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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海洋學校」計畫申請表 

申請時間：  100 年 1 月 31 日                      

瑱 表 人 / 聯 絡 人 
計 畫 名 稱 探索內太空-南湖海洋教育實驗課程 

姓 名 吳杏惠 

電 話 0910217463 
申 請 學 校 台北市南湖國小 

傳 真  

e-mail hsin@nhps.tp.edu.tw 

選教學領域 

 ■語文  □社會  □數學  ■藝術與人文  

 □健康與體育 ■自然與生活科技■綜合活

動 

教學主題 
□潮間帶 ■生態主題教學 □溪流河口生態

主題教學 □溼地生態主題教學 

地 址 □□□ 

台北市內湖區康寧路

三段 200 號 

活動目的及依據 利用線上海洋教材結合本校已開發之海洋教育素材進行實驗教學與教案設計 

辦理單位 主辦單位  承辦學校 台北市南湖國小 

※活動期程 3 月 1 日~ 6 月 30 日止 預估人數 180 活動場次 6 

活動單元      6      項 教案 6  份 學習單     6    份 

參加年級 3-6 活動地點 南湖國小 

學校鄰近海邊 請ˇ選  □是       █否 全校班級數 64 

活動方式及內容 
室內：海洋教育融入各科實驗教學 

室外：海邊淨灘、地質地形探查與海生館參觀等校外教學 

預期效果 將海洋教育融入各科達到讓學生知海愛海親海的推廣目的 

申請單位簡介

（含以往辦理相關

活動成效） 

1. 承辦廣達基金會之天文教學。 

2. 參與 98 教育部大手牽小手的海洋素材發展計畫，並有具體成果－海洋科學與

科技（如附件），已榮獲 98 年優良海洋素材殊榮。 

3. 參與 99 教育部大手牽小手的海洋素材發展計畫，題目：海洋與音樂的對話。 

課程（演講內容

簡介） 
海洋開拓史、海洋概論、海洋生物、海洋科技與船舶、海岸地形、海洋與環境 

計畫書 請附上完整計畫書及活動教案（辦理方式、活動流程、活動教案設計表、活動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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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海洋學校」計畫課程教學計畫書 

探索內太空-南湖海洋教育實驗課程 
一、目的： 

臺灣四面環海，可說是海洋國家，可惜在 99 課綱之前並未將海洋教育明列於教材

中，普遍未受到重視。現在國際與環保意識的醒覺終於要在 100 學年度將海洋議題納入

教材，臺北市雖然是首善之區，但是並未直接臨海，又限於國人長久對於海洋的不了解，

能愛海親海知海的人少之又少。 

另一方面，適用於國小階段的海洋素材雖然為數不少，坊間有相當多的各類書籍，

但有系統的介紹知識並與國小課程結合的並不多，常可看到知識性的書籍太嚴肅無法引

起孩子的興趣，漫畫式或較有趣的故事型讀本或繪本常常知識背景不足，甚或科學理論

是錯誤的。有鑑於此，本校幾位對於海洋議題有興趣的老師，已著手參與教育部大手牽

小手的海洋素材發展計畫，並有具體成果－海洋科學與科技（如附件），已榮獲 98年優

良海洋素材，發表於教育部海洋教育先導型計畫辦公室 http://meep.moe.edu.tw 網站。

這一份海洋素材，老師們用心製作，並以兩位主角對話的方式，生動的介紹海洋的相關

知識，同時我們的海洋團隊也正在編纂研發 99 年素材－海洋與音樂的對話。無論如何，

老師們期望能將所發展的素材進一步用在課程中，為 100 學年度將海洋議題納入教材進

行暖身，擬建立『探索內太空』實驗課程，與本校之『天文』校本課程常談的外太空做

呼應。除了知識性的內容，也配合情境式遊戲或動手做的課程，期望學生能從動手做中

得到學習的樂趣與潛移默化的知識概念。 

二、 依據： 

（一） 教育部海洋教育白皮書 

（二） 教育部海洋課程綱要 

三、 辦理學校：台北市南湖國小 

四、 教學對象(年級)：三～六年級 

五、 教學領域：綜合、藝術與人文、社會、語文與自然領域 

六、 教學梯次：兩梯次 

七、 教學人數：60 

八、 辦理日期：100.3～100.6 

九、 辦理時間：彈性、綜合課程或各領域延伸課程每教學時間三至四節 

十、 辦理地點：實驗班級教室、視聽教室 

十一、 教學內容： 

 

擬以 98 教育部海洋素材－海洋科學與科技（如附件)為藍本，進行海洋教育融

入各科的課程設計，預定每個主題課程，包含兩節知識概念的傳授以及兩節的創意動



 3 

手作課程。目前規劃如下表： 

 

