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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報告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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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持 人：梁欣渠
執行單位：台中縣大甲鎮東陽國民小學

一、 計畫目的：
九十七年度申請計畫以台中縣 162 所國小校園為範圍進行「台中縣國小校園陸生軟體
動物生態資源調查」
。由於縣境幅員遼闊，各小學分布極廣，調查時間有限，至九十七年
十一月底止，已進行 90 所小學校園之調查，共發現 13 科 26 種蝸牛，採集資料統計分析，
探討環境類型--物種分布差異、各微棲地--物種關係、海拔高度--物種分布影響等。
目前本校透過以「教育部 95、97 年度科學教育研究專案」等相關計畫之執行，已針
對台中縣國小校園陸生軟體動物生態資源，進行教學素材資源調查、教材研究之建置與推
廣，透過團隊教師的調查、整合、分享等方式，把這些在國小校園常見的陸生軟體動物教
學素材，編寫成教材並融入於教學中，活化了教學的現場，也讓「學習始於生活」的九年
一貫課程精神得以實踐，不讓學習與生活資源脫勾。
而本計畫「台中縣國小校園陸生軟體動物生態資源調查研究」
，屬於本校在科學教育
的推廣上原本規劃之既定的方向與領域範圍，並結合教育部辦理『精進教師課堂教學能力
計畫』
，推動縣內教師參與校園生態教學研習，提升自行設計教材與教法的能力，強化其
教學效能。
且查詢目前「陸生軟體動物」其相關性之書籍及研究所包涵的廣度及其對實際教學應
用的教材發展上，尚屬薄弱，並未有以陸生軟體動物為主之完整教材資源庫、教學應用參
考範例以及線上教材等的呈現。
基於此，本校結合有相同興趣理念之教師，組成教學研究團隊，針對「台中縣國小校
園陸生軟體動物生態資源調查研究及教材推廣」提出我們的研究計畫。
這是一個已實施多年的延續性研究計畫，旨在開發台中縣國小校園陸生軟體動物相關
自然素材與課程，目前仍在進行中。基於上述之背景分析與冀望能將研究之內容結合教學
活動，並將成果提供教師教學之參考，因此本計畫的研究目的包含以下六項：
(一)落實科學教育與生活之結合，讓學童能從生活環境中體驗科學與學習。
(二)結合既有之自然與科學領域教材，達成課程加深加廣與社區資源加值之效益。
(三)彙整台中縣國小校園陸生軟體動物之相關教學素材，結合本校（東陽國小）既有
之生態軟體動物教材（蝸牛、蛞蝓）
，建構完整的校園軟體動物生態教材。
(四)本計劃以『調查校園軟體動物』實作性的科學探究議題，讓學生參與校園軟體動
物的觀察與紀錄工作，更培訓學生表達、溝通及與人分享的能力，展現完整的科
學過程技能。
(五)透過網路教材與資源資料庫的研發與建置，延伸學童學習及教師教學的交流與成
長。
(六)利用研討會的實務操作方式，活絡以校園陸生軟體動物為主之教材創意開發，與
落實教材與教學實務結合的理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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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方法：
本校為縣立國民小學，而本計畫研究團隊的成員也都是現職之國小教師，因此，本研究
所採用之研究方法除文獻分析法、田野調查法與專家效度檢核外，也將採用教學行動研究法
發展相關教材與課程設計。

