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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計畫緣起 

台江國家公園管理處（以下簡稱台管處）自 98年 12月 28日成立以後，即透過家

園守護圈的成立與社區進行合作，為與地方建立長期合作關係，借重耆老之生活智慧

與居民之在地優勢，培育在地人才，以維繫聚落與濕地生態關係，確保地方需求與開

發符合保育發展的方向，並鼓勵在地居民及社團認識國家公園價值、目標，並融入居

民生活及其信仰，激發想法，共同為自己的家園及國家公園生態環境之永續經營而努

力。 

低碳綠生活，代表目前在全球暖化效應，對於國人參與低碳減量重視之程度。所

謂『低碳綠生活』是依據環保署於 2010年具體擬定出低碳社區評估系統的架構，包括

「生態綠化」、「低碳建築/節能」、「低碳交通」、「資源循環」、「再生能源」、

「低碳生活」等 6 運作機能，代表目前在全球暖化效應下，對於國人參與低碳減量重

視之程度，各運作機能項下又分別有 12、28、13、13、14 及 22 等小項，共計 102 子

項目。低碳永續家園推動行動項目表見附件四。且民國 104 年 2 月 2 日濕地保育法正

式公布後，保育的工作更受到國人重視。如何結合台江濕地學校、環境教育的推動、

台江「家園守護圈」之在地居民攜手共同執行生態環境之保護及實現減碳節能生活型

態，是目前共同努力的目標。 

本計畫所在地，城西里原名土城仔之一部份，行政區重行調整後，該里因位於土

城仔之西邊，故取名城西里，沿用至今，俗稱港仔西。城西里東與城南里為鄰，西鄰

台灣海峽，北隔曾文溪與青草里、砂崙里為鄰，南隔鹿耳門溪與四草顯宮為鄰，里面

積約 10.651453平方公里。但本計畫範圍之城西社區位於曾文溪以南、鹿耳門溪以北，

不以國家公園界線為限，包含國家公園範圍內之北竹筏港溪史蹟保存區(為臺灣地 1條

人工開築之運河之一段，目前作為排水道使用)、城西濕地特別景觀區(屬四草野生動

物保護區之一，有紅樹林、水路、鳥類等資源特色)及城西保安林、魚塭等一般管制區。

城西地區以養殖及雜糧農作物為主，冬季時期以捕捉鰻苗協助生計，居民生活不甚寬

裕、人口外流嚴重，又鄰近焚化爐，雖環境條件不佳，卻有豐富之生態景觀及特有的

地景風貌。為協助地方發展及推廣保育理念，實需以「國家公園保育」與「農漁村聚

落」景觀風貌為主軸，結合低碳綠生活之理念，帶領居民朝向以對環境傷害最小的方



式來完成生活中的食衣住行，例如：綠色建築、搭乘大眾交通運輸、植栽本土化及多

元化的樹種、在地食材的運用等，進行城西社區之整體意象與永續發展規劃，保留原

有的村民生活為主。 

城西社區位於臺南市安南區，地處於臺江內海自然資源最豐富之地帶，相較於南

邊的四草及北邊的七股地區有關保育議題的發展，城西社區卻因境內城西焚化爐的設

置而長期犧牲社區的發展，而該地區之社區特色及產業特色以「水產養殖業」及「農

業」為主，而農業又以西瓜種植為最大宗，其它農產品以蔥、芝麻為主，漁產養殖方

面，主要在漁塭內進行，盛產白蝦、虱目魚、石斑魚為主。城西社區的農業以栽種西

瓜最為大宗，瓜農以「疏果」讓最美形的西瓜有養分成熟，會採下多餘的小果醃製成

「西瓜綿仔」，在南部地區富有盛名。 

城西里西鄰台灣海峽，為鹿耳門溪與鹽水溪出海口的中間，有著延綿 4.5 公里的

木麻黃防風林，為台南市面積最大的防風林，防風林內主要的木本植物為人工栽植的

木賊葉木麻黃，林下伴生小型灌木及草本植物，且存有台灣特有屬昆蟲─台灣暗蟬，

林外的海邊灘地也佈滿濱海植物，是一生態豐富的濱海溼地，擁有保安林地和沙質海

岸的豐富沙岸生態景觀，有大量鷺科鳥類棲息與繁殖，且是台灣最大的欖李生育地，

綿延平直的海灘美景，值得開發為休閒觀光勝地。台南大學生態暨環境資源學系張原

謀副教授指出，在防風林內，不僅有台灣暗蟬，還有陸蟹、青蛙等物種，像是個生態

大樂園。台大森林環境學系許嘉軒博士有著豐富陸蟹生態知識，曾協助進行生態調查，

幫忙推動護蟹活動。2018 年 8 月，在台南大學生態系張原謀主任帶領的護蟹行動中，

短短的兩個月即已發現格雷陸方蟹、凹足陸寄居蟹及隆背張口蟹等 3 種台江新紀錄種

陸蟹，顯示城西防風林生態的多樣性，堪稱是台江生態寶庫。黃文伯教授曾指出城西

防風林有以下幾點重要性： 

1. 為台江地區昆蟲物種多樣性最高的棲地環境 

2. 為台灣暗蟬、新紀錄種蟻蛉、蓬萊沙蜂等重要棲息地 

3. 為其他環境昆蟲的度冬棲地，且可能是農業害蟲天敵的庇護所 

4. 為台江地區在多樣性維護、環境教育與生態旅遊上的重要場域 

台南安南城西里海岸，鄰近曾文溪出海口的南邊，有塊突出的岬角，為了防風定

砂，50 年前大量種植木麻黃，形成一塊 100 多公頃的防風林帶。林相經過長期演替，

已經成為次生林，具有森林生態，從底層到樹冠，成為多樣化棲地。近年來因地勢低



窪，海水入侵，在木麻黃林間形成沼澤濕地，再加上人類不斷濫墾、築海堤及堆置消

波塊，造成海岸線內移，木麻黃防風林區域逐漸變小。2016年曾因垃圾掩埋場四期動

工引起廣大的關注，社區居民及台南大學與社區大學多方投入關心，者得以緩開發，

豐富的生態環境得以保留。 

公視記者 郭志榮與陳忠峰於 2017 年 9 月 4 日曾報導城西的一片海岸防風林，原

本即將開發，在眾人努力下，發現珍貴生態，守住防風林棲地。隨著更多生態調查展

開，許多物種被發現，人們才認識，原來在台南濱海，有座生態大樂園。 

台管處網頁亦指出，城西濕地為台江國家公園城西濕地特別景觀區，西南側臨沿

海紅樹林，東南側臨鹿耳門溪，原為養殖魚塭使用，係為保護特有濕地生態景觀而劃

設，105-106 年為了解當地濕地現況而執行鳥類利用調查，調查範圍除城西濕地外，

亦包含周緣區域，概區分為安清路 3 池、竹筏港溪魚塭、北面魚塭、南面魚塭、廟前

魚塭、城西濕地、林澤、防風林與海岸，各區都有不同的鳥類。臺南大學王一匡老師

團隊於 105 年調查記錄到鳥類 29 科 72 種，5 種優勢鳥種依序為大白鷺、小白鷺、蒼

鷺、東方環頸鴴和長腳鷸，調查過程中也記錄到瀕危鳥種黑面琵鷺 26隻次。106年調

查新記錄到 8科 14種鳥類，5種優勢鳥種依序為大白鷺、小白鷺、長腳鷸、白頭翁與

夜鷺，調查期間記錄到黑面琵鷺 71隻次。 

2017 年 8，台管處委託台南大學的台江港仔西生態旅遊工作營，港仔西社區生態

旅遊成果發表會指出，港仔西社區有著台灣發展的源起故事及豐富生態資源，又以台

灣特有種台灣暗蟬最為稀有，港仔西社區是一個鄰近海堤的小村落，五十多年前為了

防風定沙，在港西海岬開始種植木麻黃，面積大約有一百多公頃，海岸森林意外吸引

珍貴稀有的動物棲息，附近居民具有防風林生態保育意識亦熱心參與其中，港仔西生

態旅遊工作營讓許多民眾體驗生態旅遊的樂趣，一起來守護特有的台灣暗蟬吧！ 

2017 年 11 月 5 日，台管處委託嘉南藥理大學「城西社區低碳綠生活」計畫舉行

成果發表會，首度推出居民利用在地特色食材，如虱目魚、白蝦、牡蠣、西瓜綿等，

符合低碳飲食料理的「港仔西海風鱻味餐」，「低碳廚房」理念，是以在地產業特色、

利用當季食材、減少食物里程，將成為生態旅遊特色招牌。 

本案延續 105 年度「城西社區周緣低碳綠生活空間營造、環境教育暨育苗圃培育

示範計畫」與「城西特別景觀區周緣地區環境監測、社區巡守暨生態旅遊遊程規劃示

範計畫」之成果，結合區內生態旅遊路線搭配社區特色餐點，提供旅客全新的旅遊體



驗，本計畫擬透過已初步營造的城西周緣地區低碳綠生活空間，以及初步規劃完成的

四季生態旅遊行程，加強發展區內一系列資源應用與旅遊模式，由點的設計，串聯周

遭區域景觀遊憩資源，擴展成全面性生態遊憩區域，供旅客全新的旅遊體驗，主要策

略為運用社區在地資源並結合社區的力量，成為社區新亮點，做為台江國家公園生態

旅遊發展、環境教育場域、資源永續保育之服務基地，並帶動社區產業發展。同時，

國家公園可藉以活絡園區周邊景點，達到兼顧園區資源保育與協助周緣地區整體發展

之目標，並進一步推廣及深化國家公園永續環境經營的理念。 

二、 計畫目標 

「在地參與」已成為現今國家公園經營管理之策略與生態保育新趨勢，將社區納

入國家公園經營管理及生態保育一份子，並發展綿密的夥伴關係，係因在地居民與當

地自然人文資源關係最為密切，深化環境教育為社區居民對社區鄉土的認識、認同與

實踐，且進一步落實在地保育行動的同時，延伸至園區居民的產業生計。藉由導入低

環境衝擊、訂定環境承載容許量、環境長期監測、凝聚在地情感、利益回饋在地、促

進在地產業發展的社區生態旅遊，建造一個具教育文化、生態保育、平衡產業發展之

低碳綠生活社區。 

因此，本案主要目標為，台江國家公園安南區城西里之低碳綠生活空間與生態遊

程規劃行銷示範計畫，透過計畫的執行，建立在地居民選擇在地、健康及低碳飲食等

觀念，社區培力教育訓練(含低碳社區觀摩參訪)、低碳廚房搭配生態旅遊路線等，以

個人具體作為降低環境污染與破壞之目標，強化民眾對環境保護之重視與實踐。並運

用住民熟悉的語言、習慣及場景進行有效對話及活動設計，導引融入國家公園經營管

理理念，奠定推動社區生態旅遊策略擬定與在地保育巡查資源監測之基礎，創造內在

力量，帶動社區新契機。 

三、 計畫需求 

根據邀標書的要求，以台江國家公園家園守護圈安南區城西里為範圍，並自 107

年決標日起至 107年 12月 31日止，完成下列計畫工作內容： 

1. 蒐集並彙整城西社區周緣地區自然環境、景觀資源、人文環境、遊憩資源、經濟產業、

實質發展現況、低碳廚房使用情形與同心協力農園使用情況之相關資料。 

2. 協助社區辦理臉書粉絲團帳號：協助社區辦理臉書粉絲團帳號，上傳培訓課程照片及



觀摩參訪後的學習感想及成果活動等照片或影片，透過網路行銷，將城西里之產業、

人文歷史、社區風味餐及生態遊程推廣更多民眾瞭解。 

3. 辦理 1 場地方說明會：依計畫發展情況，建議邀請對象包括市政府、區公所、里長、

社區發展協會、地方團體、相關公共設施、公用設備主管(辦)機關(構)，協助社區與

公部門溝通並整合資源及工作項目分工。 

4. 低碳綠生活空間營造改善：於期初報告階段須提出低碳廚房空間改善之內容及經費分

析，空間改善內容須與社區達到共識。社區生態遊程示範暨成果發表會當天需運用低

碳廚房至少製作 1 項地方特色之佳餚產品。 

5. 社區工作會議及旅遊景點盤點與路線規劃：與至少召開 5 次社區工作會議，及 1 次工

作人員實地勘察與試跑。(路線規劃以既有的生態旅遊路線為基礎並加入低碳廚房之

行程導覽規劃)。 

6. 依據當地自然環境、景觀資源、人文環境及經濟產業，設計食譜、研發菜色與課程培

訓：需透過上課討論，設計出具地方特色之佳餚產品至少 8 項，並培訓居民解說並完

成產品製作，上課時數共計 6 場次( 18 小時)。課程表內容、地點及時間應符合社區

實際需求，請經本處核定內容後辦理。 

7. 低碳社區相關概念等環境教育課程培訓：課程內容需與低碳廚房、同心協力農園作結

合，並培訓居民解說，上課時數共計 8 場次( 24 小時)。課程表內容、地點及時間應

符合社區實際需求，請經本處核定內容後辦理。 

8. 低碳社區觀摩參訪：學習低碳社區(至少 2 個社區)之生態導覽解說方式以及社區風味

餐的呈現手法，觀摩參訪結束後，學員們須提出目前社區導覽解說方式與社區風味餐

可以更加進步的方法或者學習到的經驗可運用於社區。社區觀摩參訪時數可計入環境

教育課程。 

9. 配合生態旅遊與社區餐點規劃，設計 1 項符合主題之文創商品(含包裝)：產品數量總

計 250 份。 

10. 社區生態遊程示範暨成果發表會：以生態遊程搭配社區風味餐正並結合在地產業推廣、

假日市集的方式，打響社區旅遊與餐點知名度，包括活動文宣設計、流程安排、郵寄

及成果發表等，建議邀請民眾、媒體記者、旅遊業者或生態旅遊相關之夥伴共同參加。 

11. 其他： 

(1) 受託廠商於本案履約期限內各階段工作，機關得要求廠商提供與本案有關之簡



報、諮詢及協助出席各項會議並做成紀錄，於會議後 5 日內整理會議紀錄送交

機關。 

(2) 本案行銷推廣及衍生之宣傳品製作(平面、電子、網路等媒體管道)應名列或標

示為機關主辦，且經機關核定內容後辦理。 

四、 計畫期程進度與查核重點 

本計畫由 107 年簽約次日起至 107 年 12 月 31 日止完成計畫所有工作，計 8 個月

執行，各期工作期限應依下列階段辦理，不含機關審查及行政作業時間，並以機關收

發文日期為準，其相關工作期程規範如下： 

1. 期初報告：受託單位應於簽約次日 30 天內，完成蒐集並彙整城西社區資源盤點調

查、擬定執行構想(包括：協助社區申請臉書粉絲團帳號、低碳廚房空間改善之構

想與經費分析等)、計畫執行期程等，提送期初報告書 1 式 12 份，出席委託單位

召開之期初報告審查會議。 

2. 期中報告：受託單位應於 107 年 9 月 14 日以前，完成辦理 1 場說明會、低碳社區

觀摩參訪、設計食譜與研發菜色與課程培訓、社區生態遊程示範暨成果發表會之

活動草案或計畫書、臉書粉絲團上傳計畫活動照片或文字說明等辦理情形，提送

期中報告書 1 式 15 份，並出席委託單位召開之期中報告審查會議。 

3. 期末報告：受託單位應於 107 年 12 月 7 日以前，完成計畫中所有的工作內容與社

區生態遊程示範暨成果發表會等辦理情形，提送期末報告書 1 式 12 份，並出席委

託單位召開之期末報告審查會議。 

4. 總結報告：受託單位應於 107 年 12 月 21 日以前提交總結報告書 1 式 20 份( A4

直式、圖表請以 A3 為之)，及電子檔(光碟)1 式 5 份，電子檔應包含各階段與總結

報告書( word 檔)、相關會議簡報(.ppt 檔)、辦理情形照片或影片紀錄、城西社區

臉書粉絲團、文創商品設計圖稿等相關檔案。 

五、 執行方式 

為庚續辦理台管處 105年度在城西社區投入的兩個計畫之初步成果： 

1. 營造的城西周緣地區低碳綠生活空間，建立低碳廚房的實體建物； 

2. 以在地食材調理港仔西海風鱻味餐，建立在地風味餐的特色料理； 

3. 完成同心協力農場，自產自銷無毒蔬果； 



4. 完成社區在地四季生態旅遊行程規劃，發展社區系列旅遊模式； 

5. 集結里民簽署低碳廚房組織公約，建立里民發展地方產業力量。 

本計劃將進行下列改善： 

1. 增加低碳廚房水、電及流理台等設施； 

2. 強化海風鱻味餐料理之接單營生與準則； 

3. 增購桌菜餐盤； 

4. 活化同心協力農場之運作； 

5. 建立社區四季生態旅遊行程。 

港仔西社區生態旅遊將由點的設計串聯社區周遭區域景觀遊憩資源，擴展成全面

性生態遊憩區域，並結合區內生態旅遊路線搭配社區特色餐點，提供旅客全新的生態

旅遊體驗。在已有初建社區生態旅遊產業之基礎上，本計劃將以陪伴方式試營運社區

生態旅遊，期待社區能獨立營運操作。 

為符合前述計畫需求，本團隊將分成準備、規劃、執行及結案四個階段分項完成，

四階段執行要執行項目如圖一及表一之工作分解結構。  

總結本案要執行的計有以下四大項： 

1. 協助建立社區餐廳模式 

1) 完成廚房基本設施(水電、簡易流理枱) 

2) 辦桌餐盤具組(桌菜盛盤) 

3) 餐廳運作流程(點餐菜單設計、訂餐流程及訂餐窗建立) 

4) 餐點料理製作 

5) 餐廳禮儀講習 

2. 探索社區日常生活活動 

1) 田野訪查 

2) 規劃 DIY套裝與實作體驗, 並建立體驗流程 

3) 實務導覽輔導(撐竹筏體驗、現場抓漁體驗、西瓜綿 DIY、挖蠔體驗、放笴

體驗) 

 



 

圖一  四階段執行項目之工作分解結構 

規劃社區生態旅遊套裝行程 

1. 生態旅遊配套設計 

2. 建立臉書網頁廣為宣傳 

3. 規劃相關環境教育課程 

A. 餐點料理製作 

B. 餐廳禮儀講習 

C. 社區生態盤點 

D. 社區產業與人文 

E. 低碳社區參訪 



表一   107 城西空間營造陪伴輔導計畫  階段執行要點 

準備階段 
1. 了解需求 

2. 設定策略 

根據投標書內容

需說明事項 

規劃階段 

1. 確認需執行方案 

1) 行政事務(蒐集社區資料、臉書群組、說明會、

工作會議、空間改善、環境教育訓練課程) 

2) 實物呈現(社區料理、文創商品、廚房改造) 

3) 定期報告(期初報告、期中報告、期未報告) 

4) 成果發表會 

2. 規劃設計執行方式 

1) 規劃說明會 

2) 建立臉書 

3) 設計工作會議 

4) 規劃教育訓練 

5) 規劃廚房改造 

6) 規劃生態旅遊方案 

7) 規劃成果發表會 

1. 期初報告前(簽約 30 天內) 

1) 地方資源盤點 

2) 執行構想細部規劃(建立臉書群組、空間改善構想、

經費分析、計畫執行期程) 

3) 期初報告 

4) 期初審查意見回覆 

2. 期中報告前(107.9.14.前) 

1) 完成說明會 

2) 環境教育訓練課程(食譜菜色、低碳概念、社區觀摩、

解說導覽) 

3) 完成廚房改善、餐盤碗具、廚房水電、廚房流理台) 

4) 活動相片上傳臉書 

5) 成果發表會草案 

6) 期中報告 

7) 期中審查意見回覆 

3. 期末報告前(107.12.7.前) 

1) 完成所有工作進行實體物驗收(菜單、廚房改善、特

色料理、文創商品、社區生態旅遊方案) 

2) 期末報告 

3) 期末審查意見回覆 

執行階段 

期初報告：完成

課程綱要構想及

設計概略審稿。 

期中報告：已完

成之成果、修正

意見及成果發表

會形式。 

期末報告：完成

所有工作及審查

意見回覆。 

1. 結案報告(107.12.21.前)  (總結報告 20 份、電子光碟 5 份) 

2. 文件歸檔 
結案階段 



六、 執行方案構想 

(一) 本年度執行模式 

1. 學生實習參與 

本計畫將與社區發展協會簽立合作同意書，將學生送往社區實習，將針

對『同心協力菜園』進行栽種及整理協助；進行社區田野調查之基本資料

調查，以完備城西社區資源之蒐集、彙整、盤點；並協助計畫之執行。 

2. 雜務工作配合 

本計畫將與社區結合，善用社區人力資源，聘社區民眾為兼任助理工作、

協助 DIY 活動及執行上課等雜項工作。 

3. 鄰近社區合作 

本計畫將尋求鄰近社區合作如金龍外燴之阿龍師及台江漁人顏榮宏先

生之在地協助，以便進行地方特色料理之改進與如四草、大員港等地之遊

江生態旅遊活動。並配合社區各項活動，如 6/8 之淨灘。 

4. 社群/行銷推廣 

計畫中有要求需協助社區申請臉書粉絲團帳號，主要是為行銷社區，如

有必要將另尋團隊合作，打享知名度。另亦活化低碳廚房前之許願樹，將

設計許願卡供遊客取用。 

(二) 本年度預定工作 

1. 廚房改善 

低碳廚房無水電、洗手台、料理台及簡易儲櫃，本計畫將支援完成，目

前已請人估價中。流理台將以磚造(配合目前內部) 搭配不銹鋼洗手台及儲

櫃 

2. 增購餐具 

將協助採購可擺盤之陶磁大餐盤及客人用之小磁盤，在經費許可下預計

約有印字(台江國家公園.港仔西)5 桌份。 

3. DIY 套裝及相關裝備 

可 DIY 套裝活動，約有下列幾項： 

a. 撐竹筏現撈虱目魚 

b. 收放竹笴體驗 

c. 挖蚵體驗/現烤生蚵(有季節) 

d. 西瓜綿 DIY(有季節) 

e. 一夜干製作 

f. 水多多/焚化爐解說/遊台江 



預定相關裝備有青蛙裝、拋網及救生衣，將依需求酌予採購。並將協助

規劃社區生態旅遊套裝行程、建立臉書網頁廣為宣傳，完成生態旅遊活動。 

4. 參訪地點 

預定參訪地點有社頂社區、台西沙灘、仕安社區/侯伯社區及望明社區/

玉井，山海線均有考慮，其中前兩項需隔夜，本計劃預算可提供 3 萬, 餘請

台管處另行補助。 

5. 教育訓練課程 

教育訓練課程預定包括環保相關知識、餐點料理製作及擺盤、餐廳禮儀

講習、生態解說、人際關係與溝通及低碳社區參訪等知性活動，擬定內容

如下： 

1) 『在地料理』教育訓練課程  

需 6次上課共 18小時課程，預定安排： 

A. 熟練 8 道特色料理及增加窯烤料理(指定及供應食材、徵求居民創

作料理，聘請郭老師臨場指導)，共 4 次 12 小時。 

B. 料理製作與擺盤，共 1 次 3 小時。 

C. 介紹前場餐廳禮儀，共 1 次 3 小時。 

2) 『環境教育』教育訓練課程  

需 8次上課共 24小時課程，預定安排： 

D. 社區生態盤點，共 1 次 3 小時。 

E. 社區產業與人文，共 1 次 3 小時。 

F. 陸地採集，社區植物巡禮，共 1 次 3 小時。 

G. 水生動物探索，認識水裡世界，共 1 次 3 小時。 

H. 友善植栽，共 1 次 3 小時。 

I. 低碳社區參訪，共 1 次 6 小時。 

J. 導覽解說實務，共 1 次 3 小時。 

6. 文創商品 

文創商品目前規劃有保安符(崇聖宮+台江) 、實用環保袋及提袋/名牌袋，

可再討論。 

  



七、 執行成果 

根據邀標書的要求，以台江國家公園家園守護圈安南區城西里為範圍，至 107 年

12月 31日止，完成下列計畫工作內容，執行狀況簡略敍述如下： 

1. 蒐集並彙整城西社區周緣地區自然環境、景觀資源、人文環境、遊憩資源、經濟產業、

實質發展現況、低碳廚房使用情形與同心協力農園使用情況之相關資料：，本次並蒐

集社區四種基本資料：宗教信仰、待袋網、社區陸地植物及水生動物。(更詳細的執

行資料與成果見附錄一) 

1) 宗教信仰：里民常去的廟宇共有 6 間，廟宇位置網址如下。 

A. 崇聖宮 

B. 護民宮(蝴蝶將軍姑娘廟)。 

C. 萬聖宮(濟公廟)。  

D. 南清宮(蔡姑娘廟)。  

E. 祿龍宮。 

F.  鎮海宮。 

廟宇位置網址

https://www.google.com/maps/d/viewer?hl=zh-TW&mid=1ybEzxpqt71vJdpKT6z1nB7gbzHZ0h

2p8&ll=23.046293880275496%2C120.09453804999998&z=14 

 

 

https://www.google.com/maps/d/viewer?hl=zh-TW&mid=1ybEzxpqt71vJdpKT6z1nB7gbzHZ0h2p8&ll=23.046293880275496%2C120.09453804999998&z=14
https://www.google.com/maps/d/viewer?hl=zh-TW&mid=1ybEzxpqt71vJdpKT6z1nB7gbzHZ0h2p8&ll=23.046293880275496%2C120.09453804999998&z=14


2) 待袋網：調查發現一共有 40 處以下待袋網的蹤跡，有些已無人在使用，並地圖

網址如下： 

https://www.google.com/maps/d/viewer?hl=zh-TW&mid=17u9bzzMzDQ69OxfAOkjarwO6n50uOQ

56&ll=23.051441845391324%2C120.08330846205354&z=12 

 

 

3) 城西社區陸地採集/社區植物巡禮：社區陸地植物的採集是以相機照遍社區植物，

再辨識各種植物名稱，本案中並採集 38種植物，如下圖。另有黃毅斌老師的口

述資料，主要偏向於香草類，此部份尚待整理。(詳細資料參考附錄一) 

 

4) 港仔西水生動物探索：社區水生動物探索的方式是利用上課第一節由里民共同

討論，各自書寫所知水生動物，收回後重新整理，再查詢台灣漁類資料庫之網

址列冊供參考(詳細資料參考附錄一)。另有蔡政達老師選在課堂增加其他知識。 

https://www.google.com/maps/d/viewer?hl=zh-TW&mid=17u9bzzMzDQ69OxfAOkjarwO6n50uOQ56&ll=23.051441845391324%2C120.08330846205354&z=12
https://www.google.com/maps/d/viewer?hl=zh-TW&mid=17u9bzzMzDQ69OxfAOkjarwO6n50uOQ56&ll=23.051441845391324%2C120.08330846205354&z=12


2. 協助社區辦理臉書粉絲團帳號，臉書粉絲團上傳計畫活動照片或文字說明等辦理情形：

如下文執行成果說明 (執行資料與成果附錄二) 。 

自創粉絲網頁「台南市港仔西社區海風鱻味餐與生態體驗」，點閱人數不多。

另於工作會議同意，以加入「城西里關懷據點」點閱人數較為眾多，各項活動都有在

此群組公告，里民及其他粉絲回應熱烈。另在活動中邀請名氣佳之人員參加，如台南

大學余明助教授，只要貼上活動相片，點贊人數即可超過 300 人，又如邀請黃毅斌老

師來上課，活動相片如貼上網頁，點贊人數即有上百人，而點閱人數(看過人數)會超

過三倍。 

  
 

   

 

  



3. 辦理 1 場地方說明會：已於 107年 6 月 22 日辦理完畢。(詳細執行資料與成果附錄三)  

說明會議程如下： 

時間：107 年 6 月 22 日（星期五）晚上 7 時 30 分 

地點：城西里活動中心 1 樓（臺南市安南區城西街 3 段 431 號） 

議程： 

時間 流程順序 主辦單位 

19:00-19:30 報到 嘉南藥理大學 

19:30-19:50 
委託單位、里長及理事

長致詞 

台江國家公園管理處/里及社區

代表 

19:50-20:20 工作計畫及內容說明 嘉南藥理大學 

20:20-20:50 問答與交換意見   

20:50- 散會   

說明會相片 

  

 

 

 

 



4. 低碳綠生活空間營造改善：可分硬體方面與供餐設備(執行資料與成果附錄四) 

A. 低碳綠生活空間營造改善--硬體方面 

低碳廚房無水電、洗手台、料理台及簡易儲櫃，本計畫支援完成。結果如下： 

1) 水電工程已完成 

2) 洗手台與料理台已完成 

3) 儲櫃(冰櫃)已完成採購 

4) 青蛙裝己採購 5 套 

5) 窯爐加門 

B. 增購餐具/餐桌及布--供餐設備 

6) 協助採購可擺盤之陶磁大餐盤及客人用之小磁盤，採購 8 桌份。 

7) 餐桌及布加購 8 套 

8) 轉台 2 個 

9) 藍子 8 個及兩台烏龜車：為讓陶磁餐盤有歸宿，亦協助採購 

10) 小傢伙瓦斯爐之烤盤 4 組：配合料理菜單中之鹽焗蝦 

 



