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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編號：87
計畫名稱：當 Google earth 遇上 QR code：科技走讀與數位導覽的鄉土遊學計畫
主 持 人：蔡明哲
壹、 計畫目的及內容：
「布袋」是形容八掌溪歷次改道沖積而成的「沙嘴」地形，俗稱「布袋嘴」。98 年莫拉
克颱風侵襲嘉義，山區雨量超過兩千五百毫米，沿海地區海水倒灌，氾濫成災。百年來劇烈的
氣候變遷，日益嚴重的地層下陷問題，河口沙岸逐漸退縮、濕地逐漸消失等等問題，都再再顯
示未來的布袋子弟必須用科學理性的方式對待自己的家鄉，以人文關懷的態度找回昔日的美
景。因此，以理性科學的教育方式，以邏輯推理的走讀遊學，重新認識自家鄉的土地是此計畫
重要的核心目的。

布袋鹽田見證鹽業歷史

貞愛親王殿下御上陸紀念碑

濱海國家生態公園

沿海濕地賞鳥好去處

本方案願景目的是希望透過資訊科技與鄉土生態、大地人文之間的激盪，擦撞出新的火
花。透過 Google earth、Google map、QR Code、GPS 等資訊科技的協助，將資訊融入課程方
案的設計，利用衛星定位、平板電腦等科技協助學生走讀鄉土生態人文，描繪家鄉的「綠色藝
文生活地圖」。透過「資訊科技走讀遊學」的方式發展在地鄉土的科學教育課程，將資訊科技
融入課程與教學之中，致力於提升孩子們的體驗、思考、推理、探索等能力。

貳、 研究方法及步驟：
一、探究方法與工具：Google Earth 與 QR Code
本方案研究方法是培養學生利用 Google Earth 瀏覽家鄉的梗概地貌，了解家鄉的方位、座
標、海拔高度、濱海距離。並進一部透過 Google Map 規劃走讀遊學的路徑、距離、所需時間
等資訊。Google Earth 是一套以 3D 方式呈現地表全貌之地圖軟體，讓學生透過電腦，就能遊
覽世界各地，觀看衛星影像、地圖、地形圖與 3D 建物，透過電腦模擬方式，於實際踏查走讀
前，預先了解家鄉有關「綠」、「色」、「藝」、「文」等特色景點的相關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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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 Earth 軟體

2000 年永安空照圖

2009 年永安空照圖

低仰角觀看永安

學生利用自行車實際踏查家鄉景點過程，能夠觀察、紀錄、拍攝相關景點的生態、人文
變化，同時拍攝成解說的影片與圖像。將相關檔案放置於學校網路主機，並利用 QR Code 產生
器等軟體製作 QR Code 二維條碼，或利用特殊網站製作個性化的 QR Code 條碼，裝置於學校相
關的解說牌上。由學生擔任家鄉小小解說員，將自身所製作的檔案，利用平板電腦與校園無線
WI-FI 熱點，即時擷取解說資料，透過平板電腦容易操作的特性，進行數位解說的訓練活動。

QR Code 產生器

永安國小 QR Code

個性化 QR Code

校園解說牌

二、教學活動內容
配合綠、色、藝、文，四大課程系列，使用個人電腦、平板電腦，搭配 QR Code，條碼掃
描軟體、3G 或無線 WI-FI 等通訊設備，利用 Google earth、Google map 等免費軟體，將資訊
科技融入鄉土藝文課程當中，不僅希望學生能夠資訊擷取、應用分析，將資訊組織淬鍊成有用
的知識。同時能夠利用校園中所裝置的鄉土解說步道，透過二維條碼 QR Code 與校園無線網路
節點，進行數位解說與資訊導覽。由四大系列課程，規畫出(1)資訊融入鄉土綠色藝文、
(2)QRcode 小小家鄉解說員、(3)尋找綠色藝文生活地圖等科學教育教學活動。

