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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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架設網站
架設研究案專屬部落格：http://utf8.no1.com.tw/snail/index.php，概分為：調查
活動、專案進度、蝸牛生態、相關計畫等與研究案有關之記錄資料已超過 100 筆，提供應
用參考。
4.貝殼標本
蒐集 22 種陸生軟體動物貝殼標本，提供推廣教學用。
5.教學活動
利用午休時間針對四年級(九十七學年度已升上五年級)有興趣的小朋友進行蝸牛生態
教學，並訓練生態調查方法及觀察重點，最後經過測驗篩選出十二位小朋友組成研究小組，
與研究人員一同參與調查及資料整理工作，成效良好。
6.特殊發現
其中較特別的是龍井鄉龍峰國小發現的白化皺足蛞蝓、東勢鎮明正國小有一未確定種、
和平鄉中坑國小、太平黃竹國小有八仙山細煙管蝸牛、東勢鎮中坑國小、新盛國小及龍井
鄉龍峰國小有細紋小虌甲蝸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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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中部地區可能出現的陸生軟體動物，約有 20 科 96 種。
Class Gastropoda 腹足綱

中文名

Subclass Prosobranchia 前鰓亞綱
Order Archaeogastropoda 原始腹足目
Family Heliciniae 虫昌蝸牛科
Pleuropoma (Aphanoconia) hungerfordianum

台灣虫昌蝸牛

formosana (Schmacker & Boettger)
Order Mesogastropoda 中腹足目
Family Cyclophoroidea 山蝸牛科
Cyclotus taivanus H.Adams

台灣山蝸牛

Cyclotus micron Pilsbry

微山蝸牛

Leptopoma nitidum taivanum Mollendorff

台灣青山蝸牛

Japonia Formosana Pilsbry & Hirase,

台灣東洋蝸牛

Japonia zebra Pilsbry & Hirase

線條東洋蝸牛

Platyrhaphe swinhoei (H.Adams)

斯文豪小山蝸牛

Platyrhaphe minutus (H.Adams)

絲線小山蝸牛

Platyrhaphe sunggangensis Lee & Wuz

松崗小山蝸牛

Pterocyclus wilsoni (Pfeiffer)

扁山蝸牛

Dioryx swinhoei

斯文豪帶管蝸牛

(H.Adams)

Family Pupinellinae 豆蝸牛科
Pupinella swinhoei H. Adams

台灣豆蝸牛

Pseudopomatias eos Pilsbry & Hirase

螄豆蝸牛

Family Diplommatinidae 芝麻蝸牛科
Diplommatina hungerfordiana Nevill

高砂芝麻蝸牛

Diplommatina prava Pilsbry & Hirase

斜芝麻蝸牛

Diplommatina taiwanica Pilsbry & Hirase

台灣芝麻蝸牛

Diplommatina maedai Kuroda

前田式芝麻蝸牛

Diplommatina tayalis Kuroda

高山芝麻蝸牛

Diplommatina occulodentata Chang & Tada

澳牙芝麻蝸牛

Diplommatina ookuboi Chang & Tada

大久保氏芝麻蝸牛

Diplommatina pilula Chang & Tada

碧綠芝麻蝸牛

Diplommatina tattakaensis Chang & Tada & Hwang 松崗紅芝麻蝸牛
Diplommatina torokkuensis Chang & Tada

合歡芝麻蝸牛

Diplommatina tungwangorum Lee & Chang

董王芝麻蝸牛

Diplommatina paeudotayalis Lee & Chang
Palaina pusilla Martens

似高山芝麻蝸牛
小左旋芝麻蝸牛

Palaina formosana Pilsbry & Hirase

台灣左旋芝麻蝸牛

Gastroptychia gabata Lee & Chang

左旋扁芝麻蝸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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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mily Assimineidae 山椒蝸牛科
Paludinella scalaris (Heude)

台灣稜臍蝸牛

Assiminea brevicula (Pfeiffer)

短山椒蝸牛

Assiminea kurodai Habe

黑田氏山椒蝸牛

Subclass Gymnomrpha 裸形亞綱
Order Soleolifera 皺足目
Family Veronicellidae 皺足蛞蝓科
皺足蛞蝓

Filicaulis alte (Ferussac)
Subclass Pulmonata 有肺亞綱
Order Archaeopulmonata 原始有肺目
Family Strobilopsidae 內溝蝸牛科
Enteroplax kanjiokuboi Minato & Tada

