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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簡報使用說明

✓ 校園生態大師是一款透過遊戲學習生態學概念的桌遊，

教師可配合說明書中的教學指南，規劃學習活動。

✓ 本遊戲時間預設為30分鐘(3回合)，配合遊戲前準備活

動和遊戲後延伸學習活動，約2節授課時間。

✓ 老師可透過本館提供的簡報進行遊戲前後的學習活動，

或是依照授課對象和課程安排調整其活動設計和玩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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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養導向跨域整合參觀前中後學習活動

複習所學生態學知識

【校園生態大師】

探索科博尋寶趣

校園實境解謎遊戲 博物館校外教學 遊戲學習共創活動

參觀前：引發學習動機 參觀中：建構主題知識 參觀後：應用所學具體實踐

協力解謎遊戲學習

【大末日傳說】

主動探究，發現議題

【拯救星球的方法】



校園生態大師教學活動說明 遊戲前準備

• 遊戲規則及組件介紹：

校園生態大師透過遊戲機制和元素幫助學習者建構生態學概念，可

透過遊戲底紙介紹生態塔的概念，並透過生物卡牌介紹校園常見生

物及其所扮演的生態學角色，建構食物鏈的概念。

• 生物空白卡：

老師可依照時間安排，請同學繪製生物空白卡並介紹其生物(名稱、

食性、生態系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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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生態大師教學活動說明 遊戲前準備

• 事件卡：

生物生存會受到環境變化和人類行為影響，遊戲中設計自然事件和

人為事件模擬對生態的影響，尤其是人類行為對環境的破壞。

• 空白事件卡：

✓ 老師可帶領學生思考並加入其他可能事件，建議務必增加正向

人為事件，避免因事件減少學生卡牌，難以組成高階食物鏈。

✓ 在時間充裕情況下，也可先試玩一輪僅有自然事件的遊戲，正

式遊戲再加入人為事件，引導學生思考人類行為對生態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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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生態大師教學活動說明 開始遊戲

✓ 遊戲開始前可試玩1回合或請1組示範，讓學生更了解遊戲規則。

✓ 每組分發遊戲資源和學習單，遊戲開始前進行整體策略討論，

透過學習單紀錄、調整其策略，幫助學生發展高層次認知能力。

✓ 每組可將所要執行的動作紀錄在學習單上，一次執行該回合所

有動作，方便老師確認每組動作。所有組別完成該回合動作後，

再抽取事件卡、進入下一回合。

✓ 每次交換卡牌由老師或學生自行拿取上方卡牌。若有重複，每

回合可交換1張卡牌(3-5張牌讓學生選擇)。如：生產者換生產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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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生態大師教學活動說明 遊戲結算

透過遊戲計分機制凸顯生物多樣性對生態的重要性。

✓ 國小以下：基礎得分(生物多樣性)

遊戲進行以基礎得分規則為主，待遊戲結算後再透過額外加分講解

食物鏈/網，建構生態穩定性概念。

✓ 國中以上：基礎得分(生物多樣性)+額外加分(生態穩定性)

遊戲初始時分發計分卡，以利分組規劃策略建構食物網。

7



校園生態大師教學活動說明 歸納與總結

✓ 想一想1：

分享與比較各組的校園生態系，了解食物網和生態穩定性的關係。

✓ 想一想2：

將所學實踐於日常生活，落實環境保育。

✓ 延伸學習：

生物防治。如：鴨稻共生(鴨耕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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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戲人數：2-6人(組)

遊戲時間：30-45分

遊戲年齡：11+

環境教育遊戲學習—校園生態大師

• 環境教育主題桌遊(素養教育十大重大議題)

• 目標對象：國小高年級及國中生、一般大眾

• 遊戲玩法：學校班級教學玩法、一般遊戲玩法

• 配合展區：本館地球環境廳「芸芸眾生」

• 學校課程：國中生物--食物鏈/網、生態系角色

• 學習目標：從校園生態系了解生態平衡

• 遊戲目標：建構最穩定的校園生態系(物種最豐富)

