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走讀台灣－愛鄉愛土」教學活動教材設計 

壹、單元名稱：戀戀北投溫泉鄉 

貳、課程說明： 

一、設計理念： 

北投從日據時代起便以臺灣四大溫泉之一而聞名，在日據時期的大正二年

（西元 1913 年/民國二年）六月 17 日，臺北州廳運用了公共衛生的經費五萬六

千餘元，仿照日本靜岡縣伊豆山溫泉的方式，興建了北投溫泉公共浴場，是兩層

樓仿英式磚造建築。 

北投溫泉博物館始建的規模為兩層，占地約 700 坪，入口處在二樓，有涼亭、

換鞋玄關，進入經樓梯下到一樓後有男女更衣室及個別的沐浴大池，重要的賓客

在南側還設有獨立的浴室和休息間，浴場內最主要的是以服務男賓為主的大池，

顯示當年泡湯的男女比例較為懸殊，圓拱列柱圍起的浴池與兩側牆上的鑲嵌彩色

玻璃，提供了極為明亮華麗的沐浴氣氛。 

1945 年，國民政府接收台灣之後，此浴場曾一度成為民眾服務社及游泳池，

之後不再使用，任其荒廢。 

1995 年，北投國小的一群師生發現這棟建築具有保留意義與相當的歷史價

值，與當地居民開始組成推動小組，積極地向台北市政府申請，保留這個公共溫

泉浴場為重要古蹟。 

1998 年北投溫泉博物館由台北市政府著手修復成史蹟類保存博物館，工程

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拆除一些岌岌可危的建築體，以及補強管線等，此階

段留下來舊有的溫泉系統包括分水管、磺底石、溫泉陶管，口徑磚等。 

第二階段則是修復與再利用工程，主要是為了與鄰近的北投溫泉親水公園一

起規劃。這一段時期的修復，參考了許多舊照片和耆老口述，將溫泉博物館內部

與外部盡量回復日治時期舊貌。可惜博物館仍有不少珍貴的文物已經遺失，例如

西側一樓拱窗的彩繪玻璃，就已在修護前遺失，現在是複製品。 

北投溫泉博物館現已列為台灣第三級古蹟，館內規劃有一樓二樓展區，以北

投溫泉發展史為主題，從溫泉的原理、北投石、火山到後期北投溫泉鄉發展史、

凱達格蘭族歷史「北投社原住民」、北投產業和台灣好萊塢等規劃。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F%B0%E5%8C%97%E5%B8%82%E6%94%BF%E5%BA%9C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8C%97%E6%8A%95%E6%BA%AB%E6%B3%89%E8%A6%AA%E6%B0%B4%E5%85%AC%E5%9C%92&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F%A4%E8%B9%9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C%97%E6%8A%95%E7%9F%B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7%B1%E9%81%94%E6%A0%BC%E8%98%AD


因此選定溫泉為主題，希望透過北投溫泉博物館這個社區教學資源中心所提

供的資源，結合學生生活的環境，帶領學生去探討自己家鄉中所蘊藏的大自然瑰

寶－溫泉，期盼在這次的教學活動中，學生不僅能夠獲得溫泉相關的知識概念，

對家鄉的地理環境、人文歷史也能有所認識，進而產生愛家愛鄉的情懷。 



二、單元目標： 

(一)能夠知道溫泉的特性。 

(二)能夠了解北投地區溫泉形成的原因及形成的條件。 

(三)認識北投石。 

(四)能夠了解溫泉與北投人文歷史發展的關係。 

(五)利用魚骨圖和 5why 探究法找出「小翔家鄉無法形成溫泉」的原因，並提出

解決方法。 

 

