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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學校」-海洋教育課程教學專案 

委辦計畫申請作業規範 
                   活動成果報告表 

                      
教學 

計畫名稱 

珍惜海洋，「永」保「吉」祥 辦理地點 臺北市永吉國小三樓大辦公室 

對    象 四年級及五年級 
計畫 

申請人 
李亦欣 

教學場次 7 場次 參與人次 200 人 

附    件 □印刷品      □課程表或流程表    □照片   ■其他(成果報告書) 

效益評估： 

1.培養學生行動表達能力： 
      學生能從學習歷程中知道：保護海洋生態由自身做起，向生活周遭親友、同學宣導海 

  洋保育的觀念，培養自己的行動表達能力。 
2.增加學生情意的表現力： 

      透過分組討論、小書製作、海洋抱抱展示會與小組競賽，促進學生尊重他人及注重團  
  隊活動精神，增進學生海洋教育學習成效。  

3.精進學生學習的行動力： 
      學生經由一系列的學習活動，從知識面的學習到行動面的宣導，真正落實到生活中， 

  展現學生學習與探究知識的精進歷程。 

教學審思： 

本校雖未濱臨海邊，但積極致力於推動海洋教育，發展學校主題課程，海洋教育的「海洋」
不單指「海洋」，還包括「河流、水域」。其精神不只是「海」、「水」的物理環境，亦包含海

洋休閒、海洋社會、海洋文化、海洋科學及海洋資源…等主題軸。實施海洋教育其實與是否
臨海無關，重要的是「知海、親海、愛海」的理念與素養。「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利用

校外參觀時，和海洋做朋友，親近她、了解她，並學會保護她。本活動以海洋教育的四大主
題軸：海洋休閒、海洋社會、海洋文化、海洋資源，讓學生以此四大主題製作一本海洋小書，

從製作海洋小書的過程中廣泛學習、收集相關資料，歸納整理並且融入各學科內容做統整學
習。最後能獨力完成一本內容豐富且具有保存意義的海洋小書。從製作海洋小書到完成的學

習歷程中，建立海洋意識進而培養學生愛護家鄉、海洋且關心自然環境的情感與作為。活動
終了，舉辦海洋小書展示會，觀摩同學的作品給於回饋，並給自己的作品評分省思以求進步！ 

其他：推廣學習  
1.引導學生由學習認知概念到實際付諸行動。  

2.由個人出發影響擴及校園各年級同學，盡己之力，推動愛護海洋及生態環保行動，並學習愛 
 護海洋及生態環保教育且能夠實踐與落實於家庭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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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信義區永吉國民小學 

海洋抱報，「永」保「吉」祥-海洋教育課程新體驗 

 

 

 

 

中 華 民 國 1 0 5 年 1 1 月 3 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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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臺灣是個海洋資源豐富的海島國家，海洋是孕育生命成長中重要的一環。所

以海洋生態教育之施行是身為現場教師之重要課題。因此，四年級教師設計海洋

教育體驗課程，希望引發學生能從己身做起，探究與推廣保護海洋生態環境。本

課程設計以「海洋抱報，「永」保「吉」祥」做為課程主軸，從知識面的學習進

而落實到行動面的分享，讓學生學習到尊重海洋生命與保護海洋行動。 

    本校雖未濱臨海邊，但積極致力於推動海洋教育，發展學校主題課程，教導

學生和海洋做朋友，親近她、了解她，並學會保護她。本活動以海洋教育的四大

主題軸：海洋休閒、海洋社會、海洋文化、海洋資源，以此四大主題製作一本海

洋小書，從製作小書過程中廣泛學習、收集相關資料，歸納整理且融入各學科內

容做統整學習。最後獨力完成一本內容豐富且具有保存意義的海洋小書，建立海

洋意識進而培養學生愛護家鄉、海洋且關心自然環境的情感與作為。活動終了，

舉辦海洋小書展示會且觀摩同學的作品即時給予回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關鍵字：海洋教育、海洋抱報、永吉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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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緒論 

