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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教育的推廣與實踐—從環境調查到步道建構與活化 

臺北市南港社區大學潘文彬 

壹、 前言 

南港位於臺北東陲，南屏南港山，北伴基隆河，本區早期則有豐富

多樣的埤塘、水田、水圳、草澤、湧泉、溪流…等，令人心曠神怡的溼地

景觀，兼具山水之美，因此也孕育了特殊的地方人文內涵；近年來，南港

的天然埤塘與溼地消逝甚快，連帶影響了地方生物多樣性的喪失，原本是

東臺北的地方特色，如今已不復見，這個議題值得重視。 

我們希望能收集、解讀、傳遞南港在地人文與自然環境知識，讓南

港聚焦並顯出南港的優勢，進而運用這些環境、文化的優勢與特色，彩繪

南港未來的畫樣，發現南港人文產業、歷史文化與生態環境的深層價值，

辦理導覽活動來增加參與民眾對南港自然、人文歷史與產業生態等環境教

育多面向的認識與了解，促進居民與環境之間的連結。 

貳、 從文建會南港埤塘文化祭-喚起南港的「水」記憶 

南港位於臺北東陲，南屏南港山，北伴基隆河，本區早期則有豐富多樣

的埤塘、水田、水圳、草澤、湧泉、溪流…等，令人心曠神怡的溼地景

觀，兼具山水之美，因此也孕育了特殊的地方人文內涵；近年來，南港

的天然埤塘與溼地消逝甚快，連帶影響了地方生物多樣性的喪失，原本

是東臺北的地方特色，如今已不復見，這個議題值得重視。有鑑於此，

我們在 100年申請了南港埤塘文化祭-文化地景影像培力，101年申請了

南港埤塘文化祭-埤塘．環境．人的和諧樂章願景工作坊，計畫以歷史

發展為主軸，以區民共同的生活記憶為枝幹，融合史料、口述歷史、田

野調查、在地經驗等營養素，架構出一套有根有枝葉的南港「水」記憶，

並以永續經營為志業，促進歷史意識和在地意識的結合與發展，並與環

境教育相輔相成，透過影像故事的方式引出前人的地方記憶與知識，激

發並架構環境素養，同時營造出環境教育的知識體系，來建構南港文化

地景。 

經過 100及 101年南港埤塘文化祭的資料收集與建構後，我們發現： 

1.對東臺北的南港區而言：可以發展埤塘文化地景並且可以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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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居民具有豐富土地情感的親水體驗場所。 

2.透過耆老與居民的情感分享，建構了東臺北的地方知識，並作為導覽

解說之用。。 

3.對在地的中小學而言，可提供作為環境教育，並且可以作為校 

外教學的場域。 

4.可凝聚社區向心力，使社區民眾願意開始關心南港埤塘，願意 

加入南港埤塘維護的行列，以達成親水空間環境的建立。 

參、結合南港地景的步道走讀 

古道是先民來往的足跡：埤塘是先民生活的留白 

我們由資料收集與建構後，我們發現埤塘和南港先民開墾息息相關，所

以埤塘是觀察南港先民歷史文化的所在，當我們在介紹南港時，都會先

以南港三大埤塘來做介紹與導覽，南港的埤塘文化可以說是南港重要的

文化地景之一。 南港的山區步道，都是先民當時重要的行商以及貨運

道路，在這些古道上都留下了先民的歷史足跡，因此古道也是南港重要

的文化地景之一。南港三大埤塘、南港山系的南港山縱走步道、麗山步

道、樹梅古道以及福壽山的更寮古道與大坑茶山的茶文化，這些都是南

港自然生態的重要觀察區域，同時也是南港文化地景的重要觀察點 。 

一、102年與臺北市政府文化局辨理揪遊臺北-台北市生態及人文薈萃南

港區導覽活動。 

當 102年臺北市南港社區大學配合臺北市政府文化局辨理揪遊台北南港

區的步道規劃與導覽，臺北市南港社區大學提出 1.臺北市特色步道統的

桂花吊橋步道，2.臺北市親山步道系統的更寮古道親山步道，3.南港社

大負責規畫的南港好自然-南港老埤之愛溼地步道，共十四場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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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南港社大公共性社團接手規劃-南港社大山水生態社由環境調查發

