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自己動手！即刻行動！

兒童與自然網路

家庭自然俱樂部百寶箱

贊助機構 額外支持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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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自然俱樂部是一種容易著手融入自然的

有效方式。要知道大自然就在我們身邊，它不僅

僅存在于郊區或荒野，更存在於那些我們可能從

沒想過卻觸手可及的地方--鄰家後院、城市社

區、屋頂花園、城郊公園和林中步道。

  我們有很多途徑去接觸大自然並開啟新的生

活方式。在這種生活方式裡，自然世界應該成為

孩子們日常生活裡非常重要的一個部分。兒童與

自然網路基於現有的優質研究、常識和家長們的

直接經驗，製作出工具書--《家庭自然俱樂部百

寶箱：自己動手！即刻開始！》。希望這一工具

書能激發您的家庭和朋友到戶外去，一起開始愉

快、健康的奇遇。

  “如果這個國家的父母、祖父母和孩子們聯合起來一起創建家庭自然俱樂部，這

將意味著什麼？如果這一基於大自然的新形式社交網路像讀書俱樂部和鄰里守望一樣

在過去的數十年裡快速傳播, 那又會發生什麼?一場真正的文化變革即將到來。”

----理查•洛夫(Richard Louv)，《林間最後的小孩：拯救自然缺失症兒童》作者，兒童
與自然網路榮譽退休主席

  許多家庭開始認識到開展有趣的戶外活動並

不需要有特定的事由或專案來組織。他們在當地

自發地創建自己的自然俱樂部。這些俱樂部雖名

目繁多且形式多樣，但他們都有一個共同點，就

是：提供簡單易行、以家庭為中心的戶外活動，

而且只需很少甚至零花費就能帶來樂趣。

為什麼要讓家庭參與戶外活動呢？原因很簡

單，大自然有益於我們的身心。事實證明,如果

在大自然環境裡進行的戶外活動成為日常生活的

一部分，這將十分有利於孩子們的健康和快樂。

當孩子參與這些活動時，他們會更開心、更健

康、更聰明，也會更加自律和專注；他們還會更

加自信、富於創造性和具有協作精神；他們會成

為優秀、樂觀的問題解決者。同時，戶外活動讓

家庭紐帶得以鞏固，集體感得到滋養，地方認同

感得以形成。總之，大自然對孩子，對家庭和對

朋友都非常有益。

項目介紹  INTRODUCTION

家庭自然俱樂部：自己動手！即刻行動！

© 2014 兒童與自然網路|www.childrenandnature.org

http://www.childrenandnature.org/research/Intro
http://www.childrenandnature.org/research/Int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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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寶箱的目的 PURPOSE OF THIS TOOL KIT

PHOTO: jOn beard

 核心益處：

    兒童與自然網路的《家庭自然俱樂部百寶箱：自己動手！即刻行動！》致力

於為對創建家庭自然俱樂部感興趣的人士提供靈感、資訊、竅門和資源。在開

發“百寶箱”的過程中，我們參考了很多家庭的實踐和經驗，我們也鼓勵您開發

和運用自己的好點子。

什麼是家庭自然俱樂部？

*

*

* 由於 “人多力量大”，家庭自然俱樂
部可以消除不少的障礙，例如對陌生人
的恐懼。

*

*

* 重要的是，家庭自然俱樂部不需要太
多的花費，每個家庭都能擔負得起，
並且馬上就能開始。

  家庭自然俱樂部是由一群對“將孩子融入
大自然”感興趣的人士組成。每一個家庭自然
俱樂部都獨具特色。有的俱樂部每週會在同一
個公園相聚，他們的活動內容有：遊戲、交朋
友、與學齡前孩子和家長一起唱歌。有的俱樂
部則讓那些採取“家庭學校教育”的家庭去遠
足並關注自然學習。有的俱樂部則採取熱鬧的
家庭式戶外徒步，將孩子自主性遊戲和即興式
自然觀察相結合。無論形式如何，它們都有一
個最基本目的：經常性開展戶外活動；孩子、
朋友和社區成員聚在一起並分享自然之旅；共
同體驗戶外集體活動的益處。