一、動機與緣起 

 臺灣是個四周被海洋環繞的海洋國家，國民應具備充分認知海洋、善用海 

洋的能力。2009 年高雄世界運動會開幕式以「海」為主題，永不停止的海浪，

代表著生生不息的命脈，訴說著南島先民以及漢人祖先渡海前來開墾，歷經島外

異族的入侵、統治。15 世紀以來，自大航海時代開始，葡萄牙人在全球開闢新

航線後，葡萄牙水手對台灣島的驚嘆之語【ilha Formosa！】這句話，即『美麗之

島』的意思（ilha 相當於英文的 island），臺灣就此與「海上貿易」結下不解之緣，

亦開啟仰賴海洋的「生存關係」。由此可知，無論從自然環境、資源利用、國際

關係或歷史角度，臺灣本質上就是一個海島國家，顯示出海洋對於臺灣永續發展

的重要性。 

2008 年教育部進行九年一貫課程綱要修訂時，新增「海洋教育」議題，彰

顯「臺灣以海洋立國」的理想與藍圖，並以塑造「知海、親海、愛海」的教育情

境，涵養學生的海通識素養為主軸，進而奠立海洋臺灣的深厚基礎（李坤崇，2007，

2009），並擬定自 100 學年度開始實施海洋教育。本校為配合臺北市教育局推動

海洋教育，增進學生對海洋的認知、認同與保護意識，透過海洋教學資源的彙整、

教師專業知能的提升、海洋教學教材的研發，營造「認識海洋、親近海洋、愛護

海洋」的教學環境。學生從認識海洋歷程(知海)，增進親近海洋知識的興趣(親海)

與引發學生熱愛海洋的情操(愛海)。並從活動與省思中激發善用海洋、珍惜海洋

的各項資源，並維護海洋的生態平衡，積極保育海洋資源，涵養人與海洋和諧共

處的價值觀。 

    永吉國小緊附臺北市信義商圈且與「五分埔」成衣市場為鄰，更與捷運後山

埤站，往來交通便利。學校鄰近有五分埔成衣市場、永春市場、圖書館、國父紀

念館、消防局、101 大樓、新舞臺…等，地利之便故教師從事多元的戶外教學活

動；另有香火鼎盛的慈惠堂、奉天宮、慈佑宮定期舉辦各項比賽，提供師生與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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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藝文互動的好資源，讓學生對所居社區之人文增添認識與關懷。永吉學子何其

幸運，擁有都市叢林中的一片綠林，駐足校園操場中央，舉頭仰望，高聳雲端的

101 大樓矗立在旁。放眼平視，校園裡生態綠意盎然，不僅如此，座落校園一隅

的生態池，都讓位於首善之區的永吉國小更顯坐擁人文野趣之優勢。 

    本校雖未濱臨海邊，但積極致力於推動海洋教育，發展學校主題課程，海洋

教育的「海洋」不單指「海洋」，還包括「河流、水域」。其精神不只是「海」、「水」

的物理環境，亦包含海洋休閒、海洋社會、海洋文化、海洋科學及海洋資源…等

主題軸。實施海洋教育其實與是否臨海無關，重要的是「知海、親海、愛海」的

理念與素養。「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利用校外參觀時，和海洋做朋友，親

近她、了解她，並學會保護她。本活動以海洋教育的四大主題軸：海洋休閒、海

洋社會、海洋文化、海洋資源，讓學生以此四大主題製作一本海洋小書，從製作

海洋小書的過程中廣泛學習、收集相關資料，歸納整理並且融入各學科內容做統

整學習。最後能獨力完成一本內容豐富且具有保存意義的海洋小書。從製作海洋

小書到完成的學習歷程中，建立海洋意識進而培養學生愛護家鄉、海洋且關心自

然環境的情感與作為。活動終了，舉辦海洋小書展示會，觀摩同學的作品給於回

饋，並給自己的作品評分省思以求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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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推動海洋教育的六大面向 

親近海洋、愛鄉土重環

保；落實永續精神；價值

認同尊重相關職業，儲備

未來海洋人才… 

生活 

實踐 

海洋抱報 

永保吉祥 

海洋 

文化 

歷史、文學、藝術慶典、民

俗活動、產業、經濟…海洋

影響我們生活的關聯性 

專業增能、熱情加溫、結

合領域教學、兼重過程與

目標、課程與教材研發、

課程評鑑… 

課程 

深耕 

資源 

網絡 

臺北市海洋教育之推動由

教育局領航，以關渡國小為

海洋教育資源中心，日新國

小、萬大國小、興雅國小、

忠孝國小為策略聯盟學

校，並與關渡宮，關渡自然

公園形成一個在地環境教

育場域，訴說著水岸濕地、

人文、信仰等多元海洋議

題，共同成為推動海洋教育

教學與課程、遊學與體驗的

群組。 

多元學習、能力養成、有

意義、連結生活、創造成

就與價值、建構海洋新倫

理 

探索體驗 環境支持 

學校持續推動、設立海洋教

育資源中心、建置教學網路

平台、獎勵學校及教師、全

民支持響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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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設計理念與特色 

