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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998888 年度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年度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年度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年度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海洋學校海洋學校海洋學校海洋學校」」」」活動成果報告表活動成果報告表活動成果報告表活動成果報告表    

核定日期文號核定日期文號核定日期文號核定日期文號：：：：    
計畫申請  

名稱 
水田殺手 辦理地點 台中縣神岡國小 

  

對    象 台中縣神岡國小 

計畫活動 

總場次 

低年級 10 節 

中年級 12 節 

高年級 15 節 

辦理期間 

自 98 年 9 月 1 日起

至 98 年 11 月 30 日

止 

報告附件 

▓印刷品   ▓課程表或流程表 

▓教學網頁  ▓活動教案 

▓活動學習單▓活動照片 

計劃活動 

總人次 
計 1200 人 

活動心得活動心得活動心得活動心得：：：：    
許多學校及教師自認學區不靠海，沒有地利之便；也有部分學校並不靠近

山，但是距離海仍有一段距離，學生實際接觸海洋生物的機會不多，學生也不易

獲得感動，因此不願意實施海洋教育。 

事實上，即使是不靠海學校，推行海洋教育也有其必要性。一般人常侷限於

『海洋』二字，忘了台灣只是一個小小島國，舉凡氣候、水文、生物、地理…等

都離不開海洋的影響。海洋教育應為廣泛性的水體環境教育，包括淡水性的湖

泊、河川與海洋。因此我們以社區內的水文為研究對象，並探討外來生物福壽螺

對生態的影響。 

在活動過程中，許多家長由不解：為何要觀察天天看著的稻田？接著驚訝的

發現：原來螺有好多種，牠們的生態竟是那麼特別，每個卵塊數量是那麼多，危

害又是那麼大……於是有更多家長開始協助教學，布置生態缸，幫忙抓螺找卵

塊，而孩子們也從中發現生物界的驚奇，發現人為的疏失給生態帶來的危害，開

始有了感動，有了省思，並呈現在作品中。 

夥伴們沒有一個是科班出身的自然老師，但我們都深刻體驗，生命是一種尊

重、珍惜、熱愛的學習過程，只要有心，只要有願，每個老師都能帶領孩子親近

土地，與大地的脈動融合，滿足孩子主動探索、快樂學習的夢想。而教學，不衣

錠要捨近求遠，追逐一般人所謂的特定場所或專家學者，只要善用社區資源，就

能認識自己家鄉的多種面貌與在地特色，培養出愛家愛鄉的情懷，對落實海洋教

育更有助益。 

效益評估效益評估效益評估效益評估：：：：    
這次的方案並沒有現成教案或資源可供參考，因此事前的資料蒐集、社區調

查、教材製作都很辛苦，但因是以自己家鄉為對象，夥伴教師和孩子們隨時隨地

都可進行觀察紀錄，比對教材和網頁內容，隨時提供觀察結果和心得，教並據此

修正教材，師生彼此都在不斷的成長。孩子們也在生活中發現觀察的樂趣、生態

的包羅萬象，也逐漸將觀察面由單純的福壽螺拓及水田附近相關生態，如田螺、

青蛙、螳螂、蝴蝶幼蟲……等等。也會學著自己查資料，並與同儕分享心情。 

教學活動的過程中，有豐富生態背景知識的給予；更有實際走向田間溝渠親

身體驗的感動，讓孩子們在自然觀察中，利用眼睛觀察用手觸摸水田生態、用鼻

子嗅聞植物的花香與清涼、聽聽老祖父老祖母說著往年的開墾故事，與欣賞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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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的款款動人的無限風情。孩子們在不斷的驚奇體驗與歡呼聲中，深刻體會大

自然的迷人風采，並建構自我學習歷程。 

在學習的歷程中，動手操作、親身體驗是必要而且無可取代的，在大自然裡，

讓孩子們仔細觀察、動手操作、分享喜悅。在互動討論中，孩子們逐漸發現更多

學習的樂趣與學習的成就感，因而培養出更多的自信，渾身散發出動人的神采。

他們找到了學習的關鍵之鑰，逐步建構並開啟屬於他們自己智慧世界。 

檢討與建議檢討與建議檢討與建議檢討與建議：：：：    
 1. 台灣對螺類的研究並不多，網路能蒐集到的資源有限，且因屬淡水貝類，海

生館能提供的素材也有限。但海洋教育既是親水教育，如果能廣泛納入淡

水生物素材，可提供教師們更多參考。 

 2. 這次參與教學的班級數雖然較少，但依各年段的吸收能力給予不同主題的教

學，反而能提供更充裕的教學資源，滿足不同年段的需要。因此，教學貴

在精而不在多，能提供實作師生適切的需要與協助，才能達到最大效益。 

 3. 在課程設計中有社區水田和溝渠的生態調查活動，若讓年齡層較低的孩子自

行課後探訪，不但有安全上的顧慮，孩子也常有不知所措的困擾。若能利

用親師合作方式，一起以戶外教學模式辦理，相信會更有效。 

    

    

    

    

負責人負責人負責人負責人：：：：                                                                            （（（（簽章簽章簽章簽章））））            

    

填表人填表人填表人填表人：：：：                                                                            （（（（簽章簽章簽章簽章））））    

    

    

    

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                                                                                            傳真傳真傳真傳真：：：：    

    

    

    

填表日期填表日期填表日期填表日期：：：：        九九九九    十十十十    七七七七        年年年年        十十十十    一一一一            月月月月        二二二二        十十十十                    日日日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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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998888 年度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年度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年度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年度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海洋學校海洋學校海洋學校海洋學校」」」」 活動教案設計表活動教案設計表活動教案設計表活動教案設計表    

教學活動一（學習單 6 份、附件教材 5 份） 

主題名稱 水田殺手 學校名稱 台中縣神岡國小 

教學年級 全校性教案 設計者 林佩佩 

教材來源 自編 

本教案之

教學網站 
水田殺手 

教學時間 

低年級 10 節 

中年級 12 節 

高年級 15 節 

教學群 

（低年級）梁玲媺、林玉英、呂錦慧 

（中年級）粟家芝、林雪茹、吳慧姿 

（高年級）林俊鎧、蔡明諺、楊展易、阮富月、林佩佩、鄧麗真 

使用之主

題網站及

網址路徑 

 1. http://digitalarchives.tw/ ，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成果入口網 

 2. http://digitalarchives.tw/site_detail.jsp?id=2728，臺灣貝類資料庫 

 3. http://shellmuseum.sinica.edu.tw/，貝類人文資料庫 

 4. http://www.nmmba.gov.tw/，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 