(組內合作+組間競賽)



學習目標 =校園生物
多樣性

遊戲目標

收集不同
種類生物

學習重點 遊戲規則(學習方法)

一. 從生態學角度認識生態平衡、生
態系角色與功能

• 生物牌卡設計：認識生物食性與生態角色
• 回合動作：種植、保育、分解、清除、移居，
認識生物間的密切關係

二. 認識環境/人為因素對生態的影響 • 回合事件：抽取事件卡模擬環境變遷與人類行
為對生態造成的影響

三. 食物網：生物多樣性的重要性 • 遊戲結算：同種類不記分、繪製食物鏈/網加分

四. 生態塔：生物能量傳遞 • 校園生態：以生態塔為遊戲底紙，逐漸累積能
量，往上層兌換生物



遊戲內容物



遊戲設置—牌卡區

(1)生物卡依生態系角色類別分類，充分洗牌後，正面朝上放置於牌卡區

(2)事件卡分成人為、自然事件依照類別充分洗牌後背面朝上放置於牌卡區

自然事件 人為事件



遊戲設置—玩家資源

遊戲底紙1張計分卡1張

生產者3張 初級消費者1張

【一般玩法】每位玩家皆須設置１份 【學校教學】每組設置１份

玩家手中的遊戲底紙代表一校園生態系，依據生物間的食性關係，

由每階層的生物組成該生態系的生態塔，生產者產生能量提供上層

生物所需要的能量，越高層的生物所需能量越多。



遊戲規則—回合動作（初階）

遊戲共進行3回合，每回合可執行2個動作，最後一回合可執行4個動作

+3

種植 保育

初級生產者-3 → 初級消費者+1

初級消費者-2 → 次級消費者+1

次級消費者-2 → 三級消費者+1

分解

+1

清除

• 玩家若持有 N張分解者，該回合可獲得 3+N張生產者。

• 玩家若持有清除者，該回合可獲得 3+2N張生產者

次級消費者-1

→ 清除者+1

玩家可拿取牌堆最上方的生物卡 玩家可使用手牌兌換牌堆最上方的生物卡



遊戲規則—回合動作（進階）
當玩家熟悉遊戲與食物鏈規則時，可增加回合數，並加入【移居】動作

移居：建構友善的生物環境，可吸引高階生物進駐。

己方生態系

• 當己方生態系中的生物可與其他玩家的三級消費者形成一完整的食物鏈時，
可將對方三級消費者收入己方，但若對方也有完整食物鏈時，移居不成立。

完整食物鏈需包含生產者→初級消費者→次級消費者→三級消費者

其他玩家

移居



遊戲規則—回合事件

每回合動作執行完畢，由主持人抽選該回合發生的事件(自然事件、人為事件各1)，

所有玩家執行事件影響，從牌卡區拿取或繳回生物。

⚫ 若有重複卡牌，每回合事件執行完畢後，可向主持人提出交申請，
從牌堆中隨機抽換一張卡片。

⚫ 結算生態塔剩餘生物種類後，進入下一回合。

附加功能：
使用清除者抵銷事件負面影響

清除者-1 放回牌卡區（置於最下方）



遊戲規則—遊戲結算

當所有回合執行完畢或抽到事件【生態檢核】即進入遊戲結算階段，
計算玩家獲得的積分，成績最高者獲勝。

✓基礎得分：生物多樣性

加總所蒐集的生物能量，同種生物不得重複計算

✓額外加分：生態穩定性

繪製生態系中的食物網，檢核校園生態系的生態穩定性



計分方式—生物多樣性

基礎得分：加總所蒐集的生物能量，同種生物不得重複計算

✓ 三級消費者：每種20分

✓ 次級消費者：每種10分

✓ 初級消費者：每種5分

✓ 生產者、分解者、清除者：每種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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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說明
<例>收集到金桔3張，義大利蜂1張