 

(一) 本課程設計內容以推動海洋教育為主軸，增進學生對海洋的知覺，激

勵學生對海洋的參與感，進而提高對海洋的認同。善用體驗、省思、實

踐來塑造「知海、親海、愛海」的教育情境。從認知-認識海洋技能-

親近海洋情意-愛護海洋作為學生學習歷程亦是本校推動海洋教育的

進程。  

(二) 本課程設計內容希望透過海洋休閒、海洋社會、海洋文化及海洋資源

四個向度，引導學生能親近海洋、熱愛海洋、認識海洋與探索海洋，且

能善用海洋、珍惜海洋的各項資源，並且保育海洋資源，維護海洋的生

態平衡，涵養「人與海洋」和諧共處的價值觀。 

(三) 成效評估  

1.培養學生行動表達能力： 

      學生能從學習歷程中知道：保護海洋生態由自身做起，向生活周

遭親友、同學宣導海洋保育的觀念，培養自己的行動表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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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增加學生情意的表現力： 

      透過分組討論、小書製作、海洋抱抱展示會與小組競賽，促進學

生尊重他人及注重團隊活動精神，增進學生海洋教育學習成效。  

3.精進學生學習的行動力： 

      學生經由一系列的學習活動，從知識面的學習到行動面的宣導，

真正落實到生活中，展現學生學習與探究知識的精進歷程。  

(四) 推廣學習  

1.引導學生由學習認知概念到實際付諸行動。  

2.由個人出發影響擴及校園各年級同學，盡己之力，推動愛護海洋及生

態環保行動，並學習愛護海洋及生態環保教育且能夠實踐與落實於家

庭生活中。 

貳、 課程統整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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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教學目標與能力指標 

一、海洋抱報，「永」保「吉」祥-課程目標 

    本校雖未濱臨海邊，但積極營造「親海、愛海、知海」的教育情境，讓學生

親近海洋、熱愛海洋與認識海洋。藉由海洋休閒或參與生動活潑的海洋體驗活動，

分享其體驗經驗，從親近海洋歷程，引導熱愛海洋情操與增進探索海洋知識的興

趣。從教學活動與省思中激發熱愛海洋情操，善用海洋、珍惜海洋的各項資源與

寶貴資產，並維護海洋的生態平衡，積極保育海洋環境，涵養人與海洋和諧共處

的價值觀，培養熱愛家鄉，熱愛海洋的在地情感。增加對海洋的知識，瞭解海洋

的生物與生態、海洋文化、海洋自然科學、海洋資源與海洋相關法律，覺察海洋

與社會發展的相互關係，以及認識國家所處海洋環境與遠景，進而建立海洋意識

與積極關心國家海洋發展。海洋抱報，「永」保「吉」祥之課程針對國小四年級

設計，其具體目標如下所述： 

A.具備游泳基本技能，並分享親水活動的樂趣。 

B.瞭解家鄉的水產相關職業。 

C.欣賞海洋文學與藝術作品，認識海洋民俗活動或信仰，並嘗試創作海 

 洋文學、藝術作品。 

D.認識常見的海洋生物。 

E.瞭解家鄉常見的河流或海洋資源及其保育方法。 

二、海洋抱報，「永」保「吉」祥--能力指標 

主題軸 細類 第二階段(3-4 年級) 

海洋休閒 

水域休閒 

1-2-1 

分享家鄉或鄰近地區的親水活動。 

1-2-2 

覺察親水活動中的危險情境，並能預防與處理。 

1-2-3 

學會游泳基本技能(如韻律呼吸、水母漂、打水

等)。 

海洋生態旅遊 

1-2-4 

描述臨海或溪流附近地區居民的生活方式。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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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軸 細類 第二階段(3-4 年級) 

