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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構）介紹
八里地區位於淡水河口左岸，北有
臺灣海峽、南有觀音山，自然環境豐
富，不僅擁有海洋環境、山林環境，也
擁有河口環境及平原環境。觀音山為史
前人類的大獵場，提供人類所需的植物
與動物資源，而臺灣海峽及淡水河口豐
富的漁產不僅能提供從古至今的人類使
用，周邊的生態環境亦是重要的環境教
育資源。
新北市立十三行博物館是北臺灣第
一座考古博物館，建於國定十三行遺址
旁，一側面臨臺灣海峽及挖子尾自然保
留區，另一側面臨觀音山與重要文化資
產國定大坌坑遺址，周邊亦有許多史前
遺址及歷史建物，可謂位於八里人文地
區的核心地帶。建築的設計理念來自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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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發掘及先民乘船渡海來臺的意念，
整體建築呈現過去先民對於自然的崇
敬，以及文化資產保護的重要性。
考古與歷史是發掘過往人類與自然
環境互動共生留下的珍貴資產，文化保
存則是將此種知識與資料保留，予以後
人認識及學習的方法。該館保存及展示
十三行遺址出土文物，常設展示內容即
在於記錄遺址的發現與搶救發掘經過，
並陳列遺址發掘出土文物，利用多年來
的研究成果，呈現八里地區史前住民的
生活面貌，以及其豐富的文化內涵。該
館為響應推動環境教育之決心，除考古
教育核心業務推動外，就文化保存中物
質文化、人文社會與民俗文化等三類範
疇，以人類對於環境的應用、人類對於

文心

推動環境教育事蹟

屆國家環境教育獎

4

落實環境教育終身學習

機關（構）組

每週的星期二為樂齡日，結合八里
在地資源，以「永續環境‧樂活八里」
為主題，辦理永續生態健步一日遊、柚
見幸福十三行一日遊、下罟里活力健
走、跟著甲蟲森呼吸、林梢翱翔漫步行
及芝山岩踏青之旅等銀髮族環境教育活
動，帶領長者體驗環境教育的樂趣。該
系列活動的效益，不僅讓更多人認識環
境保護與文化保存，也讓十三行博物館
的合作夥伴，一同行銷各自的環境教育
特色。

落實環境教育終身學習「銀髮族民眾參與柚見幸福活動」

與大崁國小合作環境藝術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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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的適應，以及人類在不同文化時期
的環境倫理觀等文化保存面向相關議
題，發展環境教育及推廣行動。
自開館13年以來，致力於推廣及教
育文化保存的重要性，每年都會舉辦環
境教育特展、學習體驗、影展、出版
品、遺址推廣、學習遊戲和節慶等活
動，在不同面向呈現文化保存的功能，
並經常舉辦多元且豐富的活動，以有
趣、輕鬆的遊戲方式，引發不同年齡層
民眾對考古及文化的興趣，以動手做的
方式參與文化互動，從中學習文化保存
的重要性，並首創環境保育、文化保存
和創新思維結合的活動，透過環境行動
實踐該館在保存與創新的努力。

樂齡日「95歲的老奶奶
認真串珠」

與大崁國小合作「點點梅花鹿環境藝術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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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長坑國小合作環境藝術創作

結合在地學校共同辦理環境藝
術創作

護八里永續、樂活及美麗的生態環境盡
一分心力。

過去觀音山上有許多梅花鹿，十三
行博物館以在地生態、生物多樣化的角
度，結合生態保護、文化保存及藝術創
作力量，由博物館員、生態保育專家、
臺北藝術大學師生，以及布農族工藝家
巴拉卡夫先生，帶領八里長坑國小及大
崁國小師生走進環境藝術的領域，一起
用天然木頭重現消失的梅花鹿，以專題
演講、說故事、共同參與的方式，讓師
生及家長認識古代八里環境，以及梅花
鹿復育的過程，藉此喚起參與者對這塊
土地的歷史記憶和情感，瞭解生物多樣
性與生態保育的重要性，並且願意為維

赴日辦理環境教育特展，增加
國際影響力

透過觸摸體驗，讓參與者更
瞭解十三行文化及古代人的
生活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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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自原始時期便生活在自然當
中，適應環境與自然調和，利用各種資
源令生活更豐富便利，孕育出獨特的文
化。在臺灣初期，原住民利用植物纖維
織布為衣，後因工商業發達，導致其文
化曾一度面臨斷層；但在近年的文化
復興潮中，得以再現，並持續被傳承下
去。104年秋天十三行博物館在日本宮
崎縣辦理「美、技、祈～臺灣原住民的
植物利用與南九州人的輕石利用」環境
教育特展，從考古學視角介紹南九州人

