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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種籽小錦囊               教師：黃瑋寧 

 

課程說明: 

寫給剛進種籽的一年級新生（請爸爸媽媽念給小孩聽）： 

 

    每個星期一次，瑋寧會跟你一起說說、聊聊、逛逛、玩玩，弄清楚種籽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陪你熟悉種籽的環境、理解種籽的生活。 

 

這門課是專開給一年級新生的。 

瑋寧知道，對新入學的小孩來說，種籽是個充滿新奇的學校， 

總是有許多事在發生，總是有許多人在互動。 

所以你可能會有好多好多的疑問…… 

大哥哥大姊姊玩的遊戲是什麼？要怎麼玩？ 

什麼叫做報隊？什麼叫做「佔條仔(佔柱子)」？「大白鯊」又要怎麼玩？ 

杉木林安不安全？遇到蜜蜂怎麼辦？學校到底有什麼樣的秘密地方？ 

哪裡，可以跟朋友們一起蓋祕密基地？ 

    法庭到底是什麼？如果被告了，可要怎麼辦？如果被欺負了，要怎麼告人？ 

    校外教學要去哪裡？五天四夜的生活，有沒有什麼擔心？ 

    這些好奇，我們都會在課堂上討論和練習喔! 

 

課程目標： 

1. 進入種籽生活的媒介 

2. 探索校園和週邊環境 

3. 瞭解種籽小孩空堂常玩的遊戲或是進行的活動 

4. 認識並練習校園生活需要遵守的原則 

 

上課時數：星期五上午第三堂，每週一節課 

 

開課對象： 一年級新生 

 

評量方式：對孩子特質及上課概況的觀察與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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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秘密二                教師：黃瑋寧 

課程說明： 

    這堂課專屬種籽二年級，我們可以在這裡，討論種籽校園的各種運作和規則， 

    討論屬於二年級小孩的困擾，討論一年級小孩在種籽生活中遇到的各種疑問。 

 

    我們的身體、心情和日常生活中，其實藏著很多小祕密。 

    這些小秘密，每天每天都跟我們有關係，但是我們卻常常沒有發現他們的存在。 

    比如說： 

    一樣是麵包，為什麼有那麼多種價錢？ 

    為什麼大人這麼擔心吃太多甜食的後果？ 

    為什麼有科學家把打噴嚏的威力和子彈的威力相比？ 

    肚子痛有幾種？拉肚子有幾種？讓自己肚子不要繼續痛下去的方法有幾種？ 

    我們每個人的膚色都一樣嗎？我們的頭髮顏色呢？我的嘴裡，每顆牙齒一樣白嗎？ 

    為什麼每個學期，我們都要量身高和體重呢？我可不可以只長高卻不變重? 

    啊!被美工刀割傷了!怎麼辦?  啊!被燙到了，皮膚起泡了!怎麼辦？ 

    手指頭受傷了可以包紮，但是心受傷了怎麼辦呢？我氣到變成了一隻怪獸，可以怎麼照顧自己？ 

    冰箱為什麼可以讓食物保持新鮮？沒有冰箱的時候，人們怎麼保存食物呢？ 

    為什麼電風扇轉啊轉，我們就會比較涼快？那，冷氣裡面是不是有什麼東西拼命轉，所以更涼？ 

    聽說爸爸媽媽小時候，家裡的電視胖胖的？電視上的卡通一天只會演一次？他們小時候的電話旁

邊有捲捲的線，而且他們還不知道手機是甚麼東西？ 

    為什麼有人說，他身上的衣服是用寶特瓶做的？ 

     

    課程目標與預計單元： 

1. 身體的秘密--認識關於身體和健康的各種原理和照護 

2. 土地的秘密—自然步道、烏來、金門的故事與認識 

3. 發明的秘密—生活中的實用發明(橡膠、冰箱與冷氣、各類型的輔具) 

4. 帶領低年級孩子認識並討論種籽生活的種種 

 

    上課時數：每週一堂 

 

    開課對象：二年級 

 

    教    材：教師自選書籍、影片、自製學習單。 

    評    量： 1.工作的態度與習慣 

           2.探索的動力和方法 

           3.在群體中的收放和自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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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動腦低 

 教師:邱慈育 

課程說明： 

    說到數學你會想到什麼呢？是 1234567？或是+-×÷呢？數學除了數字還有什麼呢？邀請大家和

我們一同來玩各式各樣的數學遊戲。在這裡沒有標準答案，重點是你怎麼思考的呢？  

 