東埔內溝蝸牛

Enteroplax taiwanica Minato & Tada

台灣內溝蝸牛

Order Stylommatophora 柄眼目
Family Clausiliidae 煙管蝸牛科
Hemiphaedusa odontochila

(Schmacker & Bottger) 台灣紡錘煙管蝸牛

Hemiphaedusa ooi Kuroda

王氏煙管蝸牛

Hemiphaedusa tantaensis chang & Wu

丹大煙管蝸牛

Hemiphaedusa maanliauensis chang & Wu

馬鞍寮煙管蝸牛

Hemiphaedusa amphileuca chang

兩端白煙管蝸牛

Hemiphaedusa lushanensis chang & Maeda

廬山煙管蝸牛

Hemiphaedusa Baibaraensis chang, Tada, Hwang & 惠蓀煙管蝸牛
Ookubo
Hemiphaedusa gochishanensis chang,

五指山煙管蝸牛

Formosana formosensis (H. Adams)

台灣煙管蝸牛

Formosana lingchuanensis chang

冷泉煙管蝸牛

Euphaedusa sheridani (Pfeiffer)

謝氏小煙管蝸牛

Thaumatoptyx crassilamellata (Kuroda)

鬼牙細煙管蝸牛

Thaumatoptyx diacoptyx (Pilsbry)

紡錘細煙管蝸牛

T. d. hassenensis (Kuroda)

八仙山細煙管蝸牛

Thaumatoptyx aptyx Nordsieck

無襞細煙管蝸牛

Thaumatoptyx change Nordsieck

張氏細煙管蝸牛

Thaumatoptyx orthoptyx Nordsieck

直襞細煙管蝸牛

Thaumatoptyx paraptyx Nordsieck

並襞細煙管蝸牛

Family Succineidae 椎實蝸牛科
台灣椎實蝸牛

Succinea rubella Heu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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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mily Subulinidae 錐蝸牛科
Lamellaxis gracile (Hutton)

大錐蝸牛

Lamellaxis pyrgula (Schmacker & Boettger)

細錐蝸牛

Lamellaxis clavulinum (Potiez & Michaud)

棒型錐蝸牛

Lamellaxis turgidulum (Heude)

粗錐蝸牛

Paropeas achatinaceum (Pfeiffer)

瑪瑙椎蝸牛

Subulina octona (Bruguiere)

圓錐蝸牛

Family Achatinidae 非洲大蝸牛科
非洲大蝸牛

Achatina fulica Bowdich
Family Streptaxidae 扭蝸牛科
Sinoennea swinhoei (H.Adams)

草包蝸牛（圖11）

Indoennea bicolor (Hutton)

雙色草包蝸牛

Family Endodontidae 内齒蝸牛科
雪白內齒蝸牛

Tadaia nivalis Minato & Okubo
Family Philomycidae 黏液蛞蝓科
Philomycus bilineatus(Benson)

雙線蛞蝓

Philomycus fruhstorferi Collinge

山蛞蛞蝓

Family Helicarionidae 鱉甲蝸牛科
Parakaliella nahaensis (Gude)

那霸黍蝸牛

Sitalina trochulus formosana (Schmacker &
Boettger)

蓬萊圓口小蝸牛

Patalochlamys vesta (Pfeiffer)

青鱉甲蝸牛

Patalochlamys nitidus (Pilsbry

Hirase)

光澤鱉甲蝸牛

Patalochlamys formosana (Schmacker & Boettger) 台灣鱉甲蝸牛
Parmarion martensi Simroth

馬丁氏鱉甲蛞蝓蝸牛

Ovachlamys fulgens (Gude)

琉球鱉甲蝸牛

Otesiopsis taiwanica (Kuroda)

台灣透鏡蝸牛

Family Zonitidae 琥珀蝸牛科
小琥珀蝸牛

Hawaiia minuscule (Binney)
Family Trochomorphidae 笠蝸牛科
Videnoida haenseli (Schmacker & Bottger )

圓笠蝸牛

Videna formosana (Pilsbry & Hirase)

台灣笠蝸牛

Videna pellucida (Pilsbry & Hirase)

光澤笠蝸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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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mily Agriolimacidae 野蛞蝓科
光滑野蛞蝓

Deroceras leave
Family Camaenidae 南亞蝸牛科
Moellendorffia hiraseana Pilsbry

皺口蝸牛

Satsuma formosensis (Pfeiffer)

台灣蝸牛

Satsuma albidum (H. Adams)

白高腰蝸牛

Satsuma nux (Moellendorff)

栗蝸牛

S. n. sericata (Kuroda)

皺栗蝸牛

Satsum arisana (Kuroda)

阿里山蝸牛

S. a. takahasii (Kuroda)

高橋氏蝸牛

Trichochloritis hungerfordiana (Moellendorff)

台灣絨蝸牛

Family Bradybaenidae 扁蝸牛科
Acusta touranensis (Souleyet)

球蝸牛

Aegista (Plectotropis) mackensii (A. Adams &

台灣盾蝸牛

Reeve)
Aegista subchinensis (Moellendorff)

台灣大臍蝸牛

Aegista granti (Pfeiffer)

