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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低                    教師:張瑋庭 

課程說明： 

親愛的寶貝，你好！我是這學期陪伴你接觸大自然的老師，除了一起認識大自然的生物以外，

我們也要彼此認識上「自然低」的小生物們喔，沒錯，你也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呢！ 

觀察大家的時候，說不定你會發現坐在你身邊的同學，跟你有不一樣的觀察和想法，他說出來

的故事讓你覺得精彩又有趣，還讓你想到更多有趣的故事呢！ 

你知道人類跟植物、動物、昆蟲，哪些地方相似、哪些地方不同？每個一年級的小生物，又是

哪些地方相似？哪些地方不同呢？藉由觀察大自然的生態，討論起屬於種籽低年級孩子們的生態。

最後讓孩子們清楚，我們比植物、動物和昆蟲更需要付起責任，守護地球的大自然。套一句蜘蛛人

的名言：能力越強，責任越大！ 

 

上課時數：每週二小時 

課程對象：低年級 

教材與授課方式：主題繪本共讀、生活討論、採集觀察、繪畫手作、微觀世界、圖書館大搜密 

 

本期主題內容： 

 大自然的恩典：種籽位於大自然裡，孩子們也是大自然生物之一，第一堂課要教孩子們跟同學

老師一起探索自然之餘，也要尊重彼此的上課權利。並教孩子們如何使用觀察盒跟生物有近距

離的接觸，但觀察完也要充滿感恩的放生，謝謝這堂課的生物助教，保持尊重大自然的態度。 

 搭配校外教學：搭配每學期的校外教學，介紹當地相關的自然與生物，當你親自走訪，並與課

程介紹的生物相遇時，就會有更深刻的認識，學習也自然而然的存在你心裡。 

 來種籽玩的鳥：朱鸝、繡眼畫眉、灰喉山椒、台灣藍鵲為什麼喜歡種籽呢？你知道冬天有一些

候鳥會從寒冷的地方搬家來台灣嗎？你的家在哪裡？你們家會一直搬家嗎？人為什麼需要搬

家？候鳥又為什麼需要搬家？還有哪些生物會遷徙呢？ 

 保護色 ＆ 偽裝：大自然裡的植物、動物、昆蟲，都有天然的保護色。尋找偽裝高手大賽。並

聊聊孩子在團體中和家庭裡的偽裝方式，誰才是偽裝高手？！ 

 生物的超能力：除了保護色和偽裝外，生物還有哪些超能力？螞蟻的承重力、大象基因裡的記

憶力、走在水上的蜥蜴、會飛的松鼠、破石而出的植物......大家來選出心目中的超能力冠軍吧！ 

 自然界的小寶寶：自然界的小寶寶是怎麼誕生的？家庭組成，一定都有爸爸媽媽嗎？魚和昆蟲

真的生完卵就不管小寶寶了嗎？母螳螂為什麼一邊交配一邊吃了公螳螂呢？人類的家庭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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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個爸爸和一個媽媽嗎？討論孩子們的家庭組成。 

 自然界的依附生存：介紹共生和寄生的植物、昆蟲、動物。共生-彼此是好朋友。寄生-彼此是

你死我活的敵人。大自然的道德上，誰對誰錯？那你和我是好朋友？還是敵人？還是偶爾可以

好朋友、偶爾是敵人？孩子跟爸媽在家庭裡，是寄生？還是共生？討論孩子們在團體中的角色。 

 地底下的生物：冬天是不是沒有昆蟲？不然怎麼都看不到牠們？其實啊，因為冬天太冷、食物

太少，所以很多昆蟲都躲到地底下去囉！撥開落葉、石頭和泥土看一看，這些昆蟲躲在哪裡呢？ 

 人類的環保責任：親愛的孩子們，對小昆蟲和世界上的生物來說，你們也是很厲害的超人！套

一句蜘蛛人的名言：「能力越大，責任就越大！」，所以我們要一起瞭解，該怎麼環保救地球喔！ 

 

歡迎以下特質的孩子選修自然低： 

充滿好奇心、擁有觀察力、富有同情心，願意帶著彼此尊重上課，並且參與團體討論與戶外探索。 

如果覺得自己沒有以上特質，也歡迎充滿學習心，並願意相信瑋庭和同學們的孩子選課 

人數限制： 

人數上限為：16人。歡迎孩子們在前兩週先來試上後，再決定是否要選修。 

 

本學期期末目標： 

藉由這學期學習到的內容，個人或分組繪製出「生物迷宮」，並且願意讓別人試著走你畫的迷宮。 

課程記錄： 

會固定把課程紀錄放在部落格，家長們可以陪著孩子們一同複習

http://blog.xuite.net/narcissus.chang/seedling 

 

期末評量：個人踴躍發表、跟爸媽的分享、瑋庭的期末評量 

 

