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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110 年度戶外教育基地學校 

【一日（或半日）體驗】活動教案 

活動

名稱 生態體驗踏「蜻」行 

活動人數

乘載量 
建議人數：15～30 人 

對應

之 

模組

主題 

山野遊 
結合之 

領域/科目 

自然領域（生物） 

社會領域（地理） 

活動

場地 
蜻蜓石生態農場(頭城) 活動時數 3 小時 

活動

目標 

1.能欣賞自然生態之美，並能思考人與自然和諧共存的情境。 

2.能理解地球面臨的生態危機（氣候變遷、溫室效應、環境污染等），體會

每個人應有的公民責任。 

3.理解農場的生態永續經營理念，進而思考如何將理念應用於生活之中。 

4.由農場經營者的人生經歷，學習到實現理想的努力精神與成就感。 

5.由觀察宜蘭海岸線與頭城鎮的地理位置，思考頭城鎮的歷史與未來發展應

有的方向。 

活動

教材 

1.自製簡報：配合電腦、投影機及喇叭。 

2.小書製作：需準備 A3 或 B4 紙張、剪刀（一組一把）、著色工具（彩虹

筆）。 

3.喵喵機列印：需準備列印用喵喵機（一組或兩組一部）、喵喵機用列印貼

紙（一組兩捲）。 

4.自製學習單:設計基本版與進階版學習單各一份，先依學生程度與人數列

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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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流程

與步

驟 

活動流程： 

12：40～13：10  蜻蜓石生態農場介紹（頭城國中） 

13：15～13：50  前往蜻蜓石生態農場（9 人座小巴） 

13：33～14：20  生態永續與經營理念講解（蜻蜓石大廳） 

14：25～14：50  農場蔬菜與水果步道實地觀察體驗 

14：55～15：15  生態雞舍與黑水虻養殖機操作體驗 

15：20～16：00  前往頭城火車站搭乘火車 

一、教學準備： 

1.聯繫石蜻蜓生態農場，協調活動時間與活動範圍，以不影響農場日常運

作及營運為原則。 

2.針對學生背景知識，與農場負責人討論介紹的範圍與說明的方向。 

3.製作蜻蜓石生態農場介紹的簡報，以農場的興建故事與特色為主軸，並

提出可以讓學生探究與提問的方向。 

4.準備小書製作的說明簡報，內容以簡單易學並可供學生自由發揮創意為

原則，另準備部分製作範例供作學生參考。 

5.準備喵喵機列印使用說明簡報，事先將列印機充電並更換為貼紙，另須

預先將連線可能遭遇的問題先列出排除方法。 

6.設計基本版與進階版學習單各一份，可依學生的背景知識或學習階段來

視情況使用。 

二、引起動機 

1.介紹心得小書製作步驟，先以簡單的操作步驟與美工設計示範開始，建

立學生學習興趣與避免單純的課程講解。 

2.說明喵喵機列印步驟與操作，讓學生先熟悉之後照片列印的方式，利用

立即列印的回饋，可引起學生操作的興趣與好奇心。 

3.簡介農場環境與背景故事，先以農場興建的故事與背景，引起學生的興

趣，再以介紹蜻蜓石生態農場的三寶（昆蟲標本、水果步道、生態雞舍

與黑水虻），來提起學生探究與尋找的好奇心。 

三、發展活動 

1.先進行心得小書製作，設計封面及加入個人資訊。利用一頁書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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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不同形式的心得寫作準備，避免學生因固定形式的心得感想寫作，