三、能力指標： 

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 

1-3-5-4 願意與同儕相互溝通，共享活動的樂趣 

1-3-5-5 傾聽別人的報告，並做適當的回應 

2-3-4-4 知道生活環境中的大氣、大地與水，及它們彼此間的交互作用 

6-3-1-1 對他人的資訊或報告提出合理的求證和質疑 

社會領域 

2-2-1 了解居住城鎮的人文環境與經濟活動的歷史變遷。 

藝術與人文領域 

2-2-9 蒐集有關生活週遭鄉土文物或傳統藝術、生活藝術等藝文資料並嘗試解釋

其特色及背景。 

四、教學對象：五、六年級 

五、教學節數(含總節數與節次分配)：六節，共 240 分鐘。 

六、相關領域：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社會領域、藝術與人文領域。 

七、課程架構： 

 
主動探索、珍惜資源 關懷社區、愛護鄉土 了解自己、尊重他人 



參、教學過程： 

 

一、準備活動：教學前教師先至北投溫泉博物館進行探勘，並設計學習單，教學

教具有學習單、小白板等。 

 

(一 )魚骨圖教學活動： (一節，共 40 分鐘) 

1.教師根據五上自然與生活科技（康軒版）第二單元活動一的介紹進

行提問：「如果你想飼養一種小動物，你會先了解關於牠的哪些資

料？」，每一組將所討論的答案寫在小白板上。  

2.教師請學生上台發表後，帶領學生一起討論，將答案歸納為數大類，

如繁殖、行為、形態、生存環境等。  

3.教師提問：「為什麼昆蟲在自然界的數量最多？」，介紹魚骨圖來

分析討論問題。  

4.教師介紹魚頭 (問題 )、介紹大骨 (繁殖、行為、形態、生存環境等 )，

針對某一大骨 (繁殖 )帶領學生討論中骨、細骨。  

5.教師請各組針對其它大骨討論中骨、細骨，並上台發表。  

 

二、發展活動：(四節，共 160 分鐘) 

(一 )、參觀北投溫泉博物館  

1.學童參訪北投溫泉博物館，教師導覽解說館內展示之內容。  

2.學生填寫學習單。  

3.利用 5Why 鷹架式教學、魚骨圖發展學生探索問題的原因及解決問

題的能力。  

4.教師與學生共同檢討學習單上的題目。  

5.教師佈題：「參觀過北投溫泉博物館後，你覺得形成溫泉的成因有

哪些？」，請學生發言。  

6.教師提供第一階段的問題情境，如下所示：  

 

小翔參觀了北投溫泉區之後，覺得溫泉觀光事業能為地方帶來可

觀的收入，因此，也想將自己的家鄉發展成溫泉觀光勝地，所以聘請

了一位專家到村子裡勘查地質，結果專家勘查之後只告訴他，村子裡

形成溫泉的條件不太足夠，無法發展。  

聰明的小朋友，請你幫小翔想一下，「為什麼小翔的家鄉無法形

成溫泉？」  

 

7.請各組利用魚骨圖討論分析「為什麼小翔的家鄉無法形成溫泉？」 

8.各組代表上台說明所繪之魚骨圖。 



三、綜合活動：(一節，共 40 分鐘) 

1.教師提供第二階段的問題情境，如下所示：  

小翔為了更深入了解問題的所在，特地向專家要了村莊附近地質

的調查資料，資料如下：此村風光明媚、氣候宜人、降雨豐沛，位於

太平洋上板塊交接處的島上，偶有地震發生，推測有斷層帶經過，附

近有十餘座死活山，但地表下仍有岩漿活動，且地層富含豐富的硫礦。 

小翔也訪問村中的耆老，了解到原來早期居民平日以飲用井水維

生，隨著農業及人口的增長，居民大量抽取地下水灌溉農田，地下水

也慢慢枯竭，農業發展越來越辛苦，因此，村民希望能發展別的事業，

賺取收入。  

2.教師引導學生利用否證論逐一刪除不可能的因素。  

3.教師引導學生利用 5Why 探究法歸納出最可能的原因。  

 問題 原因 

1Why 為什麼小翔的家鄉無法形成

溫泉？  

因為水源出現問題  

2Why 為什麼水源出現問題？  因為形成溫泉的水源不足  

3Why 為什麼溫泉的水源不足？  因為超抽地下水  

4Why 為什麼居民要超抽地下水？  因為要灌溉農田  

問題的根本原因：超抽地下水  

4.教師引導學生提出解決方法：  

 

