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瑞芳瑞柑國小
校園生態村全記錄
文、圖／王新偉

蛙蛙國

河流是地表最重要的淡水資源，先民逐水而居，所以我們

今日的家，也可以說：從「河」處來。

阿嬤常說，他們小時候都在基隆河的小支流裡抓魚戲水；

阿公也說，過去經常在基隆河邊看著貨船滿載而歸。

這樣的日子，在今天生活在被堤防包圍的都會裡的人，是

很難想像的。

基隆河，發源於新北市平溪區菁桐附近，為淡水河水系三

大支流之一。根據地理學家的研究，古基隆河是由基隆深澳出

海，後來約在 6萬年前臺北盆地陷落，由於地勢變低，開始向

盆地的周圍搶奪河流，古新店溪的支流向古基隆河侵蝕，這種

向源侵蝕的作用，最後使得原本由基隆出海的古基隆河的流向

發生 180度的改變，改流向新店溪支流匯入淡水河再由淡水出

海。

這段基隆河流路的改變，是在流經瑞芳時發生的，這是臺

灣其他河流少見之處，現在的轉彎處正好銜接員山子分洪道，

它是臺灣近年來最重要的水利工程之一。另外基隆河雖是淡水

 由於基隆河流經瑞芳的河道非常迂迴彎曲，河床因

下降而形成河階，進而形成聚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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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的支流，但不是稱為「溪」而仍稱為

「河」，亦為臺灣其他河系罕見，由此可

見基隆河的重要性。事實上，基隆河自古

以來就是臺灣北部開發的交通與經濟命

脈。

想要了解基隆河這段「曲折」的身

世，就不能不到瑞芳。瑞芳的地理位置

在臺灣的東北角地帶，境內有山脈，也有

海岸線，更涵蓋了基隆河流域的中上游河

段，所以瑞芳是山、河、海三方的交匯。

這些地形、地貌與河流生態，造就出極具

特色的自然瑞芳。但是外人對瑞芳的認

識，大多止於觀光客雲集的「水金九」地

區，其實瑞芳的產業和人文風情曾與臺灣

的歷史有密不可分的關係，「瑞芳的故

事」更值得去探尋和挖掘。

我跟許多遠道而來的觀光客一樣，從

臺北搭火車來到瑞芳，步出略顯陳舊的瑞

芳火車站，觸目所及，幾乎都是「水金九」

的名字，公車大多是開往水金九的，站前

廣場的 102縣道也是通向水金九，不過

這條路叫做「明燈路」，可能少人知道它

的命名是為紀念清領時期的臺灣總兵劉明

燈，劉明燈雖治臺僅 3年，但政績卓著為

後世景仰。有趣的是，明燈路的起點在瑞

▲ 瑞芳明燈路是為紀念臺灣總兵劉明燈，起自瑞柑國
小，沿基隆河直至瑞芳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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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柑坪里的瑞柑國小附近，終點則是在離

瑞芳火車站不遠的瑞芳國小附近，頭尾都

跟國小有關，這條道路跨越了基隆河在瑞

芳 180度大轉彎的流域，基隆河襲奪造就

的廣闊的階地和曲流在這裡一目了然。

我要溯源前往瑞柑國小，不只因為瑞

柑國小所在的柑坪里是瑞芳最早開發的地

區，瑞芳之名便由此地而來，還聽聞這所

國小是全臺第一座校園生態村，校園的後

山便是瑞芳山系的主體。

由於基隆河流經瑞芳的河道非常迂迴

彎曲，道路不得不「委曲求全」，但鐵路

基於安全考量，必須盡量「截彎取直」，

所以自瑞芳火車站開出的火車在這裡要經

過一連串的隧道，我數了數，明燈路雖只

有短短 1段到 3段的距離，火車卻要經過

龍潭、龍鎮、柑坪和頌德 4座隧道。更重

要的是，火車沿著基隆河過瑞芳來到三貂

嶺站便與河道分開，三貂嶺站是宜蘭線與

平溪線的分歧點，兩線在三貂嶺站交會，

鐵路過三貂嶺後一分為二，左邊的鐵路通

往宜蘭，右邊的鐵路則通往瀑布之鄉－平

溪。

基隆河過三貂嶺在瑞芳的這一段流

路，有如神龍擺尾一般，形成多變的地形，

河床因下降而形成河階，進而形成聚落，

▲ 沒有校門的瑞柑國小，也是一座對在地開放的友善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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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名柑仔瀨的柑坪里就是其中之一。柑仔

