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系友會

2016年10月22 ~ 23日

秋季南部地區地理實察活動記實1

75級 郭秋美 撰
(N5級值星年總召)



10/22報到相見歡

特製報到手牌
(75級郭秋美 75級余琪蕙 70級高麗珍)

台南火車站集合的學員全數到齊要出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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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站:玉井玉豐大橋

牛魔角

曾文溪

龜丹溪與曾文溪會合處
橋上展望良好
西北處可見西烏山嶺山脈
被曾文溪侵蝕的凹岸陡坡
形成兩支「牛魔角」
矗立在曾文溪岸

75級學長楊宏裕擔任曾文溪流域中下游實察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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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站:大匏崙—前進1

崁下寮層(泥岩)

在雨蝕後呈現惡地景觀

颱風過後
路徑崩壞

台南大地震後
泥岩變成避免土壤液化的優選「地基填土」
挖掘後的窪地成了沉砂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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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站:大匏崙—前進2

沿途認識植物

叢生並覆蓋陡坡的台灣蘆竹

田根仔草

喜歡鹽澤濕地的
蘆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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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站:大匏崙—前進3

謝謝71級鄭應民學長開路
排除障礙

大家要穿越雨溝
才能抵達大匏崙的
曾文溪河谷
艱辛而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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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站:大匏崙—曾文溪曲流
站在原為嗚頭溪(曾文溪支流)沖積扇扇端的地方
因為它阻擋曾文溪的水流 導致曾文溪向圖右轉向
使原來的凸岸被侵蝕成凹岸

原來的凸岸被侵蝕成凹岸

曾文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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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站:大匏崙—曾文溪曲流

地質由西而東分別為Ls:六雙層(砂岩夾頁岩) 、 Ec:二重溪層(頁岩夾砂岩) 、Kh:崁下寮層(泥岩)

河床上的堆積物有砂岩和泥岩塊
（75級袁靜娟和在母系修課的兒子許仁瑋)

到處都可見到砂岩中的化石（ 90乙徐銘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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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攝日期105.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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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站:玉井冰島—大啖在地芒果冰

共享芒果冰(嘿嘿~我們今天才剛認識~)
(75級郭秋美和95碩陳曉玲)

來不及吃完帶著走
(75級許紫卉和親友同事呂旻軒)

75級余琪蕙,78級蘇玉琴, 82甲江美瑤,75級黃錦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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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站:寮仔廍的舊曾文溪岸橫堤

現在的曾文溪堤防

這片堤防外的菱角田
就是曾文溪舊河道
的一部分

橫堤

昔日當地人建築與河道垂直的土堤
(即橫堤)稱為「水箭」
用以減緩凹坡被水流沖蝕

凹坡的河階上是寮仔廍
又被稱為崁頂庄
大榕樹多被做為鎮水止煞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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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站:麻豆區安業--與曾文溪垂直的橫堤

安業村莊通到曾文溪堤防的小路
剛好呈現與堤防垂直
且與堤防同高並延伸到堤防內

橫堤

現在的曾文溪堤防
橫堤

現在的曾文溪堤防

橫堤延伸到堤防內的終點是一棵大榕樹
樹下有鎮水的迷你小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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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站:西港區檨仔林-河道及聚落變遷

曾文溪古河道1823年前
流向馬沙溝

附近下營一帶的人，其口中的「溪底」
是指後營大排這小溪旁的土地，
而不是指現在的曾文溪的河谷

參考古地圖
與實地比對河道
及檨仔林聚落的變遷

曾文溪堤防上

(71級鄭應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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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站:西港區劉厝—古墓埋積與曾文溪的氾濫

「青瞑蛇」曾文溪附近的劉
厝，每經一次水患，就會埋
積一層土砂，三百年竟埋了
近四公尺。來到劉厝的古墓
現場，當更能體會何謂「古
尼羅河氾濫淤積」，當更能
體會曾文溪兩側居民走溪流、
避大水的辛酸。

開基始祖
劉登魁古墓

劉陳孝淑孺人古墓

地平面

4公尺
明治37年為底圖的小地名
可看到河道旁廢庄
和洪水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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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站:七股區黑面琵鷺賞鳥亭

