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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I 

摘要 

鯉魚潭水庫作為台灣中部地區最重要的水庫之一，其鄰近環境教

育資源豐富，自然與人文面向皆有其獨有特殊性，在發展推動環境教

育的歷程中，環境現況之生態特色與資源整合顯得更加重要。 

依據鯉魚潭水庫自然及人文主題生態特色，並經召開多次現場勘

察及辦理專家顧問會議，整合歸納出鯉魚潭水庫 10 大環境教育特色據

點，期中亦結合各環境教育據點特色，規劃不同主題、對象及程度之

課程方案，作為後續鯉魚潭水庫推動環境教育之教材教法參考使用。 

為能永續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推動，本計畫歸納鯉魚潭水庫環境

教育資源，結合教育綱領與方針，整合環境教育四大領域及其主題，

並規劃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課程方案系統架構，完成 8 套課程之內涵

規劃，並遴選其中 4 大主題課程，詳細研訂其課程方案及教材教法相

關資料，以作為配合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設施場所推廣環境教育服務

之核心課程內涵。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參與者與環境教育推動發展之

間有密切之關係，且參與者態度正向積極，對環境教育資源的永續與

生態保育之目標具有集體共識，對於後續環境教育發展極有助益。 

經本計畫建置之「鯉魚潭水庫數位環境生態圖庫」，內容包括庫區

內自然與人文環境資源之影像記錄，整合及管理鯉魚潭水庫及其集水

區環境生態資訊，提供相關學術研究、政府計畫案之基礎生態資料與

各類出版本使用；同時可作為政府、民眾、學校、媒體、企業或團體

間互動交流及溝通平台，亦具推動環境教育、社會宣傳之效果。 

在本計畫建置之「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推廣人才庫」，透過輸入執

行環境教育諮詢參考之人才儲備資訊等環境教育資源，期以透過環境

教育推動者及有效串連鯉魚潭水庫所在苗栗縣之環境教育資源(環保

局、環境教育機構、環境教育設施場所)，並結合本計畫研擬之「鯉魚

潭水庫環境教育行動方案」，落實鯉魚潭水庫水環境教育基地整體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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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後續推廣。 

鯉魚潭水庫的環境教育推動，影響當地的自然保育與人文生態系

統，應集結關連的多方參與者，建立分工合作的夥伴關係來推動，才

能發揮團隊的環境教育成效與服務品質。 

本計畫藉由落實環境教育推廣，期增進民眾瞭解人與環境之關係，促

進全民積極主動保護環境，達成水環境教育之永續發展。 

關鍵字：環境教育、水資源、環境教育參與者、環境教育課程方案、

環境教育行動方案、鯉魚潭水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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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iYuTan Reservoir as one of the important Hydraulic Engineering in 

central region of Taiwan, which has rich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resources 

around its proximity, is a really great place to be build and to become a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facility.  

For the promotion of the LiYuTan Reservoir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business, Water Resources Agency for the Central Water Resources Bureau 

analysis the role of LiYuTan Reservoir, civil society, experts and scholars, 

academic institutions, corporate bodies, government agencies, schools, 

teachers and other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the role and function of the 

participants, and information integration, and executing the Promotion 

project：” The Project of LiYuTan Reservoir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Participants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Platform System Integrated 

Promotion”.This project were executed below the concept of sustainable 

river ecological reservoir “to co-ordinate the LiYuTan Reservoir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ecological information integration, and assist the 

public information and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platform expansion .This 

project is very helpful for the LiYuTan Reservoi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environment education. 

The targets of this project of 2014 is to integrate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participants and to analysis their role surrounding environmental 

and ec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to amend LiYuTan Reservoir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Programs, the Digital Platform and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curriculum programs to promote LiYuTan Reservoir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Facility Comment follow-up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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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lan recommended by LiYuTan Reservoir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facilities establishments operating in the future operation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professional services, and 

combine to strengthen local partnerships  to promot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Water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conservation connotation essence. 

Keywords：Environmental Education, Water resources,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Participants,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curriculum programs,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action 

plan, LiYuTan Reservo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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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 前言 

一、計畫緣起與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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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正式實施。《環境教育法》首條即開宗明義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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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制定本

法」。第四條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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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資訊整合、全民參與」及「教育永續、終

身學習」為目標。 

根據《環境教育法》及「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及管理辦法」等

相關規定，以配合《環境教育法》推廣並落實環境教育，整合鯉魚潭

水庫生態環境資源及推動環境教育基地發展。經濟部水利署中區水資

源局(以下簡稱中水局)，即辦理「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參與者分析暨環

境教育平台系統整合推廣」(以下簡稱本計畫)。 

本計畫經由調查分析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基地，以及潛勢學習據

點之環境生態特色，紀錄環境生態影像及建置生態圖庫系統，以規劃

環境教育課程方案及行動方案架構。其中進行環境教育基地發展之評

估作業，辦理環境教育推廣等研習活動，推動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規劃

與管理。同時更進一步建立中水局與環境教育推廣者之夥伴關係，進

行整合環境教育參與者及其角色分析，增進中水局與環境教育專家學

者、在地學校、民間團體、長期良好互動的環境教育發展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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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作項目及內容 

本計畫從鯉魚潭水庫整體核心價值，以環境教育的觀點，整合鯉

魚潭水庫之環境教育資源。茲將本計畫整體工作項目條列於后： 

(一)調查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參與者及其角色分析 

1、調查分析鯉魚潭水庫水資源環境教育參與者 

蒐集參與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推廣之供給者、中介者、接受者

，並加以彙整分析其參與者角色。本資訊可提供後續推動環境

教育諮詢參考與教育宣導之儲備資訊。 

2、調查分析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參與者概念來源及角色功能 

調查分析參與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平台推廣之供給者、中介者

、接受者其角色功能。本資訊可提供後續推動環境教育諮詢參

考與教育宣導之儲備資訊。 

(二)調查分析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基地之環境生態特色 

1、調查環境教育基地相關自然環境現況之生態特色 

蒐集鯉魚潭水庫歷年生態調查、監測及評估相關出版品資料，

經由環境教育四大階層：環境資源、環境生態、環境變遷、環

境管理進行分類，並持續進行更新與管理。 

2、調查環境教育基地相關人文環境現況之生態特色 

蒐集鯉魚潭水庫歷年人文環境相關出版品資料，紀錄與蒐集環

境教育設施場所之人文生態影像，依環境資源、環境變遷、環

境生態、環境管理等四大階層進行分類，並持續進行更新與管

理。 

(三)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基地之環境生態影像紀錄 

1、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基地環境生態影像分類與整合 

依生態系統組成特性、環境生態情勢與議題，彙整現階段鯉魚

潭水庫環境生態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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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基地環境生態影像拍攝 

進行生態影像紀錄拍攝，建立多元的數位生態影像。 

(四)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基地之數位環境生態圖庫系統建置 

1、規劃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基地數位環境生態圖庫系統 

紀錄與蒐集之生態影像，將由系統分類後，依生態主題、主體

、時間、地點等內涵，規劃數位環境生態圖庫系統。 

2、建置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基地數位環境生態圖庫系統 

紀錄與蒐集之生態影像，將由系統分類後，依生態主題、主體

、時間、地點等內涵，建置數位環境生態圖庫系統。 

(五)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基地之環境生態資訊整合 

1、規劃設計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基地評估作業流程及資源分析表單 

規劃設計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設施場所之評估作業流程及資

源分析表單，並透過專家顧問會議進行表單修訂。 

2、遴選分析鯉魚潭水庫具有豐富生態或人文與自然特色之環教據點 

彙整鯉魚潭水庫生態或人文與自然特色之空間、場域相關資料

，透過前項表單進行分析，俾便提供作為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

證輔導之相關資料。 

(六)鯉魚潭水庫推廣人才庫規劃與建置 

1、規劃環境教育推廣人才庫，以推動後續環境教育相關事宜。 

2、建置環境教育推廣人才庫，以推動後續環境教育相關事宜。 

(七)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行動方案 

1、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行動方案推動架構 

推展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行動方案推動

架構，作為後續鯉魚潭水庫相關環境教育推動之範本。



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參與者分析暨環境教育基地系統整合推廣 

4 

2、辦理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專家顧問會議 

本計畫為聚焦環境教育議題，深化環境教育內涵，針對環境教

育綱領、環境教育單元活動設計、環境教育設施場所之環境生

態資訊整合等內容，辦理專家顧問會議，透過專家學者會議交

流進行討論修訂。 

3、辦理本局員工環境教育課程研習 

依據《環境教育法》第 19 條規定，辦理中區水資源局員工環

境教育課程研習。 

(八)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課程方案 

1、規劃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課程架構 

蒐集鯉魚潭水庫歷年來環境教育活動及教材教法，規劃鯉魚潭

水庫環境教育課程架構。 

2、設計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課程 

透過專家顧問會議進行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課程內容規劃，彙整

歷年來環境教育活動及教材教法，整合鯉魚潭水庫相關時事、資

訊，設計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課程，以作為推展環境教育之用。 

(九)辦理鯉魚潭水庫愛水環境教育參與者教材教法增能培育 

1、辦理鯉魚潭水庫愛水環境教育參與者夥伴工作坊 

本計畫辦理夥伴工作坊，以結合在地政府、在地學校及民間團

體等參與者夥伴，搭配運用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單元活動設計

，進行培訓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種子教師。 

2、辦理鯉魚潭水庫參與者愛水環境教育教材教法研討會 

為紮根鯉魚潭水庫集水區環境教育，本研討會結合在地政府、

在地學校及民間團體等教育資源及管道，搭配運用鯉魚潭水庫

環境教育單元活動設計。本教育推廣規劃涵括鯉魚潭水庫關鍵

環境議題如鯉魚潭水庫水資源環境管理、棲地生態保育、環境

教育基地規劃與管理等面向。



第壹章 前言 

5 

三、工作範圍 

鯉魚潭水庫座落於苗栗縣，行政轄區屬於苗栗縣的大湖鄉、三義

鄉及卓蘭鎮(圖 1-3.1)，位於大安溪支流景山溪的下游，集水區面積為

53.45 平方公里(圖 1-3.2)，水庫區域面積遼闊，具有多樣的生態棲地與

豐富的水域及陸域生物。 

水庫之蓄水域及相關重要設施面積約為 498 公頃，涵括大壩、溢

洪道、取水工、出水工、投池、後池堰、鋸齒堰等重要結構物之土地

與水面(圖 1-3.3)，壩高 96 公尺，總蓄水量 1 億 2 千 6 百萬立方公尺，

除供應苗栗地區用水外，並與大甲溪的石岡壩同為大台中地區之主要

水源。鯉魚潭水庫具有台灣唯一的鋸齒堰溢洪道，下游設有後池堰，

以調節水庫除公共給水外之其他放流水，以供灌溉引水利用。 

 

圖 1-3.1、鯉魚潭水庫位置 

資料來源：水利署地理資訊倉儲中心(瀏覽日期：201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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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2、鯉魚潭水庫集水區 

資料來源：經濟部水利署地理倉儲系統(瀏覽日期：2013.8.10) 

 

圖 1-3.3、鯉魚潭水庫重要結構物位置圖  

資料來源：google 地圖(瀏覽日期：2013.6.27)；水利署中區水資源局網站(瀏覽日期：2013.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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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工作流程及方法 

針對本計畫工作目標與內容，能具體協助中水局落實有關鯉魚潭

水庫之水資源管理、生態保育與環境教育等推動工作，本計畫發展目

標如圖 1-4.1，工作執行構想架構歸納如圖 1-4.2。依計畫工作目標與項

目內容，有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參與者及其角色分析、環境教育基地

之生態及人文特色調查、生態影像紀錄整合以及數位環境生態圖庫系

統建置、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基地生態資訊整合、推廣人才庫建置、

環境教育行動方案及課程方案，辦理環境教育教材教法增能培育等工

作推動。 

 

 

圖 1-4.1、計畫發展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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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整合推廣架構及執行流程(圖 1-4.3)，主要可分為工作範疇

界定、工作規劃與執行、計畫成果與推廣等三階段。在工作規劃與執

行上，依 2013 年及 2014 年之工作項目，逐步完成鯉魚潭水庫環境教

育參與者及其角色調查分析、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基地環境生態特色

調查、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基地生態影像紀錄與數位環境生態圖庫系

統建置，進行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基地環境生態資訊整合。另一方面，

進行鯉魚潭水庫推廣人才庫規劃建置、環境教育行動方案、環境教育

課程方案，並辦理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教材教法增能培育，提供中水

局建置有關環境教育設施場所之專業諮詢。 

在計畫成果與推廣階段，本計畫彙集執行成果報告相關檔案、環

境教育教材教法研習成果等，提供中水局作為落實鯉魚潭水庫水資源

管理與環境教育推廣之需求。 

 

 

圖 1-4.2、計畫執行方法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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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3、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基地系統整合推廣架構及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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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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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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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鯉魚潭水庫主要目標為供應苗栗縣及大台中地區的公共給水、工業用水，同時具備   

給水、觀光、灌溉、防洪、發電等五大功能。 

． 《環境教育法》，強調我國環境教育及生態保育推廣的重要性。 

． 配合《環境教育法》推廣落實環境教育之需求，結合鯉魚潭水庫現有環境教育及 

生態保育資源，落實環境教育理念，具體展現其價值與功能。 

2013年開案會議與工作規劃 

． 團隊內部分工與聯繫 

． 外部資源協助與配合 

． 計畫統整與品質管控 

計畫工作範圍 

鯉魚潭水庫集水區之生態保育、環境教育相關資訊 

成果報告書 50份（含中英文摘要） 

成果資料光碟 50份 

•成果報告書資料（含 doc及 pdf格式檔案） 

•圖檔含 AutoCad或 ArcView等圖層檔案 

期初、第一次期中、第二次期中、第三次期中、期末報告書 

輔導中區水資源局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設施場所建置 

調查分析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基地之

環境生態特色（含自然及人文生態） 

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參與者及其角色 

調查分析（含供給者、中介者、接受者） 

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基地 

數位環境生態圖庫系統 

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基地 

生態影像紀錄 

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基地 

環境生態資訊整合 

鯉魚潭水庫愛水環境教育 

參與者教材教法增能培育 

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推廣人才庫 
 

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課程架構規劃（2013） 

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課程設計（2014） 

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行動方案 

愛水環境教育參與者夥伴工作坊 1場（2013） 

愛水環境教育教材教法研討會 1場（2014） 

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課程方案 

協助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推廣事宜辦理 

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專家顧問會議（2013） 

中區水資源局員工環境教育課程研習（2013） 

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推廣人才庫規劃（2013） 

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推廣人才庫建置（2014） 

鯉魚潭水庫數位環境生態圖庫規劃（2013） 

鯉魚潭水庫數位環境生態圖庫建置（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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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4、本計畫第二年執行架構(2014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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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本計畫完成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參與者及其角色分析、 
調查其環境教育設施場所之生態及人文特色、整合生態影像 
紀錄並建置數位環境生態圖庫系統、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設施 
場所生態資訊整合、推動輔導團及推廣人才庫建置、研擬環境
教育行動方案、課程方案、辦理環境教育教材教法研習並協助
鯉魚潭水庫辦理環境設施場所認證等工作目標。 

1. 2014 年度計畫報告-第三次期中報告 

2. 本計畫成果報告書（含中英文摘要）50份 

3. 本計畫成果資料光碟 50份，包含成果報告（含 doc及 pdf 格式檔案） 

4. 協助中區水資源局通過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設施場所發展落實 

5. 辦理中區水資源局 2014年度環境教育研習 3 梯次 

6. 辦理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教材教法研習活動 1梯次 

2014 年度(第二年)工作會議 

․團隊內部分工與聯繫 
․外部資源協助與配合 
․計畫統整與品質管控 
․目標修正與工作調整 

調查分析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設施場所 
生態特色(含自然及人文生態) 

調查分析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參與
者概念來源 

 

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設施場所 
數位環境生態圖庫系統建置擴充 

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設施場所 
生態影像記錄與拍攝 

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設施場所 
環境生態資訊整合 

辦理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教材教法研習 

 研擬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課程 

 整合現階段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單元 

活動設計及相關資料 

 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參與者夥伴工作坊 

 鯉魚潭水庫參與者環境教育教材教法 

研討會 

研擬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課程方案 

協助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推動落實 

研擬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行動方案 

 辦理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專家顧問會議 

 辦理鯉魚潭水庫員工環境教育課程研習 

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推動輔導團 建置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推廣人才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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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整體工作項目、執行進度及各項工作權重訂定，每月標示

之工作進度百分比以甘梯圖表示如表 1-4.1，依報告進度如表 1-4.2。 

表 1-4.1、本計畫工作執行預定進度表(1/2) 

工作項目 工作細項 
年別 2013年 

月次 5 6 7 8 9 10 11 12 

1.調查鯉魚潭水庫環境
教育參與者及其角色
分析 

調查分析鯉魚潭水庫水資源環境教育
參與者 

5%  
       

10 20 30 40 45 50 55 

調查分析查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參與
者概念來源及角色功能 

5%  
       

10 20 30 40 45 50 55 

2.調查分析鯉魚潭水庫
環境教育基地之環境
生態特色 

調查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基地 

相關自然環境現況之生態特色 
5% 

        

5 10 20 30 40 45 50 55 

調查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基地 

相關人文環境現況之生態特色 
5% 

        

5 10 20 30 40 45 50 55 

3.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
基地生態影像紀錄 

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基地 

環境生態影像分類與整合規劃 
5% 

        

5 10 20 30 35 40 45 50 

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基地 

環境生態影像拍攝 
5%  

       

5 10 20 30 40 45 50 

4.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
基地數位環境生態圖
庫系統建置 

規劃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基地 

數位環境生態圖庫系統 
5%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建置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基地 

數位環境生態圖庫系統 
5%         

5.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
基地之環境生態資訊
整合 

規劃設計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基地之
評估作業流程及資源分析表單 

5% 
        

10 30 50 60 70 80 90 100 

遴選分析鯉魚潭水庫具有豐富生態或
人文與自然特色之環境教育據點 

5%    
     

5 10 20 30 40 

6.鯉魚潭水庫推廣人才
庫規劃與建置 

規劃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推廣人才庫 2.5%   
      

15 25 35 50 70 80 

建置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推廣人才庫 2.5%         

7.鯉魚潭水庫 

環境教育行動方案 

研擬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行動方案 

推動架構 
5%   

      

5 10 20 30 40 45 

辦理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 

專家顧問會議 
2.5%   

      

10 20 30 40 50 55 

辦理中水局員工環境教育 

課程研習 
2.5%  

       

5 10 20 30 40 45 50 

8.鯉魚潭水庫 

環境教育課程方案 

規劃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課程架構 5% 
        

5 10 20 30 40 50 60 70 

設計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課程架構 5%         

9.辦理鯉魚潭水庫 

愛水環境教育參與者
教材教法增能培育 

辦理鯉魚潭水庫愛水環境教育 

參與者夥伴工作坊1場次 
2.5%  

       

10 30 50 60 70 80 90 

辦理鯉魚潭水庫參與者 

愛水環境教育教材教法研討會1場次 
2.5%         

10.行政配合作業 協助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推廣事宜 10% 
        

5 10 15 20 30 40 45 50 

11.年度工作報告撰寫及各項會議 10% 
期初 
20   

期中
1st 
40 

   
期中 
2nd 
60 

合計 100 5 9.6 16.4 25.1 32.1 38.5 44.1 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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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1、本計畫工作執行預定進度表(2/2) 

工作項目 工作細項 
年別 2014年 

月次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調查鯉魚潭水庫 
環境教育參與者及
其角色分析 

調查分析鯉魚潭水庫水資源 
環境教育參與者 

5% 
          

  
60 65 70 75 80 85 90 95 98 100 

調查分析查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 
參與者概念來源及角色功能 

5% 
          

  
60 65 70 75 80 85 90 95 98 100 

2.調查分析鯉魚潭
水庫環境教育基地
之環境生態特色 

調查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基地 
相關自然環境現況之生態特色 

5% 
         

   
60 65 70 75 80 85 90 95 100 

調查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基地 
相關人文環境現況之生態特色 

5% 
         

   
60 65 70 75 80 85 90 95 100 

3.鯉魚潭水庫環境 
教育基地生態影像
紀錄 

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基地 
環境生態影像分類與整合規劃 

5% 
           

 
55 60 65 70 75 80 85 90 95 98 100 

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基地 
環境生態影像拍攝 

5% 
           

 
55 60 65 70 75 80 85 90 95 98 100 

4.鯉魚潭水庫環境
教育基地數位環境
生態圖庫系統建置 

規劃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基地 
數位環境生態圖庫系統 

5% 
 

           
100 

建置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基地 
數位環境生態圖庫系統 

5% 
           

 
5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5.鯉魚潭水庫環境
教育基地之環境生
態資訊整合 

規劃設計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基
地評估作業流程及資源分析表單 

5% 
 

           

遴選鯉魚潭水庫具有豐富生態或
人文與自然特色之環境教育據點 

5% 
      

      
50 60 70 80 90 100 

6.鯉魚潭水庫推廣
人才庫規劃與建置 

規劃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推廣 
人才庫 

2.5% 
  

          
90 100 

建置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推廣 
人才庫 

2.5% 
           

 
10 15 25 35 45 55 65 75 85 95 100 

7.鯉魚潭水庫 
環境教育行動方案 

研擬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行動 
方案推動架構 

5% 
           

 
50 55 60 65 70 75 80 85 90 95 100 

辦理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 
專家顧問會議 

2.5% 
         

   
60 65 70 75 80 85 90 95 100 

辦理中水局員工環境教育課程 
研習 

2.5% 
           

 
55 60 65 70 75 80 85 90 95 98 100 

8.鯉魚潭水庫 
環境教育課程方案 

規劃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課程 
架構 

5% 
   

         
80 90 100 

設計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課程 5% 
           

 
5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9.辦理鯉魚潭水庫
愛水環境教育參與
者教材教法增能培
育 

