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國立嘉義大學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110年活動成果表單 

主軸 A主軸：落實教學創新及提升教學品質 

分項計畫名稱 
建構跨域學習環境，因應 SDGs發展目標，致力推動 5+2產業 

A主軸：環境永續生物多樣性人才培育 

成果類別 ■活動 □演講 □座談會 □工作坊 □課程 □會議 □創作 □其他___________ 

活動名稱  水棲昆蟲生態學及實習戶外參訪

舉辦日期 110 年 月 0 日 5 7-08 舉辦時間 7:30 - 翌日  18:30

主辦單位  生物資源學系 舉辦地點 
苗栗縣蓬萊溪生態園區、四十二份湧泉自

然生態步道及向天湖等地點 

人數統計 
(校內) 

參加人數 
師生計 29人 

(校外) 

參加人數 
0 人 

活動內容 

本次參訪活動為配合水棲昆蟲生態學及實習課程進行，即介紹不同水域環境昆

蟲種類、形態、生態及與人類關係之課程，該活動旨在使學生體驗流水域(河川)與

靜水域(濕地)的生態環境及辨認物種外，並瞭解此兩種水域生態與保育的重要性，

以達到學以致用的效果。 

藉由此次參訪活動至野外進行觀察，讓學生可以結合上課內容，且對水棲昆蟲

有更進一步的認識。參訪地點包括苗栗縣蓬萊溪生態園區、四十二份湧泉自然生態

步道及向天湖等地點，其中蓬萊溪為中港溪的上游，溪流兩側有天然林與桂竹林混

生，且三地沿途皆有生物相豐富之水域環境，適合學生進行野外觀察。因此本次活

動特別選擇蓬萊溪生態園區，並結合鄰近之向天湖與四十二份湧泉自然生態步道為

參訪地點。 

戶外教學活動行程由老師帶隊，針對蓬萊溪與四十二份湧泉所觀察到的物種進

行講解與辨識，之後將參訪地點所觀察之物種整理如下。 

(一) 蓬萊溪與周邊的生物種類： 

(1)水棲昆蟲：白痣珈蟌、短腹幽蟌、鼎脈蜻蜓、水黽等。 

(2)蟹類：拉氏青溪蟹。 

(3)魚類：馬口魚、台灣石𩼧魚、粗首馬口鱲等。 

(4)水鳥：夜鷺。 

(5)爬蟲類：黃口攀蜥、台灣草蜥等。 

(6)陸生昆蟲：黑翅螢、菱蝗、紅紋沫蟬、荔枝椿象、大星椿象、蠼螋、草蛉幼

蟲 (蚜獅)、尺蠖蛾、步行蟲、捲葉象鼻蟲、虎甲蟲、豆芫菁、臭巨山蟻等。 

(二) 四十二份湧泉自然生態步道與周邊的生物種類： 

(1)昆蟲：黑翅螢、蓬萊棕天牛、十三星瓢蟲及淨水域之紅娘華。 

(2)青蛙類/蟾蜍類：金線蛙、拉都希氏赤蛙、梭德氏赤蛙、貢德氏赤蛙、褐樹

蛙、布氏樹蛙、面天樹蛙等。 

(3)鳥類：黃嘴角鴞(叫聲) 、台灣藍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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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成果 

