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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媒 體 篇 
 

一、電視節目 

節目名稱 出版 適合年段 內容取向 

下課花路米 
公視 

國小 

低中高年級 

專門為學齡兒童設計，取材遍及史地、

人文、社會、藝術、科學、自然等領域，

拍攝足跡觸及台灣及世界數個國家，透

過親身走訪每個主題事物的源頭。 暑假花路米 

呼叫妙博士 大愛 
國小 

低中高年級 

加入戲劇、動畫等元素，從中獲得科學

知識，培養科學精神和邏輯思考，也讓

環保成為內在的思考模式與生活態度。 

小主播看天下 大愛 
國小 

中高年級 

以兒童的觀點來看世界事，報導各地新

聞及台灣各地有趣的訊息。藉此培養國

際觀，並深入認識自己所生長的土地。 

我們的島 公視 
國小 

國高中 
以環境生態為報導主題的新聞性節目 

台灣脈動- MIT台灣

誌 
中視 

國小高年級 

國高中 

為台灣探訪前人留下歷史足跡，在路途

上不斷探究生態介紹、地質變化、新物

種發現、辨認動植物、山嶽特色與氣

候、人文風情寫實等 

Discovery系列 大愛 國高中 深入探索台灣各地奇景並忠實呈現, 

國家地理頻道 
NGCI 

FOX 
國高中 

內容包括歷險探索、自然歷史、科學、

野生世界、人文考古及風土民情等，推

廣探索歷險、保護環境及教育工作。 

綠色幸福學 大愛 國高中 

節目邀請綠色發明家或綠色實踐家，暢

談他的綠發明或環保行動，引起他人共

鳴後而形成的行動。 

人文講堂 大愛 國高中 

邀請臺灣各行各業人士、學者專家，或

熱愛生命者，將其學識涵養、人文感

受，及對生命的活力，以二十二分鐘的

講演方式，直接與大眾分享。 

沒有黑板的社會課 大愛 高中 

記錄大學生職場實習過程的節目，對於

所遇到的難題、挫折、解決的過程，不

說教也不給答案，讓人真實體會職場人

生更多的可能性。 

地球證詞 大愛 高中 

《地球證詞》精選世界各國多元類型的

紀錄片，涵蓋教育、科普、人文、藝術、

環保生態、歷史、健康等類型。 

◎另有影片導讀討論。 

http://followme.pts.org.tw/
http://www.pts.org.tw/program/Template1B_About.aspx?PNum=770&PURL=2014summer_special
http://www.daai.tv/daai-web/program/content.php?id=1270&u=10-1&c=491
http://www.daai.tv/daai-web/program/content.php?hd&id=1276&u=10-164&c=538
http://web.pts.org.tw/php/html/island/island.php
http://www.daai.tv/daai-web/program/content.php?id=31458&u=10-1&c=488
http://www.fictw.com/ngc.php
http://www.daai.tv/daai-web/program/content.php?hd&id=31461&u=10-169&c=510
http://www.daai.tv/daai-web/program/content.php?hd&id=36978&u=10-164&c=588
http://www.daai.tv/daai-web/program/content.php?hd&id=43731&u=10-164&c=678
http://www.daai.tv/daai-web/program/content.php?hd&id=31847&u=10-165&c=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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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電影 

紀錄片 50部 

水資源大作戰  永續餐桌  未來狂想曲  盧貝松之搶救地球  

在海裡飛翔  無米樂  牛鈴之聲  人類消失後-重生的地球  

搶救鯨魚大作戰  產房  企鵝寶貝  不願面對的真相  

第十一個小時  1428  與鯨魚共舞  瀕危的演化天堂-加拉巴哥群島 

極地熊寶貝  熊貓物語  鵬程千萬里  沃爾瑪-低價的代價  

小星星的心願  森之歌 我們的地球  紅色羽翼：火雞之謎 

十二夜 (流浪犬)  巡山日誌 沉默的食物  返家八千里-黑面琵鷺  

餵不飽的地球 藍色星球 水源危機  藍色星球上的移民  

末日浩劫如何降臨 六月初八 活水溯源  颱風卡崔娜：毀滅城市的風暴 

災難再現 重建未來 野性蘭嶼 預約未來替代能源 

在中寮相遇 洪水的秘密 永續城市 地球脈動：搶救南極 

變‧遷 戲湖人 憂慮花蓮-鍾寶珠和她的後山歲月 

 