三、完成成果：
(一)採集
採集、
採集、調查、
調查、分類
1.調查地點
本案至 99 年 12 月 20 日止在台中縣 21 鄉鎮市 162 所小學中，已調查所有鄉鎮市中的
95 所小學，最近新增調查點為：龍海國小（龍井鄉、農村型、紅土）
，永寧國小（梧棲鎮、
農村型、紅土）
，公明國小（沙鹿鎮、農村型、紅土）
，汝鎏國小（大雅鄉、農村型、紅土）
，
陽明國小（大雅、農村型、紅土）
、大肚山山脈區學校。
2.調查結果
本研究在已調查的 95 所小學中，共計發現山蝸牛科扁山蝸牛等之 15 科 28 種陸生軟體
動物（俗稱蝸牛）
。新發現物種：永寧國小、公明國小，扭蝸牛科，雙色草包蝸牛。
（二）編纂『
：針對本校三至四年級約
編纂『高音符絲虌甲蝸牛的觀察教學課程設計』
高音符絲虌甲蝸牛的觀察教學課程設計』
：針對本校三至四年級約 80 位學生，
位學生，實
施高音符絲虌甲蝸牛的觀察教學。
施高音符絲虌甲蝸牛的觀察教學。藉由高音符絲虌甲蝸牛的觀察的課程設計與實施，
藉由高音符絲虌甲蝸牛的觀察的課程設計與實施，落實本校
學童生活經驗、
學童生活經驗、學校課程實施與科學教育的結合。
學校課程實施與科學教育的結合。並且希望能夠融入其他相關領域課程（
並且希望能夠融入其他相關領域課程（環境
教育、
，藉由環境倫理價值觀的教學與重視培養學生正面積極的環境
教育、生命教育、
生命教育、語文教育…
語文教育…等）
，藉由環境倫理價值觀的教學與重視培養學生正面積極的環境
態度，
態度，使學生能欣賞和感激自然及其運作系統、
使學生能欣賞和感激自然及其運作系統、欣賞並接納不同文化，
欣賞並接納不同文化，關懷弱勢族群，
關懷弱勢族群，進而關
懷未來世代的生存與發展。
懷未來世代的生存與發展。
1.針對『高音符絲虌甲蝸牛 Macrochlamys hippocastaneum Godwin-Austen』進行飼養並記
錄觀察。以東陽國小四年乙班學生為主，以水族箱做為模擬生存環境，並且在這四組水族
養殖箱中，改變其中的變項，例如氣溫、溼度、食物種類、生物密度等等，在不同的變項
之下，發展教學與觀察的活動。
2.目前發展的蝸牛課程為：第一堂課認識蝸牛、第二堂課夏眠甦醒、第三堂課找出蝸牛、第
四堂課蝸牛圖鑑、第五堂課虌甲蝸牛、第六堂課蝸牛聚落、第七堂課往上爬呀、第八堂課
我有問題、第九堂課生死搏鬥、第十堂課我不休眠、第十一堂課吃柿子、第十二堂課紅蘿
蔔、第十三堂課微棲地、第十四課愛吃紙箱、第十五堂課愛吃肉、第十六堂課非洲鳳仙、
第十七課食物鏈、第十八課營造微棲地、第十九課阻止天敵、第二十課控制天災的等單元。
3.根據飼養觀察高音符絲虌甲蝸牛，有幾點比較特別的發現：
 高音符絲虌甲蝸牛是雜食性蝸牛，也吃生肉。
 黃金葛等葉面具有蠟質的植物不被高音符絲虌甲蝸牛所食用。
 高音符絲虌甲蝸牛也會攻擊和咬食同類。
 非洲大鳳仙花等植物是高音符絲虌甲蝸牛最喜歡的棲息地環境。
（三）台中縣校園軟體動物教材推廣
1.辦理教師研習進修：
配合『教師精進教學社群』
，期望透過辦理教師蝸牛生態教學研習社群活動，能讓教師了解
蝸牛的生態、如何指導學生觀察蝸牛生態、進而能讓老師一起參與蝸牛生態教學的行列。
2.辦理『蝸牛教學展』
：
在校慶運動會當中，利用社區家長民眾都來到學校參加的機會，針對『蝸牛』做一系列的
教學展出。在展出中有
 各種不同種類蝸牛的介紹、標本、和活體展示。
 蝸牛教學影片書籍資料的展示。
 蝸牛教育課程海報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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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蝸牛學習單的有獎徵答活動。
並且針對東陽國小一到六年級老師和學生進行前後側的資料分析比對，包括以『學生年
級』
『題目類型』
『有無參加過蝸牛課程』等不同變項來作交叉比對分析。
（四）舉辦『生態體驗營』
於四月三十日和五月一日兩天，在八仙山國家森林遊樂區、和和平國中辦理以中高年級的學
生為主體兩天一夜的生態體驗營，認識蝸牛生態、植物生態、樹冠層生物調查等多樣化活動。
教育部委託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科教專案計畫之子計畫「偏遠地區科教輔導活動」

