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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低) 
教師：陳淨 

課程說明： 

低年級的自然課會由兩個軸線進行，一個是課程活動，透過一些活動的設計認識自然的部分概念。另

一個軸線則是遊戲，大自然的哪些東西能做成玩具或拿來遊戲？也許我們會在散步時發現能變成遊戲

的動植物。  

課程目標：能透過活動認識自然生態、享受在自然裡的時光、認識種籽附近的生態 

上課時數：每週兩堂 

課程對象：喜歡自然或對自然有好奇的低年級孩子 

課程方式： 

散步課－ 在種籽週邊散步進行自然觀察和探索，陳淨可能會告訴你她小時候喜歡玩的蟲，或是她知

道哪些蟲的故事，哪些植物可以做成玩具，哪些玩植物可以吃…！ 

觀察練習曲－ 有一些活動的設計，和一些任務進行。像是摸一摸各種材質的巢穴，看一看葉子找到

它的樹，試試看哪些果時會漂浮，找找看步道上有哪些東西是真的…… 

影片/投影片討論－ 關於環境議題的討論與分享，從環境面臨議題回歸到生活－我們可以怎麼做、哪

些選擇會影響環境。 

課程內容：散步課和觀察練習曲，原則上會穿插，但也會依天氣狀態而調整。 

課程 

方式 

主題 課程內容 

觀 

察 

練 

習 

曲 

大自然 

建築師 

有許多動物都是厲害的建築師，我們來看看各種動物的巢穴，發現

其中的奧妙。 

大樹的 

名片 

認識植物構造與功能，從觀察葉子和構造，到整株植物的關係。 

種子的 

旅行 

有哪些果實、種子在生活中被應用，他們又可以如何旅行？旅行到

多遠的地方呢？ 

偽裝步道 自然觀察的綜合練習，找一找在範圍內，有哪些是假的、哪些是本

來屬於大自然的。 

影片/投

影片 

餐桌上的

氣候變遷 

我們餐桌上的食物來自然，可是真的知道它來自哪裡嗎？在世界上

我們浪費多少食物呢？ 

水資源 世界上有哪些國家缺水，台灣缺水嗎？生活中該如何節水？ 

作業說明：期末分享，每個人用 3-5分鐘介紹一種動物或植物，不限區域，方式不限，可以是影片、

畫畫、照片、文字…都可以。 

課程準備：1.自備文具（鉛筆、橡皮擦）每人一個Ｌ夾，裝課堂資料 / 2.散步課可帶放大鏡、望遠

鏡 / 3.若有自己的防蚊、防曬用品可自備 

評    量：課堂參與情形、期末分享、團體中的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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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中            教師: 緯毅 

課程說明：在自然裡，有山有溪流還有海。這些地方不僅本身就很美令人想踏入其中探索及玩耍，同

時也是許許多多野生動植物的家。且這些自然環境的存在與變化和我們的生活也有許多關聯性的。 

          讓孩子們認識自然生態及野生動植物的生活方式，了解許多野生動植物對食物和居住地都

有特別的偏好。介紹各類國家公園、保護區的設置的重要性，及和孩子們分享如何在日常生活中也可

對資源永續盡一份力量。 

課程目標：1.體驗自然生態的樂趣 

          2.認識環境資源永續 

          3.在生活中實踐資源永續  

上課時數：每週 2堂 

課程對象：中年級對自然有興趣並能在課堂中學習、合作的小朋友，每班以 16個為限。 

教    材：教師自編教材、自然生態相關影片及校園內就地取材 

上課方式： 

室內聽課： 

認識動物 鳥類、哺乳類、兩棲爬蟲和昆蟲的介紹。 

動物的社會行為 擇偶、溝通和分工。 

不同物種在自然中 

扮演的角色 

利用不同動物的需求選擇和食物網的金字塔結 

構，分享生物多樣性的概念。 

生物對居住地及 

食物挑選的專一性 

探討生物多樣性及棲地多樣性，再帶入保護區 

設置的理念。 

寵物飼養 飼養寵物前的心態及觀念建立、被棄養的寵物 

在外所面臨的生存壓力、認識非原生物種，在 

野外對原生動物的競爭及威脅。 

自然環境保護的 

規範訂定 

認識國家公園及自然保護區的設置 

在生活中實踐資源 

永續 

分享在生活中如何減塑、消費選擇、節能行為 

和淨灘(山、溪)，維護大家的環境。 

戶外觀察：溪邊及自然步道觀察野生動物 

過夜課：模擬在山上的生活，必須自己搭帳篷，自己生火烤肉準備晚餐。晚上到自然步道及生態池觀察

夜間生態。 

評    量: 觀察孩子的上課態度和投入，給予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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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高         教師: 緯毅 