而產生厭倦與反感，也提供學生多元的表現形式，可以文字創作、圖畫

或漫畫等表現方式。另外，透過一頁書製作的折疊、裁剪與打開收折等

製作過程，提供學生動手做的參與感，同時練習立體概念的操作，並鼓

勵同組互相合作學習及觀摩。 

2.教導學生下載程式並以藍芽連線到「喵喵機」練習列印，讓學生可以將

活動中的活動照片與任務列印成貼紙，最後再貼到心得小書作為活動心

得的一部分。須注意程式下載後須註冊使用，另外常見的藍芽重複連線

與卡紙等問題，應先請帶隊老師能協助排除。 

3.以說故事的方式簡報蜻蜓石生態農場的背景，包含六大主題： 

○1 蜻蜓石生態農場在哪裡？ 

○2 蜻蜓石生態農場的主人是誰？ 

○3 蜻蜓石生態農場有什麼？ 

○4 蜻蜓石環境介紹（影片） 

○5 黑水虻是什麼？ 

○6 黑水虻自動飼養機 

以簡要方式來引起學生之後現場觀察的興趣，並適時的提醒學生可以觀

察的重點，留下部分的線索，讓學生到農場可以向石教授提問。 

4.出發前往生態農場前，可以再提示這段山路為頭城的產業道路，沿路可

以俯瞰蘭陽平原及遠眺龜山島，隨著高度越來越高，整個宜蘭的海岸線

及頭城鎮的市街都能盡收眼底，從而可以聯想頭城背山面海的特殊地形

與宜蘭海岸線的特色，並思考對於人文與經濟有什麼影響。 

5.到達蜻蜓石生態農場後，先引導學生進入大廳就坐，並簡介生態農場的

環境與農場主人石教授的學術背景和理想。然後請石教授開始講解農場

的經營理念（環保永續與生態平衡），在旁控制時間及適當的提問，避

免時間過長或過於學術性而引起學生不耐。 

6.解說完畢後，請石教授帶領學生前往水果蔬菜步道來觀察，沿途並請石

教授說明步道的規畫方式及水果蔬菜循環利用的理念，鼓勵學生進行觀

察、發問與動手觸摸，藉以引起學生的學習興趣。 

7.請石教授帶領學生前往生態雞舍，介紹如何飼養黑水虻的幼蟲，並示範

如何以黑水虻幼蟲餵食，然後鼓勵學生觀察及觸摸黑水虻的幼蟲，並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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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以黑水虻幼蟲來餵食雞群，體驗生態雞舍的運作與樂趣。 

8.請石教授解說黑水虻自動養殖機的運作方式，並示範操作養殖機，同時

向學生說明黑水虻自動養殖機的設計理念及將來的發展。 

9.帶學生回到蜻蜓石生態農場大廳，提供時間給他們整理照片及提問，在

享用農場提供的點心後，進行列印照片並貼上心得小書。最後，發給學

生基本版學習單，讓他們在回程火車或回家後書寫，於 15：20 搭車前

往頭城火車站。 

活動

提醒

與建

議 

1.蜻蜓石生態農場多為泥地，要請學生準備防滑好穿的布鞋。 

2.前往蜻蜓石生態農場需搭車經過約 40 分鐘的產業道路，路況多不如柏油

路平坦，請學生應有心理準備並於車上休息。 

3.蜻蜓石生態農場的生態雞舍是以黑水虻的幼蟲為主食，如有學生非常畏懼

昆蟲者，應先告訴帶隊人員，避免直接接觸。 

4.回程時因須配合火車時間，請帶隊人員要掌控從蜻蜓石生態農場的出發時

間，避免錯過火車班次。 

5.心得小書的製作需使用鉛筆及著色工具，主辦單位會提供每人彩虹比一

支，也請事先提醒學生可以攜帶鉛筆或自己習慣的著色工具。 

6.喵喵機列印時須使用手機進行藍芽連線，所以每組最少需要一部具有行動

數據及藍芽連線能力的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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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一、基礎版學習單（設計理念為提供學生敘述農場生態及解說內容，並

給予學生自由發揮創意，使用繪畫或書寫方式表現）。 

附錄二、進階版學習單（設計理念為利用 ORID 的焦點討論法，提供較高年

級或思考能力較深入的學生，進行觀察→感覺→思考→行動 四步

驟的引導性對話，藉以刺激學生進行更深入的探討）。 

附錄三、貢寮國中戶外教育交流簡報（含心得小書製作）。 

附錄四、蜻蜓石生態農場介紹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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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貢寮國中戶外教育交流課程 110/11/12 

蜻蜓石生態農場參訪學習單  班級:    座號:   姓名: 

 
 

一、 簡報中說蜻蜓石有三寶:昆蟲標本、水果步道、生態雞舍和黑水虻， 

請問你最喜歡哪一個?為什麼?(可以用圖畫或是文字說明) 

 

 

 

二、 石教授的說明裡面，關於生態的平衡和永續，你的想法和感想是什麼? 

可以畫出來或是寫下你的感覺。 

 

 

 

三、 想一想，你也有喜歡的興趣嗎?你會為了這個興趣像石教授一樣全心去投

入，並享受這種生活嗎? 

 

 

四、 自由發揮時間:畫一張代表石蜻蜓生態農場的圖吧!(蔬菜、水果、昆蟲、雞

舍、黑水虻，你喜歡的是哪一個?或者只愛燒仙草?畫下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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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蜻蜓石生態農場參訪學習單 110/11/12             班級：     姓名： 

觀

察  

在蜻蜓石生態農場參訪時 

你看到什麼? 你發現什麼? 