5. 社區工作會議及旅遊景點盤點與路線規劃：  

有關社區含旅遊景點盤點與路線規劃之工作會議共舉辦 9 場，統計如下表，相

關會議記錄及簽到表等執行資料與成果詳見附錄五。 

序 日期 時間 會議主題 地點 出席人員 

1 
107/ 

04/17 

1600- 

1700 

計劃需完成工作討論與規

劃說明 

城西里活

動中心 

鄭脩平、陳怡頻、李

得元、張凱南、嚴文

正、翁淑貞 

2 
107/ 

06/20 

1600- 

1700 

確認執行工作與教育訓練

課程 

城西里活

動中心 

鄭脩平、陳怡頻、李

得元、嚴文正、翁淑

貞、郭江河 

3 
107/ 

07/05 

0930- 

1020 

創意商品構想與仕安社區

參訪注意事項 

台管處企

劃課 

鄭脩平、李得元、張

凱南 

4 
107/ 

07/05 

1030- 

1200 

低碳廚房空間改善工作、社

區文史與 DIY討論 

城西里里

辦公室 

李得元、張凱南、嚴

文正 

5 
107/ 

07/24 

1430- 

1600 

工作執行報告、8/12參訪計

畫、黑琵開幕及台灣之南參

訪行程 

城西里活

動中心 

鄭脩平、洪玉瑩、陳

怡頻、李得元、嚴文

正、翁淑貞 

6 
107/ 

08/23 

1000- 

1140 

工作執行報告及 9/10黑琵

季開幕(已延至 10/28)推廣

【港仔西海鱻生活趣】事宜 

城西里活

動中心 

鄭脩平、洪玉瑩、陳

怡頻、李得元、嚴文

正 

7 
107/ 

09/25 

1430- 

1550 

工作執行報告及 10/28黑琵

季開幕推廣【港仔西海鱻生

活趣】體驗活動檢討與修正 

城西里活

動中心 

鄭脩平、洪玉瑩、陳

怡頻、李得元、嚴文

正、楊美靜 

8 107/11/20 1430-1600 成果發表會事宜協調 
台管處企

劃課 

鄭脩平、陳怡頻、李

得元、張凱南 

9 107/11/28 2000-2200 成果發表會事宜協調 

城西里活

動中心 

李得元、張凱南 

嚴文正、楊美靜 

郭江河及活動當天

的工作里民 

6. 依據當地自然環境、景觀資源、人文環境及經濟產業，設計食譜、研發菜色與課程培

訓： 

教育訓練課程預定包括環保相關知識、餐點料理製作及擺盤、餐廳禮儀講習、

生態解說、人際關係與溝通及低碳社區參訪等知識活動。有關 『在地料理』教育

訓練課程，除安排介紹前場餐廳禮儀與料理製作與擺盤，各 1 次 3 小時外，另調

整安排 8 道特色料理及增加窯烤料理共 4 次 12 小時，此部份辦理方式是聘請郭老

師設計及供應食材，並臨場指導里民製作。『在地料理』教育訓練課程全部課程於

107年 7 月 29日辦理完畢，詳細執行資料與成果見附錄六。『在地料理』教育訓

練課程之上課時間表及活動照片如下： 

  



 

序號 
課程名稱 

日期 內容(3小時) 講師/人員 

1 前場餐廳禮儀 7/7 N 

1. 西餐禮儀與擺設 

2. 餐布折法示範與實際操作 

3. 托盤使用方式 

4. 中餐禮儀與擺設 

黄琪筠老師 

2 料理製作與擺盤 7/8 N 
1. 果蔬雕塑擺盤 

2. 冷盤點心製作 

黃淑珺老師 

翁淑貞輔導員 

3 窯烤料理  7/14 A 1. 設計烘焙類新菜單 

2. 烘焙類產品可作為飯後点心 

3. (特產)拌手禮設計與製作 

郭江河老師 

4 窯烤料理  7/21 P1 郭江河老師 

5 8道特色料理  7/28 P1 1. 去年八道料理，虱目魚、蝦、蚵、石

班鱼的等材料，重新補強，變成方便

料理 

2. 地方特色料理 

郭江河老師 

6 8道特色料理  7/29 A 郭江河老師 

上課時間: A:09:00-12:00  P:13:00-16:00  N:18:00-21:00   P1:14:30-17:30 

上課地點:城西里活動中心及社區 

 



7. 低碳社區相關概念等環境教育課程培訓：  

『環境教育』教育訓練課程，依合約共 8 次上課共 24 小時課程，其中，水生動

物探索分兩次完成，一為腦力激盪方式鼓勵里民列出所見漁蝦貝類、收回後重新整理，

再查詢台灣漁類資料庫之網址，另聘蔡政達老師選補充其他知識。全部課程於 107

年 9月 10日辦理完畢，執行資料與成果詳見附錄七，『環境教育導覽解說實務』教

育訓練課程課表安排如下： 

序號 課程名稱 日期 內容(3小時) 講師/人員 

1 
水生動物探索/認識水裡

世界 
7/14 P 

1. 認識社區水生動物 

2. 了解社區水生動物習性 
李得元老師 

2 社區產業與人文 7/21 N 
1. 細數社區人文故事 

2. 概述社區產業發展 
嚴文正里長 

3 食農/食魚教育  7/28 N  

1. 由食材栽種、料理設計、烹飪成

地方特色料理 

2. 社區可栽種植物 

3. 善用社區海產 

郭江河老師 

4 陸地採集/社區植物巡禮  7/29 P 
1. 認識社區植物 

2. 了解社區植物 
黃毅斌老師 

5 社區生態特色  8/2 N 
1. 點出社區特有生態文化 

2. 激起對社區的熱愛與關心 
張源謀老師 

6 
低碳社區參訪 

 8/12 

 全日 

參訪仕安社區，進行社區觀摩與學習

之旅 

李得元老師 

社區導覽 7 

1-2 
水生動物探索/認識水裡

世界 
9/4 N 了解社區水生動物習性 蔡政達老師 

8 導覽解說實務  9/10 AP 全套生態旅遊實習模擬與改善 
嚴文正里長 

黃毅斌老師* 

  *中午午餐費用另行補貼(食材及工作津貼)，下午課程 2小時是增加的排程。 

 

兩種類之環境教育培訓課程參加人數統計如下表，在地料理平均出席超過 30

人、而環境教育之生態導覽解說則只有 21人。 

在地料理 
7/7N 7/8N 7/14A 7/21P1 7/28P1 7/29A 總數 平均 

23 32 37 26 36 29 183 30.5 

環境教育之生態

導覽解說 

7/14P 7/21N 7/28N 7/29P 8/2N 9/4N   

30 20 27 15 24 10 126 21 

社區參訪 
8/12A 8/12P  課程 

模擬 

9/10D    

31 31  25*    

P.S. 上列數字均內含工作人員 4-6 位。 

 



 

  



 

最後一次的導覽解說實務，則是以初步規劃完成的套裝行程協商由管理處派員

體驗，事後提出改善意見，故另外加長 2 小時的社區植物導覽，署名為【港仔西

海鱻生活趣】生態遊程試辦活動，活動講師則由嚴文正里長與黃毅斌老師掛名，

活動流程表與活動照片如下：(執行資料與成果詳見附錄九)。 

時間 活動地點 備註 

08：30-09：00 台江國家公園管理處 集合 

09：00-09：30 前往城西里活動中心 車程 

09：40-10：00 城西里活動中心-社區資源介紹 影片欣賞 

10：00-10：10 前往魚塭 車程 

10：10-11：00 魚塭-嚴文正里長示範撈魚 2種抓法 

11：00-11：30 魚塭-撐竹筏體驗  

11：30-11：40 前往城西里活動中心 車程 

11：40-12：10 城西里活動中心-一夜干 DIY  

12：10-13：30 城西里活動中心-午餐/休息  

13：30-15：00 城西社區生態導覽-社區的植物  

15：00-15：30 歸賦  

 

 

 

 

  



 

9/10 體驗活動主要為針對行程設計的模擬逕行，邀請台管處 13 人員及外賓 6

人參加， 希望能提供改善意見，作為黑琵季開幕上推薦之遊程。【港仔西海鱻生

活趣】生態遊程試辦活動回收的 20 份滿意度問卷結果如以下三表。 

1.  活動內容 

活動項目 1 2 3 4 5 

社區資源介紹 0% 0% 10% 45% 45% 

示範撈魚 0% 0% 0% 45% 55% 

撐竹筏體驗 0% 0% 20% 35% 45% 

一夜干 DIY 0% 0% 15% 35% 50% 

午餐 0% 0% 0% 25% 75% 

社區生態導覽 0% 0% 0% 30% 70% 

5 非常適當/滿意；4 適當/滿意；3 普遍；2 不適當/滿意；1 非常不適當/滿意 

 

在活動內容的滿意度上，各活動項目中撐竹筏體驗為 80%、一夜干 DIY85%及社

區資源介紹 90%滿意度，其餘三項的滿意度均 100%滿意。在建議意見中指出，竹

筏只有一台及安全性問題、一夜干 DIY製作過程展示廣度不夠及未有遮避、社區

資源介紹不夠活潑、行前操作說明應加強。這些意見將待與社區商量，在流程設

計上將作改進。 

2. 時間安排 

活動項目 1 2 3 4 5 

社區資源介紹 0% 0% 15% 35% 50% 

示範撈魚 0% 0% 15% 25% 60% 

撐竹筏體驗 0% 0% 25% 30% 45% 

一夜干 DIY 0% 5% 15% 40% 40% 

午餐 0% 0% 5% 20% 75% 

社區生態導覽 0% 5% 10% 25% 60% 

在時間安排上除午餐維持滿意度 95%外，其他各項活動下降至 85-75%間，在流

程設計上有很大的改善空間。 

3. 整體執行方式之滿意度 

活動項目 1 2 3 4 5 

社區資源介紹 0% 5% 20% 25% 50% 

示範撈魚 0% 0% 10% 30% 60% 

撐竹筏體驗 0% 0% 25% 25% 50% 

一夜干 DIY 0% 5% 15% 40% 40% 

午餐 0% 0% 0% 25% 75% 

社區生態導覽 0% 5% 10% 20% 65% 



在執行方式上除午餐維持 100%及示範撈魚 90%滿意度外，其他各項活動下降至

85-75%間，建議事項如簡介由社區自己人介紹(本次是模擬試跑) 、餐具要有清洗

台(協調社區)、餐點多樣(該日只是簡餐)、分組解說(成本高) 、要有實際 DIY、雨

天要有備案(如烤 PIZZA) 、通知準備更換衣服、現場解說植物要有行前說明、植

物要標示及統整香草植物物等，將在經費允許下設計上加入。另有素食選擇建議，

但這是海風鱻味餐，怎不沾腥? 

 

規劃社區生態旅遊套裝行程如 9/10次模擬行程加以改善，獲得肯定，即完成

生態旅遊活動規劃。因此，定名為『港仔西海鱻生活趣-生態遊程活動』，另確認

鱻味餐與可配合遊程有以下三種方式組合： 

A. DIY活動-以里民平常生活及生產活動為主 

（1） 撈魚活動/撐竹筏 

（2） 當季農產品採收(西瓜/西瓜綿、蘿蔔、芝麻等等) 

（3） 撥蚵/烤蚵/收放笴/蛇籠 

（4） 餵羊 

B. 深度導覽-涉及較廣泛知識需有專家導覽 

（1） 社區植物生態 

（2） 防風林暗蟬 

（3） 鄰居野生動物 

（4） 社區水生動物 

C. 遊憩/環境教育-配合不同團體需求擴充為全天活動 

（1） 水多多樂園 

（2） 焚化爐 

（3） 垃圾專用道 

  



8. 低碳社區觀摩參訪：參訪地點有仕安社區社區營造、鹽水月津港舊鎮再造與布袋好美

里彩繪，於 107年 8月 12日辦理完畢，執行成果如附錄八)。參訪行程如下: 

時間 項目 地點  

08:40 報到 城西里活動中心  

09:00 出發 前往仕安社區 準時出發 

10:00 社區參訪 仕安社區活動中心（台南

市後壁區仕安里 72 號） 

1. 導覽(1.5 小時)100 元/人 

11:30 社區體驗午餐 仕安社區故事屋 1. 150 元/人 

2. 用餐地點: 故事屋 

12:00 社區幹部交流 仕安合作社/故事屋 1. 請廖里長與城西社區幹

部交流 

13:00 離開仕安社區 前往塩水  

13:30 參觀月津港 護庇宮、橋南老街、月津

港親水公園、永成戲院、

八角樓、鹽水意麵工廠、

麻油龍 

1. 由吳素月老師導覽 

2. 中間有短程接送 

3. 解說出發前先點冰品 

15:20 離開月津港 前往好美里看彩繪  

17:30 離開好美里 前往七股用餐  (餐費另籌) 

18:10 賦歸 回社區  

 

 



9. 配合生態旅遊與社區餐點規劃，設計 1 項符合主題之文創商品(含包裝)：產品數量總

計 250 份。已於 107年 11月 20 日完成點交。 

文創商品已有兩次工作會議討論，定案為實用後背袋，已順利於 11/20 完成點交。 

 

 

10. 社區生態遊程示範暨成果發表會：以生態遊程搭配社區風味餐正並結合在地產業推

廣、假日市集的方式，打響社區旅遊與餐點知名度，包括活動文宣設計、流程安排、

郵寄及成果發表等，建議邀請民眾、媒體記者、旅遊業者或生態旅遊相關之夥伴共同

參加。社區生態遊程示範如前述已於 107 年 9 月 10 日辦理完畢，執行資料與成果詳

見附錄九。而成果發表會亦於 107 年 12 月 1 日辦理完畢，當日同時完成烤窯之開窯

並，成功的烤出披薩。本案成果是以社區生態遊程搭配社區風味餐，並結合在地產業

推廣，打響社區旅遊與餐點知名度，以兩種方式展示： 

1) 於黑琵季開幕正式推出『港仔西海鱻生活趣-生態遊程活動』，並 11/10、11/18

兩天順利完成兩梯次活動，每梯次各有 40人參加。 

2) 成果發表會於 107年 12月 1日辦理完畢，參與人數近百人，事後新聞媒體報導

眾多，四天總計近 50則。 

3) 兩者執行資料與成果詳見附錄九與十。 

  



1) 11/10、11/18 兩天之『港仔西海鱻生活趣-生態遊程活動』行程規劃如下表： 

時間 活動地點 活動說明 

08：20-08：30 
報到(城西里

活動中心) 

 

08：30-09：00 社區資源介紹 1. 由里長進行社區資源介紹，點出港仔西地名由來及社區產

業概况、說明社區過去幾年的社造活動及可辮理生態遊程

及海風鱻味餐的成果。 

2. 由里長帶頜進行魚塭示範 2種抓法/撈魚活動，有興趣者可

現場著青蛙裝下水體驗。 

3. 將所抓虱目魚現場進行一夜干示範教作，有興趣者亦可親

自操作 DIY。 

4. 現場亦提供撐竹筏體驗。 

09：00-09：20 前往魚塭 

09：20-10：40 
魚塭-嚴文正

里長示範撈魚 

10：40-11：50 

魚塭-撐竹筏

體驗/一夜干

DIY 

11：50-12：10 
前往城西里活

動中心 

 

12：10-13：30 午餐/休息 

(300元/人  參加者自付)  

預定菜單（會依當天材料作調整）: 五彩漁麵、西瓜綿虱目魚

湯、豆辦吳郭魚、蝦鬆、鹽焗蝦、香煎一夜干、蛤利炒絲瓜、

水果 

13：30-15：30 
社區的香草植

物與社區菜圃 

11/10 將由七甲花卉班長黃毅斌老師帶領(11/18 將以影片介

紹，將設計闖關活動拿說紀念品)認識港仔西社區的香草植物，

看以路邊雜草，卻是可食用的香草，令人驚訝。 

15：30-17：20 海鮮披薩教作 

聘請郭江河老師示範海鮮披薩教作，由麵皮製作到海材料準備

過程均會詳細說明，各組完成披薩製作後，現場即以烤箱烘焙。

40人預定分成 5組，每組 2個（2種口味）  

17：20 歸賦  

 

 



2) 完成成果發表會已於 107 年 12 月 1 日（星期六）10:30 ~ 11:3O 在城西里社區活動中

心（台南市安南區城西街三段 431 號）順利完成，參加民眾與來賓眾、亦有受邀媒

體記者前來採訪、及民宿業者參加。成果發表會之議程如下： 

一、    09:00~10:30    鱻味點心準備   /成果海報展示 

二、    10:00~10:30    報到   /成果海報展示 

三、    10:30~10:40    長官來賓致詞 

四、    10:40~11:00    計畫成果發表-成果簡介 

五、    11:00~11:30    鱻味點心品嚐(播放活動影集) 

六、    11:30~         茶會結束/心得交流          賦歸 

 

當天所備點心料理共收下九道及兩種茶飲： 

i. 鹽焗烤蝦：採用本地養殖的白蝦，用最原始低碳料裡，合成一道鮮甜的菜肴。挑

選 40尾斤的最好，不大也不小。  

ii. 魚香飯糰：配合食農教育的米食推廣及在地食材，虱目魚丶紅蔥頭丶芝麻丶蝦米

的搭配，形成一道簡便又好吃的主食。如再加上西瓜綿更對味。 

iii. 酥炸魚柳條：虱目魚身上無刺的魚柳，簡單淹漬後，表面披覆酥炸粉或地瓜粉，

經過酥炸後，外皮的酥脆及鮮甜多汁的魚肉，佐餐及零食都適合。 

iv. 魚香緑豆糕：把虱目魚再製品”魚鬆”用绿豆沙把它包入，再印模，形成一道飯

後點心。也可成為拌手禮。 

v. 魚香烤餅：虱目魚魚鬆與在地農產品，芝麻丶油蔥酥丶紅蔥醬丶乾燥青蔥末，混

合麵粉丶蛋丶鮮奶油做成一道配茶丶咖啡的茶點。 

vi. 五彩魚丸湯：把魚肉(柳）製作成魚漿，搭配顏色不同的蔬菜，加入後不只顏色

漂亮，营養也均衡。 

vii. 海鮮塔：把當地養殖的魚肉丶蝦仁放入塔皮中丶最後注入蛋奶液，經烤焙後，外

酥內鮮的海鮮塔就形成了。百吃不膩的料理。 

viii. 海鮮總滙披薩：在地魚蝦鮮的製品應用，搭配蔬菜，及讓人垂涎三尺的起士。在

一層薄面皮上，經過高溫的烤爐，產生大大變化，一道不可抗拒的義式料理就出

來了。 

ix. Q 餅： 成份有綿花糖、奶油餅干、蔓越莓、匍萄干、奶粉等，有餅干的酥脆又有

綿花糖的 Q軟，還有果乾的酸甜，吃起來甜而不膩，會讓人愛不釋手。 

x. 洛神花茶：洛神花不僅色澤美麗，更具清血管、抗老化、養顏等功效，可作鮮品

或是乾品使用，也可泡成茶飲，或作為藥用。由於花、葉片嚐起來都很酸，不合

蟲、鳥胃口，所以洛神花幾乎不必噴灑農藥。 

xi. 蝶豆花茶：蝶豆花富含高花青素，花青素可以保護雙眼、控制血糖、幫助清除自

由基、抗氧化、增加免疫系統、抗癌、預防高血壓，目前也廣泛的使用在食品、

醫療、化妝品等，蝶豆花茶功效可助眠、提神醒腦、安撫情緒。 

 

 

 



      

  

 
 

  

 
 



  

  

 
 

 
 

本案執行完畢共獲得以下成果： 

1. 協助建立社區餐廳模式，完成廚房基本設施(水電、簡易流理枱) 、採購辦桌餐盤具

組(桌菜盛盤) 、建立餐廳運作流程、社區特色餐點料理製作及餐廳禮儀講習。 

2. 探索社區日常生活活動，進行田野訪查、規劃 DIY套裝、DIY實作體驗、建立體驗流

程及輔導實務導覽 (撐竹筏體驗、現場抓漁體驗、西瓜綿 DIY、挖蠔體驗、放笴體

驗) 。 

3. 規劃相關環境教育課程，主題內容包含環保相關知識、餐點料理製作、餐廳禮儀講習、

生態解說、人際關係與溝通及低碳社區參訪。 

4. 規劃社區生態旅遊套裝行程，包括生態旅遊配套「港仔西海鱻生活趣-生態遊程活動」

設計及建立臉書網頁廣為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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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蒐集城西社區周緣地區相關資料。 

(一) 宗教信仰   城西里社區廟宇調查(2018/07/06) 

崇聖宮 護民宮(蝴蝶將軍姑娘廟) 

萬聖宮(濟公廟) 祿龍宮 

鎮海宮 鎮海宮 

南清宮(蔡姑娘廟) 南清宮(蔡姑娘廟) 

廟宇位置網址

https://www.google.com/maps/d/viewer?hl=zh-TW&mid=1ybEzxpqt71vJdpKT6z1nB7gbzHZ0h

2p8&ll=23.046293880275496%2C120.09453804999998&z=14 

 

https://www.google.com/maps/d/viewer?hl=zh-TW&mid=1ybEzxpqt71vJdpKT6z1nB7gbzHZ0h2p8&ll=23.046293880275496%2C120.09453804999998&z=14
https://www.google.com/maps/d/viewer?hl=zh-TW&mid=1ybEzxpqt71vJdpKT6z1nB7gbzHZ0h2p8&ll=23.046293880275496%2C120.09453804999998&z=14


(二) 港仔西信仰探索        藍美雅   2018-1205 
 

簡述 

台南市安南區城西社區俗稱港仔西，位於台江內海範圍內，在日治時期因漁民從事捕撈

作業逐漸形成聚落，其範圍大致以東臨竹筏港溪、西側為台灣海峽，南界鹿耳門溪，北為曾

文溪，和遠近知名的土城聖母廟、鹿耳門天后宮皆屬鄰近，以供奉媽祖的崇聖宮為城西里主

要信仰中心，還有祭祀將軍、姑娘的廟宇分佈在里內，而 1999年啟用的垃圾焚化爐再加上業

者經營的水多多樂園亦位於此，存在已久的大範圍木麻黃防風林內已形成豐富生態環境，在

社區內沿途可見的紅樹林景觀見證了大自然的演替，當地的產業除了養殖漁業為大宗外，以

西瓜疏果後取下之小果謂之西瓜綿進行醃漬的料理亦為重要食材。近幾年來，在台江國家公

園的協力下，城西社區逐步建構出以守護家園、研發風味料理、生態旅遊等主軸發展的社區

營造，人們群聚在這個大約百年歷史的港仔西聚落，發展出在地的信仰特色，以下將分別就

所採集到的資料針對個別廟宇和城西里的關聯予以介紹。 

 

一、土城聖母廟與城西 

 

正統鹿耳門聖母廟（土城聖母廟） 

主祀：天上聖母 

地址：城安路 160號 

電話： 06-2577547 

聖誕：農曆 3月 23日 

特色：東亞最大廟宇，城西里為土城聖母廟祭祀圈十一角頭之一 

 

    台江內海是台灣歷史的開端，而位處台江的城西里所在的土城鹿耳門是西元 1783年（清

乾隆 48年）之前台灣中國對渡唯一之正式口岸，也造就了府城台南的繁榮。但由於曾文溪（俗

稱青暝蛇，意指早期曾文溪經常改道）在 1823年（清道光 3年）因連日豪雨改道直入台江內

海，造成鹿耳門地區的淤塞形成海埔地，港口功能不再反而成為漁民聚居之處，並在 1871年

（清同治 10年)再次氾濫改道南偏將 1719年（清康熙 58年）由官民捐奉所建之古鹿耳門媽

祖廟沖毀，居民搶救之神像中開基媽祖留在當地輪祀，其餘神尊祭祀於水仙宮，遇到七月中

元普度鹿耳門居民挑著供品至水仙宮參加祭祀，是台南有名的『鹿耳門寄普』的由來，1904

年（日明治 37年）山洪暴發，曾文溪再改道變成從七股的三股仔及鹿耳門入海，土城一帶由

滄海變桑田，也開始了人口移入形成聚落。 

 

    根據陳素雯研究臺江內海浮覆地的移民過程:道光三年(1823年)後第一波進入臺江浮覆

地拓墾的移民，多半來自於曾文溪北岸的學甲、北門、將軍、七股、西港、佳里等鄉鎮，大

多是應佃入墾的貧民，在道光年間建立了中洲寮、和順寮、新寮仔、本淵寮、海尾寮、總頭

寮、溪心寮、十三佃、土城仔等聚落，這些地方通常地勢較高，陸化時間早，離河川行水區

遠，土壤受雨水洗鹽作用時間較長，鹽分含量相對較低的田地較適合耕種。土城仔所在為臺



江外緣之沙洲，因位在臺江出入口鹿耳門附近，早有商旅、官軍、漁民在此守候風潮。在臺

江浮覆後，學甲溪洲之郭畝使與鄭振記等分別請墾，而招來墾佃形成聚落，其中一角頭為港

仔西，在清末就有土城仔各角與北門一帶的人來此牽罟捕魚或圍填魚塭，並搭工寮作為休息

之場所，由於作業地點海域在竹筏仔港以西，故慣稱本地為港仔西。（資料來源：陳素雯,《臺

江內海浮覆地社會經濟變遷之研究》,臺南市:臺南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民 94 年。） 

 

    土城仔的信仰中心為聖母廟，以供奉聖母（媽祖）為主祀，前身為『保安宮』供奉王爺，

和鹿耳門天后宮皆主張為昔時媽祖宮，聖母廟內有治水鎮煞的石敢當『箕水豹』，見證了本地

對於水患希望能夠降低損害的期待，而大型宗教活動『土城香』已於 2013年 1月 28日公告

為公告為台南市『直轄市定民俗及有關文物』，以丑、辰、未、戌三年一科，是『南瀛五大香』

（學甲香、蕭壠香、西港香、麻豆香、土城香）之ㄧ，規模盛大，早期城西里有七仔文生（天

子門生）及鼓花（跳鼓、花鼓）等陣頭參與土城香。 

 

二、崇聖宮的發展脈絡 

崇聖宮 

主祀：天上聖母 

地址：安南區城西街三段 433號 

電話：06-2570234 

聖誕：農曆 3月 23日 

特色：城西里信仰中心，內有文物室 

 

城西里舊名港仔西意指竹筏港溪之西，位處土城聖母廟祭

祀圈內，為十一角頭下堡的庄廟，里內崇聖宮亦以天上聖母為

主祀神明，本里於日治中期有來自曾文溪北岸之鄭姓及郭姓幾

戶人家遷來，之後則有土城仔庄及各地移入的里民，在民國六

十初年間，庄中長輩向正統鹿耳門聖母廟爭取奉祀媽祖神祇獲

允，原以由居民輪值爐主奉祀，經歷數十年努力，於 2012年（民

國 101年）完成『崇聖宮』媽祖厝興建，宮內設有小型文物館，

是認識港仔西的好據點，而城西里內重要的公共設施如社區活

動中心、低碳廚房也在鄰近，建議可以崇聖宮為起點，展開探

索港仔西的豐富之旅。 

 

 

 

 

 

 

 

 

三、萬聖宮 



主祀：濟公禪師 

地址：台南市安南區城西街三段 614巷 

特色：建築物上有許多雕像 

 

萬聖宮又稱濟公廟，其外觀是一棟八卦形式的二樓建築，佔地

頗為寬廣，屋頂有一尊大型濟公塑像，內部陳設亦非常特別，建築物

內並無設置神像，僅設香爐及神明牌位，但在頂樓露台一共有 16尊

2米高之各式神仙人物立像，面向八卦八個方向俯瞰四方。頂樓露台

鋪設大理石地磚，施工頗為細究，加上 360度的寬廣視野，在此眺望

安南區遼闊的漁塭景觀，曾文溪出海口的落日彩霞，令人忘卻塵世的

一切煩憂。（ 資料來源：850宮廟寫真－南台灣 

https://blog.xuite.net/r0978995205/twblog/150841837-%E5%8F%

B0%E5%8D%97%E5%AE%89%E5%8D%97%E5%8D%80%E8%90%AC%E8%81%96%E5

%AE%AE）拜訪當天廟方人員表示萬聖宮源於永康大灣一帶，此地現以

清修為主並不對外開放，也請鄉親理解。 

 

  

四、鎮海宮 

主祀：鎮海將軍 

地址：安南區城西街三段 1105巷 

 

