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動保扎根教育平台 保護野生動物教案競賽／WD005-1-2016 

主題名稱   老鷹紅豆外傳 

授課時數   120分鐘

教學對象   □幼稚園      國小：□低   □中  ■高      □國中      □高中 

教學材料
準備

教案設計者   吳慶武

融入領域單元或主題教學   環境教育

老鷹紅豆外傳

主題名稱   老鷹紅豆外傳 

授課時數   120分鐘

教學對象   □幼稚園      國小：□低   □中  ■高      □國中      □高中 

教案設計者   吳慶武

融入領域單元或主題教學   環境教育

教學目標

課程簡介

劇本、PPT

看到報導一群屏東鄉親面對紅豆收成與老鷹之間的兩難，鄉親們最後選擇愛

護土地與老鷹的過程讓人為之感動。實施有機農業過程與收成量較少，必須提高

產品的價格讓消費者卻步，無法有親民的感受，但農民抱持著對土地熱愛和保育

動物的責任願意嘗試有機耕作，是有意義的。

藉由劇本的形式讓學生進行戲劇表演，演員與道具二組的分工合作是課程目

的之一，學生的個性能力分配與挑戰的嘗試，是培養未來適應社會與自我挑戰的

態度，最後回到每件事實的發生皆有因果關係，因此讓學生進行思考訓練，瞭解

背後原因或未來的影響。 

選擇以不破壞環境方式的農產品，間接做到保護環境與保育動物的行為。

1.生態環境與族群平衡；關心狩獵與野生動物的族群存續問題；支持並選擇友善
環境的農產品

2.環境教育 2-1-1認識生活周遭的自然環境與基本的生態原則。
自 5-3-1-3-2相信現象的變化有其原因，要獲得什麼結果，需營造什麼變因。
自 8-4-2-4利用口語、影像(如攝影、錄影)、文字與圖案、繪圖或實物表達創意

與構想。

以農作物(紅豆)收成的問題導引出老鷹間接成為

受害者為劇本主要的內容，討論生物的消失與環境破

壞有絕對關係，可能危及生物族群之間的平衡，是否

選擇友善環境的產品是對環境保護的重要環節，也是

人類對環境的責任，與對生物產生同理心。

設計理念

能力指標



內容綱要 時間 教學法單元主題

【第一節】

引起
動機1

教學
活動2

5’

老師：老鷹和紅豆有什麼特殊關係嗎？

學生：自由回答，答案合理即可。

老師：現在老師要發這次上課的文章，是有關你們吃的「老鷹紅豆」。請

先閱讀此篇文章。

學生閱讀文章。

老師：我們要針對這篇文章進行閱讀理解的課程。請問這篇文章的題裁是？

學生回答：劇本

老師：將班上同學分成二組，自行分配角色準備演出。角色扮演可用A4紙
張寫出各角色名稱，可拿劇本上台演出。

(老師將學生每3人成一組，進行教學)
老師：你認為這篇文章的主角是誰呢？

學生自由回答。

老師：為何小時候容易看到的老鷹現在卻不容易看見？

學生回答。

老師：「老鷹的消失」這代表什麼意義呢？ 

學生討論後回答。

老師：為什麼不吃紅豆的老鷹會死在紅豆田裡？猜猜牠為了什麼呢？

學生討論回答。 

老師：看完劇本後，你覺得經過40年的時間，現在的環境哪些地方改變了？

學生回答。

老師：你們覺得劇本中人類注重的事物是什麼？

學生討論後回答。

老師做結語：人類為了食物，大量使用農藥來保障農作物的收成，卻造成

許多間接的受害者：老鷹。牠的消失代表環境被嚴重破壞，

代表動物族群失去平衡。

值得思考的是：難道要犧牲某些種類的動物，才能換得我們的食物嗎？ 

《第一節結束》

購買一包產品為「老鷹紅豆

」的紅豆煮熟後請全班同學

品嘗，讓學生猜猜為何產品

名稱要取為「老鷹紅豆」？

5’

8’

翻拍自網站



內容綱要 時間 教學法單元主題

【第二節】

教學
活動2 2’上節課我們已排演過，嘗試體驗劇本的精神與過程，今天我將再深入探討

生物之間的平衡與之間的關係。

老師：你能畫出老鷹，紅豆，農夫，麻雀，研究人

員，農藥，相互之間的關係圖嗎?

