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執行日期：106年03月1日-106年06月30日 
 環教夥伴：頭城農場、三富農場、那山那谷、彩麗設計、花蓮

農改場宜蘭分場、大地旅人工作室、文化大學景觀學系 
 對象：大學生 
 教育目標：學生能規劃設計佛光大學特定區域自導式解說牌。

學生能規劃設計佛光大學食物森林規劃構想，成為佛光可食地

景之特色景點。 
 教學方法：設計思考法、專家講座與引導、設計實作 
 課程特色：規劃食農教育與可食地景課程，開闢農園，提供學

生種植蔬果體驗課程，認識土地到餐桌與環境連結性，建立友

善環境素養與認知。 
 學習評量：實作評量 

 



本計畫乃是協助闢建「低海拔溪谷闊葉樹林生態教育園區」，沿

途設立野生動植物解說點，有助於校內外遊客在健行和賞景時能自導

式解說。 生態解說步徑，將從佛大創意與科技學院（雲慧樓），穿越

佛教學院（雲水軒），通過男眾部宿舍（海淨樓），抵達滴水坊門口，

轉到十六亭橋（下方則進入林美溪河床另闢步徑）上，接著從小巨蛋

（懷恩館）旁山坡另闢蹊徑，直達圖書館（雲五館）。 

佛光大學特定區域解說牌規劃設計、食物森林規劃設計 

 百萬人興學館至雲水軒 

 懷恩館、觀景臺 

 滴水坊、善耕園 

 香雲居至雲起樓(含 168 步道) 

 其他秘境 

 
 

(一) 食物森林規劃設計 

善耕園(原善耕園)空地不僅把它打造為生態綠地，還可以取

得所需的「食物森林」。「食物森林」是仿效天然森林立體多元共

生的概念，結合糧食生產與生態綠 化的目的，同時解決當代人

類面臨的環境與糧食問題。除此之外，食物森林隱含著共好與共

有的隱形目的，透過建造與維護社區的食物森林，深度連結實體



社群對綠化的向心力。食物森林示範地兼具生態保育、資源回收

和節能減碳。「鎖眼菜畦」採鑰匙孔形，讓工作者站在中央，即

可照顧周邊蔬菜。中央高、周邊低的「螺旋花圃」，讓澆灌水流

順勢往低處流動，營造一座可以自己保水、自己施肥、免除草，

又可以供應食物的食物森林(food forest)。 

 

(二) 戶外教學與見習專業人員生態導覽解說 (人員解說) 

本課程一開始先讓學生見習優質示範，帶領同學到那山那谷、

頭城農場、三富農場見習專業解說老師如何在旅遊過程中帶給遊

客對到訪的景點、體驗的主題產生興趣，進而引發遊客對於在地

的關懷以及對環境的關心。然後讓學生將這些知識與技巧帶回到

佛光大學的場域，學以致用培訓學生向遊客進行專業的生態、人

文解說，讓遊客自解說中領略大自然的奧妙及人文歷史的內涵。

課程內容涵蓋了自然生態、在地文化、原民部落等主題。  

 

(三) 解說牌誌文案規劃設計 (自導式解說) 

解說牌誌為目前最常被使用的解說媒體，解說牌誌在環境教

育的體系中，是人與環境互 動的重要媒介，能夠直接的引導遊

客注意與觀察重要的環境現象，並適時地提醒遊客需注意 之安

全性及管理性訊息，進一步激發遊客對於環境保護的態度與作為，



是達成環境永續經營、 深化生態旅遊價值的重要手法。 佛光大

學森林林資源豐富，校內外遊客可藉由完善的步道系統便捷地走

入山林。步道除提供休閒健身的功能外，更具備環境體驗、賞景

及解說的價值，因此需要健全的軟硬體設施的配合。其中步道之

解說牌誌系統即為重要的一環，更為自導式步道系統中基本的涵

構。  

 



百萬人興學館 

解說牌誌設計文案 



砂礫雖小，集眾沙則成巨塔 
人力雖薄，集眾人力成書院 

古今不變之理 
故此地乃更百萬之力 

如蘭陽平原 
本只是河中流沙 

千年聚集 
成今朝醉人美景寶地 

百萬 

指導教授：周鴻騰助理教授 
解說牌設計：李謙 



 