課程目標：透過各式各樣的數學遊戲，培養孩子思考能力。 

上課時數：每週一堂  

課程對象：一、二年級。願意靜下心、面對挑戰的孩子們。 

人數限制：16人。 

教 材：教師自編教材、桌遊。 

預計課程內容：將依孩子上課狀況調整。 

    1.桌遊：格格不入、城市競賽、多米諾骨牌、數字撞磚、撲克牌...等 

2.板遊。 

3.紙上遊戲。 

4.七巧板。 

5.數獨。 

6.闖關遊戲。 

7.......等 

評 量：以課堂觀察為主進行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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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基地低            教師：康舒涵 

 

課程說明：帶著一顆充滿想像力的小腦袋，這堂課，我們來去圖書館冒險吧！打開一本本的繪本故事，

豐富的圖片加上簡短的文字，不管是大朋友還是小朋友，都會忍不住著迷於其中。所以我想邀請所有

喜歡聽故事，喜歡用自己小腦袋瓜，發揮無限想像力的小朋友們，一起來去圖書館創造屬於自己的世

界，過程中我們也會慢慢學到了解自己、關心他人、愛護這個世界等等議題，好多好多的故事正等著

我們一起去探索呢！ 

課程目標：1. 養成仔細聆聽的習慣 

          2. 提升孩子的閱讀力及口語表達能力 

          3. 發揮想像力與創造力 

          4. 能喜歡閱讀課外讀物 

上課時數：每週二堂 

課程對象：一、二年級，喜歡聽故事、看繪本的孩子 

教    材：老師自選教材，以國內外繪本故事為主題 

上課方式：教師導讀、孩子討論、分享，並邀請有興趣的孩子上台說故事 

評    量：1.上課參與、態度 

          2.課堂討論 

          3.群體活動中的互動與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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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妖怪（低） 

教師：蘇柳沬 

課程說明： 

說起日本妖怪，腦袋裡出現了好多個妖怪故事，但是說起台灣妖怪，你認識幾個呢？傳說從中國航行

到台灣的海面上，有妖怪出沒；傳說在高聳的山林裡，有妖怪蹤跡；傳說台灣的湖泊邊，有妖怪現身

領路。有些妖怪幫助人類，有些妖怪則讓你半夜做惡夢！如果你不害怕，歡迎你一起進到台灣妖怪課

堂，看看這座島嶼的異想世界！ 

 

課程目標： 

1. 認識台灣原住民的妖怪傳說 

2. 認識台灣閩客族群的妖怪傳說 

3. 認識台灣習俗 

 

上課時數：每週一節 

 

課程對象：一、二年級，喜歡聽故事、喜歡畫畫的孩子。 

 

教材：《唯妖論》 臺北地方異聞工作室、桌遊《妖怪台灣》 

 

上課方式與內容： 

透過妖怪故事，認識台灣從古至今的鄉土文化，另外我們要把妖怪的各項特色畫在卡片上，做成屬於

自己的一套台灣妖怪卡。 

 

預計這學期會認識的台灣妖怪：日月潭白鹿、海和尚、虎形山老虎、蛇郎君、燈猴、風婆、矮黑人、

艾里里安、金魅、竹蒿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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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語（中） 

教師：蘇柳沬 

課程說明： 

在台灣，有一種語言，跟阿公阿嬤講話時會用到，跟同學講話時很少用到；去菜市場買菜的時候會用

到，可是去大賣場買菜不會用到；八點檔電視劇裡的人會說，可是偶像劇不會說；這個語言，就是台

語。 

上個學期，我們一起認識了一些日常使用的台語，這個學期，我們一樣要一起跟台語變得更親近、更

熟悉，不管你會不會說台語，只要有著一顆，想跟台語更靠近的心，都歡迎你加入台語中的課堂。 

 

課程目標： 

1. 認識一種台灣的語言 

2. 在生活中應用聽與說 

3. 能欣賞用台語創作的影音作品 

4. 從台語作品中認識台灣 

 

上課時數：每週一節 

 

課程對象：三、四年級 

 

教材： 

生活情境對話（問答、介紹、坐公車、情緒表達）、影片（花田少年史、公視台語台）、流行歌曲（滅

火器樂團、李千娜、茄子蛋） 

 

上課方式與內容： 

1. 透過台語影片，感受看看，使用台語的世界，長的是什麼樣子。 

2. 透過台語流行歌曲，欣賞台語的韻味。 

3. 從日常生活中使用台語的情境出發，練習台語的聽跟說。 

4. 用故事接龍，練習創作屬於我們的台語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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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手作課的思考，寫在之前： 