課程說明：在自然裡，有山有溪流還有海。這些地方不僅本身就很美令人想踏入其中探索及玩耍，同

時也是許許多多野生動植物的家。且這些自然環境的存在與變化和我們的生活也有許多關聯性的。 

          讓孩子們認識自然生態及野生動植物的生活方式，了解自然棲地對生物們的重要性。再介

紹環境永續經營的觀念，讓孩子們可以將維護自然環境，在生活中實踐。 

課程目標：1.體驗自然生態的樂趣 

         2.認識環境永續經營 

         3.在生活中實踐資源永續概念  

上課時數：每週 2堂 

課程對象：高年級對自然有興趣並能在課堂中學習、合作的小朋友，每班以 16個為限。 

教    材：教師自編教材、自然生態相關影片及校園內就地取材 

上課方式： 

室內聽課： 

認識動物 鳥類、哺乳類、兩棲爬蟲和昆蟲的介紹。 

動物的社會行為 擇偶、溝通和分工。 

不同物種在自然中 

扮演的角色 

利用不同動物的需求選擇和食物網的金字塔結 

構，分享生物多樣性的概念。 

生物對居住地及 

食物挑選的專一性 

探討生物多樣性及棲地多樣性，再帶入保護區 

設置的理念。 

寵物飼養 飼養寵物前的心態及觀念建立、被棄養的寵物 

在外所面臨的生存壓力、認識非原生物種，在 

野外對原生動物的競爭及威脅。 

環境開發的思考 分享及討論環境開發對人們帶來的好處，以及 

可能帶來的衝擊。 

在生活中實踐資源 

永續 

分享在生活中如何減塑、消費選擇、節能行為 

和淨灘(山、溪)，維護大家的環境。 

戶外觀察：溪邊及自然步道觀察野生動物 

教學影片欣賞：法國電影蝴蝶 

過夜課：模擬在山上的生活，必須自己搭帳篷，自己生火烤肉準備晚餐。晚上到自然步道及生態池觀察

夜間生態。 

評    量: 觀察孩子的上課態度和投入，給予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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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一、探索二 
教師：杜沛奇 

 

課程說明：故事與討論、遊戲、製作、實驗，來體驗自然科學的趣味與驚奇。 

 

．實際上課內容可能隨各類因素作調整。 

 

周數 預定內容 

1 課程說明。（前兩周為試上周） 

撥離劑的作用：飄在水面上的圖畫。 

2 材質體驗：製作麵粉捏捏氣球、棉花捏捏氣球。 

3 確認上課名單。 

鹽水溶液比重實驗：製作彩虹吸管。 

4 空氣阻力：降落傘製作。 

5 硝酸鉀燃燒實驗：隱形墨水。 

6 探索一放假。探索二：燃燒與二氧化碳：隔空點火、隔空滅火。 

7 慣性定律：消防水箱車的秘密。掉入水杯的黏土球。 

8 力與平衡：疊石拱、平衡鳥。 

9 金門校外教學。 

10 探索二放假。探索一：燃燒與二氧化碳：隔空點火、隔空滅火。 

11 力與結構：同材質不同結構的極限承重測試。 

12 聲音與共振：摩擦酒杯邊緣玩發聲與共振。 

13 角動量：製作「特技轉盤」轉轉轉。 

14 重心與平衡：自動平衡的硬幣與鉛筆。 

15 聲音與頻率：橡皮筋樂器製作。 

16 擺：圈狀擺（Looping Pendulum）的實驗與製作。 

17 螺旋槳：製作吸管竹蜻蜓與自由落體螺旋槳。 

18 靜電：靜電瓶與跳躍鋁箔球遊戲。 

19 課程回顧。 

空氣的對流：上升氣流動力螺旋。 

 