表一、各單元教案彙整表 

教學活動 主題 融入課程 

一 海洋開拓史 社會課程、國語課程 

二 海洋概論 自然科課程可與氣象、溶液等單元結合 

三 海洋生物 自然科認識水生動植物課程、藝術與人文課程 

四 海洋科技與船舶 自然科能量與交通工具單元課程 

五 海岸地形 自然科課程可與岩石與礦物等單元結合 

六 海洋與環境 社會科、自然科領域課程、綜合領域課程 

 

教學活動一: 海洋開拓史-融入社會課程、國語課程 

（一）知識概念 

藉由鄭和、哥倫布與麥哲倫等中西方海洋探險家的故事，讓學生瞭解海洋

開拓史，使學生能體會先民胼手胝足開疆闢土的辛勞。 

（二）創意動手作 

設計由學生編寫海洋話劇、開拓海洋大富翁遊戲。可分年段不同能力分別

進行偶戲或演戲的方式呈現。 

 

教學活動二: 海洋概論-融入自然科課程可與氣象、溶液等單元結合 

（一）知識概念 

藉由學生在自然課學到的氣象觀念，引導學生認識衛星雲圖，進一步了解

地球氣流環流的形成，再讓學生瞭解氣流氣溫的改變影響海洋的溫度與流動，

再引入洋流等概念，讓學生瞭解海洋。另外配合鹽的溶解課程可以引導學生了

解密度與浮力的觀念，進一步讓學生認知海水密度與海洋生物的環境生態依存

關係。 

（二）創意動手作 

擬進行不同水溫的對流觀察實驗以及鹽水密度對雞蛋浮沉的影響。 

 

教學活動三: 海洋生物-融入自然科認識水生動植物課程、藝術與人文課程 

（一）知識概念 

藉由水生動植物的認識，進一步讓學生思辨生物與環境之間的關係，進一

步了解海洋生物為了適應海洋環境演化出什麼樣的構造機能，並擁有什麼樣的

溝通方式，尤其海生哺乳類中的鯨豚主題最容易引起學生的共鳴與興趣，本校

有位鯨豚學會的專家，可以進行這個主題的介紹。 

（二）創意動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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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美勞課讓學生設計海洋生物的造型，可依不同年段進行 

1. 利用圖畫紙平面繪圖。 

2. 利用陶土或黏土進行立體的造型設計。 

3. 利用陶板或馬賽克拼貼的方式做海洋生態造型的設計。 

4. 亦可進行魚拓的體驗活動讓學生更清楚觀察魚的鱗片、魚鰭等構造特

徵。 

 

教學活動四: 海洋科技與船舶-融入自然科能量與交通工具單元課程 

（一）知識概念 

藉由自然課程介紹船舶等交通工具，並進一步引導學生對於再生能源如水

力、風力與太陽能等的認識，並進一步讓學生動手設計氣功船，讓學生對於船

的平衡與動力有實際體會。 

（二）創意動手作 

利用寶麗龍或珍珠板或是廢棄塑膠瓶罐等材料來讓學生設計船隻的造型，

並應用馬達與風扇設計自己的拼板舟或氣功船。 

 

教學活動五: 海岸地形-融入自然科課程可與岩石與礦物等單元結合 

（一）知識概念 

藉由學生在自然課學到的地質與地形的概念，引導學生認識台灣的海岸地

形，並了解水的循環作用，再讓學生省思在陸地上的人為開發會影響河流地形

及海岸線的改變，並瞭解所有污染與破壞最後都進入海洋，而海洋的一切問題

最後經由食物鏈、大氣循環等的作用還是會回饋到人類本身去承受。 

（二）創意動手作 

擬進行地形三明治體驗活動與冰山溶解海平面上升的實驗。 

 

教學活動六: 海洋與環境-融入社會科、自然科領域課程、綜合領域課程 

（一）知識概念 

藉由『魚線的盡頭』這部影片的片段以及『快樂腳』的影片片段，讓學生

思辨討論人的行為如捕魚、開採、休閒等行為對於海洋生物與海洋環境的影響，

亦可呈現近年來的新聞事件如油輪擱淺漏油事件、海洋垃圾渦流事件等讓學生

進一步了解人們對於海洋的傷害與負面影響，並進一步希望學生省思自己可以

採取的正面行動。 

（二）創意動手作 

利用美勞課讓學生設計海洋遊戲王卡，並利用時間進行遊戲。海洋遊戲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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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的內容包括： 

1. 怪獸卡-海洋生物，學生可藉由海洋生物的介紹更了解海洋生物。 

2. 陷阱卡-海底火山、魚網、垃圾渦流、漏油……等事件讓學生了解這些

事件對於海洋生物的負面影響。 

3. 魔法卡-學生自行設計海洋生物可以採取的正面行為或做法，經由這個

設計過程學生可以產生同理心，並有較正面的價值澄清作用。 

        （三）校外參觀體驗 

                1. 東北角－野柳等海岸奇岩怪石與海岸地形的認識、淨灘體驗 

                2. 長榮海事博物館－認識船舶與科技 

                3. 夜宿海洋生物博物館－認識海洋生物 

 