劇情片 36部 

天崩地裂  藍蝶飛舞  有你真好  佐賀的超級阿嬤  

那山那人那狗  國王的異想世界  明天過後  當地球停止轉動  

小樹的故事  高山上的世界盃  我很想你  蝴蝶  

http://app.atmovies.com.tw/movie/movie.cfm?action=filmdata&film_id=fben91137439
http://app.atmovies.com.tw/movie/movie.cfm?action=filmdata&film_id=fsen41216644
http://web.pts.org.tw/php/mealc/main.php?XMAENO=837
http://app.atmovies.com.tw/movie/movie.cfm?action=filmdata&film_id=fhfr21014762
http://app.atmovies.com.tw/movie/movie.cfm?action=filmdata&film_id=ften40970521
http://app.atmovies.com.tw/movie/movie.cfm?action=filmdata&film_id=fhtw30256014
http://app.atmovies.com.tw/movie/movie.cfm?action=filmdata&film_id=fokr41334549
http://app.atmovies.com.tw/movie/movie.cfm?action=filmdata&film_id=faen51264068
http://app.atmovies.com.tw/movie/movie.cfm?action=filmdata&film_id=faen71286499
http://app.atmovies.com.tw/movie/movie.cfm?action=filmdata&film_id=f1tw29701031
https://tw.movies.yahoo.com/movieinfo_main.html/id=1175
http://app.atmovies.com.tw/movie/movie.cfm?action=filmdata&film_id=faen00497116
http://app.atmovies.com.tw/movie/movie.cfm?action=filmdata&film_id=f1en90492931
http://app.atmovies.com.tw/movie/movie.cfm?action=filmdata&film_id=f1cn41500679
http://app.atmovies.com.tw/movie/movie.cfm?action=filmdata&film_id=fwen40867160
http://app.atmovies.com.tw/movie/movie.cfm?action=dvd&do=data&dvdid=Dg62008121200001
http://app.atmovies.com.tw/movie/movie.cfm?action=filmdata&film_id=faen40488508
http://www.books.com.tw/exep/prod/dvd/dvdfile.php?item=D020041007
http://app.atmovies.com.tw/movie/movie.cfm?action=filmdata&film_id=ften50301727
http://app.atmovies.com.tw/movie/movie.cfm?action=filmdata&film_id=fwen90473107
http://app.atmovies.com.tw/movie/movie.cfm?action=filmdata&film_id=fsen61241250
http://app.atmovies.com.tw/movie/movie.cfm?action=filmdata&film_id=fstw39403355
http://app.atmovies.com.tw/movie/movie.cfm?action=filmdata&film_id=feen20393597
http://app.atmovies.com.tw/movie/movie.cfm?action=filmdata&film_id=fcen90902967
http://app.atmovies.com.tw/movie/movie.cfm?action=filmdata&film_id=fttw31696638
http://www.peopo.org/news/11488
http://app.atmovies.com.tw/movie/movie.cfm?action=filmdata&film_id=fode70765849
http://www.books.com.tw/exep/prod/dvd/dvdfile.php?item=D020026724
http://app.atmovies.com.tw/movie/movie.cfm?action=filmdata&film_id=fwat60478324
http://www.books.com.tw/exep/prod/dvd/dvdfile.php?item=D020015574
http://www.books.com.tw/exep/prod/dvd/dvdfile.php?item=D020035596
http://www.eslite.com/product.aspx?pgid=1004229291831021
http://www.tntn.com.tw/apocalypse/apocalypse.html
http://blog.yam.com/filmit/article/17327676
http://www.pts.org.tw/forest/guide.html
http://www.books.com.tw/exep/prod/dvd/dvdfile.php?item=D020054131
http://www.moviecharger.com.tw/rmovies.asp
http://www.govbooks.com.tw/viewitem-nonbook.aspx?prodno=59409
http://quietsummer.com/SHONENKO_BLOG/nfblog/?p=137
http://www.moviecharger.com.tw/rmovies.asp
http://app.atmovies.com.tw/movie/movie.cfm?action=filmdata&film_id=fDatm0874331
http://app.atmovies.com.tw/movie/movie.cfm?action=filmdata&film_id=fben40313300
http://app.atmovies.com.tw/movie/movie.cfm?action=filmdata&film_id=fwkr40312841
http://app.atmovies.com.tw/movie/movie.cfm?action=filmdata&film_id=fgjp70480773
http://app.atmovies.com.tw/movie/movie.cfm?action=filmdata&film_id=fSatm0886033
http://app.atmovies.com.tw/movie/movie.cfm?action=filmdata&film_id=ften70358303
http://app.atmovies.com.tw/movie/movie.cfm?action=filmdata&film_id=fden80319262
http://app.atmovies.com.tw/movie/movie.cfm?action=filmdata&film_id=fden00970416
http://app.atmovies.com.tw/movie/movie.cfm?action=filmdata&film_id=fEatm0875207
http://app.atmovies.com.tw/movie/movie.cfm?action=filmdata&film_id=fcel70201840
http://app.atmovies.com.tw/movie/movie.cfm?action=filmdata&film_id=feen40330911
http://app.atmovies.com.tw/movie/movie.cfm?action=filmdata&film_id=fben90244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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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亞的婚事  天堂赤子心  大雪崩  愚昧年代  