鎮海宮確切的由來與祭祀尚待進一步的訪談，關於主

祀之鎮海將軍推測為因海難事件的水流屍，由在地居

民收埋奉祀進而建廟，期待能鎮守海邊庇佑眾生。關

於鎮海將軍的由來，鄰近本里的四草聚落有一知名之

大眾廟，以『鎮海元帥』為主祀神明，據說鄭成功來

台驅荷時，其先鋒營副將—陳酉（陳林每），在北汕

尾島一役，殲滅荷蘭兵士三百餘人，居功甚偉，清康

熙 39年建祠奉祀，以表彰其戰功，尊為『鎮海元帥』，是屬於民間信仰中「忠義成神」，但

部分學者認為四草的大眾廟原屬於「無祀祠」性格，推測原是以收埋枯骨殘骸、奉祀孤魂厲

鬼為主的廟宇而在較為晚近時廟方為了把無祀孤魂信仰加以將軍化、將領化。而在台南市南

區另有供奉鎮海將軍(志伯公)的鎮海宮，據說是清末時，人稱「志伯」者於府城西郊南廠外

從事魚類養殖，其助人無數，受地方敬仰，仙逝後，眾人集資建「志伯祠」紀念朝拜。至於

城西里鎮海宮所供奉之鎮海將軍相關資料有待進一步訪談釐清。 

 

 

 



五、蝴蝶將軍與姑娘廟 

護民宮（蝴蝶將軍與姑娘廟） 

 

關於護民宮所供奉之蝴蝶將軍與蝴蝶姑娘，相關資料較

少發現，但有一說法是較屬於陰廟，陰廟的起源大致可分為 3

種，第 1種是曝屍荒野的無主孤魂，當地人將之供奉起來，例

如水流仙姑、蝴蝶姑娘等。第 2種是被賦予神蹟的自然產物，

例如石頭公、大樹公；第 3種則是將所有的各路「好兄弟」集

中祭拜的有應公、萬應公等。而為什麼會以『蝴蝶』來稱呼亦

有待進一步調查。 

 

 

六、南清宮蔡姑娘信仰 

南清宮(蔡姑娘廟) 

地址：城西街 3段 501巷 362號之 375號 

電話： 06-2573919 

聖誕：農曆 8月 9日 

特色：可求發財金 

南清宮又稱蔡姑娘廟，位於台南市安南區的西邊，緊鄰屬台江國家公園區內城西保安林附

近，經過三度重建翻修而有現今清幽環境與廟貌。 

蔡姑娘出身清末台南灣裡喜樹一帶，當時為日本初治台灣的時代，蔡家從事台灣、大陸唐

山兩岸來往經貿的珠寶生意。一百多年前某次，二十三歲的蔡姑娘隨船外出，於返回台灣之

際，在台南市北汕尾，不幸遭遇船難，沈船過世，遺體漂至今城西里地區，為當地好心的蔡

姓漁民收埋在海邊，由於當時蔡姑娘未婚，閩南人習俗家中不供奉未婚女性，因而建了蔡姑

娘廟。全台各地有不少姑娘廟，是屬於臺灣孤魂信仰中的陰廟，主要供奉早夭且未婚的女性，

這種廟具有祭祀未婚女性的作用，因父系社會中未嫁女性不得奉祀於祠堂。參拜者也多為女

性。一般的姑娘廟悉屬陰廟，但其中也有因靈驗而升格為正神者，供奉她們的廟宇也因此被

視為神廟。 

    南清宮蔡姑娘廟位處安南區城西防風林，周遭有多種台灣海域留鳥和候鳥棲息，是一處

十分天然的的賞鳥勝境。 



 

 

七、祿龍宮 

位於南大塭聚落，祿龍宮供奉姑娘與眾軍，應屬於民

間收埋無主之男、女性遺骸加以供奉，祈求合境平安而設

置。 

在清治時期的女性厲鬼都供奉在萬善祠旁，與處理男

性骸無異，後來經由靈驗或回報才有專祠。姑娘廟的形成

和大眾爺的形成相同，立廟原因通常有是生前有功、死後

顯靈、與媽祖混淆或觀音再世傳說、水流屍或無主神主

牌，造就台灣本土的神明。(資料引自維基百科） 
 

小結語 

信仰在常民生活扮演極為重要角色，因海而生的城西屬於鹿耳門土城聖母廟的祭祀圈，

而里內以供奉天上聖母媽祖的崇聖宮為信仰中心，還有分佈在各聚落的幾座姑娘廟、將軍廟，

再加上信仰濟公禪師的修行者在本里清修，以及民家所奉祀神明，受限於時間因素上有許多

可進一步訪調的內容，期待日後有機會更完整呈現。 

  



 

(三) 城西里內待袋網 
城西里社區待袋網(網罟、放笴)位置調查

時間：2018/07/06  

調查方式： 

A. 調查城西里內所有待袋網位置。 

B. 將所有的待袋網拍照。 

C. 建置地圖。 

D. 調查發現一共有 40 處待袋網的蹤跡 

E. 地圖網址 

 

 

https://www.google.com/maps/d/viewer?hl=zh-TW&mid=17u9bzzMzDQ69OxfAOkjarwO6n50uOQ

56&ll=23.051441845391324%2C120.08330846205354&z=12 

 

 

https://www.google.com/maps/d/viewer?hl=zh-TW&mid=17u9bzzMzDQ69OxfAOkjarwO6n50uOQ56&ll=23.051441845391324%2C120.08330846205354&z=12
https://www.google.com/maps/d/viewer?hl=zh-TW&mid=17u9bzzMzDQ69OxfAOkjarwO6n50uOQ56&ll=23.051441845391324%2C120.08330846205354&z=12


(四) 城西社區陸地採集/社區植物巡禮 

序 植物名稱 照片 特性 
社區

位置 
數量 

1 

黃椰子 

Chrysalidocarp

us lutescens 

(Bory.) H. A. 

Wendl.  

科別：棕櫚科 

特徵：黃椰子為棕櫚科黃椰子屬木本植物株高 3~8 公

尺，直立莖，無分枝，修長細桿狀，幹表面平滑略粗糙，

基部膨大，具明顯葉痕節環，環紋黃或黃綠，被白粉樣。

葉叢生於枝端，葉片輪廓長橢圓形，葉形為帶狀線型且

葉面平滑，黃綠色。 

整條

安義

路兩

旁 

97棵 

2 

大王仙丹 

Ixora duffii T. 

Moore 

 

科別：茜草科 

特徵：大王仙丹為常綠小灌木，株高 1~3 公尺，全株

平滑。葉序單葉對生。葉形為長橢圓形，葉長 10~20 公

分，寬 3~6 公分，葉端鈍，葉基鈍，葉緣全緣，正、

背葉面平滑，革質；有 10~12 對羽狀側脈；正面葉色

濃綠，背面為綠色；葉柄長 0.5~1 公分；托葉基部合

生，三角形，先端呈突銳尖。 

社區

菜園 
5棵 

3 

錦葉朱槿 

Hibiscus 

rosa-sinensis 

Linn. 
 

科別：錦葵科 

特徵：錦葵科，常綠灌木。 

葉：，葉互生，長卵形、橢圓形或寬披針形，葉端漸尖，

葉緣鋸齒，綠色葉帶有紅、粉紅、淺綠、白等色斑。 

花：花單生，花瓣五枚，朱紅色，寬卵形，基部楔形，

瓣端圓形且有圓鋸齒，花柱甚長，貫通於中空雄蕊柱，

柱頭五枚，圓球形，具絨毛。 

社區

菜園 
35棵 

4 

文殊蘭 

Crinum 

asiaticum 

 

科別：石蒜科 

特徵：大型多年生球根草本植物，具有皮鱗莖，圓柱形，

株高約 1 公尺。葉基部抱生，平行脈，無柄，深綠色

的葉呈長線形，葉肉厚而多汁， 葉緣波狀，長 50~80 公

分，寬 6~12 公分。花頂生，總苞片 2，繖形花序，由

多數 20~50 朵小花組成；花冠白色，十分清香，花被

片合生，花筒纖細，伸長，裂片 6；雄蕊 6，著生於花

筒喉部，離生；子房下位，花柱下彎，柱頭不明顯 3 裂。 

社區

菜園 
15棵 

5 

雞蛋花(緬

梔) 

Plumeria 

obtusa 

 

科別：夾竹桃科 

特徵：緬梔花就是我們平常知道的「雞蛋花」。緬梔因

其花瓣乳白似蛋白，而中心基部具有鮮明的黃色又如蛋

黃，故稱「雞蛋花」；此外，緬梔在 2、3月間全數葉片

落盡時，光禿禿的粗肥綠色樹枝極像鹿角，因此別稱「鹿

角樹」。緬梔的葉喜歡熱鬧，愛跟兄弟姊妹擠在一起，

都長在枝條的頂端，站在樹下，可以看到清楚的枝條，

枝條下端沒有葉的部分，明顯地留下落葉後的葉柄痕

跡，就是「葉痕」。 

社區

菜園 
5棵 

6 

蝶豆 

Clitoria 

ternatea 

 

科別：豆科 

特徵：多年生纏繞性草本，全株有微毛，葉互生，奇數

羽狀複葉，小葉卵形或橢圓形。春至秋季均能見花，花

單生，蝶形花冠，腋生，花梗甚短，苞片兩枚，短披針

形，花萼筒型，先端 5 齒裂，裂片披針形；花冠挺出，

鮮藍色或白色，具顏色較淡之點；龍骨瓣內曲，旗瓣特

別大，將短小的翼瓣及龍骨瓣包圍在中央近萼筒處，旗

瓣中心有漂亮的濃黃斑點(藍紫花者)；雄蕊單體。蝶豆

花姿柔麗幽雅。蔓延性不強，僅適合盆栽、花壇或柵欄

美化，除觀賞外．全株可作綠肥或飼料。 

社區

菜園 
10棵 



7 

沙漠玫瑰 

Adenium 

obesum 

 

科別：夾竹桃科 

特徵：沙漠玫瑰屬於小喬木，在原產地可長至 2米高。

沙漠玫瑰基部肥大，肉質的莖部短而粗，針形的葉互生

在莖部分枝頂端，葉片正面深綠色，背面淡綠色而且比

較粗糙。花期在春末至秋季，花粉紅至紅色，成傘形花

序，2～10 朵呈五星漏斗狀集在枝頭。 

社區

菜園 
10棵 

8 

垂榕 

Ficus 

benjamina 

 

科別：桑科 

特徵：常綠喬木。樹幹直立，顏色為灰色而且小枝下垂、

全株光滑。葉子互生，摸起來像皮革，顏色深綠色具有

光澤，形狀為卵狀橢圓形，葉緣為全緣或呈波狀而且頂

端突銳尖，長 5~8 公分，寬 2~4 公分。垂榕主要用途

為綠離及室內觀賞。葉子全年繁茂而 2 月底至 4 月底

之出梢展葉較為明顯。 

城西

街三

段

510

巷 

3棵 

9 

黑板樹 

Alstonia 

scholaris 

 

科別：夾竹桃科 

特徵：樹幹筆直，樹皮呈淺灰褐色，高度可達 25~30 公

尺。樹冠呈傘蓋狀，枝條輪生並呈水平狀向外伸展，有

白色乳液，具毒性。單葉輪生，呈匙形或倒披針形的長

條狀，觸感硬似皮革，表面翠綠，背面則偏白色。 

社區

菜園 
8棵 

10 

白千層 

Melaleuca 

leucadendron 

auct. 

 

科別：桃金孃科 

特徵：常綠大喬木樹幹呈褐白色，常長突起的樹瘤，樹

皮褐色或灰白色，有彈性，鬆如海棉，每年木栓形成層

都會向外長出新皮，並把老樹皮推擠出來，但老皮仍然

層次分明地一層貼著一層的留在幹上，形成樹幹永遠就

是那幅「衣衫襤褸」的模樣。葉形酷似相思樹，葉互生，

全緣，橢圓狀披針形或長橢圓形如柳葉(披針形)，兩端

均銳革質，具 3~7 縱走的平行脈；葉與芽含有芳香精

油，亦可蒸餾做香料，可提煉白樹油。夏至秋季開花，

花白色或淡黃色，頂生，穗狀花序緊密排列似一支小瓶

刷。 

青草

崙堤

防單

車道 

少數

幾棵 

11 

欖仁樹 

Terminalia 

catappa Linn 

 

科別：使君子科 

特徵：欖仁樹產於台灣全島平地，由宜蘭、基隆至恆春

之鵝鑾鼻止。亦分佈南洋及太平洋諸島。落葉大喬木，

株高 15~25公尺，側枝水平輪生，形成平頂傘狀樹冠，

老樹根生有顯著之板根。葉片大，叢生枝端，葉柄短，

倒卵形，先端圓形，長 20~25 公分；春季新芽翠綠。

秋冬季落葉前，轉變為黃色或紫紅色，極為美麗。 

青草

崙堤

防單

車道 

一整

片 

12 

大葉山欖 

Palaquium 

formosanum 

Hay. 
 

科別：山欖科 

特徵：大葉山欖為本地原生樹種，膠木屬植物常綠性大

喬木，株高可達 20 公尺。其樹性極為強健，耐鹽、抗

旱、抗風、耐濕，為一種對臺灣氣候頗能適應的樹種，

加上其栽植、移植均甚易，故許多海濱工業區多有採

用，樹姿顯得美麗獨特，挺秀明潔，適於觀賞，其枝條

斜向伸展，亦頗具層次感，實為原生樹種中利用價值極

高之品種。膠木屬植物的葉片多簇生於枝條頂端（末

端），且往往具有「葉痕」；大葉山欖除了具備這二個特

徵外，在小枝條或新生枝條上，還被有褐色的細毛。 

水多

多馬

路旁 

8棵 

13 

菩提樹 

Ficus religiosa 

Linn. 

 

科別：桑科 

特徵：菩提樹的種小名 religiosa 乃為「神聖的」「宗

教的」之意，為紀念釋迦牟尼於此樹下悟道而命名的，

傳說在印度被稱為「聖樹」。此樹終年不凋，屬於常綠

大喬木，但在本省由於氣候的關係，常有落葉的現象。

菩提樹與榕樹具有相同的氣根。長葉柄心形的葉子，在

尖端處常有長長的尾巴，是本種植物的特色。 

社區

菜園 
1棵 



14 

茄苳 

Bischofia 

jabanica 

Blume.  

科別：大戟科 

特徵：茄苳是大型喬木，樹幹粗糙不平。 茄苳是本地

樹種，分佈在低海拔地區。長成高大的樹木時，樹冠為

傘形，極具遮陰效果，為優良的行道樹。茄苳因土生土

長且壽命又長，常可生長成巨樹，而與榕樹、樟樹一樣，

成為鄉里百姓膜拜的神樹。 

城西

街三

段

510

巷 

3棵 

15 

巴西乳香 

Schinus 

terebinthifolius 

Raddi  

科別：漆樹科 

特徵：中喬木，樹形優美。老莖有垂直的深裂痕，樹皮

灰白，新枝帶點暗紅色，分枝多。奇數羽狀複葉，互生，

具葉柄，葉柄具狹翼，小葉 3~7 片，幾無柄，長橢圓

形或卵狀長橢圓形，葉基近圓形，葉尖鈍，具 1 微尖，

葉緣全緣或不明顯疏鋸齒狀緣，上表面暗綠色。呈密集

枝圓錐花序，生於枝頂或枝梢之葉腋，花小，花萼短，

5 裂，裂片三角形，花瓣 5 片，長橢圓形，雄蕊 10 枚，

長短不等，著生花盤外側基部，子房球形，1 室，花柱 

3 裂，花期 4~5 月。核果，球形。常被種植為庭園樹

和行道樹。 

城西

街三

段

501

巷

(姑

娘廟

附

近) 

1棵 

16 

扶桑花 

Hibiscus 

javanicus 

Miller  

科別：錦葵科 

特徵：扶桑花為常綠灌木或小喬木，高約二至三公尺，

為生長快速，萌生力強，樹性旺壯的植物。 

城西

街三

段 1

巷 

15棵 

17 

黃金扁柏 

Thuja 

orientalis L. 

cv. Aurea 

Nana 
 

科別：柏科 

特徵：黃金扁柏為柏科側柏屬常綠灌木，樹高約 

0.5~2.5 公尺，樹冠圓錐狀，枝展開呈側立，比側柏小，

樹冠較寬大，枝葉密集青翠，新芽呈金黃色。 

城西

街三

段

510

巷 

10棵 

18 

龍柏 

Juniperus 

chinensis L. 

var.kaizuka 

Hort. ex Endl. 

 

科別：柏科 

特徵：常綠喬木，樹幹直立生長，株高可達約 1~6 公

尺，樹冠呈塔形或圓筒形，枝條呈旋捲性，向上盤曲，

如盤龍抱柱般，故名為龍柏。雌雄異株，有時同株。 

城西

街三

段

510

巷 

37棵 

19 

蘭嶼羅漢松 

Podocarpus 

costalis C. 

Presl 
 

科別：羅漢松科 

特徵：綠小喬木或灌木，枝短而開展。單葉，叢生於枝

端，長 5~8 公分，寬 0.8~1.2 公分，線形或線狀披針

形，葉尖圓形或鈍形，邊緣稍反捲。單性花，雌雄異株；

雄花葇荑狀，長約 3 公分，圓柱形，單生，無柄，基

部有苞片數枚，苞片短而剛硬，近於圓形，雄蕊極多，

螺旋狀排列，每雄蕊具 2 枚花粉囊；雌花單生，腋生，

花柄約 0.2 公分，花托具鱗片二枚，近於相等，先端

連結，長約 0.7 公分。種子長約 0.9~1 公分，橢圓形，

核果狀，熟時深黑色。因生育地遭破壞及族群遭挖採，

民國 65~70 年間特別盛行，數量持續下降，生存備受

威脅。經評估列屬「瀕臨絕滅」級稀有海岸植物。 

水多

多馬

路旁 

12棵 



20 

斑葉鵝掌藤 

Schefflera 

arboricola cv. 

 

科別：五加科 

特徵：園藝栽培種，植株叢生狀，莖多分枝，圓筒形，

有細縱條紋，具褐色皮孔，葉互生，掌狀複葉，形如展

開的鵝掌，小葉七至九片，長橢圓形，兩端圓鈍，全緣

葉，葉面深綠，散佈黃、乳黃斑紋，有光澤，葉背淡綠

色，革質，網脈明顯，長葉柄，柄基部擴大，繖形花序，

呈總狀排列，全體呈圓錐狀，頂生，花小而多，萼緣截

形，花瓣五至七枚，淡綠白色，子房下位，六室，花柱

短圓錐形，缺柱頭，核果，球形，熟果橘紅、橘黃、深

紅色。 

水多

多馬

路旁 

10棵 

21 

欖李 

Lumnitzera 

racemosa 

 

科別：使君子科 

特徵：常綠小喬木或灌木。莖直立，多分枝，株高 3-10 

公尺；葉互生， 肉質，倒卵形，長約 3-6 公分，先端

圓或微凹。腋生總狀花序，花瓣 5枚，白色。核果長橢

圓形，宿存，外果皮纖維質，可漂浮於海水傳播 

城西

街三

段

510

巷 

80棵 

22 

台灣海桐 

Aquilaria 

pentandrum 

Blanco 

 

科別：海桐科 

特徵：常綠灌木或小喬木，高可達 3~5 公尺，樹皮灰

白色，具顯著皮孔；幼枝條被褐色毛。單葉互生，葉數

量多且密集、螺旋狀排列，倒卵狀披針形或長橢圓形，

5~11 公分長，1.5~3.5 公分寬，兩端銳尖，全緣，上

下兩表面都油亮，覆蓋厚層的臘質，臘質到達葉的邊緣

形成鑲邊；葉脈不明顯，葉內含有揮發性的油酯，葉片

揉後會發散出嗆鼻的味道，對天空看，葉脈透明、光亮。 

青草

崙堤

防單

車道 

少數

幾棵 

23 

濱刺草 

Spinifex 

littoreus 

(Burm. f.) 

Merr. 
 

科別：禾本科 

特徵：新形成的海岸砂堆，它常常是先驅植物之一，幼

苗能在深沈的沙中生長，逐漸成長，在莖節上生根並長

出新芽，形成大的族群。 

青草

崙堤

防沙

灘 

一整

片 

24 

黃槿 

Hibiscus 

tiliaceus Linn 
 

科別：錦葵科 

特徵：黃槿為錦葵科常綠大喬木株高可達 15 公尺，樹

皮灰色，纖維質，樹枝分歧。多分枝，橫向開展，幹上

多萌芽枝。 

青草

崙堤

防單

車道 

2棵 

25 

恆春黃槿 

Thespesia 

populnea 

 

科別：錦葵科 

特徵：恆春黃槿是一種常綠灌木或小喬木植物，可高達

4－8米，最高亦不過 9米。樹皮具纖維質。葉闊卵形，

互生，頂端急尖或長漸尖，全緣或微波狀齒緣，基部呈

心形，背面披褐色盾狀鱗片，腹面近無毛，長約 8－15

公分，寬約 7-10公分；葉柄長約 2.5－7.5 公分；葉脈

5－7條呈放射狀，較黃槿明顯；托葉線狀披針形，長約

7 公釐。 

青草

崙堤

防單

車道 

少數

幾棵 

26 

盾柱木 

Peltophorum 

pterocarpum 

(DC.) Backer 

ex K. Heyne  

科別：豆科 

特徵：落葉大喬木，樹高可達 20 公尺以上，徑 30~120 

公分，樹幹通直，具有多數分枝；幼枝，花序及葉柄被

有褐色毛茸；樹皮光滑，灰褐色，有明顯的皮孔。二回

羽狀複葉，長 20~40 公分，托葉小，線狀鑿形或羽狀

裂，羽片 4~13 對，小葉 8~22 對，長橢圓形，長 1~2.4 

公分，寬 0.4~0.9 公分，表裏兩面或僅背面有毛茸。 

青草

崙堤

防單

車道 

1棵 



27 

林投 

Pandanus 

odoratissimus 

Linn. f 
 

科別：露兜樹科 

特徵：常綠灌木，高可達 5 公尺，常從莖幹生成大型

之支柱根支撐樹幹，莖為直立或成彎曲匍匐狀，有分

枝，樹幹粗糙有瘤 狀突起，環紋明顯。葉片呈長披針

形，叢生於枝端而作螺旋狀排列，長披針形，邊緣及中

肋有銳刺(雌株)，雄株的葉緣及中勒無銳刺，無刺葉端

漸尖，葉基截形，葉面平滑為硬革質，葉背為灰綠色，

葉鞘不具纖維。雌雄異株，雄花呈圓錐花序，雌花呈頭

狀花序；雄花淡黃白色，有多數苞片保護，香氣濃烈；

雌花綠色，密生成頭狀排列。 

青草

崙堤

防單

車道 

一大

叢 

28 

馬鞍藤 

Convolvulus 

brasiliensis L. 

 

科別：旋花科 

特徵：匍匐性多年生草本，莖極長，節上生根，全株光

滑。葉先端凹裂，形如馬鞍，故名馬鞍藤。蔓莖向四面

拓展，每節生根，根入土極深，是典型的砂原植物，經

常是砂岸最前線的植物群落，為防風定砂植物。馬鞍藤

一開花就形成沙灘花海，非常美麗，素有「海濱花后」

之稱，只不過花朵壽命極短，清晨綻放，過午即已凋零。 

青草

崙堤

防 

一大

片 

29 

蟛蜞菊 

Wedelia 

chinensis 

(Osbeck) Merr  

科別：菊科 

特徵：多年生草本；匍匐地上蔓延，上部直立，全株粗

糙，微被短毛，長 20~60 公分，節處常生不定根著地。 

青草

崙堤

防 

一大

片 

30 

海草桐

Scaevola 

sericea Forst. f. 

ex Vahl  

科別：草海桐科 

特徵：匍匐狀常綠多年生小灌木，高 1~3 公尺，莖部

粗大，葉互生，長倒卵形，肉質性，叢集於株條頂端，

長約 10~20 公分，寬約 4~8 公分。春至夏季開花，花

序聚繖形，生於葉腋，花萼五裂，花冠筒狀，左右對稱

而非輻射對稱，故花朵好似缺了一半的殘花，煞是奇

妙。雄蕊 5 枚，雌蕊花柱彎曲，子房 2 室，核果白色，

球形，莖約 1 公分。 

鹿耳

門夢

幻湖 

一大

片 

31 

海埔姜 

Vitex 

rotundifolia L. 

f.  

科別：馬鞭草科 

特徵：半落葉蔓性灌木，小枝方形，全株密被白色柔毛，

節上生根，莖伏生地面，可延伸數公尺，但高度通常僅

數十公分；葉揉一揉有濃烈芳香，單葉，對生，倒卵形、

寬卵形或橢圓形，全緣或波狀緣，長約為 2.5 公分，

葉背灰白色；花序總狀，頂生在枝梢，花冠唇形，藍紫

色或深藍色，雄蕊 4 枚，2 長 2 短，核果球形，成熟

時黑色。 

鹿耳

門夢

幻湖 

一小

片 

32 
海濛果 

Cerbera 

 

科別：夾竹桃科 

特徵：常綠小喬木。美麗的樹形及白色花朵也是良好景

觀樹。葉有柄，叢生枝端，倒披針形或倒卵形，全緣；

聚繖花序頂生，花冠長漏斗形，先端 5 裂，白色，冠

科別：山欖科 

特徵：喉部呈淡紅色而有毛；雄蕊 5 枚，心皮 2 枚；

橢圓狀球形果，其大如雞卵，先端尖，外果皮富含纖維

質。海檬果分布廣泛，全株含有毒性，尤以果實、果仁

毒性最強，誤食會中毒，嚴重者致死。 

青草

崙堤

防沙

灘 

很多

棵 

33 

馬纓丹 

Lantana 

camara L. var. 

aculeata (L.) 

Moldenke.  

科別：馬鞭草科 

特徵：常綠半蔓性灌木。原產於熱帶美洲，三百年前由

荷蘭人把我帶來台灣，株高 1.5~3 公尺，小枝四稜形，

具有逆向的銳利，全株含刺激性異味，葉對生，廣卵形，

鋸齒緣。兩面均被有短硬毛。四季開花，頭狀花序作散

房狀排列，花冠有黃、白、橙黃、淡紅、紫紅、深紅等

色彩。核果球形，成熟時紫黑色。品種繁多，有黃花、

白花及無刺等等之 品種:為盆景、庭園樹及綠籬之植

材。 

青草

崙堤

防單

車道 

一大

叢 



34 

蓖麻 

Ricinus 

communis 

Linn. 

 

科別：大戟科 

特徵：蓖麻是一年或多年生草本植物。全株很光滑，上

被蠟粉，通常呈綠色、青灰色或紫紅色；莖圓形中空，

有分枝；葉互生較大，掌狀分裂；圓錐花序，單性花無

花瓣，雌花著生在花序的上部，淡紅色花柱，雄花在花

序的下部，淡黃色；蒴果有刺或無刺；橢圓形種子，種

皮硬，有光澤並有黑、白、棕色斑紋。 

青草

崙堤

防沙

灘 

3棵 

35 

毛西番蓮 

Passiflora 

hispida DC 

 

科別：西番蓮科 

特徵：二年生蔓性草本植物，具難聞的氣味，莖柔弱，

圓柱形，密生粗毛，具腋生卷鬚。葉互生，三裂，具密

毛，長達 9 公分，3 裂，裂片卵至卵狀長橢圓形，疏

科別：山欖科 

特徵：生細齒；有長柄，長 3-4 公分；托葉深裂，具

腺毛。聚繖花序退化而僅具花 1朵，腋生，5 數，直徑 

2~3 公分；雌雄同株(單生)，顏色白色或粉紅色，具 3 

片 3~4 回深羽裂的總苞。 

青草

崙堤

防單

車道 

很少 

36 

血桐 

Macaranga 

tanarius (L.) 

Muelll. -Arg. 

Ricinus 

tanarius L. 

 

科別：大戟科 

特徵：血桐為具有寬闊心形葉片的植物。它的英文名形

容它為「象耳」。枝條折斷處，髓心週圍和樹皮汁液氧

化後會變成紅色，狀似流血，所以稱為血桐。血桐是熱

帶二期林的主要樹種，在充足的陽光下才能蓬勃的生

長，一般在破壞不久的開闊地或崩壞地上生長，海岸亦

有分佈，和林投、黃槿等組成海岸灌叢。 

青草

崙堤

防單

車道 

1棵 

37 

菟絲子 

Cuscuta 

australis R. 

Brown  

科別：旋花科 

特徵：菟絲子侵害植物時 ，會長出吸器伸入植物體內，

吸收宿主的養分快速長出其他分枝，繁殖速度很快，由

於菟絲子可覆蓋住宿主相當大的面積，加上不斷吸取宿

主植物的養分，造成宿主營養不良或死亡 ，因此有人

稱這種植物為「草食性的吸血鬼」。 

青草

崙堤

防沙

灘 

一大

片 

38 

含羞草 

Mimosa pudica 

Linn. 
 

