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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979797 年度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年度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年度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年度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海洋學校海洋學校海洋學校海洋學校」」」」活動成果報告表活動成果報告表活動成果報告表活動成果報告表    

核定日期文號核定日期文號核定日期文號核定日期文號：：：：    

計畫申請  

名稱 
河口生態 FUN 心玩 辦理地點 台中縣神岡國小 

  

對    象 台中縣神岡國小 

計畫活動 

總場次 

4 個場次 

20 節課 800 分鐘 

辦理期間 
自97年 9月1日起

至97年 11月 30日

止 

報告附件 

□印刷品▓課程表或流程表    

□其他  ▓活動教案 

▓活動學習單▓活動照片 

計劃活動 

總人次 
計 1200 人 

活動心得： 

誰說不懂魚，就不能教魚？不認識螃蟹，就不能教螃蟹？不靠海，就

不能推動海洋生態教育呢？生命是一種尊重、珍惜、熱愛的學習過程，

只要有心，只要有願，每個老師都能帶領孩子親近土地，與大地的脈

動融合，滿足孩子主動探索、快樂學習的夢想。而教學，不衣錠要捨

近求遠，追逐一般人所謂的特定場所或專家學者，只要善用社區資源，

就能認識自己家鄉的多種面貌與在地特色，培養出愛家愛鄉的情懷，

對落實海洋教育更有助益。 

效益評估： 

    這次的教材中有一本是新出版的『河口生態記事簿』，內容即是以

中區河口生態為主軸，並提供圖鑑與各種生態常識，給予師生最適切

的需要，滿足了大家對未知世界的需求，可說是小兵立大功。 

    教學活動的過程中，有豐富生態背景知識的給予；更有走向海邊

濕地、溪流親身體驗的感動，讓孩子們在自然觀察中，利用眼睛觀察

用手觸摸河口濕地的鐵甲武士、用鼻子嗅聞植物的花香與清涼、鹹鹹

的海風味兒又訴說著什麼故事，與欣賞自然生態的款款動人的無限風

情。孩子們在不斷的驚奇體驗與歡呼聲中，深刻體會大自然的迷人風

采。藉由心得分享、討論與藝術創作中，散發出主動關懷生命的光輝，

更進而發展出可愛的螃蟹或吊飾、浪漫的螃蟹童詩、活靈活現的海洋

生物磁鐵及拼圖、溫馨的生態小書等多樣的自我建構學習歷程。 

    在學習的歷程中，動手操作、親身體驗是必要而且無可取代的，

在大自然裡，讓孩子們仔細觀察、動手操作、分享喜悅。在互動討論

中，孩子們逐漸發現更多學習的樂趣與學習的成就感，因而培養出更

多的自信，渾身散發出動人的神采。他們找到了學習的關鍵之鑰，逐

步建構並開啟屬於他們自己智慧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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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討與建議： 

 1. 離海洋遠的學校在教學時難免會有瓶頸，要向海生館請求支援也有

地域上的不便因素，幸有中區一群熱心生態教育的夥伴協助，就近

提供知識教學及實地探索解說支援，讓參與師生有更多感動，更深

一層認識中部海岸線 與生態特色。 

 2. 這次餐與教學的班級數雖然較少，但依各年段的吸收能力給予不同

主題的教學，反而能提供更充裕的教學資源，滿足不同年段的需

要。因此，教學貴在精而不在多，能提供實作師生適切的需要與協

助，才能達到最大效益。 

 3. 在課程設計中有社區水田和溝渠的生態調查活動，若讓年齡層較低

的孩子自行課後探訪，不但有安全上的顧慮，孩子也常有不知所措

的困擾。若能利用親師合作方式，一起以戶外教學模式辦理，相信

會更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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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心動紀錄之海洋心動紀錄之海洋心動紀錄之海洋心動紀錄之ㄧㄧㄧㄧ：：：：海洋夥伴會議海洋夥伴會議海洋夥伴會議海洋夥伴會議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呂錦慧老師呂錦慧老師呂錦慧老師呂錦慧老師    

    

    

梁玲媺老師分享教學心得梁玲媺老師分享教學心得梁玲媺老師分享教學心得梁玲媺老師分享教學心得    

    