得分為生產者1種x1分+初級消費者1種x5分=6分

+1

+5



範例說明
<例>收集到金桔2張，馬利筋1張，義大利蜂1張

得分為生產者2種x1分+初級消費者1種x5分=7分

+1

+5+1



計分方式—生態穩定性

額外加分：

計分卡標示著每種生物的食性。

✓ 將生物間「食」與「被食」的關係連
線，畫出食物鏈/網。

<例>金桔─鳳蝶幼蟲

⚫ 完整的食物鏈需包含生產者和消費者，方可自給
自足，形成平衡的生態系

⚫ 同一種生物因為食物的多元性，在食物鏈中可能
為初級、次級、３級或４級以上的角色，可以鼓
勵學生盡量繪製，畫的正確即可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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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分方式—生態穩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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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分 食物鏈 範例

1 缺少生產者，不完整的食物鏈 鳳蝶幼蟲─螳螂

5 生產者─初級消費者 金桔─鳳蝶幼蟲

10 生產者─初級消費者─次級消費者 金桔─鳳蝶幼蟲─螳螂

20 生產者─初級消費者─次級消費者─高級消費者 金桔─鳳蝶幼蟲─螳螂─青蛇



範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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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麻雀

樺斑
蝶幼蟲

紅擬
豹紋
蝶幼蟲

金桔 基礎得分： 21
額外加分： +7
總得分： 28

+1

+1
+5

麻雀

鳳蝶
幼蟲

義大
利蜂

金桔
基礎得分： 21
額外加分：+20
總得分： 41

+10
+10



範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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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麻雀

樺斑
蝶幼蟲

紅擬
豹紋
蝶幼蟲

金桔 樺斑蝶和紅擬豹
紋蝶無所需食物
無法生存

麻雀

鳳蝶
幼蟲

義大
利蜂

金桔
生物均有可食食物
可維持生存所需



範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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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

麻雀

鳳蝶
幼蟲

義大
利蜂

金桔
基礎得分： 21
額外加分：+20
總得分： 41

+10
+10

黑冠
麻鷺

螳螂

紅擬
豹紋
蝶幼蟲

基礎得分： 35
額外加分： +2
總得分： 37

+1
+1

雖有高階生物進駐，
但因缺乏生產者，
生物仍會逐漸消亡



✓ 在這個遊戲中，你將扮演一名校園

生態大師，試著收集越多種類生物、

收集最多生存能量者即可獲勝！

✓ 小心環境變動和人類行為都可能影

響生物生存，造成巨大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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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戲初始資源

遊戲底紙1張

計分卡1張

生產者3張 初級消費者1張



生態塔

生產者
(植物)

初級
消費者
(植食性
生物)

次級
消費者
(以初消
為食)

三級
消費者
(以次消
為食)

清除者
(協助分
解者)

分解者
(真菌&細
菌)

這是你的生態塔，生活在校園的生

物與其他生物透過食物鏈將彼此命

運緊密相連……

遊戲目標：

建構擁有豐富物種的校園生態系



食物鏈

生物間「吃」與「被吃」的關係可以組

成食物鏈，請閱讀手牌生物的食性與特

徵，設置你的校園生態系。

⚫ 完整的食物鏈需包含生產者和消費者，

方可自給自足，形成平衡的生態系。



生物卡—生產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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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卡—初級消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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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卡—次級消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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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卡—三級消費者

33



生物卡—三級消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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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卡—分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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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卡—清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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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裡還有其他生物嗎？

想一想：
這個生物叫什麼名字？
他所扮演的生態系角色是什麼？

幫他畫個圖或簡單介紹一下吧！



事件卡—自然事件

1. 梅雨季來臨：生產者+2，分解者+1

2. 繁殖季到了：手牌持有之各級消費者+1

3. 春暖花開：生產者+1、初級消費者+1

4. 颱風來襲：初級消費者-1、次級消費者-1、分解者+1

5. 高溫無雨：生產者-3、分解者-1

6. 地震：手牌持有之各級消費者-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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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卡—人為事件
破壞環境

