方

力行（2015）指出，不同於西部河川因冰河期曾和中國相連，大部分是來自閩北水系與廣東水

系的陸源型魚類，有中央山脈阻隔，並且臨太平洋的台灣東部，有許多海源性的淡水魚，是乘

著由菲律賓北上的黑潮而來。 



    河道若因為整治及水利工程的影響，造成棲地品質不穩定，降低了溪流的生態功能，如自

淨功能削減之外，也無法有效攔阻泥沙流出，造成下游和河口的生物群聚的變化，可能降低河

川的生產力，並削減河川對鄰近海域補助營養鹽的生態功能，也讓鄰近的珊瑚礁遭受泥沙懸浮

物覆蓋的危機、較高氨氮的陸源水也影響到臨近珊瑚礁的健康。 

(二)個人的溪流經驗    

    如前所述，野溪整治的議題由於開發範圍較小，不易被大眾注意，但它的工程數量極多，

同時也非常貼近我們的生活周遭。曾聽朋友說起，故鄉被工程動過的小溪從此不再有水，讓他

惆悵萬分，一條小溪流的消逝，是否會對人產生影響呢？如何去串連溪流和我們的關係？ 

    在創作繪本的過程中，我重新去思考從小到大自己和溪流的關係，我出生在彰化市，彰化

是一個小工廠很多的地方，住家附近的溪流自我有記憶時全部都已經是三面光，加上污染嚴重

散發異味，根本不會想要靠近溪流，只覺得那些是臭水溝。 

    上大學加入登山隊，才第一次接觸到台灣原始天然的溪流，那是十分喜悅的經驗，山澗的

清涼，是在乾渴悶熱的路途中，最美好的事。研究所時，跟隨泰雅族獵人上山，與溪流有更深

入的互動，獵人告訴我溪流四季會說不同的話語，捕捉溪魚和採集野菜讓我感受到她的生命力

與滋養，在溪邊度過的山上生活讓我感受到她的包容與洗滌，躺在大石上聽溪水流動的聲音，

讓我永難忘懷。 

    但也看見，山上的小溪一路往下蜿蜒，經過人類聚居的地區，逐漸面貌模糊而單一。來到

東部居住，不同於西部城市幾乎已經盡皆水泥化的平整溪溝，反而呈現最為暴力的景象─天然

溪流正被摧毀的景象，日日經過的公路邊，怪手在野溪開挖，不斷的，一條接著一條。 

(三)敘事與社會的關係 

    把在溪邊獲得的寧靜放入我心中，那是我需要喘息時會前往的地方，也是日後促成我關心

溪流、付諸行動的力量。工作後在荒野保護協會內成立了野溪調查小組，追索行動的根源，是

來自爬山時和溪流產生了情感連結。 

   這種情感是對於天然溪流的價值認同，認同具有豐富生態的溪流的存在，對人的生存及精

神層面而言都是重要的，而藉由自我書寫回溯，也確立了我與溪流互相連結的關係，因此會對

於想要去支配和整治溪流的觀點，提出質問和挑戰。 

    而我選擇呈現自我觀點的工具之一，就是創作繪本。Ivanic 指出書寫是一種認同行動，

人們將他們自己向社會文化形塑的自我可能性貼近，對於支配性的實踐或論述以及自身的價值、

信仰，進行重製或挑戰。Ivanic 認為，以 Goffman 的社會互動概念來說，書寫者其實同時包含

表演者（performer）與角色（character）的部分，意即作者一方面擁有自我表現、發聲的機會，



同時書寫中又會受到社會規範、結構的影響（Ivanic，1998；引自謝宛蓉，2003）。 

    敘事指任何口語或書寫的表達，以故事的形式展現個人或群體的生命歷程；強調的是一種

認知過程，將人類經驗組織成有時間順序的、有意義的情節。故事能夠組織分散細部，成為有

