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給爸爸媽媽：齊齊保護大自然

大自然和人類的關係密不可分！清新的空氣、乾淨的水源和充足的食物是我們生存的必

需品。綠油油的植物不但為我們潔淨空氣和調節海洋和氣候的變化，更為我們的身體提

供無可取代的養份。但原來大自然與我們的關係，比我們想像中更加奇妙。愈來愈多研

究發現，到戶外休息、遊玩、感受大自然的聲音和風景，對男女老幼的身心健康都有好

處！

按照聯合國的統計，全球百分之五十五的人口生活於城市。統計學研究顯示，市區栽種

的植物數目愈多，人口的都市病病發率﹙如：過胖症、心臟病、糖尿病、過敏症等﹚就

愈低﹙Wolch et al., 2014﹚。心理學研究又顯示，每星期花兩小時到公園、沙灘和郊

外進行戶外活動的人士，在身體健康和生活滿足感兩方面，比沒有進行任何戶外活動、

或戶外活動時數少於兩小時的人士好﹙White et al., 2019﹚。值得留意的是，這兩小時

的戶外活動可以是較靜態的閒坐或漫步，亦可以是較動態的騎單車或扒龍舟。大家亦可

以每星期一次過行山兩小時，或選擇每星期慢跑四次，每次三十分鐘。所以，家長可以

定期帶孩子到戶外走走，帶動孩子的注意力，鼓勵孩子留意陽光、植物和動物的色

彩，感受泥土、花朵和海水的氣味，聆聽雀鳥、昆蟲和樹葉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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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奇妙的是，單單觀看大自然的照片已經可以對我們有正面影響！教育心理學家邀請兩組

參加者，用十分鐘時間觀看建築物或自然環境的照片﹙Brown et al., 2013﹚。兩組參加

者之後接受一項為時五分鐘、會即時顯示對錯的壓力記憶測試。測試完畢後，研究員量度

兩組參加者的心跳、呼吸和血壓。結果發現，觀看自然環境相片的參加者能夠較快平伏和

壓力有關的身體反應。

既然大自然對我們的身心健康如此重要，不如我們像芝麻一樣，好好保護身邊的環境吧！

《熊貓芝麻的網絡頻道》有聲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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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沙

• 喜歡的食物：竹葉餅、竹蔗水

• 喜歡的活動：午睡、收集「開心竹葉餐」玩偶

• 特徵：性格樂觀，總覺得「明天會更好」。主動、有主見，

願意幫助別人、願意與人分享。長大後希望成為老師。

黑糖

• 喜歡的食物：竹葉餅、竹蔗水

• 喜歡的活動：午睡、玩與數學有關的遊戲

• 特徵：頭腦靈活，舉一反三。做事仔細，

能夠留意事情的繁枝細節。性格佻皮，喜歡和別人

開玩笑。長大後希望成為科學家。

紫薯

• 喜歡的食物：竹筍、竹葉、竹筒飯、竹筒蒸蛋、竹葉餅、竹製甜品、

竹蔗水、竹茶

• 喜歡的活動：睡覺、吃飯、講故事、聽故事

• 特徵：粗枝大葉，做事經常做到一半就忘記自己在做什麼。

性格開朗，容易大笑，藏不住任何祕密。長大後希望成為甜品師。

3



  花生

• 喜歡的食物：竹筍、竹葉、竹蔗水

• 喜歡的活動：做運動、收集不同形狀的小石頭

• 特徵：擁有絕佳的運動神經，連續三年贏得「滾山坡」大賽冠軍。對大自然的一切感

到濃厚的興趣，經常在竹林中走來走去，收集小石頭。長大後希望成為竹林保護員。

  芝麻

• 喜歡的食物：「開心竹葉餐」

• 喜歡的活動：睡覺、收集「開心竹葉餐」玩偶

• 特徵：經常睡覺，有「睡覺王」的美稱。經常聽紫薯講故

事，但聽到一半都會忍不住睡起來。身材圓潤，頂著一個

圓圓的大肚腩，外型十分俊俏。長大後希望成為模特兒。

芋頭

• 喜歡的食物：竹葉餅、竹製甜品、竹茶

• 喜歡的活動：看書、寫日記

• 特徵：性格害羞，輕聲細語，喜歡站在一旁看別人玩耍。

總帶著一本拍子簿，記下自己的想法和感受。長大後希望成為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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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村莊周遭圍著一圈又

