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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
大自然

讓我們跟著好奇心，
一起來探索身邊的大自然吧！

Available in

English
Español
简体中文 (SC)
繁體中文 (TC)

歡迎！

阿拉米達縣圖書館向您致上親切的問候，並歡迎您參加 2022 年夏季探
險！今年的主題探索大自然。

從米遜峰(Mission Peak) 到泥巴坑，大自然提供了我們無窮的探索機
會。每天我都試著去看、聽、嚐、摸和聞在自然中的各種新東西。夏天是探
索大自然的絕佳時機，我們可以探索戶外、街坊鄰里，甚至室內的環境。
這本《探險指南》提供了每一個人包括閱讀的許多活動。讓我們跟著好奇
心，一起來進行夏日探險吧！

什麼是夏日探險？如何參加？

夏季探險是重新設計過後的夏季閱讀遊戲，是一個讓我們可以在暑假裡，嘗
試用不同方式學習的機會。請跟著你的好奇心，以最適合自己的方式，來完
成這本指南中的活動。完成的活動數量不拘, 您甚至可以自己發明活動！完
成活動之後，您可利用線上、郵寄或親自送件方式投稿，分享您的活動。首次
投稿可獲贈一本書作為獎勵，同時還可以參加抽獎（投稿和獎品詳情請見第
4頁）
。
•
•
•

Cindy Chadwick
縣立圖書館館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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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這本指南中的任何活動

閱讀任何東西，或讓別人讀給您聽，作為一項活動
自創活動，給大家驚喜

到網路作品展(aclibrary.org/summer)上欣賞其他人的活動作品，將您
得到的啟發，用其他方式重新表達。例如，如果您喜歡某人展示的畫作，您
可重新創作，將其變成為一部影片、一首詩、或一篇故事等。

本指南適用於所有年齡和能力

所有活動都可由探險家們自由調整，以自己的方式來詮釋、創作、完成、及呈
現，沒有對或錯！
活動舉例：

用感官與周圍的世界聯結

這個活動可以用以下方式進行：

在戶外探索您 的感官。您可試著在圖書館找一本類似《出去散散步 		
(Let’s Go for a Walk)》或《沒有看過的城市 (Unseen City)》的書來		
引導您的的探索。
感受一下自己的呼吸，或特別留意一下室內的周遭。
花 5 分鐘，用一個不一樣的感官，來體會身邊的世界
留意日常生活中大大小小的自然物
提出一個您自己的表達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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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品說明

獎品書：當您投稿分享了第一個作品之後，就可以去住家附近的圖書館分館
領取一本書作為獎勵，您同時也會被加入抽獎！

作品投稿/抽獎單
線上填寫簡單容易：aclibrary.org/summer

抽獎：整個暑假活動期間，您可以持續投稿分享作品，得到多重的抽獎單，增
加得獎機會！獎品令人驚喜，投稿越多，中獎的機會越大！

名字 * (*必填)

請在以下抽獎日期前投稿，即可參加當次的抽獎：6 月 27 日、7 月 12 日、7
月 26 日、8 月 15 日。如果您幸運得獎，圖書館人員將會與你您聯繫，請多加
留意！

姓氏 *

參加抽獎方法
線上

請至 aclibrary.org/summer 線上填寫投稿單
郵寄

請將投稿單寄到：

Alameda County Library
Attn: Summer Adventure
2450 Stevenson Blvd.
Fremont, CA, 94538
親自送件

在圖書館開館時間內，
將投稿單投入各分館
的夏季探險投稿箱中。
註：獎品只能在阿拉米達縣圖書館分館領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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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齡組（歲數) *		

0-5

6-12

13-17

18+

必須提供電子郵箱或電話號碼才能通知得獎
電子郵箱
電話號碼
喜歡光臨的分館 *
Albany

Castro Valley

Centerville

Cherryland

Dublin

Fremont Main

Irvington

Mobile Library

Newark

Niles

REACH

San Lorenzo

Social Justice Services

Union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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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資源

哪個活動啟發了您投稿？ *

隨著您的好奇心，探索圖書館或社區資源，這些資源全年適用!