設計理念 

1.多元並進兼容資訊教育與環境教育 

2.生活化取向結合趣味與動機 

3.強調合作、溝通與尊重 

教學目標 

1-1 能引起對周遭環境的興趣。 

1-2 能透過探索社區，認識水田的各種不同樣貌，體會水田之美。 

1-3 能觀察及記錄水田及鄉間溝渠中有哪些常見的動植物。 

1-4 能認識本地水利設施、灌溉用水來源及使用方式。。 

1-5 能認識水田中有哪些生物是外來種，對生態有何影響。 

2-1 能分辨田螺與福壽螺，及正確測量殼長、殼寬與螺口高。 

2-2 能認識福壽螺對生態的危害，及各種防制法的優劣處。 

2-3 能認識一般常見的水生植物在面對各種威脅下，其生長狀況有何改變。 

2-4 能透過數位典藏網站搜尋相關知識。 

3-1 透過實驗，認識福壽螺的食性。 

3-2 指導學生學習自然觀察的方法，並培養觀察自然的興趣。 

3-3 能透過觀察與討論，探索面對外來種的態度與方法。 

3-4 透過了解，親近水田，培養學生愛護自然生態的態度。 

4-1 能欣賞他人作品。 

4-2 能認真學習各種手工書作法。 

4-3 能創作個人風格的手工書。 

使用教材 

� 可上網之多媒體電腦、投影機 

� 參考書目：和大自然做朋友系列九…和貝類做朋友 

� 常見貝類掛圖、淡水貝類掛圖 

� 各種福壽螺、田螺圖卡（由數位典藏網站下載列印） 

� 小觀察箱（或昆蟲箱、收納箱、或各種透明有孔蓋容器） 

� 數位相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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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年一貫

領域能力

指標 

語文語文語文語文    

2-3-2-2 能在聆聽不同媒材時，從中獲取有用的資訊。 

3-3-3-4 能利用電子科技，統整訊息的內容，作詳細報告。 

5-3-4-3 能主動閱讀不同題材的文學作品。 

5-3-8-3 能在閱讀過程中，培養參與團體的精神，增進人際互動。 

5-3-9 能結合電腦科技，提高語文與資訊互動學習和應用能力。 

社會社會社會社會    

1-2-3 覺察人們對地方與環境的認識與感受具有差異性，並能表達對家鄉的關懷。 

1-3-1 瞭解生活環境的地方差異，並能尊重及欣賞各地的不同特色。 

1-3-3 瞭解人們對地方與環境的認識與感受有所不同的原因。 

1-3-5-9 瞭解學習與研究的方法，並實際應用於生活中。 

1-3-10-2 列舉地方或區域環境變遷所引發的環境破壞，並提出可能的解決方法。 

4-3-2-9 探討環境的改變與破壞可能帶來的危險，討論如何保護或改善環境。 

自然生活與科技自然生活與科技自然生活與科技自然生活與科技    

1-3-5-4 願意與同儕相互溝通，共享活動的樂趣。 

2-3-2-2 觀察動物形態及運動方式之特殊性及共通性。觀察動物如何保持體溫、覓食、生殖、

傳遞訊息、從事社會性的行為及在棲息地調適生活等動物生態。 

2-3-2-3 知道動物卵生、胎生、育幼等繁殖行為，發現動物、植物它們的子代與親代之間有

相似性，但也有不同。 

3-3-5-9 察覺有時實驗情況雖然相同，也可能因存在著未能控制的因素之影響，使得產生的

結果有差異。 

4-3-1-8 統計分析資料，獲得有意義的資訊。 

4-3-2-8 依資料推測其屬性及因果關係。           7-3-3-7 能規劃、組織探討的活動 

藝術與人文藝術與人文藝術與人文藝術與人文 

1-3-1-9 探討各種不同的藝術創作方式，瞭解他人的作品，培養自我思考與表達能力。 

1-3-2-2 構思表現的主題與內容，選擇適當的媒材技法，完成有感情、經驗與思想的作品。 

1-3-5-5 傾聽別人的報告，並做適當的回應。 

2-3-7 認識環境與生活的關係，反思環境對藝術表現的影響。 

2-3-10 參與藝文活動，記錄、比較不同文化所呈現的特色及文化背景。3-3-12 運用科技及

各種方式蒐集、分類不同之藝文資訊，並養成習慣。 

2-3-2-10 認識環境與生活的關係，反思環境對藝術表現的影響。 

3-3-1-1 能和他人交換意見，口述見聞，或當眾作簡要演說。 

3-3-4-2 能在討論或會議中說出重點，充分溝通。 

4-3-1 在面對環境議題時，能傾聽(或閱讀)別人的報告，並且理性地提出質疑。 

綜合活動綜合活動綜合活動綜合活動    

4-1-3 知道環境保護與自己的關係。 

4-2-4 舉例說明保護及改善環境的活動內容。 

4-3-2 探討環境的改變與破壞可能帶來的危險，討論如何保護或改善環境。 

環境教育環境教育環境教育環境教育    

2-2-1 能瞭解生活周遭的環境問題及其對個人、學校與社區的影響。 

2-2-2 能持續觀察與紀錄社區的環境問題並探究其原因。 

3-2-2 能主動親近並關懷學校暨社區所處的環境，進而瞭解環境權的重要。 

4-2-3 能分析評估國內區域性環境問題發生原因，並思考解決之道。 

4-2-4 能運用簡單的科技以及蒐集、運用資訊來探討、瞭解環境及相關的議題。 

5-2-1 能具有參與調查與解決生活周遭環境問題的經驗。 

資訊教育資訊教育資訊教育資訊教育    

3-4-7 能利用網際網路、多媒體光碟、影碟等進行資料蒐集，並結合已學過的軟體進行資料

整理與分析。 

5-3-1 能找到合適的網站資源、圖書館資源，會檔案傳輸。 

5-3-2 能利用光碟、DVD 等資源搜尋需要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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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 

架構圖 

 

節  數 教學活動 時間（分） 教學目標 備註 

第 

一 

單 

元 

課前

準備 

 1. 上網找尋相關網路資源。 

 2. 佈置教室閱讀區，提供相關圖書。 

 3. 各種福壽螺圖卡（包括卵塊全景與局部圖） 

 4. 事前連絡學區附近農家，提供可供探索的農

田。 

 5. 找尋距離近又安全的灌溉渠作為探索地點。 

 6. 學區特有的浮水圳及小水壩是探索好去處。 

 7. 連絡熱心家長，提供人力支援。 

 8. 約定探索時間，請小朋友準備適當裝備，及懷

抱一顆好奇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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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機

引導 

猜猜我是誰猜猜我是誰猜猜我是誰猜猜我是誰    

 1. 教師展示福壽螺卵塊的局部擷取圖

片，問：『小朋友，猜猜看，這是什

麼？』小朋友可能的回答：糖球、

小紅莓、荔枝、葡萄… 

 2. 教師再展示完整卵塊圖片，再問一

次。 

 3. 如果還是沒人答對，再展示附著在更

多範圍稻株上的圖片，直到有人猜出

來為止。 

 4. 教師說明這些粉紅色的球狀物是某種

動物的卵塊，請小朋友再猜猜。 

 5. 教師問： 

1家裡務農的小朋友請舉手 

   2附有沒有在田裡看過這些顏色鮮豔的東西？ 

3農田裡最美麗的粉紅色卵塊是誰的寶寶？對

農田有何影響？ 

 6. 說明田間溝渠裡常見的粉紅色卵塊就是福壽

螺的卵。 

 

