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洋學校」-海洋環境教育課程統整教學專案 

委辦計畫申請作業規範 

                   活 動 計 畫 申 請 書                            

申 請 學 校 高雄市右昌國小 

填 表 人 / 聯 絡 人 

姓 名 林春宏 

電 話 07-3612368*711 

教學方案 

計 畫 名 稱 
給我安全的家 

傳 真 07-3659541 

e-mail 54aluu@gmail.com 

地 址 
811 高雄市楠梓區加

昌路 910 號 

課程議題 
1.□海洋文化 2.□ 海洋社會 3.□ 海洋暖化與氣候變遷  

4. 生物與環境 5. □海洋資源保育 

教學年級 班級 一年級 人數 150 人 

活動期程 105.3-105.11 活動地點 
本校視聽教室、各班級教

室、戶外潮間帶溼地 活動場次 12 

教學方式 

    課程內容以探討「海洋生物」的居住環境為教學主題，讓學生了解海

洋環境的現況、海洋生物所的生存問題，引導學生理解生物與環境間的關

聯性，及<人>在這循環中所扮演的角色與該負擔的責任，從觀念的建立來

保育海洋生物、生態環境的知能與習慣，了解永續海洋的重要性。並透過

繪本導讀、專題演講、海洋踏查及海洋故事劇場…等課程與活動，來加強

善待海洋的觀念，並落實、實踐於生活中。 

    故以『給我安全的家』為教學主題，設計以下教學內容： 

主題一：何處是我家  

1.繪本導讀/魚兒搬家— 運用繪本教學讓學生了解魚類目前所遭遇的生存

環境，探討破壞魚類生態環境的原因有哪些，來引導學生關注河川(海洋)

生物的生存問題。 

  2.繪本導讀/浮冰上的小熊— 透過繪本教學讓學生知道不同角落的生物， 

    也面臨生存環境正遭受破壞，引導學生思考怎麼做才能減緩極地生物的 

    生存危機。 

  3.濕地生物的家—邀請專家講解濕地的生態環境及扮演的角色，讓學生進 

    一步了解濕地的動植物特性。並辦理濕地生物特展及海洋踏查活動，讓 

    學生認識濕地的生態。 

 

主題二：海洋濃湯 

  1.誰是主廚—透過國語日報<世界海洋日>專輯報導，引導學生了解目前海 

    洋受到垃圾汙染的情況及對生物生存的威脅，並想像海洋生物所面臨的 



    處境、遭遇，配合學習單的寫作記錄下心情故事。 

  2.海洋生物哭哭—討論國語日報海洋專輯報導<探索地球內太空海洋>、< 

    禁用塑膠微粒>、<南極冰棚崩解>、<正櫻蝦小巧又可愛>，讓學生知道海 

    洋被破壞及海洋生物被不友善對待的情境。 

  3.美味海洋火鍋—引導學生學生思考、創造優質的海洋環境應包含哪些元 

    素，試著用自己的方式表達心中的想法。 

主題三：綠野仙蹤 

   1.海洋踏查—參觀「紅樹林生態」了解潮間帶動植物的環境及現況、走查 

     「溼地公園」讓學生知道植物的淨化功能與海洋保育之間的關係，並了 

     解海洋保育的重要性。並體驗淨灘活動以了解海灘環境的現況並感受海 

     洋生物的威脅，透過身體實作與體驗，減緩海洋生物的生存威脅。 

   2.海洋工藝—以海濱植物種子為主角，結合工藝教育製作種子吊飾，引導 

     學生體驗海洋生態結合休閒生活的趣味，學習生活和生態均衡的態度。 

主題四：小小保育員 

   1.海洋保育創作—讓學生創作美麗的海洋想像畫，從畫作中逐步建立保育 

     海洋的觀念。並合力創作洋世界馬賽克壁畫，以宣導海洋保育。 

 2.海洋故事創作—學生依據所創作的海洋想像畫，搭配圖像創作短篇海洋  

   故事，用學生的角度來啟發海洋保育。 

   3.海洋劇場公演—改編<普普的新房子>繪本，邀請資源班的孩子扮演海洋 

     角色參與演出，並透過校內公演宣揚海洋保育觀念。 

   4.作品展覽宣導—學生<海報設計、故事創作>配合家長參觀日於藝文中心 

     展出；海洋劇場開放全校班級自由觀賞；教學歷程相關學習單於各班教 

     室展示。 



 