瀨是乾隆年間由賴世與陳燈所開闢，為瑞

芳最早開發的地區，由於這裡是清代淡蘭

古道（淡水廳通往噶瑪蘭廳）重要的中繼

點，所以賴、陳二氏就在這裡開設了一家

雜貨店，店名就叫「瑞芳」，專為來往商

客或附近居民提供所需日常用品，久而久

之，居民外出竟不呼地名而直接以店名稱

之，「瑞芳、瑞芳⋯」就這樣傳叫開來。

直至今日，仍有當地人稱柑坪里為內瑞

芳，而現在以瑞芳火車站為中心的市區為

外瑞芳，兩者相距約 1.5公里。

看著基隆河在這裡大轉彎，河谷雖

深，但河水並不湍急，很難想像當年基隆

河在這裡襲奪改道，造成此後經年不斷的

水患，而員山子分洪道水利工程便因此構

建。

走過柑坪里社區，鐵公路在此交錯，

瑞柑陸橋從鐵軌上橫空跨過，行人則要穿

越地下道，陸橋橋身彩繪著昔日小火車載

運煤炭和木材的畫面，似乎也訴說著此地

產業的興盛與沒落。

下了陸橋，看到瑞柑國小的公車站

牌，紅綠燈上掛著「明燈路」的路牌，這

便是我要找尋的瑞芳古地名的起點。

這一小段山路既通往瑞柑國小，也

是通往瑞濱古道的必經之路，路旁的房舍

連棟比鄰，但大多年久失修，覆著黑色油

毛氈的屋頂更可見年代之久遠。早期臺灣

的煤礦開採以瑞芳為最，後來金礦開採又

讓金九地區風光一時，人口也大量移入，

為因應瑞芳山區多雨的天候，那時簡易的

住屋屋頂多覆以澆淋了瀝青的油毛氈。後

來，瑞芳的「黑金」歲月結束，這些老屋

也大多隨著主人離去而破敗，唯九份山城

至今仍有不少老房子還保留著這樣的「黑

皮頂」，盛夏在烈日的炙烤下會散發出令

人掩鼻的焦油味。

瑞柑國小早在民國 88年即首創全臺

第一座校園生態村，89年獲得教育部全

國十大環保有功學校的表彰，103年獲得

國家永續發展獎（教育類），104學年度

又榮獲新北市低碳校園的認證，拿到最高

「金熊獎」的榮譽。有這麼多光環加身，

既是對學校多年永續發展的肯定，卻也無

形中加重了學校經營團隊的壓力，因為要

不斷面對外界好還要更好的期待。

因連日的雨，讓隱身在山腳下的瑞柑

國小更顯翠綠蔥蘢，波浪造型的校門沒有

鐵捲門或柵欄，色彩繽紛的馬賽克貼畫讓

牆面變得活潑動感，有點像海中的大鯨魚

浮出水面，雀榕、莿桐、麵包樹、黃椰子、

木麻黃⋯不同的樹種以迎賓的姿態分列左

右，進入校園的一小段階梯，噴繪著青蛙

蹼足類的腳趾印，這些跳躍的腳趾印讓人

忍不住伸腳踩踏一下，瑞柑國小被外界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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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青蛙國小」這麼童趣的名字，就是因