上課物品： 

1. 請自備生態盒，或者有蓋的透明回收盒當生態盒，像是星巴克杯子、有蓋布丁盒等。 

2. 請自備一本活頁夾（20 頁以上）裝課堂上提供的教材檔案，以及孩子的作品。 

3. 請自備文具用品，色鉛筆、鉛筆、橡皮擦、尺等，上課可以畫畫。 

4. 偶爾會需要回收物品，讓孩子們動手做，會提早告知家長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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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中               教師：劉瑞平 

 

課程說明：種籽的小孩擁有很多種幸福，其中一種就是種籽豐富的自然環境，每日的學校生活裡若

能仔細留意，很容易就收到來自然的各種訊息，校園裡除了我們這些大小人類忙著上

課、玩耍、成長，還有好多昆蟲、動物、植物也忙著過他們的日子，完成他們的生命。

在自然中課程裡，我們會觀察與認識跟我們一起生活在地球上的自然好夥伴，也會好好

了解我們自己的身體，發現我們和自然夥伴們，和整個自然環境之間，密不可分的關係。 

課程目標：1.引發與保持對自然的好奇與興趣。 

     2.運用各種感官去探索自然，在過程中得到樂趣與啟發。 

     3.認識自己(人類)的身體構造與運作方式。 

     4.尊重關心生物的生命以及自己生活的環境。 

上課時數：每週兩堂 

課程對象：中年級對自然有興趣的小孩。 

教    材：自然或生態相關書籍與影片、網路資料、書面資料、教師自編教材 

上課方式：與主題單元有關的觀察或操作、實地踏查、故事分享、遊戲活動、影片欣賞、問題討論。 

課程主題：1.動物：種籽校園以及生活中常見的昆蟲、鳥類、哺乳類、兩棲類、爬蟲類； 

         動物的行為、生態、演化歷史...。 

     2.植物：種籽校園裡以及周圍區域常見的植物；植物的繁衍與生存機制； 

         植物與人的關係；用植物來創作...。 

          3.微生物:認識細胞；認識與人類密切相關的微生物大明星；練習使用顯微 

         鏡。 

          4.自然環境與現象:台灣的氣候與整體自然環境認識；台灣常見的自然現象 

                           或災害；與我們密切相關的地球環境議題。 

          5.人體:認識我們的身體；影響人類身體成長的各種因素；營養、運動與睡 

                 眠；小孩身體常發生的現象與疾病...。 

          6.雲嘉南地區的自然生態:配合這學期的雲嘉南校外教學，我們要來好好認 

                識這個區域的自然環境與生態。 

          7.與大自然一起工作:種植季節性的蔬果或花草；種籽生態池整理維護。           

           以上各主題的細部內容，會依這學期的季節、氣候、環境狀況變化、小孩整 

           體特質等，進行適合的安排與調整。  

評  量：課堂學習參與情形、課堂裡各種可能的作品、與大自然一起工作的態度與 

          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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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一、二 

教師: 詩韻 潔西卡 

課程說明：生活中有很多有趣的現象是怎麼發生的呢？讓我們來做實驗研究吧！從日常生活中找出

常見的原素，發現可以運用的素材，認識並想想發現，力是有規則的嗎？可以預知方向嗎？（物理）﹑

為什麼有些東西不能一起吃呢？加在一起會有什麼變化呢？（化學）和細胞和動物（生物）。 

課程對象：低年級 

授課教師：詩韻 潔西卡 

上課時數：一年級 每個星期 1 次，40分鐘、二年級 每個星期 1次，40分鐘 

課程目標： 

● 對於研究生活中事情的關心和熱情 

● 能夠享受理科實驗的過程 

● 對於生活和理科的連結 

● 建立理科的慨念 

教材：自選 

課程內容和方式： 

探索一二的課堂中可分為兩個部分，1. 實驗、2. 記錄。一個主題我們會用兩個堂課的時間進行，

第一步實際發揮實驗的精神，操作材料器具做實驗，第二步回顧實驗的方法並討論實驗結果。 

主題 學習重點 實驗 

鐵 早餐穀片找鐵 - 營養表的成分真的存在嗎？有什麼方法看得見嗎？ 

壓力 瓶中蛋 - 比瓶口還大的雞蛋有可能進到瓶子裡嗎？ 

天氣 雲 - 雲在天上離我們好遠好遠，有什麼方式可以近看它嗎？ 

溫度 結冰 - 冰點是麼呢？什麼能夠讓溫度下降，讓融化的冰又變冰呢？ 

密度 熔岩燈 - 漂亮又神秘的熔岩燈，不同的顏色，為什麼不會融在一起呢？ 

力 彈力和移動距離 - 要用多少的力氣能夠讓輪子滾動到最遠呢？ 

評量：實驗記錄表，課程參與狀況。 

實驗室的安全規則：  能夠遵守實驗的安全引導 

能夠遵守實驗材料不食用 

能夠遵守實驗器材的使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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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中 