一圈的竹林，十分美麗。」

5



「天氣炎熱的時候，竹林為我們擋住猛

烈的陽光，讓我們可以在竹蔭下舒適地

談天、休息、玩耍和野餐。竹林還為我

們帶來竹葉、竹蔗和竹筍，讓我們免費

品嚐這些美味的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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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們要好好珍惜寶貴的竹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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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講解課文後，為同學派發工

作紙，邀請同學去竹林進行實地

觀察，記錄竹林的顏色，計劃如

何可以保護竹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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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課後，芝麻到竹林走馬看花地繞了一圈，在工作紙上填上「綠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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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麻還在工作紙上填上「紅色」、「橙色」、

「黃色」、「藍色」、「紫色」、「灰色」、

「白色」和「黑色」。

原來，很多熊貓都在野餐後把垃圾留在竹

林裡，所以竹樹下遍佈不同顏色的膠碟、

膠樽、膠杯、膠刀和膠叉。芝麻又在工作

紙上填上「帶走自己的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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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這些餐具，芝麻突然想起書包裡還有一個竹葉包！於是，他跑到一

邊，打開書包，拿起包就起來。吃到一半，芝麻突然感到很睏，於是，

他一邊吃包一邊睡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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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過了多久，芝麻伸着懶腰、打着呵

欠醒過來。芝麻收拾好自己的垃圾後準

備回家，突然聽到竹林裡有些噪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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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麻心裡有點害怕：「這裡不會有怪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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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麻定神一看，發現花生正在竹樹下跑來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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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麻佩服地說：「原來花生你在這裡練習跑步﹗

怪不得你的身體這樣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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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生驚訝地說：「芝麻你來這裡進行實地觀察嗎？

其他同學完成工作紙後都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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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麻尷尬地說：「我把工作紙做好後忍不住睡著了。咦？

你為什麼背著一籃子垃圾跑步？你是不是在負重跑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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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生指著竹籃子說：「我不是在跑步，我是在清潔竹林哩﹗

你看，每天都有這麼多垃圾堆在這裡，竹樹都快要枯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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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麻攤開雙手說：「但是這些垃圾不是我們留下的啊﹗

為什麼我們要幫助別的熊貓清理他們的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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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生牽著芝麻的手，讓芝麻的手按

在竹子上：「我不是為了幫助別的

熊貓而清理這些垃圾的。我是為了

竹林而清理這些垃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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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麻抬頭一望，突然看到竹林裡充滿不同的綠色：竹枝是深綠色的，竹節

是冰綠色的，竹葉是草綠色的，竹芽是蘋果綠色的，竹筍是黃綠色的，竹

根是褐綠色的，苔蘚是橄欖綠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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噢，原來竹林是金色的﹗陽光像水一樣從天空裡流下來，

把竹林都染成金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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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麻若有所思地說：「你一隻熊貓怎樣可以清理整個竹林的垃圾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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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生一蹦一跳地說：「我每天都來就是了﹗我的動作很利落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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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天後，網絡上出現了一條非常流行的短片。短片由一隻身材圓潤、外型

俊俏的熊貓主演，講述「竹樹先生」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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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樹先生長得十分美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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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氣炎熱的時候，竹樹先生為大家擋住猛烈的陽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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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樹先生還免費請大家吃竹葉、竹蔗和竹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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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近來竹樹先生很煩惱：『哎呀﹗我身邊有這麼多塑膠垃圾，

我快要窒息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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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樹先生對我們這麼好﹗我們一起幫助竹樹先生，

