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疫情：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健康  
6-8 歲課程筆記  

譯：伍翊薇 

  

幻燈片 1 

本課涉及:  

  

美國新世代科學標準: （這些目標貫穿整個課程，但突出的幻燈片在此列出） 

幼兒園：生物科學 1： 從到分子到生物體：結構與過程 (幻燈片 13-15) 

幼兒園：地球與太空科學 3： 地球與人類活動 (幻燈片 8-12) 

一年級：生物科學 1：從到分子到生物體：結構與過程 (幻燈片 13-15) 

一年級：生物科學 3：遺傳：傳承與變異的特徵 (幻燈片 13-15) 

二年級：生物科學 2：生態系統：互動、能量、動力 (幻燈片 8-12) 

二年級：生物科學 4：生物進化：統一與多樣性 (幻燈片 13-15) 

三年級：生物科學 1：從到分子到生物體：結構與過程 (幻燈片 13-15) 

三年級：生物科學 2：生物系統：互動、能量、動力 (幻燈片 8-12) 

三年級：生物科學 3：遺傳：傳承與變異的特徵 (幻燈片 13-15)  

 

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 （這些目標貫穿整個課程，但突出的幻燈片在此列出）  

健康與福祉 (幻燈片 4-6 個人衛生) 

優質教育 (幻燈片 1-20) 

清潔水和衛生 (幻燈片 8、9、11) 

經濟適用和清潔能源 (幻燈片 9、11 — 森林砍伐) 

可持續城市和社區 (幻燈片 9、11 — 森林砍伐)  

負責任的消費和生產 (幻燈片 9、11 — 森林砍伐)  

氣候行動 (幻燈片 8、9、11) 

陸地上生活 (幻燈片 8、9、11) 

可持續發展目標夥伴關係 (幻燈片 3、10、17) 

 

概述 ： 

你有沒有想過疾病的爆發是如何開始的？細菌會尋找最適合它的環境然後失控！細菌在

不同物種之間跳躍，甚至跳到你身上。我們如何防止這種情況？讓我們在「爆發：同一

個世界，同一個健康」尋找一下答案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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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目標： 

1. 學生會明白人的健康取決於動物的健康和環境的健康（幻燈片 8-11） 

2. 學生將瞭解疫苗的重要性和需求（幻燈片 16-18） 

3. 學生將更充分地瞭解保護環境的重要性（幻燈片 8-11、17） 

4. 學生將更充分地瞭解疾病傳播和突變（幻燈片 9-11、13-16） 

5. 學生將認識醫護人員目前正在面對的挑戰（幻燈片 16-18） 

6. 學生將瞭解不同專業行業之間良好溝通的重要性（幻燈片 10、17、18） 

 

幻燈片 2 

每個關鍵字都有其定義的幻燈片。 

  

幻燈片 3     

在此強調獸醫與醫生和環境衛生科學家需要密切合作才能一下子改善動物、人類和環境

的健康。 

請求同學牢記這三部分（老師會在本課程後面問他們） 

 

資料來自美國疾病管制與預防中心的網頁：  

(https://www.cdc.gov/media/releases/2019/s0506-zoonotic-diseases-shared.html):  

同一個健康是一種認識人、動物、植物及其共同環境之間的聯繫的方法，並呼籲人類、

動物和環境健康專家共同努力，為所有人帶來最佳的健康結果。 

  

幻燈片 4 

小回顧： 

1. 用肥皂和水洗手至少 20秒 

2. 咳嗽和打噴嚏時用胳膊肘部捂著 

3. 用紙巾蓋住打噴嚏，然後把它扔進有內襯的垃圾中，再洗手 20秒 

4. 不要用骯髒的手觸摸鼻子、嘴或眼睛 

5. 除非有另行告知，與家人以外的人保持距離。如果家裏有人生病，該病人需要與

其他家人保持距離（包括寵物）直到病人康復。 

6. 用濕巾和清潔噴霧清潔周圍環境。人類健康取決於環境健康。因此，我們需要確

保身邊環境整潔才能確保人類可以保持健康的狀態。 

 

 

問學生們： 

 - 學生們喜歡唱唱什麼歌，讓他們洗手至少 20秒。（例如，「生日歌」兩次，“Let 

It Go”，或 “ABC” 等） 

幻燈片資訊來源的網頁連結： 

https://www.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if-you-are-sick/steps-when-sick.html  



 

 

幻燈片 5 

邀請一位或以上的同學唱他們喜歡的歌，並於此同時讓其他同學數到 20來檢查唱的那首

歌是否持續 20秒。 

 