為校園內外遍布著數量和種類十分豐富的

蛙類，是名副其實的「蛙蛙國」。

我正低頭拍著這些青蛙腳印，瑞柑國

小的張文斌校長已出現在我的面前，張校

長一路從學校的主任做到校長，10幾年未

曾離開過瑞柑國小，對瑞柑國小的一草一

木瞭若指掌。更為難得的是，張校長不但

致力於生態教育與環境教育，還藉助學校

所處的獨特自然條件，積極推動瑞芳深度

遊學的生態路線，他集合眾人之力，設計

出 7條環繞瑞芳的山河海生態文史推廣遊

學課程，每條遊學課程均能讓參與者深刻

體驗在地文史與生態之美，進而讓遊客產

生對這片土地的情感。

我隨張校長進入校長室，他搬出一本

精美的書刊，正是他與瑞芳地區 13所學

校校長合編的新北市 104年度文史生態區

域課程叢書「瑞芳山河海交響曲」，打開

書便看到一幅赭紅和綠色為主的瑞芳地形

圖，赭紅是瑞芳的主要山系、綠色則是覆

蓋其上的植被。乍看之下，瑞芳的輪廓像

隻展翅飛翔的老鷹，用張校長的話說，這

隻老鷹俯視著山河海的美景，從豆腐岩到

壺穴、從岬灣的奇岩怪石到山谷裡的瀑布，

這些地形與地貌，造就出極具特色的自然

瑞芳。

眼前的山，就是橫亙在基隆河與深澳

港之間的瑞芳山系，它共有 3座山頭，分

別為龍潭山、瑞芳山和秀崎山，是基隆河

谷跟海岸的分水嶺，這 3座山所連接成的

稜線，涵蓋了整個瑞芳公園的步道，也是

瑞柑國小的後山。張校長拿出一張瑞芳山

系的地圖，上面清楚的標示著基隆河和瑞

芳山系的緊密相連。張校長說，今天的瑞

芳公園在 40年前曾是懷山煤礦的礦區，

當年的柑坪里與龍鎮里，從日治時代到

1978年間都是煤礦開採時期，瑞柑聚落因

採煤從小小一個古道驛站發展為數千人的

▲ 瑞柑國小將校園內舊時的防空洞打造成礦坑意象，堪
稱全臺獨一無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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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村里。而成立至今 53年的瑞柑國小，

也起源於瑞柑聚落，當時校區內共有 2處

煤礦，分別是懷山煤礦及中和煤礦，由於

煤礦興盛，使得當地村落繁盛，就讀學生

曾高達 598人。但繼之而來的山林原貌

也因採礦工事滿目瘡痍。後來礦場結束，

礦區闢建為瑞芳公園，大自然得以休養生

息，慢慢恢復繽紛自然生態樣貌，漸形成

今日的瑞柑生態村。

張校長說，由於瑞柑國小是進入瑞芳

山系步道的起點，也是舊時兩大煤礦進出

山裡的必經之路，所以校園裡原有 3個日

治時期躲避空襲而挖掘的防空洞，因保存

完好，在安全鑑定無虞下，校方決定將其

打造成昔日的礦坑意象，並在去年舉行了

揭牌儀式，由瑞柑國小師生為其掛上「瑞

柑一坑」、「瑞柑二坑」及「瑞柑三坑」

的牌示，希望透過建造礦坑，進行自然文

史教育，讓學生認同與了解在地文化，成

為融入在地歷史的最佳文史教材，同時也

希望藉此激起民眾對瑞柑歷史的好奇，進

而喚起保存瑞芳特有文化的意識。

▲ 由操場旁的石階步道可登瑞芳山系，這裡也是瑞濱古道的入口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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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校長跟我一一細數瑞柑國小如何從