詳列每單元教案表格彙整如附件三 

 

十二、 辦理方式：  
           我們將邀請有興趣的老師一起成立教師社群，利用固定的時間進行對話討論

（規劃如下表），除了設計相關的教學活動與教案外，也進行教學實驗，過程進行觀

察與記錄，再經由夥伴間的客觀立場，提出建議與改進方案，建立好的教學活動與

教案模組，再經由網路分享平台，推廣海洋教育。我們也將邀請學者專家給予專業

的指導與建言，期末將辦理成果發表，邀請有興趣的老師一起參與分享。 

場

次 
日期/ 
時間 實施內容 實施方式 講師/ 

主持人 地點/備註 

1 3/2(三) 
16:00-18:00 

計畫說明 
討論社群教師分組與分工 

同儕對話 吳杏惠 410 教室 

2 3/9(三) 
16:00-18:00 

外聘專家-建國科技大學劉啟
民教授 

專家講座 劉啟民
教授 

會議室 

3 3/16 (三) 
16:00-18:00 

海洋教育融入教學之教學活
動或教案分析(分組一) 

同儕對話 
 

何承璋 410 教室 

4 3/23 (三) 
16:00-18:00 

辦理海洋夏令營之經驗分享-
興雅國小李汪聰主任 

專家講座 李汪聰
主任 

會議室 

5 3/30(三) 
16:00-18:00 

海洋教育融入教學之教學活
動或教案分析(分組二) 

同儕對話 
 

黃于玲 410 教室 

6 4/6(三) 
16:00-18:00 

海洋與地質－國語實小王郁
軒老師 

專家講座 王郁軒 會議室 

7 4/13(三) 
16:00-18:00 

海洋教育融入教學之教學活
動或教案分析(分組三) 

同儕對話 
 

游婷媜 410 教室 

8 4/20(三) 
16:00-18:00 

外聘專家-建國科技大學劉啟
民教授 

專家講座 劉啟民
教授 

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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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4/27(三) 
16:00-18:00 

海洋教育融入教學之教學活
動或教案分析(分組四) 

同儕對話 
 

王宗琪 410 教室 

10 5/4(三) 
16:00-18:00 

海洋教育融入教學之教學活
動或教案分析(分組五) 

同儕對話 
 

曾婉菁 410 教室 

11 5/10(三) 
16:00-18:00 

外聘專家-建國科技大學劉啟
民教授 

成果檢視與
建議 

劉啟民
教授 

會議室 

12 6/7(三) 
14:00-16:00 

成果彙整出版與辦理成果發
表會 

成果發表 蕭福生
校長 

會議室 

 

期程規劃 

100 年  
執行項目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資料收集       

實驗教學       

專題演講       

社群對話會議       

教案與教學活動設計        
成果文集彙編、校稿修正       

定稿印刷       

成果發表會       
 

 

十三、 活動流程：  

（一）教師設計『探索內太空』教案與教學活動 

（二）實驗教學 

（三）教師對話、邀請專家學者指導 

（四）建立『探索內太空』課程與教學模組 

（五）成果發表與分享 

 

十四、 參考資料 

中央研究院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臺灣魚類資料庫 http://fishdb.sinica.edu.tw/ 

中央研究院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臺灣貝類資料庫 http://shell.sinica.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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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海洋教育 http://140.111.34.34/marine/index.php 

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  成果入口網 http://digitalarchives.tw/index.jsp 

海洋心資料庫 http://140.112.65.17/odbs/ 

中央氣象局 http://www.cwb.gov.tw/ 

環境資訊中心 http://e-info.org.tw/ 

科學人雜誌 http://sa.ylib.com/ 

科學小芽子 http://www.bud.org.tw/ 

國立編譯館 http://dic.nict.gov.tw/ 

劉啟民，教育部顧問室海洋先導型計畫辦公室補助「海洋科學與科技」課程教學網站 

(http://140.112.27.193/index.html) 

廖榮文，《海洋學概論》，徐氏文教基金會，2000。  

王冑，《物理海洋學》，台大海洋所課程講義。  

李素芳，《台灣的海岸》，遠足文化，2001。  

邱文彥，《海岸管理理論與實務》，國立編譯館，2003。  

邱逢琛，蕭高明，《海洋偵測大隊》，科學發展月刊，2007。  

郭一羽等，《海岸工程學》，文山書局，2003。  

郭一羽，李麗雪，《海岸生態景觀環境營造》，明文書局，2006。  

陳鎮東，《海洋化學》，國立編譯館，茂昌圖書有限公司，1984。  

黑潮海洋文教基金會，《台灣的漁港》，遠足文化，2004。  

戴昌鳳，《台灣的海洋》，遠足文化，2003。  

戴寶村，《近代台灣海運發展：戎克船到長榮巨舶》，臺北：玉山社，2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