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級環境教育教學活動設計
單元
名稱

環境保衛戰

適用年級

一 年級

【健康與體育】
能力
指標

教學
節數

3節
教 學 準 備

7-1-5 體認人類是自然環境中的一部份，並主動關心環
境，以維護、促進人類的健康。
【綜合活動】

一、繪本《挖土機年年作響－鄉
4-1-1 觀察住家和學校周遭環境，並知道保護自己的方法。
村變了》。
二、廢棄物圖卡、實物
三、資源回收分類卡
【環境教育】
四、回收標誌。
1-1-1 能運用五官觀察來探究環境中的事物。
五、學習單（請參考康軒二上版
重大
健體教冊附錄二，第五大單
2-1-1 認識生活周遭的自然環境與基本的生態原則。
議題
元：環保大考驗）。
4-1-1 能以清楚的言語與文字，適切描述自己的自然體驗與
感覺。
教 學 重 點
1. 閱讀繪本《挖土機年年作響－鄉村變了》。
2. 觀察並描述住家附近環境的變遷。
3. 了解舒適的生活環境的共同特徵。
4. 分辨回收物與不可回收物。
5. 了解垃圾分類的重要性。
6. 養成良好的環保概念。
學 習 目 標
1. 能了解保護環境是每個人的責任。
2. 能提出具體的改善環境方法。
3. 能知道垃圾過多會造成地球的汙染。
4. 能透過五官觀察社區的變遷。
5. 能知道如何將垃圾分類
6. 能動手做垃圾分類。
7. 能分享環境保護的概念。
8. 能探討垃圾對環境的危害。
9. 能知道如何做到減少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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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
教學資源
時間

教 學 指 導 要 點

【活動一】
活動一】環境大偵查
壹、準備活動
教師準備：繪本《挖土機年年作響－鄉村變了》。
貳、發展活動：
一、圖畫排排坐
(一)先將《挖土機年年作響－鄉村變了》內的七張圖片隨機置於黑
板上，請學生注意觀察圖片中有哪些不同的地方？
(二)請幾位學生上臺排出圖片順序，並說明為什麼要這樣安排？
二、圖畫會說話
教師講述故事大意，與孩子們分享。
＊ 故事參考大意：一座純樸的小鄉村蝶舞‧花香‧同住，蟬
鳴‧鳥叫‧共生，披星‧相依‧戴月‧相偎。有一天 挖
土機來了，終究美景不再。
三、圖畫想一想：請學生發表以下問題：
(一)本來的鄉村是什麼樣子？
(二)什麼東西不見了？變成了什麼？
(三)什麼東西可以改變環境呢？誰利用它們改變環境？
(四)比較第一張和第七張看看環境有什麼大改變？什麼東西增加
了？什麼東西消失了？
(五)七張圖中你最喜歡（或最不喜歡）的是哪一張圖？為什麼？
(六)你是否在七張繪圖中發現了四季的變化？你從哪裡看出它們
的不同？
(七)你喜歡現在的還是從前的環境？為什麼？
四、社區環境大搜查：帶領學生觀察一下自己住家以及學校附近的
環境變遷。
(一)帶學生到學校附近的環境走走，讓孩子觀察自己生活周遭的
自然景象與人工景象。
(二)探討與分享
1.住家附近的人工建築較多，還是自然景觀較多？
2.你喜歡住家附近的哪些景象？不喜歡哪些景象？
3.就你而言，你住家附近的景觀有改變過嗎？是怎樣的改變？
4.住家附近的環境景觀如何？你覺得舒適嗎？為什麼？
5.你覺得自己可以讓環境變得更好嗎？你可以怎麼做？
參、綜合活動
學生發表自己所觀察到的社區變遷及對社區的整體感覺。

1 節
繪本

壹、準備活動
教師準備：社區圖卡、垃圾圖卡
＊搭配用法：兩張同樣的景物圖，乾淨跟垃圾的分別
可用磁鐵將垃圾圖卡貼上即可，而垃圾圖卡可繼續
沿用至後面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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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
發表

觀察
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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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二】
活動二】改造新環境