評  量：課堂參與情況。 



44 

 

探索中 

教師：杜沛奇 

 

課程說明：1.科學原理與科技發展。 

          2.各領域的探險故事。 

 

．修課名額 16位。人數超過時，將以試上周的作業回饋作為錄取依據。 

．實際上課內容可能隨各類因素作調整。 

 

 

周數 預定內容 

1 課程說明。（前兩周為試上周） 

擺：傅科擺沙畫、傅科擺水彩畫。 

2 極地：薛克頓的南極求生 700 天。約翰‧富蘭克林的北極探險。 

3 確認上課名單。 

磁力：自製指北針。磁性異形流體製作、磁流體遊戲。 

4 航海：從航海探險到大航海時代。 

5 反作用力：自製蒸氣動力船。 

6 登山：從畏懼高山，到迷戀登山。 

7 氣壓：馬德堡半球與大氣壓力實驗。瓶中造雲。 

8 洞穴：地底與洞穴探險。 

9 金門校外教學。 

10 熱空氣膨脹：放天燈。（會設法回收） 

11 天空：從熱氣球航行到鮑姆加特納的超音速太空跳傘。 

12 空氣力學：噴射飛天水火箭。 

13 太空：登陸月球與太空探索。 

14 燃燒與二氧化碳：隔空點火、隔空滅火、方糖燃燒實驗。 

15 火山：火山觀測與海底火山。 

16 化學反應與催化劑：大象牙膏。 

17 海底：從威廉‧畢比與巴頓的深海潛水鋼球海底，到詹姆斯卡麥隆的

深海挑戰者號單人座潛水艇。 

18 溫度與熱：自製溫度計。 

19 課程回顧與自我評量。 

 

評  量：課堂參與情況、自我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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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高 

教師：杜沛奇 

 

課程說明：1.從心理學角度出發的人我探索之旅。 

          2.科學、科技的發展與人類文明。 

 

．修課名額 16位。人數超過時，將以試上周的作業回饋作為錄取依據。 

．實際上課內容可能隨各類因素作調整。 

 

周數 預定內容 

1 課程說明。（前兩周為試上周） 

右手、左手——對稱與不對稱的世界：活在右利大環境中的左利手。 

2 放假。 

3 確認上課名單。 

影響人類的重大發明：斜面、槓桿、輪子。  

4 行為藝術家的生活實驗：謝德慶的整年計畫。 

5 影響人類的重大發明：建築與居所。 

6 放假。 

7 情緒與動機。記憶幻境：虛假記憶的實驗。 

8 影響人類的重大發明：船舶與飛行機器。 

9 金門校外教學。 

10 移居生活：人類的遷徙。 

11 影響人類的重大發明：造紙與印刷術。 

12 依附與童年經驗：Harry Harlow 的恆河猴實驗。 

13 影響人類的重大發明：生火與熟食。 

14 成癮的科學：老鼠樂園——藥物成癮實驗。 

15 影響人類的重大發明：馬桶與青黴素、公共衛生系統與傳染病防治。 

16 各國監獄生活、監獄博物館、葡萄牙毒品除罪化成果。 

17 放假。 

18 影響人類的重大發明：馴化植物與大型動物、發展組織、研發新武器。 

19 課程回顧與自我評量。 

 

評  量：課堂參與情況、自我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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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活課 (中) 
教師：陳淨 

 
課程說明： 

山活課的畫面是在山谷裡生活或是孩子在山谷裡幹活的樣貌。種籽有得天獨厚的自然環境，這樣的環

境是最佳學習場域、生活環境、遊戲場域，同時也充滿危險與限制。也因著在這樣的自然環境中，山

活課會比較貼近自然的運轉，進行一些勞動或手工，有生活感的工作，也會有一些空白的時間，利用

自然素材與環境對話。 

山活課由三個面向組成：自然環境，我們工作的場域會在自然環境中，可能會利用植物的特性進行工

作，或是會看到動物在環境中的變化；季節，接下來遇到的季節會是夏末及秋天，在這個季節裡適合

的水果或其他植物、遇到的節慶有中秋節、冬至，天氣漸冷之後會有火的元素進入；生活，在山活課

中我們會有一些勞動，也許也會有一些來自大自然的收穫，會找一些可以吃、可以玩的植物。 

 