打造全臺第一座校園生態村到榮獲國家永

續發展獎，還有學校的「瑞柑三寶」和當

地的「民生三寶」是甚麼，言談間流露出

對校園一草一木深厚的情感。

聽了張校長這些如數家珍的介紹，讓

我對瑞柑國小多了幾分探秘的好奇，巴不

得馬上去尋寶一番，張校長看我已經坐不

住，馬上請來學校最資深的校工許先生給

我做嚮導，還說只要我想看什麼許先生都

能讓我看到。

那就先從礦坑開始吧，雖然我見過真

正的礦坑，但以防空洞打造的礦坑對我來

說還是頭一遭，它們就藏在校舍旁的山壁

下，可能是當年避難的人數不多，3個防

空洞都略顯迷你，入口和坑道內的高度僅

容 1人彎腰通過。為了讓礦坑原貌逼真重

現，學校請礦工社區老居民以木工「古法」

重建，礦坑入口用粗壯的相思樹樹幹以榫

接方式支撐，並在坑道內放置些許早期開

採的煤炭，以期讓學童模擬在停採的礦坑

中發現煤礦，繼而分辨煤礦和石頭有何差

別。由於 3個防空洞內部相連，頭頂的岩

壁時有雨水滴落，許先生以手電筒照亮，

不時有黑亮的煤炭出現在眼前，還真有一

種礦坑探險的臨場感。為何選相思樹幹作

為礦坑的支架其實也有奧妙，許先生說早

期礦坑都使用相思樹幹作支架，如果礦坑

發生崩塌危險，相思樹幹會發出吱、吱的

聲響，就能提醒礦工趕快逃離，這也是為

什麼現在瑞芳山區有很多相思樹的來由。

說到這，許先生也告訴我瑞芳有所謂

▲ 瑞芳「民生三寶」之一的魚腥草是校園內最常見的植物。 ▲ 瑞柑國小第一生態村在校舍後方的山坡，排水溝渠以
生態工法做截流，達到蓄水的目的，並兼顧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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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民生三寶」，乃是 3種植物，皆因煤

礦開採和民生需要之故，如八芝蘭竹、鴨

腳木、埔姜、大青、相思樹及魚腥草等，

其中又以八芝蘭竹、相思樹和魚腥草為瑞

柑地區之大宗，「民生三寶」之稱即由此

而來。

看過了這個堪稱全臺獨一無二的防空

洞礦坑，許先生帶我繞過校舍，來到瑞柑

國小的第一生態村。第一生態村為校舍後

方的一片平緩山坡地。生態的營造要先有

水，山上有水，但要做好蓄水的工程才能

留住水，第一期的蓄水池工程，總蓄水量

20公噸，可以供給全校的花木灌溉兩星

期。有了水源，就可以進行濕地的營造，

最簡單的做法就是在蓄水池邊砌上石頭，

池底鋪卵石，營造一個類似天然的沼澤。

生態村的中間有一條排水溝，做了 6段

截流，截流的目的，除了可減緩水流的速

度，並能讓一些有機物質沉澱，形成一個

自然的食物鏈，步道僅鋪設石板，減少水

泥的用量，讓雨水可以直接滲透地下。

「現在有青蛙嗎？」我好奇地問許先

生，看到生態池內清波盈漫、水草茂盛，

但就是不見小蝌蚪。

「有！」許先生頗有自信地回我。

「來，我帶你找青蛙。」現在可是大白

▲ 即使是校園內擋土牆的排水孔裡，也隨處可見蛙類的棲
息。

▲ 這棵看起來枝葉稀疏的樹木就是國寶級的保育植物鐘萼
木，它在臺灣僅瑞芳山區有零星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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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呢，我有些難以置信，但許先生已經走

在前面，我緊跟著他，想不到許先生竟然

就在校園擋土牆上的一個個排水孔裡找起

蛙來，那些如拳頭大的孔洞陰暗潮濕，許

先生用手電筒一個個找尋著。「這裡有一

隻⋯」許先生大聲叫我，我趕緊靠上前，

果不其然，透過電筒的亮光，只見一隻身

體褐色的蛙就躲在最裡面，也許受到光的

驚嚇，蛙開始往裡面鑽，我趕緊拿起相機

拍。「這裡還有⋯」循著許先生的指路，

又有好幾隻躲在排水孔內的青蛙現形，看

我拍得起勁，許先生說，他常帶著學生來

看，還會輕輕抓住它們讓小朋友摸摸看，

因為只有讓小朋友親手摸過體驗過，才不

會排斥這些總是躲在暗處的小精靈，也才

會愛護它們，不破壞它們的生活環境，這

就是結合情境和環境教育的「境教」。

許先生說校園內總共發現過 10幾種

蛙類，不過現在出現比較多的是褐樹蛙，

它的體色會隨著環境而變化。

哇，想不到許先生竟是尋蛙高手。

聽許先生說第二生態村更大，就在操

場的後方，那裡還有全臺唯一的樹蛙造型

的司令台。果然，操場司令台上趴著一隻

翠綠色的台北樹蛙。聽張校長說瑞柑國小

也有三寶，就是青蛙、蝴蝶和螢火蟲，而

▲  瑞柑國小樹蛙造型的司令台也是全臺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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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舍旁這兩個巨大的蓄水池就是將山上的水源和雨水收集，就足以供
應全校灌溉之用。