哪一個部分你最有印象？ 

感

覺 

看到了石教授經營農場的態度 

你的心情是如何？ 

印象最深刻的地方在哪裡？  

     

思

考  

再想一想整個參觀的過程 

在過程中我們學到了什麼？ 

還有產生其他的感想嗎？ 

行

動  

看到了這些，你會想利用所學到、 

所體會到的一切來做什麼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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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貢寮國中戶外教育交流

後山步道踏青

課程介紹

 

請先依照圖片摺出摺痕

用剪刀剪一格

依說明折成小書

一、小書製作

 

 封面標題為「戶外教育交流心得」

 封面要標上班級座號姓名(二年○班○號□□□)

 自行加上美工設計

 在每一頁下方標示頁數

二、製作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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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頁請貼上任務一合照，寫下感想。

 第二頁請貼上任務二中，最喜歡的植物，寫下原因。

 第三頁請貼上任務三的合照，寫下感想。

三、後山步道健行心得

 

 第四頁請貼一張農場照片，並寫下一句話的感想
 第五頁請貼一張生態照片，並寫下一句話的感想
 第六頁請寫出今天整個活動的感想或心情，可以圖畫
或文字表達。

四、蜻蜓石生態農場參訪心得

 

 封底請自行設計，可以寫一句話給今天遇到的人，
或是給一起活動的同學。

五、自由發揮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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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幫幫機列印說明

 幫幫機是利用熱感列印的簡易機械，可用於列印黑白文
件或照片。

 需先下載應用程式後，再以手機藍芽連線，並將照片列
印出來。

 常見問題有卡紙、藍芽無法連線、程式錯誤等，請拜託
帶隊老師協助。

 請依據使用說明下載程式並註冊使用。

 

六、幫幫機列印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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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蜻蜓石有機生態農場簡介

種菜植樹、養蟲餵雞的生活方式

 

2
2021年11月14

日
新增頁尾  

一、蜻蜓石生態農場在哪裡?

3 新增頁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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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蜻蜓石生態農場主人是誰?

4 新增頁尾  

三、蜻蜓石生態農場有什麼?

•昆蟲標本

•水果步道

•生態雞舍與黑水虻

5 新增頁尾  

四、環境介紹

6 新增頁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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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黑水虻是什麼?

7 新增頁尾  

六、黑水虻自動飼養機

8 新增頁尾  

9 新增頁尾  



1 

教育部 110 年度戶外教育基地學校 

【一日（或半日）體驗】活動教案 

※整體教案架構是以上述「課程模組」為出發點，依據模組中的學習目標設計課程前、中、 後

三階段的課程單元，並針對各階段之課程單元進行活動流程的操作說明、教學策略的使用描述

等步驟，讓教師更能清楚明白此活動的重點與學習方向。 

活

動

名

稱 

登高望遠話烏石 
活動人數乘載

量 
30 人，分成 5 組。 

對

應

之 

模

組

主

題 

山野遊 
結合之 

領域/科目 

社會領域（地理、歷史） 

綜合領域（童軍） 

活

動

場

地 

頭城大修宮步道 活動時數 3 小時 

活

動

目

標 

1.藉由登山活動的過程，帶著學生實地體會地理環境與人的關係。 

2.將學生帶至戶外，藉由實際觀察龜山島及頭城海岸線的機會，說明「突堤效

應」、龜山島火山活動、海岸沙灘行程等地理現象。 

3.藉由古地名說明先民活動的地理空間，藉以引導學生反思古代與現代生活的

差異。 

活

動

教

材 

1.學習卡每組 2 張（如附件）。 

2.學生攜帶可上網的行動裝置。 

3.行動式擴音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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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動

