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案內容說明

教學目標/ 
活動階段  教學內容 教學

時間 學習評量

1.經由各方面專業

講 師 與 學 生 對 話

後，激發學生對食

物鏈專業知識的 探

索精神，主動專研

相關知識。強化孩

子 自 動 學 習 的 能 

力。

2.在學生不斷的小

組對話中，增強了

孩子多面向的創造

性思維能力。 並在

討論互動過程中， 

增強孩子團隊合作

的默契，能接納尊

重他人意見。符合

人權概念。

【階段一:黑鳶大使特訓篇】-第 1.2 節

1.藉家鄉在地的特產鳳梨，代入黑鳶、老 鼠、蛇、農

夫與鳳梨產能間環環相扣的食物鏈，引入專家學者

及在地耆老做課程介紹，引起學生動機。

2.邀請高雄大學專業講師到校介紹在地猛禽生態鳥踏

與友善鳳梨田，及黑鳶與鳳梨田的族群食物鏈；繼

而引導學生反思，構思如何吸引黑鳶停留，如何消

滅老鼠，如何增加鳳梨產能等；於是學生開始手作

鳥踏。

3.藉著食物鏈的介紹,融入SDGs及全民綠生活的哪些

概念?教師拿出17項指標的圖卡，向學生說明基本

概念，並請學生分組討論學生：討論並發表各組的

想法，符合SDGs的第 6、7、11、12、15項指標。

4.學生發表：在食物鏈的環節中了解到潔淨的水、可

負擔的潔淨能源、再加上黑鳶的生態保育陸域生態

的維護、鳳梨生產過程的責任、進而建立永續城鄉

的概念。

【階段二:食物鏈概念強化】-第 3.4 節

1.邀請在地文史協會介紹大樹鳳梨栽種知興衰，再次

強化大樹在地鳳梨田中常發生的食物鏈關係，在農

民、鳳梨、土壤、黑鳶、與老鼠等構成的生態系

中，如何取得平衡？引導學生反思，並且完成鳳梨

田、鳥踏、黑鳶、老鼠之棲地模型。

2.藉著生態平衡的介紹，融入SDGs及全民綠生活的

概念，教師拿出17項指標的圖卡，再次向學生說

明，符合SDGs的第6、7、11、12、15項指標裡的

基本概念，強化學生的認知。

3.學生分享：「生態平衡」是很重要的。需要從小建

立起概念。但是除了SDGs的指標外是否也符合全民

綠生活的綠色飲食、綠色消費、綠色居家？

80分

80分

資料蒐集 

實作報告 

口頭評量 

學生自評 

同儕互評 

分組發表與討論

資料蒐集 

實作報告 

口頭評量 

學生自評 

｢ 九 ｣ 轉 五 行  永 續 傳 ｢ 曲 ｣ -
「 木 」 與 「 土 」 的 鏈 結 ~ 食 物 鏈 明 星 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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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學生動手自製遊