無論是市區、城郊還是農村，家庭自然
俱樂部可以在任何社區及不同的經濟條
件下產生。

無論是單親家庭、大家庭，或親如家人
的朋友，都可以參與或創建家庭自然俱
樂部。

俱樂部會產生激勵因素，當你想到週六
早晨有另一個家庭將如約在公園等你的
時候，你和你的家人會更加可能出現在
公園裡。

很多家長希望給予孩子們來自大自然
的禮物，但卻苦於自己對自然知識知
之甚少，家庭自然俱樂部可以讓不同
家庭之間分享關於大自然的不同知識。

家庭自然俱樂部：自己動手！即刻行動！

© 2014 兒童與自然網路|www.childrenandnatur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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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您感覺意猶未盡，可以考慮組織長途遠
足，探險攝影，釣魚，野炊，露營和生態恢復項
目。也可以選擇學習動物追蹤、探索當地化石地
質層、觀鳥、或者創建鄰居菜園。詳情請參考百
寶箱裡的餘下內容，它們充滿了樂趣：“自己動
手！即刻行動！”

       “家庭自然俱樂部不需要有詳細的說明書來指導。從現在開始，您就可以和您的家
人、朋友打開家門面朝戶外,一起在您家後院、鄰居家、社區裡探尋自然之旅的財富。”

----謝麗爾•查理斯 (Cheryl Charles), 兒童與自然網路榮譽退休總裁及CEO 

俱樂部該如何著手 HOW TO START

    如果您正在閱讀這份資料，表明您可能已
經開始慎重考慮著手自己的家庭自然俱樂部。
您願意嘗試一下嗎？根據專家意見，充滿熱
情、富於責任感地與其他家庭分享“大自然時
光”，能讓您在成為一名成功的團隊領袖上收
益甚多。您完全不必擔心自己不是專業的自然
學家：在戶外遠足中，許多領隊認為自身缺乏
專業背景往往能讓其他家長感到更加放鬆。另
外，您也不必單獨行動。您可以與其他家庭成
員或朋友合作籌建家庭自然俱樂部。並考慮讓
祖父母加入，因為他們通常有豐富的自然知
識、空餘的時間和資源，而父母往往在這些方
面有所欠缺。

    一旦您準備好了，請從您所在社區附近的
自然場地開始。無論是市中心、城郊還是鄉
村，您會驚喜的發現身邊的公園是多麼有趣。
策劃一連串有趣的戶外活動並邀請其他人參
與。您可以帶領組員在熟悉的保護地（區）內
徒步一到兩個小時。您很有可能會驚奇地發
現：之前幾乎沒有家庭來過這些地方。不用為

家庭自然俱樂部：自己動手！即刻行動！

© 2014 兒童與自然網路|www.childrenandnature.org

在同一地點重複類似活動而擔心：在不同時間、
不同季節探知同一地點能讓您的團隊收穫自信心
和新知識。最後請記住放慢節奏並允許年幼的成
員自由嬉戲，讓他們自己有所發現。您會發現他
們學習及鑒別能力的增長可能會超出您的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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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制定計劃