瞭解家鄉或鄰近沿海或河岸景觀的特色。 

海洋社會 海洋經濟活動 
2-2-1 

瞭解水產買賣活動。 

海洋文化 

海洋歷史 

3-2-1 

認識家鄉或鄰近的水域環境變遷。 

3-2-2 

說明家鄉或鄰近的水域環境變遷對生活的影響。 

海洋文學 

3-2-3 

感受海洋文學作品中的意涵。 

3-2-4 

表達對海洋的想像與感受。 

3-2-5 

激發想像力，以個人或小組的方式編創與水有關

的故事。 

3-2-6 

在寫作中藉由觀察欣賞海洋的變化，激發想像力及

創造力。 

海洋藝術 

3-2-7 

透過肢體、聲音、圖像及道具等，進行以海洋為

主題之藝術表現。 

海洋民俗信仰 

與祭典 

3-2-8 

瞭解海洋民俗活動、宗教信仰的故事與緣由。 

3-2-9 

瞭解海洋民俗活動、宗教信仰與生活的關係。 

海洋資源 

海洋食品 

5-2-1 

認識生活中常見的水產食物。 

5-2-2 

瞭解生活中水產食物對身體的影響。 

5-2-3 

應用網路或其他資源，蒐集臺灣沿海各地的飲食

特色。 

生物資源 

5-2-4 

認識水中生物及其外型特徵。 

5-2-5 

說明水中生物的運動方式。 

非生物資源 
5-2-6 

瞭解海水含有鹽。 

環境保護與 

生態保育 

5-2-7 

關懷河流或海洋生物與環境，養成愛護生物、尊

重生命、珍惜自然的態度。 

5-2-8 

參與河流或海洋環境的維護，如淨灘、淨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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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教學活動設計與歷程 

  教學單元 海洋抱報，「永」保「吉」祥 學校名稱  臺北市永吉國小 

  教學年級 四年級 設計者 

楊淑智、 

王儷儒、 

    王璽甯 

  教材來源 

1.康軒版四上【國語】第一單元： 

  親近大自然。 

2.康軒版四上【社會】 

第一單元：美麗的家鄉、 

第二單元：家鄉巡禮。 

3.康軒版四上【自然】第一單元： 

  月亮、第二單元 水生家族。 

4.翰林版四上【健康與體育】 

  第四單元：一起來運動。 

5.康軒版四上【藝術與人文】 

  第三單元：美就在你身邊、 

  第四單元：畫我家鄉。 

6.英語：繪本教學 

      《Mister Seahorse》 

 

教學時間 

第 1~11 週 

(9 月~11 月) 

共 34 節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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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目標 

【海洋休閒】 

1.能具備游泳基本技能，並分享 

  親水活動的樂趣。 

2.能覺察親水活動中的危險情 

  境，並能預防與處理。 

【海洋社會】 

1.能體認臺灣是海洋國家。 

2.能了解臺灣海洋主權的意義。 

【海洋文化】 

1.能欣賞海洋文學與藝術作品， 

  認識海洋民俗活動或信仰。 

2.會創作海洋相關藝術作品。 

【海洋資源】 

1.能認識水中生物及其外型特 

 徵。 

2.能瞭解河流或海洋環境保護與 

 生活的關係。 

【展 示 會 】 

1.能欣賞別人的作品並給予回 

 饋。 

2.能檢討省思自己的學習過程。 

教學資源 

影片、學習單、 

繪本、彩繪用具、

世界地圖、電子書 

台灣地圖 

課程領域 

名稱 

【海洋休閒】語文領域/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健康與體育領域 

【海洋社會】語文領域/社會領域 

【海洋文化】語文領域/英語領域/藝術與人文領域 

【海洋資源】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社會領域/藝術與人文領域 

【展 示 會 】綜合活動 

【延伸活動-海洋資源】《海洋中的 12 生肖》 

                       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社會領域 

教學流程 

具體目標 教學步驟 教學資源 時間 評量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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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能清楚表達 

  自己的觀點。 

2.能認真參 

  與問題討論。 

3.能用心完成 

  海洋小書：主 

  題一防溺我 

  有絕招！ 

【海洋休閒】 

1.學生發表游泳的學習經驗。 

2.學生分享游泳的心得感受。 

3.播放防溺宣導動畫影片。 

4.教導「救溺五步、防溺十招」 

口訣。 

5.完成海洋小書： 

 主題一-防溺我有絕招！ 

 

 

影片 

學習單 

彩繪用具 

7 節 

1.口頭評量 

2.小組發表 

3.實作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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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能用心觀看 