大家專心的聆聽夥伴分享大家專心的聆聽夥伴分享大家專心的聆聽夥伴分享大家專心的聆聽夥伴分享    

海洋心動紀錄之二海洋心動紀錄之二海洋心動紀錄之二海洋心動紀錄之二：：：：認識魚兒的小秘密認識魚兒的小秘密認識魚兒的小秘密認識魚兒的小秘密    



 4 

主題主題主題主題：：：：1.1.1.1.認識認識認識認識魚類生態魚類生態魚類生態魚類生態  2.  2.  2.  2.台灣常見溪流魚類台灣常見溪流魚類台灣常見溪流魚類台灣常見溪流魚類  3.  3.  3.  3.有獎徵答有獎徵答有獎徵答有獎徵答        

時間：97 年 9 月 30 日 

講師：詹見平校長 

協同教師群：林佩佩、梁玲媺、粟家芝、林雪茹、吳慧姿 

參加人員：二到六年級 180 人 

地點：視聽教室 

    

    

海洋心動紀錄之三海洋心動紀錄之三海洋心動紀錄之三海洋心動紀錄之三：：：：探訪美麗的探訪美麗的探訪美麗的探訪美麗的河口天堂河口天堂河口天堂河口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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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主題主題主題：：：：1. 1. 1. 1. 認識鐵甲武士認識鐵甲武士認識鐵甲武士認識鐵甲武士  2.   2.   2.   2. 溼地常見螃蟹溼地常見螃蟹溼地常見螃蟹溼地常見螃蟹  3.  3.  3.  3.賓果搶答賓果搶答賓果搶答賓果搶答        

講師：鄭清海主任 

時間：97 年 10 月 14 日 

協同教師群：林佩佩、梁玲媺、粟家芝、林雪茹、吳慧姿 

參加人員：二到六年級 180 人 

地點：視聽教室 

    

    

    

    

海洋心動紀錄之四海洋心動紀錄之四海洋心動紀錄之四海洋心動紀錄之四：：：：小小水世界小小水世界小小水世界小小水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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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主題主題主題：：：：生態缸佈置與教學生態缸佈置與教學生態缸佈置與教學生態缸佈置與教學    

協同教師群：呂錦慧、黃雲花、李惠珠、林佩佩、梁玲媺、粟

家芝、張秀蘭、吳慧姿、林雪茹、林玉英 

參加人員：一到六年級 350 人 

地點：各班教室 

    

    

    

海洋心動紀錄之五海洋心動紀錄之五海洋心動紀錄之五海洋心動紀錄之五：：：：魚兒魚兒水中游魚兒魚兒水中游魚兒魚兒水中游魚兒魚兒水中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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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主題主題主題：：：：想像中的海洋世界想像中的海洋世界想像中的海洋世界想像中的海洋世界    

協同教師群：呂錦慧、黃雲花、李惠珠、林佩佩、梁玲媺、粟

家芝、張秀蘭、吳慧姿、林雪茹、林玉英 

參加人員：一到六年級 350 人 

地點：各班教室 

    

    

    

海洋心動紀錄之六海洋心動紀錄之六海洋心動紀錄之六海洋心動紀錄之六：：：：魚樂世界魚樂世界魚樂世界魚樂世界 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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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主題主題主題：：：：認識魚類構造認識魚類構造認識魚類構造認識魚類構造    

協同教師群：呂錦慧、黃雲花、李惠珠、林佩佩、梁玲媺、粟

家芝、張秀蘭、吳慧姿、林雪茹、林玉英 

參加人員：一到六年級 350 人 

地點：各班教室    

    

    

海洋心動紀錄之七海洋心動紀錄之七海洋心動紀錄之七海洋心動紀錄之七：：：：魚樂世界魚樂世界魚樂世界魚樂世界 2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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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主題主題主題：：：：立體生態缸佈置立體生態缸佈置立體生態缸佈置立體生態缸佈置    

協同教師群：呂錦慧、黃雲花、李惠珠、林佩佩、梁玲媺、粟

家芝、張秀蘭、吳慧姿、林雪茹、林玉英 

參加人員：一到六年級 350 人 

地點：各班教室 

    
    

    