意義的整體，是尋找、製造意義的重要方式，因此在個人層次上，具有明瞭自我定位的作用；

在文化及組織層次上，敘事則可以分享經驗及傳遞價值。（Pholkinghorne，1998；溫錦真，1995；

許育光，2000） 

    在主流的觀點中，一旦發生水災，溪流常被認為是罪魁禍首，必須加以整治，所以從政府

部門到工程設計師到溪畔居民，無不希望能夠控制溪水的範圍與速度，以保護人民生命財產的

安全。而防堵溪水最常見的方式，就是在溪中建造水泥構造物，所以現在台灣的大小溪流，從

城市到鄉間，幾乎都已經成為排水溝，我們將溪流建造為人類的排水道、儲水的水庫，卻忽視

了祂是一個有機的生命體，多少生物依存著祂，以人類為中心的思考模式，忠實的反映在我們

對待溪流的行為之上，在這樣的環境之中長大的孩子，可能無法想像溪流可以有更美麗的樣

子。 

    做了幾十年的野溪工程，卻從來沒有產生對這些工程的檢討機制。我們應該試著轉換觀點，

例如從生態多樣性的觀點去檢視，溪流是許多生物的棲地，而具有豐富棲地的溪流，地質和水

質、水量的穩定性也會較高，對人類其實也是有益處的，可以與溪流有更多的互動與利用，那

麼已經受到破壞的地方，該如何試著營造出這樣的溪流環境？例如從多面向去思考災害的根源，

山坡地和兩岸的土地利用、道路開發等等，是否和水患高度相關？當野溪、溝壑被水泥包圍，

暴雨後的逕流無法入滲地下，大量雨水只好往外發展。原本該進入地下水層的降雨變成逕流，

一旦超出都市的排水負荷量，就很容易變成淹水，到時候到底算是天災、還是人禍？對於「安

全」也應重新思考，沒有所謂的安全，只有冒的風險有多大，如果沒有告訴大家一個地方的危

險性，難道不是最危險的事情？ 

    張家綺（2009）也指出，生態繪本透過各式主題傳達自然的美好及環境的破壞，喚起人們

的環境意識，更能透過教學活動使學生產生環境行動，因此生態繪本的創作亦是環境行動中的

「說服」。 

    對我而言，創作雖然是私人經驗，但它是在我所身處的社會結構之中發生，是一種在社會

溝通情境中，對群己關係的澄清與再思，所以它一方面展現了個人的能動性和價值取向，另一

方面也反映了社會結構，及形成可再被建構的社會資源。 

 

二、創作目的 

    如前所述，回溯我的個人經驗，我創作的目的，是要對於目前社會環境之下對溪流整治的



主流觀點，提出質問。 

  再者，繪本可以作為一種軟性的溝通工具，它不同於批判性的論述，較帶有情感，也具有

「不說教」的特質，從圖像讓讀者自己去找問題和答案。我希望藉由繪本去接觸非同溫層的群

眾，向他們傳達另一種對溪流的思考。 

 

貳、繪本內容 

   故事的內容來自登山以及在台東進行野溪踏查的經驗，將許多印象深刻的畫面放入繪本；

其中也有一些是想像的畫面，並沒有真實照片作為對照。我習慣以圖像思考，決定要畫野溪繪

本時，並沒有馬上構想故事，只是有一種急迫感，想要把腦海中這些勾動心緒的畫面呈現出來，

於是繪本形成的方式，是直接先畫出一幅幅畫面，再將之排列組合決定順序，調整好遠景、中

景、近景的切換頻率以及情節次序，最後才加上文字。 

    融入自身與溪流相處的經驗，不以文字譴責工程的破壞和人類的錯誤，只是用圖像忠實呈

現人類行為和生物面對的難題，最後再給出如何選擇的提問。 

 

一、故事架構 

下面列出全文，及簡單描述畫面意涵及安排。 

 