教師: 詩韻 潔西卡 

課程說明：生活中有很多有趣的現象是怎麼發生的呢？讓我們來做實驗研究吧！從日常生活中找出

常見的原素，發現可以運用的素材，認識什麼會是物理呢？化學和生物又是什麼呢？。透過實驗，

學習找到方式，了解背後的理科原理。 

課程對象：中年級 

授課教師：詩韻 潔西卡 

上課時數：每個星期 1次，80 分鐘 

課程目標： 

● 對於研究生活中事情的關心和熱情 

● 能夠享受理科實驗的過程 

● 對於生活和理科的連結 

● 建立理科的慨念 

● 能夠發現問題並討論問題 

教材：自選 

課程內容和方式： 

探索中的課堂中可分為兩個部分，1. 實驗、2. 記錄。已經是中年級的我們，一個主題我們會用兩

個堂課的時間進行，第一步除了實際發揮實驗的精神，操作材料器具做實驗，我們還需要想想能夠

有什麼改變（實驗組和對照組、重複統計）？第二步回顧實驗的方法並討論做了改變的實驗會如何

影響結果。 

主題 學習重點 實驗 

光 - 性質 日光相片、收集太陽光 - 太陽光能夠做什麼呢？ 

光 - 熱能量 能量和顏色 - 不一樣的顏色能夠吸收的能量不同，是真的嗎？ 

力 彈力和移動距離 - 要用多少的力氣能夠讓輪子滾動到最遠呢？是可以計算的嗎？ 

植物 彩色花 - 花需要澆水，如果我們使用了不同顏色的水呢？花會怎麼樣呢？ 

結晶 糖、鹽 - 結晶是怎麼產生的呢？ 

天氣觀察 人造雲霧雨 - 雲是怎麼產生的呢？可以用人造的方式嗎？ 

評量：實驗記錄表，課程參與狀況。 

 

實驗室的安全規則：  能夠遵守實驗的安全引導 

能夠遵守實驗材料不食用 

能夠遵守實驗器材的使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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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高 

教師: 詩韻 潔西卡 

課程說明：生活中許多現象是怎麼發生的呢？背後可能的原理是什麼呢？讓我們來做實驗研究吧！

從日常生活中找出原素，發現可以運用的素材，認識物理﹑化學和生物。實驗從建構實驗目標開始，

計畫如何實驗，步驟安排，實際操作，最後觀察和收集結果。 

課程對象：高年級 

授課教師：詩韻 潔西卡 

上課時數：每個星期 1次，80 分鐘 

課程目標： 

● 對於研究生活中事情的關心和熱情 

● 能夠享受理科實驗的過程 

● 對於生活和理科的連結 

● 建立理科的慨念 

● 能夠主動發現討論問題並研究問題 

教材：自選 

課程內容和方式： 

探索高的課堂中可分為兩個部分，1. 實驗、2. 記錄。高年級的課程中，一個主題我們會用兩個堂

課的時間進行，第一步在引導下，找出可實驗的方法（計畫實驗方式）並作出可能結果（假設），

實際發揮實驗的精神，操作材料器具做實驗，想想能夠有什麼改變（實驗組和對照組、重複統

計、...）？第二步回顧實驗的方法並討論做了改變的實驗會如何影響實驗結果，分析並檢討。 

主題 學習重點 實驗 

結晶 糖、鹽 - 結晶是怎麼產生的呢？ 

水的性質 溶液的酸鹼質 - 酸和鹼的代表什麼呢？可能會產生什麼事呢？ 

溶解的運作 水溶解、溶解的限度 -  

力與動 物體移動的規則性 

天氣觀察 人造雲霧雨 

★自由研究★  想一個自己有興趣的主題，想研究的實驗，從收集資料、計畫實驗、觀察結果。 

 

評量：實驗記錄表，自由研究，課程參與狀況。 

實驗室的安全規則：  能夠遵守實驗的安全引導 

能夠遵守實驗材料不食用 

能夠遵守實驗器材的使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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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剪輯(社團) 
教師:侯彥廷 

課程說明: 這門課程以高年級為主，如果未來的畢業製作有做影片的需要，你可以嘗試選擇這一門

課。這門課會跟大家介紹基礎的攝影器材、拍攝方法、剪輯軟體、剪輯秘訣等。 

課程目標: 能獨立完成一支影片。       

上課時數: 每週一堂. 

課程對象: 5-6年級. 

人數上限：6-10人 

上課器材: 請攜帶能攝影的 3c 產品。  

課程內容: 介紹攝影器材、拍攝方法、剪輯軟體、剪輯秘訣 

作    業: 無 

評    量: 無 

其    它: 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