評量
重點

1 節 社區圖卡
垃圾圖卡

教學
教學資源
時間

教 學 指 導 要 點

貳、發展活動
一、舒適的感覺：請兒童觀察圖片，並說說看有什麼不同。
(一)教師提問：「如果社區的居民有人亂丟垃圾，左邊的居民保持
乾淨，社區的情況會如何？」請兒童發表看法後，上臺利用垃
圾小圖片，貼出想像的情景。
(二)請兒童比較兩邊的景象，並引導兒童思考：
1.什麼樣的環境會讓你覺得舒適？為什麼？
2.你屬於環境的清潔維護者？還是髒亂製造者？
3.你滿意你所居住的環境嗎？為什麼？
4.你覺得你可以做些什麼來改善環境？
(三)教師歸納：髒亂的環境給人不舒服的感覺。環境的髒亂不是少
數人在短時間內造成的，通常都經過長時間的累積。而我們應
該要採取一些做法讓環境保持清潔.
二、垃圾新生命
(一)請學生發表什麼樣的東西叫做「垃圾」？
(二)教師提問：「如果把垃圾亂丟，地球會不會變得髒髒的？」
(三)教師說明：我們每天會製造很多垃圾，例如豆漿的空瓶子，爸
爸看過的報紙，媽媽煮菜的菜葉、用過的電池等。而其中有很
多垃圾不應該成為垃圾，有一半的垃圾是可以回收再利用的。
(四)教師拿出準備的圖卡或實物，請學生辨別可回收物及不可回收
物。例如：廢紙、廚餘、舊衣物、養樂多空罐、鋁罐、廢電池
等。
1.將圖片或實物放置教室前。
2.小組討論各項物品是否為回收物。
3.請學生再動腦想想看這些回收物，可以怎麼回收再利用？
參、綜合活動
請學生分享自己知道的環保妙招。

評量
重點

發表
觀察

自評

操作

～～～～～～～～～～第二節完～～～～～～～～～～～～

【活動三】
活動三】分類大闖關
壹、準備活動
一、教師準備：各項廢棄物圖卡、資源回收分類卡、回收標誌圖卡、
學習單。
二、引起動機：複習上節課的資源回收概念。
貳、發展活動
一、教師說明：垃圾分類與資源回收可以幫助我們將垃圾減量，舉
例說明垃圾分類項目，貼上或畫出回收標誌，並說明處理方式：
(一)一般垃圾：應丟至一般垃圾桶。
(二)資源垃圾：印有回收標誌的廢容器(含塑膠及鐵鋁罐)、塑膠、
玻璃、金屬、舊衣服、乾電池等，應丟至正確的資源回收桶。
(三)巨大垃圾：大型的廢棄傢俱、修剪的枯枝等，應請環保局前來
清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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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節
各項廢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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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收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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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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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量
重點

二、分類大作戰
(一)教師在講臺前排出 4×4 的方格陣。（以八張為資源回收物，八
張為資源回收分類的概念作設計。）
(二)將學生分為四組，上臺翻牌。
(三)若「資源物品」和「類別」配對成功，即可得分，若配對失敗
就得把牌蓋回去。
(四)每組輪流翻牌一次，直到牌面全數翻開。
(五)計算得分，分數高的為優勝組。
＊ 教師可依實際情況增刪矩陣。

【活動四】
活動四】環保小勇士
壹、準備活動
教師準備：學習單
貳、發展活動
一、環保好習慣
教師說明，保護環境是每個人都應該做的，因為我們浪費物
品、能源，傷害動植物及破壞環境，使得地球遭受破壞，要成
為環保小勇士，就必須知道哪些對地球環境有益，並在日常生
活中做到。
二、環保大考驗
(一)發下學習單。
(二)請學生填寫學習單。
(三)全班共同分享學習單，並說出自己的看法。
參、綜合活動
教師提醒小朋友地球資源是有限的，要充分的利用，並做好垃圾分
類以達到垃圾減量。
～～～～～～～～～～第三節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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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單

學習單

環保大考驗
年

班 姓名

座號

請把下列故事中不健康的行為框起來。
小小是
小小是康軒國小二年級的學生
康軒國小二年級的學生，
二年級的學生，她和弟弟一起到便利商店買兩瓶牛奶，
起到便利商店買兩瓶牛奶，向
老闆要了兩個袋子，
老闆要了兩個袋子，一人提一
人提一瓶。回家時，
回家時，經過社區公園，
經過社區公園，小小看見美麗的
小小看見美麗的
杜鵑花，
杜鵑花，就摘了一
就摘了一朵要送給媽媽
朵要送給媽媽，這時候，
這時候，弟弟邊走邊喝牛奶，
邊走邊喝牛奶，喝完後，
喝完後，小
小把空罐子丟到公園的角落，
把空罐子丟到公園的角落，以免有人不
以免有人不小心踩到。
小心踩到。回家後，
回家後，她叫弟弟
她叫弟弟趕快
去刷牙，
去刷牙，因為老師說，
因為老師說，吃完東西
吃完東西後要立刻
後要立刻刷牙才健康。
刷牙才健康。

說說看，小小可以怎樣做比較好？

教師評定

家長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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