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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宜蘭縣玩具暨兒童用品職業工會旨在提供人們寓教於樂的用具與教具，遂與星空多

媒體工作室以及一節一節工作室合作，推出與環教教育中自然保育相關的桌遊一套，並

藉由到校推廣、親子共學場域、社區聚會場所與團體邀約方式推廣，並於 107 年 7 月

到 10 月 15 日期間，總計辦理 20 場次，推廣達 338 人次，桌遊內容是用淺顯易懂的

賓果（BINGO）方式，誘發學員主動去了解設計生態廊道需要考慮的面向與台灣野生

動物的居住環境需求，並在三個月的推廣期間，根據委員意見、學員年齡與教學回饋等，

設計符合多方需求的教學模組，以達到計畫設計目標。 

 

總計畫工作項目期程 

工作內容項目 
月份 

1 2 3 4 5 6 7 8 9 10 

1.開發小小動物要回家桌遊教具與玩法           

2.課程宣傳電子報寄送推廣           

3.開放學校以及團體申請預約           

4.撰寫成果報告及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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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委員審查意見回覆 

本計畫於 107 年初進行工作計畫報告後，針對會議記錄中各委員所提之疑問逐項

答覆。 

表一、審查意見回覆表 

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 

一、計畫甚好，桌遊的發展值得更

用心，能夠對現代都會青年/少年

做出遠距教育。桌遊帶動教育，有

其趣味性可增加學習動機。 

感謝委員意見，本教案推廣就是希望用有趣的遊戲

方式培養學員的學習動機，主動去關心遊戲中無法

說明非常清楚的部分，例如動物的生活習性，進而

達到推廣目的。 

二、建議加強戶外觀察部分，厚植

背景知識基礎。 

三、地點多在國小、生態館，應走

到野外實地看更重要。 

四、直接到現場看就可以馬上讓學

員理解。 

感謝委員們建議，我們在後續工作會議中有考慮了

多位委員提到的野外觀察部分，並在團體時間允許

下，主動告知帶領戶外觀察部分，但因為教案中提

到的動物並不容易在白天觀察、需要室外空間觀察

與室內空間操作桌遊以及國小學生離開校園安全

性部分，在多方考量下，僅少數團體因學員組成為

親子同行，有實際帶到野外觀察，未來若有機會能

持續推廣，希望能做出教案的室外版本與室內版本

供團體選擇。 

五、對於參與人數（補充說明，每

場 40-60 人）。 

考慮到合作的教師人數，在師生比考量下，每場

40 人為極限。也因為現今少子化影響，一個班級

學生不超過 30 人為大多數，故參與人數以團體預

約之場次去計算，以達成本推廣目標 20 場次或

600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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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 

六、與學校年級或對象連結應更明

確。 

七、哪個年齡層是主要對象？請考

慮實施國小之學童，是否可以分辨

原生動植物及棲地保育及生態廊

道的有關議題。 

感謝委員們意見，我們在後續工作會議中考慮了對

象的學習目標，針對學習對象，概分為國小中年級

學生、國小高年級學生與親子團體，因此設計了不

同的教學目標，針對國小中年級生，希望讓學生了

解台灣的原生動物與路殺議題；針對國小高年級

生，增加了需要與想要的議題思辨；針對親子團

體，主要希望能教育家長，讓家長能了解棲地保育

議題、台灣的原生動物與需要/想要的議題思辨，

並於每次教學後檢討回饋與改進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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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遊戲設計與規則玩法 

