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心靈環保教育動畫 DVD 第一集目錄 

序號 

（教案連結點

選下載專區） 

  集數 

名稱（影片連結） 片長  故事簡介 適用情境 

1 心靈環保 1-1  北極熊的請求  06'02" 

老師播放北極熊因冰山溶解，導致棲生地越來越少的影片，引導學生節能減碳，降低環境汙染，以舒

緩全球氣候暖化。回家後小光開著冷氣在房間裡打電玩睡著了，在夢中夢見北極熊對他求救，才驚覺

自己的錯誤行為。 

節約能源，省電出招 

2 心靈環保 1-2  誰才是模範生  06'47" 
小乖功課和體育都很好，但驕傲不樂意助人；小強雖課業平平，卻樂於幫助資質較差的阿明。模範生

選舉的時候，自以為會當選的小乖落選了，而謙虛樂於助人的小強受到眾人的擁戴成為模範生。 

鼓勵孩子樂於助人 

選舉班級模範生時 

3 心靈環保 1-3  愛心傘  06'02" 
圖書館有提供愛心傘給需要的人，但大家享受了方便後卻都沒有主動歸還，導致愛心傘越來越少，妮

妮也是其中之一，直到她因為沒有愛心傘而淋成落湯雞後，才了解享受與付出之間的關係。 

發揮公德心，資源共享 

4 心靈環保 1-4  誠實的 97 分  06'43" 
小強考了 100 分得到老師的獎勵品，回家後發現老師改錯了，其實只有 97 分，小強心理十分掙扎，不

知該不該誠實告訴老師，經過父母的開導，終於理解誠實比得到 100 分更重要。 

面對錯誤能誠實以對 

5 心靈環保 1-5  爸爸的環保袋  07'07" 
婉兒和爸爸去市場買菜，爸爸總是向菜販要塑膠袋，使家裡的塑膠垃圾大增。颱風來臨爸爸又因隨手

棄置垃圾堵住排水孔，導致家裡淹水，經此後爸爸自備購物袋，減少不必要的垃圾。 

以環保袋代替塑膠袋 

6 心靈環保 1-6  我愛討厭鬼  05'15" 
媽媽生了弟弟，小珍覺得全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弟弟的身上，似乎沒有人再關心她，她開始討厭新出

生的弟弟，直到生日的當天收到全家的祝福時，才知道在父母的心中，她和弟弟都是一樣重要的。 

迎接家中新生命 

7 心靈環保 1-7  阿利亞阿姨  05'58" 
阿利亞遠渡重洋來到小光家幫忙照顧爺爺和奶奶，由於她的勤勞與認真深獲大家的喜愛，小光主動關

懷阿利亞阿姨，安慰了她思鄉之苦。 

善待外籍移工 

8 心靈環保 1-8  失而復得的腳踏車  05'20" 
媽媽買了一台腳踏車給哥哥和弟弟，沒想到兩人因為爭騎腳踏車，而將它弄丟了，兄弟倆為此大吵一

架。幸好腳踏車被警察尋找了回來，兩人也藉由腳踏車失而復得的經歷，了解分享的樂趣與意義。 

於同學或手足爭吵時 

9 心靈環保 1-9  卡拉 ok 不 ok  06'41" 
家裡買了卡拉 OK 機後，每天都吵得鄰居抱怨連連，直到爺爺奶奶天天到小乖家唱卡拉 OK，使全家不

得安寧，至此小乖與爸爸才體會到以前高聲唱歌的不當作為。 

與鄰居和睦相處之道 

10 心靈環保 1-10  細菌大戰  05'19" 
阿明喜歡吃零食和甜食但又不喜歡刷牙，蛀牙讓他疼得受不了，在牙醫細心的治療與叮嚀下，終於改

掉不刷牙的壞習慣。 

口腔衛生，保護牙齒 

https://ft.ddm.org.tw/xmdoc?xsmsid=0K339374823297377044
https://ft.ddm.org.tw/xmdoc?xsmsid=0K339374823297377044
https://ft.ddm.org.tw/files/file_pool/1/0K351713985400709629/1-1%E5%8C%97%E6%A5%B5%E7%86%8A%E7%9A%84%E8%AB%8B%E6%B1%82.pdf
http://ddmtv.ddm.org.tw/VideoOnDemand.aspx?cid=161
https://ft.ddm.org.tw/files/file_pool/1/0K351713524512548190/1-2%E8%AA%B0%E6%89%8D%E6%98%AF%E6%A8%A1%E7%AF%84%E7%94%9F.pdf
http://ddmtv.ddm.org.tw/VideoOnDemand.aspx?cid=161&vid=1572
https://ft.ddm.org.tw/files/file_pool/1/0K351713320432225128/1-3%E6%84%9B%E5%BF%83%E5%82%98.pdf
http://ddmtv.ddm.org.tw/VideoOnDemand.aspx?cid=161&vid=1573
https://ft.ddm.org.tw/files/file_pool/1/0K351713137352902046/1-4%E8%AA%A0%E5%AF%A6%E7%9A%8497%E5%88%86.pdf
http://ddmtv.ddm.org.tw/VideoOnDemand.aspx?cid=161&vid=1574
https://ft.ddm.org.tw/files/file_pool/1/0K351712751102357003/1-5%E7%88%B8%E7%88%B8%E7%9A%84%E7%92%B0%E4%BF%9D%E8%A2%8B.pdf
http://ddmtv.ddm.org.tw/VideoOnDemand.aspx?cid=161&vid=1575
https://ft.ddm.org.tw/files/file_pool/1/0K351712380215196464/1-6%E6%88%91%E6%84%9B%E8%A8%8E%E5%8E%AD%E9%AC%BC.pdf
http://ddmtv.ddm.org.tw/VideoOnDemand.aspx?cid=161&vid=1576
https://ft.ddm.org.tw/files/file_pool/1/0K351711968683066907/1-7%E9%98%BF%E5%88%A9%E4%BA%9E%E9%98%BF%E5%A7%A8.pdf
http://ddmtv.ddm.org.tw/VideoOnDemand.aspx?cid=161&vid=1577
https://ft.ddm.org.tw/files/file_pool/1/0K351711770231259421/1-8%E5%A4%B1%E8%80%8C%E5%BE%A9%E5%BE%97%E7%9A%84%E8%85%B3%E8%B8%8F%E8%BB%8A.pdf
http://ddmtv.ddm.org.tw/VideoOnDemand.aspx?cid=161&vid=1578
https://ft.ddm.org.tw/files/file_pool/1/0K351711572889442836/1-9%E5%8D%A1%E6%8B%89OK%E4%B8%8DOK.pdf
http://ddmtv.ddm.org.tw/VideoOnDemand.aspx?cid=161&vid=1579
https://ft.ddm.org.tw/files/file_pool/1/0K351711408175240837/1-10%E7%B4%B0%E8%8F%8C%E5%A4%A7%E6%88%B0.pdf
http://ddmtv.ddm.org.tw/VideoOnDemand.aspx?cid=161&vid=1580


11 心靈環保 1-11  不衛生股長  05'33" 
老師為了改善小偉的整潔習慣，指派他當衛生股長。小偉肩負起職責並贏得班級衛生競賽冠軍，但同

學還是不喜歡他，直到他站在鏡子前仔細看，才知道問題出在自己。 

衛生先從自身做起 

12 心靈環保 1-12  我不是九官鳥  05'52" 
妮妮為了選上禮貌小天使，不斷的對人說「請、謝謝、對不起」，等到她在公園裡遇見學人說話的九

官鳥，才體認到發自內心的感謝與謙虛，才是真正的有禮貌。 

禮貌是發自內心而非

口頭說說 

13 心靈環保 1-13  停水四十八小時  04'51" 丁丁與珍珍在家經常任意浪費自來水，於是媽媽設計了ㄧ個停水計畫，讓他們了解節約用水的重要性。 
平時就要節約用水，愛