威鯨闖天關  威鯨闖天關 2  威鯨闖天關 3  威鯨闖天關 4  

日本沉沒  野性之聲  阿凡達  返家十萬里  

彗星撞地球  侏儸紀公園  永不妥協  沙皇的小馬  

可可西里  夢想起飛的季節  2012  紐約強震驚魂  

魔鬼複製人  破天慌  末日列車  未來總動員  

人工進化   龍捲風毀滅紀實 小人物征服大自然 

 

動畫片 14部 

荷頓奇遇記  打獵季節  打獵季節 2  打獵季節 3  

米芽米咕人  河童之夏 蜂電影  賽貝索偵探隊 

熊的傳說  熊的傳說 2  瓦力  霍爾的移動城堡  

快樂腳  快樂腳 2  霹靂貓  神隱少女  

天空之城  魔法公主  平成狸合戰  魔女宅急便  

風之谷  龍貓  岸上的波妞  螢火蟲之墓  

冰原歷險記 2  冰原歷險記  冰河歷險記 3：恐龍現身  

哆啦 A 夢：大熊與綠之巨人傳  冰原歷險記 4:板塊漂移  

哆啦 A 夢：大雄與奇跡之島  哆啦Ａ夢：大雄的人魚大海戰  

 

http://zh.wikipedia.org/zh-hant/%E5%9B%BE%E9%9B%85%E7%9A%84%E5%A9%9A%E4%BA%8B
http://app.atmovies.com.tw/movie/movie.cfm?action=filmdata&film_id=fcen50336164
http://app.atmovies.com.tw/movie/movie.cfm?action=filmdata&film_id=fAatm0883024
http://app.atmovies.com.tw/movie/movie.cfm?action=filmdata&film_id=faen41300563
http://app.atmovies.com.tw/movie/movie.cfm?action=filmdata&film_id=fFatm0875046
http://app.atmovies.com.tw/movie/movie.cfm?action=filmdata&film_id=fFatm0874300
http://app.atmovies.com.tw/movie/movie.cfm?action=filmdata&film_id=fFatm0865002
http://app.atmovies.com.tw/movie/movie.cfm?action=filmdata&film_id=ffen91394329
http://app.atmovies.com.tw/movie/movie.cfm?action=filmdata&film_id=fsjp40254879
http://app.atmovies.com.tw/movie/movie.cfm?action=filmdata&film_id=fwjp41241190
http://app.atmovies.com.tw/movie/movie.cfm?action=filmdata&film_id=faen00499549
http://app.atmovies.com.tw/movie/movie.cfm?action=filmdata&film_id=fFatm0875075
http://app.atmovies.com.tw/movie/movie.cfm?action=filmdata&film_id=fDatm0875187
http://app.atmovies.com.tw/movie/movie.cfm?action=filmdata&film_id=fJatm0875084
http://app.atmovies.com.tw/movie/movie.cfm?action=filmdata&film_id=fEatm0894024
http://app.atmovies.com.tw/movie/movie.cfm?action=filmdata&film_id=fsel50478732
http://app.atmovies.com.tw/movie/movie.cfm?action=filmdata&film_id=fkcn40386651
http://app.atmovies.com.tw/movie/movie.cfm?action=filmdata&film_id=fufr70240149
http://app.atmovies.com.tw/movie/movie.cfm?action=filmdata&film_id=f1en11190080
http://app.atmovies.com.tw/movie/movie.cfm?action=filmdata&film_id=f1atm0895056
http://app.atmovies.com.tw/movie/movie.cfm?action=filmdata&film_id=fhen00949731
http://app.atmovies.com.tw/movie/movie.cfm?action=filmdata&film_id=fsen41706620
http://app.atmovies.com.tw/movie/movie.cfm?action=filmdata&film_id=fTatm0865021
http://app.atmovies.com.tw/movie/movie.cfm?action=filmdata&film_id=fsen11017460
http://app.atmovies.com.tw/movie/movie.cfm?action=filmdata&film_id=fhen00451079