手部肌肉的發展與我們的生活能力有很密切的關連， 如倒水入杯、握杯碗、穿衣、繫鞋帶、握

筆寫字、操作樂器、煮飯切菜等，樣樣都需要藉由手的靈活度與手眼協調的能力，而各種的運動或遊

戲活動更少不了。近幾年來，教育學者進行的各種研究所發表的觀點，都同時強調一個事實 "親身操

作" 對於學習是極為重要的。這方面能力若發展良好，有助於孩子的技能學習、生活自理、解決問題

能力，比較有自信心。 

在精細動作中"手"是要角。低年級由於處在手部小肌肉尚未發展成熟的階段，加上心智的穩定度

和耐力、毅力也還不適合長時間的固定某一型式的重複操練，所以目前規劃以單節課的方式來學習，

除了材料的認識、工具的使用、技巧的操作為學習的重點外，並且以每次課堂就能有作品呈現，來進

行對手做興趣的培養和提高完成度的信心。 

中年級在手部和心智各方面都可以配合下，我們以主題單元的方式，主要是提供小孩接觸不同的

手工媒材，訓練不同的手工技巧，藉以認識和累積對手工的基礎(工具、材料、技巧)，並培養專注力

和耐力的穩定。 

到了高年級，在前置的基礎下，手作希望可以帶給孩子更深入的探索和耕耘，所以一個學期會是

以前面中年級所接觸過的單元，選擇同質性(ex.縫工與十字繡、各種線的編織)的媒材或技巧，繼續深

度的發展及創作；而另一個學期會是以模型來達到一個統整的目的，它不只是將先前所累積的能力展

現出來，更需要在長線工作中，學習對事情的規劃安排，還有培養發想創造及實驗的精神，訓練解決

問題以及自主學習的能力，能夠回歸將手作與生活和學習之間的關連又再度的串接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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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動手一                 教師：尹昭華 

課程說明： 

    自從上個學期，嘗試著手作課往下紮根，從二年級開始培養小孩手部操作的能力，這學期更進一

步將手作課往一年級帶入，在這僅有的一堂課時間裡，如何利用短短不到的四十分鐘，帶著小孩從事

師生對應細緻，又要解說、示範和互動，又要如期完成作品，對昭華來說也是一項挑戰啊！不過歡迎

喜歡一起動手做，樂在工作的小孩跟著昭華來做自己的玩具吧！ 

課程目標：1.享受動手製作的樂趣 

          2.練習工具的基本操作 

          3.訓練手眼協調的能力 

          4.培養合作、共享的氣度 

上課時數：每週一堂 

課程對象：對動手做有興趣，願意嘗試自己獨立操作，可以好好工作、遵守工具使用規則及收拾善後

的一年級生 

教     材：各類相關書籍、網站及報章雜誌 

上課方式：教師展示並講解說明後，動手實際做，依狀況個別指導 

課程內容：因為對象為一年級的小孩，我們手作的內容大部分是採以玩具類的作品為主，讓小孩除了

練習基本的工具操作，享受動手做的樂趣外，完成之後更能實際來玩玩看自己製作的玩

具，滿足低年級生做中玩的心理。 

          預計要做的玩具有： 

          摺：紙炮、扭扭小蟲、東西南北、貪吃的小老鼠 

          剪：跳跳公仔、跳躍的紙板、空氣砲、蜘蛛人、紙杯陀螺、動物書籤 

          黏：彈射器、會飛的紙杯、派對彩球 

          綜合：大象的鼻子、竹蜻蜓、嗡嗡板 

評    量：課堂互動與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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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動手二                教師：尹昭華 

課程說明： 

     自上個學期開設了這門課程，可以感受到小孩真的從自己動手做當中，不僅讓手部肌肉可以有

更精細的動作去訓練，也培養他們對一件事情的堅持度及毅力，更在所做的作品完成後，享受大家一

起玩的樂趣。當然也可能因為個人操作的關係，不見得每次的成品都能盡善盡美，也希望在這同時能

帶著孩子學習接受可能出現困難的過程，以及不盡完美的作品。試著接受並克服，在一次次的操作熟

練後，能夠看見自己進步的軌跡。 

課程目標：1.享受動手製作的樂趣 

          2.練習工具的基本操作 

          3.訓練手眼協調的能力 

          4.培養合作、共享的氣度 

上課時數：每週一堂 

課程對象：對動手做有興趣，會用尺量長度，願意嘗試自己獨立操作，可以好好工作及收拾善後的二

年級生 

教     材：各類相關書籍、網站及報章雜誌 

上課方式：教師展示並講解說明後，動手實際做，依狀況個別指導 

課程內容：因為對象為二年級的小孩，我們手作的內容大部分是採以玩具類的作品為主，讓小孩除了

練習基本的工具操作，享受動手做的樂趣外，完成之後更能實際來玩玩看自己製作的玩

具，滿足低年級生做中玩的心理。 

          預計要做的玩具有：跳遠蛙、翻筋斗的紙骨牌、會走路的毛蟲、不倒聖誕老公公、*鉛筆

陀螺、翻滾吧女孩、飛行器、萬花筒、千變娃娃、啄木鳥、小豬飛飛、*動力船、小雪人

書籤、風車、抗壓變壓器、魔術方塊 

           *為須準備事先收集材料備用的單元(寶特瓶一個、鋁罐一個) 

