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8989898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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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年 10 月 12 日 海科字第 0980004015 號  
計畫申請  

名稱 
校園水生環境生態教育-水案草語 辦理地點 屏東縣縣立車城國中校園 

  

對    象 車城國中七至九年級學生 

計畫活動

總場次 
六場次 

辦理期間 
自 98 年 10 月 12 日起 

至 98 年 12 月 31 日止 

報告附件 

□印刷品�課程表或流程表     

�其他(網頁電子檔)  �活動教案 

�活動學習單   �活動照片 

計劃活動

總人次 
1060 人次 

活動心得： 

    新落成的校園，環境軟體卻極度缺乏，感謝海生館給予建立本校校園水生環境生態教

育的機會，使本校得以建置生態池。講師非常熱心，不惜成本提供近 30 種的水生植物，孩

子參與其中獲益良多。不過因恆春半島氣候特殊，本校生池的情形(例如泥沙成分、水池深

度及蓄水不易等變因)，導致部分水生植物存活不易，實感可惜。觀察時日後，將再做進一

步的調整及維護。 

效益評估： 

預期成效 成效評估 

1.建置完成校內水生植物生態池。 已建置完成，達成預期成效。 

2.生態小尖兵能進行校園水生植物解說

宣導。 

因時間因素課程集中，導致小尖兵解說內容

有限，可於日後繼續充實。 

3.建置校園水生植物生態環境教學資源。 已建置完成，達成預期成效。 

4.師生具備維護及管理水生植物生態池

的能力。 

全校性宣導 3 次，具備維護管理之概念。但

實際操作則有賴訓練過的二十多位同學。 

5.提升全校師生對水生植物的認識及維

護校園生態環境的重視。 

達到提升師生認識水生植物及維護校園生態

環境的成效。(例：宣導後有師生反應原來不

是什麼魚都可以隨意放置於池中。)  

檢討與建議： 

1. 活動實施日期會因應臨時的狀況而做修正。 

2. 部分水生植物放置 2-3 週後，發現有些適應良好，有些則因本地之地理及氣候因素適

應不良，預計再觀察一段時間後，再進行植栽的調整。 

3. 因時間因素，許多班級之融入課程還來不及實施，將再後續完成。 

活動相片（附件一） 

負責人： 曾美芳            （簽章）      填表人： 洪竹怡         （簽章） 

聯絡電話： （08）8823440 轉 15         傳真： （08）8824178 

    

填 表 日 期 ： 98  年 12 月  11 日                                             

（學校印信） 



附件一   活動照片 

 
認識水生植物 

 
認識水生植物(觀察植物結構) 

 
水生植物植栽 

 
水生植物植栽 

  

水生植物管理與維護 
 

水生植物管理與維護 

 
生態缸製作 

 
生態缸製作 



活動照片 

 
彩葉莧植栽 DIY 

 
彩葉莧植栽 DIY 

  

宣導準備工作 
 

宣導及網頁製作準備工作 

 
宣導準備工作 

 
校園水生植物網頁製作 

 
校園水生植物網頁製作 

 
校園水生植物網頁製作 



活動照片 

 
宣導前練習 

 
校內宣導 

 

校內宣導 
 

校內宣導 

  
校內宣導 

 
水生植物網站 

 
校內宣導 

 
校園水生環境生態池 

 



車城國中車城國中車城國中車城國中 98989898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海洋學校海洋學校海洋學校海洋學校」」」」((((校園水生環境生態教育校園水生環境生態教育校園水生環境生態教育校園水生環境生態教育----水岸草語水岸草語水岸草語水岸草語))))課程實施流程課程實施流程課程實施流程課程實施流程    

水案草語水案草語水案草語水案草語    

認識水生植物 

認識水生植物家族 

水生植物生存環境 

水生植物生存危機 

水生植物構造觀察 

水生植物 
維護與管理 

 

認識維護方法 

認識生態平衡 

問題討論 

製作解說牌 

水生植物 
栽植實作 

 

認識種植方式 

水池環境清理 

水生植物栽植實作 

水生植物 
宣導教育 

 

照片拍攝剪輯 

網頁內容討論製作 

全校宣導(動靜態) 

融入教學 



98989898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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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活動活動活動教案設計教案設計教案設計教案設計表表表表    