把這些塑膠垃圾拿去回收站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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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就是減少使用這些一次性餐具﹗」

「又或者把這些餐具重覆使用再拿去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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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知道更多支持竹樹先生的方法？請記得訂閱竹樹先生的

網絡頻道和開啟小鈴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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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此之後，竹樹先生成為網絡的大紅人。竹林每天都會出現竹樹先

生的「粉絲」。他們背著一個又一個的籃子，努力支持竹樹先生，

努力保護寶貴的竹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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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問題

除了為我們抵擋陽光和提供食物，植物對我們還有什麼功用呢？ 

如果我們野餐後沒有把垃圾帶走，會對其他人有什麼影響？會對大自然有什麼影響？

你試過吃飽後覺得睏嗎？那是在什麼情況下發生的？之後你又做了什麼？

「佩服」是什麼意思？你試過佩服別人嗎？這個人做了什麼讓你感到佩服？ 

「驚訝」是什麼意思？你試過感到驚訝嗎？什麼事情讓你感到驚訝？

看看家裡的不同物件。你能找到不同綠色的物件嗎？ 

P.6

P.10

P.11

P.15

P.16

P.21

頁數     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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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喜歡在網絡看短片嗎？你覺得哪一條短片最有趣？為什麼？ 

如果你是竹樹先生，好心為大家抵擋陽光和提供食物，但大家為他帶來這麼多

塑膠垃圾，你心裡會有什麼感覺？為什麼？

你可以怎樣減少使用一次性餐具？除了回收一次性餐具，你還可以回收什麼？ 

你想保護大自然嗎？你想為大自然做些什麼？

P.25

P.29

P.31

P.33

頁數     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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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貓芝麻「竹」棋樂

玩家人數：2 - 6人

預備：家長與孩子可以掃瞄下一頁的二維碼，下載及列印熊貓角色牌及骰子紙樣。沿虛線剪

出熊貓角色牌和骰子紙樣，並將骰子紙樣黏合成立體骰子。

玩法：各玩家選取一個熊貓角色牌為自己的棋子，並放於起點。玩家輪流擲骰子，並按著拋

出的點數，在棋盤上移動自己的棋子。例如：玩家拋出數字「3」，便可以將棋子向前移動3

格。如果玩家踏上有熊貓圖案的格子，玩家可掃一掃棋盤上的二維碼，並與孩子一起朗讀相

應格數的「智慧錦囊」，學習有關竹子的知識，然後繼續遊戲。另外，棋盤上設有有關竹子

的問題，玩家可一起猜想答案，答案已標示在棋盤的左下方。 若棋子踏上的格子有竹子橫跨

到另一格，棋子可按著箭咀方向前進或後退。格子上已有其他玩家的棋子？那就跟大家打個

招呼，雙方不受影響，繼續遊戲！棋子最快抵達終點的玩家便是第一名，如此類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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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載紙樣：

數字骰 角色棋子

5

6

1

2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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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3 4

5

6

圖案骰

下載紙樣：

角色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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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用膠袋

前進1步

答案：

5. A

10. 答中其中兩個皆可：

綠、紅、橙、黃、藍、紫、白、黑、金

15. 可以

39. A

清潔竹林

前進3步

竹子有

什麼顏色？

汽水罐

可否回收？

亂拋垃圾

後退1步

草叢有蛇

退到11格

竹子是：

(A) 草

(B) 樹木

起點

1    2    3                4                5                6

7

14

13    12    11              10               9    8

15    16    17              18               19    20

規則：

當踏中        時，請家長掃二維碼，

與孩子一起朗讀相應格數智慧錦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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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費食物

後退1步

吃下竹筍

前進3步

回收分類

前進1步

用即棄餐具

後退1步

撞到石頭

休息1回合

竹子很：

(A) 堅固

(B) 脆弱

終點

7

27

34

22    23               24              25               2621

33   32               31               30              29    28

35   36               37               38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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