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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海洋學校」計畫成果報告總表                    
計畫申請  

名稱 

探索內太空-南湖海洋教育實

驗課程 
辦理地點 台北市南湖國民小學 

對    象 中高年級學生 

計畫活動

總場次 

6 場 
辦理期間 

自 100 年 2 月 1 日起 

至 100 年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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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 

活動心得： 

    經過這次的教學經驗，我發現海洋教育是一個包含許多學科知識的教學主題，這個教

學主題涵蓋自然與生活科技、歷史、語文、藝術與人文…等，讓孩子藉由不同的教學活動

與歷程，探索浩瀚的海洋，使學生對海洋有基本認識與概念，進而感受海洋的豐富與重要。 

    在教學活動中，學生喜歡聽老師說故事，也喜歡自己上網找資料。這次在本校的未來

教室上課，學生能隨時依據老師所提的問題，上網作搜尋，找到資料，但在統整與發表部

分及資料整理與上台發表便覺得較有難度，使我們深刻體會到：未來老師要傳授給學生的

不再是只有「知識」，因為「知識」是隨手可得，身為老師不論有多麼神通廣大，也比不上

無遠弗屆的網路；所以身為未來教師的我們應該培養學生統整資料以及有條理表達想法的

能力，而學習與他人合作也是必須學習的重要態度。 

     

效益評估： 

為了檢測我們設計的海洋課程，在教學是否有增進學生知識、情意、技能三方面的效果，

因此我們設計了一個問卷（如附件二），分別在教學前後進行前後測，並進行結果的統計與

分析，問卷分為三部分，分別是海洋的過去、現在與未來，並就知識層面與喜好海洋的情

意程度與表達技能來檢視學生的能力，其分析結果如下： 

(一)、海洋的過去－包含海洋開拓史的部分，希望從前後測了解學生在此方面的了解程度，

並確認是否經由課程的引導而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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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個問題: 

問

題 
問題內容 

前測答對率

百分比 

後測答對率

百分比 

與前測相

較 P值 

1 
從前有個大探險家，發現了新大陸，他叫什麼名

字？達爾文麥哲倫哥倫布馬可波羅。 
57.69% 84.62% 0.02947* 

2 

從前有一個大探險家，繞過非洲的好望角，完成

環遊世界一周的探險，他叫什麼名字？達爾文

麥哲倫哥倫布馬可波羅。 

50.00% 76.92% 0.36334 

3 
從前，中國也有個大探險家，七次下西洋，他叫

什麼名字？曹操鄭和徐達唐三藏。 
88.46% 100.00% 0.10340 

4 

近代，曾有外國人從海上到臺灣來開墾，在台灣

的北方與南方經營並留下許多古蹟，這些外國人

是哪些國家的人？美國和日本西班牙和荷

蘭法國和葡萄牙韓國和菲律賓。 

53.85% 96.15% 0.01474* 

5 

台灣早期的漁民，總要在出海捕魚前祭祀神明，

祈求哪一個神明的保佑？土地公海神媽祖

海龍王。 

80.77% 92.31% 0.66356 

6 

台灣早期，西部沿海的漁民喜歡捕一種魚，這種

魚的魚卵具有高營養價值，成為餽贈自用的好

禮，價格不便宜，為漁民帶來很高的收入，這種

魚是什麼魚？烏魚鮪魚鯨魚飛魚。 

26.92% 92.31% 0.00068* 

7 

從大陸經由海上到臺灣來開墾，要橫渡危險的黑

水溝，黑水溝指的是什麼?長江黃海台灣海

峽淡水河。 

69.23% 65.38% 0.64649 

*:表示 P值達到顯著的差異水準 

    很顯然的經過我們的『史詩的海洋』教學之後，學生原本對海洋開拓史較陌生的部分

有顯著的進步，尤其是跟早期台灣的開發有關的問題，四年級的學生在這方面接觸的還太

少，經由教學活動以及學生自己上網蒐集資料有深刻的印象。反之在教學中未提及的題目，

介於大陸與台灣之間的黑水溝答對率不升反降，分析答案是因為我們提到淡水河在台灣開

發中的重要性而被干擾。 

(二)、海洋的現在－從孩子對海洋的喜愛程度出發，看孩子對海洋的情意面向，是否對海

洋活動、海洋環境、海洋生物、海洋從事人員更具概念。 

問 問題內容 前測平均數值 後測平均數值 前後測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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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 (填答率) (填答率) 較 P值 