地圖。 

2.能察覺台灣 

是 個 海 島

國。 

3.能用心完成海

洋小書：主題

二 台 灣 是 個

海島國。 

【海洋社會】 

1.老師展示世界地圖及台灣地 

圖。 

2.說明台灣是個海島國：「東方是 

太平洋，南方隔巴士海峽與菲 

律賓相望，西方隔台灣海峽與

中國大陸緊鄰，北方是東海，

遙望韓國與日本。」 

3.完成海洋小書： 

 主題二-台灣是個海島國。 

學生畫出台

灣是個海島

國- 

 

 

世界地圖 

台灣地圖 

學習單 

彩繪用具 

7 節 

1.口頭評量 

2.小組發表 

3.實作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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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能專心觀看 

英語繪本、

電子書 

 《 微 笑 的

魚》。 

2. 能 用 心 構 思

《微笑的魚》的 

 故事結局，並 

 能展現對自然 

 界生物不占為 

 己有的大愛。 

3.能用心完成 

  海洋小書：主 

  題三、「微笑 

  的魚」真的微 

  笑了 

【海洋文化】 

1.學習英語繪本 

 《Mister Seahorse》 

2.導讀繪本電子書《微笑的 

魚》，作者：幾米，路徑：文 

化部/兒童文化館/繪本花園。 

3.學生以四格漫畫形式，各自發 

  展《微笑的魚》故事結局。 

4.完成海洋小書： 

 主題三-「微笑的魚」真的微笑。 

 

 

 

繪本 

電子書 

學習單 

彩繪用具 

7 節 

1.口頭評量 

2.實作練習 

3.檔案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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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能專心觀看影

片 

2.能積極參與 

  問題討論。 

3.能用心完成 

  海洋小書： 

  主題四、「海 

  中生物」照 

  過來！ 

【海洋資源】 

1.學生經由自然課「水中生 

物」學習與海洋生物相關的 

知識。 

2.觀看與海洋生物相關的影 

片。 

3.完成海洋小書： 

 主題四-「海中生物」照過來！ 

 

 

課本 

影片 

學習單 

彩繪用具 

7 節 

1.口頭評量 

2.實作練習 

3.檔案評量 

1.能安靜用心 

  的觀看同學  

作品。    

2.能欣賞讚美 

同學的作 

品。 

3.能省思自己 

作品的優點 

和該改進的 

地方。 

【展示會】 

1.展示全體學生的作品。 

2.學生帶著回饋單，觀看同學 

的作品。 

3.完成回饋單。 

4.師生共同討論大家的作品， 

並給表現優秀的作品讚美。 

  <展示每位學生的海洋小書> 

海洋小書 

回饋單 
5 節 

1.成果發表 

2.欣賞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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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透過觀察外

型特徵、顏

色進行海洋 

12 生肖配

對，引發學

生思考、討

論及發表的

能力。 

2. 能透過思考

及討論與他

人分享學習

心得，並能

認識水中生

物及其外型

特徵。 

3. 培養學生透

過水中生物

的認識，進

而關心並喜

愛海洋。 

【延伸活動-海洋資源】 

特別情商興雅國小李汪聰主任蒞

校上課《海洋中的 12 生肖》 

本課程是設計為小組討論、分組

競賽方式，要學生透過觀察水生

動物的 外型特徵去聯想海洋十

二生肖與陸地上十二生肖的相關

性，以生活化、活潑化及系統化

的課程設計及教學方式，引領學

生接觸海洋、認識海洋進而喜愛

海洋。 

 
 

 
 

 

墾丁珊瑚

礁影片、海

洋 12 生肖

圖卡、ppt、

影片 

1 節 

1.口頭問答 

2.價值澄清 

3.形成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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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實施成果與課程評鑑 

一、課程基本資料 

主題名稱  海洋抱報 教學班級  四年級各班 

教學時間  第 1--10 週 教學地點  四年級各班教室 

課程設計者  四年級教師 教學者  四年級教師 

二、實施成效評估（教師、學生、家長的綜合觀點） 

主題（或各項細部活動名稱） 學生在哪些能力上有顯著的提昇效益？ 

海洋休閒 

1.能分享親水活動的樂趣。 

2.能覺察親水活動中的危險情境，並能預防與處理。 

海洋社會 能體認臺灣是海洋國家。 

海洋文化 

1.能欣賞海洋文學與藝術作品。 

2.會創作海洋相關藝術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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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資源 