http://app.atmovies.com.tw/movie/movie.cfm?action=filmdata&film_id=foen40400717
http://app.atmovies.com.tw/movie/movie.cfm?action=filmdata&film_id=foen51107365
http://app.atmovies.com.tw/movie/movie.cfm?action=filmdata&film_id=foen51646926
http://app.atmovies.com.tw/movie/movie.cfm?action=filmdata&film_id=fmfr50792978
http://app.atmovies.com.tw/movie/movie.cfm?action=filmdata&film_id=fsjp41179773
http://app.atmovies.com.tw/movie/movie.cfm?action=filmdata&film_id=fben10389790
http://app.atmovies.com.tw/movie/movie.cfm?action=dvd&do=data&dvdid=Ds9a020900000251
http://app.atmovies.com.tw/movie/movie.cfm?action=filmdata&film_id=fben40328880
http://app.atmovies.com.tw/movie/movie.cfm?action=filmdata&film_id=fben50465925
http://app.atmovies.com.tw/movie/movie.cfm?action=filmdata&film_id=fwen20910970
http://app.atmovies.com.tw/movie/movie.cfm?action=filmdata&film_id=fhjp00347149
http://app.atmovies.com.tw/movie/movie.cfm?action=filmdata&film_id=fhen30366548
http://app.atmovies.com.tw/movie/movie.cfm?action=filmdata&film_id=fhau11402488
http://app.atmovies.com.tw/movie/movie.cfm?action=filmdata&film_id=ften39902011
http://app.atmovies.com.tw/movie/movie.cfm?action=filmdata&film_id=fsen40245429
http://app.atmovies.com.tw/movie/movie.cfm?action=filmdata&film_id=fWatm0754002
http://app.atmovies.com.tw/movie/movie.cfm?action=filmdata&film_id=fpjp40119698
http://app.atmovies.com.tw/movie/movie.cfm?action=filmdata&film_id=frjp50110008
http://app.atmovies.com.tw/movie/movie.cfm?action=filmdata&film_id=fAatm0785002
http://app.atmovies.com.tw/movie/movie.cfm?action=filmdata&film_id=fZatm0733001
http://app.atmovies.com.tw/movie/movie.cfm?action=filmdata&film_id=fmjp20096283
http://app.atmovies.com.tw/movie/movie.cfm?action=filmdata&film_id=fpjp70876563
http://app.atmovies.com.tw/movie/movie.cfm?action=filmdata&film_id=fgjp50095327
http://app.atmovies.com.tw/movie/movie.cfm?action=filmdata&film_id=fien50438097
http://app.atmovies.com.tw/movie/movie.cfm?action=filmdata&film_id=fien50268380
http://app.atmovies.com.tw/movie/movie.cfm?action=filmdata&film_id=fien61080016
http://app.atmovies.com.tw/movie/movie.cfm?action=filmdata&film_id=fdjp91180304
http://app.atmovies.com.tw/movie/movie.cfm?action=filmdata&film_id=fien61667889
http://app.atmovies.com.tw/movie/movie.cfm?action=filmdata&film_id=fdja41113989
http://app.atmovies.com.tw/movie/movie.cfm?action=filmdata&film_id=fdjp91613031