泰雅族群文化織藝體驗，落實文化保存

赴日環境教育特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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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自然的關聯。臺灣與南九州的人們，
於各自的自然環境中與自然共生，利用
身旁的天然材料塑造出屬於自己的獨特
文化，希望讓參觀者理解環境適應與獨
特文化的形成與傳承。

培訓在地學生，環境教育扎根
每學期固定培訓20位八里國中生，
觸發學生對文化保存產生認同感，由覺
知到改變行為，進而付出行動，讓環境
教育種子扎根。針對八里國中參加十三
行導覽社的學生安排19週課程，讓在地
學生都能說出八里過去的故事，也能讓
導覽解說的對象更易接受與理解，進而
重視文化資產與自然的重要。

「綠色騎跡」活動，增加綠色
旅遊消費效益
由淡水、八里兩地熱情店家發起
「綠色騎跡—2013 FUN慢遊卡」及
「2014—2015單車慢遊集點活動」，製
作迷你酷卡及放大地圖，內容詳細介紹
淡水及八里自行車友善空間，並介紹八
里與淡水的美食及旅遊資訊，為淡水河
沿岸的自行車騎士增添新的旅遊玩法，
組合出更多更豐富的騎乘路線；酷卡除
了可以紀念收藏外，只要向店家出示慢
遊卡，不論是實體的酷卡、自官網下載
列印，或是直接透過手機秀給店家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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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分享體驗古代人泥條盤築法與環境
關係的心得

培訓在地八里國中學生解說員

都可以享受店家自訂的優惠，鼓勵民眾
以「慢」活方式騎乘自行車。慢遊綠色
環保夥伴有50店，皆為推廣慢遊低碳概
念的服務站，提供專屬慢遊小酷卡，讓
觀眾獲得在地第一手店家訊息，強化旅
遊印象，增加綠色旅遊消費效益。

國際公益環境教育活動，有益
永續發展條件創造
十三行博物館連續4年與德明大學
的國際志工服務團隊合作，前往菲律賓
村莊及小學進行服務活動。合作模式依
館內年度主題作為根據，如人面陶罐、
臺灣原住民族傳說與海洋故事等題材，
設計文化教育課程與教具，並針對該團
隊成員進行多次的特別訓練。透過體驗
實作課程，當地學童開心學習，並瞭解
臺灣古代人類與自然共存的生態智慧。

透過跨機關合作，擴大環境影
響力
為響應世界海洋日，十三行博物館
以鄰近海洋的優勢，以及成為環境永續
發展宣導者的認知，與荒野保護協會合
作辦理海洋影展，播放多部有關海洋資
源的影片，引導觀眾思考人類使用海洋
資源的行為；透過配套活動的舉辦，加
深民眾對海洋的認識與體驗海洋的聯
想；藉由影片的教育力量，帶領民眾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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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朋友繪製陶罐

考海洋環境資源與依海生存的人及生物
的未來，從而瞭解保護環境與海洋的重
要性。另外，與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合
作「愛上大海我的家」活動，藉由科學
教育與考古教育不同類型博物館的體
驗，帶領3,000位觀眾認識海洋生物及
考古文物。

推動心得
這幾年，十三行博物館持續關注環
境議題，引入環境教育的概念與作為。
根據環境教育目標，本館推動環境教育
特別強調在真實環境中進行文化保存教
育，設計有關文化保存的知識、態度與
技能的課程，以及為實踐永續環境而進
行文化保存教育等3大內涵。我們設定5
項目標發展方向及具體推動10大策略，
包括提升環境能量、強化館際交流、建
構環境教育根基、尊重多元文化及打造
環境教育據點等。
此外，博物館在推動環境教育的過
程中，深知跨域合作可擴散環境影響
力；因此，透過共同辦理環境教育活
動、環境教育經驗分享及共同行銷環
境教育等方式，締結夥伴關係，相互

