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6 年度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
年度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
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海洋學校」
海洋學校」活動成果報告表
核定日期文號：
核定日期文號：96 年 3 月 12 日海科字第 0960001022 號

計畫申請
計畫申請
名稱
對
象
計畫活動
總場次
報告附件
報告附件

悠游大甲溪

辦理地點

5-6 年級學生
3 場次

辦理期間

█印刷品█
印刷品█課程表或流程表
□其他 █活動教案
█活動學習單 █活動照片

計劃活動
總人次

校內親水池及大甲溪沿岸

自 96 年 3 月 13 日起
至 96 年 6 月 30 日止
160 人

活動心得：
活動心得：
第一場（
第一場（學生課程）
學生課程）：
學生第一次操作工具測量原本熟悉的的親水池，
學生第一次操作工具測量原本熟悉的的親水池，感到新奇有趣，
感到新奇有趣，所以都躍躍欲試，
所以都躍躍欲試，
從寬度、
從寬度、深度、
深度、水溫、
水溫、ph 值，進一步認識校內的親水池；
進一步認識校內的親水池；同時也學會紀錄的方法，
同時也學會紀錄的方法，從
數據中看到以前沒有想過的，
數據中看到以前沒有想過的，如親水池的底部竟然一樣深。
如親水池的底部竟然一樣深。隨著每一班的調查過後，
隨著每一班的調查過後，
五年級的學生開始自發的整理親水池，
五年級的學生開始自發的整理親水池，產生了認同感。
產生了認同感。
在製作窺箱及誘網時，
在製作窺箱及誘網時，有些學生不小心割傷，
有些學生不小心割傷，但是仍然堅持完成，
但是仍然堅持完成，連平時不認真
的學生也聚精會神的製作，
的學生也聚精會神的製作，當我們在親水池實際操作，
當我們在親水池實際操作，學生第一次靠窺箱清楚看清親
水池的水底風光，
水池的水底風光，第一次用誘網抓到魚，
第一次用誘網抓到魚，引發他們對於魚類觀察的成就感，
引發他們對於魚類觀察的成就感，很多學生
下課就直接到親水池去觀察。
下課就直接到親水池去觀察。
進行手投網教學時遇到了麻煩，
進行手投網教學時遇到了麻煩，因為鉛塊實在太重，
因為鉛塊實在太重，學生的力氣小，
學生的力氣小，手掌也小，
手掌也小，
無法握住收起來的網子，
無法握住收起來的網子，就不能順利的灑出，
就不能順利的灑出，只好盡量練習，
只好盡量練習，只要能灑出去就可以了。
只要能灑出去就可以了。
學生在測量魚類長度及重量時，
學生在測量魚類長度及重量時，經常直接把魚抓起來量，
經常直接把魚抓起來量，使得魚奄奄一息，
使得魚奄奄一息，後來直接
在底部標上刻度，
在底部標上刻度，並以電子秤增加的重量來測魚類體長與體重，
並以電子秤增加的重量來測魚類體長與體重，才解決這個問題。
才解決這個問題。
因為之前曾學過水生植物，
因為之前曾學過水生植物，所以學生很容易了解水生植物的分類，
所以學生很容易了解水生植物的分類，不過在佈置水
槽時，
槽時，水生植物常會因為根係太淺，
水生植物常會因為根係太淺，而被水流沖起，
而被水流沖起，只能盡量佈置在靠近缸邊區域。
只能盡量佈置在靠近缸邊區域。
在飼養拉氏清溪蟹及粗糙藻蝦時，
在飼養拉氏清溪蟹及粗糙藻蝦時，發現拉氏清溪蟹的攻擊力很強
發現拉氏清溪蟹的攻擊力很強，
溪蟹的攻擊力很強，會攻擊粗糙藻蝦和
自己的同類，
自己的同類，並把屍體吃掉，
並把屍體吃掉，所以必須分開飼養。
所以必須分開飼養。而粗糙藻蝦每隔 10 幾天就會脫殼