2.1 遊戲規則 

本計畫希望遊戲是一種讓學員瞭解生態廊道的手段，所以在遊戲規則上不想要因為

遊戲性而犧牲教學可行性，所以經過多次討論，決定遊戲以「賓果」方式並能夠用一副

撲克牌來呈現，故 52張牌中，先將物種偏好環境與廊道建設所需材料簡化統整成七個

元素：喬木、灌木、水、土壤、礦石、草與資金（如圖 2.1），稱為「資源牌」，再選定

15 張做為物種牌以及 30 張做為生態廊道牌。物種牌與生態廊道牌共計 45 張，合稱「任

務牌」。遊戲規則如下： 

1. 請先將資源牌（圖 2.1）挑出，置於遊戲桌旁。 

2. 將任務牌（圖 2.2、2.3）洗均勻後，發給每位玩家 5 張任務牌，剩餘的牌放在

遊戲桌中央牌堆區。 

3. 玩家觀看手中的牌後，選擇 3 張留下，將剩下 2 張任務牌洗入牌堆中，3 張留

下的牌攤平放在自己桌前。 

4. 從牌堆上方翻出 5 張任務牌，攤平置於遊戲桌中央（圖 2.4），供後續玩家選擇

使用。 

5. 起始玩家從資源牌中隨機抽取一張元素，抽完後大聲念出該元素名稱並洗回資

源牌堆，所有玩家桌前的任務牌中，若有需求該元素的任務牌，取一顆積木置

於該元素上，代表完成該任務牌的其中一項需求，若需求不只一個，亦只能放

置一顆積木；若沒有符合則不用放積木。 

6. 玩家輪流抽取資源牌，直到某一位玩家的任務牌需求完成。完成任務牌需求後，

需喊出賓果告知其他玩家，並將該任務牌收進自己的得分區，再從遊戲桌中央

的 5 張任務牌中選擇 1 張做為新的任務卡，從牌堆翻一張補進中央區。 

7. 若同時有兩位以上玩家賓果，完成的任務牌編號較小的玩家具有優先選擇中央

區任務牌的權利。 

8. 重複步驟 5~6 直到某一位玩家完成六張任務牌，遊戲結束，結算總分。若有成

功湊齊物種與廊道牌，則額外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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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遊戲設計的七個元素，代表物種與廊道的需求資源。 

圖 2.2 物種與廊道組成的任務牌，完成六張任務牌遊戲即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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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卡面設計有編號、物種或廊道名稱、資源需求與卡牌分數。 

圖 2.4 設置好牌桌與遊戲進行中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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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物種卡牌設計。 

為了讓學員能認識台灣原生動物，又不是只有認識所謂的「明星物種」，所以在開

會討論前期，決定選擇以有路殺威脅和保育需求物種，另外加入每年調查被路殺排名前

五名生物以及台灣有文獻紀錄使用生態廊道的指標物種，讓卡牌物種多元且更有故事

性，物種的資源需求代表該生物在生存環境中偏好的棲地類型。 

保育需求物種：石虎、穿山甲、麝香貓、日本禿頭鯊 

路殺前五名物種：奧氏後相手蟹、黑眶蟾蜍、雨傘節、斯文豪氏攀蜥、青蛇 

使用廊道紀錄物種：小紫斑蝶、圓吻鯝魚、赤腹松鼠、白鼻心、台灣獼猴、台灣野

兔 

共計 15 種物種，篩選過程當中有許多遺珠之憾，也是未來若有機會擴充卡牌與新

玩法時候選擇，而在物種呈現方式方面，並不想要讓遊戲變成物種辨識教學，而是希望

學員對物種名稱有印象，進而想去多認識這些物種，所以採用比較輕鬆調皮的繪畫風格

創造物種意象，並搭配一句簡短但有趣的介紹，讓學員莞爾一笑之餘再給予更多注意力。 

 

2.3 廊道卡牌設計 

廊道設計採用分類名稱，即穿越式廊道、跨越式廊道以及魚梯三種，穿越式廊道是

從道路下方通過，跨越式廊道則是指橫越了道路上方的廊道，魚梯則是在水中，藉由改

變水流，使魚類能通過被截斷的水體。卡牌設計讓學員可以認識三者之間的基礎差異以

及對應目標物種應設計符合物種需求的廊道，需求資源代表廊道設計的投注程度，越符

合物種棲地需求所需資源就會變多，但能利用的物種種類也會變多，卡面分數也會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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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執行場次綜合分析 

 