排隊用高倍望遠鏡
觀看到二大群黑面琵鷺

志工周先生
提供高倍望遠鏡
也為我們展示
「白面琵鷺」的
珍貴影像

黑面琵鷺棲地
往頂山和茄萣濕地擴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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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站:曾文溪出海口海岸侵蝕_1

夕陽下爬上曾文溪口的西堤

頂頭額沙洲

曾文溪出海口

海岸結構性工程

堤防
消波塊

短突堤

離岸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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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站:曾文溪出海口海岸侵蝕_2

緩降型堤防

楊宏裕老師為大家解說曾文溪口海岸侵蝕原因及防護設施改善的思考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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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站:七股紅風車餐廳晚餐_1

召開走動式系友會南部會員大會
(由最左依順時針方向為
75級楊宏裕、61級鄭勝華、104碩溫文君、99乙江紹瑜、
75級許紫卉、余琪蕙、黃錦楣、袁靜娟、郭秋美、 90乙徐銘鴻)

理事長61級鄭勝華說明討論提案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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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站:七股紅風車餐廳晚餐_2

由最左依順時針方向
藍衣為99乙賴育政、97甲劉欣怡、呂旻軒(75級許紫卉親友)、101乙郭秉鑫、102甲朱家君、102甲王慈妤、95碩陳曉玲、
75黃玉鳳、107乙林亮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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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站:七股紅風車餐廳晚餐_3

由最左依順時針方向
71級鄭應民、許仁瑋(75級袁靜娟兒子)、78級蘇玉琴、82甲江美瑤、沈美蓮(75級楊裕太太)、96乙林雲理、96乙張維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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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站:七股紅風車餐廳晚餐_4

由最左依順時針方向
76級周麗卿、 76級謝杏子、89楊靜如、 89乙林佩儀、 92賴鳳霙、 89甲史蕙萍、87乙曾鈺真、 87乙劉品亨、 91甲蔡幸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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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站:七股紅風車餐廳晚餐_422

這是媽祖與財神爺
圖案的毛巾
(請裝入網袋洗滌，以免勾紗）

贈送考察團中
已入會當志工的系友會員禮物

贈送考察團的系友禮物



第十一站:住宿高師大燕巢校區文萃樓

資深學長姐優先的二房共用一廳
舒適住宿環境(78級蘇玉琴、75級余琪蕙)

在交誼廳繼續做系友服務志工的
超資深學姐61級鄭勝華理事長

正在填寫系友會員申請表的學妹
(91甲蔡幸蓁、 92賴鳳霙、 89甲史蕙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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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高雄師範大學校長
69級吳連賞學長批示優惠申請住宿文萃樓



10/23早安--高師大燕巢校區文萃樓早餐

謝老師(75級郭秋美的先生)

擔任宅急便
專程買來岡山有名的小洞天酥餅

謝老師分享他自己烘焙的咖啡
暖心香氣四溢

75級黃玉鳳
由宜蘭帶來奕順軒大餅分享

24



2016年10月23日臺師大地理系系友會秋季南部地理實察(高師大燕巢校區文萃樓前合影留念)

後排左起:75級楊宏裕、107乙林亮辰、96乙張維玲、96乙林雲理、101乙郭秉鑫、 90乙徐銘鴻、95碩陳曉玲、76級周麗卿
中排左起:75黃玉鳳、99乙賴育政、99乙江紹瑜、104碩溫文君、92賴鳳霙、91甲蔡幸蓁、75級袁靜娟、86級鄭秀蘭、75級黃錦楣
前 排:較前二位左起102甲朱家君、102甲王慈妤

較後左起82甲江美瑤、呂旻軒(75級許紫卉親友)、97甲劉欣怡、75級許紫卉、87乙曾鈺真、89甲史蕙萍、 87乙劉品亨、
75級余琪蕙、78級蘇玉琴、61級鄭勝華、75級郭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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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站:自由行的烏山頂泥火山地景自然保留區

噴泥錐

噴泥盾
噴泥池

早餐後健行半小時
到烏山頂泥火山地自然保留區已是滿身大汗
南部陽光炙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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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3相見歡—大樹鳳梨鄉的文史之旅開始了

歡迎林美瑛老師(大樹文史協會及瓦窯文化協會講師)

並於車上實施有獎徵答

獎品:由大樹眺望中央山脈的景觀標示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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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站:曹公圳頭

