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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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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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26320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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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單元      6      項 教案 6  份 學習單     6    份 

參加年級 3-6 活動地點 南湖國小 

學校鄰近海邊 請ˇ選  □是       █否 全校班級數 52 

活動方式及內容 
室內：海洋教育融入各科實驗教學 

室外：海邊淨灘、地質地形探查與海生館參觀等校外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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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見大未來等展出。 

2. 參與 98-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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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與音樂的對話、航海王秘笈（如附件），已榮獲 98-100 年優

良海洋素材殊榮。 

3. 參與 100-101 海洋學校。 

課程（演講內容

簡介） 

1.海洋密度梯度 2.海洋潮間帶生物 3.海洋新能源 

4.海洋元素 5.海洋垃圾渦流 6.河流、海洋與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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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受

到普遍重視。由於現今國際環保意識的覺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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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地震引發海嘯過後有所改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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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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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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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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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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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9～10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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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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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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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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年海洋學校已實施 

八 海洋生物的聲音 認識水生動植物課程 101 年海洋學校已實施 
九 海洋民謠音樂 人文與藝術課程 101 年海洋學校已實施 
十 海洋音樂祭 人文與藝術課程 101 年海洋學校已實施 

十一 美麗的人魚公主 人文與藝術課程 101 年海洋學校已實施 
十二 海底總動員 人文與藝術課程、自然 101 年海洋學校已實施 
十三 海水的密度變

化 

自然科課程可與溶解單元結合 本學期實施 

十四 海洋資源--新

能源 

自然領域空氣的流動、熱的傳導 本學期實施 

十五 潮間帶海洋生

物 

自然領域水生生物、海岸地形等單元 本學期實施 

十六 海洋資源—海

洋食物 

自然、綜合領域 本學期實施 

十七 海洋垃圾渦流 自然、社會、綜合領域 本學期實施 
十八 河流、海洋與環

境 

自然、社會、綜合領域 本學期實施 

十九 風與洋流 自然領域空氣的流動、熱的傳導  
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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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

一 

全球大發現 社會、綜合領域  

二十

二 

探索南北極 社會、綜合領域  

二十

三 

航海與臺灣 社會、綜合領域  

教學活動一: 海水的密度變化-融入自然科溶解單元 

（一）知識概念 

教師以海洋影片與海的聯想進行教學，讓學生先想一想為何有些生物生存在淺

海，有些可以生存到深海中，教師再帶入海洋的元素，並複習在自然課中學到的鹽度、

溫度、風向等，再引導學生認識海水物理的變化。 

再由學生上網查詢各個海域的密度與氣象雨量等關係，最後教師綜合說明，海水

溶氧、溫度、鹽度變化曲線之間的關係。 

 

（二）創意動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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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利用自然課認識溶解與溶液的單元，配合鹽的溶解課程可以引導學生了解溶解

量、密度的觀念，進一步讓學生認知海水密度變化，造成高溶氧量的表層海水與深層海

水的垂直對流。 

2.學生自行調配不同鹽度的水溶液。 

3.進行染色後的不同鹽度的海水的對流作用實驗。 

 

 

教學活動二: 潮間帶海洋生物-融入自然科、綜合科課程 

（一）知識概念 

引導學生利用查詢到的潮間帶資料，討論分析潮間帶的環境特色，教師提問思考

這樣一個多變的海洋環境,會有生物住在這裡嗎? 

教師利用簡報介紹潮間帶生物,並引導學生分析該生物應具備什麼能力特色才能

適應潮間帶環境。 

（二）創意動手作 

1.體驗潮間帶與人類生活動密切關係:利用石花菜製作石花凍 

(1)觀察石花菜的外型,並能分析出石花菜如何適應潮間帶環境 

(2)開始熬煮石花菜並製作石花凍 

(3)等待石花凍凝結的過程中,與學生討論石花凍凝結的原理與在生活中的應用。 

(4)享用石花凍美食。 

(5)學生分享製做與享用心得 

 

教學活動三: 海洋資源--新能源-融入社會科、自然科課程 

（一）知識概念 

認識台灣的電，以 PPT 在電子白板上投影出能源局查到的各地發電廠，請各組學

生圈出台灣地圖上各個發電廠的位置。 

教師進一步提問學生認為台灣最適合的發電方式，請各組發表你認為最適合台灣

的發電方式及其優缺點。 

介紹海流發電，新的能源發電方式~海洋溫差發電，並播放海洋發電的相關影片。

請學生思考討論~想想台灣是否適合海洋的溫差發電?請學生上網查閱海洋發電的相關

資訊，進行小組討論與發表分享。 

 