計畫要素包括：地點、時間、內容、活動

頻次及活動長度。把所有內容寫成文本有

助於您放鬆並享受這一過程。

工具/範本 （見第10頁）

 行前檢查

發出邀請前務必親自踩點。對每個目的

地的特殊之處作細節標注，例如最佳集合

地點及相應的活動。

工具/範本 (見第11頁）

邀請人數依您而定 

您既可以在小範圍內開展俱樂部的活動，

也可以邀請所有的人。比如只邀請幾個朋

友加入家庭徒步。也可擴展至友鄰家庭和

社區團體，例如像美國的童子軍, 4H教育

（頭、心、手、健康教育）以及男孩或女

孩俱樂部。

簡便易行

當對活動充分瞭解及準備充分時，能夠

確保參與家長的心情會更愉悅。如果給家

長一份準備清單，免除他們麻煩，這樣

您可以幫助減少準備時間，最大化活動

樂趣，家長參與熱情會更高。

 工具/範本 （見第12頁）

安排出發

準時開始活動，但可以給晚到者預留15分

鐘。記錄每次活動的參與人數並及時收集

新參與者的資訊。

2

3

4

5

充滿激情、

組織有序、

出發！

速成指南 
QUICK START GUIDE

家庭自然俱樂部：自己動手！即刻行動！

© 2014 兒童與自然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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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論他涉足看起來多麼危險
的地方，我的經驗是，什麼也不
說，大人要做的只有一件事，時
刻準備著在他掉下來的時候接
住！其他沒了！事實上，朋友都
覺得擺擺是個攀爬高手，但是，
他從來沒有一次自己從高處掉下
來！

看看他們怎麼說  IN THEIR OWN WORDS

  我們與眾多的家庭自然俱樂部組織進行對話。他們有的是訓練有素的自然學家，

大多數則是普通家長和戶外活動愛好者，他們對大自然的欣賞和感激被證實極具感染

力。無論是生活在大都市，還是生活在郊區或小鎮。他們都共同選擇去培育家庭自然

俱樂部，把他們的經歷和勇氣傳遞給更多的人。

----兩個女兒的媽媽 
（章女士）

    暫離城市的喧囂，暫別污濁
的空氣，放下沉重的課業，孩子
們帶著開心的笑臉，走進了鳥語
花香的自然世界。城市的生活禁
錮我們太久太久，以至都已經忘
記怎樣去真正的親近自然，聆聽
自然。來這裡吧，這裡的星星會
說話，這裡的微風會舞蹈，這裡
的小蟲會低吟，這裡的荷花盛開
有聲......

生在五行，
存於天地，
駐於山水，
歸於自然。

----樂榮爸爸
（李先生）    自從參加了自然

活動，我和女兒都愛
上了大自然，愛上自
然中漫步、愛上自然
中呼吸、愛上自然中
遊戲、愛上自然中探
索，擁抱自然讓我們
自由快樂！ 

----擺擺媽媽

（濮女士）

----凡淇媽媽 
（林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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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加活動讓我們融入大自然、崇尚大自然，進而選擇
了健康自然的生活方式。藍天、綠樹、花語、蟬鳴，這些
伴隨鄉村孩子的美麗事物也應該伴隨城市孩子。親近大自
然，一草一樹一泉一花皆有愛，從此愛自然的人心也滿溢
著愛。我和女兒在大自然中發現過藍色的蝴蝶、黃色的杜
鵑花，這些美麗的精靈在等著你們••••••

    ----寶兒娘（張女士）

自然是無價之寶，你毀掉她就是在踐踏你的靈

魂。從上往下近距離觀察大自然，細節中的美是令

人震驚的。回歸自然才能回歸心靈，那裡是你的靈

魂所在。任意的自然之景，都能對應你所有的心。

    ----海帆爸爸 （唐先生）

    “每次活動中我都設置了自由嬉戲的時間。我會設置一段路程的戶外徒步，但也在步
道之外的探索上花了大量的時間。類似的活動有在大草原嬉戲，攀爬倒掉的樹（個人最
愛），攀岩以及登山。不同年齡層的人在一起玩得如此開心，總是讓我熱淚盈眶。”

    ----喬迪•希蘭 (Jodi Hiland), “快樂步道”

 對於孩子來說，週末就在家的附近，在自然中
散步，是多麼有意義。我們能體會大自然一年四
季的變化。孩子在活動中發現了自己在自然中和
動物植物的關聯，感受到了我們在自然中的位
置，這個才是他們長大了開闊自己視野和心胸，
表達自己情感的基礎。

    ----妹妹媽媽 （李女士）

家庭自然俱樂部：自己動手！即刻行動！

© 2014 兒童與自然網路|www.childrenandnatur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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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利用的參考資源 

