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海洋學校」計畫成果報告總表 

核定日期文號：海科字第 1010000340 號 
計畫申請 

名稱 
「旗」跡之美在臺東  辦理地點 

臺東大學附小、新港漁會、三

仙臺白守蓮社區 
對  象  4 年級學群與 502 班 

辦理期間 
自  101 年  3  月  1  日起 
至  101 年  6  月  30 日止 

計畫活動 
總場次 

教育講座 3 場 
體驗課程 4 場 12 節 

社區參訪 1 場 
藝術彩繪 10 節 

報告附件 

▇教育講座活動紀錄表 
▇社區探勘心得記錄 
▇教師參與教學心得 
▇學生學習成果 
▇活動歷程照片 

計劃活動 

總人次 
720 人 

活動心得： 
        臺東狹長海岸地形蘊藏豐富的海洋資源，與海相鄰的環境，孕育獨特的海洋生態與文

化。成功『旗魚季』在每年的 10‐11 月間舉辦，不僅是臺東重要觀光資源，在熱鬧的祭典裡

更蘊藏豐富教學資源，結合自然、社會、藝術與人文、綜合活動和語文(英語)領域融入式的

教學活動，介紹旗魚的外型特徵和生活習性帶領學生進入旗魚的世界，結合三場生動的講

座，由一片生魚片說起成功小鎮的發展歷史，進一步探究旗魚生態密碼，聽船長說鏢旗魚的

冒險故事，讓學生對旗魚的認識不只停留在生物特徵，更進一步帶領學生反省，生活、生命、

生態間如何取得平衡，在自然知識的理解外，更重視人文素養的培養，引領學生發現生活中

有許多默默奉獻心力的人，為實踐理想努力不懈。 
        教學過程中得到許多社區資源的協助，臺東大學體育系出借 8 艘獨木舟，協助四場次

12 堂課的教學體驗，讓學生度過難忘的獨木舟划行；新港漁會與水試所熱情協助，讓校外

教學不只介紹漁具漁法的使用及發展歷史，還觀賞了刺激的魚貨拍賣情況，更踏上漁船實際

體驗海上載浮載沉的搖晃感覺；透過東管處專業義工的導覽，帶領大家進行一場生動有趣的

解說，讓三仙臺的故事和奇形怪狀的珊瑚礁地貌深印在心；白守蓮社區的 Pwa Pwa 鼓體驗，

更是令人回味，以廢棄浮球結合原住民圖騰所製造的 Pwa Pwa 鼓，獨特的外型加上低沉的鼓

聲，在社區大哥哥的指導下，小朋友敲出簡單動人的旋律，陣陣的鼓聲訴說著社區居民的努

力，聲聲道出陳春妹理事長對社區的愛，如同鼓聲撼動人心。 
        感謝社區的協助，豐富了海洋學校的課程內容，讓旗跡之美在臺東兼具知識、快樂和感

動的元素，讓學生度過一段不一樣的學習體驗，同時凝聚教學群的熱情，共創可貴的教學歷

程，也豐富了教學能量！ 
效益評估： 
一、 學生面向 
1. 有趣的課程內容激發學習動機： 
      本課程計畫不只融入課堂進行教學，同時透過講座、實作體驗和參訪學習延伸知識內容

的深度，教學群的主角是四年級的學童，具體觀察操作的學習經驗對學習者而言是重要的途

徑，當孩子發現簡報中的人物(白守蓮社區及 pwa pwa 鼓)，能親自對話和請教的機會，興奮

的情緒帶動學習動機。 
2. 新穎的教學題材引發學習討論： 



      透過獨木舟的操槳和划行，引領學童體驗鏢竿操作的不易，這樣難得的體驗課程，不僅

學習者躍躍欲試，連平常不喜歡下水進行游泳練習的孩子，都迫不及待地穿起救生衣，快樂

參與學習！下課後的話題，圍繞在船槳應該怎麼拿？翻船時的有趣模樣，合力操舟時，什麼

情況最困難？如何克服？…雖然只有一堂課的體驗，但話題的延續卻一直在教室中迴盪！ 
3. 學習的氛圍在校園中延續： 
      無論是知識性教育講座，或是體驗性的操舟學習，海洋學校的學習氛圍，如同湖面上的