(老師提示由食物鏈的關係圖進行，指導學生

確認他們之間的相互關係；再延伸其他生物

與上述主角的關係)

老師：我們利用INTEL 創新思考工具seeing reason 進行因果關係的思考

訓練，題目為：造成老鷹消 失的可能關鍵因素？

(可能關鍵因素：人類、農藥、蟲害、紅豆收成、雜草、麻雀、老鷹、老鼠

、野兔水質污染、老鷹幼鳥、麻雀幼鳥、幼鼠、突變、土地污染、土地荒

廢、糧食短缺、糧食污染、癌症增加、新生兒疾病增加)

結語：由老鷹的消失問題追溯源頭：使用農藥與導致的結果與影響，可能

使土地受污染人類與生物皆不健康，因此我們必須得謹慎使用。

  

《第二節結束》

小組討論
並發表10’



內容綱要 時間 教學法單元主題

【第三節】

25’

3’

35’

教學法

【前言】上節課透過seeing reason工具找出老鷹消失的因果關係，讓我們

瞭解不是為了收成，拼命使用農藥必須考量長久土地的利用才行。

老師：從劇本中，你覺得哪些人能幫助老鷹，再ㄧ次出現在天空飛翔？。

學生回答。(可能答案：研究人員、農夫)

老師：如果你是老鷹，對整個環境你有什麼話要說？

學生回答。

(可能答案：不要再使用農藥毒害我們了)

老師：如果你是農夫面對整個環境你有什麼話要說？

學生回答。

老師：最後農夫所說：「讓我們一起努力。」你對此話預測一下，以後會

有什麼結果？ 

學生回答。

(可能答案：農夫進行有機耕種、不再使用農藥)

老師：你們覺得現在流行的「有機農業」的產品，與一般的農業產品差別

在哪裡？

學生回答。

老師：有機農業對環境而言(如動物、土地、人類、水、空氣）有哪些優點

和缺點？

學生回答。

老師：為何目前大家對有機產品的消費還不能普遍？

學生回答。

老師：為何不讓老鷹消失會和有機農業有關聯呢？

學生回答。

老師：農作物的收成和農藥的使用所產生的衝突，有沒有方法解決？

學生回答。

結語：使用農藥是為了有好的收穫，但長久而言對環境與生物人類有直接

或間接的影響，因此研發出對環境影響較少的農藥或是實施有機農

業的方式是比較可行的目標

《第三節結束》

INTEL 創
新思考工
具seeing 
reason　
進行因果
關係的思
考訓練 

小組討論

教學

2’

3’

 肢體藝術表演、口頭發表、因果關係圖的建立

一、自編老鷹紅豆外傳故事劇本連結：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0B9VvyQ7oes3vMDVkcnRfUUFWRjg/view?usp=sharing

評量項目 

參考資料



教學法

人物：紅豆田主人、農藥店老闆、麻雀1、麻雀2、紅豆苗
1  紅豆苗 2、野生動物研究教授、野生動物研究人
員1、野生動物研究人員2  

第一幕 接近收割季節

人物：紅豆田主人、農藥店老闆、麻雀1、麻雀2、紅豆苗
1、紅豆苗2、野生動物研究人員1、野生動物研究
人員2、紅豆田主人(老張)幼時玩伴(小綠)

場景：農藥店、紅豆田(40年前的生活環境單純、野外是
產生樂趣的場所，成群老鷹在天空飛翔)