辦理鯉魚潭水庫愛水環境教育 
參與者夥伴工作坊1場次 

2.5% 
 

           
100 

辦理鯉魚潭水庫參與者愛水 
環境教育教材教法研討會1場次 

2.5%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10.行政配合作業 
協助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推廣 
事宜 

10% 
          

  
55 60 65 70 75 80 85 90 95 100 

11.年度工作報告撰寫及各項會議 10 

 

    

期中 

3rd 

80 

    
期末 

100 
 

合計 100  61.3 66.3 70.8 75.5 82.0 86.0 90.0 93.8 96.6 100 100 

查核點 預定完成時間 進度 查核內容說明 

1、期初報告(工作執行計畫書) 議價完成日後1個月內 4% 工作執行計畫書及簡報 

2、期中報告(第一次) 議價完成日後4個月內 22% 第一次期中報告，期中說明會 

3、期中報告(第二次) 議價完成日後8個月內 48% 第二次期中報告，期中說明會 

4、期中報告(第三次) 議價完成日後14個月內 80% 第三次期中報告，期中說明會 

5、期末報告 議價完成日後19個月內 100% 期末報告，期末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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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2、本計畫工作執行預定進度表-依報告進度(1/3) 

 

工作項目 
第一次期中 

2013.8.29前 

第二次期中 

2013.12.29前 

第三次期中 

2014.6.29前 

期末報告 

2014.11.29前 

1、調查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參與者及其角色分析 

1-1調查分析鯉魚潭水庫水資源環境教育參與者 

1-1-1 完成參與者表單與訪談大綱 

1-1-2 調查鯉魚潭水庫在地團體與專家學者 

1-1-3 彙整關鍵參與者名單 

1-1-4透過描述型統計方式呈現調查結果 

 

ˇ    

 ˇ   

  ˇ  

   ˇ 

1-2調查分析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參與者概念 

來源及角色功能 

1-2-1進行環境教育參與者認知概念問卷調查 

1-2-2呈現概念來源問卷資料分析結果 

1-2-3呈現關鍵參與者非正式的對話訪談紀錄 

 

 ˇ   

  ˇ  

   ˇ 

2、調查分析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基地之環境生態特色 

2-1調查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基地相關自然環境

現況之生態特色 

2-1-1蒐集相關研究報告及出版品等，進行分類 

2-1-2完成自然環境現況生態特色彙整表 

2-1-3完成自然環境現況生態特色分析 

 

 

ˇ    

 ˇ   

  ˇ  

2-2調查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基地相關人文環境

現況之生態特色 

2-1-1蒐集相關研究報告及出版品等，進行分類 

2-1-2 完成人文環境現況生態特色彙整表 

2-1-3完成人文環境現況生態特色分析 

 

ˇ    

 ˇ   

  ˇ  

3、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基地生態影像紀錄 

3-1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基地環境生態影像分類

與整合規劃 

3-1-1規劃環境生態影像紀錄表與分類 

3-1-2整合環境生態影像紀錄表 

3-1-3影像整合至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基地課程

方案關聯之生態影像紀錄表 

3-1-4完成生態影像納入鯉魚潭環境教育基地數

位環境生態圖庫系統 

 

ˇ    

 ˇ   

  ˇ  

   ˇ 

3-2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基地環境生態影像拍攝  

3-2-1鯉魚潭水庫環境生態影像拍攝計達1次 

3-2-2鯉魚潭水庫環境生態影像拍攝計達2-5次 

3-2-3鯉魚潭水庫環境生態影像拍攝計達6-10次 

 

ˇ    

 ˇ   

  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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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2、本計畫工作執行預定進度表-依報告進度(2/3) 

 

工作項目 
第一次期中 

2013.8.29前 

第二次期中 

2013.12.29前 

第三次期中 

2014.6.29前 

期末報告 

2014.11.29前 

4、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基地數位環境生態圖庫系統建置 

4-1規劃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基地數位環境生態

圖庫系統 

4-1-1完成數位環境生態圖庫系統架構表 

4-1-2鯉魚潭水庫數位環境生態圖庫之版型 

 

ˇ    

 ˇ   

4-2建置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基地數位環境生態

圖庫系統 

4-2-1完成網站架設與網站架構之設立 

4-2-2將各式鯉魚潭水庫生態影像置入圖庫架構 

 

  ˇ  

   ˇ 

5、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基地之環境生態資訊整合 

5-1規劃設計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基地之評估 

作業流程及資源分析表單 

5-1-1完成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基地評估作業流

程(草案)及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輔導資料架構 

5-1-2召開專家顧問會議 

 

 

ˇ    

 ˇ   

5-2遴選分析鯉魚潭水庫具有豐富生態或人文與

自然特色之環境教育據點  

5-2-1選出鯉魚潭水庫具潛力之環境教育據點 

5-2-2召開遴選環境教育據點專家顧問會議 

 

 ˇ   

  ˇ  

6、鯉魚潭水庫推廣人才庫規劃與建置 

6-1規劃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推廣人才庫  

6-1-1規劃鯉魚潭水庫環教推廣人才資料表單 

6-1-1彙整鯉魚潭水庫環教推廣人才資料表單 

 

ˇ     

 ˇ   

6-2建置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推廣人才庫  

6-2-1進行表單整合與歸納，建立鯉魚潭水庫環教

基本人才名錄，完成人才庫架構與版型  

6-2-2完成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推廣人才庫 

 

  ˇ  

   ˇ 

7、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行動方案 

7-1研擬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行動方案推動架構  

7-1-1設定環境教育行動方案(草案)之目標 

7-1-2設定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行動方案(草案)之

環境教育現況、議題與挑戰 

7-1-3進行全面性的整合、分工、預算編列等工作

，設定行動策略及期程，完成鯉魚潭水庫環境教

育行動方案 

 

ˇ    

 ˇ   

  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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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2、本計畫工作執行預定進度表-依報告進度(3/3) 

工作項目 
第一次期中 

2013.8.29前 

第二次期中 

2013.12.29前 

第三次期中 

2014.6.29前 

期末報告 

2014.11.29前 

7-2辦理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專家顧問會議  

7-2-1辦理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行動方案專家 

顧問會議 

 

 ˇ   

7-3辦理中水局員工環境教育課程研習1場次   ˇ  (ˇ) 

8、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課程方案 

8-1規劃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課程架構  

8-1-1規劃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四大領域之課程

架構 

8-1-2召開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課程專家會議 

 

ˇ    

 ˇ   

8-2設計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課程架構  

8-2-1設計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課程方案(草案) 

8-2-1完成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課程方案 

 

  ˇ  

ˇ 

9、辦理鯉魚潭水庫愛水環境教育參與者教材教法增能培育 

9-1完成辦理鯉魚潭水庫愛水環境教育參與者 

夥伴工作坊1場次 

 ˇ   

9-2辦理鯉魚潭水庫參與者愛水環境教育教材 

教法研討會1場次 

9-2-1規劃鯉魚潭水庫參與者愛水環境教育教材

教法研討會相關準備事宜 

9-2-2完成愛水環境教育教材教法研討會1場次 

 

  ˇ  

   ˇ 

10、行政配合作業：協助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推廣事宜 

11、年度工作報告撰寫及各項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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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調查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參與者及其角色分析 

一、調查分析鯉魚潭水庫水資源環境教育參與者 

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的發展，主要依循中區水資源局推動學校與

社會環境教育之理念執行，其中專家學者及水庫集水區長期從業人員

在環境教育發展歷程中，則扮演至關重要之關鍵參與者角色。 

環境教育的發展除了針對其場域的自然與人文特色進行議題設定

與規劃，場域內的環境教育參與者亦是重點核心，環境教育的實施辦

理必須緊扣其功能及需求，並經場域內現地資源分析與規劃適宜之活

動與課程設計，才能幫助設施場所發揮自身特色，以達有效推動環境

教育之實施目的。 

有關社會環境教育資源，主要包括社會體系中的人力（參與者）

與物力（經費、場地、設備等）資源；其中尤以人力資源為推動環境

教育的關鍵。社會環教人力資源，包括：(1)供給者、(2)中介者、(3)接

受者等三類型基本參與者。在角色上，供給者為主導環教活動推廣者，

與中介者同扮演社會環教推廣者；而接受者則為環教之施教對象。在

功能上，供給者依環保理念實施策略研究、政策宣導、計畫制定，並

針對社會環教活動的目的，進行活動的設計與執行、教育評量，以及

場地與經費的提供。接受者的功能，則是參與社會環教活動研習，並

澄清環境價值觀，並將其實踐於生活中（參表 2-1.1）。 

表 2-1.1、學校與社會環境教育活動參與者代表組成及其角色目標 

活動參與者 代表組成 主要功能 目標 

推廣者 

供給者 
政府機關、專家學者 
傳播媒體 

計畫訂定、策略研究 
政策宣導 研究發展 

教育宣導 
活動推廣 中介者 

學校教師、企業團體 
民間團體、民意代表 

活動設計、協調溝通 
活動執行、經費支助 

學習者 接受者 
工程人員、在地居民 
學校師生、社會大眾 

活動研習、實地講習 
價值澄清、工作實踐 

學習活動 

資料來源：汪靜明 1995，社會環境教育之推動與落實教育資料集刊（20）：213-235；汪靜明、莊

棋凱 2005。 

台灣河川生態保育之環境行動模式及參與者角色分析－以大屯溪為例，第 299 頁至第

307頁於 2005年環境教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台北市立教育大學環境教育所暨中心、台灣師範大學環境教育研究所主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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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工作項目可瞭解環境教育參與者之概念連結，發展相關聯之環

境教育教材教法及課程單元，俾進一步引起環境教育參與者之關注，

做為鯉魚潭水庫持續發展環境教育行動之穩定基礎，進而加強環境教

育推廣效果。主要工作涵括「調查分析鯉魚潭水庫水資源環境教育參

與者」及「調查分析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參與者概念來源及角色功能」

共兩部分組成，本工作項目之執行流程圖如下所示(圖 2-1.1)。 

 

 

圖 2-1.1、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參與者角色功能分析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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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本計畫 2014 年度研究，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參與者類型及功

能大致可區分下述三類： 

1、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諮詢輔導（政府機關、專家學者） 

能提供環境教育專業指引之專家學者，瞭解鯉魚潭水庫資源，並

可協助推動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發展者。或具有特別鯉魚潭水庫環境

教育參與經驗，其專業職能與資歷經歷都提供諮詢能力之專家學者，

是鯉魚潭水庫推動環境教育發展歷程中的關鍵諮詢專家。 

2、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課程講師（環境教育認證人員、種子教師） 

在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課程講師方面，則可大致分為兩大類別：

「在地人文與生態類課程講師」與「環境教育專業領域類課程講師」。 

「在地人文與生態類」課程講師主要為鯉魚潭水庫鄰近地區之教學機

構或民間團體之專業人員，其等皆擁有足夠專業知識與環境教育執行

能力，並對於鯉魚潭水庫之在地人文與生態特色相當熟悉，能夠協助

鯉魚潭水庫日後推行環境教育並教授環境教育課程。 

「環境教育專業領域類」之課程講師，主要為其專業領域與環境

教育相關，且能教授之課程領域皆鎖定在環境教育課程四大領域「環

境資源」、「環境生態」、「環境變遷」、「環境管理」中。可針對日後鯉

魚潭水庫深度環境教育內涵之課程進行講授。本計畫 2014 年度已彙整

集結「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課程講師」，並邀請簽俱講師擔任同意書，

以同意做為日後推行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之環境教育課程授課師資。 

3、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在地參與者(在地民眾、民間團體) 

此類參與者鯉魚潭在地民眾之參與者角色，主要在於社區參與、

在地文化保存、自然環境維護、人文與生態特色導覽等層面之行動內

涵與能力，其等更將可作為鯉魚潭水庫日後推行環境教育的重要對

象，經過環境教育之相關講習與訓練亦可期許其等作為延伸在地環境

教育概念之人員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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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2、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專業人員及其專業領域(推薦持續邀請中)1/2 

姓 名 專業領域 課程領域 推廣執行方式 

汪靜明 

臺灣師範大學環境教育 

研究所/教授 

學校及社會環境教育 

自然保育 

環境及資源管理 

環境資源 

環境生態 

環境變遷 

環境管理 

課程、演講、討論 

體驗、參訪、實作 

影片觀賞 

燕琍婷 
中華生態暨環教協會/ 

秘書長 

學校及社會環境教育 

環境及資源管理 

環境生態 

環境變遷 
演講、討論 

錢念圭 

中華生態暨環教協會/ 

副秘書長 

自然保育 

環境及資源管理 

環境生態 

環境變遷 
演講、戶外學習 

羅仁傑 

中華生態暨環教協會/ 

監事 

學校及社會環境教育 

環境及資源管理 

環境資源 

環境管理 
演講、討論 

湯曉虞 

中華生態暨環教協會/ 

理事 

自然保育 

環境及資源管理 

環境資源 

環境生態 

環境變遷 

演講、討論 

連惠邦 

逢甲大學水利工程與資源

保育學系/教授 

學校及社會環境教育 

環境及資源管理 

災害防救 

環境變遷 

環境管理 

課程、演講、參訪 
戶外學習、影片觀賞 

徐榮崇 

臺北市立大學地球環境暨

生物資源學系/教授 

學校及社會環境教育 

環境及資源管理 

環境資源 

環境生態 

環境變遷 

課程、演講、參訪 
戶外學習、影片觀賞 

廖學誠 

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

教授 

學校及社會環境教育 

環境及資源管理 

自然保育、社區參與 

環境資源 

環境變遷 

環境管理 

課程、演講、參訪 
戶外學習 

朱達仁 

中華大學休閒遊憩規劃與

管理學系/副教授 

學校及社會環境教育 

環境及資源管理 

自然保育、社區參與 

環境資源 

環境生態 

環境管理 

課程、演講、參訪 

戶外學習、影片觀賞 

陳有祺 
中華大學景觀建築系/ 

副教授 

學校及社會環境教育 

自然保育 

環境資源 

環境管理 
課程、演講、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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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2、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專業人員及其專業領域(推薦持續邀請中)2/2 

姓 名 專業領域 課程領域 推廣執行方式 

林秉賢 

逢甲大學水利工程與資源

保育學系/教授 

學校及社會環境教育 

環境及資源管理 

自然保育、災害防救 

環境變遷 

環境管理 

課程、演講 

戶外學習 

許少華 

逢甲大學水利工程與資源

保育學系/教授 

學校及社會環境教育 

環境及資源管理 

環境變遷 

環境管理 

課程、演講 

戶外學習 

全中平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自然 

科學教育系/教授 

學校及社會環境教育 

環境及資源管理 

環境資源 

環境管理 

課程、演講、參訪 

戶外學習、影片觀賞 

張育傑 

臺北市立大學地球環境暨

生物資源學系/教授 

學校及社會環境教育 

環境及資源管理 

環境資源 

環境生態 

環境管理 

課程、演講、參訪 

戶外學習、影片觀賞 

楊世德 

鴻霖環境教育股份有限公司/

負責人 
環境及資源管理 

環境資源 

環境管理 
課程、演講 

呂儼展 

興展創意數位有限公司/ 

總經理 

環境及資源管理 
環境資源 

環境管理 
網路學習、影片觀賞 

莊棋凱 

中華生態暨環教協會/ 

副秘書長 

自然保育 

環境及資源管理 

環境資源 

環境變遷 

環境管理 

演講、討論 

潘大州 

苗栗縣巴宰族群協會/ 

前理事長 

文化保存、社區參與 環境變遷 
課程、演講、參訪、

戶外學習 

蔡月美 

台北市天母國中教師 
學校及社會環境教育 

環境資源 

環境管理 
課程、演講、討論 

蔡幸舜 

艾奕康工程顧問公司/ 

資深工程師 

環境及資源管理 
環境資源 

環境變遷 
演講 

張育傑 

臺北市立大學地球環境

暨生物資源學系/教授 

學校及社會環境教育 

氣候變遷、公害防治 

環境及資源管理 

環境資源 

環境變遷 
 

林素華 

國立台中教育大學環境

教育系/副教授 

學校及社會環境教育 

社區參與 

環境倫理 

環境教育 

教材教法 

 

本計畫階段已完成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推廣人才庫之建置，有關期登入網址 

請參:http://118.163.88.195/liyutan_hr 檢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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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2、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參與者-政府機關類 

 

 

圖 2-1.3、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參與者-政府機關、專家學者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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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已完成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參與者角色分析之研究分析方

法與流程規劃，並持續蒐集歷年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參與者之資料。

在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參與者角色分析表的規劃上，包含基本資料、

最高學歷、畢業系所、專業領域、單位屬性、參與經歷、參與功能、

參與目標等八類別。有關鯉魚潭水庫參與者，可從「研究調查計畫」

及「環境教育計畫」得到初步名單，接續可分為政府機關、專家學者、

民間團體與學校單位三大類。 

本階段為清楚劃分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相關之專家學者，初步可

分為環境教育、水資源、生態保育與課程教育等領域(圖 2-1.3)。 

在民間團體方面，已蒐集苗栗縣在地相關團體名單如后：涵括鯉

魚潭水庫之行政轄區(苗栗縣三義鄉、卓蘭鎮、大湖鄉)之社會服務及慈

善團體，共 26 個(表 2-1.3)；社區發展協會，共 33 個(表 2-1.4)；苗栗縣

環保團體，共 10 個；自由職業團體，共 6 個(表 2-1.5)；學術文化團體，

共 12 個(表 2-1.6)。 

表 2-1.3、鯉魚潭水庫民間團體(社會服務及慈善團體) 

「社會服務及慈善」團體名稱 

苗栗縣真心關懷協會 苗栗縣卓蘭鎮民眾服務社 

苗栗縣綠色大地發展協會 苗栗縣卓蘭鎮婦女會 

苗栗縣三義鄉民眾服務社 苗栗縣景山山坡地維護協會* 

苗栗縣巴宰族群協會* 鯉魚潭水庫集水區居民權益維護協會* 

苗栗縣三義鄉婦女會 苗栗縣卓蘭愛鄉促進會 

苗栗縣三義救護協會 苗栗縣卓蘭義消協會 

苗栗縣三義鄉老人福利會 苗栗縣大湖鄉婦女會 

苗栗縣聯合愛心促進會 苗栗縣原住民家庭關懷服務協會 

苗栗縣國際熱愛大自然促進會 基督教原住民部落永續發展協會 

苗栗縣卓蘭行善會 苗栗縣大湖婦幼志工協會 

苗栗縣卓蘭救護協會 苗栗縣原住民婦幼關懷文化協會 

苗栗縣童子軍教育學會 苗栗縣大湖愛心協會 

苗栗縣大湖鄉婦女會 苗栗縣大湖鄉民眾服務社 

(*鯉魚潭水庫涵蓋之鄉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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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4、鯉魚潭水庫民間團體(鄰近鯉魚潭水庫之社區發展協會) 

「社區發展協會」名稱 

三義鄉雙湖社區發展協會 卓蘭鎮新榮社區發展協會 大湖鄉大寮社區發展協會 

三義鄉雙潭社區發展協會 卓蘭鎮上新社區發展協會 大湖鄉義和社區發展協會 

三義鄉廣盛社區發展協會 卓蘭鎮食水坑社區發展協會 大湖鄉武榮社區發展協會 

三義鄉勝興社區發展協會 卓蘭鎮內灣社區發展協會 大湖鄉新開社區發展協會 

三義鄉西湖社區發展協會 卓蘭鎮東盛社區發展協會 大湖鄉南湖社區發展協會 

三義鄉龍騰社區發展協會 卓蘭鎮坪林社區發展協會* 大湖鄉栗林社區發展協會 

三義鄉鯉魚社區發展協會* 卓蘭鎮景山社區發展協會* 大湖鄉東興社區發展協會 

卓蘭鎮苗豐社區發展協會 卓蘭鎮雙連社區發展協會* 大湖鄉富興社區發展協會 

卓蘭鎮豐田社區發展協會 大湖鄉大湖社區發展協會 大湖鄉大南社區發展協會 

卓蘭鎮西坪社區發展協會* 大湖鄉明湖社區發展協會 卓蘭鎮新厝社區發展協會 

卓蘭鎮老庄社區發展協會 大湖鄉靜湖社區發展協會 卓蘭鎮中街社區發展協會 

(*鯉魚潭水庫涵蓋之鄉鎮). 