 

停止抽取地下水，

引用河川水源或其

他水源灌溉農田，

以涵養地下水 

形成溫泉後，便

可以發展溫泉

觀光事業 

地下水源充足

後，就會有形成

溫泉的機會 

涵養地下水，可

以使地下水源

豐沛 



肆、教學評量： 

把教學與評量結合，以學習單引導學生自主學習，而不是學生被動的問標準

答案。 

評量內容包括學生表達能力、是否切合主題、戶外教學時的團隊精神表現、

秩序與禮儀表現等。 

評量方式有聆聽故事、資料展示、口頭評量、學生自評與小組互評、教師評

量等。 



伍、教學省思： 

 

本教學活動以虛擬的問題情境－一個無法發展溫泉觀光事業村落的故事，藉

由故事中所描述的村落環境條件及人文背景，讓學生能夠透過故事的陳述以及在

溫泉博物館中所學到的溫泉形成的科學概念，提出無法形成溫泉的原因，並利用

故事中的條件限制將非主要的原因予以否證，進而找出無法形成溫泉的主要原

因，再針對問題提出可行的解決方法。 

將北投溫泉博物館作為教學資源中心，不僅可以涵蓋自然科學的概念，同時

兼顧人文歷史及社會的發展，結合學生的生活環境，教師帶領學生探討自己家鄉

中所蘊藏的大自然寶藏－溫泉，學生不僅獲得溫泉相關的知識概念，對家鄉的地

理環境和人文歷史也有所認識，可以培養愛家愛鄉的情懷。



陸、參考資料： 

 

一、參考書目： 

王春洋，2002 年。台北市大自然戶外教室。台北市政府新聞處出版。 

臺北市政府新聞處，2003 年。畫說臺北－北投區的故事。台北市政府新聞處出版。 

 

二、參考網站： 

北投區公所  http://www.ptda.taipei.gov.tw/ 

北投溫泉博物館 http://peitoumuseum.culture.gov.tw/ 

Tony 的自然人文旅記 http://www.tonyhuang39.com/tony0058.html 

 

 

北投溫泉博物館地理位置： 



柒、北投溫泉博物館學習單： 

    年____班 ____號 姓名：____________ 

1.北投早期的物產有哪四項？ 

□唭哩岸石  □香蕉  □白瓷土  □硫磺  □北投石  □鹹草 

2.日據時代北投有許多溫泉旅館，請問北投第一間溫泉旅館的名稱是什麼？ 

□星乃瀧  □瀧乃湯  □天狗庵 

3.全世界唯一以台灣地名命名的礦物名稱是什麼？ 

□石英  □北投石  □長石  □雲母 

4.承上題，這種礦物中含有哪一種放射性物質？ 

□鈷  □鐳  □鈾  □鎂 

5.形成溫泉最重要須具備的兩個因素是什麼？ 

□熱源  □地下水  □斷層  □地表缺口 

6.溫泉的定義是指在何處所測得的泉水溫度須達 30℃以上？ 

□露頭或溫泉孔口  □溪流下游  □任何一段的泉溫 

7.北投會有溫泉的形成是因為附近有哪一個火山群？ 

□大雪山  □大屯山  □觀音山  □中央山脈 

8.北投附近有兩個斷層經過，分別是什麼？ 

□崁腳斷層  □金山斷層  □屈尺斷層  □台北斷層 

9.溫泉是指含有礦物質的地下水，即所謂的泉質，請問北投溫泉的泉質大致區分

為哪三種？ 

□硫磺  □白磺  □硫酸鐵  □鐵磺  □碳酸氫鈉  □青磺 

10.地下水的水源太少對溫泉的形成會產生什麼問題？ 

□導致地層溫度升高，火山再度爆發  □礦物質濃度過高會阻塞裂縫 

11.下圖是溫泉地區的地形剖面圖，圖中標示 

的四個部分，其名稱是什麼？請填入正確代號。 

A. 地下水 

B. 溫泉露頭 

C. 熱源 

D. 斷層裂縫 

(     ) 

(     ) 

(     ) 

(     ) 