葛藍氏盾蝸牛

Aegista (Plectotropis) impexa (Pilsbry & Hirase) 薄麟盾蝸牛
Aegista (Plectotropis) inrinensis (Pilsbry &

員林盾蝸牛

Hirase)
Pseudobuliminus incertus (Pfeiffer)

圓頂釘蝸牛

Takasagohadra multifasciata Kuroda

高砂蝸牛

Bradybaena similaris (Ferussac)

扁蝸牛

Nwsiohelix swinhoei (Pfeiffer)

斯文豪氏大蝸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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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台灣蝸牛圖鑑(農委會 2006)於台中記錄之陸生軟體動物，有 6 科 13 種。
Class Gastropoda 腹足綱

中文名

記錄地點

Subclass Prosobranchia 前鰓亞綱
Order Archaeogastropoda 原始腹足目
Family Heliciniae 虫昌蝸牛科
台灣虫昌蝸牛

和平

Japonia zebra Pilsbry & Hirase

線條東洋蝸牛

和平鄉天冷

Platyrhaphe swinhoei (H.Adams)

斯文豪小山蝸牛

太平市頭汴坑

Pterocyclus wilsoni (Pfeiffer)

扁山蝸牛

和平

Pleuropoma (Aphanoconia)
hungerfordianum formosana (Schmacker &
Boettger)
Order Mesogastropoda 中腹足目
Family Cyclophoroidea 山蝸牛科

Family Diplommatinidae 芝麻蝸牛科
Palaina formosana Pilsbry & Hirase

台灣左旋芝麻蝸牛 谷關

Gastroptychia gabata Lee & Chang

左旋扁芝麻蝸牛

新社鄉

王氏煙管蝸牛

白鹿、谷關、八仙
山、博愛

Subclass Pulmonata 有肺亞綱
Order Stylommatophora 柄眼目
Family Clausiliidae 煙管蝸牛科
Hemiphaedusa ooi Kuroda

Hemiphaedusa maanliauensis chang & Wu 馬鞍寮煙管蝸牛

新社

Hemiphaedusa kanaganensis chang

和仁煙管蝸牛

和平

T. d. hassenensis (Kuroda)

八仙山細煙管蝸牛 八仙山

Family Camaenidae 南亞蝸牛科
皺口蝸牛

大雪山

Aegista subchinensis (Moellendorff)

台灣大臍蝸牛

和平

Bradybaena similaris (Ferussac)

扁蝸牛

中部

Moellendorffia hiraseana Pilsbry
Family Bradybaenidae 扁蝸牛科

8

9.台灣貝類資料庫中紀錄於台中縣的有 4 科 9 種。
Japonia zebra
(線條東洋蝸牛)

台中縣和平鄉，南投縣竹山鎮瑞龍瀑布
台灣全島，台北平溪鄉十分瀑布，台北，新竹竹東鎮

Platyrhaphe swinhoei
(斯文豪小山蝸牛)

山地，高雄市壽山，小琉球，屏東來義、好茶瑪家、
恆春半島，宜蘭縣大溪，花蓮縣太魯閣，台中縣太平
市頭汴坑

Cyclophorus turgidus
(膨脹大山蝸牛)

台中縣太平市頭汴坑，高雄市

Cyclotus taivanus dilatus

台中縣太平市頭汴坑，南投縣國姓鄉清德寺，花蓮縣

(闊唇台灣山蝸牛)

太魯閣

Heterozaptyx diacoptyx
(紡錘細煙管蝸牛)

高雄縣，台中縣

Hemiphaedusa ooi
(王氏煙管蝸牛)

台中縣白鹿，台中縣谷關，台中縣八仙山，台中縣和
平鄉，花蓮縣太魯閣，台中縣馬鞍寮

Diplommatina tungwangorum
(董王芝麻蝸牛)

台中縣八仙山

Gastroptychia gabata
(左旋扁芝麻蝸牛)

台中縣新社鄉

Dolicheulota formosensis
(台灣長蝸牛)

