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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構）介紹
有鑑於國內較有系統及大規模的天
文教育館多集中於中北部，為了提供南
部民眾天文教育的學習環境，同時縮短
城鄉教育資源落差，臺南市南瀛科學教
育館（以下簡稱科教館）因而建立，身
負天文知識的傳播與教育之責。
自91年以來，推動選址、規劃、興
建及營運，由大內區曲溪社區北天宮無
償提供廟地興建，順應山坡地形設置3
大主題館，其位置光害低且周邊視野遼
闊，除了擁有天文觀星的優良自然環境
外，更具有豐富的生態及社區文化景
觀；館區內保留90%原始次生林相，人
工構造物僅占2%，以低生態破壞方式
規劃，保存原始多樣性動植物，呼應國
際西元2010年《生物多樣性公約》「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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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倡議」而建。科教館於102年6月29日
全區正式營運，並於106年2月通過環
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營造一個結合環
境、天文、科學、人文與生態之多面向
的天文環境教育展館。
科教館以館區內天文觀測館、天文
展示館、星象館及戶外生態區為基礎，
透過整合各區特色來推展環境教育業
務。天文觀測館含平頂觀測室及圓頂觀
測室，內有平地最大口徑76公分望遠
鏡，可作天文環境觀測與研究之用，每
週六夜間開放民眾免費觀星及導覽服
務。天文展示館為常設展覽區，各樓
層主題為1樓「發現地球生命」主題、2
樓「太陽系及八大行星」、3樓「探索
宇宙」及地下1樓兒童益智探索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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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故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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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環境教育事蹟
科教館由共生、傳承及擴散3大主
軸出發，致力於推廣星空保護的環境教
育，營造兼具天文觀測、教學與永續經
營生態環境，成為臺灣星空教育的基
地。

機關（構）組

供環境變遷議題、探索生命與宇宙奇觀
之互動式展項。星象館內有全天域球
幕3D劇場，呈現虛擬實境星空，透過
Uniview專業導覽，讓民眾跳脫時空限
制，感受宇宙星空的震撼，啟發學習天
文環境教育。
戶外生態區之環山步道則有喬木、
灌木及草本植物，構成一片完整的低海
拔林相。其間有許多臺灣特有種動植
物，如「岩生秋海棠」「臺灣魔芋」
「五色鳥」等，藉由依山形而設之步道
全程500公尺，保存在地生物多樣性；
生態滯洪池提供水生動植物生長，可觀
察蛙類、螢火蟲及蜻蜓等昆蟲。
在地理位置方面，科教館座落於曾
文溪流域，周圍河階及曲流發達，鄰近
「月世界」惡地地形，並與農業發展的
二重溪社區（曲溪及二溪社區）毗鄰，
可看見傳統三合院建築特色，將在地環
境生態、社區文化、在地產業透過鄉村
生態旅遊之結合，搭配館區內夜間可直
接進行星空導覽，讓民眾重拾兒時的摘
星夢，共同打造臺南市大內區為「星星

營造天文環境教育場域
科教館建築本體為綠建築，採用雙
層屋頂及太陽能板達到節能減碳效果，
館區內設置「三級」污水處理場，將處
理過之放流水用來澆灌，達到零排放、
保水、綠化及健康之目的，並融入於館
內環境教育課程中。
同時每年主動提撥新臺幣（下同）
225萬元發展環境教育相關軟硬體設
備，優化環境教育設施及場所布置，更
成為全臺首間天文環境主題之環境教育
場域。

員工自我增能及參訪環境教育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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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週六提供免費夜間觀星

天文遊俠到校推廣

健全環境教育工作組織
持有環境教育人員認證比率達館內
編制人力20%，並組織環境教育小組，
安排戶外學習、環境教育場域觀摩、讀
書會及外機構培訓等多元化學習，增進
環境教育實務之經驗拓展及知能成長，
同時結合325名志工，積極培訓及鼓勵
取得環境教育人員認證，共同推動環境
教育業務。

發展環境教育課程多元面貌
結合天文與環境關係，發展環境教
育課程，且運用高科技星空觀測技能，
從觀察認識宇宙運行之平衡與和諧，導
引學習者珍惜地球的情意和覺知，並延
伸到正視光害的態度，誘發其思考解決
光害的行動與方法。而課程設計從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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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星雨觀測活動

國教階段到親子階段，
採適齡適性教案設計，
而教案與活動內容設計
融入桌遊、遊戲、繪本
導讀及光度計操作等多
元方式，並透過與館內
營隊、親子套裝行程及
輕旅行專案等活動結
合，讓學員從生活興趣
中學習，參與課程學員
達4千餘人，預約學習6
千人，一般活動參與民
眾更達2萬8千餘人。

善用科技傳遞環境教育
館內建置ibeacon定位導覽APP，民
眾可直接運用即時定位導覽，同時星象
劇場提供Uniview星空導覽，配合3D及
2D影像，隨著導覽員解說，翱翔於宇
宙之中，瞭解地球資源之可貴，從而落
實日常環境保護工作。此外，結合關懷
台灣文教基金會等民間團體或企業合
作，透過虛擬實境、擴充實境等新穎科
技，進行天文環境教育推廣，引發學習
興趣。

跨域整合環境教育推廣
對於推廣大眾環境教育更是不遺餘
力，主動由館內走出館外，每年辦理路
邊天文4場次，服務民眾達6千人次；結

展示館與星象館俯瞰

培訓環境教育講師

專業教師研習活動

體驗環境教育課程-小巧思辨方位

5

機關（構）組

光，照亮了四周，讓人們得以辨識
環境。在地球形成之初，照耀地面的是
太陽及其他星體的光線，隨人類發現了
火、覺察了電、發明了電燈，光明籠罩
地面的時間越來越長，伴隨人類開發環
境的區域不斷擴增，光線分布的範圍也
越來越廣，照明除了提供生活上的便
利，也帶給人們心理上的安全感。而當