課程目標：能運用、享受種籽周邊的自然資源 

 

對    象：願意投入參與，並且願意遵守課堂規則的三、四年級學生，最多 20人。 

＊因為部分課程會使用較危險工具，如：鋸子、刀，如果無法遵守課堂規則，陳淨會請你離開課堂，

做其他的選擇。 

 

課程方式：勞動幹活去！ 動動手，動動腳，會流汗，會泡水。 

上課時數：每週兩堂課 

課程內容： 

 自然環境－ 

大草原、杉木林、自然步道、溪流、雨中活動、生火 

 季節－ 

整地、耕種作物、野薑花、昆蟲、香草、野菜、火、柑橘、竹子、果實、藤蔓、染料植物 

 生活－ 

烤食、蓋基地小屋、橘燈、炒野菜、自製酵素、揉麵團、湯圓、植物染 

 

課程準備：有山活課的那天，可以穿不怕髒的衣服，並準備一套衣物下課後可替換。 

 

評    量：課堂參與情況、與自然的互動情況，由教師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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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說故事中高                                         授課老師：凌永 

課程說明： 

拍照，對於我來說就是一種與自己在一起的機會，而這個經驗是如此的美妙與充滿的驚奇！從拿起相

機胡亂拍，紀錄生活中的點點滴滴，到現在無論有沒有拿著相機，都會想捕捉著生命中那些精彩的光

影變化…攝影已經成為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部份了！ 

除了自己拍之外，我也喜歡看各類型的照片，因為每張照片的背後，那光影的瞬間，所藏著的故事，

更是深深地吸引著我。 

讓拍照不僅僅只是得到相片而已，更重要得是在按下快門的瞬間，保留住那個時刻的感覺！無論是在

三天、一個月、一年或更久，再次看到那些相片時，就像一把把鑰匙，能打開一箱箱屬於自己的回憶

寶盒… 

 

這學期，我們要用影像來說故事…要說什麼呢？ 

可能是一段回憶、可能是昆蟲、可能種籽角落、可能是朋友、可能魔幻奇想… 

影像就是一把鑰匙，而你就成為那打造寶箱的精靈， 

你的箱子裡會有什麼？只有當打開的時候會才知道！ 

 

課程時數：每週二堂（80 分鐘） 

 

課程目標： 

1、實際相機基本操作，主要是單拍、連拍、錄影以及基本調整。 

2、練習觀察與紀錄---例如：把看到的，嘗試用不同的角度拍下來。 

3、影像說故事賞析---例如：電影、動畫、繪本、裝置、照片集… 

4、影像說故事手法---例如：特寫、場景、關係、象徵、轉場… 

5、將影像變成故事---例如：單格動畫、影像連播、影片剪輯、聲音配樂… 

 

參與夥伴：對於相機與電腦操作有基礎，還是個想說故事的人，且願意分享的孩子們 

（因為使用電腦有限，人數以 10 人為限，人數多可能會抽籤。） 

 

預計課程內容有： 

1、影格的故事接龍---看著一張張照片，拼湊出屬於我們的故事。 

2、拍照的基礎認識---光線、顏色、主體、背景… 

3、我的動畫 DIY---拍下一格一格的照片，製作簡易動畫。 

4、影像故事閱讀---照片故事、電影、動畫、繪本… 

5、認識影像軟體---影像剪輯、輪播、動畫軟體。 

 

預計課程作業有： 

1、21 天影像紀錄---先拍再說！尋找每日生活中的經典畫面…分享紀錄 

2、「看」的練習本---由遠而近、由高而低、由上而下，練習各種角度的看…分享討論 

3、動畫小作品---用連續拍攝的手法，製作出一個動態的影片。 

 

注意事項：參與課程的孩子，需要準備一台簡單的數位相機、一個隨身碟（4G 以上）。若有簡易型腳

架會更好。若手邊沒有相機，想上這堂課的孩子，怪獸可以借你相機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