展南港郊山低碳步道走讀重點工作項目。 

南港社大山水生態社規劃南港區步道系統的方式： 

南港區是由山水所包圍的人文生態城市，環山的步道系統四通八達，同

時具有人文、環境與生態的特性，南港社大山水生態社發展南港步道系

統的方向是將步道規劃為臺北市政府所規劃的步道、南港社區大學自行

規劃的步道以及和其他單位合作所規劃的步道等三種： 

1. 臺北市政府在南港區所規劃的步道系統，包括臺北市親山步道系統、

臺北市特色步道系統、臺北市捷運步道系統等，南港社區大學藉由南

港影像生態社、公民新聞社與專案執行的外出課程所獲得的田野資料，

交由南港山水生態社統合整理後規劃出具有南港特色的步道導覽資

料，並做出教案，在南港山水生態社課程中與學員分享並培訓南港自

然人文生態導覽隊的學員。 

2. 由南港社區大學山水生態社、影像生態社、公民新聞社與專案執行時，

所獲得的田野資料，交由南港山水生態社找尋具有在地特色的元素，

統合整理後規劃出具有南港特色的步道，如南港老埤塘之愛，並做出

教案，在南港山水生態社課程中與學員分享並培訓南港自然人文生態

導覽隊的學員。 

3. 南港社區大學應社區其他組織的需求來規劃的步道系統，臺北市聯合

醫院忠孝院區為了建構南港區系列的健走步道，與南港社區大學山水

生態社共同規劃出具有導覽與健走特性的四條健康步道。附 1、2 

  南港社大山水生態社藉由田野調查與社區導覽來讓學員瞭解社區的人

文歷史與生態環境，促進學員積極關懷社區公共事務，參與社區知識建

構，讓學員產生對美好事物的感動後而有愛社區的觀念並參與社區導覽，

進而為推動保護社區生態環境的公共行動。 



4 

圖 1南港社大山水生態社與其他社團建構地方及環境知識資料庫關係圖 

三、南港社大山水生態社發展南港郊山低碳步道旅遊計畫工作方法 

南港山路步道四通八達又有埤塘溼地環境，都是具有開發成為低碳生態

旅遊的潛力地區，而如何將南港區二十個里、社區發展協會、南港區農

會、南港區老福中心等 NGO與社區組織以及公部門共同來規劃南港低碳

旅遊願景，將南港地區的生態環境與歷史文化等低碳與生態旅遊資源整

合運用，讓南港在地居民能利用步道來達到低碳旅遊的目的，也能夠使

在地居民能夠瞭解在地環境與文化，另一方面也可將南港的低碳步道走

讀向外推廣，讓來參與的民眾可以以低碳、生態以及深度旅遊的方式、

來達到以社大與社區共同推廣環境教育的目的。我們以縱向與橫向目標

共同進行，並以短、中、長期來規畫重點執行項目，重點工作規畫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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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分析及規畫南港區低碳步道 

2. 初期與有經驗單位和有意願參與低碳旅遊的在地社區和學校合作試

辦理多場次的低碳步道旅遊。 

3. 和在地特色桂花節的大坑茶山步道導覽活動結合，來辦理南港大坑

茶山低碳步道旅遊。 

4. .配合南港區特有的山水特色，發展以低碳環保與生態永續為主軸的

旅遊活動，彙編低碳步道導覽手冊，建立導覽路線程序，並將辦理

相關的導覽教育訓練。 

5. 中期目標將推動社區居民利用鄰里郊山來做低碳步道旅遊，並和南

港區各里辦公處、社區發展協會及 NGO、NPO團體，來整合低碳生態

旅遊資源，共同規畫低態與生態旅遊發展的願景。 

 

南港社大山水生態社發展南港郊山低碳步道走讀流程圖 

至 108年共辦理 124場以上步道導覽活動，影響人數超過 3000人。 

附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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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知識深化-南港山水生態社轉化為南港自然生態與人文 

     每個人隨著知識能力的成長都會有基本的環境意識，在不同的文

化社會，人人可能以不同的形式和觀點表述對自然環境的關懷，所以南

港社大山水生態社社團服務，利用實際進入社區踏查以及導覽，來建構

地方及環境知識資料庫，而南港自然生態與人文則將社團課程分成 1.

地方知識 2.科普知識 3.台灣知識來建構學員的學識涵養(如表一)，社

團服務則是與其他公共性社團分工，讓學員利用課程中的在地知識結合

其他課程、社團與專案的田野資料，建構地方及環境知識資料庫。(如

圖二)。 

 

表一南港自然生態與人文課程說明表 

社團課程 

南港自然生態與人文 南港社大山水生態社 

（建構學員學習能力） 

                     ▼                                            ▼ 

南港自然生態與人文 南港社大山水生態社 

台灣知識建構 地方知識建構 科普知識建構 地方知識、環境教育 

地方及環境知識的建構 

           ▼ 

架構地方學知識 發展在地環境人文特色課程 

縱向 環境學程共學平台 橫向 環境社造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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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南港自然生態與人文與其他社團建構地方及環境知識資料庫關係圖 

  

(一) 南港自然生態與人文是將社團課程分成 1.地方知識 2.科普知識 3.