        學生對於此次參訪行程給予許多正向的回饋，其中部分同學在問卷中，提及此

次參訪活動與課堂上的講述內容，可透過戶外教學活動，觀察到水域中之生物物種 

(包括馬口魚、台灣石魚賓魚、粗首鱲馬口魚、夜鷺、拉氏清溪蟹、金線蛙、拉都

希氏赤蛙、梭德氏赤蛙、貢德氏赤蛙、褐樹蛙、布氏樹蛙、面天樹蛙及淨水域之紅

娘華與水黽等)外，以及在第一日的夜晚，於四十二份湧泉濕地周邊環境可欣賞黑

翅螢閃閃發光的風采，表示鄰近地域環境品質佳；另有多數的同學認為透過此次活

動，除了認識水域中之生物與增進人文藝術的素養外，也讓他們有機會親近大自然

與健身的機會，覺得不虛此行。 

        其次，附上學生簽到單如附件一，學生參訪心得如附件二。再者，從問卷調查

結果，得知高達 90% 的學生滿意此次的戶外教學活動 (附件三)。 另有部分學生對

參訪活動過程提出建議，如未來在籌劃該課程參訪活動時，增加野外生態觀察的地

點與安排昆蟲館等單位的參訪。 

活動滿意度 

問卷結果 

       本次活動學生滿意度問卷調查(參與人數 有 28 人，問卷回收 20 份)結果如附件 

三。 

(一) 學生組成為生科院生資系 (60%)、水生系 (15%)、管理學院生管系 (10%)與農學

院動科系 (10%)、農場管理進修學士學位學程 (5%)。 

(二) 學生對此次參訪活動之問卷調查結果概述如下： 

1. 對本次參訪活動解說人員/老師之滿意度，非常滿意佔 75%，滿意佔 20%，尚可

佔 5%。 

2. 對本次參訪分享內容滿意度，非常滿意佔 65%，滿意佔 25%，尚可佔 10%。 

3. 對此次參訪時間及地點安排滿意度，非常滿意佔 65%，滿意佔 30%，尚可佔

5%。 

4. 認為此次參訪活動對於增進個人知識能力滿意度，非常滿意佔 70%，滿意佔

15%，尚可佔 15%。 

5. 整體而言，對本次參訪滿意度，非常滿意佔 75%，滿意佔 15%，尚可佔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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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剪影 

  
圖一、蓬萊溪自然生態園區合照 圖二、老師講解蓬萊溪之水生生物 

  
圖三、蓬萊溪一隅 圖四、向天湖一隅 

  
圖五、老師講解向天湖周邊之昆蟲相 圖六、四十二份湧泉合影 

  
圖七、四十二份湧泉合影 圖八、四十二份湧泉棧道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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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觀察四十二份湧泉之生物相 圖十、老師講解四十二份湧泉之生物相 

  
圖十一、黑翅螢 (Abscondita cerata) 圖十二、白痣珈蟌 (Matrona cyanoptera) 

  
圖十三、鼎脈蜻蜓 (Orthetrum 

triangular) 
圖十四、金線蛙 (Pelophylax fukienensis) 

  
圖十五、金線蛙 (Pelophylax 

fukienensis) 
圖十六、貢德氏赤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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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七、拉都希氏赤蛙 圖十八、螢火蟲發光 

 

 

圖十九、拉氏清溪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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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簽到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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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學生參訪心得彙編 