頁數 文字 畫面內容 

P1-P2 在鳥的眼睛裡，那條綠得最茂盛

的曲線，就是我流經的地方。 

畫面為俯角觀看，周遭圍繞著野溪踏查時記錄到

的植物。俯角的安排來自登山的經驗，通常看到

特別茂密的蜿蜒綠帶就會是溪流流經。 

P3-P4 我流動著，空氣涼爽新鮮，居民

住在高高低低的樹叢中、大大小

小的石頭間、急急緩緩起伏的水

裡面。 

溪流的近景，從水中的石頭底下，到植被的樹梢，

描繪居住著螺貝、蝦蟹、石蠶、蝌蚪、禿頭鯊、

螃蟹、蜻蜓、紫嘯鶇、獼猴、山羌等各種動物，

其中也包含人類，但人類畫得小而不顯眼，是希

望人們能去看見溪流不是只供我們使用，他還是

許多生命的家。 

P5-P6 種子掉在我身上，到不同的地方

靠岸繁衍。落葉掉在我身上，餵

養藻類與居民、也餵養了遠方的

溪流的中景，敘述溪流與海洋的關連，描繪了溪

岸/海岸常見的植物，水同木、水黃皮、血藤、瓊

崖海棠、林投。森林的有機物質落入溪流，溪流



海草和海洋的居民。 從上游帶到河口的營養鹽滋養了海洋的藻類和水

族。從 P1-P6 呈現自然溪流的狀態，也簡單帶入

他們的生態價值。 

P7-P8 我身旁的土地溼潤肥沃，人們開

始在這裡耕作。 

我身旁的土地溼潤肥沃，人們開始在這裡耕作。 

P9-P10 但是當大雨來時，暴漲的溪水，

會改變我所走過的地方。 

溪流暴漲，已經結實累累的香蕉樹倒伏，溪水變

黃。但周圍天然植被完整處沒有災情。在這樣的

情況下，人認為自己的財產遭受損失，於是要求

政府進行野溪整治，以免再度淹水。 

P11-P12 大部分的人似乎不喜歡我動來動

去，他們想要塑造規矩一點的溪。 

回到俯角大景，挖土機進入溪流開挖，剷除植被

和石塊，植被和石塊本來是構成生態棲地的重要

角色，在人類眼中卻被視為阻礙排水的障礙物。 

P13-P14 他們說我「需要整治」，否則會為

人帶來損失。 

溪流近景，參考實際工程現場繪製，植被和棲地

消失，土壤光裸，溪水斷流，旁置板模和工具。 

P15-P16 我變窄了，我光溜溜的，我居然

被圍起來了！ 

回到俯角大景，溪流成為水溝，而且河道變成奇

怪的角度，卡車將大石運出。 

P17-P18 整治之後，居民要喝水該怎麼

辦？ 

夜晚，野生動物山豬、食蟹獴、果子狸、鼬獾、

穿山甲、野兔、黃鼠狼、龜、蛙，被阻隔在水泥

堤岸之外，無法靠近飲水。好不容易爬上去的山

羌，以悽慘的姿態從高處墜落溪底。描繪了水泥

堤岸對生物在溪流橫向/兩岸移動的阻隔。 

P19-P20 岸邊的土堤變成水泥堤岸，翠鳥

要怎麼挖牠的小窩？ 

將視角再拉得更近，小翠鳥面對堅硬的水泥堤

岸，無法用嘴挖出牠居住的地方。蛙類也無法跨

越堤岸到溪中產卵。描繪了水泥堤岸對生物在溪

流橫向/兩岸移動的阻隔及棲地破壞。 

P21-P22 隨著海潮而上的螃蟹寶寶，必須

回到溪流長大，可是這種路該怎

麼走？ 

河海洄游型的蟹類，母蟹下海產卵，小蟹孵化之

後要回到溪流，但固床工/攔河堰/攔沙壩會擋住

牠們遷徙的路。描繪了水泥橫向構造物對生物在

溪流垂直移動的阻隔。 

P23-P24 人們覺得把我關起來，他們就安

全了，可以放心利用兩旁的土