教學活動一（附件教材 1 份、學習單 2 份、測驗卷  0  份） 

教學單元 認識校園水生植物-水岸草語 學校名稱 車城國中 

教學年級 七-九年級 設計者 洪竹怡/許淑美 

教材來源 自編/網路 教學時間 18 小時 

學習目標 

1.認識水生植物類別 

2.認識水生植物植栽方式 

3.學習水生植物管理與維護 

4.建立網站推廣宣導 

教學資源 
電腦、單槍、數位相機、學習

單、水生植物、植栽工具 

能力指標 
自然 2-3-2-10 觀察野外生活中自然現象的變化。 

1-3-5-4 願意與同儕相互溝通，共享活動的樂趣 

1-4-5-6 善用網路資源與人分享資訊 

2-2-2-1 實地種植一種植物，知道植物各有其特殊的構造，學習安排日

照、提供水份、溶製肥料、選擇土壤等種植的技術 

2-3-2-1 察覺照光、溫度、溼度、土壤影響植物的生活，不同棲息地適應

下來的植物也各不相同。發現植物繁殖的方法有許多種 

5-2-1-2 能由探討活動獲得發現和新的認知，培養出信心及樂趣 

6-1-2-1 養成動手做的習慣，察覺自己也可以處理很多事 

6-1-2-3 學習如何分配工作，如何與人合作完成一件事 

6-2-3-1 養成主動參與工作的習慣 

環境 3-2-1 瞭解生活中個人與環境的相互關係並培養與自然環境相關的個人

興趣、嗜好與責任。 

資訊 5-3-1-能找到合適的網站資源、圖書館資源，會檔案傳輸。 

教學流程 

具體目標   教學步驟 教學資源 時間     評量方式 

1.認識水生

植物種類 

 

1.說明水中植物的特性與構造 

2.介紹水中植物的生長環境需求 

3.介紹適合恆春半島的水生植物 

4.討論校園適宜的水生植物 

電腦、單槍 4 小時 口頭評量 

參與討論 

2.認識水生

植物植栽與

管理 

1.介紹水生植物的栽植方式 

2.說明水生植物栽植注意事項 

3.介紹水生植物維護管理的方式 

4.水生植物與動物相互影響關係 

5.討論如何有效管理校園內的水

生植物 

水生植物 

電腦、單槍 

4 小時 口頭評量 

參與討論 

 



3.水生植物

植栽實作 

1.水生植物植栽方式說明與示範

2.水生植物植栽分組實作 

3.各組實作成果分享 

4.綜合討論 

水生植物 

植栽工具 

4 小時 實際操作 

4.建置校園

水生植物宣

導網站 

1.拍攝校園水生植物照片 

2.校園水生植物說明文字建檔 

3.照片美編剪輯 

4.校園水生植物網站建置實作 

電腦、數位相

機 

5 小時 作品評量 

5.師生能認

識及共同維

護校園水生

植物 

1.介紹校園栽植的水生植物及其

特性。 

2.上網觀看校園水生植物網站。 

3.實際尋訪校園水生植物生態池 

4.完成學習單作業。 

學習單 

網路/電腦 

校園生態水池 

1 小時 學習單 

教材 （如附件）    

學習單 （如附件）    

測驗卷 （如附件）    

    



水岸草語-認識水生植物學習單 

一、 下列何者是水生植物的特性，請勾選�： 

□只能在水中生長的植物。 

□可在水中生長，也包括可長期生活在非常潮濕乃至 100﹪飽和水的土壤裏的植物。 

□必須有強韌的莖和根。 

□表皮極薄可直接從水中吸收水分和養分。 

□根與莖都有厚厚的表皮包覆。 

□根不發達。有些根的功能主要是作為固定用。 

□植物的葉、莖或根的內部組織，有許多空隙，使植株漂浮水中，並儲存所需要的空氣。 

二、 水生植物可分為哪四大家族？ 

1.________________：根系已經完全退化，或根系不固著於基質上的；即使根系有機會

可以接觸到土壤，也無法鑽伸入土壤的深層中。植物體呈浮「遊」

於水面上的狀態，或懸浮在水域上層，因水流或風力而四處漂移。

如大萍、布袋蓮、浮萍等。 

2.________________：根系深入水下的土壤中，可將植物體固著於一定點，植物的地上

部則部分至大部分都是高高的挺出於水面之上。 

3. ________________：此類植物體的體表多不具角質層，水分可由植物體表面直接進

出，如臺灣水韭、水蘊草等。 

4.________________：此類植物體於水上的部分仍會有角質層，可以防止水分快速蒸散，

如臺灣萍蓬草、睡蓮、菱等。 

三、  請將寫上下列水生植物類別： 

�台灣水韭/水車前→  沈水植物    

�水蓑衣/大井氏燈心草/台灣水蕹/印度莕菜→   挺水植物    

�蓴菜/浮葉水丁香/沼澤水丁香/小花水丁香/瓦氏節節菜/葉底紅/台灣萍蓬草/田字草/

小莕菜→   浮葉植物     

�槐葉萍/滿江紅/水杉菜/革葉水蕨/柳葉水蓑衣/綠竹/獅子草/象耳草→  漂浮植物   

�田葱/水豬母乳/大安水蓑衣/異葉水蓑衣→  溼生植物   

四、 你最喜歡的水生植物是什麼？你喜歡它的哪些特色呢？ 

 

 

班級______ 座號____ 姓名____________ 



(附件)學習單二 

水岸草語-認識校園水生植物生態池學習單 

一、 目前我們學校的生態池有幾種水生植物？分別是哪些？ 

 

二、 你知道哪些動植物不適合放在學校的生態池中嗎？如果放進去，  

會造成什麼影響？ 

 

 

三、 有哪些方式可以維護學校生態池的生態呢？ 

 

 

四、 你最喜歡的水生植物是什麼？為什麼？ 

 

 

 

班級______ 座號____ 姓名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