戲的過程中，發現

問題，思辯後再修

正，從過程中培養

解決問題的能力，

能夠發現問題、找

出 關 鍵 、 建 立 假

設、評估與驗證。

增進規劃、組織與

實踐的知能。符應

合作學習的概念。

4.在遊戲設計過程

中，培養自我超越

的素養，增進自我

瞭解，勇於挑戰，

養成學生自信心；

在發表的過程中，

勇於挑戰，貫徹目

標 ， 發 展 個 人 潛

能。提升孩子學習

成效。

【階段三:桌遊圖卡設計】  -第 5.6.7 節

1.藉由模型深化食物鏈的概念後，邀請桌遊專業老師

介紹桌遊故事如何發想、如何規劃，並邀請桌遊專

業設計老師，與學生進行專業對話。 

2.引入課程建構學生桌遊概念後，學生動手，開始發

想桌遊的遊戲規則，建立遊戲架構，小組討論，並

先製作出草圖。

3.第一次原創的遊戲規則，還待實驗，動手試作簡單

紙牌先體驗一下！

4.從試玩過程修正遊戲規則。

5.遊戲後修正版-第二代規則出爐！

【階段四:試玩，再進化】  -第 8.9 節

1.實際動手玩，從遊戲中遇到困難，再討論，再修

正，再遊戲。最後確認遊戲規則。 

2.遊戲地圖說明書

4.學生發表：淨水可與綠色飲食結合、永續城鄉可與

綠色居家結合、責任消費應該可以與綠色消費結

合。

仔細聆聽 

蒐集資料整理 

分組討論 

口頭報告

實作 

設計製作 

學生自評 

同儕互評

實作

設計製作 

學生自評

同儕互評

120分

80分

遊戲名稱：食物鏈.明星變 

一、設計者：5 忠林皇顧、葉宸妘、林佳諺、湯泓曄、陳智賢、黃俊元   

    指導老師：李佩珊老師 

二、適玩年齡及人數：5 歲以上，3-4人。 

三、遊戲背景：吃到大樹在地名產-鳳梨，就會變身為可愛明星，所以大家要來搶鳳梨 

四、遊戲配件： 

（一）遊戲地圖 1張、記分板 1張、暫停娃娃 6個、骰子 1顆 

（二）桌牌：農夫卡 10張、老鼠卡（攻擊牌）10張、黑鳶卡（防禦牌）10張、蛇卡（毒

牌）10 張、黑鳳梨 10張，混洗放置地圖排堆區。 

（三）鳳梨牌：黃鳳梨 10 張、紅鳳梨 10張、藍鳳梨 10張。 

五、勝利條件：遊戲結束時，最先收集到 21點的玩家獲勝，農夫就可變身為可愛明星。 

六、遊戲規則： 

（一）各色鳳梨點數表 

       鳳梨種類 

計分情形 

黃鳳梨 

（土鳳梨） 

紅鳳梨 

（金鑽鳳梨） 

藍鳳梨 

（甜蜜蜜鳳梨） 

黑鳳梨 

鳳梨代表的點數 1 點 3點 5點 -3點 

被蛇吃到後 

變成毒鳳梨的點數 
-1 點 -3點 -5點 -6點 

抽到農夫牌，擲骰

子決定鳳梨種類 
骰到 1、3、5點 骰到 2、4點 骰到 6點  

停玩遊戲的圈數 停 1輪 

才能種出黃鳳梨 

停 2輪 

才能種出紅鳳梨 

停 3輪 

才能種出藍鳳梨 

停 1輪 

保養皮膚 

  （二）遊戲地圖： 

  

鳳梨牌 
農夫、老鼠、黑鳶、黑鳳梨、蛇 

（混洗並蓋牌放置桌面） 

（三）遊戲開始 

  1.首先將農夫、老鼠、黑鳶、黑鳳梨和蛇 5種牌卡混洗後蓋牌放置遊戲地圖的牌堆區。 

  2.擲骰子決定玩家順序，依照順序從第 1個人開始抽鳳梨牌（黃、紅、藍三色鳳梨卡先混合 

    搓牌），以此類推，一人先抽一張，抽完後再將黃、紅、藍三色鳳梨卡分開，放置桌面鳳梨 

    牌位置區，亮出各色鳳梨牌。 

3.玩家依序開始從牌堆裡抽牌，並根據抽到的牌卡種類進行攻擊或防禦，以取得鳳梨點數：: 

（1）抽到老鼠牌，可以決定吃哪一玩家的鳳梨，如果猜中該花色的鳳梨，表示老鼠贏，可以吃掉

對方玩家的鳳梨，被猜中顏色的鳳梨就得放回牌堆（放回鳳梨牌區），一起重洗牌；但是如果沒有

猜中，則會被老鼠抓花臉，罰停一輪。 

說明:（A玩家吃到老鼠並成功猜中 B玩家的鳳梨牌，則①A玩家沒有獲得該鳳梨的點數②被猜中的

鳳梨是放回各色鳳梨區③使用後的老鼠牌是放回牌堆中） 

（2）若是有老鼠要入侵，玩家可以打黑鳶牌防禦，就不會損失鳳梨，打出的黑鳶牌就再放 

  回牌堆，一起重搓牌 

（3）抽到蛇牌，可以指定把某一玩家鳳梨的某種顏色變成毒鳳梨，如果有猜中該花色的鳳梨，該

鳳梨的點數就會變成負分，得到負分的鳳梨，需直接從手牌中扣除，被猜中顏色的鳳梨就得放回牌

堆（放回鳳梨牌區），一起重搓牌；萬一點數不夠扣，則先登記在計分板上，等點數足夠再交回牌

堆中（放回鳳梨牌區）;使用後的蛇牌是放回牌堆中 

（4）抽到農夫牌，要自己努力種鳳梨，並依據擲骰子的點數決定會種出哪種顏色的鳳梨及停止玩

遊戲的圈數（獲得鳳梨後，農夫牌是放回牌堆中） 

 