地，於是房子慢慢在我的身邊蓋

起來。我變小了，他們的土地變

大了。 

在堤防都築起之後，大部分的人們感到安全，於

是進行更多開發，溪流兩側出現民宿、耕地，廢

水排入溪流、垃圾丟入溪流、建築廢棄物傾倒在

出海口。這是人和溪流搶地的情景，人們改變了

祂的位置和範圍，佔據了祂的行水區。 



P25-P26 在他們的眼中，我只是一條丟棄

垃圾和排放汙水的水溝。 

觀光客在民宿裡悠閒的喝咖啡看海，但他們看都

不會看旁邊的溪一眼，因為那只是一條臭水溝。

孩子再也無法下溪玩水了。 

P27-P28 禿頭鯊跟我說，這次回家特別

累，特別熱。 

轉換到溪流生物活動的近景。洄游性的禿頭鯊在

上溯時，因為缺少植被的遮蔽，加上水泥高牆，

而備感艱辛。描繪了水泥橫向構造物，對生物在

溪流垂直移動的阻隔和棲地的破壞。 

P29-P30 更慘的是，有些居民不會爬，也

跳不高。 

中景。固床工下常會因掏刷形成深潭，魚在高高

的固床工下跳躍，希望往溪流上游前進，卻怎麼

樣也跳不上去，這是在野溪踏查的過程中真實看

到的景象，令我印象深刻。描繪了水泥橫向構造

物，對生物在溪流垂直移動的阻隔和棲地的破壞。 

P31-P32 水流變慢、變濁，小生物原本躲

藏的石縫被泥沙塞住，水面被垃

圾和藻類佔據。 

近景。何氏棘魞想要鑽入石頭底下，卻無法棲身。

在健全的溪流棲地中，大小石頭創造出間隙，許

多生物躲藏居住其中。固床工的出現則會阻隔河

段，若水量不豐，則常常成為一池池汙濁靜止的

死水，在流速變慢及有機汙染物增加的情況之

下，細小的泥沙更容易淤積，填塞了溪流中已所

剩不多的石縫孔隙，使這些本來可以被生物利用

的空間成為無效空間。此幅畫面描繪了水泥構造

物對生物棲地的影響。 

P33-P34 居民們很煩惱，牠們的生活變得

亂七八糟。 

小動物們聚集在大樟樹下，心情如同天空的烏

雲。樹上有一片枝葉，這片枝葉在前面的頁面有

多次重複出現，它是在溪流俯視圖時會出現在最

上游的枝葉，代表這棵大樹的所在，是溪水的源

頭。有健康的森林，才會有水。 

P35-P36 就在大家都快要受不了的時候，

颱風終於來了！ 

颱風捲起了海裡的浪和溪裡的浪，房子和車子漂

浮在大水裡，溪流要回了自己的路。 

P37-P38 本來巨石和倒木的後面，是居民

的避難所，但這次很多居民被急

急的黃水沖走。颱風問我，為什

麼你變得那麼混濁，而且流得特

別急呢？ 

在大水來時，生物原本可以躲藏的地方因為工程

施作而消失了，溪水因為河道被束縮和水泥化而

加快流速，難以補助地下水，也因為沒有植被抓

住土石，而黃濁不堪。 

 

P39-P40 當颱風離開，大石頭回來，水泥 畫面描繪颱風過後的溪床，水泥破碎，動物由裂



裂開，居民有下溪的路了。 縫進入溪流，探頭探腦。 

P41-P42 但是換大海要煩惱了… 

 

淨灘的小男孩，遇到一大塊扭曲糾結的鋼筋水

泥。從溪床散佈到海岸的碎裂水泥塊，也是我們

在東海岸進行野溪調查時非常常見的景象。 

P43-P44 

 

 沒有文字，呈現海中的景象，海龜看著覆蓋在珊

瑚礁上的泥沙以及佈滿海底的垃圾。 

P45-P46 

 