圖片來源： 

https://images.search.yahoo.com/search/images;_ylt=AwrE1xY6kJteAbIA2DNXNyoA;_y

lu=X3o 

DMTE0YTVyZDI2BGNvbG8DYmYxBHBvcwMxBHZ0aWQDQjk5MTRfMQRzZWMDcGl2cw-- 

?p=clipart+singing&fr2=piv-web&fr=mcafee  

  

幻燈片 6 

請注意：這個視頻中有 “crap” 這個英文字。另外，請提醒學生不要在家裡用食用色

素進行這項活動。 

 

此視頻持續 3 分 20 秒 —— 這視頻顯示了打噴嚏可以傳播多遠（使用不同的食物著色

染料），以及用手、肘部與手帕覆蓋咳嗽會發生的不同結果。（請記住，手帕的例子顯

示地板上有更多的液滴，並且弄髒雙手。這證明在打噴嚏後洗手的重要性，並且要把紙

巾扔進有內襯袋的垃圾桶。） 

 

視頻原本的連結： 

https://m.youtube.com/watch?v=3vw0hIs2LEg&feature=share 

 

問學生們： 

- 在視頻中令他們驚訝的事。 

- 如果你打噴嚏或咳嗽用肘部摀住，然後再交叉你的手臂的話會發生什麼事？  

（你需要再次用肥皂和水洗手至少 20秒！） 

 

幻燈片 7 

（小貼士：這幻影片需要使用幻影片放映模式觀看。如果你尚未沒選用這個放映模式，

請現在開始使用。） 

 

問學生每一幅圖片裏有多少種類的生物。請注意，因為植物有不同種類，右上角的圖片

有超過 3種生物。 

 

給老師的建議： 

您可以用以下的方法解釋此幻燈片： 



「兩隻貓可以繁殖小貓，兩隻狗則可以繁殖小狗。那麼，一隻貓和一隻狗可以一起生嬰

兒嗎？不行，因為他們是來自不同種類的物種。」 

  

幻燈片 8 

問學生們： 

1.  「你們看到多少種類的生物？」（答案：5，狐狸、老鼠、鳥、蝙蝠、一種

樹） 

2. 「同一個健康」包括哪三部分？（答案：人類健康、動物健康和環境健康） 

跟學生說這是個又繁忙又健康的森林。動物是平均分佈的，他們都沒有壓力。這些樹看

起來也挺健康。 

      

（教師可以提出討論：清潔水在這個森林生態系統中也起著一定的作用。本幻燈片涵蓋

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清潔水和衛生」和「陸地生活」兩項。） 

 

幻燈片 9     

問學生們： 

1. 「這裡有什麼新物種？」（答案：人類。請提醒學生人類其實也是動物。） 

2. 「為什麼樹少了？」（答案：因為人類在森林砍伐以及因為氣候變化使地球那

角落的植物難以生存，導致森林的消失。） 

3. 「當樹減少了，動物可以藏身在哪裡？」（答案：牠們會擠在一個更小的區

域。因爲食物和住處的競爭更大，藏身和活動空間更少，牠們需要擔當更大的壓

力。有些動物甚至會離開森林，遷往人類居住的範圍去尋找食物)。 

      

(教師可以討論水質在這個不斷變化的生態系統中也起著一定的作用。如果動物喝了被人

或動物污染了的髒水，那麼牠們就有可能生病。除了森林砍伐，老師還可以討論氣候變

化如何改變自然棲息地，以致動物（包括昆蟲）遷入新領域。然後,本幻燈片將介紹多項

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包括「氣候行動」、「可負擔的清潔能源」、「可持續城市和

社區」、「負責任的消費和生產」、「乾淨水和衛生」和「陸地上生物」。） 

  

幻燈片 10 

「你們看到多少種類的生物？」（答案：5 ，因為人類也是一種生物種類） 

 

給老師的建議： 

強調「 人畜共患疾病」中「動物」這方面。問學生們：「動物園有多少種類的生物？」

（答案：很多）「我們一起舉出幾個動物的名字吧！」（請確保學生提到去遊覽動物園

的人——讓他們銘記人也是一種動物。） 

 

 



小回顧： 

這種疾病相當普遍（佔人類傳染性疾病的 60%）。因此，動物專家（如獸醫）和（人類）

醫生一起工作很重要！ 

 

