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國立海洋生物博物館「海洋學校」計畫申請表 

 

計 畫 名 稱 探索內太空-南湖海洋教育實驗課程 II
瑱 表 人 / 聯 絡 人 

姓 名 吳杏惠 

申 請 學 校 台北市南湖國小 
電 話 0910217463 

傳 真  

選教學領域 

 ■語文  □社會  □數學  ■藝術與人文 

 □健康與體育 ■自然與生活科技 

■綜合活動 

e-mail hsin@nhps.tp.edu.tw

地 址 □□□ 

台北市內湖區康寧路

三段 200 號 

教學主題 
□潮間帶 ■生態主題教學 □溪流河口生態

主題教學 □溼地生態主題教學 

活動目的及依據 利用線上海洋教材結合本校已開發之海洋教育素材進行實驗教學與教案設計 

辦理單位 主辦單位  承辦學校 台北市南湖國小 

※活動期程 
9 月 1 日~11 月 30

日止 
預估人數 180 活動場次 6 場 

活動單元    6 項 教案  6 份 學習單     6  份 

參加年級 中 高年級 活動地點
南湖國小、東北角海岸、野柳、 

內溝溪、大溝溪、淡水河、基隆河岸 

學校鄰近海邊 請ˇ選  □是       V 否 全校班級數 55 

活動方式及內容 
室內：海洋教育融入各科實驗教學 

室外：溪海河流之生態調查、海邊淨灘、地質地形探查 

預期效果 將海洋教育融入各科達到讓學生知海愛海親海的推廣目的 

申請單位簡介（含
以往辦理相關活動成

效） 

1. 承辦廣達基金會之 KAGAYA 天文、鳴蟲展、遇見大未來。 

2. 參與 98 教育部大手牽小手的海洋素材發展計畫，並有具體成果－海洋科學

與科技（如附件），已榮獲 98 年優良海洋素材殊榮。 

3. 參與 99 教育部大手牽小手的海洋素材發展計畫，並有具體成果－海洋與音

樂的對話（如附件），已榮獲 99 年優良海洋素材殊榮。 

4. 參與 100 教育部大手牽小手的海洋素材發展計畫，並有具體成果－航海王

秘笈（如附件），已榮獲 100 年優良海洋素材殊榮。 



2 
 

5. 100 學年度參與貴館之海洋學校計畫。 

課程（演講內容簡

介） 

1. 海洋素材的建立與課程教案的轉換指導-建國科技大學劉啟民教授 

2. 鯨豚生態-黑潮基金會解說義工何承璋老師 

3. 海洋夏令營課程與辦理經驗分享-興雅國小李汪聰主任 

4.如何以海洋課程為主軸辦理校外教學-資深自然科輔導團顧問蘇盛雄老師 

5.海洋與音樂賞析與課程設計-信義國中音樂科陳怡君老師 

6. 海洋教育融入教學之教學活動或教案分析-校內教師群 

 

計畫書 請附上完整計畫書及活動教案（辦理方式、活動流程、活動教案設計表、活動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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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湖海洋社群團隊 
一、目的： 