居民們望向大海，在災後重建工

程開始之前，有了一點喘息的縫

隙。 

最後一幕，小動物們坐在固床工上，看著東海岸

升起的月亮。小動物們在想什麼呢？他們不知道

接下來迎面來的會是什麼？會不會又是災後重建

工程？有沒有其他的可能性？這同時也是一個開

放式的結局，選擇掌握在我們手中，如果我們是

人類居民，我們要告訴政府，再做相同的水泥工

程，或者是提出要求，希望進行棲地改善及復育

工作？ 

 

二、創作概念分析 

(一)以溪流本身作為第一人稱 

    繪本的故事以一條東海岸的小溪作為藍本，描述祂從天然的樣貌，到人類開發步步入侵的

歷程。故事的主述者是溪流本身，即是希望以全觀的角度，去看見生物遇見的困難、去感受發

生在祂身上的這些改變。 

(二)不當工程的生態影響 

    將溪流整治對棲地造成的影響呈現出來，主要如下： 

1. 施工過程中造成棲地破壞和生物死亡。 

2. 工程構造物對生物橫向/兩岸移動造成阻礙。 

3. 工程構造物對生物垂直/河海移動造成阻礙。 

4. 整治工程對植被造成傷害，使水溫升高，水土流失。 

5. 整治後溪流型態單一化，原本存在的各類型自然棲地如深潭、淺瀨、深瀨、急流、緩流等

等型態都消失。 

6. 兩岸的人為土地利用，影響溪流的水質、生態及水土保持。 

7. 整治後若遇天災，因為水泥化及改變河流行水，災害不可避免，雨水也難以滲入地下。 

8. 溪流整治影響海洋生態，海洋承接溪流帶來的垃圾及大量泥沙。 



(三)出場的「居民」 

    繪本內出現的動物，在不同的場景表達出牠們的生存困境，會挑選這些動物，也是為了對

照上述溪流整治對棲地的破壞。在繪本中稱呼牠們為「居民」，因為溪流的存在對牠們而言是

家園的一部分。哺乳類動物如山羌、食蟹獴呈現無法橫向/兩岸移動，河海洄遊型生物如禿頭

鯊、蟹類呈現無法垂直移動，翠鳥、蛙類和其他溪魚則呈現生存/繁衍空間不再的窘境。 

    至於人類，出場的是再也無法親近野溪的小男孩，與在溪流旁觀賞海景的觀光客。曾經體

會過天然溪流之美的人，會對溪流如此的改變感到憂傷，但在處處都是水泥溪的台灣，可能存

在更多對這種景象不在乎、覺得不受影響的人，溪流似乎要永遠在他們的經驗世界裡缺席了。 

(四)颱風、海與森林 

    繪本也延伸出颱風、海與森林這三個元素，意識到他們和溪流之間的互相連結，才能以整

體的視角，去觀看自然界牽一髮動全身的脈搏。森林與溪流緊密相依，維持水質的潔淨與水量

的豐沛；海洋接收溪流帶下來的一切，生物也在溪和海中往返；颱風為土地帶來雨水，形成的

災情是天災或者人禍？每年颱風的來臨，都是人類可以重新反省的時機，從最源頭的森林/土

地利用去開始思考，如何在越來越劇烈的氣候條件之下，採取順應自然而生的作法。 

(五)導讀手冊 

    考量到一般大眾對野溪議題並不熟悉，繪本出版時規劃了導讀手冊，邀請作家李偉文撰寫

導讀〈關懷野溪，癥結不再野溪而在人心〉談人水關係，以及教授廖桂賢撰寫導讀〈期待回復

河川生命力的生態復育工程〉談台灣溪流的工程現況及提出願景。在作者後記〈溪水映照出什

麼？〉也說明野溪整治對棲地與人的影響、改變和行動的可能性。 

 