10 

 

1-1 

 

觀賞 

 

聆聽 

 

發表 



神岡之海‧水田殺手--活動成果報告表 

台中縣神岡國小海洋學校夥伴群 7 

教學

過程 

【【【【發展活動一發展活動一發展活動一發展活動一】】】】    

水田巡禮水田巡禮水田巡禮水田巡禮    

 1. 發給每人一張水田巡禮學習單。 

 2. 由家長協同，徒步探索社區環境。 

 3. 觀察溝渠田間有哪些動物？哪些植物？並做

觀察紀錄。 

  1找一找，有哪些藻類水草？ 

  2找一找，有哪些螺類？ 

  3找一找，有沒有蜻蜓和豆娘？如何分辨？ 

  4田埂邊、稻株上有沒有顏色豔麗的小圓球？ 

5用何種角度、方式附著？牢不牢固？如果想要

把卵塊掰下來，容易嗎？ 

  6採集相關生物（福壽螺、田螺、卵塊、水草）

帶回學校。 

 4. 若有農民在場，則做簡單的訪談活動。 

 5. 仔細觀察，水田和灌溉溝渠的水從哪裡來？最

後流到哪裡去？。 

 6. 仔細觀察水流的方向，找出水路。 

 7. 訪問農民，或另安時間拜訪農田水利會，瞭解

水田輪灌情形。 

【【【【綜合活動綜合活動綜合活動綜合活動】】】】    

 1. 分享田間觀察的收穫及印象最深刻的事。 

 2. 統計共發現了多少動植物，分佈地區有何差異

性。 

 3. 討論有哪些動植物是外來種，這些外來種對生

態有沒有影響。 

 4. 分享農民訪談心得。 

 5. 教師總結：比較今昔鄉間生態景象的異同，說

明變化的時代背景，以及生態遭受破壞後的

影響，鼓勵孩子能愛護周遭環境，做個生態

小尖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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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文調查學

習單（可課

後訪談） 

 

 

討論 

 

發表 

 

分享 

第

二

單

元 

課前

準備 

 1. 上網找尋相關網路資源。 

 2. 多媒體電腦設備、投影機。 

 3. 佈置教室閱讀區，提供相關圖書。 

 4. 各種福壽螺圖卡（包括卵塊全景與局部圖） 

 5. 教學簡報『水田殺手』及教學網頁『水田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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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機

引導 

猜猜我是誰猜猜我是誰猜猜我是誰猜猜我是誰    

1. 播放教學網頁教學網頁教學網頁教學網頁『『『『水田殺手水田殺手水田殺手水田殺手』』』』----螺園小憩螺園小憩螺園小憩螺園小憩中的動畫

『『『『猜猜我是誰猜猜我是誰猜猜我是誰猜猜我是誰 1111』』』』，讓小朋友猜猜這是哪一種昆

蟲。 

2. 教師問：住家附近有農田的小朋友請舉手。 

3. 請小朋友發表在農田裏能看到哪些動植物。 

1小朋友可能的回答：青蛙、蟾蜍、毛蟲、白

鷺鷥、龍葵、昭和草、牛筋草…… 

2有些人會回答會電視中得來的印象，則以討

論方式來判定是否存在於學區的農田附近。 

 

10 

 

 

 

觀賞 

 

發表 

 

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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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

過程 

【發展活動二】 

最夭壽的水田駭客最夭壽的水田駭客最夭壽的水田駭客最夭壽的水田駭客 

 1. 播放福壽螺教學簡報教學簡報教學簡報教學簡報........『『『『水田殺手水田殺手水田殺手水田殺手』』』』。 

 2. 認識腹足類的福壽螺，及蘋果螺、元寶螺等都

是牠的別名。（參考教學網頁『『『『水田殺手水田殺手水田殺手水田殺手----細細細細

說螺事說螺事說螺事說螺事』』』』） 

 3. 各組報告該組所收集螺類的取得來源，及如何

觀察各種螺類喜歡棲息的位置。 

1翻轉螺大多出現在蓮葉下，其餘的水生植物

附近鮮少發現其蹤跡。 

2蘋果螺：水田及灌溉溝渠內處處可見。 

3石田螺：水田。 

 4. 對照教學網頁水田殺手教學網頁水田殺手教學網頁水田殺手教學網頁水田殺手----『『『『螺螺不休螺螺不休螺螺不休螺螺不休』』』』，看看

收集的標本裡有哪些是福壽螺（較圓胖），

哪些是田螺（較瘦長）。 

 5. 每組發下一個空的螺殼，練習測量螺高螺寬。 

 6. 說明福壽螺是如何被引進台灣的？又為何變

成農民口中【最夭壽的外來駭客】 

 7. 由家裡務農的小朋友說說，曾在那個地方看到

福壽螺跟卵塊？位置與數量又如何？會對農

作物造成什麼影響？長輩們如何撲殺福壽

螺？（教學網頁水田殺手教學網頁水田殺手教學網頁水田殺手教學網頁水田殺手----『『『『天螺地網天螺地網天螺地網天螺地網』』』』） 

 8. 介紹教學網頁教學網頁教學網頁教學網頁『『『『水田殺手水田殺手水田殺手水田殺手』』』』的使用法。 

 9. 如何利用網路： 

（1）教師提問：如果發現學習單上有找不到的答

案該怎麼辦？同組夥伴也想不出辦法該怎麼辦？ 

（2）指導使用方法 

   a.帶領學生使用入口網站，例如：蕃薯藤，奇

摩、Google 等。 

b.使用數位典藏入口網站數位典藏入口網站數位典藏入口網站數位典藏入口網站：指導學生進入數位

典藏相關網站網頁，及如何使用快速導覽或

搜尋功能找資料。 

� 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成果入口網

http://digitalarchives.tw/ 

� 臺灣貝類資料庫

http://shell.sinica.edu.tw/ 

� 貝類人文資料庫

http://shellmuseum.sinica.edu.tw/ 

 

【綜合活動】 

 1. 每人一張觀察學習單。 

 2. 畫下福壽螺的形狀，及如何測量螺高、螺寬的

方法與數據。 

 3. 發表與分享，每組並交換測量殼長殼寬與螺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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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前

準備 

【【【【準備活動準備活動準備活動準備活動】】】】    

 1. 每組兩個小觀察箱或各種透明有孔蓋容器 

 2. 適量福壽螺與多種綠色植物 

 3. 多媒體電腦、投影機 

   