1. 亂丟垃圾：初級消費者-1

2. 噴掃農藥：初級消費者-2

3. 噴除草劑：生產者-3、初級消費者-1

4. 設置捕獸夾：次級消費者-1、三級消費者-1

5. 放置毒餌：手牌持有之各級消費者-1

6. 引入外來種：清除者-1、次級消費者-1

環境保育

7. 種植花草：生產者+1、初級消費者+1

8. 規劃保育區：手牌持有之各級消費者+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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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什麼事件會發生呢？

想一想：
這個事件是人為的還是自然的？
他對環境的影響是破壞還是保育呢？

討論一下，哪些生物會受影響呢?

還有什麼環境保育的方法嗎？



遊戲規則—回合動作

遊戲共進行3回合，每回合可執行2個動作，最後一回合可執行4個動作

+3

種植 保育

初級生產者-3 → 初級消費者+1

初級消費者-2 → 次級消費者+1

次級消費者-2 → 三級消費者+1

分解

+1

清除

• 玩家若持有 N張分解者，該回合可獲得 3+N張生產者。

• 玩家若持有清除者，該回合可獲得 3+2N張生產者

次級消費者-1

→ 清除者+1

玩家可拿取牌堆最上方的生物卡 玩家可使用手牌兌換牌堆最上方的生物卡



遊戲規則—回合動作
移居：建構友善的生物環境，可吸引高階生物進駐。

完整食物鏈需包含生產者→初級消費者→次級消費者→三級消費者

己方生態系

• 當己方生態系中的生物可與其他玩家的三級消費者形成一完整的食物鏈時，
可將對方三級消費者收入己方，但若對方也有完整食物鏈時，移居不成立。

其他玩家

移居



遊戲規則—回合事件

每回合動作執行完畢，由主持人抽選該回合發生的事件(自然事件、人為事件各1)，

所有玩家執行事件影響，從牌卡區拿取或繳回生物。

⚫ 若有重複卡牌，每回合事件執行完畢後，可向主持人提出交申請，
從牌堆中隨機抽換一張卡片。

⚫ 結算生態塔剩餘生物種類後，進入下一回合。

附加功能：
使用清除者抵銷事件負面影響

清除者-1 放回牌卡區（置於最下方）



遊戲規則—遊戲結算

當所有回合執行完畢或抽到事件【生態檢核】即進入遊戲結算階段，
計算玩家獲得的積分，成績最高者獲勝。

✓基礎得分：生物多樣性

加總所蒐集的生物能量，同種生物不得重複計算

✓額外加分：生態穩定性

繪製生態系中的食物網，檢核校園生態系的生態穩定性



計分方式—生物多樣性

基礎得分：加總所蒐集的生物能量，同種生物不得重複計算

✓ 三級消費者：每種20分

✓ 次級消費者：每種10分

✓ 初級消費者：每種5分

✓ 生產者、分解者、清除者：每種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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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分方式—生態穩定性

額外加分：

計分卡標示著每種生物的食性。

✓ 將生物間「食」與「被食」的關係連
線，畫出食物鏈/網。

<例>金桔─鳳蝶幼蟲

✓ 完整的食物鏈需包含生產者和消費者，
方可自給自足，形成平衡的生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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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分方式—生態穩定性

47

得分 食物鏈 範例

1 缺少生產者，不完整的食物鏈 鳳蝶幼蟲─螳螂

5 生產者─初級消費者 金桔─鳳蝶幼蟲

10 生產者─初級消費者─次級消費者 金桔─鳳蝶幼蟲─螳螂

20 生產者─初級消費者─次級消費者─高級消費者 金桔─鳳蝶幼蟲─螳螂─青蛇



想一想

✓ 班上哪一組的校園生態系是最穩定的？為什麼？

✓ 我可以做什麼保護校園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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