海洋心動紀錄之八海洋心動紀錄之八海洋心動紀錄之八海洋心動紀錄之八：：：：魚樂世界魚樂世界魚樂世界魚樂世界 3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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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主題主題主題：：：：釣魚釣魚釣魚釣魚、、、、撒網捕魚新體驗撒網捕魚新體驗撒網捕魚新體驗撒網捕魚新體驗 

講師：詹見平校長、鄭清海主任、洪健民先生 

時間：97 年 8 月 24 日 

協同教師群：林佩佩、陳淑麥、王秀密、吳世竹、林沐涵、王

瑞雄、張文男 

參加人員：六年級小解說員等 60 名 

地點：建興海釣場、建興河口 

    

    

海洋心動紀錄海洋心動紀錄海洋心動紀錄海洋心動紀錄之九之九之九之九：：：：魚樂世界魚樂世界魚樂世界魚樂世界 4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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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主題主題主題：：：：魚類生態魚類生態魚類生態魚類生態入門入門入門入門與與與與觀察觀察觀察觀察    

講師：海洋科學博物館陳麗淑博士 

時間：97 年 9 月 21 日 

協同教師群：鄭清海、林佩佩、陳淑麥、王秀密、吳世竹、林

沐涵、王瑞雄、張文男 

參加人員：六年級小解說員暨家長等 60 人 

地點：臺中縣永安國小視聽教室 

    
    

    

海洋心動紀錄之海洋心動紀錄之海洋心動紀錄之海洋心動紀錄之十十十十：：：：魚樂世界魚樂世界魚樂世界魚樂世界 5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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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主題主題主題：：：：魚拓魚拓魚拓魚拓    

講師：林佩佩 

時間：97 年 9 月 21 日 

協同教師群：鄭清海、林佩佩、陳淑麥、王秀密、吳世竹、林

沐涵、王瑞雄、張文男、楊淑玲 

參加人員：六年級小解說員暨家長等 60 人 

地點：臺中縣永安國小視聽教室 

    

    

海洋心動紀錄之海洋心動紀錄之海洋心動紀錄之海洋心動紀錄之十一十一十一十一：：：：橫行不霸道橫行不霸道橫行不霸道橫行不霸道 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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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主題主題主題：：：：認識螃蟹身體構造認識螃蟹身體構造認識螃蟹身體構造認識螃蟹身體構造 

協同教師群：呂錦慧、黃雲花、李惠珠、林佩佩、梁玲媺、粟

家芝、張秀蘭、吳慧姿、林雪茹、林玉英 

參加人員：一到六年級 350 人 

地點：各班教室 

    

 

 

海洋心動紀錄之海洋心動紀錄之海洋心動紀錄之海洋心動紀錄之十二十二十二十二：：：：橫行不霸道橫行不霸道橫行不霸道橫行不霸道 2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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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主題主題主題：：：：拜訪螃蟹的家拜訪螃蟹的家拜訪螃蟹的家拜訪螃蟹的家 

講師：鄭清海主任 

時間：97 年 9 月 21 日 

協同教師群：鄭清海、林佩佩、陳淑麥、王秀密、吳世竹、林

沐涵、王瑞雄、張文男、楊淑玲 

參加人員：六年級小解說員暨家長等 60 人 

地點：溫寮溼地 

 
 

 

海洋心動紀錄之十三海洋心動紀錄之十三海洋心動紀錄之十三海洋心動紀錄之十三：：：：橫行不霸道橫行不霸道橫行不霸道橫行不霸道 3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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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主題主題主題：：：：多元解說技巧多元解說技巧多元解說技巧多元解說技巧之生態劇之生態劇之生態劇之生態劇 

講師：鄭清海、林佩佩、王美鳳 

時間：97 年 10 月 05 日 

協同教師群：陳淑麥、王秀密、吳世竹、林沐涵、王瑞雄、張

文男、楊淑玲 

參加人員：六年級小解說員暨家長等 60 人 

地點：永安國小視聽教室 

 
 

 