七、遊戲結束： 

（一）最快收集到 21 點鳳梨的玩家獲勝，變身為超可愛明星。  

（二）萬一超過 21 點，則玩家自爆，就輸了  

  鳳梨牌若於遊戲中遭受攻擊，是直接放入牌堆中，不再依據各花色分類放置鳳梨區 

藍 
鳳梨 

黃 
鳳梨 

紅 
鳳梨 

牌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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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在設計過程中，

培養自我超越的素

養，勇於挑戰，貫

徹目標。

6.在作品遊戲介紹

說明的過程中，增

進自我瞭解，養成

學生自信心，發展

個人潛能。

預期效益

參考資料

【階段五:定稿發行】-第10.11.12 節

1.安排本校藝術深耕專業講師，與學生互動，教導學

生製作概念；確認遊戲規則及各種卡牌數量後，開

始動手設計遊戲地圖及卡牌樣式。 

2.完成後的遊戲規則卡牌請廠商後製後，我們的桌遊

卡牌完成了！來玩玩吧！

3.遊戲地圖及卡牌終於完成。

仔細聆聽 

蒐集資料整理 

分組討論

實作 

設計製作 

學生自評 

同儕互評

學生自評

同儕互評

發表

120分

40分

【階段六：專屬桌遊~食物鏈明星變~誕生】

1.又酷又炫的成品完成了，和班上同學試玩一下！課

餘試玩。 

2.全班在試玩過程中，學會在地鳳梨田的食物鏈規

則，進而了解保育的重要性！也學習到團隊合作的

遊戲模式！

3.在遊戲過後學生分享：「生態平衡」是重要性。也

再次復習符合SDGs的第6、7、11、12、15項指標

裡的項度。

及符合全民綠生活的綠色飲食、綠色消費、綠色居

家。

1.引入各方面專業老師與學生對話，激發主動探索和研究的精神，如學生發問意願增

強、主動精進學業能力。 

2.學生在互動討論過程中，培養獨立思考與創造性思考的能力，結合邏輯分析與聯想

性思維。 

3.學生動手自製遊戲的過程中，發現問題，思辯後再修正，從過程中培養解決問題的

能力，能夠發現問題、找出關鍵、建立假設、評估與驗證。增進規劃、組織與實踐

的知能。 

4.在討論互動中，能夠接受他人意見及發表自己意見，增進團隊合作能力。 

5.在設計過程中，培養自我超越的素養，勇於挑戰，貫徹目標。

6.在作品遊戲介紹說明的過程中，增進自我瞭解，養成學生自信心，發展個人潛能。

7.能了解 SDGs 及全民綠生活的概念並能運用。

1.邀請高雄大學宋欣穎講師分享團隊長期觀察研究利用棲架搭建協助老鷹捕捉老鼠與

保育老鷹之成果。

2.邀請野鳥協會人員介紹台灣獨有之猛禽草鴞，以及牠們的生態鏈。

 

七、遊戲結束： 

（一）最快收集到 21點鳳梨的玩家獲勝，變身為超可愛明星。  

（二）萬一超過 21點，則玩家自爆，就輸了  

  鳳梨牌若於遊戲中遭受攻擊，是直接放入牌堆中，不再依據各花色分類放置鳳梨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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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邀請大樹文史協會志工介紹了解大樹獨特自然生態與鳳梨產業在大樹的發展歷史。

4.SDGs是什麼？永續發展目標17項目標及台灣實例-親子天下 

https://www.parenting.com.tw/article/5091099

5.什麼是SDGs永續發展城市？為何台灣愈來愈多縣市在做SDGs？-未來城市

https://futurecity.cw.com.tw/article/837 

6.永續發展目標(SDGs)教育手冊-臺灣指南 

https://www.kh.edu.tw/filemanage/upload/4327/03

7.全民綠生活-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https://greenlife.ep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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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一：

黑鳶大使特訓篇

階段二：

食物鏈概念強化

各階段課程附件內容

附件內容活動階段名稱

用竹筷子製作鳥踏~吸引黑鳶落腳 鳥踏原始模型

裝置完成的鳥踏，連鳥窩鳳梨都有喔！ 各種自製鳥踏

跟教授介紹自己設計的鳥踏 發表鳥踏的樣式及鳥窩等各種配置

有的製作鳥踏，有的準備繪製鳳梨田周邊及黑鳶棲地，大家分工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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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三：