動機

引導 

貝類大找碴貝類大找碴貝類大找碴貝類大找碴    

 1. 全班分成 6 組。 

 2. 教師指導如何進入數位典藏�貝類人文資料

庫�貝類學習加油站�遊戲區�貝類大找碴 

http://shellmuseum.sinica.edu.tw/learn

ing05_g5.htm 

 3. 分組競賽，看哪一組能在最短時間內挑戰成

功。 

10   

第

三

單

元 

教學

過程 

【【【【發展活動三發展活動三發展活動三發展活動三】】】】    

螺螺不休螺螺不休螺螺不休螺螺不休----福壽螺的飼養與觀察福壽螺的飼養與觀察福壽螺的飼養與觀察福壽螺的飼養與觀察    

 1. 參考教學網頁教學網頁教學網頁教學網頁『『『『水田殺手水田殺手水田殺手水田殺手』』』』----螺螺不休螺螺不休螺螺不休螺螺不休----飼養與飼養與飼養與飼養與

觀察觀察觀察觀察，說明福壽螺可以靠著腹足到處移動，

不能直接在學校生態池、荷花池或水族箱裡

飼養的原因。 

 2. 每組發給兩個小觀察箱，其中一個放入適當水

量及數隻福壽螺。 

 3. 每組在觀察箱中放入不同的水草或植物，如稻

苗、水甕菜、茭白筍、高麗菜、紅白蘿蔔等

平常容易取得的植物。 

 4. 每天觀察三次，如有因氧化而腐敗或枯萎的會

隨時更換，持續二週的觀察。 

 5. 指導如何作觀察記錄，包括畫圖、拍照、食性

（哪些吃得多、哪些吃得少或不吃）。 

 6. 紀錄福壽螺啃食稻株的速度與食量，感受農民

痛恨的心情。 

 7. 分組討論：福壽螺喜歡吃什麼？該如何面對外

來種，及防治辦法？ 

 8. 發表與分享 

 9. 老師總結。 

 10.參考網站 

� 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成果入口網

http://digitalarchives.tw/ 

� 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成果入口�網臺灣

貝類資料庫

http://digitalarchives.tw/site_detai

l.jsp?id=2728 

http://shell.sinica.edu.tw/ 

� 貝類人文資料庫�有害的貝類 

http://shellmuseum.sinica.edu.tw/foo

d04.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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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前

準備 

1. 各色粉彩紙及繪圖用具 

2. 相關參考書籍、圖卡 

3. 生態小書電子檔 

   

動機

引導 

1. 播放『螃蟹小站』、『賞鳥札記』繪本電子書 

2. 教師問：若把小書中的螃蟹換成福壽螺，你想

要設計哪些內容？ 

3. 教師再問：一種是生態介紹，一種是探索記錄，

你喜歡哪一種呈現方式？ 

10 4-1  

第

四

單

元 

教學

過程 

【【【【發展活動四發展活動四發展活動四發展活動四】】】】    

螺過留痕螺過留痕螺過留痕螺過留痕----生態小書創作生態小書創作生態小書創作生態小書創作    

1. 參考教學網頁教學網頁教學網頁教學網頁『『『『水田殺手水田殺手水田殺手水田殺手』』』』----螺過留螺過留螺過留螺過留痕痕痕痕，，，，教師示

範各種基本小書製作方法：五格書，八頁書、

捲軸書，手風琴書 

2. 學生以紙張練習各種小書摺疊方式。 

3. 以福壽螺為主題自由創作內文，並設計獨具個

人風格的封面。 

4. 於課堂上完成基本設計後，美化部分可回家抽

空完成。 

5. 發表與分享 

 

螺過留痕螺過留痕螺過留痕螺過留痕----刮畫刮畫刮畫刮畫（（（（低年級低年級低年級低年級）））） 

 

110 

 

 

4-2 

 

 

4-3 

 

 

 

聆聽 

 

模仿 

 

創作 

 

發表 

評量方式 

學習單學習單學習單學習單 

� 附件 1-1：水田巡禮 

� 附件 1-2：水文調查 

� 附件 1-3：尋找福壽螺的蹤跡 

� 附件 1-4：螺的觀察與測量 

� 附件 1-5：福壽螺的飼養與觀察紀錄表 

� 附件 1-6：低年級學習單-我知道了 

其他其他其他其他 

� 生態小書創作 

參考資料 

補充資料 

� 附件 2-1：福壽螺不再令人傷腦筋 

（數典下載 http://catalog.digitalarchives.tw/dacs5/System/Search/Search.jsp） 

� 附件 2-2：福壽螺與田螺（自製） 

� 附件 2-3：【外來種的生態危機】福壽螺的教訓 

� 附件 2-4：水田殺手教學簡報講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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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田巡禮水田巡禮水田巡禮水田巡禮    學習單學習單學習單學習單    

探訪時間探訪時間探訪時間探訪時間：：：：        年年年年        月月月月        日日日日        探訪地點探訪地點探訪地點探訪地點：：：：                                        小探險家小探險家小探險家小探險家：：：：                                                                    

※※※※    小小探險家小小探險家小小探險家小小探險家，，，，今天到哪兒探險了今天到哪兒探險了今天到哪兒探險了今天到哪兒探險了？？？？請畫下請畫下請畫下請畫下美麗的田園風貌美麗的田園風貌美麗的田園風貌美麗的田園風貌：：：：        

 

※※※※    今天看到了今天看到了今天看到了今天看到了什麼什麼什麼什麼？？？？有有有有哪些昆蟲哪些昆蟲哪些昆蟲哪些昆蟲、、、、鳥類及植物鳥類及植物鳥類及植物鳥類及植物？？？？請畫下請畫下請畫下請畫下來來來來，，，，並標明發現地點及並標明發現地點及並標明發現地點及並標明發現地點及

名稱名稱名稱名稱：：：：    

 

 

※※※※請小朋友畫出今天走訪地區附近的主要灌溉溝渠及水流方向請小朋友畫出今天走訪地區附近的主要灌溉溝渠及水流方向請小朋友畫出今天走訪地區附近的主要灌溉溝渠及水流方向請小朋友畫出今天走訪地區附近的主要灌溉溝渠及水流方向：：：：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1111----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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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文調查水文調查水文調查水文調查            學習單學習單學習單學習單    
                年年年年                班班班班                號號號號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神岡鄉的民生用水主要來自大甲溪。大甲溪的溪谷有寬有窄，溪流有緩有

急，且有化石河、峽谷、河階、角階、平坦肩狀陵，變化多端。由於落差極大，

水量均勻且豐沛，使其單位河長蘊藏的水力高居全台河川首位，為台灣水質源最

豐富的河川，也是水力發電的重心。流域的水利設施最早應屬農田灌溉，其開發

利用始於清朝雍正年間，葫蘆墩下埤的修築，從朴子口(今豐原市朴子里)築埤，

引大甲溪水使用，用來灌溉神岡鄉及大雅一帶的土地。 

 