惜資源 

14 心靈環保 1-14  博愛座  05'52" 
小光因為放學很累，坐在博愛座上，內心掙扎著是否該讓座給剛上車的孕婦，最後良知戰勝了自私的

念頭，小光因此贏得了讚美，也享受了助人的喜悅。 

在大眾運輸工具上，應

有的禮讓行為 

15 心靈環保 1-15  垃圾回收我也會  05'52" 老師在課堂上告訴學生如何做好垃圾回收，婉兒回家之後，從幫媽媽倒垃圾中，學會了垃圾分類。 落實資源回收再利用 

16 心靈環保 1-16  珍珍的太陽眼鏡  04'12" 
珍珍戴著太陽眼鏡去外婆家，愛漂亮的表妹想借，卻被拒絕。表妹氣憤的說出令人難過的話，兩人經

過反省及道歉後，體會到分享的快樂。 

分享比獨占更讓人開

心 

17 心靈環保 1-17  家有布丁  05'22" 
小光養了一陣子寵物犬後感到厭煩，等到小狗走失後才回憶起相處的美好時光，幸好小狗失而復得，

小光決定承擔起養狗的責任。 

養寵物就要對寵物負

責 

18 心靈環保 1-18  沒有腳的姊姊  04'17" 
小乖看到喜歡的玩具就哭鬧著要買，直到遇到只有一隻腳的姊姊在幫媽媽賣酸梅湯後，心境上有了很

大的改變。 

學習身障者努力向上

的精神 

19 心靈環保 1-19  不能說的秘密  04'28" 
妮妮沒有經過珍珍同意就去翻她的書包看成績，珍珍很難過。回家後，媽媽誇獎妮妮數學考 100 分，

妮妮很生氣，怪媽媽隨意翻自己的書包，當下省悟到自己不尊重珍珍的不當行為。 

重視個人的隱私，不隨

意探查他人的秘密 

20 心靈環保 1-20  笑臉阿婆  05'25" 
賣車輪餅的阿婆總是愁眉苦臉的，生意不好。經過小光的關心，阿婆改變了態度，露出和善的笑容，

因此吸引很多人來買。 

微笑能讓人受歡迎 

21 心靈環保 1-21  蠶寶寶的一生  06'55" 
學生透過飼養蠺寶寶的體驗，了解蠺寶寶成長的過程及正確的飼養方法，從中學習愛護生命、尊重生

命的重要。 

藉著養蠶了解生命的

珍貴 

22 心靈環保 1-22  隔壁有賊  06'02" 
小光意外的發現鄰居王叔叔出差時家裡遭竊，和媽媽見義勇為，迅速報警，保住了王叔叔家的財務，

也使自己的家免於被偷的後果。 

與鄰居守望相助是互

惠行為 

 

https://ft.ddm.org.tw/files/file_pool/1/0K351710853563887208/1-11%E4%B8%8D%E8%A1%9B%E7%94%9F%E8%82%A1%E9%95%B7.pdf
http://ddmtv.ddm.org.tw/VideoOnDemand.aspx?cid=161&vid=1581
https://ft.ddm.org.tw/files/file_pool/1/0K351710665111070723/1-12%E6%88%91%E4%B8%8D%E6%98%AF%E4%B9%9D%E5%AE%98%E9%B3%A5.pdf
http://ddmtv.ddm.org.tw/VideoOnDemand.aspx?cid=161&vid=1464
https://ft.ddm.org.tw/files/file_pool/1/0K351709870975748167/1-13%E5%81%9C%E6%B0%B448%E5%B0%8F%E6%99%82.pdf
http://ddmtv.ddm.org.tw/VideoOnDemand.aspx?cid=161&vid=1465
https://ft.ddm.org.tw/files/file_pool/1/0K351705944006780639/1-14%E5%8D%9A%E6%84%9B%E5%BA%A7.pdf
http://ddmtv.ddm.org.tw/VideoOnDemand.aspx?cid=161&vid=1466
https://ft.ddm.org.tw/files/file_pool/1/0K351705537746034586/1-15%E5%9E%83%E5%9C%BE%E5%9B%9E%E6%94%B6%E6%88%91%E4%B9%9F%E6%9C%83.pdf
http://ddmtv.ddm.org.tw/VideoOnDemand.aspx?cid=161&vid=1467
https://ft.ddm.org.tw/files/file_pool/1/0K351704628051045498/1-16%E7%8F%8D%E7%8F%8D%E7%9A%84%E5%A4%AA%E9%99%BD%E7%9C%BC%E9%8F%A1.pdf
http://ddmtv.ddm.org.tw/VideoOnDemand.aspx?cid=161&vid=1468
https://ft.ddm.org.tw/files/file_pool/1/0K351703945628430905/1-17%E5%AE%B6%E6%9C%89%E5%B8%83%E4%B8%81.pdf
http://ddmtv.ddm.org.tw/VideoOnDemand.aspx?cid=161&vid=1469
https://ft.ddm.org.tw/files/file_pool/1/0K351703767710592447/1-18%E6%B2%92%E6%9C%89%E8%85%B3%E7%9A%84%E5%A7%90%E5%A7%90.pdf
http://ddmtv.ddm.org.tw/VideoOnDemand.aspx?cid=161&vid=1470
https://ft.ddm.org.tw/files/file_pool/1/0K351703579912664889/1-19%E4%B8%8D%E8%83%BD%E8%AA%AA%E7%9A%84%E7%A7%98%E5%AF%86.pdf
http://ddmtv.ddm.org.tw/VideoOnDemand.aspx?cid=161&vid=1471
https://ft.ddm.org.tw/files/file_pool/1/0K351703391104826321/1-20%E7%AC%91%E8%87%89%E9%98%BF%E5%A9%86.pdf
http://ddmtv.ddm.org.tw/VideoOnDemand.aspx?cid=161&vid=1472
https://ft.ddm.org.tw/files/file_pool/1/0K351703162752018845/1-21%E8%A0%B6%E5%AF%B6%E5%AF%B6%E7%9A%84%E4%B8%80%E7%94%9F.pdf
http://ddmtv.ddm.org.tw/VideoOnDemand.aspx?cid=161&vid=1473
https://ft.ddm.org.tw/files/file_pool/1/0K351702918850069892/1-22%E9%9A%94%E5%A3%81%E6%9C%89%E8%B3%8A.pdf
http://ddmtv.ddm.org.tw/VideoOnDemand.aspx?cid=161&vid=1474