學校簡介（含

以往辦理相關活

動成效） 

   本校為 95年的老校，校內老樹林立、綠意樣然，重視生態環境維護與規

畫，榮獲 99年校園建築園治獎、InnoSchool 2012 全國學校創新經營 KDP

國際認證獎--校園美綠化組特色標竿獎的肯定。 

   配合校園綠美化的優勢條件，以綠美化為主題規畫「校園調色盤」、「右昌

故事」為校本課程，讓學生認識校園的生態環境與老樹。以「植的記錄」課

程榮獲 GreaTeach 2012 全國創意教學 KDP 國際認證獎。「本土生物的憂

與愁」課程榮獲 GreaTeach 2013 全國創意教學 KDP 國際認證獎優等獎。 

    從 102 年起規劃一系列海洋教育課程，並參加 GreaTeach 全國創意教

學 KDP 國際認證獎--102 年「寶貝我的家」、103 年「海洋五四三」課程榮

課榮獲優等獎、104 年「戲說海洋」課程榮獲程甲等。 

課程（教學內

容介紹） 

教學內容 

1.何處是我家/魚兒搬家、浮冰上的小熊、濕地生物的家 

2.海洋濃湯/誰是主廚、海洋生物哭哭、美味海洋火鍋 

3.綠野仙蹤/海洋踏查、淨灘活動 

4.小小保育員/海洋保育海報設計、海洋故事創作、海洋劇場公演、 

             作品展覽宣導 

 

教學目標 

    1.認識海洋生物的生存威脅 

    2.建立食用海洋生物的原則及永續海鮮觀念 

    3.實踐海洋保育行動與習慣 

 

教學內容 

(檢附教學流程) 
（詳如附件） 

十、相關附件 計畫書、教案、經費概算表、學生名冊、 □其他（請說明：               ） 

 



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海洋學校」計畫課程教學計畫書 

(給我安全的家) 
  一、目的： 

      1.增加學生對海洋文化的認識，並培養保存、傳遞和創新的觀念。 

 2.培養對海洋教育活動的興趣，提昇對海洋相關議題的關心。 

 3.引導學生認識鄉土、關懷在地，尊重環境生態。 

  二、依據： 

      1.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104年12月14日海科字第1040005501號函辦理。 