◎◎◎◎請小朋友寫下從請小朋友寫下從請小朋友寫下從請小朋友寫下從被訪者被訪者被訪者被訪者中所知中所知中所知中所知、、、、或查資料所得或查資料所得或查資料所得或查資料所得，，，，有關先祖開鑿圳溝的事蹟有關先祖開鑿圳溝的事蹟有關先祖開鑿圳溝的事蹟有關先祖開鑿圳溝的事蹟：：：：    

※訪問時間：  年  月  日  ※訪問地點：          ※訪問對象：         

※內容： 

 

※※※※找一找看家裡有沒有關於找一找看家裡有沒有關於找一找看家裡有沒有關於找一找看家裡有沒有關於神岡浮圳神岡浮圳神岡浮圳神岡浮圳，，，，或農田灌溉或農田灌溉或農田灌溉或農田灌溉、、、、輪灌搶水輪灌搶水輪灌搶水輪灌搶水的相關照片的相關照片的相關照片的相關照片，，，，貼上貼上貼上貼上

或畫下照片影像或畫下照片影像或畫下照片影像或畫下照片影像，，，，並說並說並說並說一說照片的內容一說照片的內容一說照片的內容一說照片的內容的歷史故事的歷史故事的歷史故事的歷史故事；；；；也可以上網搜尋相關歷史影也可以上網搜尋相關歷史影也可以上網搜尋相關歷史影也可以上網搜尋相關歷史影

像像像像，，，，列印或畫下來並加以說明列印或畫下來並加以說明列印或畫下來並加以說明列印或畫下來並加以說明：：：：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1111----2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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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班   號  姓名              

你知道福壽螺有哪些別名嗎？請寫出來： 

                                                                                                                                                                                                                                                                             

你知道在哪些地方可以看到福壽螺的蹤影嗎？讓我們一起去發

現牠們吧！ 

                                                                                                                                                                                                                                                                                         

                                                                                                                                                                                                                                                                                        

                                                                                                                                                                                                                                                                                             

看到福壽螺了嗎？牠長得什麼樣子？請畫出牠的模樣： 

 

 

 

 

 

 

你知道為什麼福壽螺討人厭的原因嗎？請寫出來：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1111----3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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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班   號  姓名              

◎小朋友，請仔細研究一下桌上的兩顆螺，哪一個是福壽螺？哪一個

是田螺？如何分辨？請大略畫出外形及說明方法： 

◎小朋友，你知道什麼叫殼長和殼寬嗎？請寫出來： 

殼長(Shell length)：                                                

殼寬(Shell width)：                                                 

 

◎請仔細研究一下桌上的福壽螺，畫出螺的正面和背面圖，同時標明

牠的殼長、殼寬和螺口高：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1111----4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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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田殺手水田殺手水田殺手水田殺手】】】】        福壽螺飼養與福壽螺飼養與福壽螺飼養與福壽螺飼養與觀察記錄表觀察記錄表觀察記錄表觀察記錄表    

                        年年年年            班班班班            號號號號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                                            

吃吃吃…吃吃吃…福壽螺孵化後稍長即開始嚙食水田或溝渠內的植

物，尤喜食植物之幼嫩部份，可說「見青則吃」，是農民最討厭的水

田駭客。除了最愛的水稻秧苗，牠還喜歡吃什麼？吃了多少？你又觀

察到哪些有趣的事情？ 

◎生態缸內布置的食材有：

（                                          ） 

日

期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觀 

察 

結 

果 

 

 

 

 

 

 

 

 

 

日

期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觀 

察 

結 

果 

 

 

 

 

 

 

 

 

 

◎ 請寫出你的觀察心得：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1111----5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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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低年級學習單低年級學習單低年級學習單低年級學習單】】】】    

（   ）年（   ）班  姓名：（              ） 

1.水田殺手是： 

 □大肚魚      □蜻蜓      □福壽螺 

2.福壽螺的卵是： 

 □紅色        □黃色      □咖啡色 

3. 福壽螺的卵塊放大以後，看起來像什麼？ 

 □葡萄      □鳳梨      □西瓜  

4. 福壽螺媽媽會把卵生在哪裡？ 

 □水溝壁      □稻桿上      □靠水的牆壁上 

 □海邊        □雜草上      □馬路上 

 □田間小路上       

5. 福壽螺喜歡吃什麼？ 

 □水稻      □筊白筍      □荔枝樹 

 □椰子樹    □羅漢松      □芋頭 

6.福壽螺是農夫的 

 □壞朋友      □好朋友      □兩個沒有關係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1111----6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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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壽螺不再令人傷腦筋福壽螺不再令人傷腦筋福壽螺不再令人傷腦筋福壽螺不再令人傷腦筋    

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成果入口網-->福壽螺不再令人傷腦筋 

http://catalog.digitalarchives.tw/dacs5/System/Search/Search.jsp 

 

 

 

內容全文: 

提到福壽螺，不禁令人搖頭嘆息，牠除了

破壞農作物外還有什麼用處呢？ 福壽螺是蘭

嶼近年來威脅芋頭最為嚴重的動物，牠不但繁

殖快速、生命力也極強。常有些鄉民把一堆堆

的福壽螺棄之田埂上，以為福壽螺曝晒陽光下

數日即會死掉，其實這樣的想法是錯誤的。福

詩螺遇乾旱時，緊閉殼蓋靜止不動，也能活

二、三個月。牠一年能繁殖到幾千個，幼螺經

三、四個月成長就能達到性成熟，故目前已繁

殖到到處可見的地步。 

福壽螺是軟體動物。屬於中腹定日，蘋果

螺科，外觀與田螺相似，顏色呈橄欖色。體型

能達田螺的廿倍，其卵呈圓形，直徑二公厘，

聚集成塊狀，呈鮮豔紅色，附著於水面上的乾燥表面，如芋頭柄、田埂、做壁等

處。每一卵塊由三至四層疊成葡萄狀約一百至四百粒，卵期約兩星期，初孵化的

幼螺殼高約二公厘，落入水中，以水中浮游生物為食，多在水中漂浮物上活動，

但也隨水流而散播。 

既然福壽螺這麼地令人頭痛，抑制牠最好的方法，就是像蝸牛那樣的吃掉

牠。福壽螺吃法很簡單，正在為牠頭痛的鄉民們，不妨就地取材，多多撿來烹調

一盤美味的螺肉，給家人增加口福與營養，這種惠而不費的美食，不吃牠實在可

惜。 福壽螺是無脊椎動物，無毒性，可為食用的動物性蛋白源。帶殼的福壽螺

五斤，用水洗乾淨後，鍋內放半鍋水，煮沸後放人福壽螺，水再開後續煮二分鐘，

熄火，將熱水倒掉，再用冷水沖洗，用牙籤把螺肉挖出，只取螺肉。家中有養雞

鴨，可將內臟切碎混在飼料中餵飼，能增加營養提高生蛋率，剔出的螺肉再用水

洗一次。 將紅辣椒一至二枝切細，蔥頭兩個也切細．蒜頭拍碎切碎三大匙。熱

鍋，放一大湯匙沙拉油，紅辣椒、蔥頭與半大匙蒜頭屑，炒一分鐘後加水三分之

一碗、醬油二至三大匙、味精一小匙，煮沸約二分鐘，加剩餘的蒜頭屑，再煮半

分鐘後起鍋盛起供食。 這樣炒出來的螺肉香辣，軟硬適當，比花螺好吃，因花

螺較硬，不易咬碎，嗜食性較差，不遜於鳳螺，非常可口，吃了還想再吃，喜歡

唱酒的，更可以做為配酒佳肴。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2222----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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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壽螺與田螺福壽螺與田螺福壽螺與田螺福壽螺與田螺    

