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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名稱    野鳥救傷知多少

授課時數    8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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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學材料

準備

教師自製

PPT

教案設計者   張君瑜

融入領域單元或主題教學   環境教育

數位檔案如簡報、影片、教學影片、學習單等皆放置於網路硬碟，連結為：

https://drive.google.com/folderview?id=0B7f1-
TNaSUIqdlo2VnJEdVpoWjA&usp=sharing

野鳥救傷知多少

主題名稱    野鳥救傷知多少

授課時數    8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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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案設計者   張君瑜

融入領域單元或主題教學   環境教育

優等

投影片介紹野鳥救傷的知識，由於缺乏經驗下易將野鳥餵食嗆傷甚至死亡，因此

只著重在如何運送至救傷單位以及補充稀釋運動飲料（電解質與水分）的調配，

但不教授餵食。

投影片內容請見：

◆野鳥救傷機智是非題五題

◆救助野鳥的理由

◆人類活動造成野鳥生活的衝擊

◆如何判別野鳥是否需要救助

◆判別救助的類型

◆該如何幫助牠

◆製作野鳥救傷運送箱

◆在生活中如何友善鳥類

《「放生

鳥」捕捉

買賣真相

》

《老鷹想

飛》預告

片

youtube下載:
https://goo.gl/YVLlvu
此為台灣動物社會研究會提供的影

片，旨在探討放生鳥的來源與買賣

，放生行為會造成的影響。

youtube下載: https://goo.gl/uvM0JA
此為「農田毒藥造成生態危害」的

相關補充影片。因影片本身自成一

個議題，較容易偏離野鳥救傷的主

題，故當成補充影片較為適合。



youtube下載:https://goo.gl/PMQtJA
此為「教導有些小鳥不需要你救」的補充影片

。因有些鳥類護幼會故意裝受傷，這時救援反

而是不必要的人為干擾。

兩組各一顏色，各12張牌，人類是最不會被
吃掉的等級。翻牌時要憑記憶記得所在位置，

成功翻到對手比較低的等級即可吃掉對方的牌

。消耗到最後，其中一組一定會只剩3個人類
，而另一組也剩不多牌，如此就可以解釋生態

失去平衡，當魚都被吃完了，鳥與獸就會相繼

滅亡，最後世界上剩最多的就是人類。

分組進行「野鳥運送盒」製作活動時使用的木

雕鴨。

預先準備紙箱與報紙，避免體驗活動進行時學

生會缺少手邊可以運用的物品。

當然也要請學生發揮創意與想像，運用手邊的

工具來完成野鳥運送箱的基本配備。

台北市野鳥學會提供的救傷宣傳摺頁，每生一

張，可以當做課後的複習使用，上面有紀錄遇

到落難野鳥該怎麼辦的方法步驟之外，還有野

鳥救傷單位、義診醫院的聯絡方式。

體驗課程結束後，進行學習單習寫，除了複習

觀念之外，也使教師了解學生的想法與心得。

《東方環頸鴴擬

傷護幼（卵）》

影片

食物鏈

遊戲翻牌卡

木頭鳥模型

紙箱、報紙等保

暖用品

野鳥救傷

宣傳摺頁

《救救小野鳥》

學習單



設計理念

教學目標

能力指標

自然環境中雖有物競天擇，但隨著人類開發範圍越廣、糧食耕作土地需求越多、交

通工具的發展，許多野鳥不但要面對自然環境的淘汰，還要面對人類帶來的傷害。

許多人都曾有遇到落難野鳥的經驗，但錯誤的照護方式不但幫不了野鳥，反而使原

本有機會再次飛翔的鳥兒終身殘廢。因此不僅為了維持一個環境的生物多樣性，也

為了給學生正確的方式幫助落難野鳥，以在台北市野鳥學會擔任救傷義工的經驗的

教師特別設計這課程，期望能讓學童對野鳥救傷多些認識，培養對自然的尊重。

1.理解為何要救援落難野鳥
2.學習如何進行救援－製作野鳥運送箱
3.知道如何友善鳥類

課程內容與相對應的能力指標

課程主題

◆野鳥救傷機智

是非題五題

◆救助野鳥的理

由

◆食物鏈翻牌遊

戲

◆人類活動造成

野鳥生活的衝

擊

◆如何判別野鳥

是否需要救助

◆判別救助的類

型

◆該如何幫助牠

◆製作野鳥救傷

運送箱

◆在生活中如何

友善鳥類

【動物福祉教育架構圖】

認知—對動物知識的了解