 

表 2-1.5、鯉魚潭水庫民間團體(環保、自由職業團體) 

「環保」團體名稱 

苗栗縣通霄鎮環保協會 苗栗縣獅潭鄉百壽環境保護協會 

苗栗縣獅潭鄉永興環境保護協會 苗栗縣通霄鎮環保協會 

苗栗縣獅潭鄉和興環境保護協會 泰安鄉汶水溪水資源生態維護協會 

苗栗縣獅潭鄉豐林環境保護協會 大湖竹高屋老街再造文化環保觀光協會 

苗栗縣獅潭鄉新豐環境保護協會 通霄隧道人文環境促進發展協會 

「自由職業」團體名稱 

苗栗縣三義鄉教育會(僑成國小) 臺灣省立卓蘭實驗高級中學教師會 

國立大湖農工職校教師會 苗栗縣大湖鄉教育會(大湖農工) 

苗栗縣卓蘭鎮教育會(卓蘭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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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6、鯉魚潭水庫民間團體(學術文化團體) 

「學術文化」團體名稱 

苗栗縣五穀神農文化協會 苗栗縣三義木雕協會 

苗栗縣城鄉發展協會 苗栗縣卓蘭客家饒平文化協會 

苗栗縣臉譜文化推廣協會 苗栗縣大湖鄉大窩文史生態協會 

苗栗縣中原客家文化推廣協會 苗栗縣大湖品格教育文化發展協會 

苗栗縣三義神雕文化藝術發展協會 苗栗縣社區博物館發展協會 

苗栗縣向揚推展關懷協會 苗栗縣協天民俗文化推展協會 

 

 

圖 2-1.4、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參與者-民間團體、在地居民類 

關於鯉魚潭水庫在地團體，本計畫主要聚焦鯉魚潭水庫涵蓋之行

政區域為苗栗縣三義鄉鯉魚潭村、苗栗縣大湖鄉新開村、苗栗縣卓蘭

鎮坪林里、苗栗縣卓蘭鎮景山里、苗栗縣卓蘭鎮西坪里，主要以水庫

轄區或水庫下游相關區域團體，列為主要訪談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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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鯉魚潭水庫行政範圍區域內之學校單位，共有 24 個(表 2-1.7、

圖 2-1.5)，依據 2013 年 12 月 12 日內部工作會議討論結果，後續將進

一步以鯉魚潭水庫淹沒區、鯉魚潭水庫水源供應區進行分類。 

 

表 2-1.7、鯉魚潭水庫學校單位 

「學校單位」名稱 

三義鄉建中國小 卓蘭鎮豐田國小 大湖鄉南湖國小 

三義鄉僑成國小 卓蘭鎮坪林國小 大湖鄉東興國小 

三義鄉育英國小 卓蘭鎮雙連國小 大湖鄉新開國小 

三義鄉鯉魚國小 卓蘭鎮景山國小 大湖鄉栗林國小 

三義鄉龍騰分校 卓蘭鎮卓蘭實驗中學 大湖鄉武榮國小 

三義鄉三義高中 大湖鄉大湖國小 大湖鄉大湖國中 

卓蘭鎮卓蘭國小 大湖鄉華興國小 大湖鄉南湖國中 

卓蘭鎮內灣國小 大湖鄉大南國小 大湖鄉大湖農工 

 

 

圖 2-1.5、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參與者調查-在地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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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8、政府機關(水利署)環境教育參與者角色分析表 

參與

角色 

推廣者 學習者 

供給者  中介者 □接受者 

代表

組成 

政府機關 

□社教機構 

□學術單位 

□民間團體 
□傳播媒體 
□企業團體 

□專家學者 
□在地社區 
 

□社會大眾 

□學校教師 

□學校學生 

主要

功能 

□策略研究 

政策宣導 

□計畫訂定 

專業諮詢 

統籌規劃 

策略推動 

經費支助 

□場地管理 

□器材管理 

□素材提供 

□人力支援 

□教學設計 

□教材編製 

□教育評量 

□課程研究 

□資訊蒐集 

□概念分析 

□活動教學 

□活動研習 

□概念建構 

□價值澄清 

□倫理培養 

□教學運用 

□生活實踐 

□自我成長 

□社會參與 

參與

目標 

政策達成 

研究發展 

教育宣導 

觀念引導 

□知能傳授 

資源提供 

□活動推廣 

□協調溝通 

□概念學習 

□行動學習 

□行動落實 

 

表 2-1.9、政府機關(中水局)環境教育參與者角色分析表 

參與

角色 

推廣者 學習者 

供給者  中介者 □接受者 

代表

組成 

政府機關 

□社教機構 

□學術單位 

□民間團體 
□傳播媒體 
□企業團體 

□專家學者 
□在地社區 
 

□社會大眾 

□學校教師 

□學校學生 

主要

功能 

策略研究 

政策宣導 

計畫訂定 

□專業諮詢 

□統籌規劃 

策略推動 

□經費支助 

場地管理 

器材管理 

素材提供 

人力支援 

□教學設計 

教材編製 

□教育評量 

課程研究 

資訊蒐集 

概念分析 

活動教學 

□活動研習 

□概念建構 

□價值澄清 

□倫理培養 

□教學運用 

□生活實踐 

□自我成長 

□社會參與 

參與

目標 

政策達成 

研究發展 

教育宣導 

觀念引導 

知能傳授 

資源提供 

活動推廣 

協調溝通 

□概念學習 

□行動學習 

□行動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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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10、專家學者環境教育參與者角色分析表 

參與

角色 

推廣者 學習者 

供給者  □中介者 □接受者 

代表

組成 

□政府機關 

□社教機構 

□學術單位 

□民間團體 
□傳播媒體 
□企業團體 

專家學者 
□在地社區 
 

□社會大眾 

□學校教師 

□學校學生 

主要

功能 

策略研究 

□政策宣導 

計畫訂定 

專業諮詢 

□統籌規劃 

□策略推動 

□經費支助 

□場地管理 

□器材管理 

素材提供 

人力支援 

教學設計 

教材編製 

□教育評量 

課程研究 

資訊蒐集 

概念分析 

□活動教學 

□活動研習 

□概念建構 

□價值澄清 

□倫理培養 

□教學運用 

□生活實踐 

□自我成長 

□社會參與 

參與

目標 

□政策達成 

研究發展 

教育宣導 

觀念引導 

知能傳授 

資源提供 

活動推廣 

協調溝通 

□概念學習 

□行動學習 

□行動落實 

 

表 2-1.11、民間團體環境教育參與者角色分析表 

參與

角色 

推廣者 學習者 

供給者  中介者 □接受者 

代表

組成 

□政府機關 

□社教機構 

□學術單位 

民間團體 
□傳播媒體 
□企業團體 

□專家學者 
□在地社區 
 

社會大眾 

□學校教師 

□學校學生 

主要

功能 

□策略研究 

□政策宣導 

□計畫訂定 

專業諮詢 

□統籌規劃 

□策略推動 

□經費支助 

□場地管理 

□器材管理 

□素材提供 

人力支援 

□教學設計 

□教材編製 

□教育評量 

□課程研究 

□資訊蒐集 

□概念分析 

□活動教學 

活動研習 

概念建構 

價值澄清 

倫理培養 

□教學運用 

生活實踐 

自我成長 

社會參與 

參與

目標 

□政策達成 

研究發展 

□教育宣導 

□觀念引導 

知能傳授 

資源提供 

□活動推廣 

□協調溝通 

概念學習 

行動學習 

行動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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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12、在地居民環境教育參與者角色分析表 

參與

角色 

推廣者 學習者 

供給者  □中介者 接受者 

代表

組成 

□政府機關 

□社教機構 

□學術單位 

□民間團體 
□傳播媒體 
□企業團體 

□專家學者 
在地社區 
 

社會大眾 

□學校教師 

□學校學生 

主要

功能 

□策略研究 

□政策宣導 

□計畫訂定 

□專業諮詢 

□統籌規劃 

□策略推動 

□經費支助 

□場地管理 

□器材管理 

□素材提供 

人力支援 

□教學設計 

□教材編製 

□教育評量 

□課程研究 

□資訊蒐集 

□概念分析 

□活動教學 

活動研習 

概念建構 

價值澄清 

倫理培養 

□教學運用 

生活實踐 

自我成長 

社會參與 

參與

目標 

□政策達成 

□研究發展 

教育宣導 

□觀念引導 

□知能傳授 

資源提供 

活動推廣 

協調溝通 

概念學習 

行動學習 

行動落實 

 

表 2-1.13、學校單位環境教育參與者角色分析表 

參與

角色 

推廣者 學習者 

供給者  中介者 □接受者 

代表

組成 

□政府機關 

□社教機構 

學術單位 

□民間團體 
□傳播媒體 
□企業團體 

□專家學者 
□在地社區 
 

社會大眾 

□學校教師 

□學校學生 

主要

功能 

□策略研究 

□政策宣導 

□計畫訂定 

專業諮詢 

□統籌規劃 

□策略推動 

□經費支助 

□場地管理 

□器材管理 

素材提供 

□人力支援 

□教學設計 

教材編製 

□教育評量 

課程研究 

資訊蒐集 

概念分析 

活動教學 

□活動研習 

□概念建構 

□價值澄清 

□倫理培養 

□教學運用 

□生活實踐 

□自我成長 

□社會參與 

參與

目標 

□政策達成 

研究發展 

教育宣導 

觀念引導 

知能傳授 

資源提供 

□活動推廣 

協調溝通 

□概念學習 

□行動學習 

□行動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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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調查分析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參與者概念來源及平台 

角色功能 

有關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參與者之角色分析，本年度主要針對長

期參與投入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推動之關鍵參與者，包含環境教育專

家學者、在地人文、生態類與環境教育專業領域課程講師與在地民眾

進行分析，並將本計畫之審查委員納入作為環境教育推廣諮詢顧問，

並將隨計畫時程之規劃，陸續增加政府機關、社教機構、環保團體、

環教專家、傳播媒體、企業團體、學校社團、社區家長及民意代表、

工程人員、在地居民、學校師生、社會大眾各類群參與者之分析，持

續擴充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人力資源，以致奠定推行鯉魚潭水庫環境

教育之堅實基礎。 

依據 2013 年度本計畫之研究基礎，2014 年度在研究分析上，已研

擬並將透過「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參與者認知概念」問卷(參附錄一)，

針對參與者本身對於鯉魚潭水庫的認知概念，如「參與者角色身分」、

「鯉魚潭水庫參與經驗」、「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知識概念來源」、「對

曾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設施場所的認知態度」、「對鯉魚潭水庫設施場

所據點的使用建議」、「對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據點資源之建議」、「鯉

魚潭水庫環境教育參與程度」、「對鯉魚潭水庫志工的瞭解與服務滿意

度」、「參與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的服務意願」等重點參與者態度主題

進行相關瞭解，本調查結果將可進一步作為鯉魚潭水庫後續推廣環境

教育之參考方針。 

本計畫於 2013 年 10 月至 11 月，針對中水局員工進行「鯉魚潭水

庫環境教育參與者認知概念問卷」調查，共發放 76 份問卷，回收 42

份問卷。現階段進行問卷資料之彙整與分析，並以描述形統計方式呈

現初步調查結果(參與者認知概念問卷詳參圖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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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鯉魚潭水庫參與經驗 

本計畫針對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參與者本身的鯉魚潭水庫相關參

與經驗進行瞭解，在 42 份有效問卷中，共計填答 71 個答案，其中參

與經驗最多者「會議活動」占 21%，其次為「休閒遊憩」占 15%，「環

境調查」占 13%，「教育宣導」占 10%，「人力支援」占 7%、「保育研

究」、「活動教學」、「解說導覽」各占 6%，另有「活動推廣」占 4%，「專

業諮詢」、「資訊蒐集」、「協調溝通」各占 3%，「資源提供」、「課程研

究」等項目各占 1%(參表 2-2.1、圖 2-2.1)。由此可見現階段參與者在

鯉魚潭水庫的經驗，以「參與活動」為多，例如參與會議、研習等。

此外，鯉魚潭水庫的優美環境，使「休閒遊憩」亦成為環境教育參與

者勾選比例較高的選項。環境教育參與者參與經驗分析。 

根據本調查結果，初步建議後續的環境教育推廣，可透過辦理研

習活動、討論會議等方式，結合鯉魚潭水庫的優美環境，廣泛邀請參

與者前來瞭解鯉魚潭水庫的環境教育，進一步作為落實環境教育發展

的契機。 

表 2-2.1、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參與者參與經驗分析 

您曾參與過那些鯉魚潭水庫相關經驗？ 

認知 數量 百分比 認知 數量 百分比 

環境調查 9 13% 課程研究 1 1% 

保育研究 4 6% 活動推廣 3 4% 

專業諮詢 2 3% 協調溝通 2 3% 

教育宣導 7 10% 解說導覽 4 6% 

資源提供 1 1% 休閒遊憩 11 15% 

活動教學 4 6% 會議活動 15 21% 

資訊蒐集 2 3% 其他 1 1% 

人力支援 5 7% 
   

有效樣本數量總計 N=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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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1、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參與者參與經驗分析 

 

(二)鯉魚潭水庫意象 

有關鯉魚潭水庫意象調查部分，在 81 個有效填答樣本數中，鯉魚

潭水庫環境教育參與者認為主要意象為「水利工程與設施」者占 48%，

其次認為「生態環境」為主要意象者，則占 42%，另認為主要意象是

「人文特色」者占 10%(參表 2-2.2 與圖 2-2.2)。顯示鯉魚潭水庫目前以

大壩、鋸齒堰式溢洪道等水利工程設施，以及豐富優美的生態環境為

主要意象，建議後續可規劃列為環境教育據點，型塑鯉魚潭水庫環境

教育特色。 

表 2-2.2、鯉魚潭水庫意象分析 

您認為能代表鯉魚潭水庫前三名代表意象為何？ 

認知 數量 百分比 認知 數量 百分比 

生態環境 34 42% 

水利工程 

設施與功能(大壩、

鋸齒堰式溢洪道等) 

40 49% 

人文特色 

(先住民文化、 

民風等) 

7 9%       

有效樣本數量總計 N=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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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2、鯉魚潭水庫意象分析 

 

(三)鯉魚潭水庫意象推估 

關於環境教育參與者推想一般民眾認為鯉魚潭水庫的代表意象，

調查結果顯示 60%認為「水利工程設施與功能」為代表意象，「生態環

境」則占 29%，先住民文化、民風等之「人文特色」占 11%(參表 2-2.3

與圖 2-2.3)，顯示環境教育參與者認為民眾對鯉魚潭水庫的認識，多以

水利工程設施與功能為主，生態環境及人文特色極具發展潛力，後續

可透過辦理參訪活動，結合鯉魚潭水庫的豐富生態和人文景觀，廣泛

邀請民眾前來瞭解鯉魚潭水庫，進一步作為環境教育發展之契機。 

表 2-2.3、鯉魚潭水庫意象預測分析 

您推想一般民眾認為能代表鯉魚潭水庫前三名代表意象為何？ 

認知 數量 百分比 認知 數量 百分比 

生態環境 21 29% 

水利工程 

設施與功能(大壩、

鋸齒堰式溢洪道等) 

44 60% 

人文特色 
(先住民文化、民風等) 

8 11%       

有效樣本數量總計 N=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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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3、鯉魚潭水庫意象預測分析 

 

(四)鯉魚潭水庫代表特色 

在最能代表鯉魚潭水庫自然生態主題特色方面，環境教育參與者

認為最能代表者為「環境」，占 58%，其次「生物」則占 32%，保育等

「環境友善行動」則占 10%(參圖 2-2.4)。 

至於最能代表鯉魚潭水庫的人文生態主題特色，有 75%的環境教

育參與者認為當地巴宰族文化、先民開發史等「無形資產」最具代表

性，平埔族及墾荒遺跡等「有形資產」則占 25%(參圖 2-2.4)。 

除了自然生態和人文生態，環境教育參與者認為能代表鯉魚潭水

庫的其他特色，「空氣好」比例最高，占 33%，其他「水庫庫容」、「環

境優美」、「鋸齒堰」、「昆蟲」則占 16%~17%(參圖 2-2.4)。 

綜上所述，後續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基地發展特色時，可根據此

調查結果，從鯉魚潭水庫的整體自然環境、平埔族文化與墾民開發史，

以及水庫工程設施著手，以具體呈現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基地之概

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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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4、鯉魚潭水庫代表特色 

 

(五)鯉魚潭水庫意象概念來源 

有關鯉魚潭水庫意象相關資訊、知識及概念來源，在 72 個有效填

答中，比例最高的來源為「工作環境」，占 29%，其次來自「研習活動」

者占 21%、「休閒旅遊」占 11%、「官方網站」占 10%，其餘來自「行

政會議」、「網站資訊」、「教育機構」、「傳播媒體」、「調查研究」、「海

報文宣」、「親朋好友」、「書報雜誌」、「相關法規」、「民間團體」等，

則各自占 6%～1%不等。 

根據本調查結果顯示，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參與者對於水庫意象

的認知來源，主要以「工作環境」的資訊接觸為主，應是受到現階段

調查樣本主要為中水局員工影響之故，除此之外，透過「研習活動」

及「休閒旅遊」獲得鯉魚潭水庫意象認知者亦占有較高比例，顯示後

續將可透過辦理休閒性質的現地參訪與研習活動等方式進行鯉魚潭水

庫意象宣導。意象概念來源分析請參見表 2-2.5 與圖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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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4、鯉魚潭水庫意象概念來源分析 

您對鯉魚潭水庫意象相關資訊、知識及概念來源為何? 

認知 數量 百分比 認知 數量 百分比 

教育機構 3 4% 調查研究 2 3% 

研習活動 15 21% 官方網站 7 10% 

書報雜誌 1 1% 海報文宣 2 3% 

行政會議 4 6% 網站資訊 3 4% 

傳播媒體 2 3% 相關法規 1 1% 

休閒旅遊 8 11% 親朋好友 2 3% 

工作環境 21 29% 民間團體 1 1% 

有效樣本數量總計 N=72 

 

 

圖 2-2.5、鯉魚潭水庫意象概念來源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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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5、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歷程及環境教育參與者角色分析訪談對象簡介表 

類  別 關鍵參與者 

管理者／政府單位 經濟部水利署、經濟部水利署中區水資源局 

評鑑者／專家學者 環境教育、集水區保育、水資源管理等領域 

執行(推廣)者／民間團體 長期關心鯉魚潭水庫之團體社群 

接受(使用)者／在地社群 鯉魚潭水庫鄰近學校、社區等 

 

表 2-2.6、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歷程及環境教育參與者角色分析訪談大綱 

訪談大綱 

環境教育7W 內容綱要 

Who 關鍵參與者 
團隊中的關鍵參與者有哪些，互動的方式為何？ 

您在歷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發揮的功能為何？ 

What 議題與內容 歷程中的重要成果內容、關鍵事件以及運用的策略為何？ 

When 參與時機 您參與歷程的時間及動機？ 

Where 定位與策略 環境教育在歷程中的定位與運用的策略以及發揮的效益？ 

Why 背景與目標 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的緣起背景與理念目標？ 

How 課題與對策 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未來面臨的課題及建議策略為何？ 

Which 資源與條件 
歷程中有那些資源？發揮的效益為何？ 

團隊在歷程中的有利條件及其困境各為何？ 

參考資料：汪靜明(1995)河川環境教育理念-建構台灣河川環境教育計畫。環境教育季刊，25，19-37。 

汪靜明(1995)社會環境教育之推動與落實。教育資料季刊，20，213-2 

汪靜明(2010)以 Who-IDEA可思議方式進行環境教育教學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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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為進一步整合鯉魚潭水庫週邊歷史、人文與環境教育發展之相

關資源，本計畫執行過程中亦規劃辦理環境教育關鍵參與者訪談(參圖

2-2.6)，以深入瞭解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發展面向，並與在地學校作資

源串聯。本計畫於 2014 年 5 月 8 日約訪苗栗縣建中國小楊德遠校長，

訪談摘要如圖 2-2.7 所示。 

 

圖 2-2.6、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關鍵參與者對話訪談(1/2) 

 

 

圖 2-2.6、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關鍵參與者對話訪談(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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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7、鯉魚潭水庫在地關鍵參與者訪談紀錄-苗栗縣建中國小楊德遠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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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小結 

有關社會環境教育資源，主要包括社會體系中的人力（參與者）

與物力（經費、場地、設備等）資源；其中尤以人力資源為推動環境

教育的關鍵。社會環教人力資源，包括：(1)供給者、(2)中介者、(3)接

受者等三類型基本參與者。在角色上，供給者為主導環教活動推廣者，

與中介者同扮演社會環教推廣者；而接受者則為環教之施教對象。其

次，在教育諮詢與輔導方面，我們針對鯉魚潭水庫內的專家學者(22)、

政府單位(11)及相關認證人員(2 名)與在地民間團體(73)，並就相關角色

進行分析。整個分析著重在鯉魚潭水庫參與經驗、鯉魚潭水庫意象、

鯉魚潭水庫意象推估、鯉魚潭水庫代表特色、鯉魚潭水庫意象概念來

源等五大項目。在參與經驗中，依序透過會議、休閒遊憩、環境調查

為主。在意象以及意象推估部分，皆以工程設施功能與環境生態為主。

在代表特色上，以空氣好為主。整個意象概念來源部分，以工作環境

為主，其次是研習活動、休閒旅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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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参章 調查分析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基地之環境生態

特色 

本工作項目在於讓大眾及環境教育工作者，瞭解鯉魚潭水庫環境

自然資源與人文社會之間的關聯性及其生態保育的重要性。經由瞭解

鯉魚潭水庫豐富的環境生態與人文歷史資源，可從中探悉人類與自然

環境之間互動共生的關係，例如地方產業、文化風俗、自然環境、生

態場域、當地住民的生活智慧等等。在教育層面上，透過深入的探索

與暸解，將能使人與水資源的關係能緊密連結，進而推廣環境教育(參

圖 3-1.1)。藉由鯉魚潭水庫相關研究資料之蒐集、數位化與環境教育

化，選擇具有代表性的環境議題，深入探究議題成因及其造成之影響，

可作為環境生態教育議題的主要素材，藉此加強學習者對於鯉魚潭水

庫的具體印象，以深層環境教育的生態思維向度，進行環境教育及相

關解說。 

 

 

圖 3-1.1、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基地生態特色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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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項目可分為「調查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基地相關自然環境現況