    
【福壽螺與原生種田螺外觀上的差異】 
(資料來源：科博館） 

� 我們所稱的田螺有二種，一種為圓田螺，一種為石田螺。 

� 石田螺體型較圓田螺小型，瘦長，但螺塔較高。 

� 石田螺尾較尖，圓田螺尾較鈍。 

� 而圓田螺的體層很圓，會與福壽螺混淆不清的應該是圓田螺。 

� 單以個體的外型來看，其實兩者有很大的差異： 

 1. 福壽螺較圓田螺來得大，前者殼高可長至約 7 公分，後者可長至約 3.5

公分。 

 2. 福壽螺的殼表常有橫走的條紋斑，圓田螺則無。 

 3. 福壽螺具有大臍孔而圓田螺的臍孔是癒合的。 

 

 

【田螺】 
� 田螺：淡水螺類，很像小蝸牛，通常棲息生活在有水的溝淭、池塘、水田裡，

喜吃田裡的微小動植物。台灣的水田最多，故叫「田螺」。田螺有圓田螺和

石田螺，石田螺尾較尖，圓田螺尾較鈍。田螺則有角質的「口蓋」，冬天水

乾，田螺鑽進軟土時，「口蓋」就把殼口封住，也是在裡面睡，過冬。等明

年下雨，才水到螺出。 

� 常見俚語：田螺，含水過冬。 

� 釋義：忍受艱苦，來度過難關。用來勉勵別人，或自我勉勵，相信只要能忍

受痛苦，則一定能夠克服困難。 

 

【福壽螺】 

福壽螺又名蘋果螺、金寶螺、龍鳳

螺、蘋果螺。外觀與本省田螺相似，卵為

圓形，粉紅至先紅色，其上有臘粉狀物保

護，均於夜間產於乾燥物體的表面，如稻

桿、溝壁、牆壁，田梗及雜草上，常疊覆

成葡萄串狀，色澤鮮豔，極為醒目。 

卵期約 14 天，初孵化幼螺落入水

中，以浮游生物為食，幼螺發育至 3~4

個月即達性成熟。 

除產卵或環境不適需遷移外，終生棲

息於淡水中，遇乾旱時緊閉殼蓋，靜止不

動至少可達三個月以上。  

福壽螺及卵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2222----2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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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來種的生態危機】福壽螺的教訓 
福壽螺是台灣非常知名的外來種動物，福壽螺的故事，直接提

醒人們外來種的危害！ 

早在 1979 年，福壽螺就從原產地南美洲阿根廷，悄悄登入了台

灣。一位商人將福壽螺引進台灣，認為可以養殖，接著販售食用。

並以金寶螺之名推廣養殖後，福壽螺正式在台灣落地生根。當時，

很多人瘋狂搶購，認為飼養福壽螺可以發財，一個母螺曾經喊到 800 元！ 

最初養殖的目的是要滿足國人口慾，並未外放至野外。但因肉質不符合國人

口感，業者求售無門，紛紛棄置排水溝、灌溉水道中。豈知，野放後的福壽螺開

始危害農作物的生長，尤其是水稻受創最為嚴重。 

福壽螺適應環境的能力很強，無論是乾旱、惡劣的水質，都難不倒牠們。福

壽螺繁殖力強，一次可產下 300 多個卵！最糟糕的是，台灣沒有牠們的天敵，所

以不久之後，農田處處可以見到牠們的身影。 

福壽螺孵化後稍長即開始嚙食水田或溝渠內的植物，食性甚雜，可說「見青

則吃」，尤喜食植物之幼嫩部份，水稻、茭白筍、芋頭……通通不放過。如水稻

插秧後 14 天內為主要受害時期；茭白筍則於移植初期及春筍採收後的再分蘗期

受害最為嚴重；芋則於生育前期較為嚴重。菱角芽心、蓮、空心菜等植物也難逃

其肆虐。 

民國 71 年，首先於高屏地區發現危害初移植的二期作水稻秧苗，其後多種

水生經濟作物，如茭白筍、芋、水蕹菜、蓮花、荷花、菱角等陸續發現被害。每

年危害十萬公頃以上的農田，成為水生經濟作物的重要有害動物。 

有一段時間，農民用「三苯醋錫」來防治福壽螺。不料，福壽螺沒消滅，卻

殺害了很多無辜的原生水族，也造成人類中毒，產生視力減退、指甲脫落等現象。

最後，「三苯醋錫」被政府禁用。不過在市面上三苯醋鍚還是十分氾濫，主要因

農友習慣使用三苯醋錫，只需將三苯醋鍚放置在栽培田區的入水口處藉灌溉水帶

進，就可以達到防治效果，加上市場因走私猖獗，價格便宜，供應無慮，故一直

以來都是農委會管理禁藥的死角。 

農藥零售店反映，他們也不願意銷售禁藥，只是農民已習慣使用三苯醋錫，

不能在這個店購買使用，就到別的店取得。 

所以直到今天，福壽螺仍是一個無解的難題。 

 

 

福壽螺在全島農田溝渠、溪流中下游、低

海拔的池塘、湖泊隨處可見；尤其是堤

岸、溝邊、水生植物水表基部等，看到眾

多的鮮紅色卵塊實在令人怵目驚心。 

 

卵為圓形，粉紅色至鮮紅色，上有蠟

粉狀物保護，均於夜間產在水面以上

乾燥物體的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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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田殺手教學簡報】講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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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心動紀錄之海洋心動紀錄之海洋心動紀錄之海洋心動紀錄之ㄧㄧㄧㄧ：：：：海洋夥伴會議海洋夥伴會議海洋夥伴會議海洋夥伴會議    

    

 

秀慧主任主持始業式 

 

研究教學網頁使用法 

 

五年級教學群討論會議 

 

玲媺老師心得分享 

 

家芝老師心得分享 

 