1 你喜歡大海嗎？非常喜歡喜歡普通

不喜歡非常不喜歡。 

1.5769231 1.5769231 1.00000 

2 你喜歡到海邊玩嗎？非常喜歡喜歡普

通不喜歡非常不喜歡。 

1.4230769 1.6538462 0.18484 

3 你到海邊會做甚麼活動呢？              

        

88.46% 96.15% 0.16133 

4 你喜歡知道有關海洋的知識嗎？非常喜歡

喜歡普通不喜歡非常不喜歡。 

1.8846154 1.8076923 0.66356 

5 你知道海洋現在面臨甚麼問題嗎? 答： 50% 69.23% 0.13432 

6 你喜歡的海洋生物請列舉三個          

                   

88.46% 92.31% 0.32689 

7 想想看，如果臺灣不是四面環海，就不會有

哪些行業的人？ 

61.54% 96.15% 0.00125* 

8 影響台灣的洋流有哪些?請舉出兩個 42.31% 88.46% 0.00044* 

*:表示 P值達到顯著的差異水準 

這個部分我們主要希望了解學生對於海洋的喜愛程度是否因為『多樣的海洋』教學活動而

增加，幾個檢視向度如喜歡大海、喜歡到海邊玩、喜歡知道海洋的知識的情意程度非常喜

歡喜歡普通不喜歡非常不喜歡給分方式來做比較，同時也以填空的方式讓學生自由

的表達他們的想法，我們看到教學活動雖未改變學生喜歡海洋的程度，但是自由表達的填

答率幾乎都有增加，填答的內容更加的豐富，對於問題的瞭解程度增加也更願意去思考。

下表即兩次測試學生填寫的答案，問卷文字統整： 

題號 前測回答 後測回答 

3 踩海浪、挖砂子、找貝殼、淨灘、玩水、游

泳、坐香蕉船、潛水、觀察潮間帶、吹海風、

打球、散步、看海浪、看有沒有螃蟹洞 

玩水、游泳、抓東西、抓魚、玩沙、堆沙

堡、泡腳、看海、淨灘、散步、看海、浮

潛、觀察潮間帶、認識海邊砂子或石頭、

曬太陽、玩排球、 

5 海平面一直上漲、漲潮、有人都把魚給殺死

害我們台灣的魚變得很少、冰山溶解、汙染

被亂丟垃圾、海水被汙染、地球暖化魚量

變少、海平面上升、2048 年全球沒魚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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魚群突然死亡 抓，生態將會不平衡、溫室效應、空氣汙

染、家庭等廢水大量排入海洋、魚被過度

捕撈 

6 鯨魚、熱帶魚、海龜 寄居蟹、螃蟹、鯊魚、

鯨豚、旗魚、蝶魚、海馬、魟魚、小丑魚、

水母、海星、海豚、海狗、海獅 

藍鯨、座頭鯨、鯨鯊、海龜、寄居蟹、鯊

魚、海豚、秋刀魚、河豚、海獅、沙丁魚、

飛魚、小丑魚、水母、海星、海豹、蝦子、

鮪魚、海牛、旗魚、熱帶魚、虎鯊、藍帶

章魚、大白鯊 

7 漁業、漁夫、賣魚商家、坐船的人、開船的

人、捕魚、做魚罐頭 

捕魚的人、買魚的人、漁業、漁夫、工商

業、製造魚罐頭的人、開船的人、造船、

魚類食品加工、研究魚類的人員、海洋博

物館、渡輪上的司機與導覽解說員、觀光

漁業、賞鯨船 

8 黑潮、親潮 黑潮、親潮 

前後測的比較可以看出學生不僅對問題的瞭解層面增加，更能有較深度的思考，但是對於

台灣附近的洋流仍然限於黑潮與親潮，這方面在課程中並沒有強調，在其他課程中也尚未

提及，學生能知道黑潮與親潮已經不錯了。 

 

(三)、海洋的未來－希望可以了解孩子對於看完『魚線的盡頭』等課程後，對於海洋生物

或魚獲減少有所憂慮，保護海洋的社會責任是否提升等面向，有情誼的評測、也有自我期

許社會責任的自由填答題目。結果如下： 

問

題 

問題內容 前測平均數

值(填答率) 

後測平均數

值(填答率) 