紅豆田主人(老張)幼時玩伴(小綠)：你看！你看！那邊，老

鷹又飛出來覓食了。

紅豆田主人(老張)：一、 二、三、四、五、六、七，七隻

老鷹，希望能看到捕抓動物的情景。

抓到了、抓到一隻鴿子、又抓到了一隻老

鼠。每天能看到這些老鷹在飛真是快樂。 

(老張)幼時玩伴(小綠)：那隻住下衝了，要搶旁邊那隻的食

物，要打架了，真是刺激，想不到

天空也會有這麼精彩的畫面出現。

(回到40年後的現在環境)

紅豆田主人(老張)：ㄟ！老皮！再二個禮拜我的紅豆田就

要收成了，你該知道我的需要什麼了

吧！

農藥店老闆(老皮)：當然！我給你的除蟲劑有失靈的嗎？

說來這加保扶還真是好用，所有的害

蟲無一倖免，只留給你漂漂亮亮的紅

豆。

紅豆田主人(老張)：就你能靠得住，所以我才每次都來你

店裡光顧啊！

麻雀1：眼看紅豆的豆筴都飽了代表收成季節快到了，也
代表我們的食物有著落了。

麻雀2：是啊！不過大家可要注意安全，那些黑鳶可是捕
獵高手，一不小心就一命嗚呼哀哉了！

野生動物研究人員1：在紅豆收成前夕，使用農藥情形會很普
遍，希望不要有太多野生動物受害。

野生動物研究人員2：希望真能如此，農民噴灑的農藥藥
性可真毒，連我們自己都要做好保護措施

紅豆1：(看著豆筴露出欣慰的微笑)我們的下一代即將出生
，你們會擔心被那些鳥類吃掉嗎？

紅豆2：不僅僅是鳥類，那些螟蛾蟲，會吃掉我們的嫩葉
無法留住花蕾  幼蟲還吃掉豆筴內的種仁，而豆花

薊馬吸我們的汁液使豆筴變形，這才是可怕啊！

紅豆1：(有點擔心的表情，聲音表現)
對啊！不管是鳥類或是螟蛾，我這個做媽媽的都

無能為力，喊也喊不出來，可真是無語問蒼天！

不過老張應該會噴保護劑來保護我們，往年都是

這麼做，我想今年應該也會做才對。

紅豆田主人(老張)：老皮，那就給我一打”速效” 吧！ 

農藥店老闆(老皮)：老張，不必這麼多

，這次的產品藥性強，五瓶就夠了，

保證那些害蟲全部死光光

(老張與老皮一起說並哈哈大笑)

⋯⋯紅豆田主人(老張)拿了東西離開⋯⋯

第二幕 農藥噴灑期間

人物：紅豆田主人、麻雀1、麻雀2、紅豆苗1  紅豆苗 2、
野生動物研究教授、野生動物研究人員1、野生動
物研究人員2  

場景：紅豆田(隨著紅豆一天一天的成熟，老張的預防措施

也開始展開)

紅豆田主人(老張)：(戴口罩，調配農藥的動作)

今天正是噴灑農藥的好時機。

紅豆1：你看人類他要噴保護劑來保護我們了。
紅豆2：YA! YA! 看來我們的下一代可保住了，不必擔心被

蟲吃光光。

紅豆1：心中的大石頭終於可放下了，害我擔心了一整個
禮拜。

紅豆田主人(老張)： (戴口罩，來回走動噴藥)

最後一次的噴藥後，我就可以準備收

成了。看來今年是豐收的一年，多虧

有這些農藥的功勞，不必擔心蟲害與

鳥類的偷襲。

麻雀1：你們看！我找到的這地方很不錯吧！底下的紅豆
可提供我們飽餐一頓。

麻雀2：太感謝了！我們就不客氣了，去大吃一頓吧！
(過了一段時間)