錦慧老師心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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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心動紀錄之二海洋心動紀錄之二海洋心動紀錄之二海洋心動紀錄之二：：：：水田巡禮水田巡禮水田巡禮水田巡禮    

主題主題主題主題：：：：1. 1. 1. 1. 認識水田生態認識水田生態認識水田生態認識水田生態  2.   2.   2.   2. 螺類採集螺類採集螺類採集螺類採集  3.  3.  3.  3.訪談與紀錄訪談與紀錄訪談與紀錄訪談與紀錄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學校附近水田及荷花池學校附近水田及荷花池學校附近水田及荷花池學校附近水田及荷花池、、、、灌溉渠灌溉渠灌溉渠灌溉渠    

        

        

        

    



神岡之海‧水田殺手--活動成果報告表 

台中縣神岡國小海洋學校夥伴群 26 

海洋心動紀錄之三海洋心動紀錄之三海洋心動紀錄之三海洋心動紀錄之三：：：：細說螺事細說螺事細說螺事細說螺事    

主題主題主題主題：：：：1. 1. 1. 1. 認識認識認識認識福壽螺福壽螺福壽螺福壽螺          2.   2.   2.   2. 觀察與測量觀察與測量觀察與測量觀察與測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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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心動紀錄之四海洋心動紀錄之四海洋心動紀錄之四海洋心動紀錄之四：：：：螺螺不休螺螺不休螺螺不休螺螺不休    

主題主題主題主題：：：：1.1.1.1.飼養與觀察飼養與觀察飼養與觀察飼養與觀察    2.     2.     2.     2. 生態觀察生態觀察生態觀察生態觀察     3.     3.     3.     3.解剖教學解剖教學解剖教學解剖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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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心動紀錄之五海洋心動紀錄之五海洋心動紀錄之五海洋心動紀錄之五：：：：螺過留痕螺過留痕螺過留痕螺過留痕（（（（美勞美勞美勞美勞））））    

主題主題主題主題：：：：1.1.1.1.刮畫刮畫刮畫刮畫    2.    2.    2.    2.小書小書小書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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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心動紀錄之六海洋心動紀錄之六海洋心動紀錄之六海洋心動紀錄之六：：：：螺過留痕螺過留痕螺過留痕螺過留痕（（（（紙本紙本紙本紙本））））    

1. 1. 1. 1. 福壽螺生態缸觀察紀錄表福壽螺生態缸觀察紀錄表福壽螺生態缸觀察紀錄表福壽螺生態缸觀察紀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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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2. 2. 尋找福壽螺的蹤跡學習單尋找福壽螺的蹤跡學習單尋找福壽螺的蹤跡學習單尋找福壽螺的蹤跡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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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福壽螺解剖心得福壽螺解剖心得福壽螺解剖心得福壽螺解剖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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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福壽螺觀察日記福壽螺觀察日記福壽螺觀察日記福壽螺觀察日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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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心動紀錄之海洋心動紀錄之海洋心動紀錄之海洋心動紀錄之七七七七：：：：教師教學心得教師教學心得教師教學心得教師教學心得    

【【【【梁玲媺梁玲媺梁玲媺梁玲媺】】】】    

重新回到一年級擔任導師，這兩個月以來，天天和寶貝們做「秩序拉鋸戰」。

雖然大多數都是老師戰敗，但是一段時間下來，還是慢慢看到了成果──孩子們

漸漸知道幼稚園和一年級的異同、也開始了解老師對他們的要求，成果可說是得

來不易。 

「福壽螺」這個名詞對一年級寶貝們來說，既熟悉又陌生。看，幾乎都看過，

畢竟學校位處鄉下，周圍又有稻田圍繞；說，卻又說不出所以然，因為就僅止於

看過，其他一概不知。 

很高興藉由這一次的教學機會，讓孩子張開小眼睛和小心眼兒，多去觀察、

關心周遭環境，進而認識環境、了解環境、愛護環境。相信這才是寶貝們最大的

收穫。 

 

 

【【【【林玉英林玉英林玉英林玉英】】】】    

「福壽螺」在鄉間稻田、溝渠中處處可見，鄉下孩子幾乎都見過，只是不怎

麼清楚牠們的存在會對環境造成多大傷害罷了。這學期，藉由福壽螺的生態教

學，我們提供給小小的二年級小朋友一個觀察及認識周遭環境的機會，讓小朋友

從活動中學會關心環境、了解環境的重要性，進而燃起愛護環境的觀念，可說是

現今重視生態平衡的重要課題之一。當我看到孩子們由似懂非懂到懂得，身為教

學者真的很開心，因為地球的未來有希望了。 

「福壽螺生態教學」對孩子的環保教育而言，只是一個小小的開端，未來還

有更多值得注意的環保議題等待更多人關心與解決呢。希望這些環保觀念，能夠

持續深植在孩子心中，更能落實在生活之中。 

 

 

【【【【吳慧姿吳慧姿吳慧姿吳慧姿】】】】    

「瞧!」孩子們個個看的出神。不過這個擁有美麗外表的蟲卵可是會對農作

物造成很大危害的「水田殺手」---福壽螺的卵，它們也是農夫們最痛恨的敵人

耶！ 

很高興能有這樣的機會藉著「福壽螺」的教學活動，讓大家對福壽螺有更進

一步的認識；也讓孩子們更有興趣去觀察、關心這個和我們的生活息息相關的環

境問題，進而認識環境、了解環境、愛護環境。所以這個單元的教學讓師生都受

益良多，也期待下一次能繼續探究相關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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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錦慧呂錦慧呂錦慧呂錦慧】】】】    

這學期海洋學校從海口、潮間帶及溼地拉回「在地」。想想，上學期才跟佩

佩聊到可以發展本地生態環境的教學，沒想到佩佩動作實在快，不但早有腹案，

還這麼快就付之行動。 

這次的主題的主角─「福壽螺」就在孩子們的生活週遭。才一上課，孩子們

就竊竊私語起來，直嚷嚷「我看過！我看過！」，接著便著你一句，我一句的討

論起來。開始介紹福壽螺的生態、習性……等，孩子的興趣不減，一會兒對福壽

螺「貪吃」的樣子驚呀不已，一會兒對牠的「破壞力」深感厭惡，一會兒又對牠

「多子」的能耐佩服得五體投地。也有不少孩子分享以前養過的經驗和家裡農作

物受災的情形。在寫童詩時，孩子們也都能將福壽螺的特質、習性一一道出。這

些種種讓我深深感受到，原來，在地教材對孩子的吸引是這麼大。 

雖然這次的主題是這麼有趣，但是恰逢學校運動會必須練舞及進場動作、期

中考、３２５流感停課、每週一進修不在校……，算一算給孩子的時間實在是不

足。然，雖因趕交成果必須先將課程告一段落，惟，以後還是值得找時間再深入

探討這一個主題。 

    

    

 