三、繪本與環境教育 

(一)內容符合環境教育的特質 

    王鑫（1998）認為環境教育具有三項特質：首先，環境教育是一項認知的教育過程：它和

其他相關學科領域是一個整合性的跨科技教育。其目的是促進人們對生態環境的整體性認知，

並因而能夠清晰而正確的思考；其次，環境教育是一項情意教育過程：強調以前述認知為基礎，

藉著教育的過程與個人的道德倫理觀、生活價值觀以及生命的信念等有關的意念情感與美感等

內蘊情緒連結；最後，環境教育是個人做選擇、做決定且擬定自我行為準則的技能教育過程：

期使個人對環境抱持的價值觀及態度，可以轉化成具體的行為及行動。 

    《野溪怎麼了？》的內容安排反映了上述特質：描繪野溪整治對棲地產生的具體影響，促



進人們對生態環境的整體性認知；描繪及陳述人類以外的生命體的感受，來喚起同理心及情意：

最後提出開放式的結局，來詢問讀者的選擇，是為導向行動的思考。 

(二)繪本創作是社會學習歷程的一部分 

    張真嫚、梁明煌（2002）指出，環境教育不只要重視科學面向的學習，應包含社會面向的

教育，例如如何與環境中的人溝通、了解環境與人的利害關係、團隊合作解決環境問題、分析

批判能力的培養等等。 

    回顧碰觸野溪議題的歷程，從一開始與公部門對抗，到組成野溪調查小組，親自踏查記錄、

收集整理資料，創作繪本及分享，目前小組除了持續踏查之外，也與公部門建立合作關係，同

時串連各地荒野分會及相關團體。這些行動可以持續發生，關鍵在團隊的合作與支持，荒野保

護協會台東分會野溪小組志工之間的緊密連結和運作，使我從中獲益良多。而繪本創作由這些

行動所引發，同時也是自發性社會學習歷程的一部分。 

 

參、討論與建議 

(一)繪本是一種軟性溝通工具 

    2016 年繪本出版之後，使我有機會藉著這個軟性的溝通工具，到各地分享野溪議題，包

括學校、社區和電台等等，含括了不同的年齡層，以繪本搭配踏查的紀錄照片，以及與公部門

溝通的經驗來進行解說，有些成人聽眾很直接的表示，這些內容翻轉了他們以往的價值觀，這

便是我期望達到的初步目的。 

    但繪本的教育能力仍有其侷限，也難以評估其影響力，沒有立即可見的效應，其他相關的

行動還是必須多管齊下，例如體驗教育、戶外教育，以及公民行動等等。 

(二)雪霸拆壩的案例是極佳教材 

    雪霸國家公園拆除高山溪的四座攔沙壩，是以棲地復育的概念作為核心思考，讓台灣櫻花

鉤吻鮭的迴游及生存環境得到改善。 

    臺灣櫻花鉤吻鮭的保育牽涉到許多相關的主管機關，例如內政部營建署雪霸國家公園、農

委會林務局、退輔會武陵農場、經濟部德基水庫管理局、臺中縣政府農業局、臺灣電力公司等

單位，以及生態學術研究單位的進場，「人」之間的整合和共識其實才是生態保育之所以困難

之處，各個角色都有其立場和顧慮，但大家願意為了不會發聲的環境和生物好好來談一談。 

    不只在於魚的生存，也在於人如何採取行動、體認到我們與環境是一體的，這樣的案例是

教育社會大眾的極佳教材，也非常適合發展繪本故事。但並非只有櫻花鉤吻鮭的生命是珍貴的，



任何天然棲地/物種的存在都是美好且需要得到尊重的，更期待台灣已經千瘡百孔、佈滿攔沙

壩固床工的山林和溪流環境，在政府部門和民眾的合作之下，可以有機會翻轉命運。 

(三)繪本創作是社會學習及實踐認同 

    從生活周遭的覺知出發，以野溪議題為中心，為了解決問題，不斷探索、蒐集資料、思考

解決的方法，不只在於知識面向的環境資訊調查蒐集，在野溪調查小組的運作中，團隊合作、

溝通、批判性思考的能力培養，也正是一種自發性的社會學習。對我來說，繪本的創作，是此

社會學習歷程中的一個行動，藉以學習如何解決問題；是一項資訊和經驗的整合，對群己關係

的澄清與再思；是嘗試一種與大眾溝通的方式，並藉此實踐我所認同的環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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