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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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是觀察練習曲，透過自然觀察的體驗和活動的引導，打開感

官感受自然。另一個軸線是散步課，以自然觀察和遊戲為基底，在比較鬆散的節奏中，實際的觀察周

遭的環境，或是看看大自然的哪些東西能做成玩具或拿來遊戲？每個學期都會以影片或投影片認識兩

個環境議題，議題想連結的是人的生活與環境的關係，如何可以從生活中實踐友善自然。期末分享是

練習蒐集資料，培養上台的勇氣。整個自然課的進行，是希望貼近自然，享受自然，不那麼害怕自然。 

 

課程目標：能運用五感進行自然觀察、享受在自然裡的時光、認識喜歡的生物植物。 

上課時數：每週兩堂 

 

課程對象：喜歡自然、對自然好奇的低年級孩子（討厭自然的孩子也很歡迎來試試） 

課程方式： 

1.觀察練習曲－ 有一些活動的設計，和一些任務進行。像是觸覺練習可能會要去摸各式各樣的東西；

嗅覺練習可能會有瓶子有各種味道要去聞，從味道找到植物；味覺練習可能會要嚐嚐各種植物... 

2.散步課－ 在種籽週邊散步，自然觀察，陳淨可能會告訴你哪些好玩有趣的事物。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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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察練習曲和散步課穿插進行，但上課順序可能依天氣情況等其他因素調整。 

課程方式 主題 內容 

觀察 

練習曲 

視覺練習 大自然中有哪些顏色？又有哪些動物模擬環境的顏色躲

在你看不到的地方？ 

聽覺練習 自然中有哪些聲音？傳達著什麼訊息？ 

觸覺練習 動物感覺觸覺的感官有哪些？人的觸覺感受有哪些？ 

嗅覺練習 生活中的味道來自哪裡？植物是香還是臭？ 

味覺練習 大自然有哪些東西是能吃的？我們來動手試試看吧！ 

影片/投影片 海洋廢棄物 海洋離我們那麼遠，但是海洋的問題來自陸地，那些無法

消化的廢棄物何去何從？ 

路殺與棲地破碎化 野生動物面臨路殺與棲地破碎化，我們能做哪些選擇？ 

作業說明： 

期末分享－ 介紹一個生物或植物，地域不限，方式不限，時間每人 3-5分鐘。 

課堂守則： 

(一)散步課－1.能遵循教師的安全指示  /  2.若有自己的防蚊、防曬用品請自備 / 3.珍惜大自然的

資源，不浪費。 

(二)觀察練習曲－1.能遵守遊戲規則和任務  /  2.如果不想參與可以在旁邊觀察、休息，但不打擾

正在進行的同學。 

 

上課物品： 

1.請準備一個資料夾，裝作業和五感練習的呈現。 

2.上課自備文具：鉛筆、橡皮擦 

3.散步課可以帶放大鏡、望遠鏡 

評量：參與度（發表和提問）、課堂練習回饋、期末分享，由教師評量。 

其他：請穿著好活動的服裝，若有需要帶東西會前一週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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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中、高                 教師: 緯毅 

課程說明： 

    在歷經兩個學期的自然課後，孩子們對於自然環境及野生動物都有一定程度的認識與了解。這學

期希望先從上個學習的課程複習起頭，再以孩子們對之前課程的回憶分享回饋及討論。 

    這學期預計會有一次的過夜課，讓孩子們晚上到種籽步道並希望可以帶孩子們看看夜間的溪流生

態。 

課程目標：回顧及討論上學期的課程再帶入實作的練習，如： 

1. 找尋校園及周遭動物，並學習觀察習性及辨識物種，於期末時 

製作動物紀錄手冊。 

2. 嘗試討論如何飼養動物，學習做觀察紀錄及對生命的負責。並取得共同照顧者，如家

人和學校伙伴的照顧共識。 

上課時數：每週 2堂 

課程對象：中、高年級對自然有興趣的小朋友，每班以 16個為限。 

教    材：教師自編教材、自然生態相關教材、影片及校園內就地取材 

上課方式： 

室內聽課：1.複習上學期分享過的動物類群，及分享校園周遭可能可以發現的動 

           物，再讓學生練習自己尋找和鑑定動物的物種。 

          2.搭配動物星球頻道新設計的動物檢定校園推廣課程教材，每週會出 

          一些特別及有趣的野生動物知識問題，在課堂上與孩子們分享或是 

          當作回家功課，讓孩子去找資料或與同學討論發現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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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    量: 以孩子們在期末分享的動物觀察紀錄或是動物飼養紀錄為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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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一、探索二 
教師：杜沛奇 