心靈環保教育動畫 DVD 第二集目錄 

序號 

（教案連結點

選下載專區） 

  集數 

名稱（影片連結） 片長 故事簡介 適用情境 

1 心靈環保 2-1  賞櫻花歷險記  05'48" 
週末賞櫻人潮眾多，媒體宣導大家利用大眾交通工具上山。小乖爸爸卻堅持自己開車，果然，一路上

車潮洶湧，最後更是車油耗盡。幸好賞櫻公車出現，即時救了大家。 

鼓勵搭乘大眾交通，愛

護環境 

2 心靈環保 2-2  圖書館不 NG  06'15" 
小偉到圖書館看書，卻不遵守規定，造成大家的困擾。直到他當了一日志工，發現有人和他一樣沒公

德心，這才讓他意識到自己從前有多自私，決定好好反省改過。 

使用圖書館的禮節 

3 心靈環保 2-3  小義工的使命  05'33" 
媽媽在育幼院擔任義工，總是非常快樂，小雯好奇的也一起到育幼院擔任假日義工。臨別時，小雯承

諾下個周末會再來。不料，小雯卻不小心摔斷了腿，她能履行承諾嗎？ 

擔任義工利人也利己 

4 心靈環保 2-4  親愛的老鄰居  06'49" 
妮妮帶著爸媽去幫獨居的陳爺爺打掃居家，分享食物，並且在颱風天，帶陳爺爺到家裡避難。雖然彼

此間沒有血緣關係，但是妮妮一家人依舊不吝嗇的付出關懷，溫暖了陳爺爺的心。 

關懷鄰近獨居老人 

5 心靈環保 2-5  愛的接力大賽  07'15" 
學校要舉行運動會，大家努力練習接力賽跑。妮妮覺得自己跑得慢，會拖累團隊，想退出比賽。幸好

同學們發揮同學愛，不斷鼓勵，還幫她作「特殊訓練」，共同完成愛的接力。 

同儕互相鼓勵、團結合

作 

6 心靈環保 2-6  小黑在哪裡  06'46" 
原本想買寵物狗的小強，卻意外遇見了流浪狗小黑。沒想到，因為一場誤會，小黑被抓去動物收容所，

小強擔心小黑被安樂死，說服媽媽，領養了小黑。 

愛牠就要照顧牠 

7 心靈環保 2-7  文化小使者  06'20" 
暑假時，佩芳跟著媽媽到越南外婆家體會不同文化，回國後將所見所聞與班上同學分享。老師希望她

能擔任文化小使者，搭起台、越兩國間的友誼橋樑。 

尊重多元文化 

8 心靈環保 2-8  爸爸的生日禮物  05'55" 
小強準備用替同學寫作業賺的錢，幫爸爸買生日禮物，結果被老師發現，告訴爸爸實情。經爸爸開導，

了解一顆孝順的心，就是最棒的生日禮物了。 

最好的生日禮物 

9 心靈環保 2-9  魔鬼夏令營  06'06" 丁丁在家裡習慣當「茶來伸手，飯來張口」大少爺，卻被媽媽送去參加夏令營，學習自立的生活。 
夏令營自立生活的體

驗 

10 心靈環保 2-10  499 吃到飽  05'41" 
丁丁全家去吃「499 吃到飽」的自助餐，爸爸和丁丁為了想吃夠本，夾了滿桌的食物，最後吃到肚子

痛，還是吃不完。結帳時，因為沒吃完需多付額外費用，丁爸這下發現真是得不償失。 

需要不多，想要太多 

11 心靈環保 2-11  看見你的好  05'49" 
小乖和妮妮被安排坐在一起，經常挑剔對方缺點。直到老師帶全班做「看見你的好」活動，妮妮和小

乖才發現彼此的優點。 

多欣賞他人優點 

http://web.ddm.org.tw/main/down.aspx?chapid=81&mnuid=1470&modid=83
http://web.ddm.org.tw/main/down.aspx?chapid=81&mnuid=1470&modid=83
https://ft.ddm.org.tw/files/file_pool/1/0K351718498720878289/2-1%E8%B3%9E%E6%AB%BB%E8%8A%B1%E6%AD%B7%E9%9A%AA%E8%A8%98.pdf
http://ddmtv.ddm.org.tw/VideoOnDemand.aspx?cid=183&vid=1871
https://ft.ddm.org.tw/files/file_pool/1/0K351718350922930721/2-2%E5%9C%96%E6%9B%B8%E9%A4%A8%E4%B8%8DNG.pdf
http://ddmtv.ddm.org.tw/VideoOnDemand.aspx?cid=183&vid=1872
https://ft.ddm.org.tw/files/file_pool/1/0K351718192014102163/2-3%E5%B0%8F%E7%BE%A9%E5%B7%A5%E7%9A%84%E4%BD%BF%E5%91%BD.pdf
http://ddmtv.ddm.org.tw/VideoOnDemand.aspx?cid=183&vid=1873
https://ft.ddm.org.tw/files/file_pool/1/0K351718034206264605/2-4%E8%A6%AA%E6%84%9B%E7%9A%84%E8%80%81%E9%84%B0%E5%B1%85.pdf
http://ddmtv.ddm.org.tw/VideoOnDemand.aspx?cid=183&vid=1874
https://ft.ddm.org.tw/files/file_pool/1/0K351717866499325147/2-5%E6%84%9B%E7%9A%84%E6%8E%A5%E5%8A%9B%E5%A4%A7%E8%B3%BD.pdf
http://ddmtv.ddm.org.tw/VideoOnDemand.aspx?cid=183&vid=1875
https://ft.ddm.org.tw/files/file_pool/1/0K351717689681597689/2-6%E5%B0%8F%E9%BB%91%E5%9C%A8%E5%93%AA%E8%A3%A1.pdf
http://ddmtv.ddm.org.tw/VideoOnDemand.aspx?cid=183&vid=1876
https://ft.ddm.org.tw/files/file_pool/1/0K351717531873659121/2-7%E6%96%87%E5%8C%96%E5%B0%8F%E4%BD%BF%E8%80%85.pdf
http://ddmtv.ddm.org.tw/VideoOnDemand.aspx?cid=183&vid=1877
https://ft.ddm.org.tw/files/file_pool/1/0K351717383065721553/2-8%E7%88%B8%E7%88%B8%E7%9A%84%E7%94%9F%E6%97%A5%E7%A6%AE%E7%89%A9.pdf
http://ddmtv.ddm.org.tw/VideoOnDemand.aspx?cid=183&vid=1878
https://ft.ddm.org.tw/files/file_pool/1/0K351717225258982095/2-9%E9%AD%94%E9%AC%BC%E5%A4%8F%E4%BB%A4%E7%87%9F_1105127500.pdf
http://ddmtv.ddm.org.tw/VideoOnDemand.aspx?cid=183&vid=1879
https://ft.ddm.org.tw/files/file_pool/1/0K351717057350044537/2-10-499%E5%90%83%E5%88%B0%E9%A3%BD.pdf
http://ddmtv.ddm.org.tw/VideoOnDemand.aspx?cid=183&vid=1880
https://ft.ddm.org.tw/files/file_pool/1/0K351716889542116079/2-11%E7%9C%8B%E8%A6%8B%E4%BD%A0%E7%9A%84%E5%A5%BD.pdf
http://ddmtv.ddm.org.tw/VideoOnDemand.aspx?cid=183&vid=1881


12 心靈環保 2-12  我和爸爸的閱讀護照  05'22" 
小偉和爸爸都沈迷於 3C 產品，彼此間少有互動。當兩人的手機都摔壞時，爸爸和小偉才轉移興趣至

「閱讀護照」，重拾親子共讀的樂趣。 

放下 3C，打造書香家

庭 

13 心靈環保 2-13  愛心無國界  05'54" 
來台灣生活的柬埔寨阿姨曾經幫助過丁丁，因此當丁丁知道柬埔寨發生水災時，也決定參加義賣活

動，將捐助的錢救濟當地的災民。 

助人無國界 

14 心靈環保 2-14  魚兒魚兒水中游  05'47" 
珍珍發現夜市撈魚攤買來的魚，養在大魚缸裡，仍無法讓小魚們自由自在的游，決定將牠們帶到野外

池塘放生，差一點擾亂池塘原有的生態，幸好被義工哥哥及時阻止。 

尊重生命，勿任意放生 

15 心靈環保 2-15  貢獻就是好工作  05'33" 
小偉的媽媽認為不讀書將來只能做苦工，並鄙視出賣勞力的基層人員。經過環保叔叔的指正後，小偉

媽媽改變了自己錯誤的想法。 

尊重各行各業 

16 心靈環保 2-16  食物的味道  05'13" 小雯一家人關心食安問題，到王伯伯的有機農場參觀，認識蔬果的生長環境，也發現了大自然的美妙。 
吃食物少吃食品 