  我們有大量的參考資源，可在點子、活動、

技巧及工具方面用於激勵、傳播以及支持家庭

自然俱樂部。下面的連結提供一個資源範本--

包括現存的家庭自然俱樂部、專案以及產品。

該目錄可供使用但並未覆蓋所有方面。請提出

您的建議以供完善。  

http://www.childrenandnature.org/natureclubs/

resources

  基於我們與中國家庭開展自然活動積累的
經驗，我們編寫了一些額外的資源，供生活在
世界其他地區，用中文交流的家庭使用。我們
正在不斷地豐富資源內容！請加入到我們的網
路社交圈，將您的經驗和資源添加到：兒童與
自然網路（C&NN）中國活動組、自然之道QQ群
（群號：144644034，群名稱：自然之道健康生
活），及自然之道新浪微博（新浪微博：@自然
之道NW）。

Algonquin

Paperbacks

LOUV

UPDATED

AND

EXPANDED

in
theW

oods

RICHARD LOUV, recipient of the 2008 Audubon Medal, is the author of seven books.
The chairman of the Children & Nature Network (www.cnaturenet.org), he is also honorary 
co-chair of the National Forum on Children and Nature. He has written for the San Diego 
Union-Tribune, the New York Times, the Washington Post,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and
other newspapers and magazines.He has appeared on The Early Show,Good Morning America,
Today, CBS Evening News, NBC Nightly News, NPR’s Morning Edition, Fresh Air, Talk of the 
Nation, and many other programs. For more information, visit www.lastchildinthewoods.com.

“[The] national movement to ‘leave no child inside’ . . . has been the focus of Capitol Hill 
hearings, state legislative action, grass-roots projects, a U.S. Forest Service initiative 
to get more children into the woods and a national effort to promote a ‘green hour’
in each day. . . . The increased activism has been partly inspired by a best-selling book,
Last Child in the Woods, and its author, Richard Louv.” —The Washington Post

“Last Child in the Woods, which describes a generation so plugged into electronic 
diversions that it has lost its connection to the natural world, is helping drive a 
movement quickly flourishing across the nation.” —The Nation’s Health

“This book is an absolute must-read for parents.” —The Boston Globe

A L G O N Q U I N B O O K S
a division of Workman Publishing
www.algonquin.com

In his landmark work Last Child in the Woods, Richard Louv brought together 
cutting-edge  studies that pointed to direct exposure to nature as essential for 
a child’s healthy physical and emotional development. Now this new edition 

updates the growing body of evidence linking the lack of nature in children’s lives and 
the rise in obesity, attention disorders, and depression. Louv’s message has galvanized 
an international back-to-nature campaign. His book will change the way you think 
about our future and the future of our children.

“The children and nature movement is fueled by this 
fundamental idea: the child in nature is an endangered 
species, and the health of children and the health of the 
Earth are inseparable.” —RICHARD LOUV, from the new edition

NOW INCLUDES: A FIELD GUIDE WITH 100 PRACTICAL ACTIONS WE CAN TAKE
35 Discussion Points for Book Groups, Classrooms, and Communities
New and Updated Research from the U.S. and Abroad
A Progress Report by the Author

www.childrenandnature.org/book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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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世代代以來，人類性格形成時期的多
數時間是在大自然中度過的。但在短短數十
年間，孩子理解及體驗大自然的方式已經發
展急劇變化。治癒青少年與大自然之間斷裂
的紐帶關乎每個人的切身利益，這不僅是出
於審美或公正的需要，更因為我們的身心健
康仰仗於此。”

 

----理查﹒洛夫 
(Richard Louv)　　
《林間最後的小孩》
作者，兒童與自然網路榮
譽退休主席

大量採購本書請訪問：

家庭自然俱樂部：自己動手！即刻行動！

© 2014 兒童與自然網路

http://www.childrenandnature.org/natureclubs/resources
http://www.childrenandnature.org/natureclubs/resources
http://www.childrenandnature.org/natureclubs/resources
http://www.childrenandnature.org/natureclubs
www.childrenandnature.org/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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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開始計畫。