漣漪不斷的擴大。每場講座結束後，學習者不停地舉手發問，那種追根就底的精神真讓人動

容，有的小朋友甚至拿出最愛的海洋動物書籍和江博士分享，仔細道出最愛的海中動物特

徵，讓專家都讚嘆不已，直呼下一個海洋專家已經萌芽！陸上操舟的學習過程中，器材和活

動內容都會引來低年級小朋友的圍觀和詢問，甚至會拉著老師的衣角問：「等我長大了，到

四年級的時候，可不可以來參加？」那種期待的眼神，讓教學群更具信心，海洋學校學習的

氛圍已經逐漸擴散！ 
4. 合作模式由教師的身教遷移到學習者身上 
      教學群的合作模式不只展現在教學歷程，更在學生身上實踐。合作不是一蹴可及，必須

有策略有方法的教導，才能真正落實。本課程計畫中的單元，提供最多量小組合作學習機會，

希望突破場域的限制和時間的條件，提供學生實踐合作的機會。因此，無論是藝術彩繪的創

作、操舟體驗的學習、英語小書編制、旗魚生態探究討論等，都以小組合作模式進行，以旗

魚彩繪創作為例，從旗魚故事的發想、故事轉譯為畫面、構圖、上色、展示木架上漆、作品

佈置等，無一不是小組合作下的產物，當然過程中教師必須耐心的引導，透過討論、溝通、

說服，這些點滴都是累積合作的能量，培養合作的經驗，創造合作的成果，更是展現教師班

級經營上的專業。 
二、教師專業 
1.  活力教師與資深教師共創 1+1>2 的學習效益 
      本教學計畫原以四年級教學群及自然、社會、綜合領域為主，但熱心教學的活力教師宜

篇、暐琇、思穎老師，帶領班級學生加入海洋學校的學習，擴大參與人數也增添了學習的能

量；怡靜和雅如兩位專長老師帶給學生更豐富的學習內容，加上實習教師慶豐的協助，以旗

魚為主角的海洋學校，從課堂延續到教育講座的學習和聽故事的感動，讓生物知識與人文關

懷相結合，引領學生在藝術創作表現和英語讀說的應用，讓教師的專業更加亮眼。這是海洋

學校設計之初所未預料的情況，但也因為生力軍的加入，激發出來的火花更讓人讚嘆！讓資

深教師感染教學的活力，共同營造優質的教學情境和學習效益。 
2.    教學群組的合作模式讓教學專業得以發揮 
      本教學群的教師各具專長，透過固定時間的教學討論，不僅能解決教學上所面臨的問題，

同時在對話中激發出來的想法，讓教學更具深度和活潑性。以英語小書為例，教學者最初的

期待是學生能以旗魚為主角，寫出完整的句型即可，但是透過教學討論，教學者決定自我挑

戰，讓學生以小組合作的模式，建立單句型式的表達模式，再由單句到多句進而形成故事，

接著鼓勵學生自我挑戰，同中求異讓旗魚的故事更具多樣性。過程中教學群協助解決教學上

的困難細節(如紙張的切割、小書折製的指導和協助、口語演說的錄製等)，讓旗魚英語小書

的系列，從單一句型圖畫到立體小書甚至到口語的展演，呈現最完美的演出，教學群提供的

協助，讓教學者的專長得以充分發揮。 
三、社區資源整合   
1.  大手攜小手跨校合作讓教學理論與實務相聯結 
      本計畫獲得臺東大學體育系提供人力與器材的協助，讓學習的效益得以發揮，不僅嘗試

了新的學習素材，也因為人力的協助降低風險管理的衝擊，這樣的合作模式，有利於研究型

大學實踐新教材教法，有助於現場教師勇於嘗試新教材的誘因，相互加乘的效果有利於教學

活化。 



2. 讓在地居民成為學習的最佳典範 
      本計畫執行過程中獲得社區資源的挹注，新港漁會、東部海試所、東管處及白守蓮社區

發展協會等單位的協助，讓教學場域從教室走進社區，提供學習者無價的教學資源，讓每一

位參與課程的人，了解學習不只是在教室，更要具體實踐在生活上，實踐過程中或許有失敗

和挫折，但克服困難的經驗，也是建立自信與成就感的來源，社區人士提供生活實踐的典範

楷模，課程中拜訪過的人物都是生活上的勇者，在學生心中建立了學習榜樣！   
四、學校特色 
1. 豐富的學習心得獲得媒體報導讓學校更具亮點 
      海洋學校是初次嘗試申請的計畫，課程中參訪白守蓮社區的部分，獲得地方版新聞的青

睞，走出教室結合社區，不僅創造了話題，豐富的學習內容更為學校經營畫出亮點！ 
2. 善用教師專業社群的機制為建立學校特色共同努力 
      本計畫是以教師專業社群為教學實踐主體，透過社群的運作加上行政的支持，才有機會