評    量：課堂互動與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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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作課中                        教師：尹昭華 

課程說明：中年級是一個可以磨練耐力及毅力的階段，因此在這一階段的課程會以主題單元的方式讓

小孩對每一項的主題不僅是接觸，更能一步步的深入其中的技巧，甚至完成比較需耗費時

間的作品。所以還是喜歡動手做，但對自己的耐心和毅力也想有點挑戰的人，來這裡就對

了。這學期原本輪到高年級的烹飪，因為模型的延續而繼續開設在中年級，並且特別邀請

到點心高手渝捷媽媽來開課，為我們的烹飪單元開了一個新視窗，能夠學習到更多不同的

烹飪技巧和樂趣。有興趣的小孩趕快加入我們吧！ 

課程目標：1.培養學生欣賞、表現與創新的能力 

          2.享受動手做的樂趣 

          3.學習手部操作的技巧 

          4.培養持久工作的耐力 

上課時數：每週二堂 

課程對象：1.中年級，對手工有興趣，能遵守上課規則的人。 

          2.因上課每人需較大的工作平台，教師與學生一對一細緻互動的比例佔課程絕大時間，且

學生要能靜心有耐心的上課，為求課程品質，授課名額不超過十人為最佳。若超過太多，

將於第一堂課實施〈耐心度和持久力、手部肌肉穩定度的測試〉 

教    材：坊間手工藝書及網路教學影片 

上課方式：教師講解與示範之後，學生動手做，教師從旁協助。期末作品欣賞與學生自我、交互評量。 

課程內容： 

月份 單元 備註 

九月 黏土 揉、捏、搓、滾、壓、切、染等各種黏土基本技法，讓你從

中塑造出你喜愛的卡通人物 

十月 毛根 運用一些工具輔助，你也可以將毛根製作成各式的動物、蔬

果和用具，快來試試毛根的奇妙吧！ 

十一月 創意好好玩 熱縮片、吸管轉印、大頭貼枕，這些你意想不到的奇妙效果，

一定會讓你驚呼連連吧！ 

十二月 紙板 各式紙板的創意玩具，保證讓你做得過癮，玩得趣味，不只

可以自己玩，也能和朋友、家人同樂喔！ 

評   量：上課態度、學習表現 

其   他：確定修課的小孩請繳交課程材料費4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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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作課高                       教師：尹昭華 

課程說明：基本上手作高延續了手作中的基礎，在操作及技巧上都希望可以更上一層樓，因此我們將

以你們在中年級接觸過的單元為底，做出困難度稍高的作品，而因為複雜度的提高，所以

你的專注力也需要跟著提升，但相信靠著毅力完成的作品，也能夠帶給你很大的成就感

呢！希望對手工能再精進的人，不要錯過了喲！ 

課程目標：1.培養學生欣賞、表現與創作的能力 

          2.享受動手做的樂趣 

          3.學習手工深入的技巧 

          4.培養解決問題的能力 

          5.培養毅力享有成就 

上課時數：每週二堂 

課程對象：1.因上課每人需較大的工作空間，教師與學生一對一細緻互動的比例佔課程絕大時間，為

求課程品質，授課名額不超過十人為最佳。 

          2.五、六年級，曾經上過美二或手作中的人，或已經有一些基礎的人。 

     3. 願意好好工作、收拾場地、可以分享自己創作過程的人。 

教    材：坊間手工藝書、網路手作教學影片 

上課方式：教師講解與示範之後，學生動手做，教師從旁協助。期末作品欣賞與學生自我、交互評量。 

課程內容： 

月份 單元 備註 

九月 軟陶 軟陶土的特性和應用，做成漂亮又實用的飾品，可自用也可

當成禮物送人，是一種非常好用的土。 

十月 繩編織 繩子隨著種類的不同，它的編織方法也呈現變化萬千，期待

看看我們用哪些繩子玩出哪些不同的玩藝兒 

十一月 自然素材 漂流木、葉子、麻布、貝殼…這些存在我們周遭的天然物，

用我們的創意來賦予出它們不一樣的生命力 

十二月 羊毛氈 溫暖輕柔的羊毛，有各種色彩繽紛的選擇，加上利用它會起

氈的特性，就可用它創作出許許多多可愛或實用的作品。 

*以上內容大致以月分為單元進行的節奏，實際課程則視上課的狀況作調整。 

評   量：上課態度、操作過程 

其   他：1.確定修課後請繳交課程材料費400元。 

          2.請自行準備剪刀、直尺、鉛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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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事創作高                 教師:張瑋庭 