▲ 校園建築的各個屋頂角落都可見這種粗大的
集水管，以收集雨水。

▲ 校園操場後方即是瑞芳山系，是基隆河谷跟海岸的分水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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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早在 1998年瑞柑國小生態村第一期工

程完工後的 2個月，生態村的竹節筒裡就

發現了台北樹蛙的卵泡。難怪外界說瑞柑

國小是青蛙國小，果然名副其實。

第二生態村較之第一生態村，面積更

廣，蓄水量也是第一生態村的 5倍，張校

長口中的「工程課程化」在這裡獲得了落

實，生態池有一項很重要的環節是要做好

防水，由於生態池是以黏土層做為防水層，

所以需要週期性的踩踏，以避免黏土層乾

裂，於是學校就教導小朋友模仿過去「牛

踏水巡田」的方式，用雙腳踩踏生態池，

小朋友對踩泥巴可是趨之若鶩，生態池經

反覆踩踏後蓄水的功能得以完備，水源才

能夠積聚起來。除了建構生態池，還有國

內企業贊助的護林為目的的綠拇指園地也

在這裡。

操場旁有一條石階步道，由此可登

龍潭山，上行不遠就是瑞濱古道的入口。

這條步道兩側的林相多為相思樹和八芝蘭

竹，還有一種生津止渴可食用的酸藤，是

早期原住民食用鹽的替代品。特別值得一

提的是世界僅一科一種的保育類樹木鐘萼

木，在臺灣僅瑞芳山區有零星分布，沒想

到步道口即有一棵，樹高出類拔萃，經許

先生的指點，使我有幸得見這極其珍貴的

國寶級樹種。

實地走訪才發現，瑞柑國小生態村的

構建並不如我們所想的只要一期工程或幾

期工程完工使用就一勞永逸了，用張校長

的話說，生態村只有開工日期，沒有完工

日期。因為生態村的設計理念，只是對於

野生動物棲息習慣的實驗假設，等主體工

程完工以後，觀察野生動物是否進來棲息、

覓食、繁殖，才是對生態村成效的最大考

驗，所以進行生態調查是必要的工作。於

是張校長花了 10餘年的時間進行校園生

態調查，他發現這裡棲息的野生動物種類

繁多，其中尤以青蛙、蝴蝶和螢火蟲這 3

種野生物種在校園的種類、數量最多，於

是提出「瑞柑三寶」的說法，而每年 4、5

月的賞螢季更是盛況空前，張校長說，只

要入夜，山前山後都是滿天星。

▲ 學校教導小朋友模仿過去「牛踏水巡田」的方式，以雙腳
踩踏生態池的黏土層，來防止生態池的蓄水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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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賓和對新生進行生態解說。

訪談中，張校長特別引用了「黑猩猩

媽媽」珍古德 (Dame Jane Goodall) 博

士的一句話：「唯有了解，才會關心，唯

有關心，才會採取行動，唯有行動，生命

才有希望。」他說這是為生態教育做得最

好的註腳，因為生態教育不但是最好的人

文教育，也是最好的情感教育，生態教育

可以讓我們有機會和孩子一起向大自然學

習，一起感動，也一起成長。

除了生態調查，生態教育才是生態村

的靈魂工作。張校長說，學生是未來社區

的主人，所以要讓學生從小了解他們成長

的地方，將來才能夠永續經營他們所居住

的生態環境。學校為此設計了一系列的生

態教育課程，例如藉助生態學習單讓學生

學習與校園生態對話，而生態學習護照則

是對學生學習成果的認證和檢視，同學們

經過從「生態小學士」、「生態小碩士」

到「生態小博士」的層層考驗，就具有了

擔綱起校園生態解說員的本領，負責接待

▲ 校園操場的圍牆上爬滿了風藤、爬牆虎，使得校園環境與周遭山林融為一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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