之生態特色」及「調查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基地相關人文環境現況之

生態特色」兩大部分。依據工作執行項目，已蒐集自然環境與人文環

境相關研究報告及出版品，涵括鯉魚潭水庫相關報告共 86 篇、期刊文

章共 49 篇、碩博士論文共 17 篇，計畫期間將持續蒐集與彙整(圖 3-1.2)。

接續依照環境教育四大階層：環境資源、環境變遷、環境生態、環境

管理(汪靜明、張春莉，1996)進行分類，做為發展鯉魚潭環境教育課程

方案之參考。關於鯉魚潭當地文化，本計畫已於 2013 年 6 月 20 日，

進行鯉魚潭水庫週邊自然及人文環境生態特色初步調查，拜訪鯉魚潭

村巴宰族耆老潘大州先生以及參訪「巴宰族部落文化聚會所」，瞭解當地文

化與歷史脈絡。 

 

  

  

圖 3-1.2、鯉魚潭水庫相關研究報告及出版品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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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調查環境教育基地相關自然環境現況之生態特色 

有關鯉魚潭水庫自然環境現況生態特色之分類，在自然特色上，

可分為水資源、地質地形、氣候、生物資源等四大類；在生物資源分

類，分為魚蝦蟹貝類、藻類、兩棲類、爬蟲類、鳥類、哺乳類、昆蟲

類(蝶類與蜻蜓)、植物類等。在鯉魚潭水庫相關人文環境生態現況資

料，初步分為鯉魚潭水庫管理中心、鯉魚潭水庫大壩區、觀虹橋主題

區—鋸齒堰、龍門橋—溢洪道主體、後池堰、後池堰自然公園、取水

工、出水工、巴宰族部落文化聚會所、網形文化、伯公壟遺址、網形

肚與斬缺、老官道、石壁寮鯉魚潭觀景臺等特色。本計畫已依照第一

次期中報告，委員所提出之意見，修正各特色之內容與照片，並完成

鯉魚潭水庫環境現況生態特色彙整總表(表 3-1.1)。此外，依據 2013 年

12 月 13 日專家顧問會議結論，修訂「鯉魚潭水庫自然與人文環境現況

生態特色彙整架構表」(表 3-1.2)，將「環境類型」欄位，修改為「特

色類型」，並新增環境教育專業領域及環境教育執行方式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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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1、鯉魚潭水庫環境現況生態特色彙整總表 

特色類型 特色名稱 備註 

自然特色 

水資源 表3-1.2 

地質地形 表3-1.3 

氣候 表3-1.4 

生物資源—魚蝦蟹貝類 

生物資源—藻類 

生物資源—兩棲類 

生物資源—爬蟲類 

生物資源—鳥類 

生物資源—哺乳類 

生物資源—昆蟲類 

生物資源—植物類 

表3-1.5 

表3-1.6 

表3-1.7 

表3-1.8 

表3-1.9 

表3-1.10 

表3-1.11 

表3-1.12 

人文特色 

鯉魚潭水庫管理中心 表3-1.13 

鯉魚潭水庫大壩區 表3-1.14 

觀虹橋主題區—鋸齒堰 表3-1.15 

龍門橋—溢洪道主體 表3-1.16 

後池堰 表3-1.17 

後池堰自然公園 表3-1.18 

取水工 表3-1.19 

出水工 表3-1.20 

巴宰族部落文化聚會所 表3-1.21 

網形文化 表3-1.22 

伯公壟遺址 表3-1.23 

網形肚與斬缺 表3-1.24 

老官道 表3-1.25 

石壁寮鯉魚潭觀景臺 表3-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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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2、鯉魚潭水庫環境現況生態特色彙整表—水資源 

特色名稱 水資源 特色類型 自然特色 □人文特色 

特色說明 

鯉魚潭水庫位於大安溪支流景山溪上游，為一座離槽水

庫。集水面積為 53.45 平方公里，滿水面積為 4.32 平方公里，

總蓄水量為 126 百萬立方公尺，在台、澎、金、馬所有水庫

及攔河堰排名第七，在中台灣排名第三。主要目標為穩定供

應苗栗縣及大台中地區的公共給水、工業用水，同時具有給

水、觀光、灌溉、防洪、發電等五大功能。 

特色照片 

 

環境教育 

專業領域 
□學校及社會環境教育 氣候變遷 災害防救 自然保育 

□公害防治 環境及資源管理 □文化保存 □社區參與 □其他 

環境教育 

執行方式 
課程 演講 討論 □網路學習 □體驗 □實驗(習)戶外學習 

參訪 影片觀賞 □實作 □其他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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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3、鯉魚潭水庫環境現況生態特色彙整表—地質地形 

特色名稱 地質地形 特色類型 自然特色 □人文特色 

特色說明 鯉魚潭水庫集水區範圍，全區所占百分比最多的坡度

在 15 至 30 度之間，達 45.86%；坡向以西北向最多，達

19.3%，其中以東向為最少，僅 8.61%。最重要地質構造為

大湖向斜，略以南北走向貫穿本區，地質層面沿向斜構造

兩翼對稱發展。鯉魚潭水庫集水區主要地層，依向斜軸向

外分別為卓蘭層、紅土臺地堆積層、錦水頁岩、桂竹林層

魚藤坪砂岩段、桂竹林層十六份頁岩段、桂竹林層關刀山

砂岩段、上福基砂岩及東坑層等；土壤以黃色崩積土為主，

佔集水區面積 46.7 %，分布於較陡之丘陵地。 

特色照片 
 

 
 

環境教育 

專業領域 
□學校及社會環境教育 氣候變遷 災害防救 自然保育 

□公害防治 環境及資源管理 □文化保存 □社區參與 □其他 

環境教育 

執行方式 
□課程 □演講 討論 □網路學習 □體驗 □實驗(習)戶外學習 

參訪 影片觀賞 □實作 □其他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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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4、鯉魚潭水庫環境現況生態特色彙整表—氣候 

特色名稱 氣候 特色類型 自然特色 □人文特色 

特色說明 鯉魚潭水庫區域位於中低緯度之交界，本區係位於大

安溪以北，整體而言屬於亞熱帶氣候區。每年 10 月至翌年

4 月盛行東北季風，因中央山脈阻隔，雨量較少；每年 4 月

至 9 月盛行西南風，適逢梅雨及颱風時期，雨量豐沛。每

年最高溫發生於 7 月，最低溫發生於 2 月；流域內平均相

對濕度為 75-85%，全年分布趨勢以 11、12 月最低，5、6

月最高。 

特色照片 

 

環境教育 

專業領域 
□學校及社會環境教育 氣候變遷 □災害防救 自然保育 

□公害防治 環境及資源管理 □文化保存 □社區參與 □其他 

環境教育 

執行方式 
□課程 □演講 □討論 □網路學習 □體驗 □實驗(習)□戶外學習 

□參訪 影片觀賞 □實作 □其他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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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5、鯉魚潭水庫環境現況生態特色彙整表—魚蝦蟹貝類 

特色名稱 生物資源—魚蝦蟹貝類 特色類型 自然特色 □人文特色 

特色說明 鯉魚潭水庫紀錄的魚蝦蟹類共發現 12 科 34 種，魚類含

特有種 9 種以及外來種 9 種。蝦類有 2 科 4 種，蟹類有 1 種

為拉氏清溪蟹。從棲地來看，溪流優勢種主要為台灣石賓、

明潭吻鰕虎；水庫優勢種主要為日本沼蝦及白鱎;介於溪流

與水庫間棲地，優勢種為外來種的吉利慈鯛。 

特色照片 

 

環境教育 

專業領域 
□學校及社會環境教育 □氣候變遷 □災害防救 自然保育 

□公害防治 環境及資源管理 □文化保存 □社區參與 □其他 

環境教育 

執行方式 
課程 □演講 討論 □網路學習 體驗 □實驗(習)戶外學習 

□參訪 □影片觀賞 □實作 □其他活動 

參考資料：鯉魚潭水庫水域及周邊環境生態資源調查期末報告，2009，經濟部水利署中區水資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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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6、鯉魚潭水庫環境現況生態特色彙整表—藻類 

特色名稱 生物資源—藻類 特色類型 自然特色 □人文特色 

特色說明 

藻類常被作為評估河川水質標準的指標生物，主要原

因為藻類在水庫生態系中屬於初級生產者，對於水環境的

適應相當敏感。鯉魚潭水庫目前紀錄有 6 門共 121 種藻

類，分別為藍綠藻 9 種、隱藻 2 種、矽藻 79 種、綠藻 22

種、甲藻 6 種、裸藻 1 種以及金藻 2 種等，以藍綠藻為最

優勢的水域。 

特色照片 

 
 

環境教育 

專業領域 
□學校及社會環境教育 □氣候變遷 □災害防救 自然保育 

□公害防治 環境及資源管理 □文化保存 □社區參與 □其他 

環境教育 

執行方式 
課程 □演講 討論 □網路學習 體驗 □實驗(習)戶外學習 

□參訪 □影片觀賞 □實作 □其他活動 

參考資料：鯉魚潭水庫水域及周邊環境生態資源調查期末報告，2009，經濟部水利署中區水資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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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7、鯉魚潭水庫環境現況生態特色彙整表—兩棲類  

特色名稱 生物資源—兩棲類 特色類型 自然特色 □人文特色 

特色說明 

鯉魚潭水庫兩棲類紀錄有 6 科 20 種，主要為蛙類，

約占本島兩棲類動物 62.5%，物種非常豐富及多樣，優勢

種為拉都希氏赤蛙、梭德氏赤蛙及黑眶蟾蜍。 

特色照片 

 

環境教育 

專業領域 

□學校及社會環境教育 □氣候變遷 □災害防救 自然保育 

□公害防治 環境及資源管理 □文化保存 □社區參與 □其他 

環境教育 

執行方式 

課程 □演講 討論 □網路學習 體驗 □實驗(習)戶外學習 

□參訪 □影片觀賞 □實作 □其他活動 

參考資料：鯉魚潭水庫水域及周邊環境生態資源調查期末報告，2009，經濟部水利署中區水資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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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8、鯉魚潭水庫環境現況生態特色彙整表—爬蟲類  

特色名稱 生物資源—爬蟲類 特色類型 自然特色 □人文特色 

特色說明 

鯉魚潭水庫的爬蟲類，紀錄有10科26種，包含5種特

有種，分別為台灣草蜥、蓬萊草蜥、黃口攀蜥以及台灣

鈍頭蛇等。從數量上來看，數量最多的是蝎虎，其次為

斯文豪氏攀蜥及印度蜓蜥。 

特色照片 

 

 
 

 
 

環境教育 

專業領域 

□學校及社會環境教育 □氣候變遷 □災害防救 自然保育 

□公害防治 環境及資源管理 □文化保存 □社區參與 □其他 

環境教育 

執行方式 

課程 □演講 討論 □網路學習 體驗 □實驗(習)戶外學習 

□參訪 □影片觀賞 □實作 □其他活動 

參考資料：鯉魚潭水庫水域及周邊環境生態資源調查期末報告，2009，經濟部水利署中區水資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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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9、鯉魚潭水庫環境現況生態特色彙整表—鳥類  

特色名稱 生物資源—鳥類 特色類型 自然特色 □人文特色 

特色說明 

鯉魚潭水庫的鳥類，紀錄有 10 目 30 科 73 種，包

含鳳頭蒼鷹、大冠鷲、竹雞、金背鳩及紅嘴黑鵯等 19

種特有亞種；7 種特有種，分別為深山竹雞、五色鳥、

台灣藍鵲、紫嘯鶇、畫眉、大彎嘴、小彎嘴；以及赤腹

鷹、鳳頭蒼鷹、黑鳶、蜂鷹、大冠鷲、魚鷹、八色鳥等

11 種保育類鳥類。 

特色照片 

 

 
 

 
 

環境教育 

專業領域 

□學校及社會環境教育 □氣候變遷 □災害防救 自然保育 

□公害防治 環境及資源管理 □文化保存 □社區參與 □其他 

環境教育 

執行方式 

課程 □演講 討論 □網路學習 體驗 □實驗(習)戶外學習 

□參訪 □影片觀賞 □實作 □其他活動 

參考資料：鯉魚潭水庫水域及周邊環境生態資源調查期末報告，2009，經濟部水利署中區水資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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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10、鯉魚潭水庫環境現況生態特色彙整表—哺乳類  

特色名稱 生物資源—哺乳類 特色類型 自然特色 □人文特色 

特色說明 

鯉魚潭水庫的哺乳類動物，紀錄有 4 目 7 科 10 種，

佔本島哺乳類動物的 14.3%，大多為中低海拔較常見之哺

乳類動物。其中包含 4 種特有亞種，分別為鼬獾、大赤鼯

鼠、台灣鼴鼠及台灣野兔；3 種特有種，分別為長尾麝鼩、

台灣灰麝鼩及台灣獼猴等；從物種觀點來看，以小黃腹鼠

分布最廣。 

特色照片 

 

 
 

環境教育 

專業領域 

□學校及社會環境教育 □氣候變遷 □災害防救 自然保育 

□公害防治 環境及資源管理 □文化保存 □社區參與 □其他 

環境教育 

執行方式 

課程 □演講 討論 □網路學習 體驗 □實驗(習)戶外學習 

□參訪 □影片觀賞 □實作 □其他活動 

參考資料：鯉魚潭水庫水域及周邊環境生態資源調查期末報告，2009，經濟部水利署中區水資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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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11、鯉魚潭水庫環境現況生態特色彙整表—昆蟲類 

特色名稱 生物資源—昆蟲類 特色類型 自然特色 □人文特色 

特色說明 

鯉魚潭水庫的昆蟲紀錄，主要有鱗翅目的蝶類及蜻

蛉目的蜻蜓兩大類。蝶類的種類數，紀錄有 8 科 107 種，

佔苗栗縣蝶類的 54.9%，約佔全台灣蝶類的 28.9%，蝶類

的種類數非常豐富。其中有 2 種特有亞種，分別為江崎

黃蝶與台灣紋白蝶；特有種為大波紋蛇目蝶。在鯉魚潭

水庫全年皆可發現的蝶種，有荷氏黃蝶、琉球三線蝶及

沖繩小灰蝶，與台灣紋白蝶、紋白蝶及小波紋蛇目蝶等，

同為庫區的優勢蝶種。蜻蛉目在紀錄上，有 6 科 20 種，

種類數佔全台灣蜻蛉目的 13.9%。其中特有亞種為中華珈

蟌；2 種特有種，分別為白痣珈蟌及短腹幽蟌。全年數量

最多為薄翅蜻蜓，其次為金黃蜻蜓及霜白蜻蜓。 

特色照片 

 

 
 

環境教育 

專業領域 

□學校及社會環境教育 □氣候變遷 □災害防救 自然保育 

□公害防治 環境及資源管理 □文化保存 □社區參與 □其他 

環境教育 

執行方式 

課程 □演講 討論 □網路學習 體驗 □實驗(習)戶外學習 

□參訪 □影片觀賞 □實作 □其他活動 

參考資料：鯉魚潭水庫水域及周邊環境生態資源調查期末報告，2009，經濟部水利署中區水資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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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12、鯉魚潭水庫環境現況生態特色彙整表—植物類  

特色名稱 生物資源—植物類 特色類型 自然特色 □人文特色 

特色說明 

植物可提供生物良好的棲地及覓食空間，對於水庫

內的生物有相當大的影響。鯉魚潭水庫的植被狀況，在

陡峭山區、溪谷或未開墾區域，植被覆蓋完整，以天然

闊葉林、次生林以及零星的人工林為主；平緩地區主要

為農耕用地。在植物紀錄，有 122 科 325 屬共 417 種，

包含蕨類植物 17 科 23 屬 20 種；裸子植物 5 科 8 屬 8 種；

被子植物 100 科 296 屬 379 種，含雙子葉植物 84 科 234

屬 308 種以及單子葉植物 16 科 62 屬 71 種。另有 3 種三

級特稀有植物，分別為圓葉布勒德藤、岩生秋海棠及疏

花魚藤，皆在庫區生長良好，反映出鯉魚潭水庫環境維

護良好，對於物種保存有相當幫助。 

特色照片 

 

 
 

環境教育 

專業領域 

□學校及社會環境教育 □氣候變遷 □災害防救 自然保育 

□公害防治 環境及資源管理 □文化保存 □社區參與 □其他 

環境教育 

執行方式 

課程 □演講 討論 □網路學習 體驗 □實驗(習)戶外學習 

參訪 □影片觀賞 □實作 □其他活動 

參考資料：鯉魚潭水庫水域及周邊環境生態資源調查期末報告，2009，經濟部水利署中區水資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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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調查環境教育基地相關人文環境現況之生態特色 

有關鯉魚潭水庫人文環境現況生態特色之分類，在鯉魚潭水庫相

關人文環境生態現況資料，初步分為鯉魚潭水庫管理中心、鯉魚潭水

庫大壩區、觀虹橋主題區—鋸齒堰、龍門橋—溢洪道主體、後池堰、

後池堰自然公園、取水工、出水工、巴宰族部落文化聚會所、網形文

化、伯公壟遺址、網形肚與斬缺、老官道、石壁寮鯉魚潭觀景臺等特

色。本計畫已依照第一次期中報告，委員所提出之意見，修正各特色

之內容與照片，並完成鯉魚潭水庫環境現況生態特色彙整總表。關於

鯉魚潭當地文化，本計畫已於 2013 年 6 月 20 日，進行鯉魚潭水庫週

邊自然及人文環境生態特色初步調查，拜訪鯉魚潭村巴宰族耆老潘大

州先生以及參訪「巴宰族部落文化聚會所」，瞭解當地文化與歷史脈絡。另

外各項鯉魚潭水庫人文環境現況之生態特色，皆已經蒐羅彙整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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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13、鯉魚潭水庫環境現況生態特色彙整表—鯉魚潭水庫管理中心  

特色名稱 鯉魚潭水庫管理中心 特色類型 □自然特色 人文特色 

特色說明 

鯉魚潭水庫管理組織編制歷經數次的改制，目前由

中水局所轄鯉魚潭水庫管理中心(簡稱鯉管中心)，負責各

項營運業務。鯉管中心位於苗栗縣三義鄉三櫃景山溪旁

的半山腰上，距離大壩約 1.2 公里。主要負責水庫的安全

監測檢查、閘門機電運轉維護、水源調配的執行、庫區、

蓄水區及集水區管理巡查等，亦可作為設施運作教室，

具備接待與簡報功能，轄區鄉鎮包括三義鄉、卓蘭鎮及

大湖鄉等部份土地範圍。 

特色照片 

 

 
 

環境教育 

專業領域 

學校及社會環境教育 □氣候變遷 災害防救 自然保育 

□公害防治環境及資源管理 □文化保存 □社區參與 □其他 

環境教育 

執行方式 

課程 演講 討論 □網路學習 體驗 □實驗(習)□戶外學習 

參訪 影片觀賞 □實作 □其他活動 

參考資料：經濟部水利署中區水資源局，鯉魚潭水庫主題網頁(瀏覽日期：2013.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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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14、鯉魚潭水庫環境現況生態特色彙整表—大壩區  

特色名稱 鯉魚潭水庫大壩區 特色類型 □自然特色 人文特色 

特色說明 

壩址在大安溪支流景山溪(哆囉固溪)狹窄之河谷

上，因位於關刀斷層附近，考量柔性壩體易於吸收地震

能量及壩址周邊土石材料取得不虞匱乏等條件，採用土

石壩設計。每年在 10 月底到 12 月時，站在大壩往下游

看，可以觀察到壩下有很多的山芙蓉在盛開。 

特色照片 

 

 
 

 
 

環境教育 

專業領域 

□學校及社會環境教育 □氣候變遷 災害防救 自然保育 

□公害防治 環境及資源管理 □文化保存 □社區參與 □其他 

環境教育 

執行方式 

□課程 □演講 □討論 □網路學習 體驗 □實驗(習)戶外學習 

參訪 □影片觀賞 □實作 □其他活動 

參考資料：經濟部水利署中區水資源局，鯉魚潭水庫主題網頁(瀏覽日期：2013.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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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15、鯉魚潭水庫環境現況生態特色彙整表—觀虹橋主題區  

特色名稱 觀虹橋主題區—鋸齒堰 特色類型 □自然特色 人文特色 

特色說明 

從觀虹橋上，可見鯉魚潭水庫的溢洪道。本構造物

主要分為兩大部份，分別為鋸齒堰和溢洪道本體，位於

大壩壩址左山脊鞍部上，高程在 350~192.5 公尺間。此

鋸齒堰為國內唯一，主要是要在有限的溢洪寬度內增加

溢洪量而設計的，堰頂的分水柱是在溢洪時吸進空氣降

低負壓的功能。 

特色照片 

 

 
 

 
 

環境教育 

專業領域 

□學校及社會環境教育 □氣候變遷 災害防救 自然保育 

□公害防治環境及資源管理 □文化保存 □社區參與 □其他 

環境教育 

執行方式 

□課程 □演講 □討論 □網路學習 體驗 □實驗(習)戶外學習 

參訪 □影片觀賞 □實作 □其他活動 

參考資料：經濟部水利署中區水資源局，鯉魚潭水庫主題網頁(瀏覽日期：2013.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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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16、鯉魚潭水庫環境現況生態特色彙整表—溢洪道  

特色名稱 龍門橋—溢洪道主體 特色類型 □自然特色 人文特色 

特色說明 

在龍門橋可看到溢洪道主體，溢洪道為減少水力對

溢洪陡坡的作用力，在陡坡段有特殊的通氣孔設計，使

水力對溢洪道的作用力減至最低。設計原理就是以水力

向下衝，把空氣吸入水中。 

特色照片 

 

 
 

 
 

環境教育 

專業領域 

□學校及社會環境教育 □氣候變遷災害防救 自然保育 

□公害防治 環境及資源管理 □文化保存 □社區參與 □其他 

環境教育 

執行方式 

□課程 □演講 □討論 □網路學習 □體驗 □實驗(習)戶外學習 

參訪 □影片觀賞 □實作 □其他活動 

參考資料：經濟部水利署中區水資源局，鯉魚潭水庫主題網頁(瀏覽日期：2013.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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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17、鯉魚潭水庫環境現況生態特色彙整表—後池堰  