研習活動名稱：「台
台中市國中小學生
國中小學生生物
學生生物研習活動
生物研習活動」
研習活動
研習日期：4/30(週六)及 5/1(週日)
研習時間

研習主題

主講/主持人

活動地點

4/30(週六)
07:100-07:20 報到及裝備檢查
07:20-07:30

上車

東陽國小洪瑞佑主任
德化國小周瑞珠主任

東陽國小

東陽國小林鴻仁主任

東陽國小

德化國小周瑞珠主任
07:30-09:00

學校至八仙山國家
森林遊樂區

東陽國小曾佳華組
東陽國小葉秋雲老師

09:30-11:30

臺灣特有種生物、
鳥類等生態研習

東陽國小葉秋雲老師(2)
東陽國小曾佳華老師(2)

11:30-12:10

學習統整活動

東陽國小梁欣渠老師(1)
東陽國小李雅帆老師(1)

12:10-13:00

午餐

東陽國小洪瑞佑主任
東陽國小林鴻仁主任
東陽國小王譽潤老師

13:30-14:00

前測

彰化師大林忠毅教授

14:00-14:20

開幕式

彰化師大簡一治教授
東陽國小陳水源校長
東陽國小林鴻仁主任

14:20-15:10

生物創意活動

東陽國小曾佳華老師(1)
東陽國小梁欣渠老師(1)
東陽國小葉秋雲老師(1)
東陽國小李雅帆老師(1)
東陽國小王譽潤老師(1)

15:20-17:20

樹冠層觀察活動
糖類檢測活動

彰師大林宗岐教授
彰化師大林忠毅教授

17:20-18:00

小組活動競賽

葉秋雲老師(1)

18:00-18:40

晚餐

東陽國小洪瑞佑主任
東陽國小王譽潤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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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原客運

八仙山國家
森林遊樂區

和平國中

研習時間

研習主題

主講/主持人

活動地點

4/30(週六)
18:40-19:30

中海拔鳥類的識

靜宜大學陳德治教授
東陽國小葉秋雲老師(1)

19:40-21:40

認識向光性的昆蟲
果實如何變果凍－
以愛玉為例

彰化師大姜鈴教授
中興大學陳宗禮教授
東陽國小梁欣渠老師(2)

21:40-22:00

茶敘

東陽國小林鴻仁主任
彰化師大林忠毅教授

活動地點
和平國中

5/1(週日)
07:30-08:00

早餐

東陽國小洪瑞佑主任
彰化師大林忠毅教授

08:10-09:40

病毐的認識與創意
教具製作
(分組實施)

彰化師大姜鈴教授
東陽國小曾佳華老師(1)
東陽國小梁欣渠老師(1)
東陽國小葉秋雲老師(1)
東陽國小李雅帆老師(1)
東陽國小王譽潤老師(1)