台北縣淡水，台灣中部，台灣南部，高雄縣六龜鄉，
屏東縣恆春半島，嘉義縣阿里山，台中縣八仙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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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台中縣國小校園陸生軟體動物各種類生態特徵資料。
山蝸牛科 Cyclophoridae
扁山蝸牛 Pterocyclos wilsoni
外形特徵：殼色及花紋與台灣大山蝸牛近似，但螺層低平，幾乎無螺塔。殼中型、右旋，螺層
低平。殼表光滑，深褐色，具有不規則的閃電狀深色斑紋，具膜狀半透明的殼皮。
體螺層膨大，周緣圓滑。殼口圓形殼唇連續，成體殼唇緣增厚外翻，外緣內捲於唇
緣處呈溝槽凹環狀。具口蓋，為褐色半透明，多旋。殼臍寬大而明顯。
生態習性：棲息於潮濕森林樹林與草欉底層，有時可於山澗或積水處旁之石縫或落葉堆間發
現。
台灣分布：全島分布，本調查案僅在吳厝國小、瑞峰國小發現。
山椒蝸牛科 Assimineidae
台灣稜臍蝸牛 Paludiella scalaris
外形特徵：殼小型、右旋，呈黃褐色。殼表具有光澤，有微弱的生長紋，成體殼皮常侵蝕而磨
損，殼頂略尖。幼螺殼體螺層週緣呈明顯角狀。殼口為廣梨形，外唇緣彎曲軸唇肥
厚，與內唇緣之滑層相連。殼臍周緣略呈角狀。
生態習性：棲息於潮濕的土壤層上，常出現於水溝邊或積水處旁的落葉堆間。
台灣分布：台灣北部。台中縣已調查之學校中在上楓、中坑、白冷、自由、和平、坪廍分校、
明正、東陽、東寶、神岡、順天、新盛、瑞峰、頭汴、龍津、龍峰等國小均有記錄。
短山椒蝸牛 Assiminea brevicula
外形特徵：殼小型、右旋，呈黃褐色，殼質堅硬，殼表具有微弱的生長紋及殼皮，成體殼皮常
磨損。殼頂鈍，各螺層略微膨脹，體螺層最大，體螺層周緣圓滑，各螺層縫合線下
具有一平行的細線狀溝紋。殼口呈圓梨形，唇緣不連續，上唇緣與體螺層相接處呈
角狀，外唇緣彎曲，軸唇緣增厚而彎曲。殼臍開孔。
生態習性：棲息於河口濕地或沼澤水邊。
台灣分布：台灣西部，台北縣中和、新竹縣香山、高雄市。台中縣已調查之學校中在中坑、中
科、文光、明正、東勢、新盛、龍津、龍峰、龍港、豐田、豐村等國小有記錄。
皺足蛞蝓科 Veronicellidae
皺足蛞蝓 Vaginulus alte
外形特徵：身體裸露，柔軟而無外殼。背腹扁平，呈扁圓筒形，具有革質多黏液的外套膜覆蓋
全身。活動時體長可達 80mm 以上。體表黑褐色，有無數小顆粒宊起，背部中央有
一條細黃褐色條紋。體兩側有無數細小黃褐色斑點。足部淡黃色，具有三條縱溝，
其中部份區有無數橫皺褶。具有觸角兩對，眼睛位於大觸角上方。
生態習性：是郊區野地常見的蛞蝓，有黑色及紅褐色兩型。白天棲息於土中或枯木、石下，夜
間外出覓食。可棲息於較乾燥及人為墾殖環境，如農田、苗圃、花圃、樹幹基部與
草皮銜接處。
台灣分布：台灣全島。台中縣已調查之學校中分布普遍，大部份學校均有記錄。
褐皺足蛞蝓 Vaginulus plebeius
外形特徵：外形似皺足蛞蝓，但顏色不同，本種呈土黃色，有時雜有不規則黑斑，外貎酷似花
生殼。背腹扁平，呈扁圓筒形，具有革質多黏液的外套膜覆蓋全身。具有觸角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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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眼睛位於大觸角上方，眼柄灰白色。
生態習性：白天棲息於土中或枯木、石下，夜間外出覓食。可棲息於較乾燥及人為墾殖環境，
如農田、苗圃、花圃、樹幹基部與草皮銜接處。
台灣分布：台灣南部。台中縣已調查之學校中僅在中坑、和平、烏石分校、瑞井國小等有記錄。
煙管蝸牛科 Clausiliidae
八仙山細管蝸牛
外形特徵：殼體型態細小，各螺層突出，縫合線明顯，半透明褐色，殼表具有許多纖細之生長
紋。殼口狹窄、卵圓形，唇緣厚而外翻，上板低位，於殼口緣不明顯，下軸板於殼
口唇緣顯露。腔襞構造複雜，月形腔襞位於殼腹側靠近側邊。主襞長佔殼周長之
1/2，上腔襞內外兩部份。內上腔襞短，與月形襞連接呈「j」形。外上腔襞於體螺
層後方斜位、較長。月形腔襞末端與下腔襞成一角狀連接。
生態習性：棲息於森林內樹林與草叢底層或枯木與樹幹內，多活動於土壤層或岩石表面潮溼
處。
台灣分布：台灣中部。台中縣已調查之學校中僅於中坑、黃竹國小發現。
王氏煙管蝸牛 Hemiphaedusa ooi
外形特徵：殼體上部呈直筒狀,次體曾直徑最大,呈紫褐色,越往殼鼎顏色越淡,有些個體呈淡黃
褐色。殼口呈圓梨形,唇緣增厚而外翻,常具齒狀突起。腔襞呈 J 形,主襞長,上腔襞
與下腔襞短,後端多與月形襞連接。閉板舌形,向後方彎曲,於尖端處具缺刻,於邊緣
處具結節。
生態習性：森林內之樹林與草叢底層。多棲息於植物根部土壤表層或岩石表面潮溼處。