計畫審查階段，委員給予許多建議，例如增加戶外學習部分、年齡分層部分等，再

加上原本設計依照學員組成親子團體以及社區場域，每一項都是教學挑戰，故團隊希望

能多方嘗試，遂將委員給予的建議皆納入教學過程中，讓 21 場推廣場次能有不同聲音

的回饋，總場次表如表 3.1，以下將 21 場分成戶外學習、擺攤推廣、學校推廣、親子

共學團體以及社區活動場域等四個篇章說明。 

表 3.1 計畫推廣場次團體組成表 

類別 日期 場次 人數 

戶外學習 7/6 耶穌基督後期聖徒教會 40 

擺攤推廣 7/14 羅東藝穗節創意工坊 21 

7/15 羅東藝穗節創意工坊 21 

7/21 羅東藝穗節創意工坊 20 

7/22 羅東藝穗節創意工坊 9 

學校推廣 7/16 私立培爾傑特美語會話短期補習班 11 

7/16 私立培爾傑特美語會話短期補習班 15 

7/17 私立培爾傑特美語會話短期補習班 15 

7/18 私立培爾傑特美語會話短期補習班 13 

7/18 私立培爾傑特美語會話短期補習班 9 

7/19 私立培爾傑特美語會話短期補習班 10 

7/23 私立培爾傑特美語會話短期補習班 10 

10/1 北成國小 5 年 2 班 27 

10/2 南屏國小 3 年愛班 24 

10/5 羅東鎮公正國小 9 

10/11 育才國小 3 年忠班 20 

10/24 四季國小四年級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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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日期 場次 人數 

親子共學 9/9 IBU 廚房冬瓜山書店_新住民學習社 10 

9/15 櫻花建設服務部員工家庭日 10 

社區活動 10/3 羅東樂齡學習中心 25 

10/4 宜蘭樂齡學習中心 19 

 

3.1 戶外觀察學習加入桌遊教學課程 

由團體主動洽談，因為人數較多，希望不只是純室內課程，能在認識生態廊道之餘

也能在野外觀察野生動物，因此團隊在安排課程方面，額外增加了 2 小時時間做戶外觀

察體驗，想測試若先進行戶外觀察，再進行桌遊會不會讓學員覺得課程主軸疊床架屋，

經過 2 小時戶外觀察，學員們普遍對於野生動物產生許多好奇，但是因為野生動物相關

基礎知識不足，所以尚無法對桌遊中 15 種生物產生印象，也不會有與室內課程重複感

出現，而且對於遊戲中談到的穿越式廊道與跨越式廊道能更理解，所以若是團體時間充

分，給予 3 小時以上，課程可以增加戶外觀察部分，創造更多與學員互動經驗。 

  

先在教室外講解野外觀察重點，親子們聽

得躍躍欲試。 

開始練習去尋找小動物，觀察微棲地下有

誰在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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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到真正的戶外吧！看看在緊鄰建築物的

道路兩側會不會有生物躲藏 

換到一片樹林旁邊吧，這邊也許有更多生

物穿越馬路的痕跡。 

 

3.2 桌遊教學課程的擺攤推廣 

這四場是希望藉由參與桌遊推廣活動，觸及更多的散客，因為在戶外攤位的空間是

開放的，所以學員有隨時離去的可能性，因此團隊討論的重點便是練習在約 5 分鐘的時

間裡，快速吸引路人的目光，願意駐足並嘗試遊玩。 

因為要快速吸引目光，桌遊本身便是賣點，所以跟室內課程流程相反，教師先把桌

遊攤開，讓學員產生好奇，等到人靠近之後，再藉由講解遊戲規則的方式，把生態廊道

跟物種保育的概念放入，等到遊戲結束，再請學員回答卡牌當中出現的動物有誰？是否

有成功讓動物回家？學員因為有了遊戲經驗，願意繼續聆聽課程，此時佐以簡單的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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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便能建立起學員與教學目標的連結。 

  

藝穗節期間桌遊推廣，快速吸引學員目光 藝穗節期間桌遊推廣，快速吸引學員目光 

  

不同年齡層都可以玩，考驗教師教學功力 遊戲輕鬆有趣，學員反映好玩新鮮。 

 