桌遊圖卡設計

設計黑鳶棲地的模型 老師協助模型的製作

最初的簡單紙牌 簡單紙牌試玩一下

第一代規則

桌    遊：故事主軸要跟蛇、農夫、鳳梨、黑鳶、老鼠等有關

前    言：故事大綱

遊戲名稱：(要能吸引人玩的名稱）

物    品：老鼠藥、捕鼠器、農藥、棲架

10歲以上，3-5人，20-30分鐘

目    標：了解生態

物    品：地點、角色、動作、形容詞、功能牌

結合排七-故事接龍

1.一人拿六張牌，打一張抽一張

2.接不下去就蓋，蓋最多的輸

3.角色如果死不能再使用該角色，除非有人再出此牌

4.如果故事不合理要再請對方重說

5.說故事須限30秒

卡 牌 有：

樹林、鳳梨田、天空、棲架、農舍、地洞、農夫、老鼠、蛇、

黑鳶、鳳梨、大冠鷲、快速得、農藥、老鼠藥、捕鼠器、逃

跑、死亡、飛、吃、中毒、盤旋、休息、痛苦、勞累、逃之夭

夭、驚慌失措、打斷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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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四：

試玩，再進化

越玩越開心 從試玩過程修正遊戲規則

遊戲後修正版-第二代規則出爐了！

再修正後-遊戲規則終於定案了！

遊戲名稱：食物鏈.明星變 

一、設計者：5忠林皇顧、葉宸妘、林佳諺、湯泓曄、陳智賢、黃俊元   

    指導老師：李佩珊老師 

二、適玩年齡及人數：5歲以上，3-4 人。 

三、遊戲背景：吃到大樹在地名產-鳳梨，就會變身為可愛明星，所以大家要來搶鳳梨 

四、遊戲配件： 

（一）遊戲地圖 1張、記分板 1張、暫停娃娃 6個、骰子 1顆 

（二）桌牌：農夫卡 10張、老鼠卡（攻擊牌）10張、黑鳶卡（防禦牌）10張、蛇卡（毒

牌）10張、黑鳳梨 10 張，混洗放置地圖排堆區。 

（三）鳳梨牌：黃鳳梨 10 張、紅鳳梨 10張、藍鳳梨 10張。 

五、勝利條件：遊戲結束時，最先收集到 21 點的玩家獲勝，農夫就可變身為可愛明星。 

六、遊戲規則： 

（一）各色鳳梨點數表 

       鳳梨種類 

計分情形 

黃鳳梨 

（土鳳梨） 

紅鳳梨 

（金鑽鳳梨） 

藍鳳梨 

（甜蜜蜜鳳梨） 

黑鳳梨 

鳳梨代表的點數 1 點 3 點 5點 -3點 

被蛇吃到後 

變成毒鳳梨的點數 
-1 點 -3 點 -5點 -6點 

抽到農夫牌，擲骰

子決定鳳梨種類 
骰到 1、3、5點 骰到 2、4點 骰到 6點  

停玩遊戲的圈數 停 1 輪 

才能種出黃鳳梨 

停 2輪 

才能種出紅鳳梨 

停 3輪 

才能種出藍鳳梨 

停 1輪 

保養皮膚 

  （二）遊戲地圖： 

  

鳳梨牌 
農夫、老鼠、黑鳶、黑鳳梨、蛇 

（混洗並蓋牌放置桌面） 

（三）遊戲開始 

  1.首先將農夫、老鼠、黑鳶、黑鳳梨和蛇 5 種牌卡混洗後蓋牌放置遊戲地圖的牌堆區。 

  2.擲骰子決定玩家順序，依照順序從第 1 個人開始抽鳳梨牌（黃、紅、藍三色鳳梨卡先混合 

    搓牌），以此類推，一人先抽一張，抽完後再將黃、紅、藍三色鳳梨卡分開，放置桌面鳳梨 

    牌位置區，亮出各色鳳梨牌。 

3.玩家依序開始從牌堆裡抽牌，並根據抽到的牌卡種類進行攻擊或防禦，以取得鳳梨點數：: 