17 心靈環保 2-17  爸媽牌提款機  05'40" 
小偉跟媽媽抱怨自己的零用錢比同學少，竟將繳水費的錢拿去請客。直到看見爸媽賺錢的辛苦，才開

始反省自己。 

善用零用錢 

18 心靈環保 2-18  澳客你好  05'43" 
表姐從澳洲帶了澳客 Danny 來台灣體驗不同的文化。小光扮演小小導遊，將台灣介紹給 Danny 認識，

也從 Danny 身上，認識到不同的文化。 

尊重多元文化 

19 心靈環保 2-19  批評大王  05'50" 
小乖總是自以為是、任意批評他人。當他又在高談闊論的批評一幅畫作時，發現竟然是自己的作品，

羞愧不已。 

謙虛，勿隨意批評他人 

20 心靈環保 2-20  樂觀是好日  05'49" 
妮妮不小心把數學作業弄丟了，心急得不得了，幸好遇到樂觀的小雯，冷靜的請她回憶一整天的行程，

終於將作業找回來。 

正向思考 

21 心靈環保 2-21  寄居蟹的家  06'38" 
小乖和婉兒在海邊發現寄居蟹揹著人類丟棄的塑膠容器、瓶蓋，於是決定收集吃過的螺貝殼，送回海

灘給寄居蟹，並且參與了淨灘活動。 

尊重生命，愛護環境 

22 心靈環保 2-22  時間魔法  06'21" 
睡眠不足的翔翔誤以為遊戲機的神燈精靈可以給他一天 48 小時，但一天只有 24 小時，因此小雯建議

他訂定作息時間表，學習時間管理。 

時間管理 

 

https://ft.ddm.org.tw/files/file_pool/1/0K351716701734378411/2-12%E6%88%91%E5%92%8C%E7%88%B8%E7%88%B8%E7%9A%84%E9%96%B1%E8%AE%80%E8%AD%B7%E7%85%A7.pdf
http://ddmtv.ddm.org.tw/VideoOnDemand.aspx?cid=183&vid=1882
https://ft.ddm.org.tw/files/file_pool/1/0K351716518655955440/2-13%E6%84%9B%E5%BF%83%E7%84%A1%E5%9C%8B%E7%95%8C.pdf
http://ddmtv.ddm.org.tw/VideoOnDemand.aspx?cid=183&vid=1888
https://ft.ddm.org.tw/files/file_pool/1/0K351716320847117982/2-14%E9%AD%9A%E5%85%92%E9%AD%9A%E5%85%92%E6%B0%B4%E4%B8%AD%E6%B8%B8.pdf
http://ddmtv.ddm.org.tw/VideoOnDemand.aspx?cid=183&vid=1889
https://ft.ddm.org.tw/files/file_pool/1/0K351715502864744867/2-15%E8%B2%A2%E7%8D%BB%E5%B0%B1%E6%98%AF%E5%A5%BD%E5%B7%A5%E4%BD%9C.pdf
http://ddmtv.ddm.org.tw/VideoOnDemand.aspx?cid=183&vid=1890
https://ft.ddm.org.tw/files/file_pool/1/0K351715334422937371/2-16%E9%A3%9F%E7%89%A9%E7%9A%84%E5%91%B3%E9%81%93.pdf
http://ddmtv.ddm.org.tw/VideoOnDemand.aspx?cid=183&vid=1891
https://ft.ddm.org.tw/files/file_pool/1/0K351715166615199813/2-17%E7%88%B8%E5%AA%BD%E7%89%8C%E6%8F%90%E6%AC%BE%E6%A9%9F.pdf
http://ddmtv.ddm.org.tw/VideoOnDemand.aspx?cid=183&vid=1892
https://ft.ddm.org.tw/files/file_pool/1/0K351714998807261355/2-18%E6%BE%B3%E5%AE%A2%E4%BD%A0%E5%A5%BD.pdf
http://ddmtv.ddm.org.tw/VideoOnDemand.aspx?cid=183&vid=1893
https://ft.ddm.org.tw/files/file_pool/1/0K351714647919000726/2-19%E6%89%B9%E8%A9%95%E5%A4%A7%E7%8E%8B.pdf
http://ddmtv.ddm.org.tw/VideoOnDemand.aspx?cid=183&vid=1894
https://ft.ddm.org.tw/files/file_pool/1/0K351714489001161258/2-20%E6%A8%82%E8%A7%80%E6%98%AF%E5%A5%BD%E6%97%A5.pdf
http://ddmtv.ddm.org.tw/VideoOnDemand.aspx?cid=183&vid=1895
https://ft.ddm.org.tw/files/file_pool/1/0K351714326387960269/2-21%E5%AF%84%E5%B1%85%E8%9F%B9%E7%9A%84%E5%AE%B6.pdf
http://ddmtv.ddm.org.tw/VideoOnDemand.aspx?cid=183&vid=1896
https://ft.ddm.org.tw/files/file_pool/1/0K351714162217647287/2-22%E6%99%82%E9%96%93%E9%AD%94%E6%B3%95.pdf
http://ddmtv.ddm.org.tw/VideoOnDemand.aspx?cid=183&vid=1897


心靈環保教育動畫 DVD 第三集目錄 

序號 

（教案連結點

選下載專區） 

  集數 

名稱（影片連結） 片長 故事簡介 適用情境 

1 心靈環保 3-1  哭泣的樹靈  06'23" 
因道路拓寬，要砍伐綠蔭大道兩旁的樹木。急得暈倒的小光在夢中遇到樹靈公公告訴他，樹木對自然

環境的重要性。醒來後他決定要宣傳種樹、愛樹、保護樹。 

保護大樹，愛護環境 

2 心靈環保 3-2  美麗的長髮  05'08" 
美麗將漂亮的長髮剪掉，同學們誤以為她生病，原來是捐給了因化療掉頭髮的病童。大家聽了她的善

行，都決定仿效 。 

堅持做對的事 

3 心靈環保 3-3  理財小老師  05'04" 
丁丁的零用錢都拿去買零食，看到妹妹用省下的零用錢買了心儀的烏克麗麗，也想效法她。於是妹妹

大方分享自己理財的心得。 

儲蓄能積少成多 

4 心靈環保 3-4  刻版的幻影  06'38" 
佑佑個性內向又喜歡玩洋娃娃，常遭到同學的嘲笑。老師見狀講述一則孝女為病父勇敢取龍鬚的故事，

扭轉同學們對男生女生行為的刻板印象。 

打破性別刻板印象 

5 心靈環保 3-5  棒棒糖的味道  05'59" 
小偉與小乖，將餅乾藏在樹叢中，被鴿子吃了，卻誤疑是阿明偷吃。隔天戶外教學，阿明又被指控要

偷吃棒棒糖，讓他受盡委屈。最後經由妮妮出面澄清，化解了誤會。 

勿以猜疑心揣測他人 

6 心靈環保 3-6  外婆忘記了  06'31" 
得了失智症的外婆走失了，家人四處找尋，最後在動物園找到，那裡是婉兒小時候外婆常帶她來玩的

的地方，有許多與外婆相處的快樂時光。經由這次意外，婉兒深深的感受到對長輩的關懷要及時。 

孝順要即時 

7 心靈環保 3-7  忙碌的一天  06'31" 
丁丁是個熱心的孩子，常常幫助同學與朋友。媽媽交代丁丁做家事，丁丁同時又答應幫朋友的忙，耽

誤了所有的行程，不但没有完成任何一件事，而且成了不守信用的人。 

量力助人 

8 心靈環保 3-8  教室佈置比賽  06'47" 