每次前進一小步。

加入兒童與自然網路。

自己動手！即刻開始！
    帶領你的孩子，朋友圈及鄰居來到大自然

中看似一小步，但卻是具有革命性的一步，它

開始扭轉當前人與自然世界斷開連接的趨勢。

我們希望剛才提到的那些家庭自然俱樂部的組

織者們會對您有所啟示，也希望這本工具書可

以給予您相關的基本資訊。

一旦您成立了自己的家庭自然俱樂部，我
們邀請您加入正在增長的網路中來--人們正把
他們的俱樂部加入到兒童與自然網路運動地圖
中。請在兒童與自然網路上註冊以顯示您的俱
樂部並與其他成員分享相關資訊。
www.childrenandnature.org/natureclubs/map

您可以在兒童與自然網路的網站發現很
多有價值的資源：

* 使用兒童與自然網路運動地圖尋找和聯繫你
所在地區的草根運動。

閱讀兒童與自然網路主席及作家理查﹒洛夫
的博客

*

* 搜索兒童與自然網路新聞檔案，以説明增長
知識及理解其他地區或您自己後院正在發生
的變化。

* 下載兒童與自然網路研究出版物及報告，包
括兒童與自然網路研究期刊一、二、三，
《兒童與自然2008：關於重新連接孩子與自
然世界運動的報告》，以及《兒童與自然網
路社區行動指導：在基層社會開創“兒童與
自然”運動》。

* 如需接受兒童與自然網路的月報請在此註
冊：
http://www.childrenandnature.org/join/

家庭自然俱樂部：自己動手！即刻行動！

© 2014 兒童與自然網路

www.childrenandnature.org/natureclubs/map 
http://www.childrenandnature.org/movement/ 
http://www.childrenandnature.org/blog/
http://www.childrenandnature.org/search/archive/
http://www.childrenandnature.org/research/
http://www.childrenandnature.org/publications/
http://www.childrenandnature.org/join/


10

1

  一旦對家庭自然俱樂部有了靈感，馬上制定一個自己及家庭的工作日程表。您是對單次活動還

是每週、每月或每個季度活動感興趣呢？制定每次活動計畫並關注當地的資源。善於組織能讓你更

加輕鬆並享受過程。在腦海中要有一個時間表。您的活動是半天的徒步，還是黃昏時兩小時的探

險？請確定活動時間長度以及每次外出的最佳日期。

活動頻次 

每星期___ 活動一次 

每月的第一個星期 ___   

每個季節的第一個___ 

每年______ 一次

  請參考當地地形地貌以及季節性天氣狀況，尋找您所在地已經開展的其他戶外活動。擬出當地

自然俱樂部和其他資源的清單，瞭解其他教師或嘉賓的時間安排，看看他們是否能在你們外出活動

時來給你們做一個演講。創建可能的活動地點清單。考慮那些您曾經或一直很想去的地方。包括在

任何特殊公園裡您最喜歡的活動。可嘗試計畫一整年的活動。

 日期： 地點： 活動： 時長：

活動時長 

_____ 小時，從___點到___點 

制定計劃與日程表  Schedule 
and Calendar decisions

家庭自然俱樂部：自己動手！即刻行動！

© 2014 兒童與自然網路|www.childrenandnatur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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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目的地清單  Destination Checklist

到達目的地所需的時間______

方便的集合地點____________

可供大型團隊的停車場：是/否

家庭友好式的環形徒步：是/否

其它活動__________________

季節性特徵________________

可替代的集合地點__________

可替代的活動______________

合適的戶外服裝

教育機會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費用：是/否____________________

水源：湖，溪流，池塘或者泥塘

超過十人以上團隊准入要求：是/否

食物，水，休息設施：是/否______ 

替代計畫（針對極端天氣）

針對低齡兒童的安全保障：

其他需要考慮的：

家庭自然俱樂部：自己動手！即刻行動！

© 2014 兒童與自然網路|www.childrenandnatur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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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者檢查清單 
Checklist for Participants3