 



捌、北投溫泉博物館學生自評與互評表： 

學生姓名: 

表 現 項 目 我自己的評分 同學的評分 總分 

5 4 3 2 1 5 4 3 2 1  

1.我很清楚探訪重點            

2.我能認真事先準備資料            

3.我會穿著適當的服裝            

4.我能夠遵守秩序參與活動            

5.我能認真的完成學習單            

6.我能與同學一起合作學習            

7.我會關心古蹟，不破壞古蹟            

8.我會正確使用數位相機            

9.我能認真的完成簡報製作            

 

備註：請同學們為自己在課程活動的表現打分數，並在適當的表格中打。 



玖、北投溫泉博物館教師教學評量表： 

                                   學生姓名: 

階段 
評 量 項 目 

評分等第 

5 4 3 2 1 

活動前 
能穿著適當的衣著      

能攜帶必備的物品      

活動前研閱相關書籍、資料      

能認真學習數位相機操作技巧      

活動中 
在活動中遵守秩序、注意安全      

能主動探訪、安靜認真進行觀察      

能透過紙筆、器材，隨時紀錄發現      

能進行小組合作、共同觀察探索      

探訪活動中愛護環境      

主動參與同儕討論與分享      

活動後 

學習單.簡報完成程度（品質）      

簡報內容的正確性與合理性      

學習單填答內容的正確性      

後續探索與討論或設計      

評語  

 

 

備註：1.評量項目若有不足，請教師(或家長)自行增加填注；為便於進行評量，

盡量採取勾註方式。 

2.評語為教師視需要進行質性評量或註解以補制式量化評量不足。 

 



十、補充資料： 

北投、陽明山一帶主要的三種溫泉分別是白磺、鐵磺和青磺，其中青磺只有

北投地熱谷才有；北投的白磺主要來自惇敘高工附近的硫磺谷，六窟溫泉附近則

有鐵磺，所以北投可以說是享用溫泉的最佳地點。 

青磺是強酸性溫泉，PH 值在 1~2 之間，帶有刺鼻的鹹味，成透明微綠；白

磺也是酸性泉，PH 值在 3~4 之間，有硫磺味，因懸浮物而呈混濁的乳白色；鐵

磺是中性泉，無味透明，含有鐵質，又稱做「赤磺」。 

北投溪的溪底滿佈安山岩礫塊，礫石表面及岩間隙因硫磺長期沖積沈澱而呈

黃橙、乳白色，因硫磺與礦石的長期結晶，產生一種罕見的放射性礦石「北投石」

（Hokutolite），這是世界四千多種礦石中唯一以台灣地名命名的礦石。 

1905 年，日本愛知縣的岡本要八郎在北投溪偶然發現這種礦石，當年岡本

在北投溪採集礦石，並拍照記錄。有一次將底片放置於北投溪石上，回家後發現

底片已經曝光，於是發現了北投溪的鐳放射性礦石，後經國際礦物會議中，將這

一新發現的礦石，正式命名為「北投石」。 

北投石的產地只有日本玉川及台灣的北投溪，它們的共通特性為生成於溫泉

水質皆為青磺，且具有微量的放射性元素鐳，它是附著在石頭上的一層結晶物，

它的價值不在於使用與收藏上，然而學術研究上是相當難能可貴的。 



十一、教學魚骨圖： 

為什麼小翔的家

鄉無法形成溫

泉？因為居民超

抽地下水，導致地

下水水量太少，水

源不足而無法形

成溫泉。 

地層因素 熱源(不足) 

溫泉礦物質 (含量不足) 水源(不足) 

地表沒缺口 

不在板塊交接處 

礦物質種類不對 

缺少溫泉

礦物質 

離熱源太遠 

沒有火山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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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在板塊

交接處 

沒有地下水 

沒有蓄水層 

地下水太少 

超抽地下水 

溫度不夠 沒有斷層裂縫 

沒有火山活動 

蓄水層功

能薄弱 

氣候 

降雨少 蒸發強 

缺乏硫礦 

含有重

金屬 

含有毒

物質 

放射性物

質過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