18

成長，並藉由環境資源中心
合作夥伴的協力，辦理演示
與體驗課程，讓參與者從親
身體驗及動手做，瞭解人與
環境、人與自然、人與土地
的互動關係。而其效益，簡
單來說，從協助獲得成長，
經由合作獲得雙贏，再由分
享讓環境教育擴散與增加能
量。
本館5年前開始舉辦新
北市考古生活節，每年皆有
60個以上單位參與，設置超
過100個教育攤位。主題包
括公眾考古、動物考古學、植物考古
學，以及今年的環境考古。每位合作夥
伴會依據本館所提的環境教育主題，共
同思考及創作符合主題又具有自我特色
的環境教育課程，也因為這些課程的產
生，彼此也能借鏡對方的課程設計，轉
化為自我的環境教育課程，成為一種標
竿學習，例如臺灣與日本的史前人類都
懂得鑽木取火，透過日本夥伴所展示的
鑽木取火課程，本館將之借鏡，並配合
臺灣考古知識，轉化為今年環境教育活
動的重點課程之一。此外，半坡博物館
與卑南文化公園參與本館考古生活節
後，深覺此活動非常適合推廣課程，
因而嘗試舉辦較小型的聯合活動；而日
本的西都原考古博物館夥伴，也在日本
舉辦相似之活動，更因成效良好，今年
將原本兩日的亮點活動，擴大成為一個
月的環境考古學習月活動。本年度主題
以環境考古為核心，讓民眾透過體驗學
習及實作等方式，認識生態場域、傳統
智慧、文化變遷、人與地的互動，以及
環境與藝術。活動內容包含十三行考古
童玩尋寶遊戲，走出博物館圍牆到挖子
尾、觀音山，用身體、汗水去實際感受
八里的生態與文化歷史，並邀請八里在

積極研發多元環境教育課程
發展主題性之環境教育學習活動，
利用互動遊戲、動手作、參與式體驗活
動、動畫影像、數位科技等媒介，宣導
環境教育，達到文化與環境教育雙重扎
根的綜效，培育國人環境倫理，加速環
境教育普及化。

在地出發，持續創新
持續研發適合文化保存之課程方
案，並以「社區的教室」為定位，強化
館方與社區的結合，並透過社區營造、
生態旅遊、到校服務等方式，鼓勵在地
居民、團體、企業及各級學校積極自主
學習與改變行為模式，共同推動環境教
育，實現永續生活的理想。

4

營造永續、生態、在地的戶外
樂活綠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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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在全球視野、鑑古知今、生態
永續的策略下，達到「深化考古知識與
體驗的環境教育」之願景。

環境教育展示區，深化民眾瞭解園區環
境議題的面向。260坪的新常設展，將
結合親子觀眾、寓教於樂、通用設計、
互動體驗及環境知覺等目標來進行改
善，輔以虛實整合數位科技，提供民眾
一個更優質的環境教育場域。

屆國家環境教育獎

未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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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的4所小學參加考古週活動，與考古
專業工作者共同分享交流考古文化資產
與實務，並以環境節慶的方式到新北市
政府市民廣場，舉辦考古生活節活動。
最後，在推動環境教育的實務經驗
中，我們歸納至少獲得以下5種效益：
關懷當代議題，落實博物館的社會責
任；把考古與環境教育串聯起來，擴增
詮釋考古材料的角度；發展有系統的課
程，提供更精確的博物館教育內容；多
元的跨域連結，擴大博物館的影響力；
發展具體的文化保存作為，發揮考古的
現代價值。

串聯豐富的自然資源，跨接臺北港
特定區生態綠地及左岸風景線等綠色空
間，結盟米倉國小、新北市永續環境教
育中心、八里焚化場及掩埋場等場域，
以綠建築為目標，將緊鄰博物館5公頃
用地規劃為環境考古教育園區，邀請當
年發掘十三行遺址的考古學家加入，復
原史前十三行的環境元素，藉由史前聚
落重現，以及自然生態的營造，讓民眾
走回1,800年前的八里。

打造與國際接軌的文化保存環
境教育基地
持續參與環境教育交流及活動，多
面向整合環境教育資源，著力發展夥伴
關係與培力計畫，深耕文化保存的環境
教育內涵，打造環境教育資訊平臺。透
過持續與國內外各地考古遺址博物館的
觀摩交流與協力合作，增進瞭解人類與
環境歷史互動的知識與技能，養成永續
維護人與環境互動的態度與價值。

整合與更新有關環境教育之展示
結合史前遺址生態環境復原內涵，
以及八里平原環境變遷文物標本，製作

解說老師指導小朋友如何吸鐵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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