課程說明： 

親愛的高年級同學們，很高興你們選修這堂課，那表示你們跟低年級的孩子一樣，內心依舊保持

著對世界的好奇、對周遭的觀察、對創作的熱情、對幻想的期待，而不屈服於實際人生的限制裡。 

擁有著高年級多年來閱讀與學習所累積的邏輯、知識、感受、文字掌握度等等，所以現在創作故

事來說，對你們是有各種可能性的，期待你們呈現出具有個人風格的作品。 

故事創作課包含個人創作，也需要團體討論，最後我們會集體創作出什麼樣的故事，我並不知道，

我跟你們一樣很期待！ 

如果你想知道故事怎麼寫能夠很精彩的撇步、如果你想感受創作帶來豐富的精神滿足、如果你想

知道集體創作中的自己會是什麼模樣，那麼歡迎你選這堂課，跟我一起玩故事創作！ 

 

上課時數：每週一堂，每堂二小時，這學期共十七堂課。 

課程對象：高年級 

教材與授課方式：閱讀劇本片段、小說片段、完整電影或片段電影；隨堂創作、小組討論與共同

創作、全班集體創作；短篇創作會投稿親子通訊，全班集體創作會看選課孩子

們的特性，考慮是否期末晚會演出。 

本期主題內容： 

 關於我：如何不用「我是誰」來介紹我是誰！ 

 關於他/她：他/她是誰？他/她發生了什麼事？ 

 人物關係圖：故事角色們之間的關係是什麼？ 

 營造的氣氛：故事有很多的類型，而每個類型需要主要氣氛。關於友情、親情、愛情，跟恐怖、

驚悚的鬼故事完全不同，而科幻片與奇幻故事的天馬行空可以放膽創作，邏輯自己創造！ 

 主題的設計：一個故事最重要的是主旨，也許是討論領養代替購買、也許是講述一個暑假發生的

事，為主角帶來夢想、也許是拔河比賽，看著這些學生選手如何面對困境並努力練習獲得成功！

什麼樣的主題能引起你的共鳴？ 

 起承轉合：一部電影、一段故事，為什麼需要起承轉合，為什麼不能平鋪直敘？ 

 故事的開頭：呈現想講述的主旨（關於親情、愛情、寵物？）、整個故事的氣氛（家庭片、驚悚

片、白爛搞笑片？）、主角跟可能發生的事情（誰是主角或主角們，觀眾如何認同主角？） 

 貫串的事件或情感：哈利波特的最終敵人總是不能說的佛地魔，一集一集的事件讓哈利波特更接

近佛地魔。你想說的故事，主角發生了什麼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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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事的轉折：主角也許發生事情改變心意了，或者主角遭遇了極大的困境，故事的發展需要撩撥

起閱讀者更大的期待。 

 故事的結局：除非是懸疑驚悚或者解謎片，一般的故事通常閱讀者已經大概知道結局，那結局該

怎麼寫，才會讓知道結局的觀眾，還是覺得被滿足到，覺得超好看的！ 

 

歡迎以下特質的孩子選修故事創作高： 

細膩的觀察力、豐富的感受力、擅長以文字、說話或演戲來創作的孩子很適合選課，但因為有集體創

作的部分，所以也需要有包容與開放的心，願意與他人一起討論出共同覺得不錯的故事，而不是堅持

只有自己的才是最好的故事。即便沒有以上特質，但好奇心，也能讓你成為很好的創作者，歡迎你來

選課！ 

 

人數限制： 

人數上限為：15人。歡迎孩子們在前兩週先來試上後，再決定是否要選修喔！ 

 

本學期期末目標： 

孩子們能夠明白故事創作的流程、寫劇本與寫小說的形式差異。期末能全班集體創作出一部劇本，依

照修課孩子們的特性，再決定是否期末晚會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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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發表、分組討論、個人隨堂創作的累積、瑋庭的期末評量 

 

課堂守則：不吃零食、不帶玩具、不隨意走動、不做影響他人的事、不討論課堂以外的事，創作需

要你的全心全意。 

 

上課物品： 

1. 請自備一本筆記本，隨堂寫下你的創作，以及記錄下你覺得重要的筆記。 

2. 請自備文具用品，寫作會需要的筆與橡皮擦，如果習慣用畫畫來紀錄，也請自備所需用品。 

3. 請必備滿心滿意的專注，與願意聆聽並與他人討論的開放態度。 

 

http://blog.xuite.net/narcissus.chang/seed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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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畢業製作                  教師:宜珮 以潔 