海洋心動紀錄之十四海洋心動紀錄之十四海洋心動紀錄之十四海洋心動紀錄之十四：：：：橫行不霸道橫行不霸道橫行不霸道橫行不霸道 4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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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主題主題主題：：：：海洋多媒體教材設計海洋多媒體教材設計海洋多媒體教材設計海洋多媒體教材設計----影像後製與四格漫畫影像後製與四格漫畫影像後製與四格漫畫影像後製與四格漫畫 

講師：林佩佩 

時間：97 年 10 月 19 日 

協同教師群：陳淑麥、王秀密、吳世竹、林沐涵、王瑞雄、張

文男、楊淑玲 

參加人員：六年級小解說員暨家長等 60 人 

地點：永安國小視聽教室 

  
   

 
 

海洋心動紀錄之十五海洋心動紀錄之十五海洋心動紀錄之十五海洋心動紀錄之十五：：：：橫行不霸道橫行不霸道橫行不霸道橫行不霸道 5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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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主題主題主題：：：：多元解說技巧多元解說技巧多元解說技巧多元解說技巧之螃蟹相聲之螃蟹相聲之螃蟹相聲之螃蟹相聲 

講師：林佩佩 

協同教師群：陳淑麥、王秀密、吳世竹、林沐涵、王瑞雄、張

文男、楊淑玲 

參加人員：六年級小解說員暨學生、家長等 80 人 

 

 
 

 
 

 

 

 

 

海洋心動紀錄之十五海洋心動紀錄之十五海洋心動紀錄之十五海洋心動紀錄之十五：：：：橫行不霸道橫行不霸道橫行不霸道橫行不霸道 6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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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主題主題主題：：：：海洋生物磁鐵海洋生物磁鐵海洋生物磁鐵海洋生物磁鐵 

協同教師群：呂錦慧、黃雲花、李惠珠、林佩佩、梁玲媺、粟

家芝、張秀蘭、吳慧姿、林雪茹、林玉英 

參加人員：一到六年級 350 人 

地點：各班教室 

 
 

 
海洋心動紀錄海洋心動紀錄海洋心動紀錄海洋心動紀錄：：：：海洋學校工作坊海洋學校工作坊海洋學校工作坊海洋學校工作坊夥伴心得夥伴心得夥伴心得夥伴心得    

    



 19

快樂的學習歷程快樂的學習歷程快樂的學習歷程快樂的學習歷程    

呂錦慧呂錦慧呂錦慧呂錦慧    
    

已記不清自己是第幾次參加海生館的教學活動，只知道每次只要

佩佩老師登高一呼，我總是很快就報名參加，也不管到底能不能完成

任務。然而在每一次的教學活動結束後，我的收獲不同，感受也不同。 

這一次的學生是剛入學的一年級孩童。當初要實施教學時，第一

個想到的是—一年級的學生能做什麼？班上有好多個孩子連注音符號

都不會寫，常常拼錯字。說到畫圖呢？第一次看到他們畫出來的畫，

塗出來的圖樣，真是不忍心多所苛求。想一想，管它那麼多，只要孩

子玩得快樂就好了。活動結束了，雖然

有很多地方我和孩子們都做得不是很

好，但是，孩子們的確學得很快樂，玩

得也很快樂。 

在這次的教學過程

中，讓我交到了一個好

朋友—柄鈞的媽媽，柄

鈞的媽媽因為要照顧肢

障的柄鈞，所以天天到

校。她自願負擔起照顧魚兒的工作，從教導孩子佈置魚缸、養魚、換

水、清理魚缸……，她無不參與，還把如何讓魚兒更健康的小撇步告

訴孩子們。真讓人感動！而班上的魚兒在她的細下照料下，橂樣可真

健康漂亮。沒想到，就在大家沉浸在與魚兒的快樂相處時，我因為深

怕臨旁正在大興土木的廁所所傳出的隆隆聲響把魚兒嚇死，所以在

11/1 週休二日時自行將魚兒移至一年一班寄放，放假回來魚兒死了泰

半，其餘的魚兒在三天內亦陸續死亡。(為了怕孩子們傷心難過，雖然

明知不應該，我還是自行偷偷處理掉魚兒。)柄鈞的媽媽告訴我「即使

是小小的移動，對魚兒而言卻是一場大地震。」這使我又上了寶貴的

一堂課。 

 另外，在上完海洋生物的陶土捏塑後，原本，我只是把作品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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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台上供大家觀賞，就在我準備將作品還給孩子時，一位家長提醒我