台灣分布：台灣中部。台中縣已調查之學校中僅於烏石分校發現。
鬼牙細煙管蝸牛 Zaptyx crassilamellata
外形特徵：殼尖端細,體螺層最大,淡黃褐色。殼口呈卵圓形、略正,且縫合處上升,上唇緣外擴,
具顆粒,並呈半透明狀,外唇緣向中間彎曲,殼口唇緣壁具有許多顆狀突起,上板斜
位,細而深,內與螺旋板連接,下板厚而弱顯現於殼緣,其下有許些許凹處,下軸板於
殼口處顯露,兩側具有凹溝(所以有些個體看起來像有三個板狀構造於殼口),強度
彎曲於殼緣。
生態習性：棲息於森林內樹林與草叢底層，或枯木樹幹內,多活動於土壤曾或岩石表面潮濕處。
台灣分布：台灣全島。台中縣已調查之學校中僅和平國小有記錄。
椎實蝸牛科 Succineidae
台灣椎實蝸牛 Succinea erythrophama
外形特徵：殼微小,右旋，殼質薄而透明，呈淡褐色，殼表具有細微的斜線生長紋，螺層少，
上部螺層短而小，至體螺層急速膨大而圓滑。殼口開口寬闊，呈廣圓形至橢圓形，
唇緣薄而簡單。殼臍封閉不明顯。
生態習性：棲息於潮濕森林底層或人為墾地，主要活動於土壤層上苔蘚或落葉層間。
台灣分布：台灣全島。台中縣已調查之學校中大部份學校均有紀錄。
錐蝸牛科 Subulinidae
大錐蝸牛 Allopeas gracilis
外形特徵：長錐狀、半透明的外殼與淡黃色的軟體，是辨識牠們的重要特徵。殼呈細長紡錘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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殼細細長長的，像塔，周緣是圓形的，殼很脆弱，呈白色，有一點點透明，帶著光
澤，殼頂不尖，螺層略膨脹，沒有臍孔，身體呈淡黃色。卵呈圓形，而且透明，可
以看到內部的卵粒。 約 9～10.5mm*3～3.2mm。螺層數約 8 層右旋。殼口卵圓形，
殼唇緣不連續，薄而簡單，軸唇略微外翻。殼臍封閉，呈裂狀。
生態習性：牠喜歡棲息於落葉覆蓋較為潮濕的腐殖質土底、森林底層、草叢間、花圃或花盆的
泥質表面上。是一群在人為環境下容易發現的蝸牛，尤其是在人為開墾的菜園、苗
圃或花壇上，甚至買回家的盆栽或蔬菜裡也有牠們的蹤影。由於常棲息在人工環境
內，常會隨著人為的傳播，如苗木的運輸、植物與木材的貿易等等，擴散到全世界。
所幸，這群蝸牛體型較小，所造成的農業危害也較少，但是如果數目大量發生，仍
會造成嚴重的農業損失，原產於印尼，後來隨著甘蔗等作物四處散佈。
台灣分布：基隆、臺北市、台南、蘭嶼、高雄市壽山、小琉球、屏東縣南岬、四重溪、好茶瑪
家、墾丁、東沙島、花蓮太魯閣綠水合流步道也有， 但沒有很多。台中縣已調查
的學校在大里、中和、文光、白冷、合作、和平、岸裡、東汴、泰安、烏石分校、
健民、梧棲、順天、黃竹、新盛、新興、葫蘆墩、鐵山等校都有發現。
細錐蝸牛 Allopeas pyrgula
外形特徵：殼小型、右旋，殼質略薄，呈黃褐色，殼表光滑，但仍能見纖細不規則分部的生長
紋。各螺層略微膨脹，縫合線明顯。殼口為長卵圓形，唇緣薄而簡單，外唇略微
外翻，軸唇外緣向殼口方向斜行。
生態習性：棲息於潮濕森林底層或草叢間，及人類開墾或活動的地區，如農田、公園或花圃內。
台灣分布：台灣全島。台中縣已調查之學校中分布極普遍，僅次於非洲大蝸牛及扁蝸牛。
棒錐蝸牛 Allopeas clavulinum
外形特徵：殼小型、右旋，殼質薄，呈黃白色半透明狀，殼表略帶光澤而缺少螺旋紋。殼頂鈍，
螺層輕微膨脹，殼口呈卵圓形，略帶方形，唇緣薄而不連續。
生態習性：棲息於潮濕森林底層或草叢間，及人類開墾或活動的地區，如農田、公園或花圃內。
台灣分布：台灣全島。台中縣已調查之學校中外埔鄉以東，包括外埔、后里、石岡、新社、東
勢、和平等大安溪沿岸之鄉鎮分布較普遍，沿海鄉鎮較少。
粗錐蝸牛 Allopeas turgidulum
外形特徵：殼小型、右旋，呈淡黃褐色，具纖細而均勻生長紋。各螺層明顯膨脹，縫合線深。
體螺層特別膨大。殼口呈卵圓形或菱形，殼口唇緣薄，軸唇向臍孔方向斜行，軸
唇緣接近臍孔處明顯外翻。殼臍開孔封閉。卵生。
生態習性：棲息於潮濕森林底層或草叢間，及人類開墾或活動的地區，如農田、公園或花圃內。
台灣分布：台灣全島。台中縣已調查之學校中分布於中和、文光、白冷、和平、坪廍分校、明
正、東勢、峰谷、泰安、健民、順天、新盛、新興、葫蘆墩、頭汴國小等
非洲大蝸牛科 Achatinida
非洲大蝸牛 Achatina fulica
外形特徵：殼淡黃色有深褐色斑紋，殼高可達 10 公分以上。
生態習性：成蝸壽命長達 3-5 年，約一年可達性成熟，此時殼高約 5 公分，卵產於地下 3-5
公分處，一次 50-200 粒，幼貝殼高只有 5 毫米，生長迅速。產卵數與殼的大小成
正比，第一年產約 50 粒，第四年產卵數可增加到約 200 粒。常見於野地、菜園或
學校花圃中，住家附近也會有，存在盆栽下的陰暗潮濕處，閩南人稱牠們為
「露螺」
，