課程說明:畢業製作是種籽畢業生的重要課程，我說它是和你們一起發想，也透過行動圓夢的過程。

幾屆下來，身為教師經常在心中不斷拿捏何時要幫忙，何時要讓你們面對困頓。希望藉由

課堂活動與個別製作的過程中，提供你們發現和整理自己優勢特質的機會，並試著挑戰和

面對自己的弱點，當然最後有個夢想成真的呈現。為了幫助大家有個完整的心理準備，這

學期規劃將整學年課程流程和內容列出來，也希望大家能預作準備、先行了解。        

課程目標:：透過長線製作、學習面對自我優勢和弱勢以及解決問題的能力 

課程內容： 

(一) 上學期： 

‧畢業生團隊協調與默契─淡水挑戰行(預計 11 月中(校外教學後執行完畢)，為小型校外教

學，由六年級收集整理資料、規劃討論行程、旅行任務分工，並完

成這屆的旅行紀錄。) 

‧學習擔任全校主席團─主席團分工與練習 

(分為主席和紀錄兩組，熟練後兩組會對調練習) 

‧中學的不同可能─不同學習樣貌的中學介紹，自我的學習樣貌，以及所需要的承擔(除對

話外，也想藉此讓孩子也練習自行收集資訊) 

‧選定畢業製作主題─將會先對話五年級的專題製作，從中學累積到的能力與畢製的關係。 

                    1.探索自己的優勢特質(參考多元智能與訪問對話)，並與教師、家長

討論發想可能的主題(淡挑行後，約 11 月下旬) 

2.討論思考關於畢製所需的學生自行準備、家長或老師的協助(淡挑行

後，約 11 月下旬) 

3.確定進度與專業指導老師，全校教師團均可擔任專業指導老師。(文

化日後約 12 月中) 

4.評估並確認畢製主題所需專業能力的學習計畫，如：拍攝技巧、動

畫製作技巧等。(12 月中) 

5.對話畢製主題的樹枝圖，擬定下學期畢製實作進行進行綱要(12 月

下旬)，並與指導老師確認。 

6.對話畢製作主題的寒假作業準備。(1 月初) 

‧確定畢業挑戰方向─對話這屆孩子的特質(團隊體力及互動狀況)，試著提出當屆願景，了

解教師團學校訓練執行計畫的人力配置，整合向度，討論出畢挑方

向。(淡挑收尾，及個別畢製主題方向較為清晰後，約 12 月下旬) 

◎ 家長：期初親師談話會─畢業製作與畢業挑戰的意義、畢製主題的產生、關於畢製的家

長角色與親師合作，並收集對話六年級家長關心的議題 

(二) 下學期： 

‧畢製計畫綱要、階段性目標的確定─透過進度表計畫、檢證與紀錄 

    ‧實作、累進與膠著─遇到困難、學習求助、發展解決問題的能力與策略以及長線製作的持

續力。 

    ‧展出前作品整理與簡介─預定 6/6 種籽日前完成畢製主題內容，之後一到兩週開始進行畢

製過程紀錄及整理以及相關簡介呈現的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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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挑戰行前訓練與準備─下學期再宣布指導老師及相關訓練行程 

‧畢業生轉銜準備─個別對話(畢製過程中呈現的特質與盲點、面對國中的準備與心情) 

◎家長─期初畢挑介紹與對話    

上課時數:每週二小時 

課程對象:六年級應屆畢業生 

上課方式: 1.學習擔任生活討論會主席團(主席、紀錄、維持秩序)的角色 

          2.探索並訂定個別畢業製作主題、綱要、確定指導老師。 

3.如果有興趣的畢製主題，所需專業是目前自己所欠缺的能力，則必須在寒假學習相關

製作專業技術，以便下學期可以直接進入畢製工作。 

4.配合畢業挑戰進行相關行前課程及練習活動(建議搭配相關體能計畫，例如選修體育

高、野外高，或自主體能計畫) 

5.培養同屆互動默契，學習短程規劃、協調分工與執行方法 

評    量:1.教師的課堂與日常觀察對話 

         2.期末教師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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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車上路中                           單車帶領者：凌永。怪獸 

 

課程說明及目標: 

「單車」對於你而言，是什麼呢？ 

可以騎得很快很遠、學會了補胎維修與保養、喜愛與同伴一同享受外騎的時光… 

 