科別：豆科 

特徵：披散半灌木狀草本，高可達 1 公尺。有散生、

下彎的鉤刺及倒生剛毛。葉對生，二回羽狀複葉，具長

柄，柄長 1.5~4 公分；托葉披針形，長 0.4~1 公分，

有剛毛，羽片 2~4 個，小葉對生，10~20 對，線狀長

橢圓形，長 0.8~1.3 公分，先端急尖，基部近圓形，

略偏斜，邊緣帶紫色有疏生剛毛，指狀排列於總葉柄之

頂端。頭狀花序具長梗；單生或 2-3 個生於葉腋；直徑

約 1 公分；花小，淡紅色；苞片線形，邊緣有剛毛；

萼漏斗狀，極小，短齒裂；花冠鐘形，上部 4 裂，裂

片三角形，外面有短柔毛；雄蕊 4，基部合生，伸出花

瓣外；子房有短柄，無毛，花柱絲狀，柱頭小。夏、秋

季開花。 

鹿耳

門夢

幻湖 

一小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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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港仔西水生動物探索 
 魚種 網址 

1 虱目魚 
虱目魚(Chanos chanos) 

http://fishdb.sinica.edu.tw/chi/species.php?id=381130 

2 吳郭魚 x3 

莫三比克口孵非鯽(Oreochromis mossambicus) 

http://taibnet.sinica.edu.tw/chi/taibnet_species_detail.php?name_code=381623 

尼羅口孵非鯽(Oreochromis niloticus niloticus) 

http://taibnet.sinica.edu.tw/chi/taibnet_species_detail.php?name_code=381624 

吉利非鯽(Tilapia zillii) 

http://taibnet.sinica.edu.tw/chi/taibnet_species_detail.php?name_code=381625 

3 烏魚 

鯔(Mugil cephalus) 

http://fishdb.sinica.edu.tw/chi/fishlist2.php?T3=%E7%83%8F%E9%AD%9A&T3_new_value=true

&R1=keyword 

4 豆仔魚 x3 

大鱗龜鮻(Chelon macrolepis) 

http://taibnet.sinica.edu.tw/chi/taibnet_species_detail.php?name_code=381179 

綠背龜鮻(Chelon subviridis) 

http://taibnet.sinica.edu.tw/chi/taibnet_species_detail.php?name_code=381180 

長鰭莫鯔(Moolgarda cunnesius) 

http://taibnet.sinica.edu.tw/chi/taibnet_species_detail.php?name_code=381185 

5 鱸魚 

日本花鱸(Lateolabrax japonicus) 

http://fishdb.sinica.edu.tw/chi/fishlist2.php?T3=%E9%B1%B8%E9%AD%9A&T3_new_value=tru

e&R1=keyword 

6 石斑魚 

俗稱石斑魚的魚類主要為鮨科的魚類，而俗稱為石斑的大約有 20~40 種左右 

http://fishdb.sinica.edu.tw/chi/fishlist2.php?T3=%E7%9F%B3%E6%96%91%E9%AD%9A&T3_n

ew_value=true&R1=keyword 

7 龍膽石斑 
鞍帶石斑魚(Epinephelus lanceolatus) 

http://fishdb.sinica.edu.tw/chi/species.php?id=382543 

8 大肚魚 

食蚊魚(Gambusia affinis) 

http://fishdb.sinica.edu.tw/chi/fishlist2.php?T3=%E5%A4%A7%E8%82%9A%E9%AD%9A&T3_

new_value=true&R1=keyword 

9 紅魚 

金眼鯛科(Berycidae)、癒齒鯛科(Symphysanodontidae)、笛鯛科(Lutjanidae)皆有好幾種魚類俗

名為”紅魚” 

http://fishdb.sinica.edu.tw/chi/fishlist2.php?T3=%E7%B4%85%E9%AD%9A&T3_new_value=true

&R1=keyword 

10 土龍 

亨氏短體蛇鰻(Brachysomophis henshawi) 

尖吻蛇鰻(Ophichthus apicalis) 

波路荳齒蛇鰻(Pisodonophis boro) 

http://fishdb.sinica.edu.tw/chi/fishlist2.php?T3=%E5%9C%9F%E9%BE%8D&T3_new_value=true

&R1=keyword 

11 花跳 x2 

大彈塗魚(Boleophthalmus pectinirostris) 

http://taibnet.sinica.edu.tw/chi/taibnet_species_detail.php?name_code=381727 

大青彈塗魚(Scartelaos gigas) 

http://taibnet.sinica.edu.tw/chi/taibnet_species_detail.php?name_code=381846 

青彈塗魚(Scartelaos histophorus) 

http://fishdb.sinica.edu.tw/chi/species.php?id=381130
http://taibnet.sinica.edu.tw/chi/taibnet_species_detail.php?name_code=381623
http://taibnet.sinica.edu.tw/chi/taibnet_species_detail.php?name_code=381624
http://taibnet.sinica.edu.tw/chi/taibnet_species_detail.php?name_code=381625
http://fishdb.sinica.edu.tw/chi/fishlist2.php?T3=%E7%83%8F%E9%AD%9A&T3_new_value=true&R1=keyword
http://fishdb.sinica.edu.tw/chi/fishlist2.php?T3=%E7%83%8F%E9%AD%9A&T3_new_value=true&R1=keyword
http://taibnet.sinica.edu.tw/chi/taibnet_species_detail.php?name_code=381179
http://taibnet.sinica.edu.tw/chi/taibnet_species_detail.php?name_code=381180
http://taibnet.sinica.edu.tw/chi/taibnet_species_detail.php?name_code=381185
http://fishdb.sinica.edu.tw/chi/fishlist2.php?T3=%E9%B1%B8%E9%AD%9A&T3_new_value=true&R1=keyword
http://fishdb.sinica.edu.tw/chi/fishlist2.php?T3=%E9%B1%B8%E9%AD%9A&T3_new_value=true&R1=keyword
http://fishdb.sinica.edu.tw/chi/fishlist2.php?T3=%E7%9F%B3%E6%96%91%E9%AD%9A&T3_new_value=true&R1=keyword
http://fishdb.sinica.edu.tw/chi/fishlist2.php?T3=%E7%9F%B3%E6%96%91%E9%AD%9A&T3_new_value=true&R1=keyword
http://fishdb.sinica.edu.tw/chi/species.php?id=382543
http://fishdb.sinica.edu.tw/chi/fishlist2.php?T3=%E5%A4%A7%E8%82%9A%E9%AD%9A&T3_new_value=true&R1=keyword
http://fishdb.sinica.edu.tw/chi/fishlist2.php?T3=%E5%A4%A7%E8%82%9A%E9%AD%9A&T3_new_value=true&R1=keyword
http://fishdb.sinica.edu.tw/chi/fishlist2.php?T3=%E7%B4%85%E9%AD%9A&T3_new_value=true&R1=keyword
http://fishdb.sinica.edu.tw/chi/fishlist2.php?T3=%E7%B4%85%E9%AD%9A&T3_new_value=true&R1=keyword
http://fishdb.sinica.edu.tw/chi/fishlist2.php?T3=%E5%9C%9F%E9%BE%8D&T3_new_value=true&R1=keyword
http://fishdb.sinica.edu.tw/chi/fishlist2.php?T3=%E5%9C%9F%E9%BE%8D&T3_new_value=true&R1=keyword
http://taibnet.sinica.edu.tw/chi/taibnet_species_detail.php?name_code=381727
http://taibnet.sinica.edu.tw/chi/taibnet_species_detail.php?name_code=381846


http://taibnet.sinica.edu.tw/chi/taibnet_species_detail.php?name_code=381847 

12 碗米仔 

鰏科(Leiognathidae)跟鑽嘴魚科(Gerreidae)的魚很有許多都俗稱為”碗米仔”，較常見的有曳絲

鑽嘴魚(Gerres filamentosus)、短鑽嘴魚(Gerres erythrourus)、黑邊布氏鰏(Eubleekeria splendens) 

http://fishdb.sinica.edu.tw/chi/fishlist2.php?T3=%E7%A2%97%E7%B1%B3%E4%BB%94&T3_n

ew_value=true&R1=keyword 

13 
黃金鯧(紅

杉、紅衫魚) 

布氏鯧鰺(Trachinotus blochii) 

http://taibnet.sinica.edu.tw/chi/taibnet_species_detail.php?name_code=381554 

14 馬魚 有其他名稱或資訊嗎? 

15 紅目鱸 
紅眼沙鱸(Psammoperca waigiensis) 

http://taibnet.sinica.edu.tw/chi/taibnet_species_detail.php?name_code=381562 

16 花神仔 

花身鯻(Terapon jarbua) 

http://taibnet.sinica.edu.tw/chi/taibnet_species_detail.php?name_code=382659 

條紋鯻(Terapon theraps) 

http://taibnet.sinica.edu.tw/chi/taibnet_species_detail.php?name_code=382660 

17 花菱仔 
小牙鰏(Gazza minuta) 

http://taibnet.sinica.edu.tw/chi/taibnet_species_detail.php?name_code=382049 

18 
兇狠圓軸蟹

(海南憨) 

兇狠圓軸蟹(Cardisoma carnifex) 

http://taibnet.sinica.edu.tw/chi/taibnet_species_detail.php?name_code=311059 

19 魚虎(鮕呆) 

海水的魚虎指的應是鮋科(Scorpaenidae)的日本鬼鮋(Inimicus japonicus)、中華鬼鮋(Inimicus 

sinensis)、雙指鬼鮋(Inimicus didactylus)、橙色虎鮋(Minous coccineus)、單指虎鮋(Minous 

monodactylus)、斑翅虎鮋(Minous pictus)、細鰭虎鮋(Minous pusillus)、五脊虎鮋(Minous 

quincarinatus)、粗首虎鮋(Minous trachycephalus)，淡水的是指線鱧(Channa striata)跟小盾鱧

(Channa micropeltes)，但如果是鮕呆指的應該是淡水魚的斑鱧(Channa maculata)跟七星鱧

(Channa asiatica) 

http://fishdb.sinica.edu.tw/chi/fishlist2.php?T3=%E9%AD%9A%E8%99%8E&T3_new_value=true

&R1=keyword 

20 土黃鯝魚 

指的是否為”土黃仔”? 是的話為環球海鰶(Nematalosa come)跟日本海鰶(Nematalosa japonica) 

http://taibnet.sinica.edu.tw/chi/taibnet_species_detail.php?name_code=380959 

http://taibnet.sinica.edu.tw/chi/taibnet_species_detail.php?name_code=380960 

http://fishdb.sinica.edu.tw/chi/fishlist2.php?T3=%E9%AF%9D%E9%AD%9A&T3_new_value=tru

e&R1=keyword 

21 爛鰽 
夏威夷海鰱已更名為大眼海鰱(Elops machnata) 

http://taibnet.sinica.edu.tw/chi/taibnet_species_detail.php?name_code=381037 

22 紅鰽 銀紋笛鯛(Lutjanus argentimaculatus) 

23 鰻魚 

日本鰻鱺(Anguilla japonica) 

http://fishdb.sinica.edu.tw/chi/fishlist2.php?T3=%E9%B0%BB%E9%AD%9A&T3_new_value=tru

e&R1=keyword 

24 鯽魚 
Carassius auratus auratus 

http://taibnet.sinica.edu.tw/chi/taibnet_species_detail.php?name_code=381001 

25 透抽 

中國槍魷(Uroteuthis (Photololigo) chinensis) 

杜氏槍魷(Uroteuthis (Photololigo) duvaucelii) 

劍尖槍魷(Uroteuthis (Photololigo) edulis) 

詩博加槍魷魚(Uroteuthis (Photololigo) sibogae) 

http://taibnet.sinica.edu.tw/chi/taibnet_species_detail.php?name_code=381847
http://fishdb.sinica.edu.tw/chi/fishlist2.php?T3=%E7%A2%97%E7%B1%B3%E4%BB%94&T3_new_value=true&R1=keyword
http://fishdb.sinica.edu.tw/chi/fishlist2.php?T3=%E7%A2%97%E7%B1%B3%E4%BB%94&T3_new_value=true&R1=keyword
http://taibnet.sinica.edu.tw/chi/taibnet_species_detail.php?name_code=381554
http://taibnet.sinica.edu.tw/chi/taibnet_species_detail.php?name_code=381562
http://taibnet.sinica.edu.tw/chi/taibnet_species_detail.php?name_code=382659
http://taibnet.sinica.edu.tw/chi/taibnet_species_detail.php?name_code=382660
http://taibnet.sinica.edu.tw/chi/taibnet_species_detail.php?name_code=382049
http://taibnet.sinica.edu.tw/chi/taibnet_species_detail.php?name_code=311059
http://fishdb.sinica.edu.tw/chi/fishlist2.php?T3=%E9%AD%9A%E8%99%8E&T3_new_value=true&R1=keyword
http://fishdb.sinica.edu.tw/chi/fishlist2.php?T3=%E9%AD%9A%E8%99%8E&T3_new_value=true&R1=keyword
http://taibnet.sinica.edu.tw/chi/taibnet_species_detail.php?name_code=380959
http://taibnet.sinica.edu.tw/chi/taibnet_species_detail.php?name_code=380960
http://fishdb.sinica.edu.tw/chi/fishlist2.php?T3=%E9%AF%9D%E9%AD%9A&T3_new_value=true&R1=keyword
http://fishdb.sinica.edu.tw/chi/fishlist2.php?T3=%E9%AF%9D%E9%AD%9A&T3_new_value=true&R1=keyword
http://taibnet.sinica.edu.tw/chi/taibnet_species_detail.php?name_code=381037
http://fishdb.sinica.edu.tw/chi/fishlist2.php?T3=%E9%B0%BB%E9%AD%9A&T3_new_value=true&R1=keyword
http://fishdb.sinica.edu.tw/chi/fishlist2.php?T3=%E9%B0%BB%E9%AD%9A&T3_new_value=true&R1=keyword
http://taibnet.sinica.edu.tw/chi/taibnet_species_detail.php?name_code=381001


26 魩仔魚 

漁民捕獲之吻仔魚，主要是鯷科及鯡科的仔稚魚，種類主要則是以銀灰半棱鯷

(Encrasicholina punctifer)、異葉半棱鯷(Encrasicholina heteroloba)及日本鯷 (Engraulis 

japonicus)為主。 (資料來源：農委會 )  

27 白蝦 
南美白蝦(Penaeus vannamei) 

http://taibnet.sinica.edu.tw/chi/taibnet_species_detail.php?name_code=311628 

28 草蝦 
斑節對蝦(Penaeus monodon) 

http://taibnet.sinica.edu.tw/chi/taibnet_species_detail.php?name_code=311623 

29 沙蝦 
刀額新對蝦(Metapenaeus ensis) 

http://taibnet.sinica.edu.tw/chi/taibnet_species_detail.php?name_code=311591 

30 五鬚蝦 
東方白蝦(Exopalaemon orientis) 

http://taibnet.sinica.edu.tw/chi/taibnet_species_detail.php?name_code=311377 

31 斑節蝦 
日本囊對蝦(Penaeus japonicus) 

http://taibnet.sinica.edu.tw/chi/taibnet_species_detail.php?name_code=311616 

32 紅蝦 
高脊管鞭蝦(Solenocera alticarinata) 

http://taibnet.sinica.edu.tw/chi/taibnet_species_detail.php?name_code=311878 

33 蚵仔 

蚵仔的種類很多, 常見的有僧帽牡蠣(Saccostrea cucullata)、黑齒牡蠣(Saccostrea mordax)、葡

萄牙牡蠣(Crassostrea angulata )等 

http://fishdb.sinica.edu.tw/chi/species.php?id=380976 

34 文蛤(蛤蜊) Meretrix lusoria  

35 石蟳 

石蟳的種類非常多，較常見的有銳齒蟳(Charybdis acuta)、尖額蟳(Charybdis acutifrons)、安汶

蟳(Charybdis amboinensis)、環紋蟳(Charybdis annulata)、顆粒蟳(Charybdis granulata)、赫氏

蟳(Charybdis hellerii)、日本蟳(Charybdis japonica)、晶瑩蟳(Charybdis lucifera)、武士蟳

(Charybdis miles)、鈍齒短槳蟹(Thalamita crenata)、達氏短槳蟹(Thalamita danae ) 

36 紅蟳 鋸緣青蟳(Scylla serrata) 

37 毛蟹(扁蟹) 在感潮帶指的毛蟹應是指字紋弓蟹(Varuna litterata) 

 

  

http://taibnet.sinica.edu.tw/chi/taibnet_species_detail.php?name_code=311628
http://taibnet.sinica.edu.tw/chi/taibnet_species_detail.php?name_code=311623
http://taibnet.sinica.edu.tw/chi/taibnet_species_detail.php?name_code=311591
http://taibnet.sinica.edu.tw/chi/taibnet_species_detail.php?name_code=311377
http://taibnet.sinica.edu.tw/chi/taibnet_species_detail.php?name_code=311616
http://taibnet.sinica.edu.tw/chi/taibnet_species_detail.php?name_code=311878
http://fishdb.sinica.edu.tw/chi/species.php?id=380976


附錄二  臉書粉絲團上傳活動照片與成果 

(一) 粉絲網址 

A. 台南市港仔西社區海風鱻味餐與生態體驗

https://www.facebook.com/%E5%8F%B0%E5%8D%97%E5%B8%82%E6%B8%AF%E4%BB%

94%E8%A5%BF%E7%A4%BE%E5%8D%80%E6%B5%B7%E9%A2%A8%E9%B1%BB%E5%91%

B3%E9%A4%90%E8%88%87%E7%94%9F%E6%85%8B%E9%AB%94%E9%A9%97-61841553

5218372/?modal=composer&notif_id=1544046072757921&notif_t=page_fan_growth_dro

p 

B. 城西里關懷據點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547029478837764/?multi_permalinks=10284895006917

57&notif_id=1543673678785863&notif_t=group_activity 

(二) FB 截圖 

   

   

https://www.facebook.com/%E5%8F%B0%E5%8D%97%E5%B8%82%E6%B8%AF%E4%BB%94%E8%A5%BF%E7%A4%BE%E5%8D%80%E6%B5%B7%E9%A2%A8%E9%B1%BB%E5%91%B3%E9%A4%90%E8%88%87%E7%94%9F%E6%85%8B%E9%AB%94%E9%A9%97-618415535218372/
https://www.facebook.com/%E5%8F%B0%E5%8D%97%E5%B8%82%E6%B8%AF%E4%BB%94%E8%A5%BF%E7%A4%BE%E5%8D%80%E6%B5%B7%E9%A2%A8%E9%B1%BB%E5%91%B3%E9%A4%90%E8%88%87%E7%94%9F%E6%85%8B%E9%AB%94%E9%A9%97-618415535218372/
https://www.facebook.com/%E5%8F%B0%E5%8D%97%E5%B8%82%E6%B8%AF%E4%BB%94%E8%A5%BF%E7%A4%BE%E5%8D%80%E6%B5%B7%E9%A2%A8%E9%B1%BB%E5%91%B3%E9%A4%90%E8%88%87%E7%94%9F%E6%85%8B%E9%AB%94%E9%A9%97-618415535218372/?modal=composer&notif_id=1544046072757921&notif_t=page_fan_growth_drop
https://www.facebook.com/%E5%8F%B0%E5%8D%97%E5%B8%82%E6%B8%AF%E4%BB%94%E8%A5%BF%E7%A4%BE%E5%8D%80%E6%B5%B7%E9%A2%A8%E9%B1%BB%E5%91%B3%E9%A4%90%E8%88%87%E7%94%9F%E6%85%8B%E9%AB%94%E9%A9%97-618415535218372/?modal=composer&notif_id=1544046072757921&notif_t=page_fan_growth_drop
https://www.facebook.com/%E5%8F%B0%E5%8D%97%E5%B8%82%E6%B8%AF%E4%BB%94%E8%A5%BF%E7%A4%BE%E5%8D%80%E6%B5%B7%E9%A2%A8%E9%B1%BB%E5%91%B3%E9%A4%90%E8%88%87%E7%94%9F%E6%85%8B%E9%AB%94%E9%A9%97-618415535218372/?modal=composer&notif_id=1544046072757921&notif_t=page_fan_growth_drop
https://www.facebook.com/%E5%8F%B0%E5%8D%97%E5%B8%82%E6%B8%AF%E4%BB%94%E8%A5%BF%E7%A4%BE%E5%8D%80%E6%B5%B7%E9%A2%A8%E9%B1%BB%E5%91%B3%E9%A4%90%E8%88%87%E7%94%9F%E6%85%8B%E9%AB%94%E9%A9%97-618415535218372/?modal=composer&notif_id=1544046072757921&notif_t=page_fan_growth_drop
https://www.facebook.com/%E5%8F%B0%E5%8D%97%E5%B8%82%E6%B8%AF%E4%BB%94%E8%A5%BF%E7%A4%BE%E5%8D%80%E6%B5%B7%E9%A2%A8%E9%B1%BB%E5%91%B3%E9%A4%90%E8%88%87%E7%94%9F%E6%85%8B%E9%AB%94%E9%A9%97-618415535218372/?modal=composer&notif_id=1544046072757921&notif_t=page_fan_growth_drop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547029478837764/?ref=group_header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547029478837764/?ref=group_header


  
 

   

   

  



附錄三  說明會執行資料與成果 

(一) 議程 

時間：107 年 6 月 22 日（星期五）晚上 7 時 30 分 

地點：城西里活動中心 1 樓（臺南市安南區城西街 3 段 431 號） 

議程說明會議程： 

時間 流程順序 主辦單位 

19:00-19:30 報到 嘉南藥理大學 

19:30-19:50 
委託單位、里長及理事

長致詞 

台江國家公園管理處/里及社區

代表 

19:50-20:20 工作計畫及內容說明 嘉南藥理大學 

20:20-20:50 問答與交換意見   

20:50- 散會   

 

(二) 簡報資料 

 

 

  



(三) 簽到表 

 



 

(四) 活動相片 

  

  

 

 

  

 



附錄四  低碳綠生活空間營造改善 

(一) 低碳綠生活空間營造改善執行資料與成果 

前年完成的低碳廚房無水電、洗手台、料理台及簡易儲櫃，本計畫支援完成，共有

水電工程、洗手台與料理台、冰櫃採購、青蛙裝、窯爐加門等。結果如下： 

水電工程 
洗手台與料理台 

窯爐加門 冰櫃 

青蛙裝 

 

(二) 增購餐具/餐桌及布執行資料與成果 

3) 協助採購可擺盤之陶磁大餐盤及客人用之小磁盤，採購 8 桌份。 

4) 餐桌及布加購 8 套 

5) 採購 2 個轉台。 

6) 為讓陶磁餐盤有歸宿，亦協助採購 8 個藍子及兩台烏龜車。 

7) 為配合料理菜單中之鹽焗蝦之配備，另增購含小傢伙瓦斯爐之烤盤 4 組。 

8) 為配合料理菜單中之鹽焗蝦之配備，另增購含小傢伙 4 組。 



瓦斯爐與烤盤 烤盤 

餐盤藍子及烏龜車 

餐桌、布 

磁大餐盤及

小磁盤 

 

  



附錄五  社區工作會議及旅遊景點盤點與路線規劃： 

(一) 社區工作會議統計表 

有關社區含旅遊景點盤點與路線規劃之工作會議共舉辦 9場，統計如下表： 

序 日期 時間 會議主題 地點 出席人員 

1 
107/ 

04/17 

1600- 

1700 

計劃需完成工作討論與規

劃說明 

城西里活

動中心 

鄭脩平、陳怡頻、

李得元、張凱南、

嚴文正、翁淑貞 

2 
107/ 

06/20 

1600- 

1700 

確認執行工作與教育訓練

課程 

城西里活

動中心 

鄭脩平、陳怡頻、

李得元、嚴文正、

翁淑貞、郭江河 

3 
107/ 

07/05 

0930- 

1020 

創意商品構想與仕安社區

參訪注意事項 

台管處企

劃課 

鄭脩平、李得元、

張凱南 

4 
107/ 

07/05 

1030- 

1200 

低碳廚房空間改善工作、社

區文史與 DIY討論 

城西里里

辦公室 

李得元、張凱南、

嚴文正 

5 
107/ 

07/24 

1430- 

1600 

工作執行報告、8/12參訪

計畫、黑琵開幕及台灣之南

參訪行程 

城西里活

動中心 

鄭脩平、洪玉瑩、

陳怡頻、李得元、

嚴文正、翁淑貞 

6 
107/ 

08/23 

1000- 

1140 

工作執行報告及 9/10黑琵

季開幕(已延至 10/28)推廣

【港仔西海鱻生活趣】事宜 

城西里活

動中心 

鄭脩平、洪玉瑩、

陳怡頻、李得元、

嚴文正 

7 
107/ 

09/25 

1430- 

1550 

工作執行報告及 10/28黑

琵季開幕推廣【港仔西海鱻

生活趣】體驗活動檢討與修

正 

城西里活

動中心 

鄭脩平、洪玉瑩、

陳怡頻、李得元、

嚴文正、楊美靜 

8 
107/ 

11/20 

1430- 

1600 
成果發表會事宜協調 

台管處企

劃課 

鄭脩平、陳怡頻、

李得元、張凱南 

9 
107/ 

11/28 

2000- 

2200 
成果發表會事宜協調 

城西里活

動中心 

李得元、張凱南 

嚴文正、楊美靜 

郭江河及活動當天

的工作里民 

 

  



(二) 社區工作會議簽到表 

 



 



 



 



 



 

 

 



 



 



 
 

 

 

  



(三) 社區工作會議紀錄 

「城西社區生態旅遊及低碳綠生活空間營造陪伴輔導計畫」 

第 一 次    工作會議記錄 

日期：107 年 4 月 17 日 

時間：PM  16:00 

地點：台南市城西里活動中心 

出席人員： 

台管處企劃課 鄭脩平 城西里里長 嚴文正 

 陳怡頻  翁淑貞 

主持人 李得元 協同主持人 張凱南 

討論事項： 

(三) 本年度合作模式 

1. 學生實習參與 

A. 同心協力菜園 

B. 社區基本資料-田野調查 

C. 計畫執行 

 

2. 雜務工作配合 

A. 兼任助理工作 

B. 協助 DIY 

C. 雜項工作執行 

 

3. 鄰近社區合作 

A. 東香(金龍外燴-阿龍) 

B. 台江漁人/遊江/四草/大圓港 

C. 淨灘(6/8) 

 

4. 社群/行銷推廣 

A. 生命樹? 

B. 許願樹+許願卡 

 

(四) 本年度預定工作 

1. 廚房改善 

A. 水電: 請里長找人估價 

B. 流理台: 有洗手台, 有儲櫃, 磚造+不銹鋼 



2. 增購餐具 

A. 餐盤: 陶磁大,小盤,約 5 桌, 有印字(台江國家公園.港仔西) 

B. 其他 

 

3. DIY 套裝及相關裝備 

A. DIY 套裝 

a. 撐竹筏現撈虱目魚 

b. 收放竹笴體驗 

c. 挖蚵體驗/現烤生蚵(有季節) 

d. 西瓜綿 DIY(有季節) 

e. 一夜干製作 

f. 水多多/焚化爐解說/遊台江 

B. 相關裝備 

a. (救生衣) 

b. 青蛙裝 

c. 拋網 

 

4. 參訪地點 

A. 社頂社區:隔夜, (本計劃 3 萬, 餘台管處補助) 

B. 台西沙灘:隔夜, (本計劃 3 萬, 餘台管處補助) 

C. 仕安社區/侯伯社區 

D. 望明社區/玉井 

 

5. 教育訓練課程 

 環保相關知識 

 餐點料理製作及擺盤 

 餐廳禮儀講習 

 生態解說 

 人際關係與溝通 

 低碳生活 

 低碳社區參訪 

1) 教育訓練課程(一) 『在地料理』 

• ６次上課共 18 小時課程 

• 預定安排： 

K. 熟練 8 道特色料理及增加窯烤料理(指定及供應食材、徵求居民創作料

理，聘請郭老師臨場指導)，共 4 次 12 小時。 

L. 料理製作與擺盤，共 1 次 3 小時。 

M. 介紹前場餐廳禮儀，共 1 次 3 小時。 

2) 教育訓練課程(二) 『環境教育』 



• 8 次上課共 24 小時課程 

• 預定安排： 

B. 社區生態盤點，共 1 次 3 小時。 

C. 社區產業與人文，共 1 次 3 小時。 

D. 陸地採集，社區植物巡禮，共 1 次 3 小時。 

E. 水生動物探索，認識水裡世界，共 1 次 3 小時。 

F. 友善植栽，共 1 次 3 小時。 

G. 低碳社區參訪，共 1 次 6 小時。 

H. 導覽解說實務，共 1 次 3 小時。 

6. 文創商品 

• 保安符(崇聖宮+台江) 

• 環保袋 

• 提袋/名牌袋 

  
 

 

「城西社區生態旅遊及低碳綠生活空間營造陪伴輔導計畫」 

第 二 次    工作會議記錄 

日期：107 年 6 月 20 日 

時間：PM  16:00 

地點：台南市城西里活動中心 

出席人員： 

台管處企劃課 鄭脩平 城西里里長 嚴文正 

 陳怡頻  翁淑貞 

主持人 李得元  郭江河 

討論事項： 

一、 同學以實習方式積極配合計畫之執行 

i. 已有三位同學到同心協力菜園進行第一次整理，約會初步完成全園整理，

之後希望由社區志工接手。 

ii. 6/8 由主持人帶領四位同學參加淨灘活動。 



iii. 協助計畫之執行，如社區基本資料-田野調查、各項計畫活動。 

二、 聘任里民兼任助理執行雜務工作 

i. 已找到里民郭同學擔任臨時助理，協助及執行計畫活動、DIY 等雜項工作。 

ii. 里長贊成，贊成，希望有年輕人傳承。 

三、 廚房改善 

i. 有關水電設置，里長已找人施工，但也要配合新路開工。 

ii. 流理台，里長已找人估價，等待明天即可施工。 

四、 增購餐具 

i. 餐盤已二度前往、確認訂購數量，每桌加兩個盤子與每人一個瓷杯，已進

入採購流程。 

ii. 經費許可下，將加購圓桌，先詢價，再做最後決定。 

五、 參訪地點 

i. 仕安社區已有組織社區合作社次經驗，因此，決定該社區作深度參訪，另

找附近如侯伯社區，無米樂等搭配。 

ii. 社區產業發展模式，將多方蒐集資料及討論後決定，仕安社區集資成立合

作社方式可考慮。 

六、 教育訓練課程 

• 由於需於 9/14 前完成該教育訓練，且有些活動需日間完成，配合活動設計，

將會有一天兩次次安排。 

 