可以將作品放入盒中，變成一幅海底世界。没想到這一個小小的創意，

果真讓作品變得更有生命，更加耀眼，也讓我體會到「創意」有多重

要！ 

 

現在，活動接近尾聲了，我讓孩子說一說心裡的話。下面是孩子

天真的話語--- 

證丰：謝謝柄鈞的媽媽帶了好多條魚來，而且還幫魚換水。 

佳怡：我覺得要照顧魚，不行讓魚死掉。 

馨儀：要愛護動物，不要欺負牠，不要讓牠死掉。要餵魚吃飼料，要

幫魚換水、找水草放在水族箱。 

芊予：我們要愛護地球，要愛護小動物。 

敬碩：1.小魚在魚缸游來游去真可愛。2.小魚也是一條生命，和我們

一樣。3.喜歡看小魚，就要愛護牠，保護牠。4.環境優美，小

魚就會活得很快樂。5.要每天注意小魚的健康情形。6.以後我

會愛護小魚。 

佳潔：水族箱裡面要有水草、小石頭，要

按時餵飼料，要讓魚有躲蔵的地

方。水族箱要保持乾淨，每個禮拜

要換水。 

聖俊：我覺得保護海洋的魚很重要，因為

不保護牠，魚就會越來越少，我們

就没有魚可以吃了。 

俊傑：我們要愛護動物，給動物吃東西，跟動物玩耍，幫動物做家。 

基鑫：柄鈞的媽媽帶來好多條魚，蘋果螺慢慢長大了，而且生了好多

的小寶寶，只是，小玄玄死掉了。 

承佑：我覺得很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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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霆：魚兒，你好漂亮，你要健健康康的！  

水良：看到孔雀魚媽媽生寶寶，真高興！ 

劉涔：我每天都去看魚兒，我要跟魚兒做朋友。 

明玄：我們在養魚的時候要每天餵牠吃飼料，不可以讓牠餓肚子，不

然牠會死掉，而且還要注意牠的一舉一動，游泳時是不是正常，

所以一定要懂得怎樣去照顧魚。 

冠佑：要幫魚換水。 

臆涵：魚有很多顏色，好像穿了彩色的衣裳，真可愛！ 

玗婕：要珍惜小魚、愛護小魚，按時餵牠吃飼料，靜靜的觀察牠，不

要用手去碰牠。 

宥嘉：我天天看著魚兒快快樂樂的長大，我好高興！ 

庭恩：魚兒跟人類真的不一樣，魚在水裡游泳很快，人是在路上走，

還有魚是吃飼料。 

佐奕：要愛護動物，不要傷害動物。 

政男：魚兒在水中游來游去，好開心。魚兒你要趕快長大。 

心瑜：我很喜歡魚兒，養魚讓我學到怎麼照顧魚、怎麼餵魚。看著魚

兒慢慢長大，好像小朋友慢慢長大。 

世袁：我喜歡魚，我家就養了一些魚，小魚真可愛。 

宜琳：我覺得金魚好可愛，我要愛護牠！ 

 

 

 

結論：孩子更懂得關懷生命。 

      活動的尾聲不代表課程的結束，而是另一段生命教育的

開始。 
 

 

錦慧 97.11.10 

 

 

 

 

 

 

                            海洋生態教學海洋生態教學海洋生態教學海洋生態教學翦翦翦翦影影影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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嘿！我們班也有個水族箱

喔!下課時間我就可以好好

的來關心我們的「班魚」

拜託啦，可不可以給我多

一點的黏土？我可是要做

一隻超大的鯨魚喲！！ 

          吳慧姿吳慧姿吳慧姿吳慧姿    

 

 

 

 

 

 

 

 

 

 

 

 

 

 

 

 

 

雪茹雪茹雪茹雪茹的心得的心得的心得的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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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主任的聯合教學 

      學生熱烈參與 

      有獎徵答我最厲害           

        我的作品最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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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底世界多采多姿 

       老師敎你怎麼做 

        好多磁鐵噢 

       要認真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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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珠的心得惠珠的心得惠珠的心得惠珠的心得    

 