環境教材資源【整理分享者：葉玉茵】 頁 5 

三、網站 
【EPA環保頻道】 

 

【兒童環保教育網站】 

 

【農業兒童網】 

 

【農田水利兒童網站】 

 

【兒童稻米數位文化館】 

 

【農糧署東區分署兒童網站】 

 

【稻米成長的故事】 

 

【水田生態兒童網】 

 

【七星農業兒童網】 

 

【產銷履歷兒童版】 

 

http://hichannel.hinet.net/event/2013epa/
http://ivy5.epa.gov.tw/e-school/
http://kids.coa.gov.tw/index.php
http://doie.coa.gov.tw/kids/index.htm
http://kmweb.coa.gov.tw/rice/index.html
http://www.hlfd.gov.tw/kid/index.html
http://kids.coa.gov.tw/ricestory/index.php
http://coa.water.tku.edu.tw/kids/
http://www.agri.org.tw/child/index.php
http://tapinfo.coa.gov.tw/ki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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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進鹽村】 

 

【CAS台灣優良農產品兒童版】 

 

【農業知識網】 

 

【學童節能減碳環境教育網】 

 

【茂林兒童網】 

 

【台灣山林悠遊網兒童版】 

 

【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 

 

【紫蝶生態網】 

 
 

 

 

http://nanyingsalt.tnc.gov.tw/index.htm
http://www.cas.org.tw/kids/
http://kmweb.coa.gov.tw/mp.asp?mp=1
http://ecolife.epa.gov.tw/Cooler/child/child.html
http://www.maolin-nsa.gov.tw/kids/
http://recreation.forest.gov.tw/KID_Version/00_index.htm
https://isp.moe.edu.tw/
http://www.maolin-nsa.gov.tw/butterfly/index.html


環境教材資源【整理分享者：葉玉茵】 頁 7 

四、線上影片 

產品的故事系列 

東西的故事 化妝品的故事 電子產品的故事 

瓶裝水的故事 碳交易的故事  

TED  ( 18 分鐘 ) 

用廣角捕捉脆弱的地球 關於塑膠污染的殘酷事實 不要蓋房子，長一個! 

一次保育一個島嶼來拯救海洋 蘑菇可以作為新一代的塑膠嗎?  

石油外洩事件背後的罪魁禍首，和檯面下

的受害者 
我們的糧食系統究竟出了什麼問題 

短篇動畫 

片名 主題 長度 

嘿！你有看見我的同伴嗎？ 塑膠袋的危害 9 分 6 秒 

回憶積木小屋 氣候變遷 12 分 6 秒 

HELP 氣候變遷 3 分 59 秒 

打開鮪魚罐頭的殘酷秘密 漁業永續 2 分 29 秒 

無魚之家 漁業永續 2 分 24 秒 

白海豚之海洋保衛戰 海洋生態 8 分 38 秒 

我的小行星 工業污染 5 分 4 秒 

 

 