核心

課程系列

科學教育目標

綠

鄉土農特體驗之旅

綠是靠近與蹲下，體會土地生命力

色

大地生態探索之旅

色是大地與生態，四方天地有體驗

藝

在地師傅薪傳之旅

藝是生活的智慧，祖先生命的印記

文

人文歷史尋根之旅

文是歷史的加法，文化記憶的沉澱

參、 目前研究成果：
一、尋找綠色藝文生活地圖
實際走訪，進行鄉土踏查，運用相關資訊軟體如 Google earth、Google map 等軟體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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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PS 衛星定位，老師帶領孩子一同規劃整個社區的導覽地圖，體驗行動學習。過程包括規畫社
區綠色生活地圖的動線，利用 Google earth、Google map 等軟體定位出距離、方位、經緯度
等資訊，再實地進行踏查活動，同時將沿途景點，透過 Green map 標示出各景點的屬性，繪
製出家鄉的｢綠色生活地圖｣。

規劃社區綠地圖與遊學路線

Google earth 上標註重要景點

走讀遊學社區綠色藝文

利用 google map 科技走讀鄉土

實際踏查走讀認識家鄉

搭乘膠筏由海觀看家鄉特色

繪製家鄉綠色生活地圖

繪製家鄉綠色生活地圖

二、天晴有風祈上天，鹽來如此不簡單-布袋嘴洲南鹽場科學之旅
鹽業，自 鄭 成 功 驅 荷 開 台 以 來 ， 即 是 台 灣 西 南 部 沿 海 重 要 產 業 ； 鹽 ， 在布袋有其
輝煌的白金歲月，曾經有過遍地鹽田、鹽山的景觀。近年來，由於生產成本偏高，加上開放鹽
的進口，曬鹽產業從此走入歷史。位於嘉義布袋的洲南鹽場，在布袋嘴文化協會的提倡下，成
功將鹽場轉型為「文化鹽田」
，可以讓民眾瞭解曬鹽的流程，以及體驗曬鹽業相關的特色活動。

腳踏鹽田，曬鹽收鹽體驗活動

經過陽光曝曬，結晶成鹽

風力強化水份蒸發，結晶成鹽

家鄉洲南鹽場文化鹽田

三、鹽分濃度探測器-波美濃度計
傳統鹽田的曬鹽過程如下：由靠近海邊處，配合漲潮時間，引進波美濃度 3 度的海水到
大蒸發池，大蒸發池分成數坵，海水從第一坵開始曝曬，曝曬的時間不同，水分蒸發後各坵的
濃度不同；之後，再引進小蒸池持續曝曬，最後引入結晶池使鹽（氯化鈉）結晶析出。過程中，
因各池海水的濃度不同，因此會有不同的物質沉澱結晶，而鹽在波美濃度 25 度時就會開始結
晶。從中引入溶解度、未飽和溶液、飽和溶液以及過飽和溶液的概念，利用鹽在水中的溶解度
對溫度變化的差異，調配出過飽和溶液，過剩的鹽就會結晶析出形成晶體，並探討影響晶體的
各項因素，嘗試製作晶體的最佳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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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鹽分濃度的大蒸發池

滷水最後引入結晶池等待收鹽

使用波美計測量滷水濃度

滷水濃度在波美 25 度結晶成鹽

四、鹽的降溫超魔力-冰淇淋 DIY
鹽，是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民生必需品，不僅提供人體生理需求，在生活中也廣為人
們應用。布袋除了鹽田、豐饒的漁獲及興盛的養殖業外，菜脯的製作則是另一項代表性的產業，
產量居全臺之冠。製作菜脯除了蘿蔔之外，最重要的必需品就是鹽巴，它的作用在於去除蘿蔔
多餘的水分，也讓微生物難以繁殖，使食物能夠久藏，利用的是鹽的滲透特性。鹽也是很好的
降溫物質，利用鹽和冰混合成為簡單的冷凝劑。冰塊表面有一層薄薄的水，灑上食鹽，鹽可溶
解在其中，混合後的鹽水凝固點會下降。此外，鹽溶化還會吸收熱量，使溫度下降，我們利用
粗鹽和冰混合作為冷劑，自製冰淇淋。根據實驗 100 克的水約可溶解 36 克的食鹽，所以鹽和
冰的最佳混合比例是 1：3。