前後測相

較 P值 

1 有科學家估計大約在 2048 年全球將

沒有魚可以捕了，對於這個消息你會

不會感到憂慮？非常憂慮憂慮

普通不憂慮完全不憂慮。 

2.19 1.65 0.01990 * 

2 冰山溶解，海平面上升等很可能是人

為造成的溫室效應，你覺得自己可以

做到的環保行動有哪些？ 

65.38% 84.62% 0.04301* 

*:表示 P值達到顯著的差異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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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項 題目：如果 2048 年的未來(大約是你 48歲左

右)沒有魚可以捕了，你憂慮的是？可複選 

前測平均數

值 

後測平均數

值 

與前測相較

P值 

1 沒有魚可以吃 53.85% 57.69% 0.74597 

2 生態不平衡 57.69% 69.23% 0.26492 

3 溫室效應 42.31% 42.31% 1.00000 

4 海洋的美景不見了 46.15% 61.54% 0.16133 

5 完全不憂慮。 7.69% 0.00% 0.16133 

*:表示 P值達到顯著的差異水準 

生態不平衡與海洋美景不再是前後測有最大差異的議題，顯然在教學活動後，學生的關注

度有增加，對於沒有魚可吃的問題倒是沒有太大的差異，學生已經能跨越問題的表象，更

關心背後對生態的影響。 

題目 前測回答 後測回答 

3. 冰山溶

解，海平面上

升等很可能

是人為造成

的溫室效

應，你覺得自

己可以做到

的環保行動

做好資源回收、提醒海邊的人不

要再把垃圾丟到海裡、消滅垃

圾、少開冷氣 少吃魚 少開電風

扇、隨手關燈、不要製造出大量

的塑膠垃圾、 水重複使用、少

吃肉、不要看電視、不要玩電

腦、讓一些海洋生物繼續活下

去、使用環保碗筷、多種樹、不

要做好環保的概念、不要亂丟垃圾、不排放汙

水和濃煙、不浪費水電、不汙染海洋、不要抓

海洋保育類動物、在海邊觀察完小魚要放回

去、少開車多坐公共運輸工具、淨灘、少吹冷

氣多吹自然風、不要用免洗筷、節約用水、不

隨意捕抓魚蝦、愛護海洋、不要隨便棄養水族

箱的魚類、不要毒魚電魚、不要買不需的東西、

垃圾減量、多用環保袋、不買包裝過度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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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哪些？ 浪費資源 買有環保標章的物品、不亂燒垃圾、多種樹、

多用天然的產品少用化學加工品 

針對自己可以為海洋做的具體行動的開放性問題，後測的填答遠比前測的回答更豐富也更

具體，顯然在『永續的海洋』教學活動過後，學生的行動知能增加了，這是非常有意義的。 

 

 

檢討與建議：在海洋教育這一塊新興議題的教育園地，有太多的社會責任與教育義務

等待現場教師們來承擔，它所包含的議題太廣泛，就如海洋在地球上所佔的面積超過百分

之七十，我們對海洋所知太少，面對未耕的處女地，教師有如拓荒者，要在這一片荒野披

荊斬棘，從教材素材的選擇甚至自編繕寫，再到設計活動、教學推廣，果真如電影『神鬼

奇航』一般在茫茫大海中探險摸索，若不是真的認同海洋教育的意義，人類在貧瘠的陸地

資源有限的情況下，若不另闢藍海，何曾有未來？人類在過去貪婪的向自然索取，已經犯

下太多的錯，不先在現今的孩子腦中播下愛護海洋，保育海洋的種子，有許許多多的事往

往等到發生了，已然沒有退路，所以我們非常願意開發新的海洋素材，更願意在我們的教

學花園中，適時提供學生們有趣快樂的海的回憶，使我們的孩子有美好的未來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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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利用未來教室討論

航海先驅者 

 

教師講授海洋探險與哥倫

布航線的開發 

 

學生努力搜尋相關問題 

 

學生分享報告搜尋結果 

 

編寫海洋話劇 

 

實際演出海洋話劇 

 

實際演出海洋棒偶劇(1) 

 

實際演出海洋棒偶劇(2) 
 

學生們仔細觀賞海洋話劇 

還沒加鹽之前是沉的 
加到第三匙開始浮了 加到飽和蛋的中心方向變

橫的蛋不會浮更多了 

 
魚拓製程 1-固定魚鰭 

 

魚拓製程 2-上色 

 

魚拓製程 3-拓印 

 

老師介紹魚拓作法 

 

魚拓成品 1 

 
魚拓成品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