小雯負責教室布置的統籌事項，徵詢意見、分配工作。到了布置教室的時候，只有佩芬跟佑佑出席幫

忙。雖然布置後的教室大家都讚不絕口，但老師與小雯商量，決定放棄參賽，此時同學才意識到在團

體生活中分工合作的重要。 

團體責任也是個人責

任 

9 心靈環保 3-9  禮讓要不要  04'26" 
小偉和小強趕時間，騎腳踏車抄小路，但小徑容不下兩輛腳踏車通過，兩人為此爭執，造成兩敗俱傷。

如果彼此懂得禮讓，兩人都可以及時趕到目的地完成想要做的事。 

退一步海闊天空 

10 心靈環保 3-10  劇場爆米花  06'00" 
小乖第一次和爸爸媽媽去劇場看表演，透過看表演，學習了許多劇場禮儀，體認到大家遵守規定，才

能擁有好的觀賞環境與品質。 

觀看劇場時的禮儀 

11 心靈環保 3-11  離家驚魂記  05'57" 小光和媽媽吵架，「故意」離家出走，要讓媽媽擔心，結果弄巧成拙，不但真的迷了路，還經歷了許
與家人溝通 

http://web.ddm.org.tw/main/down.aspx?chapid=81&mnuid=1470&modid=83
http://web.ddm.org.tw/main/down.aspx?chapid=81&mnuid=1470&modid=83
https://ft.ddm.org.tw/files/file_pool/1/0K351721363407154556/3-1%E5%93%AD%E6%B3%A3%E7%9A%84%E6%A8%B9%E9%9D%88.pdf
http://ddmtv.ddm.org.tw/VideoOnDemand.aspx?cid=193&vid=2029
https://ft.ddm.org.tw/files/file_pool/1/0K351721185509216098/3-2%E7%BE%8E%E9%BA%97%E7%9A%84%E9%95%B7%E9%AB%AE.pdf
http://ddmtv.ddm.org.tw/VideoOnDemand.aspx?cid=193&vid=2030
https://ft.ddm.org.tw/files/file_pool/1/0K351721027157509513/3-3%E7%90%86%E8%B2%A1%E5%B0%8F%E8%80%81%E5%B8%AB.pdf
http://ddmtv.ddm.org.tw/VideoOnDemand.aspx?cid=193&vid=2031
https://ft.ddm.org.tw/files/file_pool/1/0K351720874077286431/3-4%E5%88%BB%E6%9D%BF%E7%9A%84%E5%B9%BB%E5%BD%B1.pdf
http://ddmtv.ddm.org.tw/VideoOnDemand.aspx?cid=193&vid=2032
https://ft.ddm.org.tw/files/file_pool/1/0K351720696269348973/3-5%E6%A3%92%E6%A3%92%E7%B3%96%E7%9A%84%E6%BB%8B%E5%91%B3.pdf
http://ddmtv.ddm.org.tw/VideoOnDemand.aspx?cid=193&vid=2033
https://ft.ddm.org.tw/files/file_pool/1/0K351720193914581444/3-6%E5%A4%96%E5%A9%86%E5%BF%98%E8%A8%98%E4%BA%86.pdf
http://ddmtv.ddm.org.tw/VideoOnDemand.aspx?cid=193&vid=2034
https://ft.ddm.org.tw/files/file_pool/1/0K351720025107653886/3-7%E5%BF%99%E7%A2%8C%E7%9A%84%E4%B8%80%E5%A4%A9.pdf
http://ddmtv.ddm.org.tw/VideoOnDemand.aspx?cid=193&vid=2035
https://ft.ddm.org.tw/files/file_pool/1/0K351719837309715329/3-8%E6%95%99%E5%AE%A4%E5%B8%83%E7%BD%AE%E6%AF%94%E8%B3%BD.pdf
http://ddmtv.ddm.org.tw/VideoOnDemand.aspx?cid=193&vid=2036
https://ft.ddm.org.tw/files/file_pool/1/0K351719679591976861/3-9%E7%A6%AE%E8%AE%93%E8%A6%81%E4%B8%8D%E8%A6%81.pdf
http://ddmtv.ddm.org.tw/VideoOnDemand.aspx?cid=193&vid=2037
https://ft.ddm.org.tw/files/file_pool/1/0K351719481783048303/3-10%E5%8A%87%E5%A0%B4%E7%88%86%E7%B1%B3%E8%8A%B1.pdf
http://ddmtv.ddm.org.tw/VideoOnDemand.aspx?cid=193&vid=2038
https://ft.ddm.org.tw/files/file_pool/1/0K351718686537707747/3-11%E9%9B%A2%E5%AE%B6%E9%A9%9A%E9%AD%82%E8%A8%98.pdf
http://ddmtv.ddm.org.tw/VideoOnDemand.aspx?cid=193&vid=2039