1.能認識水中生物及其外型特徵。 

2.能了解河流或海洋環境保護與生活的關係。 

三、經驗回饋（新學期教學活動改進備忘錄） 

主題（或各項細部活動名稱） 教學主題或活動實施成效有待改進之處？ 

海洋休閒 
只以影片來宣導防溺口訣，對於較少親水活動經驗或不具備游

泳技能的學生，較難引起學習興趣。 

海洋社會 

中年級的學生，接觸過的地圖以地區性或自己國家為主，展示

世界地圖說明台灣所處的地理位置及四周的海洋時，得適時引

導說明。 

海洋文化 

在繪製＜微笑的魚＞四格漫畫結局的活動上，學生大多都能展

現讓動物回歸自然的概念，但因繪畫能力不一，作品精采度亦

有差異。 

海洋資源 
以圖片或影片進行「水中生物」的教學，學生都興致勃勃，若

有機會以實際的生物來講解，必能收到更好的學習效果。 

四、心得感想與建議 

    都市的孩子，最常親近海洋的機會，大概是品嘗海鮮特產吧！學生在本課程中，透過圖

片、影片和活動的學習，製作出一本內容豐富的海洋小書，對於海洋有了初淺的認識；但若

能搭配校外教學，實際到海邊認識週遭環境與生物，主動去親近海洋，相信更能培養孩子熱

愛海洋的情懷；也希望此次教學是個開端，能觸動孩子的海洋之心並關懷家鄉的一切，不因

學習結束而停止。 

五、教學歷程評鑑表 

項目 

類別 
教  學  檢  核  內  容 5 4 3 2 1 

教
學

準
備

 

1 能依據教學目標，擬訂教學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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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能依據實際需要，與其他教師共同協商本次主題教學活動

事宜，做好教學準備。 
     

3 能配合教學活動需求，完成教學情境布置。      

教

學

活

動

 
 

 
 

 
 

 
 

 

1 能依據教學計畫實施教學。      

2 能設計學生有興趣的教學活動。      

3 能了解學生的起點行為並設計適合學生程度的教學活動。      

4 能鼓勵學生自發性的學習。      

5 能有效運用各種教學方法，以符合學生程度及個別差異。      

6 會善用適合的教具及設備，以加強學習效果。      

7 會善用不同方式，鼓勵學生表達自己真正對問題的想法。      

8 能掌握教學與資源運用的流暢性，促使學生有效的學習。      

9 
能及時察覺個別學生學習之困難，適時加以輔導並維持教

學順暢。 
     

與

學

生

互

動

 
 

 
 

 
 

 
 

 

1 能掌握全班之動靜且吸引學生的注意力。      

2 
會製造各種機會讓學生參與學習並讓各個學生都有表達

的機會。 
     

3 樂意與學生親近、交談並不厭其煩回答或解說學生問題。      

4 會鼓勵學生用客觀的證據來比較不同的問題或議論。      

5 會給予學生辯論、釐清觀念的機會。      

6 
會鼓勵學生不怕錯誤、失敗，勇於嘗試、努力尋求解決問

題的方法。 
     

7 
會運用各種評量方式來診斷學生學習成果及缺失，並作為

改進教學之依據。 
     

其
他

 

1 我可以流利的表達教學內容，摘述學生討論之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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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我可以察覺學生問題背後的動機。      