臺灣四面環海，可說是海洋國家，可惜在 99 課綱之前並未將海洋教育明列於教材

中，普遍未受到重視。現在國際與環保意識的醒覺終於要在 100 學年度將海洋議題納入

教材，當然也有許多現場教師認為海洋議題納入教材，也不過又增加一個新的議題罷了，

學生哪裡有辦法消化吸收那麼多的議題？在現有的課程中，有限的時間內要加入新的教

材，是否有必要呢？這個疑慮應該在今年 311 日本海嘯地震過後應該有所改觀，應該在

魚線的盡頭這樣值得省思的紀錄片出來後有所覺醒，有許多該給孩子的海洋教育知能與

保育觀念在關鍵時刻，刻不容緩。 

即將成為新議題的海洋教育，普遍的宣導與研習仍然不足，雖有資源但如何利用，

要怎麼作並沒有太多的訊息，放眼看去多半是臨海的國小因為得天獨厚的條件，做得相

當精彩豐富的海洋教育內容，但畢竟大多數的國小並不臨海，這時海洋教育該如何進行，

就得靠教學現場教師的創意了，我們即是在這樣的使命感與自我期許下進行此次的教學

研究。 

另一方面，適用於國小階段的海洋素材雖然為數不少，坊間有相當多的各類書籍，

但有系統的介紹知識並與國小課程結合的並不多，常可看到知識性的書籍太嚴肅無法引

起孩子的興趣，漫畫式或較有趣的故事型讀本或繪本常常知識背景不足，甚或科學理論

是錯誤的。有鑑於此，本校幾位對於海洋議題有興趣的老師，已著手參與教育部大手牽

小手的海洋素材發展計畫三年，並有具體成果－海洋科學與科技、海洋與音樂的對話、

航海王秘笈（如附件），已榮獲 98、99、100 年優良海洋素材，發表於教育部海洋教育

先導型計畫辦公室 http://meep.moe.edu.tw 網站。這一份海洋素材，老師們用心製作，

並以多位主角對話的方式，生動的介紹海洋的相關知識，同時我們的海洋團隊也正在編

纂研發海洋教案與教材，期望能將所發展的素材進一步用在課程中，為 100 學年度之後

將海洋議題納入教材進行準備，擬建立『探索內太空』-南湖海洋實驗課程，與本校之『天

文』校本課程常談的外太空做呼應。本次的教學主題即是在這樣的前提下規劃出來的海

洋教育課程，架構適合我們學校使用的海洋教學主題。我們的課程除了知識性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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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配合情境式遊戲或動手做的課程，期望學生能從動手做中得到學習的樂趣與潛移默化

的知識概念。 

二、 依據： 

（一） 教育部海洋教育白皮書 

（二） 教育部海洋課程綱要 

三、 辦理學校：台北市南湖國小 

四、 教學對象(年級)：三～六年級 

五、 教學領域：綜合、藝術與人文、社會、語文與自然領域 

六、 教學梯次：兩梯次 

七、 教學人數：60 

八、 辦理日期：101.9～101.11 

九、 辦理時間：自然、綜合等各領域延伸課程，每個主題教學時間三至四節 

十、 辦理地點：實驗班級教室、自然教室、未來教室、視聽教室 

十一、 教學內容： 

本校去年以參與海洋學校計畫，有初步成果，如附件，今年擬再以 98~100 教

育部海洋素材－海洋科學與科技、海洋與音樂的對話、航海王秘笈（如附件)為藍本，

進行海洋教育融入各科的課程設計，預定每個主題課程，包含兩節知識概念的傳授以

及兩節的創意動手作課程。目前規劃如下表： 

表一、探索內太空-南湖海洋實驗教育課程(全) 

主題 

年級 
地球科學 航海科學 海洋探索史 海洋人文 

低年級 
奇妙的水 

雲和雨(康軒) 

聲音的世界 
雙筒望遠鏡的使用 

哥倫布的故事 美人魚的故事 

三年級 

看不見的空氣(康軒) 

認識天氣(康軒) 

探索天氣(牛頓)  

百變的水(康軒) 

神奇磁力(指南針與

方位) 
麥哲倫發現新大陸 海底總動員 

四年級 水的移動(康軒) 

奇妙的光、時間的測

量、運輸工具與能源

(康軒) 

認識水生動植物(翰

林) 

海洋世界(閩) 

水生家族(康軒) 

愉快的旅行、壯

麗的海角、大自

然的雕刻家(國)

五年級 

太陽的觀測(翰林) 

力與運動(康軒) 

臺灣的資源(社) 

聲音與樂器(康軒) 

時間的計算(數) 

角度的測量(數-認識

六分儀) 

追尋先民足跡(社) 

動物世界面面觀 

 

關懷臺灣 

(社-康軒) 

六年級 

認識天氣(康軒) 

天氣的變化(康軒) 

颱風和地震(牛頓) 

生物與環境(康軒) 

簡單機械(康軒)、 

水溶液(康軒) 

放眼世界看文化

(社) 
海洋音樂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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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活