麻雀1/2：我的口好渴！肚子好痛！肚子好痛喔！
(飛行不穩在地上跳跳、打滾）

(研究室中的電話鈴聲響，是⋯是⋯好  我們瞭解了)

野生動物研究人員1：老師，我們接到電話通報說有老鷹
死亡，準備到現場查證。

老鷹紅豆外傳 劇本



野生動物研究教授：好！記得去瞭解當地農夫使用農藥的

情形，以便能做背景資料的對照。

紅豆田主人(老張)：這款”速效”真有效，才一點點量就

把這些麻雀解決了。咦！怎麼有一隻

大鳥，還是老鷹ㄟ，不過牠又不吃紅

豆，真可惜！這幾年能看到老鷹的機

會已不多了。

(研究人員到田裡調查，拿塑膠袋撿拾鳥屍體)

野生動物研究人員1：教授！這是我們從田裡所採集到的
鳥類屍體，果然有黑鳶這類猛禽，

牠應該是為了要吃麻雀而受害被毒

死了。

野生動物研究教授：我們還是儘快拿去做檢驗確定死因，

才能避免重蹈覆轍。這些猛禽類現在

已不多見，數量已相當稀少，繼續被

農藥毒死的話，那以後可能真見不到

牠的踪跡了。

野生動物研究人員2：(從外面快走進來)教授！我們從黑鳶
胃中檢驗出含有加保扶這類農藥，應

該確定就是由農藥所產生的結果。 

野生動物研究教授：我們仍然要繼續追踪後續的進展，是

否有更多的鳥類死亡

(研究人員到田裡調查、拿塑膠袋撿拾鳥屍體)

野生動物研究人員1：怎麼數量變這麼多？好可怕！我撿
到2隻黑鳶，12隻麻雀。

野生動物研究人員2：我撿到一隻，但是麻雀將近10隻，
我們回去報告老師吧！

(農作物成長期間大量使用農藥所造成的悲劇持續上演著)

第三幕

人物：野生動物研究人員3人、紅豆田主人(老張)
地點：紅豆田(老鷹被毒死的情形，令研究人員憂心，畢竟

想改變現況，必須要有所行動)

野生動物研究教授：這次由同學發現的黑鳶數量之多令人

怵目，這也充分表示農民所使用非一

般的農藥，這是已在先進國家禁用的

加保扶，它的毒性很強，麻雀誤食後

死亡接著黑鳶再吃麻雀結果也跟著被

毒死。

野生動物研究人員1：那老師有沒有可能黑鳶把被毒死的
麻雀，帶回巢穴餵食黑鳶幼鳥？

野生動物研究教授：極有可能！

野生動物研究人員2：那我們該怎麼做比較好？
野生動物研究人員1：我們可向農民說明使用這種農藥除

了對防治蟲害有效，也對野生鳥類

造成相當的死亡，必須謹慎使用。

野生動物研究教授：身為研究人員的我們應該將我們所學的

知識發揮，向農民宣導溝通使用這類農

藥所造成的傷害，避免使更多的野生動

物直接或間接遭受農藥的毒害。

(研究人員與農民進行溝通)

紅豆田主人(老張)：說真的，小時候我們時常看到這些老

鷹，可是長大後就漸漸變少了。       

野生動物研究人員1：是否你們能改用其他農藥，不要有
加保扶的成分  這樣毒性會輕很多。

紅豆田主人(老張)：我們也並非故意毒死黑鳶，既然農藥

對環境有這麼大的影響，我們要保護

動物與人們的健康，如果改做有機農

業應該會比較好。

野生動物研究人員1：那是當然的啊！不必噴灑農藥，可
是並不容易做喔！

紅豆田主人(老張)：號召其他農民一起做做看！為了給下

一代好的環境為了讓下一代看見我們

曾經看過的黑鳶。

野生動物研究人員2：只要有決心相信大家一起合作會有
好的結果。

紅豆田主人(老張)：那就請大家期待我們努力的成果吧！

請各位敬請期待

—結束—  謝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