，脫殼後，
脫殼後，體型就會變大。
體型就會變大。觀察自己飼養的水中動物很有趣，
觀察自己飼養的水中動物很有趣，所以學生大都願意做紀
錄並和同學分享。
錄並和同學分享。
第二場（
第二場（溪流探索營）
溪流探索營）：
因為先實施校內溪流課程，
因為先實施校內溪流課程，引起學生們溪流探索的興趣，
引起學生們溪流探索的興趣，所以溪流探索營 35 個
名額，
名額，一下子就額滿了。
一下子就額滿了。在行前說明時，
在行前說明時，就有學生自己去買魚類圖鑑和探索的相關書
籍，顯示學生對溪流探索的熱衷程度。
顯示學生對溪流探索的熱衷程度。第一站先到大甲溪中游的支流
第一站先到大甲溪中游的支流支流-中嵙溪，
中嵙溪，很榮
幸邀請到溪流探索專家幸邀請到溪流探索專家-詹見平校長帶領學生認識溪邊植物和溪流調查方法。
詹見平校長帶領學生認識溪邊植物和溪流調查方法。但是因
為學生人數很多，
為學生人數很多，所以後方的學生容易聽不見或被擋住，
所以後方的學生容易聽不見或被擋住，相當的可惜。
相當的可惜。在分站練習的
過程中，
過程中，有學生的手機弄濕、
有學生的手機弄濕、腳被溪底石頭割傷、
腳被溪底石頭割傷、衣服全溼…
衣服全溼…等問題，
等問題，幸好一一解決，
幸好一一解決，
表示事前的宣導不夠周詳。
表示事前的宣導不夠周詳。在溪流環境中實際操作探索方法，
在溪流環境中實際操作探索方法，比在校內親水池操作更
易引起學生的共鳴，
易引起學生的共鳴，在操作窺箱及手投網的練習中，
在操作窺箱及手投網的練習中，學生專注在學習上，
學生專注在學習上，經常有意外
的收穫。
的收穫。利用學生捕獲的水中生物進行解說，
利用學生捕獲的水中生物進行解說，學生更容易辨認魚類身體外型特徵
學生更容易辨認魚類身體外型特徵，
辨認魚類身體外型特徵，如
馬口魚有藍黑色縱帶、
馬口魚有藍黑色縱帶、台灣石魚賓有七條斑紋、
有七條斑紋、明潭吻蝦虎臉上有 M 字紅紋…
字紅紋…等。
下午探索東勢野塘，
下午探索東勢野塘，帶領學生區分溪流與池塘生態，
帶領學生區分溪流與池塘生態，在這裡巧遇附近居民在摸蛤，
在這裡巧遇附近居民在摸蛤，
詹校長讓學生藉由調查紀錄，
詹校長讓學生藉由調查紀錄，發現溪流與池塘生態在環境與棲息動植物的不同。
發現溪流與池塘生態在環境與棲息動植物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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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場（
第三場（有獎徵答）
有獎徵答）：
選擇 10 種調查方法當作闖關的關卡，
種調查方法當作闖關的關卡，並從學生中挑熟悉的學生當作小助教及關
主，但是中年級學生需要多講解，
但是中年級學生需要多講解，多練習，
多練習，不像 5.6 年級的學生，
年級的學生，反應比較快。
反應比較快。有些
學生只想拿禮物，
學生只想拿禮物，希望關主放水蓋章，
希望關主放水蓋章，所以對關主要多宣導，
所以對關主要多宣導，教學才是主要目的，
教學才是主要目的，拿
獎品只是增加小朋友學習的動力而已。
獎品只是增加小朋友學習的動力而已。活動結束後，
活動結束後，主動探索的興趣降低，
主動探索的興趣降低，所以應該
定時公佈題目，
定時公佈題目，讓學生觀察後投稿，
讓學生觀察後投稿，使活動具有延續性。
使活動具有延續性。
效益評估：
效益評估：
1.透過探索方法教學
1.透過探索方法教學，
透過探索方法教學，學生對校內親水池的生態更為了解，
學生對校內親水池的生態更為了解，在期中評量的部份也有好
成績。
成績。
2.學生親自佈置飼養環境
2.學生親自佈置飼養環境，