—行為

情意—人和動物間的互動

—人與動物的衝突

—人與動物的依存

—社會與環境問題對動

物的威脅

行為—個人的動物友善行動

—教育與學習

認知—對動物知識的了解

—行為

情意—救援、棲地營造與復

育

行為—個人的動物友善行動

【野生動物教育架構圖】

情意—人為濫用問題

—飼養野生動物議題探討

情意—人為濫用問題

—宗教放生問題

—飼養野生動物議題探討

情意—棲地保育

—瞭解環境開發與棲地破

壞問題

認知—對生態環境的了解

—生態環境與族群平衡

認知—對動物知識的了解

—認識動物及其棲息環境

行為—個人的動物友善行動

—知道如何幫助落難動物

行為—個人的動物友善行動

—支持並選擇友善環境的

農產品

—瞭解不隨意飼養動物

【教育部頒佈之課綱的能力指標】

1-2-4覺知自己的生活方式對環境的
影響。

2-1-1認識生活周遭的自然環境與人
造環境，以及常見的動物、植

物、微生物彼此之間的互動關

係。

2-2-1瞭解生活周遭的環境問題及其
對個人、學校與社區的影響。

2-3-1瞭解基本的生態原則，以及人
類與自然和諧共生的關係。

2-2-2認識生活周遭的環境問題形成
的原因，並探究可能的改善方

法。

4-2-4能辨識與執行符合環境保護概
念之綠色消費行為。

透過投影片《野鳥救傷知多少》了解各樣關於野鳥救助的知識：以食物網與生

物多樣性來看待野鳥救助行動的重要性，還有從人為造成傷害的角度同理野鳥

的處境⋯等，再以實際操作製作野鳥運送箱來演練遇到野鳥時該如何救助，最

後以學習單當做的複習與回饋。

課程簡介



內容綱要 時間 教學法

10’ 問答法

◆野鳥救傷

機智是非

題五題

單元主題

全班起立，以手勢代表Ｏ或Ｘ，答對可繼續站著，答錯的人要坐下，每

次回答只能思考五秒，最後看誰還站立著。每題後面有解釋與解說。

1.鳥的體溫比人高
2.我可以餵小鳥蚯蚓、小米、麵包或餅乾
3.我可以餵小鳥喝稀釋的運動飲料。
4.運送小鳥時，最好用紙箱來裝牠。
5.看到地上有鳥兒，應該馬上把牠救回去，免得牠在路上被車子
壓到、被貓狗叼走。

藉這樣的遊戲方式破除迷思如：餵食小鳥蚯蚓，或是用常見鳥飼料餵食

落難野鳥，用鳥籠裝運容易受驚嚇的野鳥、誤以為需要救援而撿拾離巢

學飛的亞成鳥等不妥當的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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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綱要 時間 教學法

30’ 講述法

分組
教學法

單元主題

◆救助野鳥的

理由

◆食物鏈翻牌

遊戲

◆人類活動造

成野鳥生活

的衝擊

【第一節開始】

教學
活動2 教師解釋為何要救助野鳥的原因

1.自然環境被人類破壞導致野鳥落難
2.為了維持生物多樣性
         解釋食物鏈與食物網(以貢寮水田為例)

3.進行食物鏈翻牌遊戲:
全班分成兩邊組別，每次派出一個學生翻對方的牌，倘若翻到比較低

等級（如魚），對方翻自己的是高等級（如人），那即可吃掉對方的

牌。這樣的遊戲最後會耗損到兩方都剩下人類，而其他的食物提供會

不足。藉此遊戲說明維持生態平衡的重要。

4.解釋完食物鏈崩壞的後果後，解釋野鳥落難的原因：
A.天然災害、物競天擇
B.人為因素：鳥撞大樓玻璃窗、農田的毒藥與鳥網、黏鼠板、高鐵或

快速移動的交通工具、風力發電機、人類捕捉與不當放

生等各種現代人為開發造成鳥類族群縮減的原因。



內容綱要 時間 教學法

20’ 講述法
◆如何判別野

鳥是否需要

救助

◆判別救助的

類型

單元主題

6.教導學生如何判別需要救助野鳥？
如果發現野鳥，應該:

◇先觀察片刻   ◇等牠爸媽回來   ◇若可看到巢   ◇將牠放回巢中   
◇放到高處   ◇將牠送到野鳥救傷單位  ◇大人處理

7.野鳥救傷類型:
A.幼雛：毛未長齊嘴角黃色、腳未站直
B.傷鳥：明顯外傷或翅膀無法順利收闔
C.病鳥：澎毛或下痢、嗜睡

         特別強調不需要救助的類型：

A.早熟型鳥類
B.擬傷護幼的親鳥
C.夜間行動的夜鷹

8.野鳥救傷單位介紹︰台北市野鳥學會救傷中心、各地義診醫院
許多鳥店與獸醫院無法診治傷病鳥，因此需要到有看鳥的醫院才能給

傷病鳥最適合的照護。

《第一節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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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綱要 時間 教學法

10’

15’