鹽和冰混合，變成最佳冷凝劑

利用鹽降溫原理，自製冰淇淋

粗鹽和冰最佳混合比例 1:3

DIY 冰淇淋，大家吃得津津有味

五、坔地踏查，發現凸堤效應
好美寮自然生態保護區擁有豐富的自然資源，包括有河口潟湖、鹽田、浮州、海岸防風
林、紅樹林與沙洲等溼地生態地形。紅樹林為沿海地帶特殊的濕地森林，具有抗風、護岸、淨
化水質的功能，其枯枝落葉能提供大量的有機物，在海岸濕地生態系扮演著主要生產者的角
色，孕育了多元完整的自然生態。然而，近年來因不當的海岸開發，圍堤、開路、觀景區的闢
建、抽砂填海的造陸工程等，讓濕地的面積遽減，紅樹林遭嚴重破壞，加上商港外堤的興建，
讓濕地的生態更因「凸堤效應」而雪上加霜。藉由好美寮濕地的實地踏查，瞭解濕地生態的多
元性及重要性，利用簡單的實驗，約略感受凸堤效應對濕地的影響，以及相關因應的策略。

溼地護神紅樹林踏查

海岸濕地是許多生物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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溼地又稱坔地，有水有土的地方

坔地擁有豐富的生態系統

從 google earth 瞭解凸堤效應

透過電子白板瞭解凸堤效應

民國 97 年離岸沙洲入口處的景象

民國 100 年凸堤效應海岸線後退

六、家鄉小小解說員
｢這是一趟有趣的認識家鄉活動｣、｢感覺自己像天神一樣，從天上觀看布袋鎮｣、｢遊學家
鄉的路線、景點、距離都可以記錄平板電腦裡，好神奇喔!｣參加過這次活動的孩子們回憶起利
用科技載具，透過騎單車、乘膠筏認識家鄉的遊學活動，都覺得新奇又好玩。利用 Google earth
探索家鄉，遊學路程記錄家鄉的｢綠色生活地圖｣外，每個家鄉景點都會由家鄉小小解說員負責
導覽，影片上傳到 youtube。由孩子動手製作 QR Code 二維條碼，連結導覽影片。下回，到永
安國小校園，看見｢家鄉藝廊｣的解說牌與 QR Code 時，別忘了用你的智慧型手機掃描 QR Code，
你將會有意想不到的驚奇。

探索家鄉小記者報導溼地護神

家鄉解說影片上傳 youtube

布袋洲南鹽場的小小解說員

穿著鹽警制服的小小解說員

肆、 目前完成進度
1. 透過走讀遊學方式實際探訪故鄉綠、色、藝、文等四大特色課程景點，學生會利用
Google Earth軟體＜搜尋＞功能找到布袋鎮與永安國小周圍環境的空照地圖。同時利
用顯示＜歷史圖片＞功能，提供布袋鎮不同時期之歷史圖像，藉圖像之切換，了解城
市的發展、海岸線的轉變等等生態變遷的過程。
2.透過＜新增地標＞功能標示出永安國小的正確位置，並了解測量地點的方位、經緯

度、海拔高度等資訊。使用＜3D顯示器＞功能調整觀察方向、放大與縮小、不同俯
角的傾斜檢視。
3.學生能藉由 Google Earth 與 Google Map 的協助，進行鄉土特色遊學景點的路徑規畫
工作。包括利用＜新增地標＞功能標示出主要的遊學地點，利用＜方向功能的設定
＞進行不同遊學地點之間的導航路徑的繪製。透過＜測量＞功能測量不同遊學景點
之間的路徑距離。
4.學生能利用科技方式定位規畫鄉土走讀遊學的路徑，並於探索體驗過程，利用數位科
技等工具紀錄體驗過程。了解科技工具於真實生活情境中的實際運用情形。具備｢
用腳走、動手做、用腦想、用心學｣等能力。
5.能利用 QR Code Generator 等網站功能製作數位解說的二維條碼，並透過校園 i-sites
解說牌，使用平板電腦與校園無線 WI-FI 網路，進行條碼掃描與數位解說等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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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自己成為｢家鄉小小解說員｣。

伍、 討論與建議(含遭遇之困難與解決方法)
由於是鄉土走讀遊學，一開始設計希望有隨時提供 3G 聯網功能的 phone 或 pad，讓學生
透過導航方式進行遊學。但囿於經費與器材的限制，將必須連網的部份在學校課堂上預先進
行。遊學路途上則採取 Google 離線地圖功能，預先下載方圓 16 公里的地圖，經由 GPS 定位出
當下的位置，以利遊學。
此外，平板電腦的畫面在日光下實在很難看清楚，真要在戶外操作，必須考慮觀看地點
的光源，克服的方法是必須以室內地點、定點停留的方式進行觀察與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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