3.3 到校推廣課程 

學校部分分成三個年齡層：學齡前到二年級、國小三四年級以及國小五六年級，委

員在審查計畫當時有提供希望能確定教學受眾的建議，而團隊當初在設計遊戲時，即針

對不同的年齡層有設定不同的教學目標，所以針對學齡前到國小二年級之間的學員，因

為還在認識名稱與形狀，所以目標訂立讓學員認識台灣有許多不同的生物與棲地生存需

要的資源，額外學習目標是了解生態廊道建立的要點是需要與棲地相仿，促使生物去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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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以快速通過既有道路，實際操作的情形，學員對於各種生物名稱沒辦法完全記憶，但

是對於生物需要什麼樣的棲所環境可以反應與理解，符合當初設定的教學目標。 

針對國小三四年級學員，已經能夠理解生物與生態廊道之間的關係，還有人類建立

生態廊道的用意，此時教學目標除了原有認識台灣野生動物外，再增加反思生態廊道是

否能完全解決棲地切割、物種生存空間壓縮等議題，因為學員們大多數都已經有在日常

生活中看過路殺情形，也會在課堂中與教師互動這方面經驗，所以帶入相關議題反思

時，能很快的瞭解生態廊道無法完全解決物種生存壓力，符合教學目標。 

針對國小五六年級，課程中的生物認識與生態廊道的認識已經可以完全理解，對於

課程目標，教師希望能提升到讓學員去思考「需要與想要」的層次，而在實際教學過程

中，學員也的確能理解並由學員的口中結論出要能真正保護這些野生動物，最終還是得

人類去減少不必要的開發與工程設計階段就導入對生物的保護概念。 

  

7/16 私立培傑爾美語會話短期補習班 7/16 私立培傑爾美語會話短期補習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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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7 私立培傑爾美語會話短期補習班 7/17 私立培傑爾美語會話短期補習班 

  
7/18 私立培傑爾美語會話短期補習班 7/18 私立培傑爾美語會話短期補習班 

  
7/19 私立培傑爾美語會話短期補習班 7/23 私立培傑爾美語會話短期補習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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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北成國小 5 年 2 班 10/1 北成國小 5 年 2 班 

  
10/2 南屏國小 3 年愛班 10/2 南屏國小 3 年愛班 

  
10/5 羅東國小 10/5 羅東國小 

  
10/11 育才國小 3 年忠班 10/11 育才國小 3 年忠班 



15 

3.4 親子活動與社區場域的教學課程 

很多時候在教學過程中，孩子們能夠理解但卻又無法清楚向家長說明，所以團隊在

設計初期，便有想進入到社區或是親子共學團體進行教學的意念，希望藉由教導全年齡

的學員，讓家長能帶領孩子或是社區共同產生保育意識，進而凝聚關心保育議題的力

量，實際執行結果，家長們普遍能認同教學理念，也因為同情憐憫生物處境，更願意帶

領孩子去注意台灣的野生動物生存難題，社區場域比較多是家中長輩，除了覺得遊戲輕

鬆好玩，對於物種保育多有不是自身能力可以執行的想法，也是教學目標與手法可以去

修正精進之處。 

  

9/9 IBU 廚房冬瓜山書店_新住民學習社 9/15 櫻花建設服務部員工家庭日 

  
10/3 羅東樂齡學習中心 10/4 宜蘭樂齡學習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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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檢討與未來可執行項目 

在 20 場次完成後（第 21 場將於 10 月 24 日在宜蘭大同國小舉行），團隊統整了

各場次教學回饋，條列如下，幫助未來若有計畫可以執行參考。 

1. 卡牌重新設計，本次計畫卡牌設計由團隊教師無償提供，但是礙於專業度與成

本考量，無法將卡牌美術設計更完整，而卡片的更動也會造成規則變動，這部

分也會需要額外經費支持。 

2. 調整遊戲規則，讓遊戲更趨於平衡。雖然團隊已經花了 2 個月時間調整遊戲平

衡性，但是仍有許多物種沒有被選入卡牌池中，也有遊戲獲勝方式趨於單調，

若可以新增卡牌，則連動廊道與分數、抽牌出現機率換算等皆需要調整，嘗試

設計出更耐完的桌遊。 

3. 嘗試加入更多戶外觀察實作部分，透過桌遊認識動物與生態廊道，若有更多時

間，可以加入約一小時的戶外探索，學員由生物角度去觀察出發，可以讓學員

更有親身體驗生物生存困境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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