教室內準備了一個小魚缸，小朋友

們畫出自己心目中具有活力的魚

缸。    

 

感謝玲媺老師提供孔雀魚，感謝昕

磊媽媽提供兩隻飼料魚，以及念彤

媽媽提供水草，使我們的魚缸更具

活力和生命力，班上每天有值日生

會幫忙飼養魚兒，照片中鈺嵐的表

情很怪異，你知道他怎麼了嗎？，

原來是他看見飼料魚的便便一長

條，很驚訝！    

 

經過兩天假期，魚缸沒有飼料，星

期一我們發現魚缸只剩下四條孔

雀魚，星期二又發現魚缸只剩下一

隻孔雀魚，我們猜測孔雀魚都進了

飼料魚的五臟廟了，有些小朋友覺

得很不可思議，也很同情孔雀魚，

藉此告訴小朋友大自然法則食物

鏈(弱肉強食)，最後，我們都上了

一課。    

 

海底生物真可愛，原本要在作品背

後黏上磁鐵的，後來發現用錯材料

了，彩色黏土似乎不會乾，實在很

可惜。 

家長的經驗分享是會乾，但會裂

掉、硬掉。應該使用超輕黏土，乾

了之後還稍微有彈性，只是在乾之

前要小心放置，因又軟又黏，所以

下面要鋪塑膠墊(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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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學校活動心得海洋學校活動心得海洋學校活動心得海洋學校活動心得    

                                                                                                                                                

粟家芝粟家芝粟家芝粟家芝    
心怡：老師，你是全班最慢做磁鐵

的人，怎麼是第一個做好磁鐵的

人？ 

老師：因為我從小就夢想和小魚在

水裡自由自在游泳呀！    

 

 

 

 

 

                         

                                                           

 

 

   宜婷：我的螃蟹是第二名，YA！   晨安：老師，我的企鵝很可愛吧！ 

 

 

 

  

                                                 

 

 

 

 

                            學生：老師，你要不要和我們 

                                  一起畫創意畫？ 

                            老師：沒問題 

                            到底………哪一幅畫是家芝  

                            老師的作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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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花的心得 

 
自從班上多了水族箱和水生動植

物，小朋友的下課娛樂又多了一項選

擇，他們喜歡三五成群圍著水族箱，

觀察水族箱內的動態。 

小魚游來游去，小朋友數來數

去，數不清到底有幾隻小魚？ 

數啊數！數啊數！‧‧‧‧‧‧

答案是 13 隻。 

 

 
小朋友認真的把觀察到事物記錄下

來。 

 
經過多次的觀察與紀錄，小朋友對於

立體作品的呈現比較有概念。看！他

們多專注的捏塑水中生物的作品。 

 
翊傑：快！快來看！生小魚了！  

冠閔：哪裡？哪裡？ 

 
豈萌：真的耶！我看到了！ 

小朋友們快樂的分享觀察到小魚誕

生的喜悅心情。 
      經過老師與小朋友細心的照顧，班上的孔雀魚，從原本的 13 隻，

加上陸陸續續誕生了 13 隻，目前一共有 26 隻，好熱鬧喔！為了增加

小魚的生存空間，所以又添置了一個水族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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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海洋學校教學心得 
神岡國小梁玲媺 

 
 

參加海洋學校團隊已有數年的光景，深深覺

得：海洋實在太浩瀚、所學也實在太淺薄了！所

幸我所指導的二年級小朋友「不棄嫌」，還是高高

興興的跟著老師學習。 

也許是因為他們也對海洋幾乎一無所知吧！這

就不是好現象了。在短短的時間裡，能教導的課

程極為有限，但願這只是在他們的小小心田中，

埋下了一顆名為「海洋」的種子─ 希望將來梁老

師學得更多，而能給得更多；也希望寶貝們心中

的種子能早日發芽、茁壯，自己也能懂得更多、

愛得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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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海洋學校教學心得 

張秀蘭張秀蘭張秀蘭張秀蘭    

    

    

自從班上多了這個魚缸

後，小朋友都關心魚，每

天都去觀察牠們的狀

況，魚有沒有變多或是變

少？養了一陣子後，讓小

朋友學到很多，知道什麼

樣的環境適合魚居住，餵

太多魚飼料也不行，魚是

怎樣便便？……，許多的

疑慮一一呈現。    

 