在種籽，你可能已經修了兩年的單車課了。累積了不少的騎車的方法與經驗，也有著基本維修保養的

能力，對於外騎已經有了不同路線的累積… 

或許，你在這之前從未選修過單車課，而今年你想要來嘗試來修課… 

 

無論如何，都歡迎你來試試看，別擔心自己的體力，只要你願意，就可以開始！ 

用單車「玩」出新經驗，騎過這學期，創造屬於我們的故事！ 

這學期的課程包含了兩部份：單車能力（人與車的關係）及單車探索（人與環境的關係）。 

 

上課時數:每週 2堂 

課程對象:中年級的孩子，對於騎車有興致，具有一定的騎車穩定度，想練練體能，想騎車去發現好

玩的地方、創造好玩的經驗… 

教    材:烏來信賢與自然、人文相關資料，單車電影、動畫與各種「玩單車」的方法。 

 

上課方式及內容： 

探險，來自於人原始的好奇心… 

騎車，就是我們去實踐的過程… 

 

以單車為友，一同上路去！ 

出了種籽，我們會去哪呢？ 

有信賢村、福山、烏來老街、孝義檢查哨…  

 

往福山的路上爬著那漫長的上坡，抵達那高度極高的五重溪瀑布... 

往烏來的路上跨越勇士廣場，沿著台車道，通過野溪溫泉、原住民會館、進入孝義…當然還有其他更

想去的地方，就讓我們一起來計畫，玩出這學期我們的各種路線！ 

 

※ 天晴，外騎行動，騎車注意事項，團隊活動，在各個旅行點，創造遊戲經驗… 

※ 雨天，回憶旅程、計劃路線、維修調整、認識單車、關於單車的聯想與創作… 

期末挑戰：本學期預計的是「種籽實小花園新城」 

評    量：騎車能力與態度、外騎的合作性、在單車上路中，所發生的點點滴滴。 

提醒事項：單車狀態---必備水壺架＋水壺；個人狀態—有想提升自己單車能力的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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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身五、防身六           教師：黃瀚嶠 

課程說明和內容： 

    做為一個人，我們應當秉持著善良的意念和追求和平的心，但在另一方面，我們不巧遇上這個

世界潛藏的惡行和暴力時，也應該要擁有保護自己的能力。在一些社會新聞事件中，其實只要被害

人懂得運用一點簡單的防身術，或許就可以避免終身的遺憾，實在是十分令人惋惜。 

    防身課並非一堂武術課，而是一堂講授防身術的課程。一般來說，武術分為許多種類和流派，

其中許多精髓，需要各派師父長時間的傳承與弟子長時間的修練。防身術則是另外一種概念，防身

術是將各種武術之中最簡單易學、最容易使用、最有反擊效率的招式，結合正確的自我保護概念和

自我保護策略，讓一般人可以在碰到危險時實際的運用，或是更進一步的讓自己避免身陷危險的情

境。 

    學會正確的防身術，不但能在危急時保護生命，同時也能培養勇氣和冷靜的判斷力。歡迎高年

級的孩子一起來跟 AB嶠學習和練習防身的技術與策略！ 

 

課程目標： 

防身五： 防身六： 

1. 1.正確了解防身術的基本概念。 

2. 2.學會徒手的基本防禦與脫逃。 

3. 3.學會基礎的關節技法。 

4. 4.在對練中感受實際的攻擊和防禦。 

 

1.正確了解防身術的基本概念。 

2.學會徒手防禦與脫逃的應用和變化。 

3.學會關節技法的應用。 

4.學會基本的器械防禦。 

5.學會避免和脫離危險情境的策略。 

6.在對練中感受實際的攻擊和防禦。 

 

上課時數：每週一堂 

課程對象：五年級與六年級願意嚴格遵守安全規定的孩子。 

評量方式：學習態度、上課討論、期中期末測驗。 

注意事項：學期初時須經過家長簽名同意(AB嶠會發一張同意書請家長詳閱並簽名)；須嚴格遵守 AB

嶠之安全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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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玩創基地(低) /  孩子王 陳嘉佑 

精神： 

1.第一堂，由「我」當遊戲關主，帶著大家玩一個新遊戲，不論會玩或不會玩的人，

都能夠好好聽懂遊戲規則，玩過之後，學會一種遊戲，就多一個認識朋友的機會。 

2.第二堂課，由「你」當遊戲關主，可以跟同學說明遊戲與規則，想玩的人就可以跟

著玩。(遊戲關主如同種籽法庭的法官，需要公平公正的判定遊戲的紛爭，如果無法處

理，則交由嘉佑來處理。) 

3.希望「大家」來到玩創基地可以很快樂，離開時會更快樂。特別是在遊戲後的對話，

發現玩輸了也能很快樂。 

 