09:40-10:00

茶敘

11:50-12:10

後測

東陽國小林鴻仁主任
彰化師大林忠毅教授

12:10-13:10

閉幕式及午餐

彰化師大郭艷光院長、彰化師大
林忠毅教授、靜宜大學陳德治教
授、和平國中蔡政忠校長、東陽

活動地點
和平國中

國小陳水源校長
13: 30-14:50

返程：和平國中至
台中大甲

東陽國小洪瑞佑主任
德化國小周瑞珠主任

豐原客運

註：1、活動期間不提供茶具、碗筷，請自行攜帶備用。
2、本次研習地點為八仙山森林、和平國中。
3、參與學校：台中市東陽國小、德化國小、福民國小及和平國中等 4 校。
4. 本次活動預定招收學生 60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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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研習營活動通知單
親愛的家長您好：
由於貴子弟在自然科學方面表現優異，獲學校老師推薦參加國立彰化師範大學與本校合辦之
生物科學研習營活動。為能讓活動能更順利進行，下列相關事項請家長配合:
一、活動時間：4 月 30 日(六)、5 月 1 日(日)，二天一夜(當晚老師陪同借住和平國中教室)。
二、活動地點：八仙山森林遊樂園、和平區和平國中。
三、活動內容：認識有機農業、果蠅與農業、蝸牛生態、植物生態、樹冠層生物調查等多樣化活
動。
四、活動費用：全免
五、攜帶物品：文具、餐具、茶杯、換洗衣物、盥洗用具、健保卡、睡袋
睡袋、薄外套、望遠鏡(如
睡袋
果
有的話)、其它必個人用品，請勿
請勿帶錢
帶錢、
電玩等貴重物品。
請勿
帶錢
、電玩等貴重物品
六、接送時間：4/30(六)上午 7 點 20 分東陽國小向陽樓穿堂集合。(請勿遲到)
5/1(日)預定下午 3:30 回到學校，為學生安全，請家長到校接孩子。
七、活動衣著：4/30 穿本校運動服、運動鞋。5/1 穿便服(輕便為宜、不穿涼鞋)。
八、活動連絡：洪瑞佑主任：0912-696669、林鴻仁主任：0921-342888、葉秋雲老師：0982-339623
※同意書請於 4/18(一)交回教務處統計學生名單。因此次參加人數眾多，為方便統計參加人數，
逾時視同放棄。若貴子弟無法參加，名額將由後補學生遞補。