1. 實際探訪自然能與上課所學知識結合，使印象更加深刻。 

2. 這次的參訪很開心，本來參加系上的類似活動都會覺得好累，大家都爬好快好像都不會

累，但這次就覺得吸收到好多有趣的知識，不太會累欸，在溪流時分辨魚的時候的一些

小驚喜。 

3. 此次活動的彈性很高，能自己決定活動內容很棒。 

4. 本次實習讓我獲益良多，與老師一起走讓我們了解許多文化，以及生態相關知識。 

5. 而我本身比較喜歡植物，但聽老師以及房東伯伯的解說，讓我更加喜歡蓬萊溪美麗的生

態，不只是植物，包括整個生物的群落、生態結構等等。以後如果還有機會，一定還要

再到陶然山莊，然後去美麗的蓬萊溪，觀賞大自然帶給我們的奇景。 

6. 親身體驗自然環境，課本上的知識在眼前如實呈現，感覺很棒。 

7. 這次參訪很開心，不只看到很多昆蟲，還學到許多客家知識，非常充實的兩天。 

8. 感覺這次出去看到了很多平時不會去注意的昆蟲，也練習著看看身邊的植物，尋找藏在

植物上的生物，也更認識了溪流水域旁的植物與昆蟲，果然有看到真實的樣子印象會比

較深刻，還有能看到螢火蟲真的很開心。 

9. 這次參訪中，路上的各種昆蟲植物老師都會詳細介紹，能夠學到如何根據特徵辨認物

種，並且也能夠和其他同學互相學習。 

10. 我覺得在苗栗看到很多平常看不到的昆蟲和動物，很好玩也有學習到知識，在高中畢業

之後就沒有機會再來溪邊參訪，所以這個真的很難得也很棒的經驗。 

11. 我之前看的螢火蟲都不會去分雌性和雄性，經過老師的講解，我知道怎麼分雄雌，樹蛙

也可以分的出來一些品種，例如：金線蛙、貢德氏赤蛙。在水上也看到很多種魚，可惜

不能下溪抓魚，而且也沒有下雨，溪水都乾涸了，感謝老師的講解和認真，我會一直記

住這個難忘的經驗。 

12. 我高中以前也經常會像這樣跟爸爸一起去野外觀察自然，甚至有時候露宿野外也會遇到

山羌或是野豬，或是看到猴子等昆蟲以外的生物，不過包含這些動物在內，其實大部分

的生物我是叫不出名字的，但畢竟並沒有學習過這方面的相關知識，而台灣昆蟲的種類

更是五花八門；雖然沒辦法下水，但我也因此能觀察到了環境復育的成果，像是馬口魚

等魚類游泳的模樣，此外在老師的解說介紹之下，我也認識並看到更多種類的生物像是

金線蛙、黑翅螢，度過了一個充實的週末，感謝老師給予我們這次機會進行野外生態觀

察，對我來說真的是一次難得的寶貴體驗。 

13. 本次參訪讓我實地觀察了溪流的上游生態，雖然腳傷無法去觀察螢火蟲，我還是學到了

許多知識。 

14. 這次的參訪是個很特別的體驗，讓學生利用自己所學的知識發揮的淋漓盡致，也能不斷

的從旅程中跟朋友同學互相交流自己所學過的東西，真的是很棒的旅程，識別果然還是

要出外走過看過才行呢！ 

15. 認識了一些昆蟲以及植物，除此之外也增進人文藝術方面的素養（逛客家文化園區、三

義木雕等）也有健走的行程，可以當運動。 

16. 課堂除了在紙本上看東西，能在實際上看到以及操作，是很棒的事情，多出去走走看

看，也增加見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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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對於此次參訪其實行程都不錯，天氣也都很好，美中不足的是太久沒下雨了，河裡的水

量都不足，有些可惜，不過依舊可以找到許多生物，老師也會一一介紹，行程讓人滿

意。 

18. 了解溪流生態以及昆蟲的形態特徵。 

19. 這次參訪不只有學到昆蟲，也有看到了金線蛙、台灣藍鵲等其他物種，讓我親眼看見真

的是很神奇，但希望下次能夠安排其他地方，因為客家文化館有點無聊。 

20. 其實也沒學到很多，倒是感覺像是旅遊，最有印象的應該就是黑翅螢和金線蛙吧。 

21. 增加了一次野外採集的經驗，體力消耗很多，有運動到。 

22. 第二天地點有太多遊客，會看不到野生動物，所以希望是那種比較少人去的地方。 

23. 實際看到了課本上描述的水棲昆蟲的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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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活動滿意度問卷結果 (20則回應) 

 

性別 

 
 

參與學生科系 

 
 

問題 

 
 

45% 

35% 

15% 

5% 

基本資料：性別 

生理女性 

生理男性 

其他 

(空白) 

60% 15% 

10% 

10% 

5% 

科系 

生物資源學系 

水生生物系 

生物事業管理學系 

動物科學系 

農管系 

75% 

20% 

5% 

1. 您對本次參訪解說人員/老師的滿意度為何？ 

非常滿意 

滿意 

尚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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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25% 

10% 

2. 您對本次參訪分享內容滿意度為何？ 

非常滿意 

滿意 

尚可 

65% 

30% 

5% 

3. 您對此次參訪時間及地點安排滿意度為何? 

非常滿意 

滿意 

尚可 

70% 

15% 

15% 

4. 您認為此參訪對於增進個人知識能力為何? 

非常滿意 

滿意 

尚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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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請問您對於本次參訪有其他建議嗎？ 

(1) 住宿的地方有蟑螂，好累哦 

(2) 生態非常豐富，希望還有機會參加這樣的活動 

(3) 第一天的行程很緊湊，會有點累。 

(4) 住宿環境有點過於生態了（有蟑螂跑出來），但其他都還不錯（伙食、洗澡），老闆

老闆娘人也好。 

(5) 三義的停留時間太長了 

(6) 希望可以有別的步道安排 

(7) 覺得博物館的行程有點不必要而且時間也很短，希望生態調查的部分可以增加 

(8) 希望不要太多旅遊景點 

 

7. 請問您希望辦理與哪些主題相關之參訪？ 

(1) 昆蟲館 

(2) 海洋生態 

(3) 與生態有關的我都喜歡 

(4) 魚類 

(5) 溪 

(6) 更多步道，可以實際透過觀察來了解昆蟲的景點 

(7) 生態採集 

(8) 和採集相關皆可 

(9) 水環境課程相關 

75% 

15% 

10% 

5. 整體而言，您對本次參訪滿意度為何？ 

非常滿意 

滿意 

尚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