鳳山地區最重要的水利設施曹公圳(五孔水門入水口)引用高屏溪水

曹公圳碑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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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站:舊鐵橋濕地教育園區_1舊鐵橋的空中步道

體驗屏東舊鐵橋的空中步道
認識臺灣總督府鐵道部技師
飯田豐二於1913年監造完成的
「下淡水溪鐵橋」
當時被譽為東洋第一長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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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站:舊鐵橋濕地教育園區_2創新的三和瓦窯

參觀三和瓦窯
室外展示的各種磚瓦產品
及其用途或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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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三和瓦窯文創區

講師林美瑛示範
利用磚吸水易乾的特性
製成可反覆練習書法
而不浪費紙張的「惜字磚」

磚瓦或可變成小積木、餐墊等實用物品

第三站:舊鐵橋濕地教育園區_2創新的三和瓦窯31



第三站:舊鐵橋濕地教育園區_2創新的三和瓦窯

大樹區由於土質因素，過去為臺灣主要的瓦窯集中地
現在僅存三和瓦窯的三座仍在運作。
目前三和瓦窯除繼續生產傳統磚瓦供古蹟修復使用外
也有生產文創產品。

互動教育區提供磚塊小積木
及馬背模型解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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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站:舊鐵橋濕地教育園區_3人工濕地

走覽人工濕地、淨水池及舊鐵橋小人國

舊鐵橋小人國島上的曹公圳頭模型

濕地分為A、B兩系統，A 系統設置A1~A6 
計6 池，B 系統設置B1~B7 計有7 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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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站:龍目社區_1鳳梨之鄉的社區總體營造

躺在鳳梨田中的鳳梨苗株

大樹兩大農作物荔枝(後)和鳳梨(前)
發展休閒農業供餐和休憩的社區設施

34



第四站:龍目社區_2鳳梨豆醬DIY

社區利用廟宇的廂房做活動場地
社區媽媽大芬教導學員製作鳳梨豆醬

等上二個月等到鳳梨豆醬熟成時
再度回味我們共聚的好滋味

超資深學姊61級鄭勝華贈送學員鳳梨豆醬DIY課程

材料

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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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站:龍目社區_2享用農民便當

由社區媽媽煮的農民便當
簡單又好吃
環保又健康

配上在地特產的鳳梨冰茶
享受在地好食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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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站:龍目社區_３享用「龍喉水」泉水

大樹的泉水十分有名
中華豆花或永豐餘紙廠
皆因泉水區位而設廠在大樹

庄廟龍安宮主殿內的「龍喉水」
其湧泉十分甘甜可口

民間有
「若食大樹水，無肥嘛會美（水）」之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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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站:龍目社區_４龍目井

龍目井

鳳山縣誌：「阿猴林內竹仔寮，為小竹橋、觀音山莊交界，兩井相通，狀似龍目，故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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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站:龍目社區_５龍目國小三和瓦窯磚雕

三和瓦窯在龍目國小牆面裝飾磚雕藝術
包括兩幅作品：廟會與農村曲

磚磚與剪黏呈現大樹兩大農作物荔枝和鳳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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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站:龍目社區_６享用大樹「啞巴冰」

中場休息享用大樹有名的「啞巴冰」

指好吃到說不出話的意思

有鳳梨牛奶葡萄乾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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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站:龍目社區_７龍情蜜意社區公園

大樹龍目社區為高雄市農業局輔導「一日農夫」休閒農業驗成功的範例
為提供更大的活動場地，新設「龍情蜜意」社區公園，
適逢高雄市吉祥物「高通通」戶外展出，學員們開心的和卡哇伊的高通通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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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站：姑婆寮莊家古厝＿１

莊家古庴位大樹區姑山村，大樹丘陵平原中，
面積最大的山頂平原，為「七包三」的三合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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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站：姑婆寮莊家古厝＿２43

門邊下方的猫洞

日治時期推行衛生的「便所」

古厝內常見水的蓄水池兼做消防備用水



第六站:姑山倉庫—分享與話別44

楊靜如系友
購買冰棒贈與團員分享

理事長贈送講師紀念品

團員共食分享高師大校長吳連賞系友
贈送的帕莎蒂娜「吳寶春」大麵包
我們「一人吃一半 感情才不散」啊!



迴響--【小小學妹X師大地理系友會秋季南部考察】45

107級林亮辰發表於105.10.23臉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