多驚險情境。 

12 心靈環保 3-12  嫉妒的扯鈴  06'38" 
珍珍與佩芳一起學扯鈴，珍珍認為教扯鈴的大哥哥偏心，心生嫉妒，直到大哥哥耐心的解釋與佩芳的

關懷，才化解了心中的誤解。 

不比較、不忌妒 

13 心靈環保 3-13  你是我的眼  05'57" 
導盲犬不是寵物，是盲人的眼睛，外出時必須依靠牠的引導，所以不可以任意餵食或逗弄牠們，以免

傷害了盲人的權益。 

協助視障朋友 

14 心靈環保 3-14  良心雜貨店  06'54" 
良心雜貨店是無人的自助式商店，阿明因為一時的貪念沒有付錢，心生煩惱。經過寬宏大量的阿良叔

叔耐心開導，讓阿明有了改過的機會，了解誠實的重要性。 

誠實與信任 

15 心靈環保 3-15 買票風雲  07'44" 
妮妮想在社區兒童才藝大賽中獲勝，花錢買票，朋友們沒有投票給他，還將所收到的錢退還，經過這

次事件，妮妮了解真正的勝利和榮譽，是留給有實力、不怕挑戰的人。 

光明、公平的競爭 

16 心靈環保 3-16 大自然的逐客令  06'15" 
為了保護部落自然生態環境，參訪的車輛都被要求停在保護區外，在遊客嘩然之際，小華一家人尊重

部落規定，徒步進入，除贏得部落居民的好感外，還遊覽了許多難得一見的大自然風光。 

用謙卑心守護大自然 

17 心靈環保 3-17 天生我材必有用  08'14" 
上課愛講話的小乖，在聽完業界叔叔的演講後，想效法叔叔將自己的缺點轉換成優點。自願參加演講

比賽，經由自己的努力與老師的協助，終於將愛講話的壞習慣轉化成演講的優勢，贏得比賽。 

自信、化缺點為優點 

18 心靈環保 3-18 好叔叔與壞叔叔  06'11" 
小雯跟爸媽在花燈會場走散，差點誤信外表和藹的叔叔，險些被拐走。幸好面惡的便衣警察叔叔適時

出現逮捕壞人，讓她理解到人不可貌相，更不可隨便接受陌生人的贈品與跟隨他人去陌生的地方。 

勿以貌取人 

19 心靈環保 3-19 NG 蛋糕  06'07" 
丁丁與珍珍急著要幫外婆買蛋糕祝壽，途中因為協助拾荒的阿嬤而耽誤了購買時間，懊惱之際，蛋糕

店老闆娘因他們的熱心助人，將預留的精美蛋糕以 NG 蛋糕名義賣給他們，家人慶生時驚喜不已。 

不吝於付出善心與愛

心 

20 心靈環保 3-20 禮遊文化館  06'49" 
學生們滿懷興致地參加客家文化之旅的校外教學，卻被不守規定、沒公德心的遊客攪亂了參觀的秩序

與心情。學生們由此經驗間接學習到遵守參觀禮儀的重要，了解優質的參觀環境需要大家共同維護。 

遵守參觀禮儀 

21 心靈環保 3-21 助人與尊重  07'20" 

美麗邀請婉兒一起參與整理捐贈的衣物。過程中婉兒了解到捐助物資要考慮到受贈人的需求與尊嚴；

付出愛心要有一顆謙卑的心，多一點細心、尊重及同理心；同時要感謝受助者，讓我們有助人的機會，

有能力為他人付出與貢獻。 

用同理心助人 

22 心靈環保 3-22 待用早餐  07'06" 

早餐店提供愛心人士捐助的「待用早餐」來幫助經濟困頓的人。小天知道後，竟心起貪念要求享受免

費的待用早餐。直到他看到受惠者在脫離困境，感恩回饋的表現時，非常慚愧與自責，深刻的體認到

資源要留給真正需要的人，不要濫用別人的愛心與善意。 

愛心資源留給需要的

人 

 

https://ft.ddm.org.tw/files/file_pool/1/0L012491472739782828/3-12%E5%BF%8C%E5%A6%92%E7%9A%84%E6%89%AF%E9%88%B4_835545205.pdf
http://ddmtv.ddm.org.tw/VideoOnDemand.aspx?cid=193&vid=2040
https://ft.ddm.org.tw/files/file_pool/1/0L012579331544681006/3-13%E4%BD%A0%E6%98%AF%E6%88%91%E7%9A%84%E7%9C%BC.pdf
http://ddmtv.ddm.org.tw/VideoOnDemand.aspx?cid=193&vid=2041
https://ft.ddm.org.tw/files/file_pool/1/0L076553691301632984/3-14%E8%89%AF%E5%BF%83%E9%9B%9C%E8%B2%A8%E5%BA%97.pdf
http://ddmtv.ddm.org.tw/VideoOnDemand.aspx?cid=193&vid=2042
http://ddmtv.ddm.org.tw/VideoOnDemand.aspx?cid=193&vid=2043
http://ddmtv.ddm.org.tw/VideoOnDemand.aspx?cid=193&vid=2044
http://ddmtv.ddm.org.tw/VideoOnDemand.aspx?cid=193&vid=2045
http://ddmtv.ddm.org.tw/VideoOnDemand.aspx?cid=193&vid=2046
http://ddmtv.ddm.org.tw/VideoOnDemand.aspx?cid=193&vid=2047
http://ddmtv.ddm.org.tw/VideoOnDemand.aspx?cid=193&vid=2048
http://ddmtv.ddm.org.tw/VideoOnDemand.aspx?cid=193&vid=2049
http://ddmtv.ddm.org.tw/VideoOnDemand.aspx?cid=193&vid=2050


心靈環保教育動畫 DVD 第四集目錄 

序號 

（教案連結點

選下載專區） 

  集數 

名稱（影片連結） 片長 故事簡介 適用情境 

1 心靈環保 4-1 喝一碗石頭湯  07'06" 

豪豪在老師的引導及帶領下接觸了街友，並帶著妹妹一同幫助街友，透過與大家共同烹煮美味石頭湯

彼此分享，他們改變了對街友的刻板印象，並了解到只要每個人都願意貢獻自己微小的力量，就能成

就大事，改變社會與世界。 

認識街友 

2 心靈環保 4-2 馬屁精與讚美心  06'18" 

小珍及妮妮因為不知道同學美心是發自內心對別人真誠的讚美，誤以為她是愛拍馬屁的人，後來才了

解應該向美心學習讚美他人，多說好話，擁有正向的人際關係，可傳遞正面能量，讓自己和他人生活

更快樂。 

真誠讚美 

3 心靈環保 4-3 再見！糖糖  06'22" 
舅舅送了一匹馬糖糖給小雯，小雯和糖糖建立了深厚的感情，糖糖因為難產而過世，小雯經歷此事，

了解所有生命都有結束的時候，因此要把握相處的每一刻，帶著感恩的心，好好說再見。 

生命無常，把握相處

時刻 

4 心靈環保 4-4 作業影印機  05'44" 

丁丁和爸爸去參觀發明展，幻想發明作業影印機來自動完成作業，所以置暑假作業不理。當假期要結

束時，因為爸爸的提醒，知道投機取巧，反而會弄巧成拙。成功沒有捷徑，唯有腳踏實地走好當下的

每一步，才是應有的態度。 

腳踏實地，勿投機取

巧 

5 心靈環保 4-5 美味泡芙  05'09" 
抵擋不住美味泡芙的誘惑，丁丁吃了媽媽交代留給妹妹的泡芙，只嚐到剩下一小口泡芙的妹妹原本很

生氣，後來決定轉念，她發現遇到不開心的事，轉個念，換個想法，或許會有不同的結果。 

透過轉念控制情緒 

6 心靈環保 4-6 家的想像  06'49" 
爸爸向小光說明各種發電方式對環境的影響。環境的保護與經濟的發展雖然難兩全，但可透過少慾節

能，減少對生態環境的影響。 

少欲節能，愛護家園 

7 心靈環保 4-7 哥哥的秘密  06'01" 

成績不及妹妹卻愛畫畫的小和常被爸媽忽略，直到家人循線找到半夜外出的小和，才知道他一直默默

義務幫老人院做彩繪，一家人才深切體認到最親密的家人常常也最容易被忽視。多一點關心與理解，

家庭和樂，社會也受惠。 

關心重視家人 

8 心靈環保 4-8 威利的眼淚  05'30" 

美麗到海洋世界看表演，海豚威利告訴她，商人抓捕年幼的海豚，進行違反天性的訓練。美麗傷心人

類為了賺錢及娛樂，將快樂建築在動物的犧牲上，她了解到世界上每個生命都應該被尊重，決定拒看

動物表演秀。 

動物表演秀 

http://web.ddm.org.tw/main/down.aspx?chapid=81&mnuid=1470&modid=83
http://web.ddm.org.tw/main/down.aspx?chapid=81&mnuid=1470&modid=83
http://ddmtv.ddm.org.tw/VideoOnDemand.aspx?cid=216
http://ddmtv.ddm.org.tw/VideoOnDemand.aspx?cid=216&vid=2122
http://ddmtv.ddm.org.tw/VideoOnDemand.aspx?cid=216&vid=2123
http://ddmtv.ddm.org.tw/VideoOnDemand.aspx?cid=216&vid=2124
http://ddmtv.ddm.org.tw/VideoOnDemand.aspx?cid=216&vid=2125
http://ddmtv.ddm.org.tw/VideoOnDemand.aspx?cid=216&vid=2126
http://ddmtv.ddm.org.tw/VideoOnDemand.aspx?cid=216&vid=2127
http://ddmtv.ddm.org.tw/VideoOnDemand.aspx?cid=216&vid=2128