幻燈片 11 

問學生們：     

1. 「與上一張幻燈片相比，你看到這張幻燈片那裡變了?」(答案：人多了，樹少

了，動物多了)。請注意：實際上，幻燈片之間的動物數量並沒有改變。 

2. 「什麼是人畜共患疾病？」回顧一下，在這張幻燈片中，有更多人搬遷進動物原

來居住的地盤。當這樣的情況發生，這地方人畜共患疾病更容易「溢出」本來的

物種並在動物和人類之間相互感染、擴散。強調新冠狀病毒也是一個人畜共患疾

病。 

  

(教師可以討論水質在這個不斷變化的生態系統中也起著一定的作用。如果動物喝了被人

或動物污染了的髒水，那麼牠們就有可能生病。除了森林砍伐，老師還可以討論氣候變

化如何改變自然棲息地，以致動物（包括昆蟲）遷入新領域。然後,本幻燈片將介紹多項

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包括「氣候行動」、「可負擔的清潔能源」、「可持續城市和

社區」、「負責任的消費和生產」、「乾淨水和衛生」和「陸地上生活」。） 

 

幻燈片 12 

在上一張幻燈片中，蝙蝠是看到的其中一種動物。請再次強調蝙蝠的重要性——他們會

吃昆蟲、傳播花粉、分散種子，確保整個森林的健康。 

 

有關此主題的詳細資訊： 

一般資訊：https://www.bats.org.uk/about-bats/why-bats-matter  

關於生活在洞穴的蝙蝠（並提到白鼻症）的 PDF文件： 

https://www.fs.fed.us/biology/resources/pubs/tes/wns-brochure8310.pdf 

  

幻燈片 13 

在此強調病毒、細菌、寄生蟲，甚至人和動物體內的細胞都可以突變（例如有些人像這

隻貓一樣，多了一兩隻腳趾！） 

      

給老師的建議： 

讓所有的學生重複這句話：「突變就是變化」。此短句可以在課堂中重複。（在稍後的

幻燈片裡，學生將會瞭解到突變可以增強或削弱病毒感染細胞和複製的能力。有時，突

變不會引起非常大的影響，而是一個良性的變化。有時候，突變則引起重要的變化。） 

      

 



今天（更新截至 2020 年 3月），科學家認為新型冠狀病毒是由病毒引起的，病毒可能： 

1. 在動物體內發生突變，使病毒更容易傳播到人類，然後再在人與人之間傳播，或 

2. 在人體內發生突變，使病毒更容易在人與人之間傳播。 

 

幻燈片 14 

請解釋： 

1. 我們今天來討論突變是因為新型冠狀病毒也會突變。它能夠從動物體傳播到人

體，再在人與人之間傳播這能力就是來自它的突變。 

2. 模型就像假裝遊戲。有時候，模型可以幫科學家猜測未來，然後提出維護大家

健康的建議。比如，科學家會創建模型來嘗試猜測有多少人會因某一個病毒生

病，再建議大眾要保持社交距離多久。） 

 

幻燈片 15 

回顧「突變是變化」這一句。要求一位志願者快速讀五遍以下粗体的句子。這種急口令是

「點突變」——最簡單的一種突變類型——的模型。 

  

幻燈片 16 

強調突變可能難以預測。 

慢慢地做這個活動。解釋幻燈片左邊的病毒正在複製（在繁殖），並且將會有原始的顏

色或將顯示突變的顏色（紫色）。 

 

讓學生猜測紫色病毒何時會出現。給學生們 3個機會！（老師可以說紫色病毒至少會出

現一次) 

 

小回顧： 

流感病毒（稱為流感病毒）是一種突變很多的病毒。所以，科學家必須每年研造新的流

感疫苗。科學家需要（通過對病毒基因的測序）仔細研究流感病毒，預計下一次突變將

發生的位置，以便他們能夠研製出正確類型的疫苗。 

 

幻燈片 17 

問學生們： 

「同一個健康」分為哪三部分？（答案：環境健康、動物健康、人類健康） 

 

第一點：強調人們經常佔用野生動物曾經居住過的空間。由於動物的自然棲息地較小，

牠們為了覓食和生存被迫離開森林/自然棲息地。複習：人類帶著的細菌可以傳播到動

物，而動物帶著的細菌也可能會傳播給人類和其他動物。 

 



第二點：如果學生認為植樹是重建森林的唯一途徑，可以再次討論一下其他方法 —— 

比如，減少紙張使用量會減少森林的砍伐。如果人們對環境的需求減少，大自然可以隨

著時間的變遷自我康復。 

- 其他減少紙張使用量的例子：為了減少減少一次性紙袋的用量，購物時可以使用環保

袋。  

 