台灣知識來建構學員的學識涵養。 

1. 地方知識(地方文史)：如人文地景概論-北興宮、昭安宮、成福宮

南港煤礦產業聚落的故事。在南港成福路底往登山步道走去有松山

二坑的坑口，他是日治時期南港地區發展煤礦的重要證明，而松山

二坑也帶動了雲林台西移民，並在南港當地形成了聚落與宗教活動，

我們在課程中將這些在地文史用幾個有趣的故事，談南港的煤礦產

業。 

2. 科普知識(知其然也要知其所以然)：加入南港山系調查三年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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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地質、地形與高度對環境的影響觀察，比如南港山系有

300-400M 的高度，會影響低層雲並在迎風面下雨，雨水滲漏至低

窪處形成小池塘，先民將水路引導到人工興建的大埤塘中，這就是

南港三大埤塘的由來。我們從原先耆老收集到資料知道，南港有埤

塘，農田依著埤塘灌溉，聚落也就這樣形成了，而我們將環境觀察

加入，知道埤塘有水，水從何處來。另一例，南港有產煤礦，而南

港的煤礦有屬於濱海相地層的石底層與木山層，而石底層與木山層

是如何產生的，而煤礦礦層為什麼會在石底層與木山層，我們利用

地球科學的故事來告訴學員煤礦從哪裡來。 

3. 台灣知識(通識課程；身為台灣人不能不知道的台灣事)：如從郁永

河談起黑水溝、牛車道和康熙台北湖的故事。有句俗諺說十個人來

台六死三留一回頭，來形容漢人來台的過程風險與艱辛，因為過海

來台會碰到黑水溝、族群械鬥與傳染病(瘟疫)，所以台灣的人文發

展已與大陸原鄉並不相同，而這些發展也都影響著南港的人文發展，

比如我們讓學員進入到田野觀察，就可以了解為什麼安溪移民的土

地公廟可以觀察到媽祖、保儀大夫以及祖師爺。 

4. 南港自然生態與人文的社團服務，不同於南港社大山水生態社，他

是與其他公共性社團分工，由專案及其它公共性社團的走讀調查、

紀錄，讓南港自然生態與人文的學員，利用課程中的在地知識結合

田野資料，建構地方及環境知識資料庫，以供南港低碳步道的規劃、

導覽步道教案的建構以及地方環境、文史資料的出版。 

參、 南港自然生態與人文的未來發展與反思 

近年針對地方及環境知識資料庫，南港自然生態與人文提出了分工

的概念，利用專案、影像生態社、公民新聞社與田野調查等課程的走讀、

調查建構基礎資料，利用社團服務再整理與規劃出導覽資料與出版資料，

以供導覽步道規劃與出版資料的依據。並成為來年出版品與步道規劃的

基礎，希望藉由這樣的過程，來開始擴展學員們的世界，希望能讓學員

去感受這樣的美感，將學員對自然現象的美感經驗，進一步走向地方議

題的關切跟行動上，期望能將這股力量轉化架構地方學知識來發展在地

環境人文特色課程，昇化學員們的在地文史能量及環境教育意識，並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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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透過這樣的感受，為生命價值帶來正面積極的影響力。而在這個過

程中也希望能將學員、講師、社團課程與公共議題，以及社大與社區，

建立起支持的網路，藉著這個網路來轉動南港的故事，守護著南港的綠

意，來敲響南港人文生態的交響曲，讓南港之美得以透過支持網絡而持

續運作，讓南港在地居民認識及愛護他們所居住的地方，並期望能將這

股力量轉化為推動捍衛環境正義的批判及反省的能力，這是南港自然生

態與人文的期許，也是南港社區大學想要達到的目標。 

 

 

 

 

 

 

 

 

 

 

附 1 

南港區步道盤點 

臺北市政府規劃 

臺北市親山步道系統 

1.更寮古道親山步道 

2.南港山縱走親山步道 

3.麗山橋口親山步道 

 

臺北市特色步道系統 

1.示範茶廠環山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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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桂花吊橋步道 

3. 栳寮步道 

4. 九五峰步道 

 