（二）創意動手作 

1. 簡介史特林引擎（Stirling engine）之模型﹑原理與製作方式。史特林引擎

是一種藉由溫差運轉的外燃引擎，使用的結構簡單，能源轉換效率高，十分適合應用與

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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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請學生動手製作史特林引擎溫差發電模型並分組發表製作心得。 

 

教學活動四: 海洋資源—海洋食物-融入社會科、自然科課程 

（一）知識概念 

教師以多種海洋食物的相關影片進行教學，了解人類如何取得這些食物。請學生

上網查閱不同的海洋食物相關資料，提出其重要特性，具有的營養性，以及對人類和自

然環境的關係，進行小組討論與發表分享。請學生進行討論，讓學生先思考這些食物對

人類生活與自然環境的影響，包括鯊魚、鮪魚、海藻、等。 

（二）創意動手作 

1.我是小小阿基師-以海洋元素作創意料理。 

2.美食品嘗大會。 

 

教學活動五: 海洋垃圾渦流-融入自然科、社會科、綜合課程 

   （一）知識概念 

教師以簡報進行教學，讓學生先知道太平洋垃圾的聚集情形。並請學生想一想為

何垃圾會有聚集在遙遠的太平洋中間。教師再從＂水的移動＂單元中補充太平洋海水表

面水流的移動情形，讓學生大概認識太平洋的渦流與旋轉情形。歸納實驗與學生的想

法，以了解太平洋垃圾為何會集中在某處。觀看影片＂中途島＂，了解太平洋垃圾對海

洋生物的衝擊，在中途島的生物，這些驚人的垃圾對它們的影響。並分享自己的看法，

完成學習單。再結合自然課＂水生家族＂和＂昆蟲家族＂中，探討適合水中昆蟲的生活

環境。並進一步讓學生思考垃圾對生物生存的威脅。 

（二）創意動手作 

1. 垃圾渦流實驗。 

2. 海岸淨灘 

 

教學活動六: 河流、海洋與環境-融入自然科、藝術與人文課程 

（一）知識概念 

臺灣的河流有哪些呢？教師以台灣河流圖作說明。這些河流帶給我們生活中必備

的水資源的使用，也因為它們擁有豐富的生態與美麗的風光，而形成旅遊的絕佳景點。

現在，請大家來當個護河小尖兵，為河流把把脈！找一條河流進行調查，利用「河流調

查紀錄表」學習單把觀察到的河流狀況記錄下來。 

 

（二）創意動手作 

進行護河愛河行動，用長夾子撿拾或用網子撈起河中的漂流物，將漂流物收集至

環保袋中，並記錄下漂流物的品名。小組組員一起將漂流物做分類，想一想，共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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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漂流物的來源，並紀錄在「河流調查紀錄表」學習單上。再次動動惱、想一想，修

正小組原本擬定的計畫書，完成一份可行的愛護環境計畫。 

 

        （三）校外參觀體驗 

                1. 淡水河或基隆河河流調查與淨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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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授課與會議 

日期/時間 
授課與會議之實施內容 實施方式 

講師/ 

主持人 
地點 

1 9/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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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5(三) 
12:00-18:00 

海洋密度梯度-海洋教材實驗教學
檢討與改進 

實際教學檢
討與分享 

何承璋 自然科教室 

3 10/2(三) 
12:00-18:00 

潮間帶生物-教學活動設計與實施
(一) 

實際教學檢
討與分享 

黃于玲 自然科教室 

4 10/9(三) 
12:00-18:00 

海洋新能源-海洋融入教學之教學
活動設計與實施(二) 

實際教學檢
討與分享 

高玉娟 自然科教室 

5 10/16(三) 
12:00-18:00 

海洋心(行)動力-綠島海域廢船清
運行動分享 

外聘專家講
座 

羅力 自然科教室 

6 10/23(三) 
12:00-18:00 

海洋食物-海洋融入教學之教學活
動設計與實施(三) 

實際教學檢

討與分享 
游婷媜 自然科教室 

7 10/30(三) 
12:00-18:00 

海洋垃圾渦流-海洋融入教學之教
學活動設計與實施(四) 

實際教學檢

討與分享 
洪淑青 自然科教室 

8 11/6(三) 
12:00-18:00 

河流與海洋淨灘-海洋融入教學之
教學活動設計與實施(五) 

實際教學檢

討與分享 
吳杏惠 自然科教室 

9 11/13(三) 
12:00-18:00 

河流、海洋與環境-海洋融入教學
之教學活動設計與實施(六) 

實際教學檢

討與分享 
徐麗明 自然科教室 

10 11/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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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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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程規劃 

 

執行項目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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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