動 
小小氣象播報員 我們來做船 閱讀航海家、做魚拓 

魚線的盡頭、 

海洋的美 

表二、各單元教案彙整表 

活動 主題 融入課程 教學活動 

一 海洋開拓史 社會課程、國語課程 100 年海洋學校已實施

二 海洋概論 自然科課程可與氣象、溶液等單元結合 100 年海洋學校已實施

三 海洋生物 自然科認識水生動植物課程、藝術與人文課程 100 年海洋學校已實施

四 海洋科技與船舶 自然科能量與交通工具單元課程 100 年海洋學校已實施

五 海岸地形 自然科課程可與岩石與礦物等單元結合 100 年海洋學校已實施

六 海洋與環境 社會科、自然科領域課程、綜合領域課程 100 年海洋學校已實施

七 聲波與海浪 人文與藝術課程、自然科聲音單元 如下教學活動一 

八 海洋生物的聲音 認識水生動植物課程 如下教學活動二 

九 海洋民謠音樂 人文與藝術課程 如下教學活動三 

十 海洋音樂祭 人文與藝術課程 如下教學活動四 

十一 美麗的人魚公主 人文與藝術課程 如下教學活動五 

十二 海底總動員 人文與藝術課程、自然 如下教學活動六 

十三 臺灣的海岸地形 自然科課程可與岩石與礦物等單元結合  

十四 風與洋流 自然領域空氣的流動、熱的傳導  

十五 航海科技 自然領域力的單元、自然科認識交通工具、綜

合領域、數學角度的測量 

 

十六 全球大發現 社會、綜合領域  

十七 探索南北極 社會、綜合領域  

十八 航海與臺灣 社會、綜合領域  

 

教學活動一: 聲波與海浪-融入自然科聲音單元 

（一）知識概念 

聲音是一種波，海浪也是一種波，波是一種能量的傳遞。讓學生利用自然

課學習聲音的單元認識聲音與海浪的能量傳遞，經由實驗可以看到波的傳動，

海浪的潮汐模擬，讓學生認識海浪，提示海浪的正負面影響，如可以潮汐發電

與衝浪娛樂但也可能形成海嘯造成人們生命財產的損失。 

（二）創意動手作 

1.聲波的傳動實驗 

2.海浪模擬實驗 

教學活動二: 海洋生物的聲音-融入藝文科、綜合科課程 

（一）知識概念 

利用海洋生物的聲音，讓學生辨識海洋生物發出的聲音，並了解海洋中有

許多生物要靠聲波的傳遞來覓食或溝通，同時人類利用聲納進行海底探測對海

洋生物的可能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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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創意動手作 

1.海洋生物聲音的辨識與波形特徵的認識 

2.海洋聲音組曲 

教學活動三: 海洋民謠音樂-融入社會科海洋開拓史、藝術與人文課程 

（一）知識概念 

     藉由海洋民謠音樂的認識，海洋民謠簡介如義大利民謠：聖塔路西亞 
(Santa Rucia)、印尼民謠：星星索船歌  (A Sing Sing So)、日本民謠：海濱之歌進

一步讓學生思辨不同國情發展的海權狀況與環境之間的關係，進一步了解海洋

民謠音樂的元素。 

（二）創意動手作 

1.海洋潮汐聆聽體驗。 

2. 東北角海岸淨灘－野柳等海岸奇岩怪石與海岸地形的認識、石門洞淨灘

體驗。 

教學活動四: 海洋音樂祭-融入社會科海洋開拓史、藝術與人文課程 

（一）知識概念 

藉由學生在自然課與音樂課學到的觀念，引導學生認識早期的海洋音樂，

並了解音樂背後形成的故事，從經典的海洋組曲如羅雷來與海上人妖的故事再

進一步了解水手在甲板上哼唱的水手歌等。 

（二）創意動手作 

1.自製樂器 

2.擬進行不同曲調的組合創作模擬。 

教學活動五: 美麗的人魚公主-融入自然科、藝術與人文課程 

   （一）知識概念 

藉由＂美麗的人魚公主＂動畫讓學生感受海底生物與環境之間的依存關

係，同時討論人魚形成的可能性，討論污染在環境作用中可能帶來的負面影響，

引導學生認識台灣的海岸地形，並了解水的循環作用，再讓學生省思在陸地上

的人為開發會影響河流地形及海岸線的改變，並瞭解所有污染與破壞最後都進

入海洋，而海洋的一切問題最後經由食物鏈、大氣循環等的作用還是會回饋到

人類本身去承受。 

（二）創意動手作 

利用美勞課讓學生設計海洋生物的造型，可依不同年段進行 

1. 利用圖畫紙平面繪圖。 

2. 利用陶土或黏土進行立體的造型設計。 

3. 利用陶板或馬賽克拼貼的方式做海洋生態造型的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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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六: 海底總動員-融入自然科、藝術與人文課程 