臺北市捷運步道系統 

1.北興宮步道 

 

臺北市南港社區大學規劃南港好自然 

1. 四分溪親水步道 

2. 南港好自然-南港老埤塘之愛 

3. 帶動南港繁華的過往-中南街 

4. 帶動南港繁華的過往-港仔口 

5. 南港好 YouBike 

 

健康步道 

1玉成公園樂活步道 

2南港公園樂齡步道 

3.百福公園樂福步道 

4.北興宮樂動步道 

 

附 2 

南港山水生態社發展南港郊山低碳步道列表 

 步道名稱 步道特色 步行時間 潛力特色 

1 南港好親山-更寮

古道尋幽導覽 

清領的瞭望台․

日治的高砲陣地

․螢火蟲生態 

2 小時 文史․自然生態豐富 

2 南港好親山-南港

山縱走步道尋幽

導覽 

往來六張犁和深

坑石碇的重要山

路 

2 小時 文史․自然生態豐富 

3 南港好親山-麗山

橋親山步道 

臺北市親山步道 1 小時 30 分 文史․自然生態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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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南港好休閒-大坑

茶山桂花林步道 

桂花林․茶園․

茶農家 

1 小時 30 分 文史․自然生態豐富 

5 南港好休閒-大坑

茶山環山步道 

景觀台․自然生

態 

1 小時 自然生態豐富 

6 南港好休閒-桂花

親水步道 

親水景觀․自然

生態․螢火蟲生

態 

1 小時 自然生態豐富 

7 四分溪親水步道 北市第一條封溪

護魚河川․螢火

蟲生態 

2 小時 文史․自然生態豐富 

8 樹梅古道 原始․未被開發

破壞 

2 小時 文史․自然生態豐富 

9 南港好自然-南港

老埤塘之愛 

思古․念今 1 小時 30 分 文史․自然生態豐富 

10 南港好懷古-帶動

南港繁華的過往-

中南街 

思古․念今 1 小時 30 分 文史 

11 南港好懷古-帶動

南港繁華的過往-

港仔口 

思古․念今 1 小時 30 分 文史 

12 南港好藝術-南港

藝術漫遊 

思古․念今․藝

術 

1 小時 30 分 文史․藝術 

13 南港好 YouBike 思古․念今․藝

術․自然 

2 小時 文史․自然生態豐富 

14 玉成公園樂活步

道 

健康․自然 30 分鐘 健走步道․健康養生․自然生態豐

富 

15 南港公園樂齡步

道 

健康․自然 30 分鐘 健走步道․健康養生․自然生態豐

富 

16 百福公園樂福步

道 

健康․自然 30 分鐘 健走步道․健康養生․自然生態豐

富 

17 北興宮樂動步道 健康․自然 30 分鐘 健走步道․健康養生․自然生態豐

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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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3 

南港社區大學發展南港郊山低碳步道旅遊執行成果 

(一)社區低碳步道旅遊-古道․走過 更寮古道親山步道生態之旅 

(二)社區低碳步道旅遊-包種茶的原鄉-南港大坑茶山低碳體驗旅遊 

(三) 102年臺北市文化局揪遊臺北-台北市生態及人文薈萃導覽活動(共十四 

          場次) 

(四)102年地區文化深耕計畫-大坑茶山低碳步道導覽員培力工作坊 

(五) 102年南港桂花節-茶文化探源-大坑茶山低碳步道導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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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102年 9月 15日四分溪低碳微溯溪 

(七)103年(2016)世界設計之都設計教育紮根計畫-臺北市南港區文化創意街 

         區導覽活動(共四場次) 

(八) 103年臺北市文化局揪遊臺北-台北市生態及人文薈萃導覽活動(共八場 

         次) 

(九)2014南港桂花節 南港地景導覽活動(共十二場次) 

(十)南港山縱走步道低碳旅遊 

(十一)103年為健康而走健走生態趣-南港公園健走導覽活動 

(十二)104年樂齡健走樂活永續在南港-健走生態趣 

(十三)2015臺北市南港區文化地景步道導覽活動 

(十四)古道‧走過 更寮古道親山步道生態之旅 

(十五)2016南港桂花節 南港地景導覽活動(十八場) 

(十六)105年 10月 19日樂齡健走樂活永續在南港-百福健走生態趣 

(十七)2017南港桂花節 南港地景導覽活動(十八場) 

(十八)2018南港桂花節 南港地景導覽活動(十八場) 

(十九)2019南港桂花節 南港地景導覽活動(十八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