流

程

與

步

驟 

◎活動流程： 

09：00  頭城火車站-頭城國中，交通工具：9 人座小巴。 

09：10  頭城國中略作休息，本日活動介紹，依人數分成 5 個小隊。 

09：30  步行出發前往大修宮步道。 

◎頭城國中--北門坑土地公廟時間：約 15 分鐘 

  1.解說土地公廟與居民活動的關係。 

2.學生拍照完成「任務一」。 

3.觀察山泉水的流動，解說森林涵養水源的概念。 

  補充資料：森林涵養水源 QR CODE 

4.觀察附近農田土壤質地，說明山麓沖積扇形成的原因，與判斷的方法。 

◎北門坑土地公廟-- 600 階梯處 

  此處視野不錯，藉由觀察蘭陽平原與龜山島，拍攝小隊活動照片。 

◎600 階梯處--大修宮前廣場 

  沿途植物種類豐富，請學生拍攝最喜歡的植物，完成「任務二」。 

◎大修宮前廣場 

  此處視野開闊，可遠眺龜山島及蘭陽平原海岸線，並可在此說明烏石港興

建後的「突堤效應」及所帶來的影響。 

一、教學準備： 

1.路線勘察，沿途選定地點，進行教學活動。 

2.因活動過程中須不斷移動，事先設計題目及補充教材，讓學生透過行動

裝置掃 QR CODE 的方式，獲得補充資料。 

3.行文蘭陽博物館，當天候不佳不宜登山時，改參觀蘭陽博物館。 

二、引起動機 

1.對象為來訪的貢寮國中八年級學生，對於台灣地理應有一定程度的認知。 

2.藉由本校所處地點—拔雅里的古地名「芭樂林」，說明先人活動的地理

空間。並說明來訪的貢寮國中所在地新北市貢寮區的古地名「摃仔寮」

的由來，引導學生思考地理空間與人的關係。 

3.學生搭火車來頭城的路上，沿途經過的車站與欣賞到的山海美景，據以

說明今日課程的主題—頭城的海岸與龜山島。 

4.小書製作，並交給各小隊活動卡，說明課程中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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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發展活動 

（一）地理位置介紹： 

1.拔雅里（要嫁芭樂林，愛甲鋤頭和扁擔） 

◎芭樂林（頭城拔雅里）：地多山丘，以種植果樹為主，因此女兒要出嫁到

芭樂林，就必需附帶鋤頭和扁擔作為嫁妝，準備將來隨夫耕作。 

◎貢寮古名摃仔寮，「摃仔」是臺灣北部的凱達格蘭巴賽語「Kona」的漢

譯，原意係捕捉野獸的「陷阱」，而為了等候捕捉山獸，在陷阱附近搭

建的草寮，就稱「摃仔寮」。 

2.雪山山脈：台灣五大山脈之一，是由「歐亞大陸板塊」與「菲律賓海板

塊」擠壓形成，從三貂角到台中附近（連接著貢寮國中與頭城國中）。 

3.宜蘭線鐵路：從八堵到蘇澳。學生是由貢寮搭火車前來，藉由鐵路沿線

的車站（石城、大里、大溪、龜山、外澳、頭城），說明頭城鎮的地理

空間分布情形。 

（二）步行前往大修宮步道，沿途帶入當地風俗民情、森林涵養水源的概念、

沖積扇的觀察、龜山島火山活動、突堤效應等課程。並利用行動載具，

提供學生補充教材。 

（三）大修宮廣場前觀察龜山島及美麗的蘭陽平原海岸線。 

1.沖積扇地形：通往大修宮的路上，地形起伏、地上細碎石遍佈，是沖積

扇的證據。 

◎山脈形成後，藉由河川的沖積，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山麓沖積扇。而河川的

淘選作用，使得較大的石頭分布在靠近河川的上游處，較細小的砂礫，

則沖往下游處。所以靠近河流的上游，附近的土壤石頭粒徑較大，靠近

海邊的沙粒較細小。 

補充資料：山麓沖積扇 QR CODE   

2.龜蛇把海口： 

◎宜蘭縣海岸線：宜蘭海岸線從石城大澳—南澳鄉澳花村，長約 101 公里。 

◎沙岸部分：外澳北港口—蘇澳鎮北方澳是沙岸地形（河流沖積+東北季風

吹拂，海岸形成高約 10 至 15 公尺的沙崙）。 

《噶瑪蘭廳志》裡寫道：「龜山……其縈波蹩礔，近復與沙汕蜿蜒，天然

作廳治門戶，形勢家所謂龜蛇把海口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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龜是指宜蘭海口的龜山島，蛇是指宜蘭海邊蜿蜒的沙丘，二者遙遙相望，