 

課程說明：遊戲、製作、實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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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 

1 課程說明。 

摩擦力：爬升紙片製作。 

2 這是風的聲音嗎？──迴紋針發聲實驗。 

3 上升氣流：掌中風車。 

4 靜電遊戲：散步的鋁罐。 

5 聲音的傳導：聲音反射實驗、聽診器製作。 

6 磁力：自製指北針。鐵粉實驗。 

7 風力環製作。 

8 探索一：清明節放假。探索二：燃燒方糖實驗。隔空點火、隔空滅火。 

9 圈狀擺（Looping Pendulum）的實驗與製作。 

10 宜蘭校外教學。 

11 歐拉盤（Euler’s disk）實驗。 

12 角動量：特技轉盤製作。 

13 空氣力學：翻滾紙翼。 

14 大氣壓力：報紙大力士、倒轉水杯實驗。 

15 多多笛製作。 

16 力與運動：啄木鳥童玩製作。 

17 共振實驗。 

18 混色與色彩（彩色筆）分離實驗。 

19 膠水彈性球製作。 

 

評  量：課堂參與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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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中 

教師：杜沛奇 

 

課程說明：1.  科學實驗、科學玩具製作。 

2. 東西的故事：人類的發明及其科學原理。 

3. 地球之旅：地理發現、自然生態。 

 

‧實際上課內容可能隨各類因素作調整。 

‧修課名額 16位，人數超過時將以試課週的作業回饋作為錄取依據。 

 

 

周數 內容 

1 課程說明。 

視錯覺：魔幻轉輪製作。 

2 東西的故事：輪子。 

3 地球之旅：地球上最冷的人類居住小鎮。 

4 空氣力學：飛行陀螺製作。 

5 東西的故事：生火的方式（配合隔空點火實驗）。 

6 地球之旅：荒漠與草原。 

7 白努力定律（Bernoulli’s principle）：吹風機+乒乓球的投籃遊戲。 

8 東西的故事：船舶與飛行機器。 

9 地球之旅：海洋。 

10 宜蘭校外教學。 

11 校外教學補假。 

12 蒸氣驅動之旋轉鋁罐。 

13 東西的故事：玻璃（配合光學實驗）。 

14 地球之旅：河流與湖泊（陸地生命仰賴的淡水系統）。 

15 乾冰實驗。 

16 東西的故事：冰箱（人工製冷）。 

17 地球之旅：森林。 

18 魔術研究：迴紋針爬樓梯。 

19 課程回顧。 

 

評  量：課堂參與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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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高 

教師：杜沛奇 

 

課程說明： 1.系列主題：紙的各種面貌、紙的設計與創作。 

           2.系列主題：聲音與音樂、樂器發聲原理、樂器製作。 

 

‧實際上課內容可能隨各類因素作調整。 

‧本學期預定有許多較繁複的手作活動，故修課名額限 10位。 

  （人數超過時將以試課週的作業回饋作為錄取依據。） 

 

 