原產地是東非。個體大因此食量也大，一晚的舔食可使植株面目全非，會危害多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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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作物，苗期植株遇此種大蝸牛則損失慘重，雨季時發生最多。此種蝸牛的肉質鮮
美，適合人類及家禽食用，經多年的大量捕捉販售，原本為一重要有害動物，目前
一般平地數量已銳減。
台灣分布：台灣全島。台中縣已調查的學校分布範圍廣且平均，僅次於扁蝸牛。
黏液蛞蝓科 Philomycidae
雙線蛞蝓 Meghimatium bilineatum
外形特徵：身體柔軟，裸露，無外殼。外套膜覆蓋全身。體為黑白色或淡黃色，背部中央有一
條黑色所組成的縱帶，體兩側也各有一條,顏色較背部深。並有細小黑色斑點，身
體前端較寬,後端較狹長,尾部有一突起，觸角兩對，呼吸孔呈圓形,位於身體前端
又右側,軟體形態大小差異很大。
生態習性：棲息於潮濕森林之樹林與草叢底層，常出現於落葉或草叢間。
台灣分布：台灣全島。台中縣已調查之學校中分布普遍。
鼈甲蝸牛科 Helicarionidae
那霸黍蝸牛 Trochochlamys nahaensis
外形特徵：殼小型、右旋，為淡褐色半透明，殼表具纖細生長紋。殼圓鈍，螺層緩增，至體螺
層膨大，縫合線淺。體螺層周緣呈角狀，殼口為斜向的半月形，軸唇略微外翻。殼
臍開口狹小。
生態習性：棲息於潮濕森林底層，常出現於落葉堆或岩石間，或活動於植物上。
台灣分布：台灣北部。台中縣已調查之學校中，發現於中坑、白冷、石角、和平、坪廍分校、
明正、東陽、東勢、東新、健民、崑山、黃竹、新盛、頭汴、龍峰國小等。
馬丁氏鼈甲蛞蝓 Parmarion martensi
外形特徵：殼退化，呈淡黃色板狀，有如盾板，位於軟體背部，由外套膜所覆蓋。軟體長約
4cm，體寬約 1cm。
生態習性：棲息於森林內之樹林、草叢底層或人為環境，多活動於土壤層或岩石表面，有時會
活動於樹枝間。
台灣分布：台灣全島。台中縣已調查之學校中發現於中科、水美、石城、自由、和平、坪廍分
校、東山、東陽、黃竹國小等。
細紋小鼈甲蝸牛 Discoconulus radiata
外形特徵：殼微小、右旋，殼體呈低圓形，殼質薄，些微透明，呈角質狀、黃褐色，具有光澤。
殼上部具有纖細的雕刻紋，下部則為平滑。各螺層輕度膨脹，體螺層周緣圓滑，下
部膨大。殼口半月形，軸唇緣延伸略微增厚。殼臍開孔明顯。
生態習性：棲息於潮濕森林底層，常出現於落葉堆或岩石間，或活動於植物上。
台灣分布：台灣東北部。台中縣已調查之學校中僅發現於中坑、新盛、龍峰國小等。
絲虌甲蝸牛科
高音符絲虌甲蝸牛
外形特徵：殼中型、右旋，呈黃褐色，略微透明，殼表光滑。本種非常像台灣原生之台灣鱉甲
蝸牛，然本種的外套延伸物成絲狀，而台灣鱉甲蝸牛的則成片狀，其外殼也略為不
同，前者次體層寬約為體層寬之 1/2，後者次體層寬約為體層寬之 1/3。
生態習性：棲息於荒地、草叢底層，常出現於落葉堆，或活動校園花圃間，在野外幾乎可以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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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各種草本植物，甚至是落葉、動物腐屍都吃。
台灣分布：分佈狀況不明，本種原產於印度，根據防檢局的進出口記錄，我國曾從印度進口玫
瑰，推測本種可能是由玫瑰挾帶進入台灣。。台中縣已調查之學校中發現於上楓、
土牛、大楊、中坑、中科、五光、安定、吳厝、育英、東山、東陽、東寶、健民、
富春、復興、黃竹、瑞峰、瑞穗、葫蘆墩、龍峰、霧峰國小等。
野蛞蝓科 Agriolimacidae
光滑野蛞蝓 Deroceras laeve
外形特徵：軀體以及外套膜表面淡黃色或淺褐色，沒有網狀深色斑點。頭或觸角通常較深色，
呼吸孔周圍顏色較淡，腹足底部白色，黏液乳白色或無色。
生態習性：潮溼的森林落葉層、石頭隙縫或花圃潮濕泥土中。
台灣分布：宜蘭礁溪、羅東。台中縣已調查之學校中僅發現於大安、中坑、石角、東勢、烏石
分校、瑞井、龍峰、豐田國小等。
南亞蝸牛科 Camaenidae
栗蝸牛 Satsuma nux
外形特徵：殼中型、右旋，殼形大小變異很大，殼為淡褐色至褐色，具有黃褐色至淡褐色之殼
皮，縫合線不明顯，體螺層周緣具有一細小、深褐色橫帶膨脹。殼表具有纖細生長
紋，體螺層周為圓滑。殼口廣橢圓形，成體增厚而外翻，下唇平展，稍微內陷。殼
臍深窄而明顯，部份被殼口外翻的軸唇緣所遮蓋，具有呈紅褐色斑點。
生態習性：棲息於中海拔森林或草叢底層，常出現植物根部土壤表層或岩石縫隙間，可於地面
或植物上發現。
台灣分布：台灣全島。台中縣已調查之學校中僅發現於自由國小、中坑國小、坪廍分校、峰谷
國小、黃竹國小。
扁蝸牛科(Bradybaenidae)
扁蝸牛科(Bradybaenidae)
球蝸牛 Acusta tourannensis
外形特徵：球狀圓錐形，約 13～17mm*16～20mm，螺層數約 6 層右旋。殼口廣圓形，殼唇不連