（一）知識概念 

藉由『海底總動員』這部影片的片段，讓學生思辨感受不同情境，音樂上

的表現如追逐時的節奏緊湊、尋覓時與歡樂時音樂節奏如何改變。 

（二）創意動手作 

利用音樂課、美勞課讓學生設計海洋遊戲王卡，並利用時間進行遊戲。海

洋遊戲王卡的內容包括： 

1. 怪獸卡-海洋生物，學生可藉由海洋生物的介紹更了解海洋生物。 

2. 陷阱卡-海底火山、魚網、垃圾渦流、漏油……等事件讓學生了解這些

事件對於海洋生物的負面影響。 

3. 魔法卡-學生自行設計海洋生物可以採取的正面行為或做法，經由這個

設計過程學生可以產生同理心，並有較正面的價值澄清作用。 

        （三）校外參觀體驗 

                1. 夜宿海洋生物博物館－認識海洋生物 

                2. 大溝溪、內溝溪巡禮 

                3. 淡水河、基隆河踏查 

 

詳列每單元教案表格彙整如附件三 

 

十二、 辦理方式：  
           我們將邀請有興趣的老師一起成立教師社群，利用固定的時間進行對話討論

（規劃如下表），除了設計相關的教學活動與教案外，也進行教學實驗，過程進行觀

察與記錄，再經由夥伴間的客觀立場，提出建議與改進方案，建立好的教學活動與

教案模組，再經由網路分享平台，推廣海洋教育。我們也將邀請學者專家給予專業

的指導與建言，期末將辦理成果發表，邀請有興趣的老師一起參與分享。 

場

次 

日期/ 

時間 
實施內容 實施方式 

講師/ 

主持人 
地點 

1 9/19(三) 
16:00-18:00 

計畫說明 
討論社群教師分組與分工 

同儕對話 吳杏惠 自然科教
室 

2 9/22(六) 
9:00-12:00 

外聘專家-建國科技大學劉啟
民教授 

專家講座 劉啟民
教授 

4800 

3 9/26(三) 
16:00-18:00 

鯨豚生態-黑潮基金會解說義
工何承璋老師 

專家講座 
 

何承璋 1200 

4 9/29(六) 
9:00-12:00 

外聘專家-興雅國小李汪聰主
任 

專家講座 李汪聰 3600 

5 10/3(三) 
16:00-18:00 

海洋教育融入教學之教學活
動或教案分析(一) 

專家講座 
 

吳杏惠 1200 

6 10/17(三) 
16:00-18:00 

海洋教育融入教學之教學活
動或教案分析(二) 

專家講座 
 

黃于玲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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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10/20 (六) 
9:00-12:00 

外聘專家-資深自然科輔導團
顧問蘇盛雄老師 

專家講座 
 

蘇盛雄
老師 

3600 

8 10/24(三) 
16:00-18:00 

海洋教育融入教學之教學活
動或教案分析(三) 

專家講座 曾婉菁 1200 

9 10/27(六) 
9:00-12:00 

外聘專家-信義國中音樂科陳
怡君老師 

專家講座 陳怡君 3600 

10 10/31(三) 
16:00-18:00 

海洋教育融入教學之教學活
動或教案分析(四) 

專家講座 游婷媜 1200 

11 11/3(六) 
9:00-12:00 

外聘專家-建國科技大學劉啟
民教授 

專家講座 劉啟民
教授 

4000 

12 11/7(三) 
14:00-16:00 

成果彙整出版 
計劃過程總檢討 

成果彙整出
版 

蕭福生
校長 

會議室 

 

期程規劃 

 

執行項目 

101 年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資料收集 
     

實驗教學 
     

專題演講 
     

社群對話會議 
     

教案與教學活動設計  
     

成果文集彙編、校稿修正 
     

定稿印刷 
     

成果彙整出版與檢討 
     

十三、 活動流程：  

（一）教師設計『探索內太空』教案與教學活動 

（二）實驗教學 

（三）教師對話、邀請專家學者指導 

（四）建立『探索內太空』課程與教學模組 

（五）成果發表與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