周數 內容 

1 課程說明。 

紙彈簧製作。 

2 發聲原理與竹蟬童玩製作。  

3 造紙術與印刷術。認識紙的不同樣貌。 

4 自己動手做張紙。 

5 紙包裝的設計、製作。 

6 紙磚建築。紙結構的力學實驗。 

7 《摺紙密碼》與摺紙創作。 

8 摺紙實驗與創作。 

9 立體變平面、平面變立體：立體書與立體紙藝創作。 

10 宜蘭校外教學。 

11 聲音的接收與感受。樂器的發聲原理。 

12 發聲實驗：用湯匙發出鐘聲，卡祖笛，伸縮笛。 

13 管樂器製作：竹笛 

14 撥弦樂器製作：紙板岡德雷琴Ⅰ 

15 撥弦樂器製作：紙板岡德雷琴Ⅱ 

16 敲擊樂器製作：雨棍Ⅰ 

17 敲擊樂器製作：雨棍Ⅱ 

18 噪音＆音樂：電影欣賞──《噪反城市》 

19 課程回顧與自我評量。 

 

評  量：課堂參與情況、自我評量。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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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少一些生活中的快速與便利，進行一些勞動或手工，或有生活感的工

作，也會有一些空白的時間，利用自然元素與環境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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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及夏天，春天是許多植物生長的季節，我們開始挖土、整

裡堆肥，從土壤到種植這學期也會遇到清明節與端午節，與民俗植物的運用息息相關的兩個節日。 

 「生活」：在山活課中我們會有一些勞動，也會享用有一些來自大自然的收穫，會有一些可以吃、

可以玩的事發生。 

 

課程目標：能運用、享受種籽周邊的自然資源，並懂得珍惜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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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挖土，會弄髒，會吃不一 

             定好吃但一定是辛苦完成的料理。 

上課時數：每週兩堂課 

 

課程內容：（課程內容仍可能因氣候、工作進度而彈性調整） 

 自然環境－大草原、杉木林、自然步道、溪流、雨中活動、生火、石頭 

 季節－ 整地、耕種作物、月桃、昆蟲、香草、野菜、竹、艾草、鼠麴草、溪水 

 生活－簡易自然建築、打水漂、溪流遊戲、野菜料理、清明節粿食、小水壩 

 

課程準備：每人一把美工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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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夏後下水的機會會比較多，可以再準備一條毛巾擦乾用。 

材 料 費：每人請於學期初繳交 1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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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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中、高 

教師：陳亮洲 

課程說明：在婉如和阿亮對談開課想法語課程名稱時，阿亮先拋出「觀念科學」這個名稱。後來阿亮

想想：第一次來種籽上課，我想就不要講太多理論，讓孩子對自然有感覺。於是單純命名

為「科學課」。對話中，阿亮也曾說取個夢幻的名子也可以：叫「這世界都是假的」。婉如

問：「那對阿亮而言，什麼是真的啊？」亮回：「平靜喜樂」 

課程目標：中年級：有科學的感覺 

          高年級：靠近、理解並嘗試：人類科學的歷程，思考、偵錯、反省 

上課時數：每週兩堂。 

課程對象：中、高年級對科學有興趣的好奇小孩。並願意接受一個直白阿亮的對應方式。中、高課堂

人數各限 16人，希望學生常自己報上名來，否則評量可能會在觀察學生後寫錯人。（阿亮

自己宣稱自己有名字恐慌症和臉盲困難 

教    材：教師自編學習教材。 

上課方式：說明、對話(吵架？)、操作、整理觀察。 

課程內容：  

中年級課程內容 高年級課程內容 

一、實驗室的基本器具 

二、你聽不到聲音 

三、光在哪裡 

四、神的力量 

五、如何用火 

六、電的吸引 

七、魔法般的表演 

八、無用的大腦 

九、專注力練習 

十、古代的科學 

十一、錯誤的進步 

十二、學習的感覺 

十三、標準測量 

十四、數學與科學 

十五、害怕與勇敢的征戰 

一、西方三聖的遠古思考 

二、中古世紀的煉金術 

三、燃素說的破綻 

四、自然發生學說的配方 

五、拉瓦節的鐘罩 

六、巴斯德的紅酒 

七、伽利略的懦弱 

八、牛頓的轉世 

九、達爾文的五年 

十、蒸氣的 200年 

十一、波的問題 

十二、光的問題 

十三、熱的問題 

十四、力的問題 

十五、電的問題 

評  量：一個孩子寫一段約 1~2百字的評論文章 寫得很直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