9 心靈環保 4-9 謠言追追追  06'28" 

丁丁與妮妮告訴小光有關學校十二生肖牆的傳言及雜貨店的黃阿姨因此被嚇到病倒的事件，經過小光

的實地求證後，發現一切只是謠言，小光教大家要學習獨立思考與判斷的能力，不要聽信謠言，以訛

傳訛。 

查明謠言，勿訛傳  

10 心靈環保 4-10 三個願望  07'06" 

小雯跟媽媽從美國度假回來，非常想去吃巷口乾麵、在社區的茄苳樹下乘涼，還有去運動公園溜直排

輪，但都沒有如願。她們深刻感觸社區進步與發展不是一味跟風及追流行，這樣會失去在地的文化特

色與價值。 

珍惜在地文化 

11 心靈環保 4-11 黑皮醫生  05'29" 
舅舅養了一隻寵物豬黑皮，婉兒跟舅舅時常帶著黑皮去療養院及身心障礙中心陪伴老人及兒童，經由

病人的反應，婉兒了解到動物能夠幫助人類解決生理與情感上的問題，是最另類的身心治療師。 

動物能療癒身心 

12 心靈環保 4-12 溫暖的體貼心  05'56" 
婉兒與佑佑在捷運及便利商店碰見一對父女，注意到這位父親時時關懷他人的需求，展現出設身處地

為他人著想的貼心，讓佑佑及婉兒也決定要向他學習為他人著想的體貼表現。 

用同理心體貼他人 

13 心靈環保 4-13 時尚的代價  05'47" 

莉莉表姊是小雯心目中的時尚達人，在一次聚會中，小雯發現表姊變樸素了，表姊和小雯分享，追求

一時的「快速時尚」會造成嚴重的環境污染、廉價勞工與資源浪費等後果，真正的「美」，是來自良

善的內在，而非外在表象。 

美麗是內在良善非外

在的裝扮 

14 心靈環保 4-14 萬年班長  05'41" 
當了數屆班長的妮妮變得怠惰傲慢，小強決定參選班長，希望藉由良性公平的競爭，讓當選者珍惜為

大家服務的機會。 

公平競爭，學習服務 

15 心靈環保 4-15 
我很醜，但很健康又

好吃！  

05'49" 
美麗和媽媽一起去菜市場購買有機蔬果，發現市場賣的有機蔬果雖然不美觀，但烹煮後卻新鮮美味，

美麗和媽媽決定幫忙推銷，讓更多人了解「在地、無毒、友善」的蔬果，能吃出健康，也保護環境。 

購買在地友善農產品 

16 心靈環保 4-16 未來餅乾  05'32" 

小珍的媽媽原本在手工餅乾店工作，但因老闆要求她在產品內添加防腐劑並竄改生產日期，竟然賣出

三天後生產的未來餅乾，讓她憤而離開，自創手工餅乾銷售，而缺乏良心與誠信的商店，終逃不過倒

店的命運。 

誠信買賣，安心實在 

17 心靈環保 4-17 花圃糾紛  06'38" 
丁丁、妮妮和翔翔原本共同認養一塊花圃，因為妮妮想種花，丁丁與翔翔便用投票迫使她放棄，結果

花圃因此而荒廢。後來經由老師協調，她們三個知道少數服從多數，多數尊重少數，重新整理花圃。 

意見不合，要互相尊

重 

18 心靈環保 4-18 一起晚餐  06'05" 
用餐小精靈到小強家去用餐，教導小強用餐前的衛生習慣與用餐禮儀，並引導他享用、感受食物的美

味，更鼓勵他幫忙在餐後做家事，提醒他養成用餐好習慣，身心愉快又健康！ 

良好的用餐禮儀與衛

生習慣 

http://ddmtv.ddm.org.tw/VideoOnDemand.aspx?cid=216&vid=2129
http://ddmtv.ddm.org.tw/VideoOnDemand.aspx?cid=216&vid=2130
http://ddmtv.ddm.org.tw/VideoOnDemand.aspx?cid=216&vid=2131
http://ddmtv.ddm.org.tw/VideoOnDemand.aspx?cid=216&vid=2132
http://ddmtv.ddm.org.tw/VideoOnDemand.aspx?cid=216&vid=2133
http://ddmtv.ddm.org.tw/VideoOnDemand.aspx?cid=216&vid=2134
http://ddmtv.ddm.org.tw/VideoOnDemand.aspx?cid=216&vid=2135
http://ddmtv.ddm.org.tw/VideoOnDemand.aspx?cid=216&vid=2135
http://ddmtv.ddm.org.tw/VideoOnDemand.aspx?cid=216&vid=2136
http://ddmtv.ddm.org.tw/VideoOnDemand.aspx?cid=216&vid=2137
http://ddmtv.ddm.org.tw/VideoOnDemand.aspx?cid=216&vid=2138


19 心靈環保 4-19 認錯的勇氣  06'14" 
小天與小偉共同存錢買了一台飛行器，小乖哀求借去玩，卻不小心弄壞了，小偉不敢告訴小天，只好

自己默默省下早餐錢及零用錢想要重買，小乖發現後，主動向他們認錯並且改過，表現負責的精神。 

誠實認錯，勇於承擔 

20 心靈環保 4-20 來自侯鳥的訊息  05'48" 
候鳥黑面帶著小光經歷一趟既驚險又不平凡的渡冬之旅，沿途中跟小光解說黑面琵鷺的生態與遭遇的

困境，小光才體認到人類不是地球唯一的子民，應該與萬物學習共生、共享。 

與萬物共生，珍惜自

然生態 

21 心靈環保 4-21 表哥的打賞箱  06'29" 

美心對「使用者付費」的觀念產生好奇，於是媽媽帶他去看大表哥的街頭表演，發現觀眾對付費反應

冷淡，但至餐廳用餐、買物付費卻認為理所當然。媽媽告訴美心要培養「使用者付費」的觀念，才是

尊重藝術家的創作價值。 

使用者付費是對藝術

工作者的尊重與鼓勵 

22 心靈環保 4-22 知識王大挑戰  05'43" 

佑佑、美麗和小光組隊參加小學生知識王比賽，贏得進級資格，再回攝影棚時，找不到進棚路，小光

又不願向手下敗將隊伍問路，結果遲到，被取消參賽資格。小光向佑佑及美麗道歉，了解到要不恥下

問，虛心不自大。 

不要過於自滿，要謙

虛求教 

 

http://ddmtv.ddm.org.tw/VideoOnDemand.aspx?cid=216&vid=2139
http://ddmtv.ddm.org.tw/VideoOnDemand.aspx?cid=216&vid=2140
http://ddmtv.ddm.org.tw/VideoOnDemand.aspx?cid=216&vid=2141
http://ddmtv.ddm.org.tw/VideoOnDemand.aspx?cid=216&vid=2142