【【【【林雪茹林雪茹林雪茹林雪茹】】】】    

福壽螺的卵粉紅色那麼漂亮，但只要孵出來就有好幾百甚至近千隻福壽螺，

而且福壽螺對農作物來說有很大的危害，真可怕呀！如果水田土地乾掉的時候，

福壽螺會把自己的蓋子蓋起來保持身體濕潤，到了下雨天，牠就會在爬出來活

動，是一種生命力很強的生物。 

之前有人買了福壽螺來當食物，但因為風味不佳，也沒好好處理，結果現在

卻多的無法處理，如果當時大家有好好的處理，那現在也不會搞成這樣了！！ 

很高興藉由這一次的教學機會，讓孩子張開小眼睛和小心眼兒，多去觀察、

關心周遭環境，進而認識環境、了解環境、愛護環境。相信這才是寶貝們最大的

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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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佩佩林佩佩林佩佩林佩佩】】】】    

六月放暑假前，有天路過操場時，有兩個孩子正興奮的翻著樹下的石頭，告

訴我：『有大青蛙耶！』接著，拎著一隻小動物的腳秀給我看，那滿佈花斑的肚

皮正明白的宣示：牠是蟾蜍。事後跟其他老師提起此事，聊到鄉下小孩整天關在

安親班補習班或電視電腦前，也許長大了，蓮蜻蜓蜻蛉、田螺福壽螺都分不清。

同事也點頭深表同感，接著問：『燒酒螺是福壽螺還是田螺？』於是，便有了做

這教案的動機了…帶學生認識就在我們身邊的水田生態及外來殺手。 

暑假間騎著腳踏車繞遍鄉間水田和灌溉溝渠，發現福壽螺分布情形非常嚴

重，而田螺可能因農藥影響，數量明顯較以前少，但也對學校附近的福壽螺分布

情形有了基本概念，開學後便帶著學生進行實地採樣及觀察活動。 

 

灌溉渠水閘門上滿佈福壽螺卵塊 

 

收割後的稻梗上也不少 

    

稻梗、蓮莖全逃不過魔掌 

 

灌溉渠牆壁上也是 

在帶學生實地觀察時，意外發現農民在農田角落用哈密瓜果皮果瓤誘捕福壽

螺，待螺類大量聚集後一次捕捉賣給烏鰡魚池，改變之前得來『以綠色植物為食

物』的概念，於是開始撿拾福壽螺回學校用大型收納箱，以水草、水生空心菜、

蓮梗、芋頭、葡萄、蘋果、哈密瓜等植物測試。 

 

學生實地觀察與採集 

 

農民用哈密瓜果皮和果瓤誘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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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方便隨時觀察其生態行為，剛開始只在教室用小觀察箱或寶特瓶養福壽

螺。為了觀察福壽螺的飲食習慣，我們改用大型收納箱，在箱底兩側各放上不同

的食材，觀察福壽螺的喜好。 

 
簡易小生態缸 

 
簡易福壽螺觀察箱 

我們發現當食物源充足時，福壽螺會挑食，專挑香甜可口又鮮嫩的吃；當食

物缺乏時，硬硬的稻葉、稻梗、蓮梗、菜梗也吃下肚。 

觀察實驗中發現福壽螺專挑軟的吃，有空心菜和高麗菜、芋葉芋莖時，先吃

空心菜，芋葉芋莖是最後選擇。而放了香甜的葡萄時，所有葉菜類都暫時被『遺

棄』了，甚至大螺會整個兒鑽到葡萄裡大快朵頤，最後連葡萄皮都被啃光了。 

 
嫩嫩的金魚藻也是福壽螺的選擇 

 
福壽螺鑽到葡萄裡大快朵頤 

螺貝類為了長出堅硬的外殼，需要大量補充鈣質。大螺甚至會以幼螺或卵塊

為食，以補充食物取得之不足。這一點觀察結果帶給師生相當震撼，原來螺類也

是會同類相殘的。 

 
螺爬上稻梗吃卵塊 

 
被抓了依然捨不得到口的美食 

除了課程規劃中的認識常見螺類生態、測量及防治法介紹外，孩子們對螺殼

內的身體是啥模樣也很好奇，於是我們額外上了一堂解剖課。孩子們透過觀察，

發現每個殼、殼口蓋的紋路都不盡相同，和人的指紋一樣有些差異性，螺的身體

雖小，但仍可看到小小的內臟和腸胃，甚至還有未成形的卵，雖然有點殘忍，但

開啟了他們對生命的好奇心，對自然的興趣，這些螺的犧牲也算是有了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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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分組觀察其身體構造 

 
用小鉗子夾出螺肉 

 
螺肉與螺殼 

 
孩子們研究半透明螺殼的紋路 

 
用放大鏡看仔細 

 
和人類指紋一樣，多少都有差異 

雖然福壽螺的適應性極強，仍常因各種因素而死亡，如學生不小心失手摔破

了、忘了補充食材、水質腐敗等。我常在午休時間帶個小朋友到校門旁水溝和農

田撿拾。有一次在蓮花池中上發現許多不同深淺的粉紅卵塊，有的是鮮豔的粉

紅，有的是已經泛白且中間已破了個洞、小螺已孵出且逃之夭夭的卵塊，有的是

介於粉紅與白色中間，甚至可看見卵中有褐色小小螺，為了要帶回去給全班觀

察，我趴在地上伸長了手去摘蓮莖。好不容易才採到手，才剛爬起來，旁邊有個

滿臉驚訝張大了口的老農夫，驚呼著：『夭壽喔！我還以為是路旁屍咧！』學生

在一旁笑翻了，但這次形象的犧牲，卻讓孩子都能觀察到卵塊的變化，也算是有

代價吧？ 

 
水生空心菜莖上的卵塊 

 
蓮莖上有很多卵已經孵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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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種顏色的卵塊 

 
破洞裡可看到已成形的小螺 

很多人以為學習一定要在學校裡、教室裡、在各種補習班安親班才藝班裡才

能進行，只有課本上有的、考試要考的知識才是最重要的，卻忽略了我們身邊的

一切變化，包括大自然與人類的關係也常被忽略，甚至許多人不知道自己的故鄉

有哪些動植物呢！這個教案雖然與考試無關，但讓孩子與家長都感到新鮮有意

義，連家長都陸續提供如水田探索、食材、觀察箱等協助，可見學習是沒有固定

框架，教室也不應是唯一的學習地點。 

這次課程設計在縱向學習的規劃上，透過生態、外形、種類及行為特色的多

重角度切入，讓學生能讓學生對於稻田裡的常見螺類有初步的了解；而在橫向的

學習中，則是以遊戲的方式結合將生態保育與環境教育作一思考，進而了解人與

自然界是共存且息息相關。更希望能喚醒孩子對環境及生態保護的意識，讓大自

然的美永遠與我們同在。 

 

 

9810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