A. 教育訓練課程(一) 『在地料理』共需６次上課共 18 小時課程 

序號 課程名稱 日期 內容(3 小時) 講師/人員 

1 前場餐廳禮儀 
7/7  

N 

5. 西餐禮儀與擺設 

6. 桌巾折法示範與實際操作 

7. 托盤使用方式 

8. 中餐禮儀與擺設 

黄琪筠老師 

2 料理製作與擺盤 
7/8 

N  

3. 果蔬雕塑擺盤 

4. 冷盤點心製作 

黃淑珺老師 

翁淑貞輔導員 

(7) 試窯  12/1   
 

3 窯烤料理 
 7/14 

A 
4. 設計烘焙類新菜單 

5. 烘焙類產品可作為飯後点心 

6. (特產)拌手禮設計與製作 

郭江河老師 

4 窯烤料理 
 7/21 

A 
郭江河老師 

5 8 道特色料理 
 7/28 

A 
i. 去年八道料理，虱目魚、蝦、蚵、石

班鱼的等材料，重新補強，變成方便

料理 

ii. 地方特色料理 

郭江河老師 

6 8 道特色料理 
 8/11 

A 
郭江河老師 

教育訓練課程(二) 『環境教育之生態導覽解說』，8 次上課共 24 小時課程 



序號 課程名稱 日期 內容(3 小時) 講師/人員 

1 社區生態特色 
 6/29 

N 

3. 點出社區特有生態文化 

4. 激起對社區的熱愛與關心 
張源謀老師 

2 社區產業與人文 
 8/11 

P 

3. 細數社區人文故事 

4. 概述社區產業發展 
嚴文正里長 

3 陸地採集/社區植物巡禮 
7/14 

P  

3. 認識社區植物 

4. 了解社區植物 
黃毅斌老師 

4 
水生動物探索/認識水裡

世界 

 7/21 

P 

1. 認識社區水生動物 

2. 了解社區水生動物習性 
黃大駿老師 

5 食農/食魚教育 
7/28 

P  

3. 由食材栽種、料理設計、烹飪成地方

特色料理 

4. 社區可栽種植物 

5. 善用社區海產 

郭江河老師 

6 低碳社區參訪 
 8/11 

 全日 
參訪仕安社區，進行社區觀摩與學習之旅 

李得元老師 

社區導覽 
7 低碳社區參訪 

8 導覽解說實務 
 8/18 

A 
里民代表全套生態旅遊實習模擬與改善 

里民解說 

指導老師 

七、 DIY 套裝行程試辦 

九月利用週末試辦招覽遊客。 

 

 

   
 

 

  



 

「城西社區生態旅遊及低碳綠生活空間營造陪伴輔導計畫」 

第 3 次    工作會議記錄 

日期：107 年 7 月 5 日 

時間：AM  9:30 

地點：台江國家公園管理處 

出席人員： 

台管處企劃課 鄭脩平 

主持人 李得元 

共同主持人 張凱南 

討論事項： 

一、 創意商品構想 

1. 木製手工手機架 

圖 1  木

質手機

架原狀 

圖 2  預定貼上手機架的社區 LOGO 

圖 3  預

定加工後

的手機架 

 

 

圖 4   可加工(電光)

完成後的手機架 

說明: 

A. 可擺放手機，來電有擴音效果 

B. 表面細磨光滑有根大木紋 

C. 圖案及文字可調整 

D. 有造型需加價 

E. 可做遊客 DIY，但需至仁德 



 

結論: 

A. 台管處名稱不見得要放 

B. LOGO 圖形再選擇 

C. 外形以長方形即可 

D. 列入考慮項目 

 

2. 手提袋 

 

圖 5  各式

素色提袋 

 

圖 6  各式素色

提袋加蓋橡皮

章的型式 

 

說明: 各式素色提袋可為大、中、小袋,如名牌袋、飲料袋及環保袋，加蓋橡皮章

後，成品可當證物贈送外，亦可當社區辦 DIY 活動 

 

結論: 

A. 可多做一些，提供社區辦 DIY 活動使用 

B. 評估使用套印架 

C. 列入考慮項目 

 

二、 仕安社區參訪注意事項 

1. 已聯絡仕安廖育諒里長，參訪日期已決定 8/11 

2. 另一社區為侯伯社區  

3. 里長與廖里長討論合作社相關細節時、里民可到無米樂-菁寮參觀 

4. 午餐可考慮仕安的社區供餐 

 

三、 交付 7/7 及 7/8 上課講義 

 

 

  



「城西社區生態旅遊及低碳綠生活空間營造陪伴輔導計畫」 

第 4 次    工作會議記錄 

日期：107 年 7 月 5 日 

時間：AM  10:30 

地點：台南市城西里里長辦理處 

出席人員： 

主持人 李得元 

共同主持人 張凱南 

城西里里長 嚴文正 

討論事項： 

(五) 廚房流理台細部設計 

磚造流理台、兩個清洗台(不銹鋼), 示意圖如下，依實際完工為主。 

  

1. 水電設施 

水電設施各細項如圖估價單。 

討論後，先拿掉加壓機及變壓器及排水管及挖土回填再降(洗台亦再降)，調整後進 5 萬。 

2. 社區文史資料要點 

1) 地名源起 

集結成村、海埔新生地等議題 

2) 宗教信仰 

以里內有在供奉的神廟為主，講述野史。 

3) 人物誌 

介紹社區內曾有的重要人物  

3. 水中動物放笴計畫 

1) 社區內有在收放者的里民有那些? 

2) 收購及記錄並得收取狀況 

3) 記錄潮汐、位置、漁種、數量 

4) 蒐集相關漁種資料 



 

 

「城西社區生態旅遊及低碳綠生活空間營造陪伴輔導計畫」 

第 5 次    工作會議記錄 

日期：107 年 7 月 24 日   時間：PM  14:30 

地點：台南市城西里活動中心 

出席者： 

單  位 姓  名 單  位 姓  名 

台管處企劃課 鄭脩平 主持人 李得元 

 陳怡頻 城西里里長 嚴文正 

台管處解說課 洪玉瑩  翁淑貞 

 討論事項及結果： 

一、 學生實習工作已將同心協力菜園整理完畢 

二、 環境教育推行順利 

三、 廚房空間改善 

1. 8 桌餐盤、流理台與水電工程已完成採購，餐盤已進口、現在在整理(將加購整

理盒)、等待交貨；流理台已完工。 

2. 8 組餐桌已購入。(將加購主桌轉台及桌巾) 

3. 等待水電工程進行。 

 

四、 8/12 參訪 

1. 8/11 是逢農曆 7/1，里民要準備拜拜，已改成 8/12、遊覽車已訂。 

2. 已與仕安聯絡，導覽(1.5 小時)100 元/人、午餐 150 元/人。 

3. 中午過後預定參觀月津港(護庇宮、橋南老街、月津港親水公園、永成戲院、

八角樓、鹽水意麵工廠、麻油龍)後轉往好美里觀摩彩繪村。 

4. 預定 1730 到七股用餐(餐費另籌)再回社區。 

 

五、 黑琵季開幕推廣港仔西生態旅遊事宜 

1. 黑琵季開幕預定在 9/29，期待台江內三景點開賣遊程，當天預定者可由台江

可補助解說費。 

2. 城西里可提供之行程，希望先規劃，並能事先體驗。 

3. 城西里提供之行程為，撈魚體驗及風味餐，預定 8 月底安排體驗。 

4. 體驗後檢討，規劃行程說明及預定 3-4 個日期，接受預定(繳交定金及履約保

證金簽署) 。 



5. 將行程說明(文稿介紹及相片說明)及預定 3-4 個日期等資料做成 DM 付印(張

數?)。另儘量完成社區與產業介紹影片(內含可 DIY 項目) 。 

6. 若各行程日當天人數未足 30 人，得由社區私募人員，亦可享受相同優惠。 

六、 恆春半島學習之旅 

1. 10 萬元之內，主要項目有遊覽車、住宿、餐費、保險及解說費。 

2. 預算初估要善用，遊覽車 22,000 元、保險 4,000 元、住宿 30,000 元、餐費 36,000

元及解說費 8,000 元。後三者要互相節撙使用。 

3. 初步行程，預定 10 月 20-21 日兩日、首日中午先在途中用完午餐再到社頂，

希望由課長認識的里長友情贊助，進行社區營造經驗交流! 

4. 接著再到里德社區，如可承包，晚餐、夜導、早餐及上午簡單導覽(均不用 DlY，

由他們安排)，每人 1000 元可行否? 

5. 預算重估，遊覽車 22,000 元、保險 4,000 元、里德住宿 40,000 元、餐費 30,000

元及餘款(解說費)4,000 元。 

 

「城西社區生態旅遊及低碳綠生活空間營造陪伴輔導計畫」 

第 6 次    工作會議記錄 

日期：107 年 8 月 23 日  時間：AM  10:00 

地點：台南市城西里活動中心 

出席者： 

單  位 姓  名 單  位 姓  名 

台管處企劃課 鄭脩平 主持人 李得元 

 陳怡頻 城西里里長 嚴文正 

台管處解說課 洪玉瑩   

  

 討論事項及結果： 

一、 環境教育推行順利 

i. 6 次的料理課程已全結束。 

ii. 環教課程只剩一次(原訂計 8/30 的體驗，因處內有活動改成 9/10) 。 

二、 廚房空間改善 



i. 流理台與水電工程已完工。 

ii. 8 桌餐盤、8 組餐桌、桌巾 8 塊及 2 個轉枱已購入。 

iii. 冰櫃已購入。 

iv. 瓷盤盛藍(含兩台推車)採購中。 

三、 黑琵季開幕(已延至 10/28)推廣【港仔西海鱻生活趣】事宜 

甲、 擺攤事宜 

1. 當天所需 DM，內容由嘉藥於 9月中旬提供、配合台管處網頁設計、由處

內統一列印。 

2. 現場介紹   

城西可提供播放檔(NB) ，但當場不能提供電源，故由人員口頭介紹。

強調社區特色產業與低碳廚房之概念。 

  配合事項?? 

3. 意願登記之表格由台管處統一印製、不收保證金、採登記通知，當天登記

可免導覽費(每人上/下午各 100元與保險費約 45元/人)。共有三天次活動

安排，活動當天的餐費 300 元/人(國小以下半價) 。20 人以上才成行、社

區可再招覽人數。 

乙、 實務摸擬操演  9/10    (一次環教課程) 

時間 活動地點 備註 

08：30-09：00 台江國家公園管理處 集合 

09：00-09：30 前往城西里活動中心 車程 

09：40-10：00 城西里活動中心-社區資源介紹 影片欣賞 

10：00-10：10 前往魚塭 車程 

10：10-11：00 魚塭-嚴文正里長示範撈魚 2種抓法 

11：00-11：30 魚塭-撐竹筏體驗  

11：30-11：40 前往城西里活動中心 車程 

11：40-12：10 城西里活動中心-一夜干 DIY 
(會依季節供應而

變) 

12：10-13：30 城西里活動中心-午餐/休息  

13：30-15：00 城西里-社區生態導覽 

可 選 擇 增 加

PIZZA製作，而另

收費。 

15：00-15：30 歸賦  

四、 創意商品:  手提袋 +  印章 

甲、 手提袋如按上次規劃，材料(不能是油性帆布、最好是棉質、細格) 。

而印章之圖樣線條需明顯，採用墨水需耐洗的油性墨水，墨水較貴且事後

清洗保養，都要有專業訓練。建議:委托網印, 一次完成。 

乙、 決議:委托網印, 一次完成。大小以 A3 大小、可手提(看是否再加雙肩

背) 、數量儘量加多。 

五、 半島第二天行程，採自由成行方式，不用刻意安排。(枋山?或里山推薦?列入參考) 



 

「城西社區生態旅遊及低碳綠生活空間營造陪伴輔導計畫」 

第 7 次    工作會議 

日期：107 年 9 月 25 日 

時間：PM  14:30 

地點：台南市城西活動中心 

出席者： 

單  位 姓  名 單  位 姓  名 

台管處企劃課 鄭脩平 主持人 李得元 

 陳怡頻 城西里里長 嚴文正 

台管處解說課 洪玉瑩   

討論事項： 

一、 創意商品:  手提袋 +  印章 

手提袋委托網印一次完成 

材料(不能帆布(油性) 、棉   細格)  大小  數量 

二、 黑琵季開幕推廣港仔西生態旅遊事宜 

1. 9/10 實務操演 檢討 

A. 活動內容 

在活動內容的滿意度上，各活動項目中撐竹筏體驗為 80%、一夜干 DIY85%

及社區資源介紹 90%滿意度，其餘三項的滿意度均 100%滿意。在建議意見

中指出，竹筏只有一台及安全性問題、一夜干 DIY製作過程展示廣度不夠

及未有遮避、社區資源介紹不夠活潑、行前操作說明應加強。這些意見將

待與社區商量，在流程設計上將作改進。 

B. 時間安排 

在時間安排上除午餐維持滿意度 95%外，其他各項活動下降至 85-75%

間，在流程設計上有很大的改善空間。 

C. 執行方式 

在執行方式上除午餐維持 100%及示範撈魚 90%滿意度外，其他各項活動

下降至 85-75%間，建議事項如簡介由社區自己人介紹(本次是模擬試跑) 、

餐具要有清洗台(協調社區)、餐點多樣(該日只是簡餐)、分組解說(成本

高) 、要有實際 DIY、雨天要有備案(如烤 PIZZA) 、通知準備更換衣服、

現場解說植物要有行前說明、植物要標示及統整香草植物物等，將在經費

允許下設計上加入。另有素食選擇建議，但這是海風鱻味餐，怎不沾腥? 

2. 影片介紹內容重排 



(如附件) 

3. 擺攤事宜 

A. DM      

內容           設計 

B. 現場介紹   

配合事項  播放檔(NB)    人員 

三、 成果發表會 

成果發表會之活動草案或計畫書，即社區生態遊程示範暨成果發表會，是

以生態遊程搭配社區風味餐正並結合在地產業推廣、假日市集的方式，打響社區

旅遊與餐點知名度，完成流程安排定案後，將進行活動文宣設計，將於黑琵季開

幕上推薦遊程，預定安排三梯次(11/11、11/18、11/25)。 

並定於 11/25 為成果發表日，除報名參加民眾外、將邀請媒體記者、旅遊

業者或生態旅遊相關之夥伴共同參加。 

四、 半島第二天行程     枋山?  里山推薦? 

 

「城西社區生態旅遊及低碳綠生活空間營造陪伴輔導計畫」 

第 8 次    工作會議記錄 

日期：107 年 11 月 20 日  時間：PM  16:10-18:00 

地點：台江國家公園管理處  企劃課 

出席者： 

 

討論事項： 

一、 成果發表會形式 

同意以茶會形式進行 

二、 會議議程  如下： 
   09:00~10:30    鱻味點心準備   /成果海報展示 

   10:00~10:30    報到   /成果海報展示 

   10:30~10:40    長官來賓致詞 

   10:40~11:00    計畫成果發表-成果簡介 

   11:00~11:30    鱻味點心品嚐(播放活動影集) 

   11:30~         茶會結束/心得交流 

工作人員 09:50 完畢、10:20 進烤爐、10:45 出爐、炸魚柳條上桌。 

單  位 姓  名 單  位 姓  名 

台管處企劃課 鄭脩平 主持人 李得元 

 陳怡頻  張凱南 



三、 會場佈置 

1. 椅子擺場中央, 一旁擺 4 張圓桌, 餘以長桌圍成   字形, 方便工作人員在外現

場操作。 

2. 4 個個圓桌, 擺 4 道預先完成的海鮮點心料理(魚香绿豆、糕魚香烤餅、Q 餅及

香酥炸魚柳條), 長桌則擺現做料理(海鮮披薩、魚香飯糰、海鮮塔、五彩魚丸湯), 

監焗蝦以長桌擺出 4 套火爐現場製作。 

3. 計 9 道海鮮點心料理及 2 種飲品(洛神花及碟豆花花茶), 80 人份。 

4. 各料理均立說明牌。 

四、 提供茶點菜單 
1、 鹽焗蝦 

2、 香酥炸魚柳條 

3、 海鮮披薩 

4、 魚香飯糰 

5、 魚香绿豆糕 

6、 魚香烤餅 

7、 五彩魚丸湯 

8、 海鮮塔 

9、 Q 餅 

(可接受預定外帶/外燴服務) 

 

五、 開窯/新聞稿/邀請函 

1. 開窯：下週找時間完成(需備柴火、火雞、推柴火小鋤、剷子及夾子、看日子) 

2. 新聞稿：上簽核准(台管處)及創稿(嘉藥) 

3. 邀請函：電子檔製作 

 

 

 

  

 



「城西社區生態旅遊及低碳綠生活空間營造陪伴輔導計畫」 

第 9 次    工作會議紀錄 

日期：107 年 11 月 28 日   時間：PM  20:00 

地點：台南市城西活動中心 

出席者： 

單  位 姓  名 單  位 姓  名 

主持人 李得元 執行單位 張凱南 

城西里里長 嚴文正 發展協會理事長 楊靜美 

里民 12 人 

討論事項： 

(六) 成果發表會 

成果發表會之活動草案或計畫書，即社區生態遊程示範暨成果發表會，是以

生態遊程搭配社區風味餐正並結合在地產業推廣、假日市集的方式，打響社區旅遊

與餐點知名度，完成流程安排定案後，將進行活動文宣設計，已於黑琵季開幕上推

薦遊程，安排兩梯次(11/10、11/18)各 40 人已順利圓滿成功。其中，行程調整，意

外開發「社區植物尋寶」、「拔蘿蔔」(在地農作物採收)及「餵羊」的活動；同時也

找到社區人員合作模式。 

謹定於 12/1 為成果發表日，除報名參加民眾外、將邀請媒體記者、旅遊業者

或生態旅遊相關之夥伴共同參加。 

(七) 會議流程 

1) 辦理 12 月 1 日(10：30～11：30)成果發表會-茶會形式 

2) 會議流程如下 

   09:00~10:30    鱻味點心準備   /成果海報展示 

   10:00~10:30    報到   /成果海報展示 

   10:30~10:40    長官來賓致詞 

   10:40~11:00    計畫成果發表-成果簡介 

   11:00~11:30    鱻味點心品嚐 

      11:30~         茶會結束/心得交流 

3) 工作人員 09:00 就位完畢、9:20 起爐、10:45 出爐、炸魚柳條上桌。 

(八) 菜單及工作分配 

1) 菜單及工作分配(準備份數約 80 人食用) 

2) 工作分配如下表 

 



海鮮點心 工作分配 負責人 

1. 鹽焗蝦 當埸（會埸內）焗烤也是需要二人 COCO 母女 

2. 香酥炸魚柳

條 

香酥魚柳事先會浸好調味，當埸在外油炸

後送入會埸，需 2 人 

良斷  +  ?  

3. 海鮮披薩 披薩麵糰先完成(餡料前處理先完成） 

在會埸後方現做丶現烤需要 2 人 

阿金郭媽媽  +  ?  

/郭耀仁 

4. 魚香飯糰 魚香飯糰煮二鍋飯與蝦皮白丶黑芝麻拌勻

再用魚柳及西瓜棉包內餡（內餡在家先調

製好）在會場揑飯糰 

淑英老師   +  ? 

/郭耀仁 

5. 海鮮塔 海鮮塔塔皮先完成(烤半熟）在會埸後方現

做丶現烤需要 2 人 

良絲  +  ? 

/郭耀仁 

6. 五彩魚丸湯 提供配方委託虱目魚蔡製作 10 斤五彩魚

丸成品，只要 2 人負責加熱就可,   杯子? 

秀美，敏鳳 

7. 魚香绿豆糕 事先完成(約 180 左右) 市區漁會家政班提供 

8. 魚香烤餅 事先完成(約 180 左右) 市區漁會家政班提供 

9. Q 餅 事先完成 阿金郭媽媽 

10. 飲品 洛神花丶蝶豆花飲品現調 吳望，佩岑 

場地佈置/環境整理 淑貞全家   +  學生 

3) 服務目標:可接受預定外帶/外燴服務 

 

(九) 會場佈置 

1) 椅子擺場中央, 一旁擺 4 張圓桌, 餘以長桌圍成   字形, 方便工作人員在外現

場操作。 

2) 4 個個圓桌, 擺 4 道預先完成的海鮮點心料理(魚香绿豆、糕魚香烤餅、Q 餅

及香酥炸魚柳條), 長桌則擺現做料理(海鮮披薩、魚香飯糰、海鮮塔、五彩

魚丸湯), 監焗蝦以長桌擺出 4 套火爐現場製作。 

3) 計 9 道海鮮點心料理及 2 種飲品(洛神花及碟豆花花茶), 80 人份。 

4) 各料理均立說明牌。 

 

 

 



 

附錄六  食譜與研發菜色與課程培訓執行資料與成果 

(一) 課程表 

教育訓練課程(一) 『在地料理』共需６次上課共 18 小時課程 

序號 課程名稱 日期 內容(3小時) 講師/人員 

1 前場餐廳禮儀 7/7 N 

9. 西餐禮儀與擺設 

10. 餐巾折法示範與實際操作 

11. 托盤使用方式 

12. 中餐禮儀與擺設 

黄琪筠老師 

2 料理製作與擺盤 7/8 N  
5. 果蔬雕塑擺盤 

6. 冷盤點心製作 

黃淑珺老師 

翁淑貞輔導員 

3 窯烤料理  7/14 A 7. 設計烘焙類新菜單 

8. 烘焙類產品可作為飯後点心 

9. (特產)拌手禮設計與製作 

郭江河老師 

4 窯烤料理  7/21 P1 郭江河老師 

5 8道特色料理  7/28 P1 1. 去年八道料理，虱目魚、蝦、蚵、石

班鱼的等材料，重新補強，變成方便

料理 

2. 地方特色料理 

郭江河老師 

6 8道特色料理  7/29 A 郭江河老師 

上課時間: A:09:00-12:00  P:13:00-16:00  N:18:00-21:00    P1:14:30-17:30      

上課地點:城西里活動中心 

 

  



 

(二) 簽到表 

 



 

 



 

 



 

 



 

 



 

 

 



 

 



 

 



 

 



 

 



 

 



 

 

  



 

(三) 課程講義 

城西社區生態旅遊及低碳綠生活空間營造陪伴輔導計畫 

環境教育培訓課程   『在地料理』 

上課時間:107 年 7 月 7 日 18：00-21：00 
課程名稱：前場餐廳禮儀 

講師：黄琪筠老師 

1. 西餐禮儀與擺設 

中西方之差異 

 中國 西方 

飲食習慣和文

化差異 

「以『合』為最高的境

界，重視『五味調和』」 

主菜中，不同食材分明，通

常不會出現兩道以上 

飲食觀差異 重視味道 重視營養 

烹調法差異 大盤為原則 較為精緻化 

餐桌佈置差異 圓桌 長桌或方桌 

餐具的差異 筷子 刀叉 

中西文化差異比較 

中國 西方 

喜宴拖延 準時 

先上菜趁熱吃 一同上菜一同開動 

粗茶淡飯不成敬意 這是太太或這家餐廳的拿手好菜 

主人喜歡頻頻敬酒 西餐敬酒通常由主人主持，站立高喊

Cheers，賓客則相互碰杯 

客人說「酒足飯飽、感謝招

待…」 

主人說「謝謝今天大家光臨、希望滿

意今天的菜色」 

西式餐桌座次 

 男女主人對坐兩端或中間 

 男主賓坐女主人右側 

 女主賓坐男主人右側 



 

 男女賓客分坐對面 

 男女賓客儘量間隔坐 

西餐餐具擺設 

 

2. 口布折法示範與實際操作 

口布的使用 

打開:放膝上 

*中途:餐巾留在椅子上 

*餐畢:放在餐盤右邊 

*如何使用:擦嘴時要用餐巾擦拭，有印該店 LOGO 的為正面，要用反摺的內側來

擦，擦完蓋在餐巾內側不外露 

餐巾的源起 

 餐巾俗稱「口布」，又稱席巾、茶巾、茶布等，英文稱之為“Napkin”、“Serviette”。 

 國外餐巾最早在羅馬時代曾被使用作為繫在脖子下，作為進餐取食前擦拭手指

用。 

 到了十六世紀，餐巾才正式在餐廳出現，不過其主要目的係為了防止弄髒當時流

行的廣邊、漿硬的大衣領，因此以餐巾繫在脖子，以防用餐污損衣領。 

餐巾摺疊的類型 

(一)杯花:係指將餐巾經由專業化折疊技巧完成，再將摺疊好的餐巾置入玻璃杯，

稱之為杯花。 

(二)無杯花:不必再藉助其他杯皿即可挺立者，稱之為無杯花。如：主教帽、扇子、

星光、酒店型、雞冠型、帆船、三明治、土地公、以及「法國摺」等多種。  



 

 

刀叉擺放 

 

麵包篇 

通常主菜未上桌前，服務生會先提供餐包，放的位置一定是在主菜左側，所以餐具左側

的麵包是屬於你的，不要拿錯。吃麵包時，直接在麵包盤上剝開、塗抹奶油，否則離開

麵包盤，麵包屑容易掉得滿桌都是，不易收拾。 

3. 中餐禮儀與攞設 

圓桌座位席次 

 

長桌座位席次 

【入座席次安排】尊長坐在方桌靠屋裡的短邊，其他人依尊卑長幼輩分排列落

座。 

【熟記三原則】 

☑「尊者居上座(右)，卑者坐下首(左)」 

☑「主賓居首席，主人居末席」 

☑「面朝大門為尊」 範例:長者居上座，幼者坐下首；師長居上座，學生

坐下首；客人居上座，主人坐下首。 

中餐餐桌禮儀 

 聚餐吃中餐盡量使用公筷母匙或要求侍者分菜 

 上菜時先上給客人，再上主人；先女賓後再男賓；先主要客人次要客人 

 上菜從主人右邊的客人開始上菜，依序上菜 

 先由主人或是主要客人先開動，再開動 



 

 

中式餐具擺設 

餐具使用 

☑筷子-用餐時只要是筷子可取得的食物皆以筷子夾取，若筷子無法取得才使用

湯匙。無論筷子或湯匙皆不宜直接將食物放入口中，應先放置於碗盤中。 

☑湯匙-喝湯時不宜以湯碗就口直接喝，應使用湯匙。 

☑骨盤-用來盛裝菜餚或菜渣，不可將殘餘的魚骨棄置桌面或地上。 

☑湯碗-用來盛裝湯或羹類。 

☑公筷母匙-中餐以大盤裝菜，取用時應使用公筷母匙。 

☑餐巾-防止湯汁、油汙弄髒衣服，不可用來擦臉或擦拭餐具。 

☑用餐完畢將使用過的餐具放置原位 

中式旋轉桌 

旋轉桌旋轉的方向由主客向左轉，即順時鐘方向。 

不可以把自己的餐具放在旋轉桌上。 

轉動旋轉桌時，要小心別太用力，也要注意旁邊的餐具。 

敬酒禮儀 

敬酒時，先敬長者和主賓，最後才是主人。 

吃飯敬酒碰杯的時候，要先為別人斟酒，再為自己斟，忌自斟自飲。 

作客絕對不可喧賓奪主亂敬酒，那是非常不禮貌的，也很不尊重主人 

4. 托盤使用方法 

托盤的種類 

托盤持托的要領 

 

  
 



 

城西社區生態旅遊及低碳綠生活空間營造陪伴輔導計畫 

環境教育培訓課程   『在地料理』 

 

上課時間:107 年 7 月 8 日 18：00-21：00 

 
課程名稱：料理製作與擺盤 

講師：黃淑珺老師 

        翁淑貞輔導員 

 

冷盤料理製作 

一、鲁香菇 

材料~香菇、 

調味料~醬油 5 两、冰糖 2 两、味素少許、辣椒適量 

作法~ 

1.香菇選用扭扣菇最好、洗净、用水(25~27 度)泡軟一瀝乾(用手) 

2.將瀝乾的香菇放入鍋中、放入調味料-、用中小慢慢煮到收水 

二、涼拌黑木耳 

材料~黑木耳(已泡水 2 斤)、 

調味料~醬油 2 两、香油、梅汁 4 两、薑絲少許 

配料~小黄瓜、胡蘿蔔、香菜(以上適量配色用) 

作法~ 

1.將乾燥黑木耳泡水回軟、洗淨 

2.用沸水燙,煮過~快速冷却(電風扇)~備用 

3.調味料加入拌勻 

4.盛盤後表面用以上配料作配色裝飾 

三、涼拌海藻 

材料~珊瑚藻(己泡水過)2 兩 

調味料~酱油、香油、梅汁、薑絲 

配料~小黄瓜、胡蘿蔔、香菜(以上適量) 

作法~ 

1.將乾燥珊瑚藻泡水回軟、洗淨 

2.用沸水燙,煮過~快速冷却(電風扇)~備用 

3.調味料加入拌勻 



 

4.盛盤後表面用以上配料作配色裝飾 

四、涼拌小黄瓜 

材料~小黄瓜 1 斤 

調味料~糖、盐、醋、香油、蒜頭、辣椒(以上適量) 

作法~ 

1.小黄瓜去頭去尾、辣椒切段、蒜末去皮 

2.小黄瓜輕輕拍碎(或切條、塊狀) 

3,取糖加入小黄瓜中抓勻(比例瓜 6:糖 1)再加入少許盐拌勻 

4.加入辣椒及白醋(比例:瓜 6:醋 1)蒜末拌勻、放置冰箱冷藏一晚更入

味。 

5.盛盤後表面放些香油、就可亮相了 

五、酥炸鱼柳條 

材料~虱目魚鱼柳、 

調味料~醬油、蛋白、太白粉、五香粉、胡椒粉、鹽、 

配料~地瓜粉、油炸油、胡椒鹽 

作法~ 

1.將鱼柳洗淨後、加入調味料淹漬、放入冰箱冷藏一個晚上 

2.把淹漬過的鱼柳用地瓜粉裹覆表面 

3.入油炸油中炸到金黄色~起鍋 

4.盛盤後可直接撒胡椒鹽(或梅子粉) 

六、其他可做冷盤料理(在地食材) 

如:虱目魚香腸、蒲燒虱目魚肚、蝦卷、蚵卷、烏魚子、酸醋花枝、...