心靈環保教育動畫 DVD 第五集目錄 

序號 

（教案連結點

選下載專區） 

  集數 

名稱（影片連結） 片長 故事簡介 適用情境 

1 心靈環保 5-1 蜜蜂不見了 06'21" 
丁丁和佑佑在公園發現一個很大的蜂巢，兩人驚慌之於遇見香香姐姐，經由香香姐姐的說明，了解蜜

蜂減少後會對人類的生活產生重大影響，兩人決定為蜜蜂營造一個適合生長的環境。 

種植花草，助益生態

環境 

與生物共好共存 

2 心靈環保 5-2 請幫我買張火車票 06'00" 
珍珍和佩芳在火車站發現使用售票機買票對許多新住民及移工來說，是件不容易的事，於是她們將售

票說明翻譯成各國語言，希望能幫助看不懂中文的新住民及移工們。 

主動關懷及幫助身邊

的人 

3 心靈環保 5-3 交換禮物 06'33" 
美麗把在社區晚會抽到卻不需要的筆電捐到偏鄉，原本只是單純的捐贈物資，沒想到卻因此結交了一

位互通信件的筆友。 

把多餘的資源分享給

有需要的人 

4 心靈環保 5-4 魔鏡，誰最美麗? 06'07" 
小雯的媽媽知道小珍不滿意自己的外貌，帶她去參觀世界各國不同人種的雕像，一句沒有絕對的審美

觀，讓小珍了解每一個人都是獨一無二的，互相比較是沒有意義，要學會欣賞自己。 

欣賞自己的優點，活

出自信 

5 心靈環保 5-5 黑天鵝與白天鵝 06'13" 

堂哥請婉兒演出短片中黑天鵝的角色，但缺少白天鵝的人選，影片無法開拍。有一天婉兒在書本上學

到大公無私的意思，於是向堂哥推薦正和自己鬧翻的小雪飾演白天鵝。由於婉兒的無私，兩人因而言

歸於好，影片也順利完成並獲得首獎。 

無私舉薦適當人選 

6 心靈環保 5-6 免費的浪費 05'57" 
丁丁的媽媽因為覺得報名活動是免費的，所以就通通報了名，但幾乎都沒有出席，待丁丁參加機器人

講座，發現媽媽的自私行為不僅影響到真正有需要的人，還浪費公共資源。 
珍惜免費的資源 

7 心靈環保 5-7 不放棄的鼓聲 05'26" 
小天本來對父母不能讓他學打鼓有所埋怨，但看了姑姑寄來的影片後，明白即使是在逆境中，也不該

放棄夢想，於是自製鼓具，認真練習，並對父母心懷感恩。 

堅持才是實現夢想的

關鍵 

8 心靈環保 5-8 用心吃飯 06'03" 身心放鬆，充分咀嚼，用心、專心地吃，讓我們跟著老師一起學習正確的用餐態度，享受吃飯的樂趣。 
正確的用餐態度及方

法 

9 心靈環保 5-9 無界的愛 06'16" 
小光原本以為親情來自血緣關係，但看到莉莉表姐對領養的 Tom 和 Judy 付出的愛跟關心後，他才了解

親情無關血緣，有愛才是最重要的。 
無私的大愛 

10 心靈環保 5-10 遲到大王爭霸戰 06'35" 小偉因為學校就在隔壁，總是賴床以至天天遲到，當他看到家搬到很遠的阿明，為了想跟同學一起畢 準時是對自己負責 

http://web.ddm.org.tw/main/down.aspx?chapid=81&mnuid=1470&modid=83
http://web.ddm.org.tw/main/down.aspx?chapid=81&mnuid=1470&modid=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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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堅持不轉學而每天早起上學，終於明白上學不遲到，是對自己負責的表現。 

11 心靈環保 5-11 垃圾與寶貝 06'02" 
珍珍建議丁丁把不需要的蠟筆上網以物易物，交換時雙方都用不需要換成需要的，在過程中他們了解

到東西存在的意義會因人而異，或許你認為的垃圾會是他人眼中的寶貝喔！ 
尊重別人的喜好 

12 心靈環保 5-12 捨棄的練習 05'58" 
美心的房間堆滿物品，小雯告訴她要學習將東西分類，捨棄不需要的雜物， 將其再回收或轉贈， 才

是真正愛物惜物，換回明亮清爽的房間。 

捨棄生活中不需要的

物品 

13 心靈環保 5-13 不萬能的第一名 06'24" 
同學認為模範生小強是萬能的，所以當他們在樹林裡迷路時， 小強不敢承認自己不認識路。直到腳受

傷，在同學們的關懷下，小強勇敢承認自己不是萬能，幸好領隊及時找到他們一行人。 
勇於坦承自己的不足 

14 心靈環保 5-14 無障礙，好行! 05'53" 
小光受傷坐輪椅後，才體會阿公不喜歡出門是因為有很多地方並沒有無障礙設施，造成年長者及不方

便行走的人生活上的困擾及不方便性。 
無障礙設施的必要性 

15 心靈環保 5-15 愛心不受傷 06'42" 
丁丁和珍珍在客運站將錢借給老婆婆坐計程車回家，後來聽新聞報導，誤會婆婆是詐騙集團，以致不

想再幫助他人。待收到婆婆歸還的借款和王阿姨的教導後，了解可以在能力範圍內伸出援手助人。 

量力幫助真正需要幫

助的人 

16 心靈環保 5-16 沉默的垃圾島 07'26" 
丁丁因貪圖一時的方便 使用「用完即扔」的塑膠瓶 ，小雯告訴他這些 塑膠用品對於海洋、鳥類會造

成嚴重的傷害，這些傷害最後也會透過食物鏈回到我們身上影響健康。  

善待環境減少塑膠垃

圾 

17 心靈環保 5-17 共享與珍惜 05'59" 

豪雨將至，小乖的爸爸仍堅持要帶全家去露營，最後一家三口受困山區，讓消防人員耗費一整天搜索

才平安脫困。小光媽媽也分享在醫院看到濫用社會資源的情形，讓小光對於如何善用分享社會資源有

更進一步的了解。 

珍惜社會資源 

18 心靈環保 5-18 機器人大賽 05'52" 
小乖、小強、小偉為了圖書禮券參加機器人大賽，彼此競爭，三個人都無法各自完成作品，最後三人

同心協力、分工合作，成功的贏得冠軍。 
合作力量大 

19 心靈環保 5-19 勇敢說「不」 05'18" 
佑佑因為怕朋友生氣，所以不敢拒絕小偉、小乖不合理的請求，在佩芳的鼓勵下，他勇敢的說不，誠

懇表達出自己的想法。小偉和小乖覺得羞愧，向佑佑道歉，並未影響三人的友誼。 

勇敢拒絕不合理的請

求 

20 心靈環保 5-20 消失的花 06'00" 

小雯看到路旁人家栽種的花開得很漂亮，偷摘回去，再次前往摘取時，看到因為花不見了而自責難過

的婉兒，才知道那是阿嬤委託婉兒照顧的花。小雯知道自己錯了，會去跟婉兒阿嬤認錯並且幫忙把花

種回來。 

不因私慾侵犯他人權

益 

21 心靈環保 5-21 溝通的遊戲 06'31" 溝通時，沒有將意思表達清楚、只依據單面想法做決定，或用詞和表達方式不適當，都很容易造成雙 溝通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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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的誤會。溝通小精靈教導大家溝通小技巧，說話和聽話都要用心，才不會造成溝通障礙。 

22 心靈環保 5-22 不喜歡，怎麼辦? 05'45" 
小光的表姊看到與自己不同的生活習慣和喜好，就會不覺的批評與抱怨，完全不知道這是不尊重他人

的行為，直到小光的話點醒了表姊，意識到因愛挑剔而變不可愛，決心改進。 

尊重、包容與他人的

差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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