一開始只養了 10 隻孔雀魚，4個螺，後來小朋友又帶了 8 隻

不同種類的魚加入，讓水族箱熱鬧許多。可是，最近天氣開始

在轉變，班上的魚開始銳減，魚的死亡要開始對小朋友做生命

教育，以及死後的魚要如何處理？這時，有一個小朋友對我

說，他的爸爸都是將死魚丟到水溝裡。當一聽到這句話，又要

開始對小朋友做環境汙染教育了。 

    

 

有了水族箱，又做了許多有

關魚的介紹、魚的觀察紀

錄，小朋友也樂於彩繪魚的

世界。小朋友最喜歡做的是

磁鐵造型 DIY，只是很可惜

的是所塑形的土都不會乾，

以至於磁鐵黏不上去，讓人

覺得很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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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學校教學心得海洋學校教學心得海洋學校教學心得海洋學校教學心得    

林林林林玉英老師玉英老師玉英老師玉英老師    

 

 

魚ㄦ為什麼能在水裡優游自在的游來游去呢？ 

答案是：魚ㄦ不怕水。 

魚ㄦ和水本來就是最要好的朋友 

因為水讓魚ㄦ舒服的活動著， 

水不願離棄魚ㄦ，魚ㄦ也離不開水。 

魚ㄦ有保護身體的鱗片。 

魚ㄦ知道怎樣維持身體的平衡。 

魚ㄦ身上有會上下或左右擺動的鳍。 

牠有能在水中呼吸的鰓。 

…………  所以，...………… 

 

看到小朋友們個個興致勃勃，努力學習的樣子，好令人欣慰呀！ 

只要是大自然的、有趣的、新奇的、教科書裡沒談到的， 

對孩子們來講，都是最棒的教材。



神岡之海‧河口生態 FUN 心玩--活動成果報告表 

台中縣神岡國小海洋學校夥伴群 31 

 
我們在教室窗台上，放置了一個水族箱，全班一起佈置。 

我們在水族箱裡，放了許多漂亮的彩石， 

種下水草和一些水生植物， 

養了一群孔雀魚，還有一隻可愛的大田螺呢！ 

 

         

觀察魚ㄦ的一舉一動，是我們最快樂的時光。 

像魚ㄦ進食的樣子，說牠有多可愛就有多可愛！ 

還有，魚ㄦ轉頭擺尾輕鬆游，一會ㄦ上，一會ㄦ下， 

有多自在呀！ 



神岡之海‧河口生態 FUN 心玩--活動成果報告表 

台中縣神岡國小海洋學校夥伴群 32 

台中縣神岡國小海洋學校工作坊活動後記台中縣神岡國小海洋學校工作坊活動後記台中縣神岡國小海洋學校工作坊活動後記台中縣神岡國小海洋學校工作坊活動後記    
林佩佩林佩佩林佩佩林佩佩    

「「「「感動感動感動感動、、、、學習學習學習學習、、、、分享分享分享分享」」」」    

觸發一場動人的海洋生態教育學習革命觸發一場動人的海洋生態教育學習革命觸發一場動人的海洋生態教育學習革命觸發一場動人的海洋生態教育學習革命    

    

  什麼樣的感動，能引發一個小四的孩子，產生主動幫忙監督

「送螃蟹回家」的關懷？ 

什麼樣的感動，能讓一個小五的學生，願意徹夜不眠完成 6000 字的

心得報告？ 

 什麼樣的感動，能讓一群小六的孩子，願意犧牲假期，完成一件

件精緻動人的小書、圖畫日記、感謝卡，進而積極參加辛苦的小解說

員訓練，用心關懷他們的螃蟹與生態朋友？ 

 什麼樣的感動，能觸發的強烈學習動機，讓一群來自四面八方，

各行各業的教師、大學學生以及家庭主婦，願意犧牲假期，忍受長途

舟車勞頓，辛苦的參加每月一次的輔導員訓練，為營造另一次深刻「感

動、學習、分享」的營隊而努力？ 

 

答案就是：福爾摩沙自然生態無可抗拒的美麗！ 

 