學生親自佈置飼養環境，加深其認同感，
加深其認同感，更願意去維護飼養環境及記錄觀察飼養結
果；因而了解水生動植物的生活習性。
因而了解水生動植物的生活習性。
3.實施溪流探索營
3.實施溪流探索營，
實施溪流探索營，啟發中高年級學生探索精神，
啟發中高年級學生探索精神，會主動探索附近大甲溪流域，
會主動探索附近大甲溪流域，飼養
不同棲息環境的水中動物，
不同棲息環境的水中動物，如水蠆、
如水蠆、大肚魚、
大肚魚、拉氏清溪蟹…
拉氏清溪蟹….等，並相互交流。
並相互交流。
4.在展示區設立解說牌
4.在展示區設立解說牌，
在展示區設立解說牌，並安排解說志工，
並安排解說志工，引起多數中低年級的注意，
引起多數中低年級的注意，對溪流生態感
到好奇。
到好奇。透過有獎徵答闖關的方式，
透過有獎徵答闖關的方式，加深中低年級對溪流環境、
加深中低年級對溪流環境、生態的認識，
生態的認識，並建
立愛護生命、
立愛護生命、保護溪流的概念。
保護溪流的概念。許多中低年級的學生會主動問高年級解說員問題。
許多中低年級的學生會主動問高年級解說員問題。
5.線上成果網頁及線上測驗
5.線上成果網頁及線上測驗，
，
讓學生在玩遊戲的過程，
讓學生在玩遊戲的過程
，複習溪流知識。
複習溪流知識。
線上成果網頁及線上測驗
檢討與建議：
檢討與建議：
1.校內親水池
1.校內親水池太小
校內親水池太小，
太小，只能進行分組操作，
只能進行分組操作，使教學時間拉長。
使教學時間拉長。
2.手投網太重
2.手投網太重，
手投網太重，不適合小學生操作，
不適合小學生操作，應尋找適合小學生使用的手投網。
應尋找適合小學生使用的手投網。
3.學生做觀察紀錄沒有保留概念
3.學生做觀察紀錄沒有保留概念，
學生做觀察紀錄沒有保留概念，紀錄經常會有缺漏，
紀錄經常會有缺漏，應由老師負責裝訂，
應由老師負責裝訂，或是請學
生上部落格寫下紀錄檔。
生上部落格寫下紀錄檔。
4.校內數位相機很少
4.校內數位相機很少，
校內數位相機很少，學生不容易拍照留存紀錄，
學生不容易拍照留存紀錄，只能用畫的，
只能用畫的，因為花的時間較長，
因為花的時間較長，
所以觀察紀錄會虎頭蛇尾，
所以觀察紀錄會虎頭蛇尾，應該錯開記錄時間，
應該錯開記錄時間，讓學生都能拍照留存紀錄。
讓學生都能拍照留存紀錄。
5.進行戶外教學時
5.進行戶外教學時，
進行戶外教學時，安全宣導準備不足，
安全宣導準備不足，所以學生忘記帶雨鞋或是替換衣服時，
所以學生忘記帶雨鞋或是替換衣服時，造成
受傷及感冒的問題
受傷及感冒的問題，
的問題，在行前說明時，
在行前說明時，應特別強調。
應特別強調。
6.若將展示水槽放在室外
6.若將展示水槽放在室外，
若將展示水槽放在室外，擔心學生會撞破造成傷害，
擔心學生會撞破造成傷害，同時也管理不易，
同時也管理不易，只好放在室
內，但水草卻因為缺乏陽光而逐漸枯萎，
但水草卻因為缺乏陽光而逐漸枯萎，應該要以日光燈照明，
應該要以日光燈照明，給魚類正常生活環
境。
7.暑假大多數學生都有時間
7.暑假大多數學生都有時間，
暑假大多數學生都有時間，如果能將辦理時間延長至暑假結束，
如果能將辦理時間延長至暑假結束，就能針對學校附近
的大甲溪進行長時間的探索活動，
的大甲溪進行長時間的探索活動，不會因為課程問題而分散，
不會因為課程問題而分散，學生較能專注探索觀
察。
8.應辦理潮間帶探索
8.應辦理潮間帶探索，
應辦理潮間帶探索，讓學生比較溪流、
讓學生比較溪流、池塘、
池塘、海洋三種水域環境的生態區別。
海洋三種水域環境的生態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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