您想參加作品展嗎？ (Submission Showcase) 嗎？

是的，阿拉米達縣圖書館可以分享我的作品。為了保護您的隱		
私，我們不會提供任何私人的資訊。

為您的活動加上註解。

圖書館
•

•

•

•

您是如何得知夏季探險活動的？
家人
網站

其他:

•

朋友

學校

社交媒體

收音機

圖書館
報紙

圖書媒合服務：您可請圖書館員為您
客製一份專屬於您的閱讀書單
aclibrary.org/book-match
Discover & Go：取得博物館、動物
園、劇院等的免費或折扣門票
aclibrary.discoverandgo.net

讀寫教育服務：協助您達成閱讀和寫
作能力的目標
aclibrary.org/literacy
或致電 510-745-1480

電子圖書館：查看圖書館提供的網路
英文圖書或資料：
aclibrary.org/elibrary，或其他語言
的資料：bit.ly/comlang
Link+：從加州各地圖書館借閱資料
bit.ly/aclinkplus

社區
•

•

•

•

•

Celebrate Urban Birds 網站：無
論身在何處，留意並協助保護鳥類
celebrateurbanbirds.org
東灣公園管理局網站：到各處地區
公園和步道尋幽、學習、做義工等
ebparks.org
Latino Outdoors 網站：探索戶
外活動，慶祝大自然、家庭和拉丁
文化（提供西班牙文和英文版本）
latinooutdoors.org

LEAF 網站：協助降低糧食的不安全
性，學習如何在阿拉米達縣永續生活
fremontleaf.org
Outdoor Afro 網站：以黑人經
驗為中心的模式, 連結及保護大
自然 outdoorafro.org，在「位置
(Locations)」的項目中查詢灣區

想得知以上及更多資源的連結, 請至
bit.ly/sa22resources

這是您夏季探險的第一件投稿嗎？
是的，我從未投過稿

是的，這是今年的第一件
不是，這是額外的投稿

歡迎參加！

感謝參加！

謝謝您多次投稿！

如需更多投稿單，您可至 aclibrary.org/summer 線上投稿，或者到
您選擇的分館領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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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

帶著好奇與期待的心，探索身邊
的世界

享受一個自然或科學扮演重要角色的故事
舉例：
•
•
•

打電話到聆聽小棧 (Listen Inn)：833-990-BOOK (2665)
了解一位氣候活動家

讀一個從動物角度講述的故事

學習有關加州本土植物或動物的新知識

請完成這個蒲公英

思考或了解幫助拯救和保護地球的方法
使用您的感官與身邊的世界聯結
(活動點子請見第3頁)
追隨著好奇心，讓探索超越日常
例如：
•
•
•
•

8

在探索周遭環境時，也去了解它的歷史

造訪一個您自選的步道、博物館、動物園或天文館
(請參考第 7 頁）
認識一個您從未去過的地方
嘗試走新的路線去某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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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

用藝術的方式表達對
自然的感謝與欣賞

用您的創造力與關懷來豐富這個
世界。

您透過窗戶看到了什麼？

利用舊物創造新物
例如：
•
•
•

種植或培育一個生物，享受照顧
這個生物的過程

您知道圖書館可
以領取種子包
嗎？請洽各分館
索取！

將回收的物品製作成新的東西
用綠色垃圾做堆肥

創造、尋找、或想像一個安靜的、屬於自己的探索空閒
講一個關於自然的故事
例如：
•
畫一片葉子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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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舊物恢復原樣

考慮用動物的觀點看世界

想像另一個世界或星球上的大自然

在日常生活中挑選一樣東西，追溯這樣東西在自然界
中的起源
分享您在雲中看到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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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結

我們都是大自然的一部分！花點
時間去認識並聯結跟我們一起共
享地球的其他人。
尋找一個關心或想深入了解地
球的當地團體

與他人分享您想了解的事物，並一起尋找答案
（第 7 頁有許多資源）
以行善開始或結束一天
仰望天空，想想附近或遠處的人會同時看到什麼

例如：
•
•

參加一個阿拉米達縣圖書館主辦
的的現場或線上活動

•

想像一下其他探險家看到了什麼

想想從地球另一邊看到的天空是什麼樣子

思考一下光的污染、每天的時間和天氣如何影響你
所看到的東西
畫一隻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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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追蹤自己的進度嗎？
每完成一項夏日探險的活動後，給一朵加州罌粟花塗上顏色，
做為您的探險紀錄（完整的活動一覽表請見第 3 頁）

這次夏季探險中我想保
留的東西：
我最喜歡的活動

我最喜愛的書

我會記住的東西

我還想繼續了解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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