展現出豐碩的成果。有趣的學習人人都愛，如何掌握最佳的契機，啟發學習者的潛力。教師，

您必須擁有這樣的能力！社群，提供夥伴教學專業的支持能量；學校，提供發揮教學特色的

舞臺。我們的目標一致，為學生營造出最優質的學習環境，獲得最大量的學習效益，建立學

校在地特色。 
3. 將海洋作品轉化為藝術文創品以宣傳學校特色 

本計畫中產出的成果多元，教學群將充滿童趣的旗魚創作，編製成明信片， 
作為邀請親友參與成功旗魚季的邀請函，同時也作為 101 年學校特色的文宣產品。作品的產

生讓教學團隊更具信心，也讓學生獲得成就感！  21 世紀的學校教育，在重視教學內涵外，

學校行銷也一樣重要，希望藉由館校合作的機會，營造更優質有特色的學校文化。 
檢討與建議： 
1. 本課程的設計以旗魚為主角，在自然課中先簡略介紹旗魚的外型特徵、生活習性，有助

於後續探究旗魚生長密碼，與科學研究上的專業用語的轉化。如何將科學研究上專業語

彙，以淺顯易懂的用詞，透過類舉卡通人物或場景做比喻，現場教師必須扮演溝通的橋

樑，以縮短專業術語和小朋友間的距離，事前請教講師，取得講綱大意並溝通請益，有

助於專業用詞的轉化。 
2. 聽船長說故事是一場有趣且感人的演出，船長擁有豐富的生活經驗，如同爺爺般為孩子

說人生的故事，但只會講臺語的船長爺爺，自認為無法和只會說國語的小朋友溝通，因

此婉拒教學群的邀約。為了解決這個難題，上課前請級任教師先收集小朋友的提問問題，

請船長預做準備，說故事的過程中，則請三位教師進行即席翻譯，雖然船長話語中夾雜

海上作業的俗諺用語，但在教學群的合作下，一群只會聽簡易臺語的學習者，在國、臺

語混用外加身體語言的溝通中，完成了這不可能的任務。此次的講座經驗，更加體會到，

完善的瞭解和準備才能突破教學的限制。 
3. 獨木舟的體驗學習，以分組、分站輪流實施，每一站的體驗時間約 20 分鐘，由於是全新

的學習項目，從器材的接觸到熟悉之間，需要更多的時間體驗操控獨木舟，時間上的限

制對於操作器材無法達到熟練的程度，只屬於體驗嘗鮮性質，若要熟悉器械的操作，延

長練習時間有其必要性。 
4. 計畫執行中，教學與行政間的緊密聯繫有其必要性，原先計畫中彩繪校園的區域，因為

取得教育部無障礙空間設備的改善工程款，即將進行拆除整建，彩繪的作品在完成後不

久就將面臨拆除的命運，幾經思考甚感可惜！與行政溝通過後變更彩繪的形式，以可移

動式的木板為設計底板，讓旗魚創作隨主題在校園中展出，讓效益更加延續！ 
5. 教師心得 3 份分別存放於資料夾內。 

 
 



旗跡之美在臺東‐‐‐海洋學校活動花絮 
一、學生學習歷程 

小組合作‐旗魚大配對  小組合作‐彩繪旗魚創作 

小組合作‐搜尋答案  小組合作‐為作品上漆 

旗跡之美在臺東講座系列 1  旗跡之美在臺東講座系列 2 

致贈感謝狀謝謝船長為大家說故事  踴躍提問‐旗跡之美在臺東講座 3 



小海洋專家與大家分享最愛的海豚  用心聆聽，專心記錄收穫在心 

站在鏢臺上體驗一下刺激感覺  海試所專業解說讓大家都專注 

新港漁會為大家介紹漁會的功能  體驗一下魚貨拍賣的熱鬧 

 
簡單的 pwa pwa 鼓，演奏出動人旋律  我們也來體驗一下擊鼓的樂趣 

分享白守蓮社區的經營理念  義工為大家解說三仙臺的特有植物 



划獨木舟體驗划槳的感覺  我扶你爬互相幫忙體會同舟共濟精神 

感謝教練的協助  學會感恩收穫更多 

 
衷心感謝  感謝卡 

 
二、教師專業對話 

定期利用午餐時間進行討論 
以求課程的完善 

拜訪新港漁會了解社區資源 
為學生參訪做前置準備 



身教重於言教‐有樂於學習的老師以身作

則，才能養成學生好學的習慣 
分享教學歷程中的成就感與困難點，為下一次

的教學做好準備 

做好準備教學才能更深入 
有活力充沛的老師才能為學生規劃更多充滿樂

趣的學習 
三、學生作品賞析 

英語小書創作  旗魚指印畫與英語句型 

作者們和最愛的小書  同中有異的英語小書創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