五、音樂 
音樂家 專輯 

馬修連恩 《狼》、《海角一樂園》、《美麗新世界》、《水事紀》 

吳金黛 
《海洋嬉遊記》、《鳥》、《飛魚樂園》、《森林狂想曲》、《最近的天堂》、 

《夜的精靈》、《青蛙四季唱遊》、《我的海洋》 

陳建年 《海洋》、《海有多深》、《勇士與稻穗》、《大地》、《東清村 3 號》、《山有多高》 

http://www.youtube.com/watch?v=1ze4rdPiZp4
http://www.youtube.com/watch?v=rzFrfb_Wld4
http://www.youtube.com/watch?v=qh4zSLTXUas
http://www.youtube.com/watch?v=tQobnyLcm0A&list=PLf-1shaXbPc0qgx5_Dd2mRp8vFBqECDGt
http://www.youtube.com/watch?v=_CiAeLW6Y1s
http://www.ted.com/talks/yann_arthus_bertrand_captures_fragile_earth_in_wide_angle.html
http://www.ted.com/talks/lang/chi_hant/dianna_cohen_tough_truths_about_plastic_pollution.html
http://www.ted.com/talks/lang/chi_hant/mitchell_joachim_don_t_build_your_home_grow_it.html
http://www.ted.com/talks/greg_stone_saving_the_ocean_one_island_at_a_time?language=zh-tw
http://www.ted.com/talks/lang/chi_hant/eben_bayer_are_mushrooms_the_new_plastic.html
http://www.ted.com/talks/lang/chi_hant/carl_safina_the_oil_spill_s_unseen_culprits_victims.html
http://www.ted.com/talks/lang/chi_hant/carl_safina_the_oil_spill_s_unseen_culprits_victims.html
http://www.ted.com/talks/lang/chi_hant/birke_baehr_what_s_wrong_with_our_food_system.html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1iXNu2F2HI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izsmaXZ3H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MKTJrv-BgU
http://www.youtube.com/watch?v=X2K8WQPRahE
http://www.youtube.com/watch?v=wlc9fQlqD60&list=TLGi197n-lEBBxwnLcEW3AgpuB_PSTFkhU
http://www.youtube.com/watch?v=5QKOmg5Eg_U
http://www.youtube.com/watch?v=ynDPQwEr-A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A6%AC%E4%BF%AE%E9%80%A3%E6%81%A9
http://library.taiwanschoolnet.org/cyberfair2006/lcchih/index3/index3_2.html
http://pau-dul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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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 籍 篇 
 

一、自然圖鑑：出版年限、收錄種類、檢索方式、文字說明、

圖片呈現、版面編排、價格……等 

出版社 
區域範圍 

發行圖鑑 (約 40冊) 
世界 台灣 

貓 

頭 

鷹 

  

植物 

台

灣 
蝴蝶食草植物、特色野花、草坪雜草、行道樹 

經濟作物、青草茶植物 

世

界 

樹木、菇類、芳香藥草植物、藥用植物、常用本

草綱目植物圖鑑 

動物 

台

灣 
甲蟲〈獨角仙與鍬形蟲〉、蝴蝶、天牛、珊瑚、貝類 

鳥類、受威脅鳥種、都市賞鳥、兩棲爬行類 

世

界 

昆蟲、彩蝶與飛蛾、恐龍與史前動物、 

鳥類、鸚鵡、貓頭鷹、鳥蛋、 

兩生爬行類、蛇類、觀賞魚、貝殼、 

哺乳動物、貓咪、家犬、馬、鯨與海豚、 

其他 

台

灣 寶石岩石與礦物、 

世

界 天文觀星、化石、岩石與礦物、寶石、 

 