《竹里館》 
  唐·王維 

獨坐幽篁裡，彈琴複長嘯。 
深林人不知，明月來相照。 

指導教授：周鴻騰助理教授 
解說牌設計：戴千涵 

身在高處望遠雲  夜觀蘭陽燈火明 
舉頭繁星何所似  北斗織女掛天明 



十六亭橋 
解說牌誌設計文案 



等候 

指導教授：周鴻騰助理教授 
解說牌設計：王婕 



生態景觀步道 
解說牌誌設計文案 



通泉與鴿子 

鐘聲響  腳步雜沓 
無法忘卻來到學校的場景 

又好像第一次來 
通泉草 開滿了整谷 

希望、夢想又回來找我了 
綻放 

或許平常的我們 
看起來就都像雜草一樣 

誰知 轉瞬之間 
就開滿了希望 

神手上的你 不失敗 
生更時 死更時 

嘻笑更時 哀慟更時 
跳舞更時 不跳舞更時 

因萬物各按其時成為美好 
賜盼望的神 又將永生置入人的心裡 

指導教授：周鴻騰助理教授 
解說牌設計：王婕 



 
拓印體驗區 

歡迎大家刻下專屬自己的回憶   

拓印體驗區材質為石板 

防水壓克力板 

   

通泉草 
學名：Mazus japonicus (Thunb) O. Kuntze 

別名：豬胡椒、野田菜  

花卉文學：守秘（沉默不語） 
花兒美麗動人還能入藥，如此惹人憐愛似情竇初開的少女般羞澀又為人著想~ 

功效:全草可入藥，春秋可採收，洗淨，鮮用或曬乾，具更止痛、健胃、解毒，用

於偏頭痛，消化不良；外用治療治疔瘡，膿皰瘡，燙傷。 

指導教授：周鴻騰助理教授 
解說牌設計：鄭云慈 



三片葉子造型是可以掀開的,掀開是分別以上三種植物:含羞草,杜鵑,
通泉草並對三種植物進行文字解說。 

詩詞創作 

左邊為夜景照片,右邊為起霧照片(暫時找
不到先以此照片頂替),遊客來的時候不一
定會在晚上或遇上起霧,所以放2張對比圖
讓遊客也可以欣賞到此美景 

指導教授：周鴻騰助理教授 
解說牌設計：王珮芸 
 



櫻與你相遇 
• 解說牌圓形直徑60公分 插桿100公分 
• 材質應用櫻花標本，原型底圖用高解析背膠全透PVC 

(含冷裱上膜) 

指導教授：周鴻騰助理教授 
解說牌設計：王珮芸 
 



懷恩館(體育館) 
解說牌誌設計文案 



 
白天，行於佛光大學的校園， 
彎曲小路，大自然不捨芬香， 
山峻峭、天湛藍，草如茵。 
暄風搖曳，繁心散盡。 
 
我漫步， 
而曦和太安靜，樹更些微愣， 
鳥語喳喳，動與靜，祥與柔， 
是如夢的風景畫。 
 
我說： 
我懂佛光的美； 
而你， 
微微一笑。 
  
更言道 --- 生活，很簡單！  

指導教授：周鴻騰助理教授 
解說牌設計：林昀靚 



      * 白色部分為挖空 
* 黑色部分為底色 
* 擺放位置：懷恩館前 
www.kiwibird.co.nz 
 
* 參考作品： 

2018/2/2 

指導教授：周鴻騰助理教授 
解說牌設計：林昀靚 



佛陀慈悲在人心 
光輝燦爛燈火明 
大數平原覽無遺 
學以致用無窮盡 

指導教授：周鴻騰助理教授 
解說牌設計：戴千涵 



夜幕降臨 
生機再現 
燈火通明的美麗城市 
不再被黑夜扼殺 
 
 