續，成體唇緣不增厚，除近臍孔部份外翻，其餘部份外翻不明顯。殼臍開孔深窄而
明顯，部份被軸唇緣所封閉。球蝸牛與扁蝸牛在外型上十分容易混淆，都呈球狀圓
錐形，有著類似的黃褐殼色。扁蝸牛殼形較小，螺塔較低，由正面看就像壓扁的球
蝸牛般。
生態習性：在花園的牆上或是花盆的壁上，常常可以看見一隻隻半圓形、不是很大的蝸牛黏在
上頭，這些就是常見的「球蝸牛」或｢扁蝸牛」
。牠們顏色普通，形狀也不特別，常
被人們所忽視，但是由於適應性高，對環境污染與肥料耐受度大，所以成為城市裡
常見的蝸牛，也是居住在都市的我們容易觀察的蝸牛。
台灣分布：台灣全島。台中縣已調查的學校只有發現於七星、水美、白冷、和平、東汴、東陽、
建國、崑山、黃竹、瑞井國小等。
台灣盾蝸牛 Aegista mackensii
外形特徵：殼中大型，右旋，螺塔低扁，呈盾狀，殼為褐色，具淡褐黃色半透明殼皮，體螺層
周圍略有一稜角，沿體螺層殼周圍長有殼毛，殼表有些許明顯的斜線生長紋，體螺
層下部向殼臍緊縮。殼口斜位，呈扁圓形，呈扁圓形，成體殼唇外翻，反捲，呈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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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色，聚光澤。殼臍開孔大，明顯而深，寬度約為殼總寬度的 1/3。
生態習性：棲息於山區森林內之樹林或草叢底層，常可發現於葉背或岩縫中。
台灣分布：台灣全島。台中縣已調查之學校中僅發現於烏石分校。
台灣大臍蝸牛 Aegista subchinensis
外形特徵：殼中型、右旋，螺塔較低，體螺層周圍圓滑，成圓盤狀，殼為褐色，並具有淡褐色
半透明殼表，殼表具有細微的斜線生長紋，沿體螺處有一條淡褐色的橫帶。殼口斜
行，呈廣圓形，殼唇緣連續、厚而外翻、反捲。殼臍開孔而深，由內可見至殼頂。
生態習性：棲息於森林內之森林或草叢底層，多出現於潮濕落葉或植物根部土壤表層，較常於
地面上活動。
台灣分布：台灣全島。台中縣已調查之學校中僅發現於烏石分校。
扁蝸牛 Bradybaena similaris
外形特徵：殼扁球形，直徑約 9～12mm，高約 8mm。殼口馬蹄形，直徑約 3～5mm。螺層有 5～6
層，右旋。身體是黃褐色或紅褐色且有光澤，並具有密密麻麻的生長線。殼表有層
薄皮，殼皮脫落時殼就變成白色了！各螺層圓凸，縫合線明顯，有些螺層的周圍或
縫合線上會有一條條暗褐色的色帶。殼口邊緣白色、外翻，臍孔小又深，殼口內淡
白色，沒有口蓋。扁蝸牛的外觀與一般的蝸牛相同，頭部具有兩對觸角，位於頭下
部。頸部頂上的色彩稍黃，頸部兩側常有汙黑色的小斑點。身體完全伸展出來時，
其實牠的長度很長，由頭部至腹足後端長達 20mm，腹足長 15mm，寬 5mm。牠的全
身約為貝殼殼徑的 2 倍！
生態習性：每隻產數十粒至百餘粒，產於土中。孵化前幼蝸自透明之卵殼中即可見到。是校園
中最常見的蝸牛，亦普遍於居家及荒地草原出現，盆栽或住家牆上都可以看得見。
喜棲息於潮濕落葉底、樹上或岩壁上都可見。取食幼果、幼芽，並排泄其糞便於
葉片、果實、枝條而阻礙其生育，此外經其爬過的葉片或果實皆受其所分泌黏液
之害，阻礙葉片之光合作用，常見於各種農作物上，喜食嫩葉，葉片被吃成許多
孔洞，被農戶視為害蟲。全年皆能出現，尤以 5～9 月下雨期間出現最多。
台灣分布：台灣全島。台中縣已調查的學校均有發現。
斯文豪氏大蝸牛 Nesiohelix swinhoei
外形特徵：是台灣原產最大的扁形蝸牛。它的殼徑約有 5 公分，短徑約有 3 公分。螺塔低，圓
錐形，殼呈褐色，體螺有一明顯稜凸，成長脈明顯且深，殼底臌脹，各螺層微突，
縫合線淺。殼口寬大，唇緣呈紅褐色，成蝸殼口外翻，臍孔大且深至殼頂。咖啡
色網狀花紋的身體從周圍有稜角的扁圓形棕色殼中伸出，顯得非常瑰麗和醒目。
生態習性：背著重重的殼往上爬會非常耗體力，所以牠的殼演化成「薄殼」
。喜歡往高處爬，
幼蝸樹棲，成蝸棲息於落葉堆底，以植物的嫩葉和果實為食。
台灣分布：普遍分佈於中北部低矮山區及周圍平地。台中縣已調查的學校中僅發現自由、和平、
烏石分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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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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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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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蝸牛課程前後測數據