 安全第一！同時也應認可相應的風險承擔有利於孩子的健康成長。請準備充分！蜂蟄、有毒植

物、過敏都不至於讓你退卻。確保攜帶急救箱並讓告知每位成員放置急救箱的地點。提醒參與者大

自然總是充滿驚奇，並做好準備接受這是接觸大自然的一部分。使用結對方法，它能有助調整針對

不同年齡參與者的活動。

  關於戶外安全要領的資源非常豐富。其一是疾病控制中心的網站。在外出前請閱讀提示並牢記

攜帶急救箱。當派送邀請函時確保提醒參與者除了水、防曬霜以及帽子等之外還應攜帶自己特別需

要的物品。如果團隊需穿越溪流，需備可更換的服裝。如在森林中徒步需提示檢查路線標識。這些

細節資訊有助於家長做好準備。準備充分的家長才是開心的家長。

必備物品

水 
對應不同天氣的多層服

裝
背包

零食或野餐
防曬霜
帽子

安全

口哨
創可貼

接受過心肺復蘇培訓的
成員
急救箱

其他

可替換的服裝
便簽本和筆
放大鏡

裝昆蟲的盒子
撲蝴蝶網子
雙筒望遠鏡

戶外活動指南及身份證
手電筒

  注:兒童與自然網路旨在推動連結孩子與自然這一運動，以及幫助家長和其他人學習如何讓孩
子融入大自然的方法。“家庭自然俱樂部”是我們樂於宣導的一個途徑。然而，這些俱樂部都是獨
立運作，因此兒童與自然網路不對這些俱樂部及其個體成員承擔責任。任何時候，當孩子自己外出
或是在家庭和朋友的陪同下時，每個人都應該做好安全防範並認識到應有的風險。

參與者檢查清單

家庭自然俱樂部：自己動手！即刻行動！

© 2014 兒童與自然網路|www.childrenandnatur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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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者活動日檢查清單 
Leaders Event Checklist

攜帶可供簽到的筆

攜帶簽到表或其他參與者表格

攜帶當天活動所需的裝備（戶外活動指導手冊、網、放大鏡等）

攜帶額外的水和零食以防萬一

攜帶組織者的急救箱

要求家長和監護人隨時關注自己的孩子

注重團隊精神。一群人一起工作能讓事情進展順利，把活動當成家事來做。

玩得愉快！

4

家庭自然俱樂部：自己動手！即刻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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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中國家庭自然俱樂部其他可利用資源

         Chinese Resources 

國內相關的網路連結，普遍使用的網路社交工具
Social Networking Sites Commonly Used in China

    我們鼓勵大家使用快捷的網路社交工具，它們方便高效，便於您與其他人溝通、交流，分享
活動的所想所感。您可以採用以下方式，建立自己的活動組或活動群。

* 新浪微博使用方法：進入http://weibo.com/，在微博註冊頁面註冊後，點擊開通即可使用。

*

*

@自然野趣
用自然的材料，製作出藝術品。學習從自然中獲得靈感，用雙手借助自然的力量，創造美好。

@創意親子遊戲
滿世界收集各種玩法，涉獵閱讀、英語、數學、藝術、科學、社會學、旅行等。
通過各種遊戲的體驗探索，引導孩子從觀察、發現、思考和創造。

@綠色地球
垃圾分類——綠色地球（www.lvsediqiu.com)是目前國內領先的城市生活垃圾單流程回收及資源
化機構，致力於讓每一份資源得到充分使用，讓地球不再為垃圾所困。