 2.104 年 12 月 15 日高市教中字第 10438334000 號函 

  三、辦理學校：高雄市右昌國小 

  四、教學對象(年級)：一年級 

  五、教學領域：綜合領域、語文領域、藝術與人文領域 

  六、課程議題：生物與環境 

  七、教學人數：200 人 

  八、辦理日期：105 年 2月～105 年 11 月 

  九、辦理時間：語文及綜合領域教學時間、晨光時間（0800-0840）、假日 

  十、辦理地點：本校視聽教室、各班級教室、戶外海洋溼地 

十一、教學內容：  

主題一：何處是我家  

1.繪本導讀/魚兒搬家— 運用繪本教學讓學生了解魚類目前所遭遇的生存環境，探 

  討破壞魚類生態環境的原因有哪些，來引導學生關注水中生物的生存問題。 

  2.繪本導讀/浮冰上的小熊— 透過繪本教學讓學生知道不同角落的生物，也面臨生 

    存環境正遭受破壞，引導學生思考怎麼做才能減緩極地生物的生存危機。 

  3.濕地生物的家—邀請專家講解濕地的生態環境及扮演的角色，讓學生進一步了解 

    濕地的動植物特性。並辦理濕地生物特展及海洋踏查活動，讓學生認識濕地的生 

    態。 
 

主題二：海洋濃湯 

1.誰是主廚—透過國語日報<世界海洋日>專輯報導，引導學生了解目前海洋受到垃 

  圾汙染的情況及對生物生存的威脅，並想像海洋生物所面臨的處境、遭遇，配合 

  學習單的寫作記錄下心情故事。 

  2.海洋生物哭哭—討論國語日報海洋專輯報導<探索地球內太空海洋>、<禁用塑膠 

    微粒>、<南極冰棚崩解>、<正櫻蝦小巧又可愛>，讓學生知道海洋被破壞及海洋 

    生物被不友善對待的情境。 

  3.美味海洋火鍋—引導學生學生思考、創造優質的海洋環境應包含哪些元素，試著 

    用自己的方式表達心中的想法。 
 

主題三：綠野仙蹤 

   1.海洋踏查—參觀「紅樹林生態」了解潮間帶動植物的環境及現況、走查「溼地 

     公園」讓學生知道植物的淨化功能與海洋保育之間的關係，並了解海洋保育的 

     重要性。並體驗淨灘活動以了解海灘環境的現況並感受海洋生物的威脅，透過 

     身體實作與體驗，減緩海洋生物的生存威脅。 

   2.海洋工藝—以海濱植物種子為主角，結合工藝教育製作種子吊飾，引導學生體 

     驗海洋生態結合休閒生活的趣味，學習生活和生態均衡的態度。 
 

主題四：小小保育員 

   1.海洋保育創作—讓學生創作美麗的海洋想像畫，從畫作中逐步建立保育海洋 

     的觀念。並合力創作洋世界馬賽克壁畫，以宣導海洋保育。 



 2.海洋故事創作—學生依據所創作的海洋想像畫，搭配圖像創作短篇海洋故事， 

   用學生的角度來啟發海洋保育。 

   3.海洋劇場公演—改編<普普的新房子>繪本，邀請資源班的孩子扮演海洋角色參 

     與演出，並透過校內公演宣揚海洋保育觀念。 

   4.作品展覽宣導—學生<海報設計、故事創作>配合家長參觀日於藝文中心展出； 

     海洋劇場開放全校班級自由觀賞；教學歷程相關學習單於各班教室展示。  

十二、辦理方式：繪本教學、學習單寫作、影片欣賞、專題演講、保育行動、生態踏查、 

                海洋故事創作、海洋劇場公演、宣導海報製作 

十三、活動流程：  

辦理時間 活動名稱 活動對象 活動地點 活動內容 

105.3 繪本導讀 一年級 
禮堂、 

各班教室 

「魚兒搬家」繪本導讀+學習單，

探討河川生態對生物的危害。 

105.3 繪本導讀 一年級 
禮堂、 

各班教室 

「浮冰上的小熊」繪本導讀+學習

單，探討地球暖化與北極生物的環

境危機。 

105.4 濕地生物的家 一年級 禮堂 
專題演講：認識海濱生態植物 

讓學生了解海濱植物的功能。 

105.4 濕地生物的家 一年級 禮堂 

專題演講：海洋生態的浩劫 

讓學生了解海洋生態的現況及生

物的生存危機。 

105.4 濕地生態展覽 全校 圖書室 

結合專題演講進行濕地生態展

覽，讓學生透過圖文與實物展覽解

說，提供深入海洋生態的學習。 

105.5 
海洋濃湯 

~誰是主廚 
一年級 各班教室 

透過專題報導、影片，來探討海洋

垃圾對海洋生態的威脅，思考這現

況是如何發生的。 

105.5 海洋生物哭哭 一年級 各班教室 

探討海洋的垃圾問題對海洋生物

的生存產生哪些危機，對人類的生

活有何影響。 

105.4-6 海洋劇場公演 全校 禮堂 

改編<普普的新房子>繪本，結合資

源班學生戲劇演出，引導學生思考

寄居蟹的生存問題。 

105.9-11 海洋保育創作 二年級 
美術教室 

教室外牆 

讓學生創作美麗的海洋想像畫及

馬賽克壁畫，從畫作中逐步建立保

育海洋的觀念。 

105.10 海洋工藝 二年級 禮堂 

結合工藝教育製作種子吊飾，體驗

海洋生態結合休閒生活的趣味，學

習生活和生態均衡的態度。 

105.10 
海洋踏查 

淨灘活動 
二年級 溼地公園 

藉由生態走訪了解潮間帶動植物

的環境及現況、植物的淨化功能 

與海洋保育之間的關係。並透過身

體實作與體驗，實踐保育海洋生物

的行動。 

105.11 
海洋短篇故事

創作 
二年級 各班教室 

讓學生想像自己是海洋生物，悠遊

在自己的畫作中，說出並寫下自己

的海洋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