東陽國小教務處 100.4
(同意書請於 4/18(一)前交回教務處)
~~~~~~~~~~~~~~~~~~~~~~~~~~~~~~~~~~~~~~~~~~~~~~~~~~~~~~~~~~~~~~~~~~~~~~~~~~~~~
~

同

意

書

本人同意___年____班學生_____________
參加東陽國小與彰化師範大學於 4/30(六)～5/1(日)假八仙山森林遊樂園、和平國
中辦理之生物研習營活動。
此致
東陽國小

學生家長簽名：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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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市國中小學生
國中小學生生物
學生生物研習活動
生物研習活動
八仙山還真的是一座人間仙境呢！鳥語花香不說，滿山滿
谷的台灣特有種鳥類，此起彼落的跳躍在山林之間，台灣
藍鵲還有好多不知名但是羽毛又很漂亮的鳥，邊唱著悅耳
的歌聲，邊在樹木之間跳躍玩耍。 沿路，有帶我們的老
師為我們介紹許多種植物，觀察許多山林之間的動植物，
走在八仙山的步道上，感覺有一種置身於人間仙境的氣
氛。 深深的吸一口氣，散發出淡香的芬多精就這樣直竄
我們的腦門，果然是清爽宜人令人舒適啊！
林教授一再地提醒我們，要懷著『感恩的心』
。有很多的
教授、老師和義工犧牲假期，不求回報的陪著大家，還要
設計很多有趣又好玩的科學課程，因此我們懷著感恩的
心，來開啟這兩天一夜的自然生態體驗營。 我們的東陽
大家長陳校長，更是陪著我們一起學習、一起歡樂、一起
生活，期盼的就是我們東陽的孩子可以有一次精彩而且難
忘的科學體驗營活動。

你知道大肚魚就叫做什麼魚嗎？沒錯，是『食蚊魚』
。 那
你知道怎麼分辨大肚魚和孔雀魚嗎？ 那你又知道大肚魚
和孔雀魚哪一種魚是外來種嗎？ 我相信對參加過生態體
驗營的同學，這些都不是難題，但是最難的在『資料數據
分析』
。 我們必須分工合作，一個人負責測量十幾條魚的
長度，一個人負責記錄十幾筆數據資料，一個人負責判別
是孔雀魚還是大肚魚，是公魚還是母魚，最後還要利用顏
色將所有的數據畫在方格圖上，也很精確的做出分析表，
經過這一堂課學習到很多科學的研究方法
你知道什麼是病毒嗎？你知道病毒的種類有哪些嗎？你
知道病毒長什麼樣子嗎？ 沒錯，有好多好多的疑問一直
繃出來，別急別急，我們聽教授一點一滴的慢慢教我們，
原來我們感冒也是病毒搞得鬼阿，而且病毒這麼厲害，他
有生物的特徵又有非生物的特徵，適應各種惡劣的環境，
難怪我會常常感冒呢！ 我覺得最好玩的是用色彩繽紛的
鐵絲繩綁出病毒的『噬菌體』
，你看，我們的噬菌體可都
是五彩繽紛呢！
ㄍㄧ。ㄍㄡ。ㄍㄨㄞ。 ㄍㄧ。ㄍㄡ。ㄍㄨㄞ。 ㄍㄧ。ㄍ
ㄡ。ㄍㄨㄞ。 仔細聽那林間的鳥叫聲，還有『ㄍ
ㄧ........................』你知道那是什麼種類的鳥
嗎？趕快來請教我們的鳥博士吧！ 經過鳥教授為我們介
紹台灣特有種的鳥類，我們才知道，原來台灣也有這麼多
色彩斑斕美麗而且聲音曼妙的鳥類。真的是不僅大開眼界
更是大開『耳』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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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夜之後的山裡，外面一片黑暗寂靜，可是在這樣夜幕低
垂的晚上，另一場盛大的宴會正要開始，那就是昆蟲。 我
們在操場的司令台上架起了一塊白布，在白布上點亮一盞
水銀燈，目的不是為了其他，正式為了招引更多的夜間寵
兒→昆蟲。 不一會兒，許多的山間精靈就受到燈光的吸
引翩翩來到，有蛾、甲蟲、金龜子、蚊子、好多好多平常
看不到的昆蟲，身上好像穿了一件亮閃閃的金色盔甲，就
這樣停在布幕上，讓我好好的觀察。
要製作好吃又好玩的愛玉凍了。 我搓我搓我再搓，經過
教授的講解我們才知道原來愛玉的花是長在果實裡面，而
且有一種叫做『愛玉小蜂』的蜜蜂，會鑽進去愛玉果實裡
面，幫果實裡面很多很多的小花朵傳授花粉，這樣我們才
有好吃又好玩的愛玉果實可以搓揉做愛玉。 本來是清澈
的茶水，先把愛玉包在紗包裡面，放在水裡面一直用力的
搓揉，慢慢的，竟然水開始變成黃橙色的，越用力水的顏
色就會變得越黃，教授說越用力搓揉等一下果凍就會更快
凝結更好吃
聽完教授的講解之後，才知道原來爬樹是有『撇步』的，
非常複雜的繩結，非常專業的『繩眼』和爬樹工具，在配
合上非常安全的安全帶，原來要爬樹是要全副武裝啊。 聽
完講解之後，大家可是迫不及待的想要一窺樹頂風光。於
是排隊著裝，在教授們仔細的為我們著裝，並且耐心的叮
嚀該如何爬樹，於是，勇士們，上樹！
『碘液』