等 

其他当季蔬果~涼筍 

 

蔬果雕塑與擺盤: 

利用當季水果、蔬菜作原料 

蔬菜~甘藍(高麗菜)、茄子、白蘿蔔、胡蘿蔔、蕃茄、香菜、巴西利、苜

蓿芽、小黄瓜、大黄瓜、芋頭、南瓜…..… 

水果~西瓜、鳳梨、柳丁、香橙、蘋果、葡萄、檸檬.、樱桃缶頭、水蜜

桃缶頭、楊桃、草莓、芒果、蓮霧、哈蜜瓜.'....  



 

蔬果雕塑與擺盤: 

名稱 圖樣 製作要點 
 

 

 

 

 

 

 

 

 

 

 

 

 

 

 

 

 

 

 

 

 

 

 

 

 



 

城西社區生態旅遊及低碳綠生活空間營造陪伴輔導計畫 

環境教育培訓課程   『在地料理』 

上課時間:107 年 7 月 14/21 日 9：00-12：00 

 
課程名稱：窯烤料理 

講師：郭江河  老師 

披薩 

披薩是一種著名的義大利料理,其中 pizza 的 Pi 寫成（匹、披、比）都是正確的、只是各

種音譯的不同。 

薄餅的定義是、混合著不同食材、再與萫茄、起司烘焗而成的餅。發源地是義大利的拿

坡里。 

披薩在全球頗受歡迎、如今披薩店分布於世界各地。 

@批蕯每份重量 100 克中有热量<kcal>266 

窯烤料理 

壹:披薩餅的基本配方及製作程序 

披薩餅的基本配方 

材料名稱 百分比(%) 數量(公克) 

高筋麵粉 70(40.93%) 700 

低筋麵粉 30(17.54%) 300 

水 55(32.16%) 550 

鹽 2(1.16%) 20 

沙拉油 12(0.7%) 120 

酵母 2(7.02%) 20 

合 計 171(99.97%) 1710 

披薩餅製作程序 

  

 



 

 

其他:披薩麵皮配方~ 

 厚片(醱酵 45~60分):中筋粉 1000克、油,50 克、水 530克、糖 20克、盬 20克、酵母

粉 10克 

 芝心(醱酵 30分):中筋粉 1000克、油 50克、水 540克、糖 20克、盬 20克、酵母粉

10克 

 薄片(醱酵 3小時):中筋粉 1000克、油 40克、水 360克、糖 25克、盬 25克、酵母粉

10克 

 

@中筋粉 1000 克、油 100 克、水 500~550 克、糖 20 克、盐 15 克、酵母粉 12 克 

麵糰重 10 吋/250 克、12 吋/290 克、14 吋/370 克、18 吋/520 克(厚度 0.3cm) 

 

貳:芝心~專用乳酪醬加上奶油乳酪拌勻 

菠蘿皮~糖粉 150 克、奶油 180 克、奶粉 12 克、蛋 105 克、低筋粉 300 克合計 750 克 

 

披薩餅用蕃茄醬 

材料名稱 百分比(%) 數量(公克) 

濃縮蕃茄醬 100(68.49%) 3000 

水 40(27.40%) 1200 

鹽 2(1.37%) 60 

糖 3(2.05%) 90 

黑胡椒 0.3(0.21%) 9 

花枝葉 0.3(0.21%) 9 

鼠尾草葉 0.2(0.14%) 6 

大蒜粉 0.2(0.14%) 6 

合 計 146(100%) 4380 

 

 

 

 



 

披薩餅用蕃茄醬  製作程序 

 

 

冷凍披薩皮製作 

配方~高筋粉 290 克、低筋粉 130 克、糖 30 克、盬 10 克、酵母粉 10 克、奶油 30 克、温水

190 克合計 690 克 

      本配方量可做八吋(25cm)披薩 4 個 

作法~ 

1. 將所有材料拌勻、並略有筋性。表面光滑 

2. 放入缸盆醒醱 30 分(略 2 倍大) 

3. 每個分割 170 克 x4 個 

4. 鬆弛 15 分~20 分 

5. 撖開比八吋模大一點(烤模覆蓋) 

6. 表面搓洞 180~190 度/烤 5 分鈡(不可有著色) 

7. 冷却後用塑膠袋包好冷凍儲存 

8. 披薩皮從冷凍庫取出後/舖料再烤 25 分士溫度 200 度 

參:整形~見示範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肆:餡料~ 

@海鮮類:  虱目魚罐頭、虱目魚魚柳、虱目魚香腸、蝦仁、 

@蔬菜類:  冷凍綜合蔬菜(玉米粒、胡蘿蔔丁、青豆)、洋葱、青椒、西瓜綿、洋蔥、乾

燥青葱(海苔粉) 

@水果類:  鳳梨 

@其他:    沙拉醬、蕃茄醬、黑胡椒粒、披薩絲、 

 

炉温 205 度、上火小/下火大、 

時間 25 分 

  



 

城西社區生態旅遊及低碳綠生活空間營造陪伴輔導計畫 

環境教育培訓課程   『在地料理』 

上課時間:107 年 7 月 21 日 14：30-17：30 

 
課程名稱：窯烤料理 

講師：郭江河  老師 

前言: 

為嚮應政府推廣的食農(漁)教育~推廣米食並用在地食材、做在地的特色料理(產品)作為"特

產''或"拌手禮" 

推廣食材有~1、虱目魚鬆、2、芝麻、3、紅葱頭、4、花生、5、米 

 

一、鹹米香 

配方: 

@糖浆~砂糖 300 克、麦芽糖 200 克、食盐 12 克、水 180 克 

@米香果~米香果 700 克、油葱酥 90 克、干燥青葱 24 克、黑芝麻 48 克、花生仁

200 克、虱目魚魚鬆 150 克 

作法: 

1、將糖浆的原料放入鍋中、中小火煮到 118~120 度 

2、米香果放入烤箱内保温(100 度) 

3、將 1、糖漿倒入己保温過的米果中,拌勻 

4、每個秤 30 克、压平、倒出 

5、摆盤於烤盤中用 10O 度保温 20 分、 

6、冷却、 

7、包裝 

 

二、芝麻軟糖 

配方: 

@芝麻醬 1 斤、鹹麦芽 1 斤、熟黑芝麻 1 斤 

作法: 

1、將鹹麦芽入鍋(防沾黏)中、用小火熔化、熄火 

2、加入芝麻醬拌勻 

3、再加入黑芝麻拌勻 

4、趁熱倒入塑膠袋內搓勻_壓平 

5、冷却 

6、切割 

7、包裝 

分組操作(3~4 組) 



 

城西社區生態旅遊及低碳綠生活空間營造陪伴輔導計畫 

環境教育培訓課程   『在地料理』 

上課時間:107 年 7 月 28 日 14：30-17：30 

上課時間:107 年 7 月 29 日 09：00-12：00 
課程名稱： 8 道特色料理 

講師：郭江河  老師 

一、 虱目魚咖哩烤飯(焗烤) 

材料:白米飯 2~3碗、咖哩磚 1塊、魚柳 250~300克、洋蔥 1/4個、罐頭磨菇 200克、

水 500克、披薩起司 

配料:醬油、糖、鹽、黑胡椒粒、海苔粉 

作法: 

1. 煮白米飯 

2. 洋蔥切丁入鍋爆香、放入切塊魚柳、略煎一下、起鍋 

3. 水 500克(可用磨菇水取代)煮沸加入咖哩磚及切片磨菇 

4. 最後再加入魚柳 

5. 盤中盛米飯 2~3碗、淋上咖哩魚柳、上面撒披薩起司 

6. 入炉烤焙(只用上火)乳酪熔化帶有金黄色即可 

7. 表面黑胡椒粒及海苔粉點缀~完成 

二、 魚柳派酥 

材料: 

派皮:中筋粉 600克、鹽 12克、糖 18克、白油 390克、冰水 170克合計 1190克 

內饀:魚柳 600克、虱目魚魚漿 300克、醬油 100克、葱花 300 克、香油 100 克、

西瓜綿 200克、绞豬肉 200克 

調味料:味精、鹽、五香粉、胡椒粉、黑胡椒粒、紅葱醬、料理酒 

作法: 

1. 將派皮材料略為拌勻(壓制法)油保持有顆粒 

2. 麵團放置冰箱冷藏 

3. 饀料~除魚柳外全部材料先拌勻,最後加入切塊魚柳略為拌勻。 

4. 製作双皮派(見示範) 

5. 加入饀料、上面再蓋一層派皮 

6. 表面擦全蛋液、烤焙下火大/上火小 

7. 烤到表面金黄色 

三、 五彩魚絲羹 

材料:虱目魚漿、火腿絲、香菇絲、金針菇、髮菜、胡蘿蔔絲、高湯 

調味料:太白粉、白胡椒粉、香油、柴魚素、紅醋(可有可無) 

作法: 

1. 魚漿裝入塑膠袋中、袋角剪一小孔(或用小孔圓形花嘴挤花袋)、將魚漿挤入滾水

中~煮熟、捞起、備用 

2. 高湯將全部材料煮熟、太白粉勾芡、放入魚絲、香油、胡椒粉、撒上洋香菜葉(巴



 

西利)點綴 

四、 盬焗烤蝦 

材料:蝦、粗鹽、蒜末、青葱、胡椒粉 

作法: 

1. 利用平底鐵鍋、上舖粗鹽、擺上鲜蝦、加上蒜末 

2. 加蓋、啓火、煮到熟 

3. 上面撒上胡椒粉及青葱末~即完成 

五、 五彩魚丸湯 

(一)魚漿 

材料:魚柳 700克、肉能 200克、蛋白 2個、玉米粉 6大匙、白胡椒粉 1/2 小匙、

糖 2大匙、冰塊 100克、盐 2小匙、香油 2大匙 

作法: 

1. 將冰硬的肉能用調理機打碎、再加入切段冰魚柳及其他食材、用中速打成

漿 

2. 取出倒入調理盆、用撖面棍(或橡皮刮刀)以同一方向用力搅拌到有黏稠並

帶有弹性即可 

(二)五彩魚丸 

材料:魚漿 300克_芹菜碎、葱花碎、胡蘿蔔碎、香菇碎、白胡椒粉 

作法: 

1. 將以上材料全部混合均勻 

2. 水燒熱後維持小火. 

3. 用手虎口挤丸子、再以沾水湯匙、將丸子舀入温水中、待丸子浮起、即可

捞起~成魚丸 

4. 如要魚丸更有弹性、可將捞起魚丸冰鎮 

5. 高湯加上魚丸、上撒芹菜珠末及白胡椒粉 

六、 魚香绿豆糕 

材料:绿豆沙 400克、蔓越莓 30克、虱目魚鬆 100克、玉米粉 

作法: 

1. 將绿豆沙拌軟用粗篩網過篩 1~2次 

2. 加入切細的蔓越莓 

3. 用模型來成形、中間包魚鬆 

4. 脫模即可食用~飯後點心 

@製作時、桌面、器具、手需用食用酒精消毒 

七、 海鮮塔 

塔皮:葡式蛋塔皮冷凍胚 

蛋液:蛋 80克、鮮奶 100克、盐 0,5克、胡椒粉(適量)、動物鲜奶油 100克 

内容物:魚柳、蝦仁、蟹肉棒、火腿絲、鳥蛋、乳酪絲、干燥青葱、洋香菜 

烤焙:220度,下火大、上火小,烤到蛋液凝固 

 



 

八、 魚香飯糰 

材料:寿司米、糯米、醋、沙拉油、蝦皮、熟黑芝麻、熟白芝麻 

内饀:魚柳、洋蔥、西瓜綿 

作法: 

1. 將米洗淨泡水半小時後煮熟 

2. 蝦皮用油爆香、加入米飯及芝麻拌勻 

3. 魚柳先煎過压碎与洋葱丁及西瓜绵炒乾~作内饀 

4. 用米飯包内饀(各式形狀皆可) 

5. 也可包入虱目魚鬆 

九、 金凰魚香餃 

材料: 

1. 油皮(20克 x40個=800克) 

   中筋粉 460克、糖 46克、酥油 184克、水 184克、合計 874克 

2. 油酥(12克 x40個=480克) 

   低筋粉 360克、酥油 172克、合計 532克 

3. 饀(30克 x40個=1200克) 

   绿豆沙 440克、白豆沙 440克、起司粉 8 克、酥油 88克、鱼鬆 176克、鹹蛋

黄碎粒 150克合計 1302克 

作法: 

1. 油皮包油酥、二次撖開捲起(見示範) 

2. 撖開包内饀、成半月形、揑花邊(見示範) 

3. 表面擦蛋黄、少許白芝麻 

4. 入炉烤焙 20~22分、温度 200度 

    

    

 

  



 

(四) 活動相片。 

1. 前場餐廳禮儀 

  

 

 

 
 

 

 



 

2. 料理製作與擺盤 

  

  

  

  

  



 

3. 窯烤料理 

  

  

  

  

  



 

4. 8 道特色料理 

  

  

  

  

  



 

附錄七  低碳社區相關概念等環境教育課程培訓： 

(一) 課程表 

教育訓練課程(二) 『環境教育之生態導覽解說』，8 次上課共 24 小時課程 

序號 課程名稱 日期 內容(3小時) 講師/人員 

1 
水生動物探索/認識水

裡世界 
7/14 P 

5. 認識社區水生動物 

6. 了解社區水生動物習性 
李得元老師 

2 社區產業與人文 7/21 N 
6. 細數社區人文故事 

7. 概述社區產業發展 
嚴文正里長 

3 食農/食魚教育  7/28 N  

4. 由食材栽種、料理設計、烹飪成

地方特色料理 

5. 社區可栽種植物 

6. 善用社區海產１ 

郭江河老師 

4 
陸地採集/社區植物巡

禮 
 7/29 P 

5. 認識社區植物 

6. 了解社區植物 
黃毅斌老師 

5 社區生態特色  8/2 N 
5. 點出社區特有生態文化 

6. 激起對社區的熱愛與關心 
張源謀老師 

6 

低碳社區參訪 
 8/12 

 全日 

參訪仕安社區，進行社區觀摩與學習

之旅 

李得元老師 

社區導覽 
7 

1-2 
水生動物探索/認識水

裡世界 
9/4 N 7. 了解社區水生動物習性 蔡政達老師 

8 導覽解說實務  9/10 AP 全套生態旅遊實習模擬與改善 
嚴文正里長 

黃毅斌老師 

上課時間: A:09:00-12:00  P:13:00-16:00  N:18:00-21:00    AP:9:00-13:20      

上課地點:城西里活動中心及社區 

 

  



 

(二) 簽到表 

 



 

 



 

 



 

 



 

 



 

 



 

 



 

 



 

 



 

 



 

 



 

 

 

 

  



 

(三) 課程講義 

城西社區生態旅遊及低碳綠生活空間營造陪伴輔導計畫 

環境教育培訓課程   『環境教育之生態導覽解說』 

上課時間:107 年 7 月 14 日 19：30 - 20：30 
課程名稱：港仔西水生動物探索 

講師：李得元  老師 

地點~台南市安南區港仔西(城西社區活動中心) 

社區內 

常態養殖 

 

 

 

 

 

 

 

 

社區內不是 

常態養殖 

水生動物 

 

 

 

 

 

 

 

 

放笴 

可見到那些? 

 

 

 

 

 

 

 

 

 

 

 

 

 



 

城西社區生態旅遊及低碳綠生活空間營造陪伴輔導計畫 

環境教育培訓課程   『環境教育之生態導覽解說』 

上課時間:107 年 7 月 21 日 18：30-21：30 

 

課程名稱：社區產業與人文 

講師：嚴文正里長 
一、 地名源起 

1. 集結成村       「港仔西」咱故鄉的名(陳登風)述源 

安南區「城西里」，俗稱「港仔西」，位處該區西北邊隅，里域範疇大體東以竹筏

港，西臨台灣海峽，南隔鹿耳門溪，北至曾文溪。幅員腹地至為廣闊，係屬於土城聚落

之一(土城聚落即今城東、城西、城北、城中、砂崙、青草等里以及學東里一小部分)今

里民以魚塭養殖居多，務農次之。依筆者昔日顏長輩口傳：此通如名稱的由來，源於早

年時期，斯地大多為淺海水域，魚類蘊藏非常豐富，制而每日均有大量的漁民在這一代

從事捕撈作業。其後以經營各種貨品進出洋為要的生意團體–「府城三郊」，從「國賽

港」(或說國姓港)處，採人工挖掘的方式開闢一條寬大的水稻–「溪筏港」(或說竹筏

港)，行經此地到鹿耳門溪奘向「四草湖」，在銜接其安平港倒置府城「兌悅門」(俗稱

甕城)附近，用此行駛竹筏，把出洋貨品運往該港換裝大船，回程則載著由進港船隻卸

下的貨品返抵城裏。當該條港到竣工之後，在此作業的漁民，即因此把港到西邊的地帶，

以「港仔西」稱之。 

2. 海埔新生地     舊地名稱呼及其分佈地點 
這些分佈於今里城各處的舊地名，筆者依其筆劃為序逐一說明；此外，並據今城

西里民活動中心(城西街三段四三三號)為基點，大體指數其方位、距離。 

(一)「五王港仔」：位於今「里民活動中心」(後述該活動中心之說，筆者予於省略)西

南方向約兩公里一帶。 

(二)「西北尾仔」：位於西北方向約兩公里一帶。 

(三)「西平湖仔」：位於西邊約一公里一地帶，範疇而為廣闊，約從西北方向分佈至西

南方向呈南北方走向延伸。 

(四)「佳長仔底」：位於東南方向約七百公里一帶。 

(五)「大南塭」：位於東南至東南南枝方向，約兩公里處。 

(六)「南北仔」：即今活動中心處，向北端延伸約近五百公尺，往南則長達一公里。 

(七)「罟仔寮崙」：位於西南方向八百公尺一帶。 

(八)「黑橋頭」：位於東邊近一公里。 

(九)「湖尾」：位於西南方向約三公里一帶。 

(十)「篤加溫仔」：位於東南南方向五百公尺處。 

 

 

 



 

二、 宗教信仰 

以里內有在供奉的神廟為主，講述野史。 
1. 崇聖宮 

 

 

2. 護民宮(蝴蝶將軍姑娘廟)。 

 

 

3. 萬聖宮(濟公廟)。 

 

 

4. 南清宮(蔡姑娘廟)。 

 

 

5. 祿龍宮。 

 

 

6. 鎮海宮。 

 

 

7. 西海宮。 

 

 

廟宇位置網址 

https://www.google.com/maps/d/viewer?hl=zh-TW&mid=1ybEzxpqt71vJdpKT6z1nB7gbz

HZ0h2p8&ll=23.046293880275496%2C120.09453804999998&z=14 

 

三、 人物誌 

介紹社區內曾有的重要人物 

 

 

 

四、 社區產業 

1. 現有 

 

2. 未來 

城西社區生態旅遊及低碳綠生活空間營造陪伴輔導計畫 

https://www.google.com/maps/d/viewer?hl=zh-TW&mid=1ybEzxpqt71vJdpKT6z1nB7gbzHZ0h2p8&ll=23.046293880275496%2C120.09453804999998&z=14
https://www.google.com/maps/d/viewer?hl=zh-TW&mid=1ybEzxpqt71vJdpKT6z1nB7gbzHZ0h2p8&ll=23.046293880275496%2C120.09453804999998&z=14


 

環境教育培訓課程   『環境教育之生態導覽解說』 

上課時間:107 年 7 月 28 日 18：30 - 21：30 

 
課程名稱：食農/食魚教育 

講師：郭江河  老師 

地點~台南市安南區港仔西(城西社區活動中心) 

壹、 食農(漁)教育基本觀念 

一、 何謂食農(漁)教育 

 特色一：親手做  

 特色二：農(漁)業食物 

 特色三：共同參予 

 特色四：綠色產銷 

二、 為何要推動食農(漁)教育 

 透過食農教育，我們可以建立良好的飲食習慣、避免飲食風險；相對地，食農教育中

的一環─地產地消，讓我們支持在地農業的同時，可以促進 農村社區產業發展及維

護在地飲 食文化；對於環境而言，以友善環境的農業產消模式經營，不但可以讓環

境永續生存，這樣的環境也會回饋健康安全的食物到我們身上，形成一個正 向的循

環。 

三、 食農(漁)教育推廣的核心概念(錄影帶觀賞) 

 影片觀賞 https://mymkc.com/article/content/22836 

四、 田野教事：日本來的學問，當自己辛苦種的菜，熱騰騰的上餐桌，還

會不懂珍惜?日本小學農事體驗成效 

五、 從產地到餐桌：食農(漁)教育體驗活動開跑 

 為推廣食農教育，讓學童、親子、一般民眾能透過體驗活動來瞭解「食」與「農」之

間的關聯，並藉由農村體驗，認識食物從生產到銷售的過程、在地農業及飲食文化、

四章一 Q標章的意涵，以拓展食農教育理念，達到向下扎根之功效 

 打造食農教育服務量能，帶動城鄉交流 

 從產地到餐桌-食農教育體驗活動，邀請全民參與 

六、 食農(漁)教育系列報導：104 年食米養成教育推廣成果 

(一) 體驗多元米食文化，推動學童教育紮根 

1. 推動「食米學園」計畫： 104 年輔導 51 所學校辦理食米學園教育推廣課程，

共計至少 7,300 位學童參與，結合各校當地資源及特色作物，將「食」、「米」

https://mymkc.com/article/content/22836


 

理念融入課綱 

1) 食米教育體驗：農事體驗、米食料理體驗 

2) 食米教育宣導：將食農理念 融入學科教學 

3) 食米教育參訪與交流：結合鄰近區域之農業資源，辦理戶外教學參訪 

2. 營造「食米社區」計畫： 104 年輔導 5 處社區結合在地農業資源，透過「體

驗」或「親子共學」方式，辦理至少 20 場食米教育講座及營隊活動，吸引都

會親子家庭共同參與，強化米食教育效益 

(二) 建構優質教學資源，普及食米教育宣導：  

104 年辦理食米種籽師資培訓初階課程培訓 250 名種籽師資，藉由強化

參訓學員食米相關知識、教案編寫及帶領學童技巧，培育具專業知識與教學能

力之種籽師資群，並建立講師資料庫，提供農業推廣單位作為舉辦社區或學校

演講、農事指導等活動之師資參考。 

七、 食農教育:從泥巴到嘴巴的學習 

 食農教育活動設計的開始: 

 例如:如何設計出「生命故事」的體驗活動 

 請想出一個你最熟悉的魚類(或海草)，嘗試想像它的成長過程圖像 

 請與生活經驗結合，說出它的生命故事:發揮創意 

 思考：怎麼設許才能讓學習者能夠經由親手做而快樂學習 

八、 教學小點子 

 逛逛菜市場或超事的生鮮部門 

 --透過觀看、觸摸、嗅聞等感官，紀錄不認識的蔬果或生鮮漁產 

 --請教市場裡的賣魚達人、如何透過嗅覺、視覺，經過觸摸來判斷新鮮度。 

 品嚐不經調味的原味食物，例如白米食、蒸熟的馬鈴薯、地瓜、或各類蔬菜 

 

貳、 港仔西社區的食農 

一、 食材品項 

1. 農作物~紅葱頭、蒜頭、黑,白芝麻、花生、西瓜 

2. 水海產~虱目魚、蝦、蚵、石班魚、鲈魚、烏魚(季節性)、螃蟹 

二、 如何善用社區食材 

(一) 原料/拌手禮(商品)  

1. 紅葱頭~鮮紅葱頭、紅葱醬、油葱酥(乾)、豬油葱酥(湿) 

2. 芝麻~芝麻粒、芝麻粉、芝麻醬、芝麻油、芝麻軟糖、芝麻糖、芝麻薄餅、

芝麻饼乾...等 

3. 花生~乾花生、花生粉、花生醬、花生油、花生糖、虎皮花生、蒜花生 

4. 西瓜~西瓜、西瓜綿 



 

5. 虱目魚~一夜干、魚鬆、魚鳍、鮮魚肚、蒲燒魚肚、魚丸(10多種口味)、魚

柳、罐頭、鱼漿、鱼面、香腸、X0醬 

6. 蝦~冷凍蝦、蝦仁、蝦卷、蝦餅、蝦仁乾、蝦醬 

7. 蚵(牡蠣)~鲜蚵(冷凍)、蚵卷、蚵仔煎 

(二) 料理 

1. 現烤蝦 

2. 綜合口味魚丸湯 

3. 焗烤(虱目魚咖哩烤飯) 

4. 蒲燒虱目魚魚肚搭配魚香飯糰丸 

5. 蝦卷与蚵卷搭配 

6. 海鮮总滙披薩 

7.  