特色名稱 後池堰 特色類型 □自然特色 人文特色 

特色說明 

後池堰位於鯉魚潭水庫下游，主要的功能是把溢洪

道及出水口放出的水，調節分配給鄰近鄉鎮灌溉使用，

如鯉魚潭村、苑裡、日南等地。 

後池堰的西北方可見火焰山，火焰山是台灣南北氣

候的分水嶺，每年 4~6 月火焰山有上升氣流，灰面鷲在

此盤旋北飛，是生態觀察的良好據點。 

位於後池堰之舊山線「內社川鐵路橋」，又名「鯉魚

潭鐵橋」，橋樑在 1935 年的震災中曾毀壞，因兩端緊鄰

隧道，於是在原地重建新橋墩，為全台鐵路橋中，唯一

一座下承式鋼桁架結構之橋樑，其鐵軌離地面最高處約

達 34 公尺，僅次於魚藤坪鐵橋。 

特色照片 

 

 
 

環境教育 

專業領域 

□學校及社會環境教育 □氣候變遷 □災害防救 自然保育 

□公害防治環境及資源管理 □文化保存 社區參與 □其他 

環境教育 

執行方式 

□課程 □演講 討論 □網路學習 體驗 □實驗(習)戶外學習 

參訪 □影片觀賞 □實作 □其他活動 

參考資料：經濟部水利署中區水資源局，鯉魚潭水庫主題網頁(瀏覽日期：2013.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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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18、鯉魚潭水庫環境現況生態特色彙整表—後池堰自然公園 

特色名稱 後池堰自然公園 特色類型 □自然特色 人文特色 

特色說明 

鯉魚潭水庫後池堰已形成一充滿生命力的生態濕

地，在這裏可以看到小水鴨以及不同鳥類。清晨及傍晚

時，此處有很多白鷺鷥在此覓食，生態資源非常豐富，

是進行生態觀察很好的環境。 

特色照片 

 

 
 

環境教育 

專業領域 

□學校及社會環境教育 □氣候變遷 □災害防救 自然保育 

□公害防治 環境及資源管理 □文化保存 □社區參與 □其他 

環境教育 

執行方式 

□課程 □演講 □討論 □網路學習 體驗 □實驗(習)戶外學習 

參訪 □影片觀賞 □實作 □其他活動 

參考資料：經濟部水利署中區水資源局，鯉魚潭水庫主題網頁(瀏覽日期：2013.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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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19、鯉魚潭水庫環境現況生態特色彙整表—取水工 

特色名稱 取水工 特色類型 □自然特色 人文特色 

特色說明 

鯉魚潭水庫設有第一取水工及第二取水工，進水口結

構位於溢洪道及導水隧道進口之南側，斜靠於左山脊砂岩

層上。公共取水與發電取水(第二備援)進水結構併排成一

體，為一斜依式混凝土結構，其垂直與水平心為 1:1.55。

第二取水工接近湖面的建築物上，有鳥類築巢痕跡，亦可

看到鯉魚潭水庫大壩。 

特色照片 

 

 
 

環境教育 

專業領域 

□學校及社會環境教育 □氣候變遷 災害防救 □自然保育 

□公害防治環境及資源管理 □文化保存 □社區參與 □其他 

環境教育 

執行方式 

□課程 □演講 □討論 □網路學習 體驗 □實驗(習)戶外學習 

參訪 □影片觀賞 □實作 □其他活動 

參考資料：經濟部水利署中區水資源局，鯉魚潭水庫主題網頁(瀏覽日期：2013.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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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20、鯉魚潭水庫環境現況生態特色彙整表—出水工 

特色名稱 出水工 特色類型 □自然特色 人文特色 

特色說明 

出水工，河道出水口高程 224.1m，主要的作用是緊

急放水及農業灌溉放水用，公共取水是由地下的壓力鋼

管輸送的。緊急放水及農業用水由閘門放入後池堰排

出。鯉魚潭水庫藉由取、出水工供給下游自來水工業用

水及灌溉用水，並於緊急時兼具 14.76 天洩水庫之功能，

以保護大壩安全。 

特色照片 

 

環境教育 

專業領域 

□學校及社會環境教育 □氣候變遷 災害防救 □自然保育 

□公害防治環境及資源管理 □文化保存 □社區參與 □其他 

環境教育 

執行方式 

□課程 □演講 □討論 □網路學習 體驗 □實驗(習)戶外學習 

參訪 □影片觀賞 □實作 □其他活動 

參考資料：經濟部水利署中區水資源局，鯉魚潭水庫主題網頁(瀏覽日期：2013.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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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21、鯉魚潭水庫環境現況生態特色彙整表—巴宰族部落文化聚會所  

特色名稱 巴宰族部落文化聚會所 特色類型 □自然特色 人文特色 

特色說明 

「巴宰族部落文化聚會所」位於三義鄉鯉魚潭村上

山下 39 號，由巴宰族耆老潘大州先生提供住家倉庫修建

而成。陳列巴宰族先民傳承的生活器具，並展示土地買

賣契約等古文書，是瞭解巴宰族文化的珍貴處所。 

特色照片 

 

環境教育 

專業領域 

□學校及社會環境教育 □氣候變遷 災害防救 □自然保育 

□公害防治環境及資源管理 文化保存 社區參與 □其他 

環境教育 

執行方式 

課程 演講 討論 □網路學習 體驗 □實驗(習)□戶外學習 

參訪 □影片觀賞 □實作 □其他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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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22、鯉魚潭水庫環境現況生態特色彙整表—網形文化 

特色名稱 網形文化 特色類型 □自然特色 人文特色 

特色說明 

在鯉魚潭水庫開始規劃建築時，中央研究院劉益昌教

授等人，在大湖鄉新開村發現舊石器時代晚期，台灣西部

最為古老的「網形」遺址，距今約八千年到五萬年以前，

有可能是台灣原住民發源地。「網形文化」於 1980 年代中

期發現，為台灣目前最早的文化，其遺址位於鯉魚潭水庫

大壩之東南方約 5 公里處，雖然遺址已遭鯉魚潭水庫淹

沒，但從其出土之石器與陶片，可知住在當地的史前居民

生活型態以農業為主，兼有狩獵漁撈，可能已有遠距交易

行為或遷徙行為。 

特色照片 

 

 
 

環境教育 

專業領域 

□學校及社會環境教育 □氣候變遷 災害防救 □自然保育 

□公害防治 環境及資源管理 文化保存 □社區參與 □其他 

環境教育 

執行方式 

□課程 演講 □討論 □網路學習 體驗 □實驗(習)戶外學習 

參訪□影片觀賞 □實作 □其他活動 

參考資料：劉益昌，1995。鯉魚潭水庫計畫地區第二期史蹟調查暨伯公壟遺址發掘計畫報告， 

台灣省水利局中部水資源開發工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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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23、鯉魚潭水庫環境現況生態特色彙整表—伯公壟遺址 

特色名稱 伯公壟遺址 特色類型 □自然特色 人文特色 

特色說明 

1984 年由中央研究院歷史研究所劉益昌等人，在鯉魚

潭水庫地區發現代表網形文化的「伯公壟」舊石器遺址共

12 處年代約在三千七百年前到一萬年前，是台灣已發現的

少數萬年先民遺址之一。此外另採集史前遺物 108 件，陶

片 295 片，在苗栗縣已出土的各處遺址中，是最豐富完整

的一處。從各種石器和陶片等器物研判，住在景山溪(哆囉

固溪)河階台地的史前居民，生活型態是以農為主，兼有狩

獵、漁撈等方式。從出土的器物質地來看，可能已有遠距

離的商業行為。據考證以上所發現的史前遺物，約存在於

兩千年前左右的黑陶文化到三、四千年前的彩陶文化都有。 

特色照片 

 

環境教育 

專業領域 

□學校及社會環境教育 □氣候變遷 □災害防救 □自然保育 

□公害防治 環境及資源管理 文化保存 社區參與 □其他 

環境教育 

執行方式 

□課程 演講 □討論 □網路學習 體驗 □實驗(習)戶外學習 

參訪□影片觀賞 □實作 □其他活動 

參考資料：劉益昌，1995。鯉魚潭水庫計畫地區第二期史蹟調查暨伯公壟遺址發掘計畫報告， 

台灣省水利局中部水資源開發工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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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24、鯉魚潭水庫環境現況生態特色彙整表—網形肚與斬缺 

特色名稱 網形肚與斬缺 特色類型 □自然特色 人文特色 

特色說明 

大湖鄉向西流的景山溪，在此被壢西坪向北突伸的尾

稜岩丘所阻，不得不向北繞一圈後，再繼續向西奔流；南

側壢西坪的高位河階台地，形若大船，突出的尾稜岩丘頂

點，像似漁夫自船舷撒下的魚網，順勢斜下，開展呈扇狀

的緩坡台地，形似張開的網面，因此有「網形」之名。約

西元 1924~1926 年，「廣泰成」墾號要員，陳慶麟(阿谷)

將此環流岩丘的頸部斬斷，使景山溪不必繞道而直接西

流，原有溪流河床地闢為良田，這些新生田地，即稱為「網

形肚」，而新河道一帶則叫「斬缺」。 

特色照片 

 

環境教育 

專業領域 

□學校及社會環境教育 □氣候變遷 □災害防救 □自然保育 

□公害防治 環境及資源管理 文化保存 社區參與 □其他 

環境教育 

執行方式 

□課程 演講 □討論 □網路學習 體驗 □實驗(習)戶外學習 

參訪□影片觀賞 □實作 □其他活動 

參考資料：大湖鄉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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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25、鯉魚潭水庫環境現況生態特色彙整表—老官道  

特色名稱 老官道 特色類型 □自然特色 人文特色 

特色說明 

老官道是清朝時期官方所築的官道，在官道上可以看

到水庫的美景，路旁現在最多的是高接梨園。在這歷史的

步道裏，有立碑一處，該處是紀念墾荒時期，因為日本明

治時期漢族和原住民族緊張，造成漢族挑夫 28 名在路上

被原住民族取走生命。紀念碑給現代人的啟示應該是民族

間要共存共榮這樣才有美好的未來，就好像水庫要和水庫

集水區的居民共存共榮一樣。 

特色照片 

 

環境教育 

專業領域 

□學校及社會環境教育 □氣候變遷 □災害防救 □自然保育 

□公害防治 環境及資源管理 文化保存 社區參與 □其他 

環境教育 

執行方式 

□課程 演講 □討論 □網路學習 體驗 □實驗(習)戶外學習 

參訪□影片觀賞 □實作 □其他活動 

參考資料：經濟部水利署中區水資源局，鯉魚潭水庫主題網頁(瀏覽日期：2013.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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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26、鯉魚潭水庫環境現況生態特色彙整表—鯉魚潭觀景台  

特色名稱 石壁寮鯉魚潭觀景臺 特色類型 □自然特色 人文特色 

特色說明 

石壁寮鯉魚潭觀景臺位於台 3 線 142.5 公里處，海拔

高度 410 公尺，上面有雙層觀景亭，是觀賞鯉魚潭的最佳

地點。此地屬卓蘭鄉，左側設有一處小停車場，停車場的

西側設有步道、涼亭等設施。 

特色照片 

 

環境教育 

專業領域 

□學校及社會環境教育 □氣候變遷 □災害防救 自然保育 

□公害防治 環境及資源管理 □文化保存 □社區參與 □其他 

環境教育 

執行方式 

□課程 □演講 □討論 □網路學習 體驗 □實驗(習)戶外學習 

參訪 □影片觀賞 □實作 □其他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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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小結 

本項目蒐集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設施場所中，鯉魚潭水庫環境教

育基地之環境生態特色據點之相關環境生態資源與紀錄，並針對各據

點的環境教育資源、環境教育專業領域進行分析，歸納各據點的環境

教育生態特色議題，落實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與自然人文環境生態特

色據點理念之結合，提供作為後續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發展之重要參

考。 

透過本項目彙整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設施場所各自然與人文環境

生態據點的特色、資訊共享及其生態資訊整合分析與決策應用規劃，

對水庫發展經營有所助益。 

有關本項工作階段性成果，已將所蒐集之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基

地之環境生態特色據點資料經過內容分析，描述其自然與人文環境特

色內容，以期後續歸納作為鯉魚潭水庫特有之生態知識與人文環境，

落實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與自然人文據點特色之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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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 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基地之環境生態影像紀錄 

本工作項目可分為「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基地環境生態影像分類

與整合規劃」與「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基地環境生態影像拍攝」兩大類，

透過影像類型與檔案分析，使影像發揮更大實質面之使用效益。有關

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基地環境生態影像分類與整合規劃工作，其蒐集

範圍，涵括鯉魚潭水庫歷年相關報告與鯉魚潭管理中心網站影像，影

像歸類採時間序及主題別方式。針對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基地環境生

態影像拍攝工作，以鯉魚潭水庫生態影像，做為拍攝紀錄之主要重點，

以補充現有影像資料之不足。計畫期間所蒐集與拍攝之影像，以表 4-1.1

進行彙整，俾便日後歸納建置於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基地數位環境生

態圖庫系統(參圖 4-1.1)。 

 

圖 4-1.1、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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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據點拍攝彙整： 

環境教育據點: 共 10 個據點 

拍攝總張數：共 2917 張 

 拍攝主題(據點) 拍攝張數 報告書使用張數 

1 石璧寮鯉魚潭觀景臺 90 張 8 張 

2 大壩區 500 張 19 張 

3 大壩廊道 300 張 5 張 

4 觀虹橋主題區－鋸齒堰 162 張 9 張 

5 龍門橋－溢洪道主體 165 張 16 張 

6 取水工 260 張 10 張 

7 出水工 147 張 9 張 

8 鯉魚潭水庫管理中心 200 張 17 張 

9 後池堰與自然公園 570 張 24 張 

10 巴宰族部落文化聚會所 523 張 14 張 

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據點拍攝彙整總張數    2917 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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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基地環境生態影像分類與整合 

表 4-1.1、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基地生態影像彙整表－石璧寮鯉魚潭觀景臺 

據點資料 

據點名稱 石璧寮鯉魚潭觀景臺 

 

環境教育 

特色資源 
自然生態及保育 

環境教育 

課程方案 
水庫集水區的地文及人文 

影像紀錄 

數量(張) 
90 張 

據點位置圖 

影像示例 

  

影像簡介: 觀景臺上金屬雕牌 影像簡介:上雙層觀景亭觀景視野會更好。 

  

影像簡介: 楷體字的鯉魚潭石雕，在此攬

景美不勝收。 

影像簡介: 觀景臺是拍攝鯉魚潭最佳地點。 

據點環境生態影像說明 備註 

石壁寮鯉魚潭觀景臺海拔高度 410公尺，上面有雙層

觀景亭，是觀賞鯉魚潭的最佳地點。 

彙整時間: 2014/11/25 

彙整/紀錄人員:cae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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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2、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基地生態影像彙整表－大壩區 

據點資料 

據點名稱 大壩區 

 

環境教育 

特色資源 

自然生態及保育、環境教

育基地 

環境教育 

課程方案 
水庫治理及地文 

影像紀錄 

數量(張) 
500 張 

據點位置圖 

影像示例 

  

影像簡介: 在工作船上拍攝大壩區風光 影像簡介: 大壩區設有一座鯉魚潭水庫石碑 

  

影像簡介 : 從大壩區車道上觀壩

區風景。  

影像簡介: 大壩區生態豐富偶有禽鷹飛

過。 

據點環境生態影像說明 備註 

大壩高96公尺，除供應苗栗地區用水外，並與大甲溪的石岡壩

同為大台中地區之主要水源。 

彙整時間: 2014/11/25 

彙整/紀錄人員:cae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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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3、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基地生態影像彙整表－大壩廊道 

據點資料 

據點名稱 大壩廊道 

 

環境教育 

特色資源 
環境及資源管理 

環境教育 

課程方案 
水庫治理及地文 

影像紀錄 

數量(張) 
300 張 

據點位置圖 

影像示例 

  

影像簡介: 左廊道口監測設備 影像簡介: 左廊道 

  

影像簡介 : 左廊道口監測解說  影像簡介: 左廊道入口 

據點環境生態影像說明 備註 

廊道是混凝土大壩內部設的不可缺少的壩內建築物，

除交通作用外，還能兼顧基礎灌槳、排水、安全監測、

檢查維修等多種用途。 

彙整時間: 2014/11/25 

彙整/紀錄人員:cae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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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4、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基地生態影像彙整表－觀虹橋主題區－鋸齒堰 

據點資料 

據點名稱 
觀虹橋主題區－鋸齒

堰 

 

環境教育 

特色資源 

學校及社會環境教育

基地 

環境教育 

課程方案 

水庫治理、水庫溢洪

設施 

影像紀錄 

數量(張) 
162 張 

據點位置圖 

影像示例 

  

影像簡介: 鋸齒堰為國內唯一之鋸齒

型溢洪建築設計。 

影像簡介: 水庫水位滿位自然溢出鋸齒

堰。 

  

影像簡介: 水庫水溢出鋸齒堰側景。 影像簡介: 經鋸齒堰的水由此排出 

據點環境生態影像說明 備註 

鋸齒堰位於大壩壩址左山脊鞍部上，為國內唯一之

鋸齒型溢洪建築設計。主要是要在有限的溢洪寬度

內增加溢洪量。 

彙整時間: 2014/11/25 

彙整/紀錄人員:cae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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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5、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基地生態影像彙整表－龍門橋－溢洪道主體 

據點資料 

據點名稱 龍門橋－溢洪道主體 

 

環境教育 

特色資源 

學校及社會環境教育

場所、災害防救 

環境教育 

課程方案 

水庫治理、水庫防洪

設施 

影像紀錄 

數量(張) 
165 張 

據點位置圖 

影像示例 

  

影像簡介: 從龍門橋上觀溢洪道 影像簡介: 溢洪道主體全景 

 
 

影像簡介: 溢洪道與取出水工遠景 影像簡介: 溢洪道拍攝 

據點環境生態影像說明 備註 

在龍門橋可看到溢洪道主體，溢洪道陡坡段的充氣

孔，在溢洪時吸入空氣混在洪水中降低負壓。 

彙整時間:  2014/11/25 

彙整/紀錄人員:cae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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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6、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基地生態影像彙整表－取水工 

據點資料 

據點名稱 取水工 

 

環境教育 

特色資源 
環境及資源管理 

環境教育 

課程方案 

水庫防颱供水因應

與治理 

影像紀錄 

數量(張) 
260 張 

據點位置圖 

影像示例 

 
 

影像簡介: 遠眺取水工建築 影像簡介: 取水工內部參訪一 

 
 

影像簡介: 取水工內部參訪一 影像簡介: 取水工外部結構特寫 

據點環境生態影像說明 備註 

取水工位於溢洪道及導水隧道進口之南側，斜靠於左

山脊砂岩層上，公共取水與發電取水進水結構併排成

一體 

彙整時間: 2014/11/25 

彙整/紀錄人員:cae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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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7、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基地生態影像彙整表－出水工 

據點資料 

據點名稱 出水工 

 

環境教育 

特色資源 
環境及資源管理 

環境教育 

課程方案 

水庫防颱供水因應與

治理 

影像紀錄 

數量(張) 
147 張 

據點位置圖 

影像示例 

  

影像簡介:  出水工近拍 影像簡介: 龍門橋上觀出水工 

  

影像簡介: 出水工遠景 影像簡介: 出水工內部設備 

據點環境生態影像說明 備註 

出水工位於溢洪道下方，主要的作用是緊急放水及農

業灌溉放水用，水由閘門放入後池堰排出。 

彙整時間: 2014/11/20 

彙整/紀錄人員:cae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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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8、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基地生態影像彙整表－鯉魚潭水庫管理中心 

據點資料 

據點名稱 鯉魚潭水庫管理中心 

 

環境教育 

特色資源 

環境及資源管理、災害

防救、環境教育基地 

環境教育 

課程方案 

鯉魚潭水庫的運作與

治理 

影像紀錄 

數量(張) 
200 張 

據點位置圖 

影像示例 

  

影像簡介: 管理中心正門 影像簡介: 參訪人員留影 

  

影像簡介: 遠眺管理中心 影像簡介: 管理中心一景 

據點環境生態影像說明 備註 

主要負責水庫的及集水區管理與維護，亦可作為設

施運作教室，具備接待與簡報功能。 

彙整時間: 2014/11/25 

彙整/紀錄人員:cae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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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9、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基地生態影像彙整表－ 後池堰與自然公園 

據點資料 

據點名稱 後池堰與自然公園 

 

環境教育 

特色資源 

自然生態及保育、災害

防救、環境教育基地 

環境教育 

課程方案 

水庫治理、水庫防洪

設施 

影像紀錄 

數量(張) 
570 張 

據點位置圖 

影像示例 

  

影像簡介: 大壩上遠遠眺龍門橋及後池

堰自然公園 

影像簡介: 後池堰上方的鐵路橋及附近

的水管橋 

  

影像簡介: 後池堰一景 影像簡介: 後池堰自然公園 

據點環境生態影像說明 備註 

後池堰位於鐵路橋下游約 70公尺處，將出水工放流

後之尾水貯於後池堰，以供將來自來水或灌溉用水。  

彙整時間: 2014/11/25 

彙整/紀錄人員:cae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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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0、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基地生態影像彙整表－巴宰族部落文化聚會所 

據點資料 

據點名稱 巴宰族部落文化聚會所 

 