人們察覺地球資源有限，逐漸重視空
氣、水源、土壤及廢棄物污染之時，一
場無聲無息的另類環境危害「光害」，
卻在不知不覺的情況下逐漸蔓延。
不知何時，原本在夜晚抬頭仰望即
可看到的滿天星斗，如今已是難得一
見，人們過度依賴或毫無節制的使用照
明，於是夜空裡最明亮的不再是天際的
星星或月亮，而是人類自身所構築出那
絢爛奪目的人造光；能源悄無聲息地被
浪費，周遭環境的生態默默地被影響，
但一切基於人類的安全考量，這細微的
改變卻似乎被感覺不是那麼重要。然
而仍有少數人察覺「星空」也是屬於
環境中的一部分，不該因為人為的開
發，剝奪了這份應該傳世的重要資產。
國際暗天協會 (International Dark-sky
Association) 逐步宣傳人們重視光害的
影響，同時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近年也陸
續將某些城鎮審核劃定為「國際暗黑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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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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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觀光旅遊局及周邊景點連結，如樹谷
生活科學館、走馬瀨農場、虎頭埤風景
區等，推動區域合作環境教育推廣行
程；更與國立臺南大學、二溪國小、大
內國中及晨光天文學校群等發展環境教
育課程，進行師資及志工培訓、年度特
色主題式教材教具發展、大專學生實習
方案等工作，建立教育資源共享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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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保護區」，藉由照明習慣或行為的改
變，保護星空，以防治光污染。
古今中外，天空裡的太陽、月亮或
星空，莫不是帶給人們在文學或藝術激
發靈感的來源，諸如李白的《月下獨
酌》、莎士比亞的《十四行詩》亦或梵
谷的《星夜》，就連現下影視娛樂也
可略窺其影響。德國哲學家康德曾道：
「世界上有兩件東西能震撼人們的心
靈，一件是我們心中崇高的道德標準，
另一件是我們頭頂上燦爛的星空」。為
了讓這美麗的星空不因光害而漸漸消
失，科教館責無旁貸，藉由天文專業進
行環境教育之發展，結合學校、民間社
團及企業之參與，辦理各式活動與課
程，使人們體現環境與星空之美，從而
興起防治光污染與保護星空之意識，進
而改變行為，以友善方式來對待地球環
境，藉由全民共同努力，找回天空中星
體的光芒，共同守護這片「南瀛星故
鄉」。
希望透過教育的力量，建構民眾對
於環境保護的正確價值觀，連結生態衝
擊、能源運用、星空文化遺產、安全維
護等軸向，達到教育推廣之責。導引學
習者珍惜地球的情意和覺知，並延伸到
正視光害影響的態度，以及誘發思考解
決光害的方法和行動，契合環境教育系
統性之學習目的和方法。我們相信，環
境教育就是讓生命感動生命，藉由持續

學員分享守護星空的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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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斷地推廣，引領民眾一同尋回那在璀
璨星空下的震撼與感動，並將這名為
「星空」的珍貴資產永傳於世。

未來展望
科教館將天文科學、環境教育、觀
光休閒及自然資源進行結合，營造兼具
天文觀測、教學與永續生態環境的教育
園地，創造「友善環境、啟發覺知、共
享資源、合作共榮」四環相扣的守護星
空願景目標。

自我充實成為環境教育場域標竿
以型塑及營運成為環境教育標竿場
域，在環境教育人力目標方面，將薦舉
科教館至少半數員工獲得環境教育人
員認證，並訓練環境教育專業志工講
師；積極完備四大系列特色課程開發
（光害、太陽系的環境變遷、史地、生
態），使課程內涵具有創新性、啟發性
及多元性。

積極結合夥伴共同推廣環境教育
未來將積極結合社區產業、傳統信
仰、人文歷史，培訓社區導覽人力，推
出大內低碳生態旅遊模式；每年仍持續
結合在地小學推動天文環境教育實驗小
學，發展特色本位課程，同時結合企業

植物染手作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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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構）組

與夥伴共組環境教育幸福聯盟

社會責任及民間社團，共同積極服務偏
鄉及弱勢族群；加入臺南市環境教育幸
福聯盟，強化夥伴合作關係，透過觀摩
學習增進教學實務的成長；積極與雲嘉
南環境教育區域中心合作，進行課程發
展專業培訓。

多元推動在地特色環境教育活動
與在地二溪小學共同開發天文環境
教育實驗小學，讓學童適性發展，同時
培養多元師資，讓學校經營特色化；與
社區結合，創造Tbike與自導式學習的
旅遊方式，擴展並建立社區及在地環境
APP導覽，讓遊客自主走訪探索，親身
體會農村文化；鏈結臺南市橘幹線公車

環保火箭製作活動

周邊學校、博物館及環境教育場域的漫
遊學習方式，實踐節能減碳，以搭公車
學習環境教育場所及博物館的專業特
色。

接軌國際，共同投入星空守護
行動
持續精進教案的發展，引進編撰國
際教案進行教學，教學視野國際化，並
與時並進；自106年逐年辦理天文環境
教育研討會，結合國立中央大學光電所
和臺灣親子觀星會，向大眾提倡重視光
害的嚴重性；同時加入成為國際暗天組
織會員，共同推廣光害防治及環境保護
教育，讓臺灣接軌國際星空守護作為。

VR科技到校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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