8. 蚵仔麵線 

三、 針對 8 項料理提出一點意見 

主旨:如何減化製作程序、進而能快速完成及接受量化生產 

"不要太精緻料理、体現食材本身原味" 

(一) 瓜棉豬肉饀餅 

建議: 

1. 用魚柳取代大部份豬肉 

2. 上喜宴桌用"麵皮"档次不够、做麵皮又耗時間 

3. 改現成冷凍酥皮、派皮 

(二) 絲瓜虱目魚細麵 

建議: 

1. 絲瓜屬季節性的農產品、如当季沒有又如何 

2. 8  

3. 能在冷盤後出菜 

(三) 一品鑲雞腿 

建議: 

1. 雞腿好像不在城西的在地食材 

2. 可否考慮用香菇作底、上放魚浆糰、來蒸、後再淋芡汁 

3. 平常可準備好、冷藏或冷凍、客人有多少、再拿出來直接蒸、省時又省力 

(四) 瓜棉石斑魚捲 

建議: 

1. 清蒸整尾(剖開)、瓜棉打汁、淋在魚身上面蒸即可、紅葱醬可利用得上、

出盤時、上放青葱絲、淋上熱油 

2. 簡單又特殊、省時省力 

3. 魚鲜味可保留住 

 

(五) 蒜酥炒蝦 



 

建議: 

1. 挑大一點蝦、底盤放盐巴、蝦直接擺在鉄鍋上、放蒜未再加蓋、在桌面上

直接加熱 

2. 新鮮看得見 

3. 減少加工程序 

4. 烤好現吃、肉質有弹性 

5. 蝦 40尾/斤大小 

(六) 瓜棉鲜蝦球 

建議: 

1. 考慮焗烤方式(蝦仁香草烤飯)、简單扼要 

 

(七) 金沙蚵酥 

建議: 

 

(八) 城西虱目魚 X0 醬 

建議: 

1. 可考慮加入大量紅葱頭、減少油量 

2. 除裝罐外、也作為麵線拌酱 

 

四、 社區其他可裁種植物 

以季節性為主的農作物~如洛神花、蕃茄 

 

五、 桌菜一般安排内容~ 

1. 冷盤 

2. 魚羹或翡翠羹 

3. 魚~蒸、紅燒 

4. 蝦 

5. 主食~米糕或花式壽司 

6. 熱炒 

7. 水果~當季水果 

8. 熱炒 

9. 蒸籠蓋湯一雞 

10. 甜湯或點心 

 

  



 

城西社區生態旅遊及低碳綠生活空間營造陪伴輔導計畫 

環境教育培訓課程   『環境教育之生態導覽解說』 

上課時間:107 年 7 月 29 日 13：00 - 16：00 

 
課程名稱：陸地採集/社區植物巡禮 

講師：黃毅斌  老師 

地點~台南市安南區港仔西(城西社區活動中心) 

一、 喬木類 

1. 黑板樹(夾竹桃科)  

•海邊植物  

•顧名思義  

•適合製作家具 黑板  

•缺點：樹枝易斷 側根強  

•開花有臭味  

•種子有纖毛 

2. 欖仁樹(使君子科)  

•海邊植物，落葉喬木  

•果實像橄欖的核仁  

•可以提煉油脂  

•紅葉有人用來泡茶  

•側枝輪生，又稱雨傘樹  

3. 大葉山欖(山欖科)  

•海邊植物，常綠喬木  

•果實像橄欖  

•可以提煉油脂，可食用，種子盆栽  

•海岸防風樹  

•樹皮可做為染料  

4. 黃槿(錦葵科)  

•又名：粿葉樹  

•海濱抗風耐鹽植栽  

•樹皮纖維可製作繩索  

•可以扦插繁殖  

5. 海檬果(夾竹桃科)  

•又名：山檨仔  

•常綠喬木  



 

•全株有毒(有乳汁)，果實有劇毒  

6. 茄苳(大戟科)  

•又名：重陽木  

•半落葉大喬木  

•果實誘鳥  

•嫩葉入菜～茄苳雞  

7. 菩提樹(桑科)  

•落葉大喬木  

•傳釋迦牟尼佛在樹下悟道  

•葉子革質，葉脈網紋漂亮，用強酸強鹼處理成葉脈書籤  

8. 盾柱木(豆科 蘇木亞科)  

•黃花 咖啡色豆莢  

•外形近似鳳凰木 鐵刀木  

•庭園景觀樹種  

9. 白千層(桃金孃科)  

•5～11月有二次花  

•是蜜源植物  

•葉子近似相思樹葉  

•白花似瓶刷  

•樹皮可層層剝落又叫剝皮樹  

•可以保護不被火燒死  

•樹皮可製作手工藝品  

•橡皮擦  

10. 木麻黃(木麻黃科)  

•防風林  

•木材製作家具  

•造紙  

11. 雞蛋花(夾竹桃科)  

•又名：緬梔、鹿角樹  

•落葉小喬木  

•枝葉有乳汁～有毒  

•花色多，有白花黃心(似荷包蛋而得名)、黃花、紅花、粉紅花…等等，花色眾多  

•扦插及播種繁殖  

•果實二支對生似羊角  

•種子有翅膀  

 

 



 

二、 灌木 

1. 羅漢松 (裸子植物) 

 

2. 巴西乳香(漆樹科)  

•又名：巴西胡椒木  

•嫩葉可食  

•可製作男性古龍水  

3. 草海桐(草海桐科)  

•半邊花  

 

4. 欖李(使君子科)  

•常綠大灌木至小喬木  

•分布於海邊紅樹林  

•有氣根可伸出水面呼吸  

•蜜源植物  

5. 臺灣海桐(海桐科)  

•又名：七里香  

•葉子有香氣  

•花誘蝶  

•果誘鳥  

6. 海埔姜(馬鞭草科)  

•又名：蔓荊  

•搓揉葉子有香味  

三、 草本 

1. 蝶豆(豆科)  

•單瓣 重瓣  

•花青素 遇酸鹼變色  

•成熟豆子微毒  

2. 蓖麻(大戟科)  

•蓖麻子可以提煉油脂  

•生質能源  

•有毒素，去毒後可當飼料  



 

3. 馬纓丹(馬鞭草科)  

•全株有刺  

•有毒  

•開花性好  

•蜜源植物  

4. 毛西番蓮(西番蓮科)  

•野百香果、小計時果  

•全株有毛  

•果實大毛包被  

 

四、 那您社區的主題是啥?  

1. 找出在地寶貝(有特色、有歷史價值、有故事…)  

2. 創造新主題、新話題、新特色(新故事…)  

3. 快速、有效、省成本、可傳承  

 

 

 

城西社區生態旅遊及低碳綠生活空間營造陪伴輔導計畫 

環境教育培訓課程   『環境教育之生態導覽解說』 

上課時間:107 年 8 月 2 日 18：30-21：30 

 

課程名稱：社區生態特色 

 

台江-與野生動物住厝邊 

暗蟬、兩棲爬蟲 

 

講師：張源謀  教授 
  



 

 

 



 

 

 

 

  



 

城西社區生態旅遊及低碳綠生活空間營造陪伴輔導計畫 

環境教育培訓課程   『環境教育之生態導覽解說』 

上課時間:107 年 9 月 4 日 19：30 - 21：30 

 
課程名稱：水生動物探索 

講師：蔡政達  老師 

地點~台南市安南區港仔西(城西社區活動中心) 

 

一、『魚』的簡介 

• 甚麼是魚? 水裡游的都是魚? 

鮑魚、墨魚(烏賊)、魷魚? 鱟魚? 山椒魚? 鱷魚? 鯨魚?  

『魚』的科學定義：終生生活於水中的變溫脊椎動物，它們通常用鰓在水中進

行氣體交換，用鰭協助運動與維持身體的平衡，大多數的魚類體表被上鱗片，體內

鰾大都存在。 

• 魚類可依其對棲所的適應能力而分類： 

• 海水魚類(marine fishes) 

• 淡水魚類(fresh water fishes) 

• 溯河魚類(migratory fishes) 

• 鹹淡水魚類(brackish water fishes) 

二、老虎、老鼠傻傻分不清楚? 俗名與中文名的重要性 

俗名用於與一般民眾的交流溝通，但是俗名中往往含有數種不同的魚種，或是相同

的魚種，但是在不同地區卻有著不同的俗稱。所以有時容易造成溝通上的混淆與誤解。

而學術或研究上為求嚴謹，避免產生因使用俗名而產生的誤解，所以使用中文名進行說

明。所以俗名與中文名在不同場合具有不同的重要性，因此俗名與中文名一樣重要。 

三、港仔西常見的水生生物 

• 吳郭魚 

• 豆仔魚 

• 龍膽石斑 

• 大肚魚 



 

• 土龍 

• 花跳 

• 碗米仔 

• 花神仔 

• 鰻魚 

• 魩仔魚 

• 草蝦 

• 兇狠圓軸蟹 

• 五鬚蝦 

• 蚵仔 

 

四、水生生物在公民科學上的運用與保育 

許多水生生物對於環境污染具有不同的耐受性，對於棲息環境的需求也有不同的

條件。所以已經有研究將水生生物用做於指標生物。此外，許多水生生物也具有經濟

價值，但是在人類過度的利用下，這些資源有逐漸枯竭的現象，若是在無法永續利用

資源，這些資源將再也無法恢復。 

  



 

(四) 活動相片。 

1. 水生動物探索/認識水裡世界 

  

  

  

  



 

2. 社區產業與人文 

  

  

 
 

 

 

 



 

3. 食農/食魚教育 

 

 

  

  

  

 



 

4. 陸地採集/社區植物巡禮 

  

  

  

  

5. 社區生態特色 



 

  

  

  

  



 

附錄八  低碳社區觀摩參訪執行資料與成果 

 

(一) 參訪行程:  
城西社區生態旅遊及低碳綠生活空間營造陪伴輔導計畫 

環境教育培訓課程   『環境教育之生態導覽解說』 

上課時間:107 年 8 月 12 日 09：00 - 17：00 

課程名稱：低碳社區參訪 

領隊/講師：李得元老師 

                        社區導覽員 

地點：台南市後壁區仕安社區、塩水區月津港、嘉義布袋鎮好美里 

時間 項目 地點  

08:40 報到 城西里活動中心  

09:00 出發 前往仕安社區 準時出發 

10:00 社區參訪 仕安社區活動中心（台南市

後壁區仕安里 72 號） 

2. 導覽(1.5 小時)100 元/人 

3. 接待地點:? 

11:30 社區體驗午餐 仕安社區故事屋 3. 150 元/人 

4. 用餐地點:? 

12:00 社區幹部交流 仕安合作社/故事屋 2. 請廖里長與城西社區幹部

交流 

13:00 離開仕安社區 前往塩水  

13:30 參觀月津港 護庇宮、橋南老街、月津港

親水公園、永成戲院、八角

樓、鹽水意麵工廠、麻油龍 

4. 由吳素月老師導覽 

5. 中間有短程接送 

6. 解說出發前先點冰品 

15:20 離開月津港 前往好美里看彩繪  

17:30 離開好美里 前往七股用餐  (餐費另籌) 

18:10 賦歸 回社區  

   

 

  



 

(二) 簽名單 

 

 

 



 

(三) 參訪仕安社區社區營造相片 

  

  

  

 
 



 

  

  

  

  

 

  



 

(四) 參訪鹽水月津港舊鎮再造相片 

 
 

  

  

  

  



 

(五) 參訪布袋好美里彩繪相片 

  

  

  

 

 

  



 

附錄九   社區生態遊程示範 

 

(一) 0910生態遊程試辦活動 

城西社區生態旅遊及低碳綠生活空間營造陪伴輔導計畫 

環境教育培訓課程   『環境教育之生態導覽解說』 

上課時間:107 年 9 月 10 日 9：00-16：00 

課程名稱：導覽解說實務 

【港仔西海鱻生活趣】生態遊程試辦活動 

講師：嚴文正里長 

講師：黃毅斌老師 

活動流程表 

時間 活動地點 備註 

08：30-09：00 台江國家公園管理處 集合 

09：00-09：30 前往城西里活動中心 車程 

09：40-10：00 城西里活動中心-社區資源介紹 影片欣賞 

10：00-10：10 前往魚塭 車程 

10：10-11：00 魚塭-嚴文正里長示範撈魚 2種抓法 

11：00-11：30 魚塭-撐竹筏體驗  

11：30-11：40 前往城西里活動中心 車程 

11：40-12：10 城西里活動中心-一夜干 DIY  

12：10-13：30 城西里活動中心-午餐/休息  

13：30-15：00 城西社區生態導覽-社區的植物  

15：00-15：30 歸賦  

 

一、 體驗遊程模擬說明 

社區資源介紹   

DIY 選項:示範撈魚、撐竹筏體驗、一夜干 DIY、社區生態導覽 

午餐(今日為簡餐) 

二、 港仔西介紹 

1. 地名源起 

 集結成村:從事打漁、撈漁等海事工作而居留//將 70-80 前開始落



 

戶生根 

 海埔新生地:因積沙形成新生地，開懇成漁塭//城西街三段 501 巷

-510 巷以前是土堤 

2. 宗教信仰 

1) 崇聖宮 

2) 護民宮(蝴蝶將軍姑娘廟)  

3) 萬聖宮(濟公廟)。  

4) 南清宮(蔡姑娘廟)。  

5) 祿龍宮。  

6) 鎮海宮。 

3. 社區產業 

1) 現有 

   漁:虱目魚、蝦、龍膽、石斑、蛤蜊、黃金昌 

   農:西瓜、黑芝麻、花生、蔥、蒜 

2) 未來 

    社區產業:加工提高附加價值、生產自有品牌在地產, 趕上 農業

4.0 時代 

三、 鱻味餐與可配合遊程 

D. DIY 

（1） 撈魚活動 

（2） 西瓜/西瓜綿 

（3） 撥蚵/烤蚵 

（4） 收放笴/蛇籠 

E. 深度導覽 

（1） 防風林暗蟬 

（2） 鄰居野生動物 

（3） 社區植物生態 

（4） 社區水生動物 

F. 遊憩/環境教育 

（1） 水多多樂園 

（2） 焚化爐 

（3） 垃圾專用道 
 



 

 



 

  

 
 

  

  



 

 
 

  

  

  

  



 

(二) 『港仔西海鱻生活趣-生態遊程活動』 

本案所要展現的成果是以社區生態遊程搭配社區風味餐，結合在地產業推廣，打

響社區旅遊與餐點知名度，因此，除了在成果發表會(107 年 12 月 1 日)辦理外，於黑

琵季開幕正式推出『港仔西海鱻生活趣-生態遊程活動』，並 11/10、11/18 兩天順利完

成兩梯次活動，每梯次各有 40 人參加。11/10、11/18 兩天之『港仔西海鱻生活趣-生

態遊程活動』如下： 

1. 行程規劃 

時間 活動地點 活動說明 

08：20-08：30 
報到(城西里

活動中心) 

 

08：30-09：00 社區資源介紹 5. 由里長進行社區資源介紹，點出港仔西地名由來及社區產

業概况、說明社區過去幾年的社造活動及可辮理生態遊程

及海風鱻味餐的成果。 

6. 由里長帶頜進行魚塭示範 2種抓法/撈魚活動，有興趣者可

現場著青蛙裝下水體驗。 

7. 將所抓虱目魚現場進行一夜干示範教作，有興趣者亦可親

自操作 DIY。 

8. 現場亦提供撐竹筏體驗。 

09：00-09：20 前往魚塭 

09：20-10：40 
魚塭-嚴文正

里長示範撈魚 

10：40-11：50 

魚塭-撐竹筏

體驗/一夜干

DIY 

11：50-12：10 
前往城西里活

動中心 

 

12：10-13：30 午餐/休息 

(300元/人  參加者自付)  

預定菜單（會依當天材料作調整）: 五彩漁麵、西瓜綿虱目魚

湯、豆辦吳郭魚、蝦鬆、鹽焗蝦、香煎一夜干、蛤利炒絲瓜、

水果 

13：30-15：30 
社區的香草植

物與社區菜圃 

11/10 將由七甲花卉班長黃毅斌老師帶領(11/18 將以影片介

紹，將設計闖關活動拿說紀念品)認識港仔西社區的香草植物，

看以路邊雜草，卻是可食用的香草，令人驚訝。 

15：30-17：20 海鮮披薩教作 

聘請郭江河老師示範海鮮披薩教作，由麵皮製作到海材料準備

過程均會詳細說明，各組完成披薩製作後，現場即以烤箱烘焙。

40人預定分成 5組，每組 2個（2種口味）  

17：20 歸賦  

 

  



 

2. 報名表 

【港仔西海鱻生活趣】生態遊程活動  報名表 

報名序號 
(社區自編) 

號碼牌序號(10、18-            ) 

姓名  報名人數 
 

手機  e-mail 
 

參與人資料(保險用, 需於活動 5 天前提供正確資料, 才能進行投保作業) 

姓名 性別 身份證字號 生  日 受益人 

 男/女       年   月   日  

 男/女       年   月   日  

 男/女       年   月   日  

 男/女       年   月   日  

社區收費截記 

收       人份, 共          元.. 

 

繳費人:            社區收費章: 

可能候補人數 
 

 
備註說明 

 ＃活動日若無法參加，請於活動日 5 天前(即 11/4 及 11/12 中午 12 點前)通知城西社區 

(聯絡電話:06-2573064  或 0921-290907 翁小姐) 

------------------------------------------------------------------------------

- 

【港仔西海鱻生活趣】生態遊程活動  報名表回條 

報名序號 
(社區自編) 

號碼牌序號(10、18-            ) 

姓名  報名人數 
 

社區收費截記 

收訖活動報名       人份, 共          元無誤。 

 

繳費人:            社區收費章: 

 

 ＃活動日若無法參加，請於活動日 5 天前(即 11/4 及 11/12 中午 12 點前)通知城西社區 
(聯絡電話:06-2573064  或 0921-290907 翁小姐) 



 

3. 活動海報 

 

  



 

4. 2018-11/10 活動相片 

 
 

  

 
 

  

 



 

  

  

  

 

 

 

  



 

5. 2018-11/18 活動相片 

  

  

  

  

 



 

  

  

    

  

  



 

(三) 環境教育培訓課程參加人員統計表 

  
在地料理 環境教育之生態導覽解說 

 

  
7/7N 7/8N 7/14A 7/21P1 7/28P1 7/29A 7/14P 7/21N 7/28N 7/29P 8/2N 8/12A 8/12P 9/4N 9/10D 計 

1 楊美靜 1 1 1   1 1 1   1     1 1   
 

9 

2 嚴文正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5 

3 張金雀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3 

4 蘇秀碧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4 

5 嚴麵 1 1       1   1 1   1 1 1   
 

8 

6 吳俞諳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2 

7 翁淑貞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4 

8 郭璟揚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2 

9 郭晏純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2 

10 郭宗賢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2 

11 蘇麗卿     1     1 1               
 

3 

12 郭良斷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2 

13 郭良絲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2 

14 郭良琴     1       1     1   1 1   
 

5 

15 王敏鳳 1   1 1 1     1 1     1 1 1 
 

9 

16 唐菘澤   1     1                   
 

2 

17 蔡秀美       1 1 1   1 1 1         
 

6 

18 江麗文 1 1 1 1 1   1               
 

6 

19 吳瑞昌       1 1 1     1   1     1 
 

6 

20 吳美珠 1 1 1   1                   
 

4 

21 林碧蕉 1 1   1 1       1   1 1 1   
 

8 

22 謝鳳越 1 1 1   1   1               
 

5 

23 陳英金   1   1 1 1   1 1     1 1   
 

8 

24 黃淑蓉           1 1   1 1         
 

4 

25 沈靖諭   1 1   1   1               
 

4 

26 紀雅惠           1     1   1 1 1   
 

5 

27 陳小梅           1                 
 

1 

28 蘇麗卿                     1       
 

1 

29 陳志強   1     1                   
 

2 

30 郭桐棨   1   1                     
 

2 



 

31 洪美玲   1                         
 

1 

32 莊瑀慈   1                         
 

1 

33 謝志林         1                   
 

1 

34 吳望     1                 1 1   
 

3 

35 陳國忠     1                       
 

1 

36 孫克明   1                         
 

1 

37 郭江河 1 1 1 1 1 1 1   1     1 1   
 

10 

38 黃淑珺 1     1 1 1 1   1           
 

6 

39 黄惠枝   1                   1 1   
 

3 

40 葉粧芬 1 1 1   1 1 1               
 

6 

41 余明助     1   1 1 1               
 

4 

42 黃維娟     1   1 1 1               
 

4 

43 朱家慧     1       1       1       
 

3 

44 陳亭璇     1       1       1 1 1   
 

5 

45 張袥瑄     1 1                     
 

2 

46 郭思綺     1       1               
 

2 

47 何霞娟     1       1               
 

2 

48 吳雪芳     1                       
 

1 

50 吳秉純     1 1                     
 

2 

51 王金蟬     1                       
 

1 

52 李惠鈴         1                   
 

1 

53 陳慶龍         1                   
 

1 

54 陳亭瑜                     1 1 1   
 

3 

55 吳一辰                     1       
 

1 

56 康伶妘                     1       
 

1 

57 梅慧玲                     1       
 

1 

58 陳文健                     1       
 

1 

59 廖戰勝                     1       
 

1 

60 陳佳伶                       1 1   
 

2 

61 陳文成                       1 1   
 

2 

62 盧玲珍                       1 1   
 

2 

 

 

 



 

台

江 

鄭脩平                       1 1   1 3 

陳怡頻         1 1   1 1 1   1 1   1 8 

團

隊 

  

  

  

  

李得元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5 

張凱南 1 1 1 1 1 1 1 1 1           1 10 

蔡名豐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4 

林政安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4 

吳克隆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4 

 
小計 23 32 37 26 36 29 30 20 27 15 24 31 31 10 25 

 
 

 
在地料理 總計 183 平均 30.5 

 
生態導覽解說 總計 126 平均 21 

   

 

  



 

附錄十   成果發表會執行資料與成果   

成果發表會於 107年 12月 1日辦理完畢，烤窯亦於當天開窯並成功的烤出披薩。參與人數

近百人，事後新聞媒體報導眾多，四天總計近 50則。 

(一) 議程 

 

 



 

(二) 邀請卡 

 

 

 

 



 

(三) 簽到表 

 



 

 



 

 



 

 

 

  



 

(四) 活動相片 

  

  

  

  



 

 
 

  

  

  

  



 

(五) 點心料理 

鹽焗烤蝦 

魚香飯糰 

酥炸魚柳條 

五彩魚丸湯 
魚香烤餅 魚香緑豆糕 

海鮮塔 
海鮮總滙披薩 Q餅 

展示 

洛神花茶 

蝶豆花茶 

水果 

 



 

(六) 新聞報導整理 
2018.11.30 星期五 

1. (中華海峽兩岸新聞報)遊程接地氣 發現港仔西海鱻生活趣！嘉藥陪您醬玩

http://www.ccsn0405.com/2018/11/blog-post_897.html?m=1 

2. (line today)遊程接地氣 發現港仔西海鱻生活趣！嘉藥陪您醬玩 #LINETODAY  

https://today.line.me/TW/article/3j1LOo?utm_source=lineshare 

2018.12.01 星期六 

3. (中時電子報 match 生活網) http://m.match.net.tw/mi/news/life/20181201/4729412 

4. (蕃薯藤 yam NEWS)https://n.yam.com/Article/20181201987093 

5. (中時電子報)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81201001474-260405 

6. (PChome)http://news.m.pchome.com.tw/travel/greatnews/20181201/index-54364076280596209015.html 

7. (PChome)http://news.m.pchome.com.tw/travel/twpowernews/20181201/index-15436406173412747015.htm

l 

8. (自由新聞網)http://m.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2629787 

9. (中華海峽兩岸新聞報)發現港仔西海鱻生活趣！嘉藥陪你醬玩遊程 「加味」融入道地美食

http://www.ccsn0405.com/2018/11/blog-post_149.html?m=1 

10. (LINETODAY)發現港仔西海鱻生活趣！嘉藥陪你醬玩遊程 「加味」融入道地美食   

https://today.line.me/TW/article/rgpJwk?utm_source=lineshare 

11. (大成報) http://www.greatnews.com.tw/home/news_pagein.php?iType=1006&n_id=173777 

12. (勁報)http://www.twpowernews.com/home/news_pagein.php?iType=1005&n_id=151571 

13. (工商時報)https://m.ctee.com.tw/livenews/ch/20181201001474-260405 

14. (ET today 新聞雲)https://www.ettoday.net/news/20181201/1320523.htm 

15. (TNN 台灣新聞網)http://news.tnn.tw/news.html?c=6&id=131506 

16. (新南瀛電子報的部落格) 

https://ty30152002.pixnet.net/blog/post/222831048-%e7%99%bc%e7%8f%be%e6%b8%af%e4%bb%94%e8%

a5%bf%e6%b5%b7%e9%b1%bb%e7%94%9f%e6%b4%bb%e8%b6%a3%ef%bc%81%e9%81%8a%e7%a8%8b%e

6%8e%a5%e5%9c%b0%e6%b0%a3%ef%bc%8c%e5%98%89%e8%97%a5%e9%99%aa 

17. (蕃薯藤 yam NEWS)https://n.yam.com/Article/20181201121131 

18. (大成報) http://www.greatnews.com.tw/home/news_pagein.php?iType=1010&n_id=173802 

19. (勁報)http://www.twpowernews.com/home/news_pagein.php?iType=1010&n_id=151595 

20. (PChome)http://news.m.pchome.com.tw/public/greatnews/20181201/index-54366668350293209016.html 

21. (PChome)http://news.m.pchome.com.tw/society/twpowernews/20181201/index-15436664157199747002.ht

ml 

22. (真晨報)http://www.5550555.com/web/story.html?s=36945#7 

23. (社居動力)http://www.minjim.com/upload/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13&extra= 

24. (PChome 個人新聞網)http://mypaper.pchome.com.tw/chuchu5839/post/1376646099 

25. (民正新聞-蔡永源) 

https://m.facebook.com/story.php?story_fbid=1890106961102010&id=100003081738130 

26. (中華日報)http://www.cdns.com.tw/news.php?n_id=1&nc_id=267874 

27. (新浪新聞)https://news.sina.com.tw/article/20181201/29070154.html 

http://www.ccsn0405.com/2018/11/blog-post_897.html?m=1
https://today.line.me/TW/article/3j1LOo?utm_source=lineshare
http://m.match.net.tw/mi/news/life/20181201/4729412
https://n.yam.com/Article/20181201987093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81201001474-260405
http://news.m.pchome.com.tw/travel/greatnews/20181201/index-54364076280596209015.html
http://news.m.pchome.com.tw/travel/twpowernews/20181201/index-15436406173412747015.html
http://news.m.pchome.com.tw/travel/twpowernews/20181201/index-15436406173412747015.html
http://m.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2629787
http://www.ccsn0405.com/2018/11/blog-post_149.html?m=1
https://today.line.me/TW/article/rgpJwk?utm_source=lineshare
http://www.greatnews.com.tw/home/news_pagein.php?iType=1006&n_id=173777
http://www.twpowernews.com/home/news_pagein.php?iType=1005&n_id=151571
https://m.ctee.com.tw/livenews/ch/20181201001474-260405
https://www.ettoday.net/news/20181201/1320523.htm
http://news.tnn.tw/news.html?c=6&id=131506
https://ty30152002.pixnet.net/blog/post/222831048-%e7%99%bc%e7%8f%be%e6%b8%af%e4%bb%94%e8%a5%bf%e6%b5%b7%e9%b1%bb%e7%94%9f%e6%b4%bb%e8%b6%a3%ef%bc%81%e9%81%8a%e7%a8%8b%e6%8e%a5%e5%9c%b0%e6%b0%a3%ef%bc%8c%e5%98%89%e8%97%a5%e9%99%aa
https://ty30152002.pixnet.net/blog/post/222831048-%e7%99%bc%e7%8f%be%e6%b8%af%e4%bb%94%e8%a5%bf%e6%b5%b7%e9%b1%bb%e7%94%9f%e6%b4%bb%e8%b6%a3%ef%bc%81%e9%81%8a%e7%a8%8b%e6%8e%a5%e5%9c%b0%e6%b0%a3%ef%bc%8c%e5%98%89%e8%97%a5%e9%99%aa
https://ty30152002.pixnet.net/blog/post/222831048-%e7%99%bc%e7%8f%be%e6%b8%af%e4%bb%94%e8%a5%bf%e6%b5%b7%e9%b1%bb%e7%94%9f%e6%b4%bb%e8%b6%a3%ef%bc%81%e9%81%8a%e7%a8%8b%e6%8e%a5%e5%9c%b0%e6%b0%a3%ef%bc%8c%e5%98%89%e8%97%a5%e9%99%aa
https://n.yam.com/Article/20181201121131
http://www.greatnews.com.tw/home/news_pagein.php?iType=1010&n_id=173802
http://www.twpowernews.com/home/news_pagein.php?iType=1010&n_id=151595
http://news.m.pchome.com.tw/public/greatnews/20181201/index-54366668350293209016.html
http://news.m.pchome.com.tw/society/twpowernews/20181201/index-15436664157199747002.html
http://news.m.pchome.com.tw/society/twpowernews/20181201/index-15436664157199747002.html
http://www.5550555.com/web/story.html?s=36945#7
http://www.minjim.com/upload/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13&extra
http://mypaper.pchome.com.tw/chuchu5839/post/1376646099
https://m.facebook.com/story.php?story_fbid=1890106961102010&id=100003081738130
http://www.cdns.com.tw/news.php?n_id=1&nc_id=267874
https://news.sina.com.tw/article/20181201/29070154.html


 

28. (YAHOO 新聞) 

https://tw.news.yahoo.com/%E7%A4%BE%E5%8D%80%E4%BD%8E%E7%A2%B3%E9%AB%94%E9%A9%97%E9

%81%8A%E7%A8%8B-%E7%99%BC%E7%8F%BE%E6%B8%AF%E4%BB%94%E8%A5%BF%E6%B5%B7%E9%B1%

BB%E7%94%9F%E6%B4%BB%E8%B6%A3-161919685.html 

29. (HiNet 新聞誌) https://times.hinet.net/mobile/news/22116059 

2018.12.02 星期日 

30. (LIFE) https://m.life.tw/?app=view&no=871964 

31. (台灣好新聞) http://www.taiwanhot.net/?p=657827 

32. (HiNet 新聞誌) https://times.hinet.net/mobile/news/22116178 

33. (新浪新聞) https://news.sina.com.tw/article/20181202/29070630.html 

34. (台灣好新聞) https://shareba.com/module/news/298034564727702216.html 

35. (蕃薯藤 yam NEWS) https://n.yam.com/Article/20181202880813 

36. (PChome) http://news.m.pchome.com.tw/living/taiwanhot/20181202/index-54370595429620221009.html 

2018.12.03 星期一 

37. (中央通訊社) https://www.cna.com.tw/PostWrite/Detail/245716.aspx#.XAS4zk9lJ9A 

38. (HiNet 新聞誌) https://times.hinet.net/mobile/news/22118555 

39. (蕃薯藤 yam NEWS) https://n.yam.com/Article/20181203376418 

40. (新浪新聞) https://news.sina.com.tw/article/20181203/29083526.html 

41. 【鮮週報 新聞發佈】發現港仔西海鱻生活趣！嘉藥陪你醬玩 「城西社區生態旅遊及低碳綠生活空間營

造陪伴輔導計畫」https://freshweekly.tw/index.asp?pn=vw&id=zo8vfd071324#vw 

42. (PChome) http://news.m.pchome.com.tw/living/cna/20181203/index-15438066965961818009.html 

43. (101 新聞網) http://www.101news.com.tw/101/101news63747.html 

44. (台灣悠遊網) http://www.uutw.com.tw/shownew.asp?id=34528 

 

  

https://tw.news.yahoo.com/%E7%A4%BE%E5%8D%80%E4%BD%8E%E7%A2%B3%E9%AB%94%E9%A9%97%E9%81%8A%E7%A8%8B-%E7%99%BC%E7%8F%BE%E6%B8%AF%E4%BB%94%E8%A5%BF%E6%B5%B7%E9%B1%BB%E7%94%9F%E6%B4%BB%E8%B6%A3-161919685.html
https://tw.news.yahoo.com/%E7%A4%BE%E5%8D%80%E4%BD%8E%E7%A2%B3%E9%AB%94%E9%A9%97%E9%81%8A%E7%A8%8B-%E7%99%BC%E7%8F%BE%E6%B8%AF%E4%BB%94%E8%A5%BF%E6%B5%B7%E9%B1%BB%E7%94%9F%E6%B4%BB%E8%B6%A3-161919685.html
https://tw.news.yahoo.com/%E7%A4%BE%E5%8D%80%E4%BD%8E%E7%A2%B3%E9%AB%94%E9%A9%97%E9%81%8A%E7%A8%8B-%E7%99%BC%E7%8F%BE%E6%B8%AF%E4%BB%94%E8%A5%BF%E6%B5%B7%E9%B1%BB%E7%94%9F%E6%B4%BB%E8%B6%A3-161919685.html
https://times.hinet.net/mobile/news/22116059
https://m.life.tw/?app=view&no=871964
http://www.taiwanhot.net/?p=657827
https://times.hinet.net/mobile/news/22116178
https://news.sina.com.tw/article/20181202/29070630.html
https://shareba.com/module/news/298034564727702216.html
https://n.yam.com/Article/20181202880813
http://news.m.pchome.com.tw/living/taiwanhot/20181202/index-54370595429620221009.html
https://www.cna.com.tw/PostWrite/Detail/245716.aspx#.XAS4zk9lJ9A
https://times.hinet.net/mobile/news/22118555
https://n.yam.com/Article/20181203376418
https://news.sina.com.tw/article/20181203/29083526.html
https://freshweekly.tw/index.asp?pn=vw&id=zo8vfd071324#vw
http://news.m.pchome.com.tw/living/cna/20181203/index-15438066965961818009.html
http://www.101news.com.tw/101/101news63747.html
http://www.uutw.com.tw/shownew.asp?id=34528


 

平面媒體 

 

 

12/2 真晨報（5 版）；  (上) 

12/3 民時新聞報（3 版）、(左) 

12/2 中華日報（C3 版）(下) 

 

 

  



 

附錄十一   各階段審查意見 

(一)呈送建議書/報告公文 

1. 呈送服務建議書公文 

 



 

2. 呈送期初報告書公文 

 

 

  



 

3. 呈送期中報告書公文 

 

 

  



 

4. 呈送期末報告書公文 

 

 

  



 

(二)開會通知 

1. 服務建議書審查會議通知 

 

 

  



 

2. 期初報告書審查會議通知 

 

 

  



 

3. 期中報告書審查會議通知 

 

 

  



 

4. 期末報告書審查會議通知 

 

 

 

  



 

(三)審查結果及記錄 

1. 服務建議書審查結果通知 

 



 

 

 

  



 

2. 期初報告書審查會議紀錄 

 



 

 

 

  



 

「城西社區生態旅遊及低碳綠生活空間營造陪伴輔導計畫」 

期初審查會議紀錄 

一、 會議時間：107年 5 月 25日(星期五)下午 14 時 30分 

二、 會議地點：本處第 2會議室 

三、 會議主持人：鄭課長脩平                  紀錄：陳怡頻 

四、 出席人員(請詳簽到表) 

五、 業務單位報告(略) 

六、 受託單位簡報（略） 

七、 委員意見： 

環境維護課-鄭允翔技士： 

1、有關資源盤點可增加曾文溪人文歷史。 

解說教育課-許翔茵技佐： 

1、 環境教育課程內容較像城西社區生態旅遊種子培訓課程，是否與契約規定不同?另

上課時是否會拉紅布條拍照? 