環境教育 

特色資源 
文化保存 

環境教育 

課程方案 
鯉魚潭水庫的人文特色 

影像紀錄 

數量(張) 
523 張 

據點位置圖 

影像示例 

  

影像簡介: 巴宰族部落文化 – 魚簍 影像簡介: 內部展示誘捕鱸鰻、螃蟹、蝦的

竹簍及魚叉、刺標等先輩使用的漁獵器具 

  

影像簡介: 當地耆老解說巴宰族部落文化 影像簡介: 參訪全體留影 

據點環境生態影像說明 備註 

巴宰族部落文化聚會所展示七十張一百年以上及卅

張二百年以上的古文書，從展示的文物可知巴宰族

群的團結性，母語課本更證明巴宰族還保有自己的

語言，是一支特殊的族群。 

彙整時間: 2014/11/25 

彙整/紀錄人員:cae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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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基地環境生態影像拍攝 

關於鯉魚潭水庫環境生態影像拍攝，本計畫截至 2014 年 7 月，已

完成 10 次，並已彙整各次紀錄之時間、拍攝主題及拍攝人員，於鯉魚

潭水庫環境生態影像拍攝主題紀錄表(表 4-2.1、圖 4-2.1)。。 

關於鯉魚潭水庫生態影像拍攝，則以拍攝地點為主體進行分類，

每張照片欄位皆涵括拍攝時間，因考量拍攝之生態影像未來將納入生

態圖庫系統，每張照片依使用者之需求，將有不同之詮釋，故不增加

圖說，必要時亦可於欄位中補充說明環境現況及變遷。原於第一次期

中報告呈現之鯉魚潭水庫警示牌與生物資源表之照片，已納入各拍攝

地點之紀錄表中。 

圖 4-2.1、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基地之環境生態影像紀錄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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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期間，本計畫亦會持續進行影像分類歸納，以及整合環境生

態影像紀錄表。依據工作期程，本計畫現階段歸納相關影像至「鯉魚

潭水庫環境教育基地課程方案關聯之生態影像紀錄表」中(表 4-2.2)，

做為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課程設計之用。 

表 4-2.1、鯉魚潭水庫環境生態影像拍攝主題紀錄表 

 拍攝日期 拍攝主題(據點) 拍攝張數 

1 2013.06.20 

後池堰、鯉魚潭水庫管理中心、

鋸齒堰、大壩廊道、取水工、出

水工、老官道、新開社區 

3364 張 

2 2013.10.24 環境教育活動(第一梯次) 191 張 

3 2013.10.31 環境教育活動(第二梯次) 9 張 

4 2013.11.14 環境教育活動(第三梯次) 270 張 

5 2013.12.12 鯉魚潭水庫管理中心 208 張 

6 2013.12.18 溢洪道主體與逃生梯 240 張 

7 2014.05.08 鯉魚潭在地專家訪談、工作會議 1409 張 

8 2014.05.16 第三次期中報告討論會 133 張 

9 2014.06.25 鯉魚潭水庫內部工作會議 117 張 

11 2014.07.22 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期中簡報 106 張 

鯉魚潭水庫環境生態影像拍攝主題彙整總張數    6047 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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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2、鯉魚潭水庫環境生態影像紀錄執行紀錄表(1/10) 

影像資訊 影像紀錄 

拍攝時間 2013.06.20 

   

拍攝地(據)點 

後池堰、鯉魚潭水庫管理中心、鋸齒

堰、大壩廊道、取水工、出水工、老

官道、新開社區 

攝影/提供者 
社團法人中華生態資訊暨 

環境教育協會 

CC創用授權   
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相同方式分享 

自然生態主題    

生態系統 
□森林  □草生地  溪流  □湖泊 

□濕地    □其他__________ 

   

棲地環境 陸域環境  水域環境 

生物多樣性 

□蘚苔  蕨類  □裸子植物 

被子植物 昆蟲 魚類  √兩棲類 

爬蟲類  鳥類  □哺乳類  □其他 

人文環境主題    

生態系統 
水庫  □發電廠   

□攔河堰  □城鄉 

   

棲地環境 

□社區  □學校  □聚落  □人工林 

□農田 □蔬果園  □古蹟  □遺址 

建築  □埤塘  水利設施 

□交通設施  □公共設施 

生物多樣性 
□人  野生物  □流浪動物 

農作物□外來種  □經濟動物 

    

環境教育據點 據點說明 

場所功能 
據點  □會議  □研習  □教材 

□活動  其他__水利設施___ 

鯉魚潭水庫是苗栗縣最大的水庫。鯉魚潭水庫具有四項功能，包括灌溉、防洪、發電與觀光，主要是供給台中縣市與苗栗地區的民生、農業

與工業用水。水庫內水資源孕育了豐富的動植物生態，包括大量的魚蝦，還有天然闊葉林與次生林，裡頭還有許多野生動物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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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2、鯉魚潭水庫環境生態影像紀錄執行紀錄表(2/10) 

影像資訊 影像紀錄 

拍攝時間 2013.10.24 

   

拍攝地(據)點 環境教育活動(第一梯次) 

攝影/提供者 
社團法人中華生態資訊暨 

環境教育協會 

CC創用授權   
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相同方式分享 

自然生態主題    

生態系統 
□森林  □草生地  □溪流  □湖泊 

□濕地    □其他__________ 

   

棲地環境 □陸域環境  □水域環境 

生物多樣性 

□蘚苔  □蕨類  □裸子植物 

□被子植物 □昆蟲 □魚類  □兩棲類 

□爬蟲類  □鳥類  □哺乳類  □其他 

人文環境主題    

生態系統 
□水庫  □發電廠   

□攔河堰  □城鄉 

   

棲地環境 

□社區  □學校  □聚落  □人工林 

□農田 □蔬果園  □古蹟  □遺址 

建築  □埤塘  □水利設施 

□交通設施  □公共設施 

生物多樣性 
人  □野生物  □流浪動物 

□農作物□外來種  □經濟動物 

    

環境教育設施場所 據點說明 

場所功能 
□據點  會議  研習  □教材 

活動  □其他__________ 

本計畫所規劃之環境教育課程研習計畫，希冀能增進中水局同仁瞭解環境倫理，提升同仁們對保護環境之知識、技能、態度及價值觀，達到

鯉魚潭水庫永續發展。關於研習內容，主要針對水資源環境教育內涵、社區參與、教材教法、在地文化等議題進行規劃，每梯次研習皆發放

迴響單，調查參與者的學習狀況與滿意度，使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行動方案更臻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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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2、鯉魚潭水庫環境生態影像紀錄執行紀錄表(3/10) 

影像資訊 影像紀錄 

拍攝時間 2013.10.31 

   

拍攝地(據)點 環境教育活動(第二梯次) 

攝影/提供者 
社團法人中華生態資訊暨 

環境教育協會 

CC創用授權   
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相同方式分享 

自然生態主題    

生態系統 
□森林  □草生地  □溪流  □湖泊 

□濕地    □其他__________ 

  

 

棲地環境 □陸域環境  □水域環境 

生物多樣性 

□蘚苔  □蕨類  □裸子植物 

□被子植物 □昆蟲 □魚類  □兩棲類 

□爬蟲類  □鳥類  □哺乳類  □其他 

人文環境主題    

生態系統 
□水庫  □發電廠   

□攔河堰  □城鄉 

   

棲地環境 

□社區  □學校  □聚落  □人工林 

□農田 □蔬果園  □古蹟  □遺址 

建築  □埤塘  □水利設施 

□交通設施  □公共設施 

生物多樣性 
人  □野生物  □流浪動物 

□農作物□外來種  □經濟動物 

    

環境教育設施場所 據點說明 

場所功能 
□據點  會議  研習  □教材 

活動  □其他__________ 

本計畫所規劃之環境教育課程研習計畫，希冀能增進中水局同仁瞭解環境倫理，提升同仁們對保護環境之知識、技能、態度及價值觀，達到鯉魚潭水

庫永續發展。關於研習內容，主要針對水資源環境教育內涵、社區參與、教材教法、在地文化等議題進行規劃，每梯次研習皆發放迴響單，調查參與

者的學習狀況與滿意度，使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行動方案更臻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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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2、鯉魚潭水庫環境生態影像紀錄執行紀錄表(4/10) 

影像資訊 影像紀錄 

拍攝時間 2013.11.14 

   

拍攝地(據)點 環境教育活動(第三梯次) 

攝影/提供者 
社團法人中華生態資訊暨 

環境教育協會 

CC創用授權   
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相同方式分享 

自然生態主題    

生態系統 
□森林  □草生地  □溪流  □湖泊 

□濕地    □其他__________ 

   

棲地環境 □陸域環境  □水域環境 

生物多樣性 

□蘚苔  □蕨類  □裸子植物 

□被子植物  □昆蟲 □魚類  □兩棲類 

□爬蟲類  □鳥類  □哺乳類  □其他 

人文環境主題    

生態系統 
□水庫  □發電廠   

□攔河堰  □城鄉 

   

棲地環境 

□社區  □學校  □聚落  □人工林 

□農田 □蔬果園  □古蹟  □遺址 

建築  □埤塘  □水利設施 

□交通設施  □公共設施 

生物多樣性 
人  □野生物  □流浪動物 

□農作物□外來種  □經濟動物 

    

環境教育設施場所 據點說明 

場所功能 
據點  □會議  研習  □教材 

活動  □其他__________ 

本計畫所規劃之環境教育課程研習計畫，希冀能增進中水局同仁瞭解環境倫理，提升同仁們對保護環境之知識、技能、態度及價值觀，達到

鯉魚潭水庫永續發展。關於研習內容，主要針對水資源環境教育內涵、社區參與、教材教法、在地文化等議題進行規劃，每梯次研習皆發放

迴響單，調查參與者的學習狀況與滿意度，使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行動方案更臻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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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2、鯉魚潭水庫環境生態影像紀錄執行紀錄表(5/10) 

影像資訊 影像紀錄 

拍攝時間 2013.12.12 

   

拍攝地(據)點 鯉魚潭水庫管理中心 

攝影/提供者 
社團法人中華生態資訊暨 

環境教育協會 

CC創用授權   
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相同方式分享 

自然生態主題    

生態系統 
□森林  □草生地  溪流  □湖泊 

□濕地    □其他__________ 

   

棲地環境 陸域環境  水域環境 

生物多樣性 

□蘚苔  蕨類  □裸子植物 

□被子植物 昆蟲 魚類 兩棲類 

爬蟲類  鳥類 □哺乳類  □其他 

人文環境主題    

生態系統 
水庫  □發電廠   

□攔河堰  □城鄉 

   

棲地環境 

□社區  □學校  □聚落  □人工林 

□農田 □蔬果園  □古蹟  □遺址 

建築  □埤塘  水利設施 

□交通設施  □公共設施 

生物多樣性 
人  野生物  □流浪動物 

□農作物□外來種  □經濟動物 

    

環境教育設施場所 據點說明 

場所功能 
據點  會議  研習  □教材 

□活動  □其他__________ 

鯉管中心位於苗栗縣三義鄉三櫃景山溪旁的半山腰上，距離大壩約1.2公里。主要負責水庫的安全監測檢查、閘門機電運轉維護、水源調配

的執行、庫區、蓄水區及集水區管理巡查等，亦可作為設施運作教室，具備接待與簡報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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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2、鯉魚潭水庫環境生態影像紀錄執行紀錄表(6/10) 

影像資訊 影像紀錄 

拍攝時間 2013.12.18 

   

拍攝地(據)點 溢洪道主體與逃生梯 

攝影/提供者 
社團法人中華生態資訊暨 

環境教育協會 

CC創用授權   
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相同方式分享 

自然生態主題    

生態系統 
□森林  □草生地  溪流  □湖泊 

□濕地    □其他__________ 

   

棲地環境 陸域環境  □水域環境 

生物多樣性 

□蘚苔  □蕨類  □裸子植物 

被子植物 □昆蟲 □魚類  □兩棲類 

爬蟲類  鳥類  □哺乳類  □其他 

人文環境主題    

生態系統 
水庫  □發電廠   

□攔河堰  □城鄉 

   

棲地環境 

□社區  □學校  □聚落  □人工林 

□農田 □蔬果園  □古蹟  □遺址 

建築  □埤塘  水利設施 

□交通設施  □公共設施 

生物多樣性 
人  野生物  □流浪動物 

□農作物□外來種  □經濟動物 

    

環境教育設施場所 據點說明 

場所功能 
據點  會議  研習  □教材 

□活動  □其他__________ 

在龍門橋可看到溢洪道主體，溢洪道為減少水力對溢洪陡坡的作用力，在陡坡段有特殊的通氣孔設計，使水力對溢洪道的作用力減至最低。

設計原理就是以水力向下衝，把空氣吸入水中。另外設有疏散逃生用之逃生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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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2、鯉魚潭水庫環境生態影像紀錄執行紀錄表(7/10) 

影像資訊 影像紀錄 

拍攝時間 2014.05.08 

   

拍攝地(據)點 鯉魚潭在地專家訪談、工作會議 

攝影/提供者 
社團法人中華生態資訊暨 

環境教育協會 

CC創用授權   
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相同方式分享 

自然生態主題    

生態系統 
□森林  □草生地  □溪流  □湖泊 

□濕地    □其他__________ 

   

棲地環境 □陸域環境  □水域環境 

生物多樣性 

□蘚苔  □蕨類  □裸子植物 

□被子植物 □昆蟲 □魚類  □兩棲類 

□爬蟲類  □鳥類  □哺乳類  □其他 

人文環境主題    

生態系統 
□水庫  □發電廠   

□攔河堰  城鄉 

   

棲地環境 

□社區  學校  □聚落  □人工林 

□農田 □蔬果園  □古蹟  □遺址 

建築  □埤塘  □水利設施 

□交通設施  □公共設施 

生物多樣性 
人  □野生物  □流浪動物 

□農作物□外來種  □經濟動物 

    

環境教育設施場所 據點說明 

場所功能 
據點  會議  研習  □教材 

□活動  □其他__________ 

本計畫於2014年5月8日約訪苗栗縣建中國小楊德遠校長，為進一步整合鯉魚潭水庫週邊歷史、人文與環境教育發展之相關資源，本計畫執行

過程中亦規劃辦理環境教育關鍵參與者訪談，以深入瞭解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發展面向，並與在地學校作資源串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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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2、鯉魚潭水庫環境生態影像紀錄執行紀錄表(8/10) 

影像資訊 影像紀錄 

拍攝時間 2014.05.16 

   

拍攝地(據)點 第三次期中報告討論會 

攝影/提供者 
社團法人中華生態資訊暨 

環境教育協會 

CC創用授權   
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相同方式分享 

自然生態主題    

生態系統 
□森林  □草生地  □溪流  □湖泊 

□濕地    □其他__________ 

   

棲地環境 □陸域環境  □水域環境 

生物多樣性 

□蘚苔  □蕨類  □裸子植物 

□被子植物 □昆蟲 □魚類  □兩棲類 

□爬蟲類  □鳥類  □哺乳類  □其他 

人文環境主題    

生態系統 
水庫  □發電廠   

□攔河堰  城鄉 

   

棲地環境 

□社區  □學校  聚落  □人工林 

□農田 □蔬果園  □古蹟  □遺址 

建築  □埤塘  水利設施 

□交通設施  □公共設施 

生物多樣性 
人  □野生物  □流浪動物 

□農作物□外來種  □經濟動物 

    

環境教育設施場所 據點說明 

場所功能 
據點  會議  研習  教材 

□活動  □其他__________ 

進行第三次期中報告討論會後，前往參訪巴宰族部落文化聚會所。「巴宰族部落文化聚會所」位於三義鄉鯉魚潭村上山下39號，由巴宰族耆

老潘大州先生提供住家倉庫修建而成。陳列巴宰族先民傳承的生活器具，並展示土地買賣契約等古文書，是瞭解巴宰族文化的珍貴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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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2、鯉魚潭水庫環境生態影像紀錄執行紀錄表(9/10) 

影像資訊 影像紀錄 

拍攝時間 2014.06.25 

   

拍攝地(據)點 鯉魚潭水庫內部工作會議 

攝影/提供者 
社團法人中華生態資訊暨 

環境教育協會 

CC創用授權   
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相同方式分享 

自然生態主題    

生態系統 
□森林  □草生地  □溪流  □湖泊 

□濕地    □其他__________ 

   

棲地環境 陸域環境  □水域環境 

生物多樣性 

□蘚苔  □蕨類  裸子植物 

被子植物昆蟲 □魚類  兩棲類 

爬蟲類  鳥類  □哺乳類  □其他 

人文環境主題    

生態系統 
水庫  □發電廠   

□攔河堰  □城鄉 

   

棲地環境 

□社區  □學校  □聚落  □人工林 

□農田 □蔬果園  □古蹟  □遺址 

建築  □埤塘  水利設施 

□交通設施  □公共設施 

生物多樣性 
人  野生物  □流浪動物 

□農作物□外來種  □經濟動物 

    

環境教育設施場所 據點說明 

場所功能 
據點  會議  研習  □教材 

□活動  □其他__________ 

本計畫於2014年6月25日辦理「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申請書資料填報討論」工作會議，針對中水局全職環教認證人員之派遣研

習、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申請書資料填報之相關問題進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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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2、鯉魚潭水庫環境生態影像紀錄執行紀錄表(10/10) 

影像資訊 影像紀錄 

拍攝時間 2014.07.22 

   

拍攝地(據)點 
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期中簡報、委員

遊湖現勘 

攝影/提供者 
社團法人中華生態資訊暨 

環境教育協會 

CC創用授權   
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相同方式分享 

自然生態主題    

生態系統 
□森林  □草生地  □溪流  湖泊 

□濕地    □其他__________ 

   

棲地環境 陸域環境  水域環境 

生物多樣性 

□蘚苔  蕨類  裸子植物 

被子植物 昆蟲 魚類 兩棲類 

爬蟲類  鳥類  □哺乳類  □其他 

人文環境主題    

生態系統 
水庫  □發電廠   

□攔河堰  □城鄉 

   

棲地環境 

□社區  □學校  □聚落  □人工林 

□農田 □蔬果園  □古蹟  □遺址 

□建築  □埤塘  水利設施 

□交通設施  □公共設施 

生物多樣性 
人  野生物  □流浪動物 

□農作物□外來種  □經濟動物 

    

環境教育設施場所 據點說明 

場所功能 
據點  □會議  □研習  □教材 

□活動  □其他__________ 

期中環境教育簡報結束後，審查委員前往水庫進行現場勘查。乘船巡查了水庫湖面區周圍的各個環境教育據點，進行實地現場勘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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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小結 

有關本項目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設施場所之生態影像紀錄，已透

過表 4-2.2 之登載方式作為紀錄，將其內容分為棲地、生態系統、生物

多樣性特色（動物、植物）、環境教育與相關影像紀錄，以利日後能將

本項目所蒐集之影像資料，歸納建置於「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設施場

所數位環境生態圖庫系統」之中。 

經由本項目紀錄與蒐集之生態影像，透過系統分析後，所拍攝之

影像依其生態主題、主體、時間、地點等內涵，建置數位環境生態圖

庫系統，可提供中水局進行環境教育、社會宣導、學術研究及各類出

版品的需求使用。 

依據鯉魚潭水庫自然及人文主題生態特色，並結合各環境教育實

施據點，規劃不同主題、對象及程度之課程方案，作為後續鯉魚潭水

庫推動環境教育之教材教法參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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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 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基地之數位環境生態圖庫

系統建置 

一、規劃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基地數位環境生態圖庫系統 

本計畫將紀錄的生態環境影像，經系統分類後，依生態主題、主

體、時間、地點等內涵，進行環境生態圖庫建置，作為後續水資源管

理、資訊公開、環境教育推廣及相關國土規劃之重要參考依據。本工

作項目期程，主要可分為兩大階段，第一階段為 2013 年，規劃「鯉魚

潭水庫環境教育基地數位環境生態圖庫系統」，第二階段為 2014 年，

建置「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基地數位環境生態圖庫系統」。 

關於規劃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基地數位環境生態圖庫系統工作，

本計畫於工作執行計畫書，已建構鯉魚潭水庫生態影像圖庫整合架構

與建置流程圖(圖 5-1.1)。考量圖庫架構建立之資訊目錄須清楚明瞭。

因此圖庫資訊系統操作分類，通常係以主題內涵為優先考量，配合時

間與地點，以簡單明瞭的主題建構圖庫架構，供使用者操作點選。 

本計畫於第一次期中報告，已初步規劃圖庫使用介面，在主要功

能介面上，包含收藏夾、圖庫管理、關於圖庫以及使用說明等功能內

容。在圖庫使用者管理方面，依其使用需求與權限，分為系統管理者、

圖庫管理者、一般瀏覽者三大使用者，其中唯有系統管理者具有直接

增刪之權限(表 5-1.1)。 

表 5-1.1、鯉魚潭水庫數位環境生態圖庫管理者權限 

使用者類型 

使用者權限 
系統管理者 圖庫管理者 一般瀏覽者 

系統管理     

帳號管理     

相簿影像功能(新增、刪除、下載) 
     

相簿影像功能(瀏覽、收藏、展示) 
      



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參與者分析暨環境教育基地系統整合推廣

100 

 

圖 5-1.1、鯉魚潭水庫生態影像圖庫整合架構與建置流程圖 

參考資料：汪靜明等，2005，河溪棲地生態資訊整合分析方法及示例，第 7 頁於第二屆生態工程學

術研討會－台灣大學生物環境系統工程學系主辦，台北市，102頁。 

汪靜明，2010，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生態資訊整合及數位環境教育平台建置計畫，經濟

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汪靜明，2010，陽明山國家公園生態資源整合暨環境教育推廣計畫(先期計畫)陽明山國