你現在是如何抓蝸牛？直接用手抓

我看到有關蝸牛的相關書籍和資料？我會喜歡閱讀
六甲
五乙
四乙
三甲
0

20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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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六甲
前測 五乙
後測 四乙
三甲

前測
後測
0

現在你經過草叢？我會蹲下去翻一下土看看有沒有蝸牛
六甲
五乙
四乙
三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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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現在覺得學校裡面的蝸牛有多少隻？很多(約一百隻左右)
六甲
前測 五乙
後側 四乙
三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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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現在覺得學校裡面的種類有多少?很多(約10種)
六甲
五乙
四乙
三甲

20

40

60

80

100

你現在會想要發現之前沒找到過的蝸牛種類嗎?非常想找看看
六甲
前測 五乙
後側 四乙
三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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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側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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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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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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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陽國小洪瑞佑主任

東陽國小

德化國小周瑞珠主任
07:20-07:30

上車

東陽國小林鴻仁主任
德化國小周瑞珠主任

東陽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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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豐原客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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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仙山國家
森林遊樂區

東陽國小王譽潤老師
13:30-14:00

前測

14:00-14:20

開幕式

彰化師大林忠毅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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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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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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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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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彰化師大姜鈴教授

教具製作
(分組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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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地點
和平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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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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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