至今仍有許多人質疑：神岡國小不靠海，缺乏地利之便，為何要

推動海洋學校？要如何進行相關教學？ 

台灣是一個被海洋擁抱的國家，即使學區不靠海，但當我們遠眺

前方，越過重重山嶺與雲彩，迎接我們的是一片藍海；當我們轉過身

來，面對的依然是浩瀚無垠的海洋。而河口濕地，不但是海洋的入口，

更是生產力旺盛的生態工廠。各處濕地的特殊性與多樣性，共同為台

灣海岸增添了多變化的樣貌，也成了探索生態的最佳素材庫。親近海

岸最快速、最方便的方法，就是從認識自己家鄉附近的河口海岸開

始。何不花點巧思，拉近孩子與海洋的距離，更進一步認識這美麗的

福爾摩沙呢？  

我們相信，透過實地探索活動的觀察、紀錄、討論和心得分享，

讓孩子親身撫觸大地的脈動，感受自然的生命力，認識自然之美，體

驗書本之外的驚喜，便能自然的融入了生態保育的觀念。當感動紮了

根，這群生態小尖兵會是台灣未來的新希望，「美麗的福爾摩沙—台

灣」，將不再寂寞。 



神岡之海‧河口生態 FUN 心玩--活動成果報告表 

台中縣神岡國小海洋學校夥伴群 33 

在學習的歷程中，動手操作、親身體驗是必要而且無可取代的，

在大自然裡，經由仔細觀察下發現生態之美，在動手操作裡體驗更多

的感動，在互動討論中發現更多學習的樂趣與學習的成就感，在分享

喜悅時激盪出燦爛的心靈火花，培養出更多的自信，自然地渾身散發

出動人的神采。 

參與的家長也說：『以前雖常帶小朋友到處玩，但總是毫不在意

的踩過各種植物，直到今天才發現植物世界如此繽紛；以前常到海邊

玩耍，今天才知道，蹲下來，還有一個更有趣的大千世界。』這就是

親身體驗才能知道的樂趣，難怪有許多人一踏進生態世界就忘我了。 

教室無圍牆，因此，我們試著打破教室是唯一學習環境的迷思，

將學生直接帶出教室，帶出校園，帶到河口，讓孩子親身俯觸大地的

脈動，感受自然之美，並將這份感動深深藏在心裡，化為一篇篇美麗

的童詩、作文、圖畫、小書，讓學習的樂趣成為孩子求知的動力。 

在河口可以看到許多不屬於海洋的人造廢棄物，數次探索活動

後，孩子們觀察到人為介入越多的沙灘，垃圾越多、螃蟹越少，親身

體會人類污染所造成的生態浩劫，進而省思：我們可以為大地做些什
麼？ 

居住在台灣的我們，經常自豪的說：台灣是「福爾摩沙-美麗之

島」，但是台灣究竟哪裡可愛，美在何處？在多數人的學習經驗裡，

總是停留在書本、圖片上，老師的解說中，以似懂非懂的方式背誦我

們身邊的種種，欠缺親身體驗的感動，更沒有機會真正去觀察發現這

塊土地的美在哪裡？因此，每當有人問起，總只能以道聽塗說或照本

宣科的方式敷衍一番。而台灣原本美麗動人的山川原野，能夠滌蕩心

靈的生態之美，也在大家的輕忽下，逐漸隨風遠颺、消逝無蹤！ 

有空嗎？請各位一起走出冷氣房，享受台灣大自然風霜雨雪的洗

禮，與嬌豔翠綠的植物說聲哈囉！和遨翔天際的鳥兒，一起神遊大

地；和魚、蝦、蟹、貝逗陣悠游水中；聽鳥鳴蟲唧的款款深情與大地

合唱；您將會發現台灣福爾摩沙的楚楚動人，讚嘆造物者的神奇，與

身為台灣人的福氣與驕傲！帶著您的感動、帶著您的讚嘆，將這些點

點滴滴的喜悅分享給您的親朋好友，讓我們一起重新認識台灣、欣賞

台灣、關懷這片我們土生土長的美麗大地。 

謝天，今年的海洋學校工作坊依然畫下一個美麗的句點。 

林佩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