白晝的巨蛋 
壯闊莊嚴 
夜晚卻懂得收起鋒芒 
不任意奪走光彩 
 

夜光 
 

指導教授：周鴻騰助理教授 
解說牌設計：李謙 



景觀平台 
解說牌誌設計文案 



朝日初升舉頭望， 
孤峰獨聳太平洋。 
瞬息萬變氣勢滂， 
乾坤祉在海中央。 

指導教授：周鴻騰助理教授 
解說牌設計：戴千涵 



雲霧藏書院  

窗外望龜山 

細雨飄雲來 

微風吹落瓣 

 

                                                

指導教授：周鴻騰助理教授 
解說牌設計：李翊婷 



懸掛在天空的明月 

照亮整個夜空 

夜晚山中的寧靜 

襯托城市的熱鬧繁華 

                                                

                                                          

 

指導教授：周鴻騰助理教授 
解說牌設計：李翊婷 



      春天，不是季節，而是內心； 
    生命 ，不是軀體， 而是心性； 
  老人，不是年齡，而是心境； 
人生，不是歲月，而是永恆。 

                                                                  
佛光菜根譚 

 

材質為黑石板 

指導教授：周鴻騰助理教授 
解說牌設計：鄭云慈 



校園佛石 
解說牌誌設計文案 



那時，你在浩瀚的天際 
看見一抹    塵埃 
你便頓悟志向 
追求真理  感恩喜捨 
那誓言 
如今將我化為私墊 
守護地面的繁星 

那時 
你在浩瀚的天際 
看見一抹 塵埃 

你便頓悟志向 追求真理   
感恩喜捨那誓言 

如今 
將我化為書院 
守護地面的繁星 

指導教授：周鴻騰助理教授 
解說牌設計：劉佳柔 



雲起樓景觀平台 
解說牌誌設計文案 



 設計理念： 

以木頭以及石頭的材質設計，結合當地的自

然環境特色，提供遊客在欣賞蘭陽平原美景

時，看到意象牌能讓遊客在最短的時間內，

心生抵達感或地域感。 

指導教授：周鴻騰助理教授 
解說牌設計：林昀靚 



 意象牌設計規範： 

基座尺寸：240cm(W)*80cm(H) 

與地面角度：90度 

基座材質：塑膠木、木材、卵石、石材 

基座組裝方式：水泥基礎 

 

 牌誌版面設計規範： 

版面尺寸：180cm(W)*50cm(H) 

版面材質：木材電腦割字 

字級大小：英文10-12cm 

 

30cm 30cm 

180cm 

50cm 

30cm 

80公分 

240公分 指導教授：周鴻騰助理教授 
解說牌設計：林昀靚 



建立學習鷹架與學生主動學習 

2016-09-13(二) 
以心智繪圖帶領大一班
導生描繪樂活學 

2016-10-18(二) 
邀請環境資訊協會演講綠色幸
福經濟學，學生導讀各章節 

2016-11-01(二) 
邀請林友鈞博士演講大花咸
豐草與香草植物之特性 

未樂系 



建立學習鷹架與學生主動學習 

2 

2016-11-15(二) 
邀請黃東秋教授演講原
生野菜與阿美族料理 

2016-11-22(二) 
帶領大一班導生到農改
場臺北分場參訪 

2016-11-26(六) 
帶領大一班導生到世貿一
館參訪有機樂活產業展 

未樂系 



從旁引導，學生觀察與實作評量 

3 

2016-11-29(二) 
帶領大一班導生到善
耕園進行破土祈福、
翻土、拾碎石、試種 

2016-12-06(二) 
帶領大一導生種植第一批
秋冬菜苗，觀察與比較其
與原生野菜生長的差別 

2016-12-20(二) 
帶領大一班導生種植第二
批秋冬菜苗，觀察與比較
其與原生野菜生長的差別 

未樂系 



從旁引導，學生觀察與實作評量 

4 

2017-01-03(二) 
邀請蘭陽農改場林文華研究員
演講原生野菜與農林間作。將
苗圃土壤送農改場化驗分析 

2017-01-10(二) 
書寫學習單與服務學
習報告，課後，並每
週觀察生長情況 

2017-01-10(二) 
由TA帶領資源教室學
生到善耕園種植第三
批秋冬菜苗 

未樂系 



學生規劃設計可食地景實作評量 
未樂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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