（1）抽到老鼠牌，可以決定吃哪一玩家的鳳梨，如果猜中該花色的鳳梨，表示老鼠贏，可以吃掉

對方玩家的鳳梨，被猜中顏色的鳳梨就得放回牌堆（放回鳳梨牌區），一起重洗牌；但是如果沒有

猜中，則會被老鼠抓花臉，罰停一輪。 

說明:（A玩家吃到老鼠並成功猜中 B 玩家的鳳梨牌，則①A 玩家沒有獲得該鳳梨的點數②被猜中的

鳳梨是放回各色鳳梨區③使用後的老鼠牌是放回牌堆中） 

（2）若是有老鼠要入侵，玩家可以打黑鳶牌防禦，就不會損失鳳梨，打出的黑鳶牌就再放 

  回牌堆，一起重搓牌 

（3）抽到蛇牌，可以指定把某一玩家鳳梨的某種顏色變成毒鳳梨，如果有猜中該花色的鳳梨，該

鳳梨的點數就會變成負分，得到負分的鳳梨，需直接從手牌中扣除，被猜中顏色的鳳梨就得放回牌

堆（放回鳳梨牌區），一起重搓牌；萬一點數不夠扣，則先登記在計分板上，等點數足夠再交回牌

堆中（放回鳳梨牌區）;使用後的蛇牌是放回牌堆中 

（4）抽到農夫牌，要自己努力種鳳梨，並依據擲骰子的點數決定會種出哪種顏色的鳳梨及停止玩

遊戲的圈數（獲得鳳梨後，農夫牌是放回牌堆中） 

 

七、遊戲結束： 

（一）最快收集到 21點鳳梨的玩家獲勝，變身為超可愛明星。 

（二）萬一超過 21點，則玩家自爆，就輸了  

  鳳梨牌若於遊戲中遭受攻擊，是直接放入牌堆中，不再依據各花色分類放置鳳梨區 

藍 
鳳梨 

黃 
鳳梨 

紅 
鳳梨 

牌堆 

（三）遊戲開始 

  1.首先將農夫、老鼠、黑鳶、黑鳳梨和蛇 5種牌卡混洗後蓋牌放置遊戲地圖的牌堆區。 

  2.擲骰子決定玩家順序，依照順序從第 1個人開始抽鳳梨牌（黃、紅、藍三色鳳梨卡先混合 

    搓牌），以此類推，一人先抽一張，抽完後再將黃、紅、藍三色鳳梨卡分開，放置桌面鳳梨 

    牌位置區，亮出各色鳳梨牌。 

3.玩家依序開始從牌堆裡抽牌，並根據抽到的牌卡種類進行攻擊或防禦，以取得鳳梨點數：: 

（1）抽到老鼠牌，可以決定吃哪一玩家的鳳梨，如果猜中該花色的鳳梨，表示老鼠贏，可以吃掉

對方玩家的鳳梨，被猜中顏色的鳳梨就得放回牌堆（放回鳳梨牌區），一起重洗牌；但是如果沒有

猜中，則會被老鼠抓花臉，罰停一輪。 

說明:（A玩家吃到老鼠並成功猜中 B玩家的鳳梨牌，則①A玩家沒有獲得該鳳梨的點數②被猜中的

鳳梨是放回各色鳳梨區③使用後的老鼠牌是放回牌堆中） 

（2）若是有老鼠要入侵，玩家可以打黑鳶牌防禦，就不會損失鳳梨，打出的黑鳶牌就再放 

  回牌堆，一起重搓牌 

（3）抽到蛇牌，可以指定把某一玩家鳳梨的某種顏色變成毒鳳梨，如果有猜中該花色的鳳梨，該

鳳梨的點數就會變成負分，得到負分的鳳梨，需直接從手牌中扣除，被猜中顏色的鳳梨就得放回牌

堆（放回鳳梨牌區），一起重搓牌；萬一點數不夠扣，則先登記在計分板上，等點數足夠再交回牌

堆中（放回鳳梨牌區）;使用後的蛇牌是放回牌堆中 

（4）抽到農夫牌，要自己努力種鳳梨，並依據擲骰子的點數決定會種出哪種顏色的鳳梨及停止玩

遊戲的圈數（獲得鳳梨後，農夫牌是放回牌堆中） 

 

七、遊戲結束： 

（一）最快收集到 21點鳳梨的玩家獲勝，變身為超可愛明星。 

（二）萬一超過 21點，則玩家自爆，就輸了  

  鳳梨牌若於遊戲中遭受攻擊，是直接放入牌堆中，不再依據各花色分類放置鳳梨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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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五：

定稿發行

卡牌初稿 卡牌定稿

遊戲地圖與卡牌原稿 遊戲地圖電腦後製版

討論分工設計卡牌及底圖 初完成的卡牌草圖，好開心

討論底圖的角落設計 開始上色了！老師也湊一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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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六：

專屬桌遊

食物鏈明星變

~誕生

沉浸在色彩的美感中！超專注的！ 我的農夫卡牌上玩色了，滿意！

老師先說明規則 黑鳶三美女_介紹明星變的設計理念

仔細聽我說明喔！ 我們這組比較幸運，可以用彩色版

試玩一下！看你們懂不懂！ 全班分六組廝殺，超好玩的食物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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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月考完,再拿出來玩玩，廝殺一下吧！

我們自製的桌遊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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