『本氏液』傻傻分不清楚，到底藍色的是碘液還
是本氏液，到底遇到葡萄糖是會變成暗黑色還是藍色的
呢？當教授解說完之後一聲令下，竟然大家是有條有理有
秩序的開始動作起來，分配工作下，一個步驟一個動作的
把所有超高難度的實驗做好，並且拿給教授隔水加熱。難
能可貴的是，那種全部投入專注的精神，沒有一個人分
心，夾麵包、吐口水、做記號、分裝、排列、紀錄，每一
個人全部都興致高昂的投入討論。
科學可不是只有冷冰冰的實驗，也不是一大堆的數據分析
而已喔，我們可是還有緊張刺激的科學遊戲競賽呢！ 看
到蔡孟璋這一小隊已經節節敗退，被管邡倢吃得精光，我
趕快插手助李敏綺一把，但是還是無法力挽狂瀾，難逃輸
的命運阿！ 簡單，重完一次啦。 還有看到有些小組是緊
張刺激的疊疊樂積木，大家可都是屏氣凝神，深怕一個不
小心讓者做積木高塔崩塌。 加油，俗話說得好：
『輸人不
輸陣』
，先搞清楚噬菌體和細菌的差別，還有生物食物鏈
的循環，再玩一次，我相信大家一定都會是科學的大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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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架設『校園陸生軟體動物生態推廣網站』
：完成台中縣校園軟體動物田野調查，建立台中縣
校園軟體動物調查結果與軟體動物圖像資料庫，提供數位分享平臺。並藉由教材、素材資源
庫的建置及分享，達到資源共享與教師成長的目標。將校園軟體動物生態觀念融入教學，積
極營造課程環境化、環境課程化的理想，讓學生更多元的學習。
網址：http://utf8.no1.com.tw/sn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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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分析：可以依據蝸牛種名，來做這種生
活環境的數量分析。

陸生軟體動物搜索引擎：訪客可輸入關鍵字
或以棲地、海拔、物種、
鄉鎮市、、等條件快速搜尋資料，搜尋結果
以 Google MAP 快速瀏覽及呈現。

調查日誌：將這幾年的調查日誌可以放在網
站上給其他人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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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編印『校園陸生軟體動物生態解說手冊』
：這是一個延續性的研究計畫，自 95 年至 97
年間走訪了近百所國小校園，計發現 14 科 27 種陸生軟體動物
（俗稱蝸牛）
，並對物種生態、
分佈及棲息地環境進行初步分析。指導學生製作台中縣國小校園陸生軟體物動物標本並完
成採集之各陸生軟體物動物物種鑑定與分類並繪製台中縣國小校園陸生軟體動物各種類之
分佈圖。完成編印『校園陸生軟體動物生態解說手冊』
，更能為學生觀察教學建立重要的軟
體動物圖鑑，使學生了解各物種在山區、市區、郊區、農村及海邊等不同環境類型學校之
分布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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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檢討（含遭遇之困難與解決方法）
(一)、 根據文獻的記錄資料分析，中部地區陸生軟體物物應該有 20 科，約為 97 種，行政院
農委會出版之台灣蝸牛圖鑑(謝伯娟．黃重期．吳書平，2006)中及親親文化出版之蝸
牛(李彥錚．陳文德，2003)自然觀察圖鑑於台中縣有記錄者僅有 6 科 13 種。而台灣貝
類資料庫 (http://shell.sinica.edu.tw/)中屬於台中縣記錄種則僅為 9 種。經這些
資料交叉比對之後發現只有 4 種相符，分別為：山蝸牛科的線條東洋蝸牛、斯文豪氏
小山蝸牛、芝蔴蝸牛科的左旋芝蔴蝸牛及煙管蝸牛科的王氏煙管蝸牛，而本調查案中
記錄 13 科 26 種中，僅王氏煙管蝸牛一種於前述資料中均有，其餘種類大多標示不明
確或範圍較籠統的以「中部地區」或「台灣全島」方式表示。調查發現之種類數量分
布以和平鄉和平國小 9 科 17 種最多，和平鄉中坑國小 12 科 15 種次之，后里鄉內埔國
小 2 科 2 種最少。
(二)、 文獻資料顯示於台中縣的紀錄均集中在和平鄉、新社鄉及太平市，對其他地點的調查