對象：低年級，18人，每組3人。如有超過人數，以想體驗不同的新遊戲與喜愛手作的

小孩優先。（第一堂課會與學生聊聊玩過的遊戲與喜歡的手作） 

 

時間：每周三 第二三堂 

 

地點：大樹屋工作室與種籽遊樂場 

 

內容： 

  嘉佑將帶著孩子體驗種籽小孩的16種自創&經典的遊戲，天氣好就來玩大地遊戲，下

雨天就來玩桌上遊戲，從不會玩的遊戲中學會遊戲，從會玩遊戲到當遊戲關主，教別

人玩遊戲，在遊戲中發現自己的喜好與擅長，在這裡匯聚玩創基因，一起編織種籽經

典的遊戲地圖。 

 

大地遊戲：鬼鬼三部曲(鬼在前面、鬼在中間、鬼在後面)、踩線三國志、十字轟炸、魔戒、新甲乙丙

丁、建國、殭屍、紅綠燈、大白鯊、佔柱子、過五關、救兵、鬼抓人、報數球、紅鯊鬼、跳格子、深

夜對決、報紙排球、名字燈、跳房子、木頭人…。 

 

桌上遊戲：種籽心臟病、故事骰(voyages)、故事骰(action)、圖騰快手、說書人、說書人(時光之旅)、

說書人(奧德賽)、築路先鋒、辛亥革命、叢林野宴、數字急轉彎(7 ate 9)、花火、我先走了、傻傻

玩(shashshawa)、閃靈快手、閃靈快手2、幕後交易、小吃大胃王、Get bit鯊口餘生、dice’s zoo

骰子動物園、不要命的冒險、炸藥boom、終極密碼、sultans推翻蘇丹、動物園吹牛、set 形色牌、

水平座、將棋、德國蟑螂、風雲、打蒼蠅、屠龍矮人、火牛陣、我是大老闆…。(感謝久恩家提供給

學校的新天鵝堡德國桌遊) 

 

種籽玩創基地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487461987940996/ 

玩具夢想國孩子王 陳嘉佑 mail: macchia.tw@gmail.com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487461987940996/
mailto:macchia.tw@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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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創玩基地(中高) /  孩子王 陳嘉佑 

精神： 

1.第一個月，由「我」當創玩關主，這學期會帶著大家創玩一個新遊戲(大地或桌遊)，

一邊創一邊玩。 

2.之後，由「你」當創玩關主，可以跟同學許願想要創作的主題，3人一組。 

3.希望「大家」來到創玩基地可以很有創作的成就感。 

 

內容： 

  嘉佑祈願選擇創玩基地的小孩，是想望創造的遊戲或玩具，從自由選擇創玩的過程

中，瞭解自己的興趣與能力，願意為自己的想望，突破自己的限制與累積自己的信心。 

  一個學期裡，學會更多沒有玩過或沒創過的遊戲與玩具。學會之後，可以分享給沒

有體驗過的朋友。在擔任關主的時候，瞭解遊戲進行前的分組與維持公平性的責任，

如有遇到違規的人，要溫柔提醒對方，如果對方不聽，可以由嘉佑處理。 

嘉佑這學期的想望，想聽聽看你的… 

1.竹子創玩       2.瓦楞紙創玩 

3.彈珠創玩       4.桌遊創玩 

5.大地遊戲創玩   6.泥土創玩 

時間：每周三 第四五堂 

 

地點：大樹屋創作角與種籽遊樂場 

 
對象：中、高年級，，18人，每組3人。如有超過人數，以想投入創作的學生。（第一

堂課會與學生聊聊玩創的想望，以寫下創作主題的小孩為優先。） 

 

*注意事項：前一堂課會告知需要準備的工具與回收物，需要學生協助收集回收物。   

種籽創玩基地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487461987940996/ 

玩具夢想國孩子王 陳嘉佑 mail: macchia.tw@gmail.com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487461987940996/
mailto:macchia.tw@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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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跳低（社團）                    帶領者：凌永。怪獸 

 

        跑跑跳跳，是孩子們自然的樣貌，天生的能力！ 

       一個人的跑跳，展現許多藏在言語之外的訊息！ 

      一群人的跑跳，更是訊息傳遞與溝通的練習場！ 

 

      社團時間：每週一次（40 分鐘） 

      參與對象：想跑跑跳跳的一、二年級孩子們 

      活動內容：跑跳遊戲、球類遊戲、傳遞遊戲、反應遊戲 

                飲食健康、預防保健、溝通協調、合作任務 

 

       你＼妳，準備好了嗎？讓我們一起來跑跑跳跳，一個學期吧！ 

 

      ＊社團無評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