家公園管理處。 

汪靜明，2010，石門水庫工程生態檢核及棲地變遷與圖庫建置計畫，行政院農委會水土

保持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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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現階段已新增圖庫建置架構表之環教據點項目(表 5-1.2)，

亦結合工作項目 3「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基地之環境生態影像紀錄」，

擴充環境生態圖庫之內涵。有關生態圖庫首頁之版型及背景圖片，初

步規劃如圖 5-1.2 所示。本計畫規劃之圖庫系統，現階段僅針對中水局

內部管理使用，待圖庫建置完成後，會將系統軟體移至中水局，俾利

中水局進行圖庫資料之擴充與永續使用與管理。 

 

 

圖 5-1.2、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基地數位環境生態圖庫系統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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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2、鯉魚潭水庫集水區環境生態圖庫建置架構表 

單元分類 內容主題 主題內涵 

自然生態 

生態系統 森林、草生地、溪流、湖泊、濕地 

地質地景 地理環境、地質景觀 

生物多樣性 動物、植物 

人文環境 

生態系統 水庫、發電廠、攔河堰、城鄉 

棲地環境 

社區、學校、聚落、人工林、農田、蔬果園、

古蹟、遺址建築、埤塘、水利設施、交通設施

、公共設施 

生物多樣性 流浪動物、農作物、外來種生物、經濟動物 

營運管理 

興建歷程 興建老照片、舊設施影像 

水資源管理 
灌溉、防洪、發電、觀光、鯉魚潭水庫中下游

供水地區 

水利設施 庫區壩體、重要結構物 

災害記錄 水庫風災、河道淤積、清淤影像、山坡地崩塌 

環境教育 

環教據點 

後池堰與自然公園、龍門橋—溢洪道主體、鯉

魚潭水庫管理中心出水工、取水工、觀虹橋主

題區—鋸齒堰、石壁寮鯉魚潭觀景臺大壩區、

大壩廊道、巴宰族部落文化聚會所 

場所功能 會議、研習、活動、工作坊、研討會 

參與角色 各類參與者影像 

教材資源 出版品、摺頁、多媒體光碟 

鯉魚潭庫集水區環境生態圖庫網網址：http://118.163.88.195/liyutan/ 

訪客登入帳號/密碼：admin/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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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置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基地數位環境生態圖庫系統 

為因應水庫集水區未來數位學習潮流，建構生態知識平台，並進

行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設施場所之數位環境生態圖庫系統建置，本項

目之執行已完成鯉魚潭水庫數位環境生態圖庫系統為目的，並可作為

提供政府、民眾、學校、媒體、企業或團體間進行互動交流與溝通平

台，同時可運用在推行環境教育、社會宣導、學術研究、歷史研究及

各類出版品的需求使用，日後更可透過資訊公開機制，開放適當管道

供民間團體、機關學校、學者專家等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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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1、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基地數位環境生態圖庫系統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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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2、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基地數位環境生態圖庫系統內容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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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小結 

本工作項目之環境教育設施場所生態影像整理紀錄，內容以環境

生態作為影像紀錄（靜態）之主要面向，並將逐年建置生態圖庫及其

相關資訊，對於鯉魚潭水庫的發展變遷具有歷史參考價值與環境教育

教學意義。 

經本計畫建置之「鯉魚潭水庫數位環境生態圖庫」，內容包括庫區

內自然與人文環境資源之影像記錄，整合及管理鯉魚潭水庫及其集水

區環境生態資訊，提供相關學術研究、政府計畫案之基礎生態資料與

各類出版品使用；同時可作為政府、民眾、學校、媒體、企業或團體

間互動交流及溝通平台，亦具推動環境教育、社會宣傳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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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陸章 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基地之環境生態資訊整合 

一、規劃設計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基地之評估作業流程及 

資源分析表單 

本工作項目，經過結構化的資料分類與管理，整合鯉魚潭水庫之

陸域生態、地理景觀、人文史蹟與文化相關學術研究、調查報告、出

版品、研討資料、期刊學報、報章雜誌等資料，以提供做為鯉魚潭水

庫環境教育設施場所建置，以及環境教育據點遴選之相關資料(圖

6-1.1)。本工作項目分為「規劃設計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基地評估作業

流程及資源分析表單」及「遴選分析鯉魚潭水庫豐富生態或人文與自

然特色之環境教育據點」兩部分。 

 

 

圖 6-1.1、生態資訊整合及數位環境教育平台理論 

資料來源：汪靜明，2010，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生態資訊整合及數位環境教育平台建置計畫(1/2)，

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汪靜明，2010，陽明山國家公園生態資源整合暨環境教育推廣計畫(先期計畫)，陽明山

國家公園管理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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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及管理辦法」第 2 條明訂「環境教

育設施、場所係指整合環境教育專業人力、課程方案及經營管理，用

以提供環境教育專業服務之具有豐富自然或人文特色之空間、場域、

裝置或設備」。第 3 條亦明訂「設施場所之設置應尊重生命並維護自然

生態資源與特色，避免興建不必要之人工裝置、鋪設或設備」。 

關於規劃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基地評估作業流程及資源分析表單

工作，本計畫已完成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基地評估作業流程(圖 6-2.1)，

以及環境教育設施場所建置輔導資料架構，完成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輔

導資料 v12，並已發文(生態環教字 1030022 號，發文日期：2014 年 5 月 15 日)至

中區水資源局俾利作為後續行政協助依據。 

現階段本計畫，依據第一次期中報告審查意見、5 月 8 日工作會議

討論內容，以及參考 2013 年 10 月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最新公告之環

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申請書(附錄二)，更新環境教育設施場所建置輔導

資料架構(圖 6-1.3)，調整內容涵括：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申請書、

課程方案彙總表、經營管理計畫書與近三年辦理環境教育相關證明文

件表單等項目，於 2014 年 5 月完成更新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輔導資料

v12(附錄二)，並於 2014 年期中報告審查會議時，決議在 9 月前提出環

境教育設施場所申請。關於鯉魚潭水庫自然與人文特色主題，依據「環

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及管理辦法」，彙整可提供環境教育專業服務之具

有豐富自然或人文特色之空間、場域、裝置或設備。 

本計畫於 2013 年 12 月 13 日，已召開環境生態資訊整合專家顧問

會議，透過鯉魚潭水庫生態資源特色討論，初步遴選出鯉魚潭水庫具

潛力之環境教育據點，分別為：後池堰與自然公園、龍門橋—溢洪道

主體、鯉魚潭水庫管理中心、出水工、取水工、觀虹橋主題區—鋸齒

堰、石壁寮鯉魚潭觀景臺、大壩區、大壩廊道、巴宰族部落文化聚會

所等 10 個據點(圖 6-1.4)，並更新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基地登錄分析表

(表 6-2.1)，新增環境教育據點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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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將配合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資源分析表單(表 6-2.2)，持續

整合鯉魚潭水庫之生態資源、自然特色、人文特色(圖 6-1.5)，調查鯉

魚潭水庫環境教育基地、參與者、課程方案及經營管理資源與資訊，

彙整鯉魚潭水庫主題特色場所之環境教育相關裝置、設備，並於 2014

年 7 月完成相關資料之彙整，俾能提供中水局推動環境教育設施場所

建置及管理實務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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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2、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評估作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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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基地生態資源整合 

專家顧問會議 

 

壹、會議時間：2013 年 12 月 13 日(五)下午 17:00          會議紀錄：山夢嫻 

貳、會議地點：社團法人中華生態資訊暨環境教育協會(台北市羅斯福路 5 段 150 巷 30 號) 

參、會議主持：汪靜明/計畫主持人、中華生態資訊暨環境教育協會理事長 

燕琍婷/計畫協同主持人、中華生態資訊暨環境教育協會秘書長 

肆、出席人員： 

張育傑/臺北市立大學地球環境暨生物資源學系教授 

全中平/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自然科學教育系教授 

莊棋凱/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秘書室主任 

楊世德/鴻霖環境教育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本計畫顧問 

蔡幸舜/艾奕康工程顧問有限公司資深工程師 

羅仁傑/台灣師範大學環境教育研究所博士班 

黃騰毅/環保署認證環境教育專業人員、中華生態資訊暨環境教育協會 

朱婉如/環保署認證環境教育專業人員、中華生態資訊暨環境教育協會 

顏心彤/中華生態資訊暨環境教育協會 

張譯云/中華生態資訊暨環境教育協會 

夏志豪/中華生態資訊暨環境教育協會 

山夢嫻/中華生態資訊暨環境教育協會 

 

伍、討論議題： 

一、鯉魚潭水庫生態資源特色討論 

二、鯉魚潭水庫具潛力之環境教育據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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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會議結論摘要 

 

議題一： 鯉魚潭水庫生態資源特色討論 

1、有關鯉魚潭生態特色彙整架構表，為能符合環境教育之內涵，建議加入「環境

教育專業領域」欄位，涵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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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等項目；另

外，可加入「環境教育執行方式」欄位，包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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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活動等項目。 

2、建議將鯉魚潭水庫生態資源特色，適時融入鯉魚潭水庫課程設計中。 

 

議題二： 鯉魚潭水庫具潛力之環境教育據點 

1、考量鯉魚潭水庫路線規劃及環境教育課程實施便利性，從現階段整理出之鯉魚

潭水庫生態資源特色：水資源、地質地形、氣候、生物資源、鯉魚潭水庫管理

中心、鯉魚潭水庫大壩區、觀虹橋主題區、溢洪道主體、後池堰與後池堰自然

公園、取出水工、巴宰族部落文化聚會所、網行文化、伯公壟遺址、網形肚與

斬缺、老官道、石壁寮鯉魚潭觀景臺進行遴選。 

2、初步遴選出 10 個環境教育潛力據點，分別為：後池堰與自然公園、龍門橋—

溢洪道主體、鯉魚潭水庫管理中心、出水工、取水工、觀虹橋主題區—鋸齒堰、

石壁寮鯉魚潭觀景臺、大壩區、大壩廊道、巴宰族部落文化聚會所等，待與中

區水資源局同仁共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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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業於 2014 年 5 月 8 日於鯉魚潭水庫管理中心召開工作會

議，依據現階段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相關資料之彙整成果逐一進行檢

核與討論，並依行政程序將該日會議重點進行歸納，於 2014 年 5 月 15

日發文(生態環教字第 1030022 號)作為後續推動與行政資料之蒐集依據。有

關現階段彙整完成之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輔導資料已至第 12 版，詳參本

報告書附錄二。 

 

 

圖 6-1.3、本計畫環境教育資料彙整及其執行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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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本計畫蒐集彙整並經多次會議討論結果，俟將鯉魚潭水庫環

境教育自然與人文資源及其環境教育功能彙整如下表。 

表 6-1.1、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主題特色彙整表 

自然特色主題 環境教育功能說明 

水資源 
鯉魚潭水庫為一離槽水庫，可作為環境教育經營管理方

面課程教學題材。在地質地形、氣候與生物資源特色，

可設計融入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課程領域中，有關「環

境資源」與「環境生態」領域之內容。 

地質地形 

氣候 

生物資源 

人文特色主題 環境教育功能說明 

鯉魚潭水庫管理中心 可作為環境教育課程上課地點，提供遊客相關資訊。 

後池堰與自然公園 可作為環境教育生態觀察及環境教育課程教學場所。 

大壩廊道 可作為環境教育生態觀察體驗之教學場所。 

取水工 可作為環境教育經營管理方面課程教學場所。 

出水工 可作為環境教育經營管理方面課程教學場所。 

鯉魚潭水庫大壩區 鯉魚潭水庫為土石壩結構，可作為環境教育解說場所。 

觀虹橋主題區—鋸齒堰 鋸齒堰為台灣唯一水利結構，具環境教育解說之價值。 

龍門橋—溢洪道主體 可作為環境教育課程教學場所。 

老官道 當地歷史可作為特殊人文主題，提供環境教育學習。 

巴宰族部落文化聚會所 聚會所具有許多巴宰族文物，可供環境教育參訪學習。 

網形文化 
網形是台灣北部最古老的遺跡，可作為環境教育人文特

色主題。 

伯公壟遺址 本區可融入環境教育有關「環境變遷」課程內容。 

網形肚與斬缺 斬缺為人為造成現象，可作為「環境變遷」課程內容。 

石壁寮鯉魚潭觀景臺 本區可觀賞鯉魚潭水庫潭面，做為環境教育解說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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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4、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據點初選分佈圖 

 

 

圖 6-1.5、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基地之環境生態資訊整合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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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遴選分析鯉魚潭水庫具有豐富生態或人文與自然特色之 

環境教育據點 

表 6-2.1、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基地登錄分析表 

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基地登錄分析表 

一、基本資料 

基地名稱 鯉魚潭水庫 基地位置圖 

地址 
苗栗縣三義鄉鯉魚潭村

三櫃106號(鯉管中心) 

 

所屬縣市鄉鎮 苗栗縣 

主管機關 
經濟部水利署 

中區水資源局 

興建機關 經濟部水利署 

單位首長 鍾朝恭 局長 

主辦科室 中水局鯉管中心 GPS X: 24.339443  Y:120.782533 

業務承辦人 巫茂松 

網址 http://www.wracb.gov.tw/ 

水源 大安溪 興建時間 1985年 

集水區面積 53.45平方公里 滿水位標高 300公尺 

主要構造物 
大壩、溢洪道、取出水工

、後池堰 
大壩類型 土石壩 

灌溉 
供應景山溪下游55公頃

農田之灌溉用水 
給水 供應公共用水每日70萬公噸 

發電 配合卓蘭發電廠 防洪 具有此功能 

觀光 為苗栗縣觀光景點之一 教育 具有解說牌誌 

二、環境教育資源 

自然主題特色 水資源、地質地形、氣候、生物資源 

人文主題特色 

鯉魚潭水庫管理中心、鯉魚潭水庫大壩區、觀虹橋主題區、溢洪
道主體、後池堰與後池堰自然公園、取出水工、巴宰族部落文化
聚會所、網形文化、伯公壟遺址、網形肚與斬缺、老官道、石壁
寮鯉魚潭觀景臺 

軟硬體設施 經濟部中區水資源鯉魚潭水庫主題網站、影音多媒體、解說牌誌 

環境教育據點 
後池堰與自然公園、龍門橋—溢洪道主體、鯉魚潭水庫管理中心
出水工、取水工、觀虹橋主題區—鋸齒堰、石壁寮鯉魚潭觀景臺
大壩區、大壩廊道、巴宰族部落文化聚會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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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2、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生態資訊整合分析表(1/2) 

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核心據點 

內容項目 內容項目說明 

設
施
場
所 

自
然
生
態
特
色 

能量資源 
□太陽能 □風力能 水力能 □地熱 □生物(質)能  

□其他                                            

氣候資源 空氣 風 □氣壓 溫度 □濕度 降雨 □其他         

水文資源 
河溪 □湖泊 □濕地 □溫泉 □地下水 □水流型態 □水域型態 

其他:水庫 

地文資源 □地形 □地質 □地景 □礦物 □岩土 □其他             

生物資源 

營養階層：□分解者 □生產者 □消費者  

多樣性生物：□原核生物 □真核生物 □微生物 □其他                       

指標生物：□河川汙染指標昆蟲 □環境污染指標地衣  

□水質污染指標兩生類 □其他             

自然景觀 

自然主體景觀：□森林 □草原 河溪 湖泊 □濕地  

              □其他                       

自然生態景觀：動物植物 微生物 

人
文
環
境
特
色 

社區 
政府機關 民間團體 民眾 學校師生 □媒體企業 

□其他                                            

營建 

交通設施水利設施教育設施 觀光遊憩設施  

□產業設施 公共設施 □生活設施 □軍事設施  

□宗教設施 節能設施 □綠建築□其他____________ 

產業 

□農漁牧產業 □森林產業 □礦產 文化產業 環保產業 

休閒觀光產業能源產業(□再生能源 □非再生能源) 

□其他                                            

教育 
各級學校 □社教機構 □自然中心 □社區大學 

□其他                                           

文化 
□古物古蹟傳統藝術 □民俗文物 □歷史建築  

聚落 遺址□歷史 □其他                          

其
他 

環境教育
硬體設施(
器材) 

□服務台 視聽室 □室內展場 □步道系統解說牌誌 

□導覽機台 □多媒體影音 □遊憩資訊 □無線上網 

電腦設備 □手機充電站 □投影機 □望遠鏡 □登山杖 

□相機 □麥克風 □電子書 □戶外活動相關用品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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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2、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生態資訊整合分析表(2/2) 

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核心據點 

內容項目 內容項目說明 

參
與
者 

推
廣
者 

供給者 

中水局人員 □志工夥伴 專家學者 政府機關 

□傳播媒體   □學校教師 □企業團體 □民間團體 

□民意代表   □工程人員 □在地居民 □學校師生 

□社會大眾   □其他                                  

中介者 

中水局人員 □志工夥伴 專家學者 政府機關 

□傳播媒體   □學校教師 □企業團體民間團體 

□民意代表   □工程人員 在地居民 學校師生 

□社會大眾   □其他                                  

學
習
者 

接受者 

□中水局人員 □志工夥伴 □專家學者 □政府機關 

□傳播媒體   □學校教師 □企業團體 □民間團體 

□民意代表   □工程人員 在地居民 學校師生 

社會大眾   □其他                                  

課
程
方
案 

課
程
領
域
主
題 

□環境資源  

□環境生態  

□環境變遷  

□環境管理  

環境教育執行方式 
□課程 □演講 □討論 □網路學習 □體驗 □實驗(習)  

□戶外學習 □參訪 □影片觀賞 □實作 □其他活動 

教材資源 
□出版品 □摺頁 □資通訊科技ICT □網頁 □自編講義  

□互動媒材 □影音教材資源 □學習單 □其他            

教法運用 

□講述法 □協同教學法 □觀察法 □欣賞法 □討論法 

□發表法 □問題教學法 □價值澄清法 □角色扮演法 

□合作學習法 □其他                                

教學評量 
□評量測驗 □問卷調查 □分組報告 □學習單 □心得報告 

□社群網絡 □成果報告 □經驗分享 □其他              

經
營
管
理 

環境負荷及承載量 

公廁、污水處理設施 周邊交通規劃 □遊客承載量分析 

□環境教育服務預約系統 □住宿設施 □遊客滿意度統計 

□其他                                             

環境教育設施場所 

維護機制 

經營管理規劃巡查與督導機制 公共安全維護 

□環境風險評估 □潛在危險地區即時資訊  

災害緊急處理 □其他                               

開放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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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小結 

本計畫之重點執行目標之一，即透過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設施場

所環境生態之資訊整合，歸納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之所需資料，整

合鯉魚潭水庫環境資源與生態保育特色，針對不同場域進行資料分

析，並以通過行政院環保署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為目標，逐步落實

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 

本工作項目依據《環境教育法》規定，以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設置

條件:「設施場所(資源)」、「專業人力」、「經營管理」、「課程方案」四

大面向作為資源整合歸納之項目，將蒐集之鯉魚潭水庫相關環境資源

整併為環境教育設施場所推動環境教育內涵之基礎資訊，並研擬課程

方案，逐步落實環境教育設施場所推動、認證，以至於永續發展之重

要基礎資訊。 

 

 
 



第柒章 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推廣人才庫規劃與建置 

123 

第柒章 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推廣人才庫規劃與建置 

一、規劃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推廣人才庫 

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推廣人才規劃與建置，目的在於彙集鯉魚潭

水庫環境教育主要關聯的單位人力資訊，提供政府推動與執行環境教

育計畫諮詢參考之儲備資訊。例：政府管理機關(水利署、中水局)、生

態保育行政組織、環境生態教育系統中，各相關單位及相關領域專家

學者，在人力與物力等社會資源之充分聯繫與分工合作，具備多功能

用途。 

本工作項目可分為「規劃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推廣人才庫」，以及

「建置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推廣人才庫」兩部分。有關鯉魚潭水庫環

境教育推廣人才庫規劃工作，本計畫邀集鯉魚潭水庫相關之專家學

者、政府機關、在地團體、學校教師等關鍵參與者代表，協助填寫鯉

魚潭水庫環境教育推廣講師同意書。表單回收後，按其專業角色進行

功能整合與歸納，提供日後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推動之實際運用。在

人才資料庫選單規劃上，將涵括政府機關、學術機構、專家學者、民

間團體等資料內容與連結標籤。使用者點入標籤內容後，可進一步連

結至相關網站，瀏覽其他相關資訊，以求達到鯉魚潭水庫資訊公開之

目的。 

關於建置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推廣人才庫工作項目，基於人才庫

使用與登錄便利原則，在人才資料之新增與異動方面，建立基本人才

名錄，由系統逕行發送人才資料登錄通知 E-mail，由其自行登錄資料，

經資料編輯與處理後，即完成初步資料庫建置工作。在網頁使用者介

面設計上，設置環境教育推動工作人才資料庫查詢、資料更新、推薦

登錄等三大功能主題網頁，方便後續與尚未鍵入之人才資料推薦登

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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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規劃之人才資料庫的系統管理階層，分為資料儲存與管

理、資料編輯與處理、網頁使用者介面等(圖 7-1.1)。有關鯉魚潭水庫

環境教育推廣講師同意函，涵括專業領域、環境教育課程領域、執行

方式與基本資料等類別；在專業領域類別，本計畫參考「環境教育人

員認證及管理方法」，可分為學校及社會環境教育、氣候變遷、災害防

救、自然保育、環境及資源管理、公害防治、文化保存及社區參與等

八大領域；在環境教育課程領域，可分為環境資源、環境生態、環境

變遷、環境管理等四大領域，未來可與本計畫工作項目 8，所規劃之鯉

魚潭環境教育課程方案結合；有關環境教育執行方式係依據《環境教

育法》第 19 條列舉之環境教育執行項目訂定。按其專業角色進行功能

整合與歸納，已規劃完成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推廣人才配置資源表

單，提供日後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推動之實際運用。 

本計畫現階段已邀請多名環境教育專業人員，加入鯉魚潭水庫環

境教育推廣人才庫，並依據其專業領域進行彙整(表 7-2.1)。本計畫將

持續進行人才庫人員邀請，以及進行彙整更新等工作。 

 