或紀錄則完全沒有任何資料。而本案目前進度尚未涉及太平市，所以如：斯文豪氏小
山蝸牛(Plat yrhaphe swinhoei)、膨脹大山蝸牛(Cyclophorus turgidus)、闊唇台灣
山蝸牛(cyclotus taivanus dilatus)，頭汴坑記錄種均尚未發現。本案發現之 13 科
26 種均列於中部地區應會出現的 20 科 97 種中，而文獻資料於台中縣紀錄 6 科 13 種
中，本案僅發現扁山蝸牛(Pterocyclus wilsoni)、王氏煙管蝸牛(Hemiphaedusa ooi
Kuroda)、扁蝸牛(Braaybaena similaris)三種，而列於台灣貝類資料庫
(http://shell.sinica.edu.tw/)中屬於台中縣記錄 9 種中，則只有王氏煙管蝸牛
(三)、

(四)、

(五)、

(六)、
(七)、

(Hemiphaedusa ooi Kuroda)。
調查活動中於東勢鎮石角國小、東新國小、明正國小、龍井鄉龍津國小、龍港國小及
本校等均發現非洲大蝸牛卵及幼蝸、大肚鄉瑞井國小發現扁蝸牛卵、東勢鎮新盛國小
發現細紋小虌甲蝸牛卵，並對照 95 年度調查資料顯示，在五、六月份發現卵及幼蝸的
機率滿高的，可以據以推測四至六月份可能是繁殖季，可以對生態及生活史部份再做
較深入之研究。
在十月份之後氣候變得較低，這使得在野外調查上較不易發現蝸牛，而在飼養高音符
絲鼈甲蝸牛時，活動力降低，因此溫度和濕度都深深的影響著蝸牛的活動與生長。因
此在調查的過程中遇到低溫的季節，造成調查的困難，我想在明年的三月到六月溫暖
的氣溫會是好的調查季節。
在飼養高音符絲鼈甲蝸牛時，容易遭受到螞蟻的攻擊而死亡，另外如果沒有照射陽光，
排泄物、土壤的細菌將會造成高音符絲鼈甲蝸牛生病甚至死亡。所以如何飼養健康的
高音符絲鼈甲蝸牛，也是在這飼養課程中很大的難題。
以現有海拔高度分析僅有絲鼈甲蝸牛科的高音符絲鼈甲蝸牛從 102m～480m 間有隨高
度增加而有出現頻率遞增的趨勢，但因資料量尚不足，無法下定論，值得再探討。
調查記錄中扁蝸牛(Bradybaena similaris)分布最廣， 82 所學校均有記錄，其次為
非洲大蝸牛(Achatina fulica)71 所及細錐蝸牛(Allopeas pyrgula)60 所，雙線蛞蝓、
皺足蛞蝓及棒錐蝸牛也都超過 40 所。而白化皺足蛞蝓僅於龍井鄉龍峰國小、扁山蝸牛
(Pterocyclos wilsoni)僅於清水鎮吳厝國小及大肚鄉瑞峰國小、鬼牙細煙管蝸牛
(Thaumatoptyx crassilamellata)僅於和平鄉和平國小、王氏煙管蝸牛
(Hemipheaedusa ooi Kuroda)、台灣盾蝸牛(Aegista mackensii)、台灣大臍蝸牛
(Aegista subchinensis)僅於和平鄉自由國小烏石分校有記錄、栗蝸牛(Satsuma nux)
僅在自由國小、中坑國小發現。

(八)、 比較特別的是於文獻資料中僅記錄於北部的台灣稜臍蝸牛(Paludiella scalaris)那霸黍
蝸牛(Trochochlamys nahaensis)在本縣分布算滿普遍的；僅於南部有發現記錄的褐皺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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蛞蝓(Vaginulus plebeius)在和平鄉之中坑國小、和平國小、自由國小烏石分校及大
肚鄉之瑞井國小都有記錄。
(九)、 調查活動發現，蝸牛雖然都是夜行性，但是夜間觀察，不見得利於進行蝸牛相調查，
因為有許多種類都是屬於小型個體，即使爬出來活動也不太容易發現。所以如果了解
棲息環境後，利用白天就其可能藏匿之棲息地翻找，發現的機會較大。所以將來要於
學生上課時間進行生態教學應該不困難。
(十)、 計畫審查教授建議本案應增加學生之參與，本年度便利用午休時間帶領有興趣的小朋
友，進行陸生軟體動物之生態教學及生態調查訓練，並帶領參與生態調查活動。所以
本年度僅利用週五放學後至晚間進行調查，時間上較沒有彈性。另一方面自九十七年
一月一日起學校警衛適用勞基法，大部份學校晚間均交予保全負責，所以必須趕在保
全設定之前完成調查或商請警衛先生延後設定，而且調查目的地距離也越來越遠，所
以本年度之執行進度較緩慢。
(十一)、 校園「生態環境」與「環境美化」在大多數學校來說似乎都不能兩全，而在無法兩
全的情況下，大部份的校長又似乎都會選擇美化而捨棄生態。噴藥、硬鋪面、植草磚、
園藝草花......其實都是生態殺手，但他們的理由都是「學生安全」這個大帽子，真
是令生態教育者不勝唏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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