最後一點： 再次重溫獸醫正在努力研發人類疫苗——下一張幻影片會更仔細的回顧這點

知識——（因為動物模型被用於疫苗的開發過程）。此外，獸醫和環境衛生科學家（如

生態學家）在過去十年來一直在研究野生動物中的病毒。從這項工作的成果，中國研究

家已經知道冠狀病毒源於中國武漢（發現第一個病例那個城市），並且在兩周就確定冠

狀病毒（稱為 SARS-CoV-2）的存在（相比 2002 年，過了兩個月才確定到病毒的 SARS

「沙士」）。 

 

幻燈片 18 

疫苗的目的是加強身體抵抗指定病毒的能力。請注意，一個接種疫苗的人（或動物）不

是對（疫苗專門開發來抵抗的）細菌或微生物完全免疫。那人（或動物）仍然可以因為

染上那病毒而生病，但是大部分時間他們的病情比都會比沒有接種疫苗的人（或動物）

輕很多。 

 

複習： 

- 疫苗是用途是防止重病，它不是一種藥物。疫苗是接觸到病毒之前生效的，而藥物

（如抗病藥或抗生素）只是生病候才有效。（小朋友可能會將這兩個概念混亂，所以一

定要強調這一點）。 

- 獸醫和人類醫生和研究家正在合作開發最好的疫苗，防止人們感染到 COVID-19 的病

毒。 

- 藥物的材料可以來自大自然中的植物、微生物和其他物質。（這是環境科學家在人類

健康護理部參與的另一個例子！） 

à 例如：青霉素 https://www.kidsdiscover.com/quick-reads/penicillin-

 foundfunctional-fungus/  

- 從事環境、人和動物專家正在共同努力，使人們更好地抵禦 SARS-CoV-2（導致 COVID-

19 的病毒）。他們必須有效地溝通，免得浪費任何時間。這就是進行「同一個健康」！ 

給老師的建議： 

 

從獸醫到角度解釋以下的例子： 

與一隻沒有接種疫苗（如狂犬病疫苗）的狗相比，一隻接種了疫苗的狗不會因為那疫苗

抵抗的病菌（如狂犬病毒）那麼嚴重的患病。這原則在人類上也一樣適用。 

（如果學生詢問，在狂犬病這道例子中，沒有接種疫苗那隻狗若染上狂犬病毒，很可能

會死於這種疾病。那隻狗更有可能咬人，把這「 人畜共患疾病」性的病毒傳播到人群

裡。） 



 

幻燈片 19 

https://e-bug.eu/menupage.html?type=games&level=junior 

www.e-bug.eu 網站有免費網上遊戲，也有適合更年長的同學的遊戲。 

（如果老師想的話，這可以改為作業。） 

 

幻燈片 20 

供老師完成的兩分鐘調查：https://www.surveymonkey.com/r/2RH67KT  

  

更多關於新型冠狀病毒的兒童課程： 

2019冠狀病毒病 COVID-19！如何保護自己和他人？（史密森學會） 

https://ssec.si.edu/sites/default/files/other/globalgoals/COVID-

19/COVID19_HowCanIProtectMyselfandOthers.pdf  

  

更多學生可以參與的「同一個健康」線上活動： 

讓學生更充分瞭解微生物和人畜共患病的遊戲： 

http://webadventures.rice.edu/ed/Teacher-Resources/_games/MedMyst- 

Original/_301/Game-Overview.html  

  

展示了獸醫如何幫助檢測紐約市的新病毒的互動漫畫書。（根據 1999 年紐約市西尼羅河

病毒的真實事件）： 

https://nysci.org/school/resources/transmissions-gone-viral/   

關於西尼羅河病毒爆發時期的獸醫 TEDx 講座：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m8NnL582uc（時長約十五分鐘十六秒）—— 內容

較適合更年長的學生（十五歲或以上） 

 

適宜面對面和網上使用的線上「同一個健康」教學資料 

重溫如何安全地與鄰近的蝙蝠生活在一起，為非洲社區發展：[MOU1] 

https://ucdavis.box.com/v/livingsafelywithbats-flipbook 

 

有關環境和動物如何影響人類健康的更多資訊: 

https://ensia.com/features/covid-19-coronavirus-biodiversity-planetary-

health-zoonoses/ 

 

更多供成人參閱的資料： 

 

https://www.avma.org/javma-news/2020-04-15/can-veterinarians-prevent-next-

pandemic  



https://www.newyorker.com/science/elements/from-bats-to-human-lungs-the-

evolution-ofa-coronavirus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20/mar/25/coronavirus-nature-is-sending-

us-amessage-says-un-environment-chief?CMP=share_btn_f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