講述法

分組
教學法

單元主題

◆該如何幫

助牠

◆製作野鳥

救傷運送箱

9.鳥的緊急措施：
◇保暖：注意是否濕透，需要吹乾但不宜過熱

◇電解質補充：運動飲料以5~6杯水稀釋的比例
＊不建議餵食，因為判別食物錯誤與餵食方式不當皆會造成損傷

10.如何製作野鳥救傷運送箱
A.準備紙箱，以工具如剪刀或筆刺穿出通氣孔
B.鋪上報紙或衛生紙，當做軟墊、保暖與清潔時更換方便的墊料
C.準備發熱物品：如暖暖包或裝熱水的塑膠瓶
D.留意發熱物的隔離，避免野鳥燙傷
E.將野鳥置入

11.全班進行體驗活動，完成後發下野鳥救傷摺頁給學生複習知識
12.討論生活中如何友善鳥類
學生可能會提出幾個說法：「不要傷害牠們」「不要抓牠們」「要

主動救援」
15’ 問答法

講述法

◆在生活中如

何友善鳥類

【第二節開始】

發展
活動3



內容綱要 時間 教學法單元主題

教師這時須提醒「生活中可以做什麼事情來友善鳥類，平日就算沒接觸到

鳥類也能做的事。」

等候學生回答並給予獎勵後，再給予教師歸納的檔案，例如：

A.避免鳥擊—玻璃窗上貼猛禽貼紙，或更換在鳥眼中如蜘蛛網紋路的玻璃。
B.不養野鳥—野鳥畢竟跟馴化的寵物鳥不同，就算撿到落難野鳥也不要

因一時的私慾留置，野鳥救傷單位已經收容到非常多被民

眾留置後照顧更加嚴重的案例。此外如將保育類猛禽私自

留置是觸犯法律。

C.勸阻放生—回家轉告想放生的長輩，勿因積德採取更傷害鳥的放生。
D.選擇購買—請選擇購買標榜友善環境的產品，例如東華大學收購的環頸

雉玉米粒，或是老鷹紅豆、金山熊鶴米等，都是人類為了鳥

類配合所做的商品。雖然商品成效不一定是如商業宣傳所描

述，但這樣的友善環境觀念值得推廣。

E.拒絕購買—許多人飼養鳥類會選擇到鳥店購買，但其實寵物店的環境多半
對鳥不友善，造成傷病時也不會給予醫療。

 F.勿放天燈—天燈除了難以分解變成山林垃圾之外，有可能造成森林動物
的死傷，並且當濕度較低時還會造成火災。

G.無良勿讚—許多攝影師為了追求構圖完美，會以修剪枝葉、擺放麵包蟲
、設置魚缸的方式擺拍誘拍，而這樣的方式皆會造成鳥類死

傷，例如修枝完的鳥巢過於暴露，使幼雛增添風吹日曬雨淋

或增添天敵攻擊危險；玻璃魚缸會使衝入水中抓魚的翠鳥撞

擊致死；鳥類吃下固定蟲的針，易使消化道穿洞而出…。這
些無良的拍照不能給予鼓勵讚。

H.支持捐助—給予救傷單位支持與鼓勵，讓救傷單位得以繼續營運，幫助
更多落難的野鳥回歸自然。



內容綱要 時間 教學法單元主題

13.發下學習單當作業，讓學生複習所學知識並記錄心得

《第二節結束》

參考資料

★野生動物急救站http://wfas.tesri.gov.tw:8000/help.php

★台北市野鳥學會網站http://www.wbst.org.tw/ambulance-area/ambulance-birds.html



新泰國小 四年_班_號 姓名_   

救救小野鳥學習單  

一、是非題—對的寫○，錯的寫Ｘ

1.（ ）鳥的體溫比人還要低，所以摸到小鳥感覺熱熱的話，要趕快給牠吹冷氣來降低體溫。

2.（ ）有小鳥在路上，我應該馬上把牠帶回去照顧，免得被車子壓到。

3.（ ）可以在小鳥缺少水份時，用稀釋的運動飲料餵牠（水6杯，運動飲料 1 杯的比例）。

4.（ ）撿到小鳥時我應該趕快拿去鳥店問老闆該怎麼辦。

5.（ ）救傷運送箱應該用紙箱來製作，不要用籠子免得小鳥驚嚇亂撞，受傷更嚴重。

觀察到親鳥在附近， 

或看到鳥巢所在位置

，把小鳥還牠爸媽

送到野鳥救傷單位

或鳥醫院

帶回家照顧當寵物

嘴角黃白、羽毛
沒長 齊、腳站
不起來

看起來很累、
羽毛蓬 鬆髒亂
、有腹瀉

翅膀、腳爪收
不回去 或有
流血傷口

三、這個課程裡，令你印象最深刻的是什麼知識或照片？請畫出來，並說出你選擇記錄它的理由。

我覺得_最令我印象深刻，因為_。

A

B

C

二、連連看—請把以下野鳥狀況與處理方式連起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