@三粒豆親子工作室
幾位母親帶著幾個孩子，過著喜愛閱讀，熱愛公益和旅行，崇尚綠色的生活。與更多的人，分享
與孩子相處的樂趣，如何引導孩子成長的方法。

@丁丁畫室
激發孩子的創造力與想像力，以各種不同的方式繪製美麗的圖畫。

@自然之道NW
提倡從自然中獲得智慧和愉悅，與大家分享自然教育的經驗，鼓勵城市家庭積極組織並參與自然
戶外活動。

微信使用方法：進入http://open.weixin.qq.com/，將微信下載到智慧手機或電腦上，註冊
後即可使用。
QQ使用方式：進入http://im.qq.com/qq/2013/，將QQ下載到智慧手機或電腦上，註冊後即可
使用。

   另外，我們向您推薦一些微博，其內容均與自然教育、創意手工、環境保護等內容相關。
微博更新快，有助於您從資訊中獲得設計自然活動的靈感，讓您的活動更有創意。通過微博
互動，您還能分享活動經驗，與更多朋友相互學習。我們對以下微博用戶的言論不承擔任何
責任，希望您能從中獲得有價值的資源。

以下是推薦的新浪微博用戶：

家庭自然俱樂部：自己動手！即刻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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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自然教育圖書推薦目錄

         Nature Education Literature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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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間最後的小孩: 拯救自然缺失症兒童》
作者：（美）理查•洛夫，自然之友 (譯者) 郝冰 王西敏 (審校)
出版社：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 第1版
出版年: 2010-4
Last Child in the Woods, Saving Our Children From Nature-Deficit Disorder
---Richard Louv

《與孩子共用自然》

作者: （美）約瑟夫・克奈爾
譯者: 葉凡
出版社: 天津教育出版社
出版年: 2000-6

《中國鳥類野外手冊》
作者: [英]約翰•馬敬能 / 卡倫•菲力浦斯
出版社: 湖南教育出版社
譯者: 盧和芬/ 何芬奇/解焱
出版年: 2000年6月第一版
A Field Guide to the Birds of China
----John Ramsay MacKinnon

《樹：全世界500多種樹木的彩色圖鑒》
作者: （英）庫姆斯
出版社: 中國友誼出版公司
譯者: 貓頭鷹出版社
出版年: 2005
Tree identification through colorful pictures of more than 500 species in the world
----Kums

《中國昆蟲記Ⅱ》
作者: 李元勝
出版社: 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
出版年: 2004-5
The insects in China, II
----Yuansheng  Li

《常見植物野外識別手冊》
作者: 劉全儒/ 王辰
出版社: 重慶大學
出版年: 2007-3
The handbook of common plants identification
----Quanru Liu/Chen Wang

《常見昆蟲野外識別手冊》
作者: 張巍巍
出版社: 重慶大學
出版年: 2007-3.

Sharing Nature with Children: 
----Joseph Bharat Cornell

家庭自然俱樂部：自己動手！即刻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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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兒童與自然網路 (C&NN)

通過創新理念、基於事實的資源和工具、廣泛的合作和草

根領導人的支援，兒童與自然網路（C&NN）正引領著一個

遠動，推動所有的孩子、他們的家庭和社區去擁抱大自

然。兒童與自然網路是唯一的專注於在美國和全球推動兒

童重歸大自然的組織，旨在優化他們的健康成長--在認

知、情感、社會屬性和身體各方面的全面發展。兒童與自

然網路通過培育大自然意識，提供獲取最先進資源的管

道、向基層組織提供工具和戰略支援、開發出版物和教育

材料、整合現有最佳研究成果、鼓勵合作，來修復孩子與

大自然之間斷裂的紐帶。兒童與自然網路是一家在美國合

法註冊登記的非營利機構。詳情請訪問：

www.childrenandnature.org, 並通過

info@childrenandnature.org與我們聯繫。

H

C&NN
808 14th Ave SE
Minneapolis, MN 55414

www.childrenandnature.org 
info@childrenandnature.org

Sarah Milligan-Toffler, 
Executive Director 

中文版《家庭自然俱樂部百寶
箱》是由自然之道翻譯完成。
自然之道是一個致力於將兒
童、家庭和自然聯繫在一起的
非營利教育機構。原文材料的
版權屬於兒童和自然網路
（C&NN）,其授權自然之道翻譯
該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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