3 我對本次教學活動呈現方式的滿意度是      

備註：     5：非常滿意 4：滿意 3：還算滿意  2：有些不滿意 1：大部分不滿意 

六、 家長的鼓勵與回饋 

1.閱讀書本是單向固定吸收，製作小書可以訓 

  練小朋友更深入的思考，與該主題不同面 

  向的體會。 

2.特色教學讓孩子瞭解周遭環境對不同文化 

  的體驗，感謝老師的用心安排。 

1. 學校安排這些課程讓睿昀瞭解到不同的風

土民情，更學習到海洋大自然的世界，真是

很棒的課程。 

2. 利用這兩個特色課程讓姿穎學習到豐富的

內容，也很有收穫，這樣有趣又有內容的課

程，可以深深感受的老師的用心。 

陸、 教學回饋與省思 

    海洋是一切生命的起源與開端，雖然海洋蘊藏著豐富的天然資源與寶貴資產，

但並非用之不竭、取之不盡。不論在氣候變遷、交通運輸、資源運用與生態平衡…

等環境保育面向，世界先進的歐美國家，積極從事海洋資源與功能的運用時，亦

同時關注海洋環境生態保育並適時調整海洋政策。臺灣雖是個被海洋環繞的海洋

國家，但長期以來始終脫離不了以陸視海、陸地思維的心態，以致畏懼海洋、漠

視海洋、甚至破壞海洋，更限制了國家長遠發展。根本改變之策，唯有從教育著

手，培養學生具備海洋素養-知海、親海、愛海，從小奠立海洋臺灣的深厚根基。 

    營造關懷海洋保育與生態環境的友善環境，激發學生可以起身行動、幫助推

廣海洋保育的觀念，讓更多人共同響應認識海洋、親近海洋進而愛護海洋！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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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學年教師在實施海洋教育體驗課程時，不斷在教學歷程中進行備課、研討與修

正，讓教師增能形成學習共同體，共同備課、研發課程、修正教材、協同教學統

整課程單元，落實授業研究之精神，促使學生在課程中實際體驗學習。  

    海洋融入課程教學一直都是需要運用許多補充教材的課程，才能加深學生的

印象，不管是影音媒材、課外書籍、網路資源、圖片…等都必須搭配使用。在教

學進行時善用在地素材的資料、補充教材的加入及時事新聞的報導來豐富教學內

容的需要，會有助於學生來思考事情，於是，海洋抱報，「永」保「吉」祥-海洋

教育課程新體驗是以多元的呈現為主，課本的執行為輔，陳述如下： 

一、循序漸進：學生從台灣鄉土的認識與關懷，隨著課程設計的次序，潛移默 

              化、循序漸進，逐步給予學生對於海洋基本的認識與接觸，由 

              淺入深學生才能體驗海洋教育的課程核心。故首先設計【海洋 

              休閒】主題-防溺我有絕招！讓學生發表游泳的學習經驗及心得   

              感受。接著播放防溺宣導動畫影片，教導「救溺五步、防溺十 

              招」口訣，加入學生先備知識融入在教學活動中。 

二、貼近生活：選擇補充教材時，不能選取太艱澀難懂的內容，要能貼近學生 

              的日常生活經驗中，他們才會有所體會與感動，將所學習的 

              內容才會內化成為概念，所以設計【海洋社會】主題-台灣是個 

             海島國。透過展示世界地圖及台灣地圖，說明台灣是個海島國：「東 

              方是太平洋，南方隔巴士海峽與菲律賓相望，西方隔台灣海峽與 

              中國大陸緊鄰，北方是東海，遙望韓國與日本。」並補充時事新 

              聞與完成臺灣地形圖，讓學生瞭解海洋是如此貼近你我生活。 

三、興趣原則：海洋教育兼顧「海洋休閒、海洋社會、海洋文化、海洋科學、 

              海洋資源」五大主題軸，需統整不同教學領域，運用多元 

              教學方法提高學生學習興趣，藉此培養學生自我學習的能力， 

              所以設計【海洋文化】主題-「微笑的魚」真的微笑了。透過英 

              語繪本《Mister Seahorse》導讀繪本電子書《微笑的魚》，讓學生 

              以四格漫畫形式，各自發展《微笑的魚》故事結局。運用形成 

              性評量，加深認識海洋之印象及激發學生學習之興趣。 

四、善用資源：海洋教材不論是教案設計亦或是專家學者，臺北市國民中小學 

              海洋教育中心資源豐富多元，在課程【延伸活動-海洋資源】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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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情商興雅國小李汪聰主任蒞校上課《海洋中的 12 生肖》主要設計為小組討

論、分組競賽方式，學生透過觀察水生動物的外型特徵去聯想海洋十二生肖陸地

上十二生肖的相關性，以生活化、活潑化及系統化的課程設計及教學方式，引領

學生接觸海洋、認識海洋進而喜愛海洋。 

非臨海學校學生對於海洋議題的學習有相當程度的困難，尤其是親身體驗的生活

環境和課程的吸收，比臨海學生的學習較難理解與體悟，建議在課程設計上以視

覺、聽覺為主之影音媒材、繪本圖片、照片影像讓海洋教育議題融入在學生的身、

心裡面，以達到教學的成效與目的。海洋教育應從小深根，從小處著眼行動，進

而在日常生活中落實，影響生活周遭更多的人，一起推動海洋教育與環境保育觀

念。由一粒小種籽出發並從自身開始，由家庭活動擴充至社區行動力並且世界接

軌，使臺灣國民更懂得珍惜生命及海洋生態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