2、 民眾下水體驗之遊程構想，請考量安全性。 

3、 青蛙裝的經費未於經費分析表呈現，請說明。 

4、 有關青蛙裝之使用與清洗方式，本課可提供相關資訊。 

5、 建議臉書需有常態性 PO文。 

城西里-顏文正里長： 

1、 感謝台江國家公園管理處對城西里的協助。 

2、 希望未來計畫能有延續性，讓里民產生共鳴性，且可擴大里民的認同感。 

3、 臉書發布訊息時，可以使用”台江快訊”宣傳計畫活動。 

城西里-楊美靜理事長： 

1、如果沒有計畫的延續推動，無法留住社區的人才，也無法籌組社區主要窗口。 



 

企劃經理課-鄭脩平課長： 

1、 環境教育課程之名稱，請增加副標題，以符合契約內容。 

2、 可利用既有粉絲團：城西里關懷據點粉絲團，將低碳廚房、課程與社區參訪等活

動訊息納入，比新設置臉書粉絲團更有宣傳性與推廣性質。 

3、 社區參訪地點：後壁區仕安社區與玉井區望明社區為主，墾丁社頂社區參訪另案

辦理。 

4、 有關餐盤是否要印字，因餐盤數量未達多量，建議不印字。 

5、 建議未來以周末來舉辦試辦活動，吸引遊客前來，若效果不錯再擴展到平常日舉

辦。例如：4桌成團。 

企劃經理課-陳怡頻約聘人員： 

1、 教育訓練課程有關友善植栽內容：請教導學員以人工除草，不要使用除草劑；另

可教導如何將果皮變為肥料。 

八、 受託單位答詢： 

嘉藥學校財團法人嘉南藥理大學-李得元老師： 

審查委員意見 審查意見回覆 

1. 有關資源盤點可增加曾文溪人文歷史。 感謝委員提供意見。 

惟，本計畫主要以城西社區為主要區域，

有關曾文溪人文歷史會列入提供報名參加

旅客參考。 

2. 環境教育課程內容較像城西社區生態旅

遊種子培訓課程，是否與契約規定不同?

另上課時是否會拉紅布條拍照? 

3. 民眾下水體驗之遊程構想，請考量安全

性。 

4. 青蛙裝的經費未於經費分析表呈現，請

說明。 

5. 有關青蛙裝之使用與清洗方式，本課可

提供相關資訊。 

6. 建議臉書需有常態性 PO文。 

1. 計畫要求是為城西社區生態旅遊種子

培訓課程，有關環境教育課程名稱將再

商議。 

2. 感謝委員提醒，各項體驗活動的設計將

會注意安全。 

3. 青蛙裝的經費預算是額外採購提供活

動旅客使用。 

4. 謝謝提供有關青蛙裝之使用與清洗方

式。 

5. 在本計畫執行期間將不定時 PO 放於臉

書。 

7. 臉書發布訊息時，可以使用”台江快 謝謝建議，臉書發布訊息時，將加註”台



 

訊”宣傳計畫活動。 江快訊”宣傳本計畫之各項活動。 

8. 環境教育課程之名稱，請增加副標題，

以符合契約內容。 

9. 可利用既有粉絲團：城西里關懷據點粉

絲團，將低碳廚房、課程與社區參訪等

活動訊息納入，比新設置臉書粉絲團更

有宣傳性與推廣性質。 

10. 社區參訪地點：後壁區仕安社區與玉

井區望明社區為主，墾丁社頂社區參訪

另案辦理。 

11. 有關餐盤是否要印字，因餐盤數量未

達多量，建議不印字。 

12. 建議未來以周末來舉辦試辦活動，吸

引遊客前來，若效果不錯再擴展到平常

日舉辦。例如：4桌成團。 

1. 謝謝建議，將依指示，環境教育課程

之名稱，請增加副標題，以符合契約

內容。 

2. 謝謝建議，將依指示，利用既有粉絲

團：城西里關懷據點，將低碳廚房、

課程與社區參訪等活動訊息 PO文，加

強宣傳與推廣。 

3. 謝謝指示，社區參訪地點：後壁區仕

安社區與玉井區望明社區為主，墾丁

社頂社區參訪另案辦理。 

4. 本次餐盤不印字。 

5. 謝謝建議，等計畫執行初步有結果，

將先以周末來舉辦試辦嚐鮮活動，吸

引遊客前來，若效果不錯再擴展到平

常日舉辦。初辦先以定額公告招攬客

人，例如：4 桌成團，而後再視情況

加強辦理。 

13. 教育訓練課程有關友善植栽內容：請

教導學員以人工除草，不要使用除草

劑；另可教導如何將果皮變為肥料。 

謝謝建議，友善植栽課程內容將朝人工除

草、不使用除草劑及果皮變為肥料等方向

規劃。 

九、 決議：期初審查會議原則通過，後續款項撥付事宜，請依本案契約書規定辦理。 

十、 散會：15時 55分 

 

  



 

3. 期中報告書審查會議紀錄 

 

 



 

 

 

 

  



 

「城西社區生態旅遊及低碳綠生活空間營造陪伴輔導計畫」 

期中審查會議紀錄 

一、 會議時間：107年 9 月 27日(星期四)上午 10 時 00分 

二、 會議地點：本處第 1 會議室 

三、 會議主持人：楊副處長金臻                                  紀錄：陳怡頻 

四、 出席人員(請詳簽到表) 

五、 業務單位報告(略) 

六、 受託單位簡報（略） 

七、 委員意見： 

城西里-嚴文正里長： 

1、 感謝台江國家公園管理處與李得元老師的團隊對城西里的協助。 

2、 有關社區人力的動員，會再持續邀請居民參加，未來志工也會再增加。 

3、 明年度可以再有計畫陪伴社區，目前社區與李得元老師的配合度有默契。 

4、 明年度會有相關的經費來培訓社區人員，期望能讓人力動員加強。 

5、 桌數沒有問題，只怕接待的團體是否會有延續性，是否會再次來到社區。 

解說教育課-洪玉瑩約聘研究員： 

1、 人員的培訓計畫：課程結束、解說考核、最後的認證，才有資格可以領解說費用，

需考量相關的認證與考核內容。 

2、 低碳廚房的器具是否已完成?目前有購買的器具是否會放著?質感尚未清楚的呈

現。 

3、 每年的計畫都有社區資源盤點，具重複性，冀望明年度的計畫可以考量如何將現

有的資源串聯成遊程內容，並且每個步驟要清楚。 

4、 水生動物如何界定?水生動物有底棲與兩棲動物，目前呈現的動物只有養殖的魚類，

是否名稱要修改。 

5、 謝謝嚴里長與李得元老師的團隊協助黑琵季的遊程內容。 

6、 臉書的維護性較高，建議使用 Line，不僅維護性低、訊息傳達速度快，且宣傳的



 

效果佳，目前使用率比臉書高。 

企劃經理課-鄭脩平課長： 

1、 有關解說人員培訓，需要請社區找人來參與培訓，但找不到人出來，是目前最大

的瓶頸。 

2、 前年培訓的種子教師，能回來帶領社區生態遊程，生態遊程需要多人分組，例如：

風味餐、導覽、會計等組別，社區組織的建立需再加強。 

3、 明年計畫可能朝解說人員培訓這個方向進行，並設置解說考核與認證制度。 

4、 餐具因計畫經費的關係，所以現階段買現成的碗盤，並以簡單的方式貼上社區名

稱，明年再尋找屬於港仔西的氛圍。 

5、 低碳廚房的窯，期望可以開始運用，窯烤體驗是屬於社區特別的特色。 

6、 防風林暗蟬前年培訓時，有種子教師巡守、監測的流程，可以運用。 

7、 藉由黑琵季推出的遊程讓社區有機會演練，希望遊程能步上軌道。 

楊副處長金臻： 

1、 管理處會持續地陪伴社區，期待社區的風味餐可以承接大量的桌數訂單，例如：8

桌，來測試社區的穩定性。 

2、 期望能培訓社區居民成為當地的解說員。 

3、 建議可以使用 IG(Instagram)，目前受年輕族群的喜愛，不需要文字，只需要放上

照片，可以請團隊協助。 

保育研究課-書面意見： 

1、 有關「生態旅遊」、「低碳生活」皆屬具明確意涵之專有名詞，尤其生態旅遊更有

國際生態旅遊協會(The Ecotourism Society)、國際自然保育聯盟(IUCN)及行

政院永續發展委員會之明確定義及界定辨識原則，建議本案可就推動內容逐一

檢視是否符合相關規範，俾確保正確輔導方向。 

2、 社區生態旅遊模擬行程仍有外聘講師，雖解說內容精彩，但非當地居民參與之解說

服務，建議未來實際運作能培養及聘用瞭解當地自然文化之解說員為宜。 

企劃經理課-陳怡頻約聘人員： 

1、 請補充頁碼。 

2、 有關成果發表會之日期與流程，請再討論。 



 

3、 錯別字，請修正。(會議後提供) 

4、 請補充教育訓練課程、社區參訪以及【港仔西海鱻生活趣】之活動照片。 

5、 請將歷次審查會議紀錄與回覆辦理情形，補充於報告書。 

八、 受託單位答詢： 

嘉藥學校財團法人嘉南藥理大學-李得元老師： 

審查委員意見 審查意見回覆 

城西里-嚴文正里長： 

1、 有關社區人力的動員，會再持續邀請居

民參加，未來志工也會再增加。 

2、 明年度可以再有計畫陪伴社區，目前社

區與李得元老師的配合度有默契。 

3、 明年度會有相關的經費來培訓社區人

員，期望能讓人力動員加強。 

4、 桌數沒有問題，只怕接待的團體是否會

有延續性，是否會再次來到社區。 

1. 感謝里長肯定，如有機會再與合作，

當會盡力完成任務。 

2. 社區所欠缺是人力，希望里長能找出

適當的在地人接手社區產業工作。 

3. 人力補充除在地人外，亦可暫時徵集

有興趣者先行加入，待運作成熟再回

歸社區。 

4. 觀察社區幾次動員，相信社區有能力

承接大型團體進行體驗活動。 

解說教育課-洪玉瑩約聘研究員： 

1、 人員的培訓計畫：課程結束、解說考

核、最後的認證，才有資格可以領解

說費用，需考量相關的認證與考核內

容。 

2、 低碳廚房的器具是否已完成?目前有

購買的器具是否會放著?質感尚未清

楚的呈現。 

3、 每年的計畫都有社區資源盤點，具重

複性，冀望明年度的計畫可以考量如

何將現有的資源串聯成遊程內容，並

且每個步驟要清楚。 

4、 水生動物如何界定?水生動物有底棲

與兩棲動物，目前呈現的動物只有養

殖的魚類，是否名稱要修改。 

5、 謝謝嚴里長與李得元老師的團隊協

助黑琵季的遊程內容。 

6、 臉書的維護性較高，建議使用 Line，

不僅維護性低、訊息傳達速度快，且

感謝洪研究員提供意見。 

1. 解說人員培訓與認證，往後如有建

立，當配合相關考核辦法辦理。 

2. 目前已完成低碳廚房相關器具的購

買，其運用因未有案例執行，尚無法

呈現其功能，希望藉由黑琵季的遊程

推廣，進行試作。 

3. 本計劃內社區資源盤點是針對套裝行

程之必要性進行的，相關資料在計畫

完成前，移交社區，亦將輔導社區應

用。 

4. 本次表列之水生動物種類是由社區民

眾舉列其所知的水下生活物種，非專

業的生態調查，種類亦有包括貝殼與

蝦等。 

5. 為達輔導社區目的，將全力配合黑琵

季，讓計畫內所規劃的遊程的以驗證。 

6. 謝謝建議，會協助社區在 line 建立港

仔西遊客資訊群組。 



 

宣傳的效果佳，目前使用率比臉書

高。 

企劃經理課-鄭脩平課長： 

1、 有關解說人員培訓，需要請社區找人

來參與培訓，但找不到人出來，是目

前最大的瓶頸。 

2、 前年培訓的種子教師，能回來帶領社

區生態遊程，生態遊程需要多人分

組，例如：風味餐、導覽、會計等組

別，社區組織的建立需再加強。 

3、 明年計畫可能朝解說人員培訓這個

方向進行，並設置解說考核與認證制

度。 

4、 餐具因計畫經費的關係，所以現階段

買現成的碗盤，並以簡單的方式貼上

社區名稱，明年再尋找屬於港仔西的

氛圍。 

5、 低碳廚房的窯，期望可以開始運用，

窯烤體驗是屬於社區特別的特色。 

6、 防風林暗蟬前年培訓時，有種子教師

巡守、監測的流程，可以運用。 

7、 藉由黑琵季推出的遊程讓社區有機

會演練，希望遊程能步上軌道。 

感謝鄭課長提供意見與協助計畫進行。 

1. 有關解說人員培訓與認證，找不到人是

目前最大的瓶頸，將協助社區物色與建

立。 

2. 有關低碳廚房的窯，預定下月份啟動運

用，將窯烤體驗是變成社區特色。 

3. 前年防風林暗蟬的培訓，來年將規劃到

社區遊程內。 

4. 為達輔導社區目的，將全力配合黑琵

季，讓計畫內所規畫的遊程的以驗證。 

楊副處長金臻： 

1、 管理處會持續地陪伴社區，期待社區

的風味餐可以承接大量的桌數訂

單，例如：8 桌，來測試社區的穩定

性。 

2、 期望能培訓社區居民成為當地的解

說員。 

3、 建議可以使用 IG(Instagram)，目前受

年輕族群的喜愛，不需要文字，只需

要放上照片，可以請團隊協助。 

 

1. 感謝副處長提供意見與期勉，本團隊將

協助社區完成台管處交付工作。 

2. 謝 謝 建 議 ， 會 協助 社 區 使 用 IG 

(Instagram)建立港仔西遊客資訊。 

保育研究課-書面意見： 

1、 有關「生態旅遊」、「低碳生活」皆屬

具明確意涵之專有名詞，尤其生態旅

1. 感謝保育課提供意見。有關「生態旅

遊」、「低碳生活」等專有名詞之應用，

約符合相關規範。 



 

遊更有 國際生 態旅遊 協會 (The 

Ecotourism Society)、國際自然保育

聯盟(IUCN)及行政院永續發展委員

會之明確定義及界定辨識原則，建議

本案可就推動內容逐一檢視是否符

合相關規範，俾確保正確輔導方向。 

2、 社區生態旅遊模擬行程仍有外聘講

師，雖解說內容精彩，但非當地居民

參與之解說服務，建議未來實際運作

能培養及聘用瞭解當地自然文化之

解說員為宜。 

2. 社區生態旅遊解說之培養及聘用將以

社區居民為主。 

 

企劃經理課-陳怡頻約聘人員： 

1、 請補充頁碼。 

2、 有關成果發表會之日期與流程，請再

討論。 

3、 錯別字，請修正。(會議後提供) 

4、 請補充教育訓練課程、社區參訪以及

【港仔西海鱻生活趣】之活動照片。 

5、 請將歷次審查會議紀錄與回覆辦理

情形，補充於報告書。 

感謝陳小組提供意見與協助計畫進行。 

1. 後續報告將補上頁碼。 

2. 有關成果發表會之日期與流程，將再

開會討論。 

3. 感謝指正錯別字，已修正。 

4. 教育訓練課程、社區參訪以及【港仔

西海鱻生活趣】等活動照片將於期末

報告補充。 

5. 歷次審查會議紀錄與回覆辦理情形，

將補充於報告書。 

九、 決議： 

1、 受託單位應於 107 年 12 月 7 日以前提送期末報告，並完成本案計畫中所有的工作內

容與成果發表會等辦理情形。 

2、 期中審查會議通過，後續款項撥付事宜，請依本案契約書規定辦理。 

3、 與會代表所提意見，請受託單位納入參辦，並於期末報告提出說明。 

十、 散會：上午 11 時 00 分 

 

  



 

4. 期末報告書審查會議紀錄 

 



 

 

 

  



 

「城西社區生態旅遊及低碳綠生活空間營造陪伴輔導

計畫」期末審查會議紀錄 

一、 會議時間：107 年 12 月 14 日(星期五)下午 14 時 30 分 

二、 會議地點：本處第 2 會議室 

三、 會議主持人：楊副處長金臻                                 紀錄：陳怡頻 

四、 出席人員(請詳簽到表) 

五、 業務單位報告(略) 

六、 受託單位簡報（略） 

七、 委員意見： 

城西里-嚴文正里長： 

1、 感謝台江國家公園管理處與李得元老師團隊對城西里的協助。 

2、 上年度計畫建設之低碳廚房與菜園的缺失，藉由本計畫得到改善。 

3、 【港仔西海鱻生活趣】2 梯次遊程活動執行，除了我自己親自參與，也讓社區居

民更有信心。 

4、 【港仔西海鱻生活趣】參與民眾很開心，能親自體驗捕魚、刮魚鱗、…等在地生

活，若未來遊程內容搭配季節性的產業，可帶動社區產業地產地銷，讓社區居民更

有工作的信心。 

5、 因目前社區有供餐活動，故風味餐之流程較熟悉，未來可平日推動。 

6、 感謝李得元老師團隊們聆聽地方意見，資源整合，與團隊的推動，讓今年社區已

有雛型產生。 

7、 關於 3D 立體彩繪計畫已提多次，希望明年計畫能優先推動。 

解說教育課-洪玉瑩約聘研究員： 

1、 目前城西里與三股里的社區導覽解說，尚未以小組方式進行分組導覽，40 位民眾

只有 1-2 人導覽解說，建議以 8-10 人為一組，進行深度導覽，較可照顧每 1 位

民眾。 

2、 請說明後續遊程的推動方式、收費機制，以及在地人講師費等分配。 



 

 

環境維護課-呂宗憲課長： 

1、 【港仔西海鱻生活趣】為唯一有開團成功的生態旅遊之遊程。未來市場的趨勢，

可與公司行號合作。 

2、 近年李得元老師團隊將社區資源與相關設備組裝起來，未來後續社區有多少人可

以動員?里長如何讓里民一同參與? 

3、 早期計畫與家園守護圈之設備，例如：環境綠美化等，須考量資源的永續利用。 

4、  社區有活動時，邀請社區年輕人一同參加，有興趣的年輕人會邀請同齡的朋友參

加，可成為未來社區參與人才。 

企劃經理課-鄭脩平課長： 

1、 感謝嚴里長的理想與用心，讓本處生態旅遊得以順利推動。 

2、 有關保育理念、防風林暗蟬、黑面琵鷺、…等深度旅遊遊程，可列為未來推動長

遠目標。 

3、 今年將港仔西生態旅遊之品牌做出來，目前已有接團模式，未來應再把品質提升、

建議建立組織，並找出經理人來協助社區。 

4、 墾丁社頂社區蔡總幹事分享社區深度的導覽，是由長期監測資源所得來的，港仔

西可長期監測植物、水生動物，未來生態旅遊可朝向深度導覽進行。 

楊副處長金臻： 

1、 分享雪霸國家公園經驗，解說教育課承辦找 2 家專門辦理生態旅遊之旅行社，簽

約辦理生態旅遊活動，由國家公園提供出版品作為誘因，並且做生態旅遊滿意

度調查，不僅有宣傳效果，還可以得到改善建議。 

企劃經理課-陳怡頻約聘人員： 

1、 錯別字，請修正。(會後提供) 

2、 目前有接到電話詢問【港仔西海鱻生活趣】遊程事情，有以下幾點問題： 

(1) 有關風味餐與遊程是否會有單一窗口來接單? 

(2) 遊程搭配風味餐之價位如何訂? 

(3) 營收分配該如何運作? 

(4) 遊程與風味餐是否能在平日接單? 



 

八、 決議： 

1、 期末審查原則通過，有關後續款項撥付事宜，請受託團隊於 107 年 12 月 21 日前提

交總結報告書(依本案契約規定辦理)，俟驗收通過後，再行撥款。 

2、 與會代表所提意見，請受託單位納入參辦，並於總結報告書提出說明。 

九、 散會：下午 15 時 45 分 

受託單位嘉藥學校財團法人嘉南藥理大學-李得元老師答詢： 

審查委員意見 審查意見回覆 

城西里-嚴文正里長： 

1、 感謝台江國家公園管理處與李得元老師團隊對城

西里的協助。 

2、 上年度計畫建設之低碳廚房與菜園的缺失，藉由

本計畫得到改善。 

3、 【港仔西海鱻生活趣】2 梯次遊程活動執行，除

了我自己親自參與，也讓社區居民更有信心。 

4、 【港仔西海鱻生活趣】參與民眾很開心，能親自

體驗捕魚、刮魚鱗、…等在地生活，若未來遊程

內容搭配季節性的產業，可帶動社區產業地產地

銷，讓社區居民更有工作的信心。 

5、 因目前社區有供餐活動，故風味餐之流程較熟

悉，未來可平日推動。 

6、 感謝李得元老師團隊們聆聽地方意見，資源整

合，與團隊的推動，讓今年社區已有雛型產生。 

7、 關於 3D 立體彩繪計畫已提多次，希望明年計畫

能優先推動。 

 

 

 

1. 感謝里長肯定，如有機會與

社區合作，當盡自己力量。 

2. 觀察社區本年度數次動

員，可看出社區已有能力承

接大型團體進行體驗活動。 

解說教育課-洪玉瑩約聘研究員： 

1、 目前城西里與三股里的社區導覽解

說，尚未以小組方式進行分組導覽，

40 位民眾只有 1-2 人導覽解說，建議

以 8-10人為一組，進行深度導覽，較

可照顧每 1位民眾。 

感謝洪研究員提供意見及提供黑琵季

開幕平台，讓今年度規劃遊程有試跑

模擬機會。 

1. 如解說人員培訓充裕當配合活動分組

解說辦理。 

2. 經兩次試辦活動，與里長討論後，上/

下午活動各以 6000 元為基本收費是



 

2、 請說明後續遊程的推動方式、收費機

制，以及在地人講師費等分配。 

可行的，即折合 30人以上，每人 200

元在合理範圍。 

環境維護課-呂宗憲課長： 

1、 【港仔西海鱻生活趣】為唯一有開團成功的生態

旅遊之遊程。未來市場的趨勢，可與公司行號合

作。 

2、 近年李得元老師團隊將社區資源與相關設備組裝

起來，未來後續社區有多少人可以動員?里長如何

讓里民一同參與?  

3、 早期計畫與家園守護圈之設備，例如：環境綠美

化等，須考量資源的永續利用。 

4、 社區有活動時，邀請社區年輕人一同參加，有興

趣的年輕人會邀請同齡的朋友參加，可成為未來

社區參與人才。 

 

1. 感謝呂課長肯定及提供意

見，如活動推動順利，不

排除與各方合作。 

2. 整個社區人力資源一直是

與里長努力的目標。 

3. 社區內的資源豐富，會持

續挖掘整合。 

4. (里長)會以里內年輕人為

活動對象，鼓勵他們參

與，並邀朋友參加。 

企劃經理課-鄭脩平課長： 

1、 感謝嚴里長的理想與用心，讓本處生態旅遊得以

順利推動。 

2、 有關保育理念、防風林暗蟬、黑面琵鷺、…等深

度旅遊遊程，可列為未來推動長遠目標。 

3、 今年將港仔西生態旅遊之品牌做出來，目前已有

接團模式，未來應再把品質提升、建議建立組織，

並找出經理人來協助社區。 

4、 墾丁社頂社區蔡總幹事分享社區深度的導覽，是

由長期監測資源所得來的，港仔西可長期監測植

物、水生動物，未來生態旅遊可朝向深度導覽進

行。 

 

 

 

感謝鄭課長提供意見與協助計

畫進行。有關鄭課長提供意

見，是社區未來的目標。 

 

楊副處長金臻： 

1、 分享雪霸國家公園經驗，解說教育課承辦找 2 家

專門辦理生態旅遊之旅行社，簽約辦理生態旅遊

活動，由國家公園提供出版品作為誘因，並且做

生態旅遊滿意度調查，不僅有宣傳效果，還可以

得到改善建議。 

 

 

1. 感謝副處長提供意見與期

勉，如有機會再與社區合

作，本團隊將與社區完朝此

方向進行。 

企劃經理課-陳怡頻約聘人員： 感謝陳小組提供意見與協助計畫進行。 

1. 錯別字部份，已修正。 



 

1、 錯別字，請修正。(會後提供) 

2、 目前有接到電話詢問【港仔西海鱻生

活趣】遊程事情，有以下幾點問題： 

(1) 有關風味餐與遊程是否會有單一

窗口來接單? 

(2) 遊程搭配風味餐之價位如何訂? 

(3) 營收分配該如何運作? 

(4) 遊程與風味餐是否能在平日接單? 

2. (里長回應) 

(1) 社區已指定單一窗口的承辦人員。 

(2) 上/下午活動各以 6000元為基本收費

是可行的，即折合 30 人以上，每人

200元在合理範圍。 

(3) 往後營運正常，約會訂定點比例回饋

協會(仍會應用於工作人員福利)。 

(4) 目前社區已有供應午餐，故風味餐在

平日是可推動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