守護著蘭陽平原。綿延數十里的海岸沙丘，全段從頭城鎮外澳里的北港口

至蘇澳鎮北方澳止。 

◎蘭陽平原北起頭城鎮，南至蘇澳的隘丁里，西到三星鄉天送埤。共 330 平

方公里。 

3.火山地形—龜山島  海底火山  補充資料：龜山島 QR CODE 

  龜山島位在頭城東方海面上約 12 公里，是一座火山島嶼，因外型酷似烏

龜而被稱為龜山島，面積約為 2.7 平方公里，海拔最高 398 公尺。如此矗

立在海面上龐大的岩體，使得在宜蘭平原上的每個角落都可以看得到

它，長久以來龜山島一直是宜蘭地區最重要的地理指標，也是宜蘭人主

要的精神象徵和心靈歸宿。 

4.突堤效應 補充資料：突堤效應 QR CODE 

  烏石港擴建之後，因為突堤效應的結果，海沙不斷累積在烏石港以北的

外澳地區形成一大片沙灘，而烏石港以南頭城海水浴場地區的沙量卻逐

年消失中。 不斷以消波塊來阻擋海岸線向內侵蝕。 烏石港的北堤因為海

砂的不斷累積，在外澳地區所形成一大片沙灘，地形使海浪易成為浪型，

加上雪山隧道通車帶來的交通便利，如今也成為假日的衝浪聖地。 

5.龜山島有關的俗語：補充資料：龜山島有關的俗語 QR CODE 

◎龜山若崁頭、大雨隨時到（崁頭：khàm-thâu，覆蓋住頭）。 

同「龜山戴帽、大水浩浩」，龜山島上空如烏雲籠罩，就表示大雨即將來

臨 

◎龜山戴帽、大水吼吼（吼吼：háu-háu，聲音很大）。 

冬日的時候，鄉間的宜蘭農民深信龜山島所預報的天氣。在田間工作的農

夫，偶爾抬頭仰望位在海口的龜山島，當龜島上空被烏雲籠罩，就表示大

雨即將來臨了，海上會響起極大的吼聲。 

◎龜吐磺（磺：hông，硫磺味）。 

當東北季風的季節到來，頭城地區沿海的民眾有時可以在空氣中聞到一股

硫磺味。細問當地的老人，這海邊有溫泉嗎？老人總是笑著說這是龜吐磺

啦！（龜山島的硫磺氣）龜吐磺也延伸指天氣要轉變了，東北季風的季節

到了，又要開始下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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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龜山前風颱做袂成，龜山後風颱沒等候（袂成：bē-sîng，不會成功）。 

這句話是少數以彩虹來作颱風的預測了。過去宜蘭人認為當彩虹出現在龜

山島的前方就不會有颱風，一但彩虹出現在龜山島北面則表示颱風即將到

來，必須趕快預作防颱的準備。 

◎龜蛇把海口 

宜蘭在風水地理上有「龜蛇把海口」之說。「龜」是指漂浮在東北方海上

的龜山島，而「蛇」則有三說：其中最普遍的說法是指蘇澳至大里之間的

沙丘；一指東澳烏石鼻或是北方澳的七星嶺沿海沙丘蟠據海岸，阻擋強風

直襲蘭陽平原。而烏石鼻與七星嶺地勢皆綿延伸至海中，形如長蛇出洞，

從平原高處向海遙望，彷彿玄天上帝腳下的龜蛇，守護著蘭陽平原。 

◎龜山旋頭 

龜山島位在宜蘭東北方海面，面積 2.8 平方公里，遠眺如龜浮游海上，

進入蘭陽平原首先見到的就是龜山島，而且在平原上的任何地方都可以眺

望龜山，因此它是蘭陽的自然地標也是宜蘭人的精神象徵；清代噶瑪蘭通

判烏竹芳即將「龜山朝日」列為蘭陽八景之首，「龜山旋頭」意指不可能

的事情。 

◎台灣遊透透 龜山還未到 

遊遍台灣各地，唯獨龜山島不曾去過。一九七七年龜山島淪為「軍事管制

區」，島上的居民遷到大溪的「仁澤社區」，當年宜蘭的鄉親只能跟它隔

海遙望，無法親臨龜山島上，故言「台灣遊透透，龜山還未到」。    

 

活

動

提

醒

與

建

議 

1.貢寮師生搭火車至頭城車站，考量到下午活動的交通路幅較小，以九人小

巴接送至學校。 

2.雨天步道較濕滑，替代方案為參觀蘭陽博物館。 

3.山區野生動物如虎頭蜂、毒蛇等，須提醒學生注意。 

4.登山活動需考量學生身體狀況。 

附

錄 

大修宮步道 

https://www.peoplenews.tw/news/4ec866b5-1a06-4e9d-9774-c71e28348ef2 

山麓沖積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lIlIWMsQV4 

https://www.peoplenews.tw/news/4ec866b5-1a06-4e9d-9774-c71e28348ef2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lIlIWMsQV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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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涵養水源 

https://kknews.cc/zh-tw/history/vm5bnka.html 

頭城 28 公里海岸線 

https://smiletaiwan.cw.com.tw/article/836 

突堤效應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28WBRL5e_U 

海底火山 

https://udn.com/news/story/7328/5317577 

龜山島的俗語與傳說 

https://www.lym.gov.tw/ch/collection/epaper/epaper-detail/9d256957-d260-11eb-

92da-2760f1289ae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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