出版社 
區域範圍 

發行圖鑑 (約 31冊) 
世界 台灣 

晨 

星 
  

【植物】野生花卉、水生植物、海濱植物、蝴蝶食草、竹 

        都會野花草、花藝植物、觀葉觀果植物、行道樹、 

        民族植物、景觀植物〈樹木.喬木.灌木.藤本〉、食材 

        果實種子、藥用植物、蔬果野菜、食用花卉及瓜果、 

【動物】蝴蝶〈蛺蝶.灰蝶.弄蝶.鳳蝶.粉蝶〉、蝴蝶生活史、 

        椿象、瓢蟲、珊瑚礁魚、淡水及河口魚、淡水蟹、 

        野鳥〈陸鳥.水鳥〉 

【其他】雲、星座星空 
 

出版社 
區域範圍 

發行圖鑑 (約 18冊) 
世界 台灣 

遠 

流 
  

【植物】蕨類、野菇、野花、台灣植物文化 

【動物】昆蟲、蛇類、蝸牛、魚類、蝴蝶、猛禽、鍬形蟲 

【其他】恆春半島生物圖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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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區域範圍 

發行圖鑑 (約 36冊) 
世界 台灣 

天 

下 

文 

化 

  

【植物】菜市場蔬菜、常見蔬菜、菜市場水果、四季蔬果、 

        四季常見野菜、野花〈春夏秋冬〉、野生蘭、 

        蝴蝶食草與蜜源植物、水生與濕地植物 

【動物】兩棲類、蛙類、珊瑚礁、蟹類、淡水魚蝦、 

        菜市場魚類、野蜂、蝶蛾、鳴蟲〈蟋蟀與螽斯〉、 

        甲蟲、蟬、哺乳動物、蜥蜴、野鳥〈食衣住行〉 

【其他】以親子互動及整體生態為取向，例如河口野學堂。 

◎部分書名不以「圖鑑」為制式名稱。【例：四季常見野菜→野菜美食家】 

 

二、學習手冊 ( 含學習單實例 )--秋雨文化出版 

台灣我的家—棲地 偕大地悠遊河流 潛浮海洋探家園 

和天空對話－氣象 台灣的生命禮俗 台灣節慶嘉年華 

與山海共舞-原住民   

三、繪本 

 

【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長期活動→綠繪本書展＠小大繪本館 

【青林國際環保推薦繪本書單】 

【遠流自然繪本書展-布蘭達‧古柏森繪本】 

【文建會兒童文化館】 

此表引用自李姵晴老師整理之資料 

http://www.huf.org.tw/event/content/2320
http://blog.udn.com/012book/2937381
http://www.ylib.com/hotsale/Brenda/index.htm
http://children.moc.gov.tw/home.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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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 關 ‧ 活 動 篇 
 

一、政府機關 
1. 環保署環境教育管理資訊系統 http://eeis.epa.gov.tw/front/ 

2. 臺灣網路科教館 (國立台灣科學教育館) http://www.ntsec.edu.tw/index.aspx 

3. 高雄市國民教育輔導團-教學資源網 http://163.32.118.209/resource/ 

4. 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 http://www.nstm.gov.tw/ 

5. 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 http://www.nmmba.gov.tw/index.aspx 

6. 陽明高雄海洋探索館 http://www.mome.org.tw/index.asp 

 

二、民間機關 

1. 地球公民基金會 http://www.cet-taiwan.org/ 

2. 看守台灣協會 http://www.taiwanwatch.org.tw/drupal/ 

3. 臺灣動物社會研究 http://east.org.tw/ 

4. 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 http://www.huf.org.tw/ 

5. 黑潮海洋文教基金會 http://www.kuroshio.org.tw/newsite/ 

 

 

 

遊 戲 篇 
 

【李姵晴老師提供】 

http://eeis.epa.gov.tw/front/
http://www.ntsec.edu.tw/index.aspx
http://163.32.118.209/resource/
http://www.nstm.gov.tw/
http://www.nmmba.gov.tw/index.aspx
http://www.mome.org.tw/index.asp
http://www.cet-taiwan.org/
http://www.taiwanwatch.org.tw/drupal/
http://east.org.tw/
http://www.huf.org.tw/
http://www.kuroshio.org.tw/newsit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