 

圖 7-1.1、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推廣人才庫系統示例 



第柒章 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推廣人才庫規劃與建置 

125 

二、建置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推廣人才庫 

(一)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人才資源 

表 7-2.1、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專業人員及其專業領域(推薦持續邀請中)1/2 

姓 名 專業領域 課程領域 推廣執行方式 

汪靜明 

臺灣師範大學環境教育 

研究所/教授 

學校及社會環境教育 

自然保育 

環境及資源管理 

環境資源 

環境生態 

環境變遷 

環境管理 

課程、演講、討論 

體驗、參訪、實作 

影片觀賞 

燕琍婷 
中華生態暨環教協會/ 

秘書長 

學校及社會環境教育 

環境及資源管理 

環境生態 

環境變遷 
演講、討論 

錢念圭 

中華生態暨環教協會/ 

副秘書長 

自然保育 

環境及資源管理 

環境生態 

環境變遷 
演講、戶外學習 

羅仁傑 

中華生態暨環教協會/ 

監事 

學校及社會環境教育 

環境及資源管理 

環境資源 

環境管理 
演講、討論 

湯曉虞 

中華生態暨環教協會/ 

理事 

自然保育 

環境及資源管理 

環境資源 

環境生態 

環境變遷 

演講、討論 

連惠邦 

逢甲大學水利工程與資源

保育學系/教授 

學校及社會環境教育 

環境及資源管理 

災害防救 

環境變遷 

環境管理 

課程、演講、參訪 
戶外學習、影片觀賞 

徐榮崇 

臺北市立大學地球環境暨

生物資源學系/教授 

學校及社會環境教育 

環境及資源管理 

環境資源 

環境生態 

環境變遷 

課程、演講、參訪 
戶外學習、影片觀賞 

廖學誠 

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

教授 

學校及社會環境教育 

環境及資源管理 

自然保育、社區參與 

環境資源 

環境變遷 

環境管理 

課程、演講、參訪 
戶外學習 

朱達仁 

中華大學休閒遊憩規劃與

管理學系/副教授 

學校及社會環境教育 

環境及資源管理 

自然保育、社區參與 

環境資源 

環境生態 

環境管理 

課程、演講、參訪 

戶外學習、影片觀賞 

陳有祺 
中華大學景觀建築系/ 

副教授 

學校及社會環境教育 

自然保育 

環境資源 

環境管理 
課程、演講、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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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2.1、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專業人員及其專業領域(推薦持續邀請中)2/2 

姓 名 專業領域 課程領域 推廣執行方式 

林秉賢 

逢甲大學水利工程與資源

保育學系/教授 

學校及社會環境教育 

環境及資源管理 

自然保育、災害防救 

環境變遷 

環境管理 

課程、演講 
戶外學習 

許少華 

逢甲大學水利工程與資源

保育學系/教授 

學校及社會環境教育 

環境及資源管理 

環境變遷 

環境管理 

課程、演講 
戶外學習 

全中平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自然科

學教育系/教授 

學校及社會環境教育 

環境及資源管理 

環境資源 

環境管理 

課程、演講、參訪 

戶外學習、影片觀賞 

張育傑 

臺北市立大學地球環境暨

生物資源學系/教授 

學校及社會環境教育 

環境及資源管理 

環境資源 

環境生態 

環境管理 

課程、演講、參訪 

戶外學習、影片觀賞 

楊世德 

鴻霖環境教育股份有限公

司/負責人 
環境及資源管理 

環境資源 

環境管理 
課程、演講 

呂儼展 

興展創意數位有限公司/ 

總經理 

環境及資源管理 
環境資源 

環境管理 
網路學習、影片觀賞 

莊棋凱 

中華生態暨環教協會/ 

副秘書長 

自然保育 

環境及資源管理 

環境資源 

環境變遷 

環境管理 

演講、討論 

潘大州 

苗栗縣巴宰族群協會/前理

事長 
文化保存、社區參與 環境變遷 

課程、演講、參訪、

戶外學習 

蔡月美 

台北市天母國中教師 
學校及社會環境教育 

環境資源 

環境管理 
課程、演講、討論 

蔡幸舜 

艾奕康工程顧問公司/ 

資深工程師 

環境及資源管理 
環境資源 

環境變遷 
演講 

本計畫階段已完成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推廣人才庫之建置，有關期登入網址 

請參:http://118.163.88.195/liyutan_hr 檢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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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推廣人才庫建置成果 

在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推廣人才資料庫的系統管理的重點上，第

一階段為授權使用權限，其次可分為資料儲存與管理、資料編輯與處

理、網頁使用者介面三階段。基於使用與登錄便利原則，在人才資料

之新增與異動方面，將建立基本人才名錄並經由主管機關同意後，由

系統逕行發送人才資料登錄通知 E-mail，由其自行登錄資料，經資料

編輯與處理後即完成初步資料庫建置工作。因此，本資料庫之建置為

多功能用途，一方面可提供政府機關進行關鍵決策、執行工作或教育

推廣之人才儲備資訊，另外，亦可作為資訊交流網絡，擴大政府政策

的影響力。本計畫已於中區水資源局下建置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推廣

人才資料庫（如圖 7-2.1）資訊彙整，提供政府機關進行關鍵決策、執

行工作或教育推廣之人才儲備資訊，並有良好成效。因此，本計畫在

鯉魚潭水庫推廣人才庫規劃與建置之執行工作項目上，可加強水庫環

境教育面向之推動人才資訊，作為政府生態保育、資訊公開、教育宣

導與決策之參考依據。關於資料庫則闡述人才資料庫設置目等簡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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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2.1、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推廣人才庫首頁 

 

 

圖 7-2.2、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推廣人才庫首內頁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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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小結 

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推動人才資料庫透過輸入執行環境教育諮詢

參考之人才儲備資訊等環境教育資源，期以透過環境教育推動者落實

環境教育。鯉魚潭水庫的環境教育推動，影響當地的自然保育與人文

生態系統，應集結關聯的多方參與者，建立分工合作的夥伴關係來推

動，才能發揮團隊的環境教育成效與服務品質。 

人才資料庫範疇界定在可實質協助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推動之重

要資源，以及後續政府推動與執行環境教育諮詢參考之人才儲備資

訊，俾便政府機關於工作推動上之公務聯繫與合作。 

本資料庫規劃之目的係在於提供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推廣人才資

訊彙整，彙集環境教育主要關聯的單位人力資訊，可提供政府推動與

執行環境教育計畫諮詢參考之儲備資訊，如政府管理機關(經濟部水利

署中區水資源局)、生態保育行政組織、環境生態教育系統中各相關單

位，以及相關領域專家學者在人力與物力等社會資源之充分聯繫與分

工合作，期望廣邀各方專家參與，凝聚出推動聚合的力量，形成共同

交會合作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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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捌章 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行動方案 

依據《國家環境教育綱領》、《國家環境教育行動方案(草案)》、《環

境教育法》、「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及管理辦法」以及《苗栗縣環境

教育行動方案》等相關辦法，訂立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行動方案(以下

簡稱本方案)，以提升鯉魚潭水庫在地居民、產業、鄰近學校與政府機

關之全民環境素養為宗旨，培養實踐負責任之環境行為，以永續鯉魚

潭水庫環境資源為目標，具體落實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政策。 

本工作執行項目，可分為「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行動方案推動架

構」、「辦理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專家顧問會議」與「辦理中水局員工

環境教育課程研習」等三部分。關於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行動方案推

動架構工作，整體工作執行流程如圖 8-1.1，首先彙整鯉魚潭水庫集水

區之環境教育資源，並瞭解分析水庫集水區環境教育課題，以聚焦環

境教育議題，深化環境教育內涵；接續將針對環境教育課題擬定環境

教育目標及策略，建構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行動方案。針對規劃宗旨

與目標項目，依據環境教育法及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經營管理方向來

設定短、中、長期目標。在現況、議題及挑戰項目中，針對鯉魚潭水

庫區內之環境現況、設施場所、焦點議題、行動挑戰進行分析，並據

此規劃行動策略、課程方案及經營管理。人力配置包含鯉魚潭水庫從

業人員、民間團體、學校單位等參與者，預期效益包含行動策略與行

動落實後的效益產出。最後針對上述工作進行全面性的整合、分工、

預算編列等工作。在計畫執行期程，透過環境教育行動方案建構之環

境教育平台進行資訊公開，促使雙方經驗交流及分享對話。最後為提

升計畫的完整性與效益，進行環境教育行動方案之考核、檢討及修正

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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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擬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行動方案推動架構 

本計畫已彙整鯉魚潭水庫集水區之環境教育資源，規劃鯉魚潭水

庫環境教育行動方案架構，內容涵括依據、宗旨與目標、現況、議題

及挑戰、行動策略、行動策略實施方式及實施期程與預期成果等，說

明如后： 

經濟部水利署中區水資源局鯉魚潭水庫管理中心，為提升鯉魚潭

水庫在地居民、產業、鄰近學校與政府機關之全民環境素養為宗旨。

行動方案係將環境教育政策轉化為具體行動，以「地球唯一、環境正

義、世代福祉、永續發展」為理念，實踐負責任之環境行為，以永續

鯉魚潭水庫環境資源為目標，具體落實鯉魚潭水庫的環境教育政策，

研提本方案。希望達到短期目標為調查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基地之人

文與自然生態特色據點，落實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推廣人員之人力組

織，在環境永續之原則下推動所屬業務。中期目標為依據鯉魚潭水庫

環境教育基地之人文與自然生態特色據點，規劃環境教育主題特色課

程、整合環境教育據點規劃發展、編製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教材、辦

理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種子教師培訓等，以達到實質層面之推動目標

落實。長期目標為評估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據點，研提鯉魚潭水庫環

境教育據點改善措施，以提供完善之環境教育服務。推動鯉魚潭水庫

環境教育數位平台與環境教育入口網站之建置，加速鯉魚潭水庫環境

教育普及化，培育在地居民瞭解環境倫理，增進保護環境之知識、技

能、態度及價值觀，促使重視環境，採取各項環保行動，以達水環境

教育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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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1.1、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行動方案架構及作業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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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辦理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專家顧問會議 

本計畫已於 2013 年 12 月 19 日，完成辦理「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

行動方案暨課程方案」專家顧問會議，會議邀請環境教育專家學者、

政府單位、民間團體等相關人士，針對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行動方案、

環境教育課程方案等內容研討交流。現階段已完成鯉魚潭水庫環境教

育行動方案之「現況、議題及挑戰」，說明如表 8-2.1： 

(一)現況 

鯉魚潭水庫是一座離槽水庫，壩址位於苗栗縣三義鄉大安溪支流

景山溪上游。庫區涵蓋三義、卓蘭及大湖三鄉鎮，水源除景山溪外，

並由大安溪主流，自士林攔河堰引水經導水隧道，利用發電後尾水大

幅增加鯉魚潭水庫之蓄水量，與大甲溪流域石岡壩聯合運用，目前每

日可提供民生及工業用水 85 萬公噸。於 1992 年底完工後，集水面積

53.45 平方公里，總蓄水量為 126 百萬立方公尺，現由經濟部水利署中

區水資源局管理。鯉魚潭水庫主要目標為穩定供應苗栗縣及大台中地

區的公共給水、工業用水，同時具有給水、觀光、灌溉、防洪、發電

等五大功能。鯉魚潭水庫具有台灣地區唯一的鋸齒堰溢洪道，下游並

設有景山溪攔河堰(後池堰)，調節水庫除公共給水外之其他放流水(含

景山電廠發電尾水)，以供灌溉引水利用。 

(二)議題 

1、依據國內《環境教育法》及相關法規，研擬中區水資源局環境教育

推動架構：本局將依據《國家環境教育綱領》、《國家環境教育行動

方案(草案)》、《環境教育法》、「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及管理辦法

」等環境教育相關法規及其綱領要義，統籌規劃相關環境教育推行

架構、關鍵議題、因應策略及其推行過程中的相關配套措施，俾便

落實於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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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強化環境教育專業能力：環境教育之推廣之範圍相當廣泛，有賴於

在地居民、民間團體、地方產業、學校機構、政府單位等相關人士

共同推動。鯉魚潭水庫要在既定之穩定供水任務下，提供專業環境

教育服務，需透過充分的環境教育專業能力培育，才能促進推廣鯉

魚潭水庫的人文與自然環境特色，進一步推動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

。鑑此，將邀請專家學者提供相關經驗與教學，以強化環境教育之

專業人力與能力，規劃研擬環境教育人員培力計畫。 

3、研訂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教材教法：為落實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

研究發展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教材教法將為一重點議題，2014 年

12 年國教正式施行，除將現有學校教育融入環境教育之理念外，鯉

魚潭水庫更應對在地，規劃社會環境教育推動方案，以提供符合鯉

魚潭水庫人文與生態特色之課程教案。針對不同的學習者，鯉魚潭

水庫環境教育教材教法規劃，應採分層分級之課程模式，透過環境

教育之學習，進而推展永續水資源生態環境之理念。 

4、循序推動與加強協調聯繫：依據《環境教育法》第 19 條，現行環

境教育推動，已規範環境教育為政府機關(構)及高中(職)以下學校的

重要推動工作之一，而大學、企業及民眾較少主動參與。鯉魚潭水

庫未來在作為環境教育之學習場域，可以擴大民眾自主學習之方向

規劃，增進各級政府機關整合資源及合作，強化環境教育執行力。 

5、建立評核機制：為永續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環境教育之推行方案

將可能因應時地與人員之需求，而有所變化與異動，故應有賴多方

單位參與及投入。而為持續提升鯉魚潭水庫推行環境教育之效能與

效益，將建立相關評核機制，定期檢視環境教育推行成效，以促進

環境教育之落實與札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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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挑戰 

1、環境教育涉及層面極為廣泛，需針對不同參與者，如中水局同仁、

地方環境教育參與者，以及各單位領域之環境教育參與人員，以其

屬性及所關心之環境議題做有效結合，才能落實執行。若短期內要

全面普及與深化環境教育，極具挑戰性。 

2、《環境教育法》於 2011 年正式施行，現階段在地居民、地方產業、

民間團體、各級學校及政府機關等，對環境保護的理解尚未產生典

範轉移，未將環境覺知轉化為環境信念，進而產生持續的環境行動

，所以目前要讓環境保護與永續發展的理念植入人心，仍具挑戰。 

3、鯉魚潭水庫具有豐富的自然與人文特色的環境教育教材資源，有關

環境教育之推動，有賴多元資料的整理與呈現，以及相關教材教法

的設計編彙；如何有效整合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資源，並推廣環境

教育服務，使一般大眾得以認識鯉魚潭水庫，深化環境保護與永續

發展之理念，為中區水資源局推動環境教育之重要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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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2.1、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專家顧問會議(1/3) 

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行動方案暨課程設計專家顧問會議 

壹、會議時間：2013 年 12 月 19 日(四)下午 17:00         會議紀錄：山夢嫻 

貳、會議地點：社團法人中華生態資訊暨環境教育協會(台北市羅斯福路 5 段 150 巷 30 號) 

參、會議主持：汪靜明/計畫主持人、中華生態資訊暨環境教育協會理事長 

燕琍婷/計畫協同主持人、中華生態資訊暨環境教育協會秘書長 

肆、出席人員： 

徐榮崇/臺北市立大學地球環境暨生物資源學系教授 

陳有祺/中華大學景觀建築學系教授 

莊棋凱/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秘書室主任 

楊世德/鴻霖環境教育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本計畫顧問 

呂儼展/興展創意數位有限公司總經理 

錢念圭/中華生態資訊暨環境教育協會、本計畫顧問 

羅仁傑/台灣師範大學環境教育研究所博士班 

黃騰毅/環保署認證環境教育專業人員、中華生態資訊暨環境教育協會 

朱婉如/環保署認證環境教育專業人員、中華生態資訊暨環境教育協會 

顏心彤/中華生態資訊暨環境教育協會 

張譯云/中華生態資訊暨環境教育協會 

夏志豪/中華生態資訊暨環境教育協會 

山夢嫻/中華生態資訊暨環境教育協會 

 

伍、討論議題： 

一、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行動方案交流研議 

二、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課程方案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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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2.1、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專家顧問會議(2/3) 

陸、會議結論摘要： 

議題一：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行動方案交流研議 

1、鯉魚潭水庫在穩定供水既定任務下，為能提供環境教育專業服務，建議修訂原

規劃之宗旨「地球唯一、環境正義、世代福祉、永續發展」，改以「水資源第一、

環境正義、在地福祉、永續發展」，作為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行動方案推動宗旨。 

2、有關鯉魚潭水庫現況與議題，涵括「健全環境教育推動系統」、「強化環境教育

專業能力」、「整合既有生態環境教育資源」、「建置環境教育資源資料庫」、「建

構環境教育課程方案」、「循序推動與強化合作夥伴關係」、「編列經費擴大環境

教育推動成效」、「建立獎勵與自我評鑑制度」，在「整合既有生態環境教育資源」

項目，應呼應「建構環境教育課程方案」項目，如在課程中納入環境生態與環

境變遷等層面(外來種之監測、水庫邊坡地質地景變遷等)，經由鯉魚潭水庫生

態課題發展課程，以落實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 

3、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行動方案推動架構，將依據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行動方案

規劃流程，逐步發展相呼應之行動策略。 

議題二：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課程方案規劃討論 

1、鯉魚潭水庫課程方案，以依據環境教育四大領域內涵概念：環境資源、環境生

態、環境變遷、環境管理，衍伸為四大模組架構：探索鯉魚潭水庫、了解鯉魚

潭水庫、保育鯉魚潭水庫、永續鯉魚潭水庫。未來需考量模組內涵概念，針對

不同對象設計教案。例如：永續鯉魚潭水庫，其內涵概念包含節能減碳、自然

保育、防災應變、生態工程…等，對於小學生的認知發展來說，其內容較為艱

深，因此，較適合設計為高中以上之學員。 

2、考量「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課程模組內涵表」與「環境教育課程內容及教學活

動實施分析表」，有許多項目可合併，建議將「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課程模組內

涵表」，項目修訂為「核心領域」、「課程模組」、「模組內涵」、「主題焦點」、「教

學目標」、「能力指標」、「單元課程」。 

3、因應 2014 年，我國正式施行 12 年國教，鯉魚潭水庫在環境教育課程設計上，

應融入 12 年國教之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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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2.1、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專家顧問會議(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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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召開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工作會議 

本計畫已於 2014 年 5 月 18 日辦理「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參與者

分析暨環境教育基地系統整合推廣」工作會議，針對本計畫第二次期

中報告審查意見執行情形、第三次期中報告前工作執行情況進行討論。 

表 8-3.1、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工作會議開會通知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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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3.2、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工作會議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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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3.3、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工作會議影像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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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召開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工作檢討會議 

本計畫已於 2014 年 6 月 25 日辦理「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設施場

所認證申請書資料填報討論」工作會議，針對中水局全職環教認證人

員之派遣研習、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申請書資料填報之

相關問題進行討論。 

表 8-4.1、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工作檢討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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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4.2、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工作檢討會議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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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4.3、鯉魚潭水庫環境教育工作檢討會議影像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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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辦理本局員工環境教育課程研習 

有關辦理中水局員工環境教育課程研習工作，本計畫分別於 2013

年 10 月 24 日、10 月 31 日、11 月 14 日，及 2014 年 10 月 21 日、10

月 28 日完成辦理，共 5 梯次。 

本計畫所規劃之環境教育課程研習計畫(表 8-5.1~8-5.13)，希冀能增進

中水局同仁瞭解環境倫理，提升同仁們對保護環境之知識、技能、態

度及價值觀，達到鯉魚潭水庫永續發展。關於研習內容，主要針對水

資源環境教育內涵、社區參與、教材教法、在地文化等議題進行規劃，

每梯次研習皆發放迴響單，調查參與者的學習狀況與滿意度，使鯉魚

潭水庫環境教育行動方案更臻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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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13 年中水局員工環境教育研習 

表 8-5.1、經濟部水利署中區水資源局環境教育研習計畫(1/2) 

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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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5.1、經濟部水利署中區水資源局環境教育研習計畫(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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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5.2、經濟部水利署中區水資源局 2013 環境教育課程研習活動第一梯次(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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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5.2、經濟部水利署中區水資源局 2013 環境教育課程研習活動第一梯次(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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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5.3、中區水資源局 2013 環境教育課程研習活動第一梯次影像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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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5.4、經濟部水利署中區水資源局 2013 環境教育課程研習活動第二梯次(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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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5.4、經濟部水利署中區水資源局 2013 環境教育課程研習活動第二梯次(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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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5.5、中區水資源局 2013 環境教育課程研習活動第二梯次影像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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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5.6、經濟部水利署中區水資源局 2013 環境教育課程研習活動第三梯次(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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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5.6、經濟部水利署中區水資源局 2013 環境教育課程研習活動第三梯次(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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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5.7、中區水資源局 2013 環境教育課程研習活動第三梯次影像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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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14 年中水局員工環境教育研習 

表 8-5.8、經濟部水利署中區水資源局 2014 環境教育研習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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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5.9、經濟部水利署中區水資源局 2014 環境教育課程研習活動第一梯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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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5.10、中區水資源局 2014 環境教育課程研習活動第一梯次影像紀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