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雄市鹽埕區光榮國小 108 學年度推動海洋教育週實施成果
普通班
班級數

11 班

一年級 四年級 七年級 十年級
實施 二年級 ▓五年級 八年級 十一年級
年級 三年級 六年級 九年級 十二年級
全校 其它______________

本次海洋
教育活動
實施時間
本次教學
活動運用
主要之教
學策略
主要融入
領域
(可複選)

實 施 日 期 ： 1 0 8 年 1 0 月 0 3 日 星 期 四
實施時間：□融入領域課程實施 □晨光時間實施 □彈性時間
□綜合活動 □校本課程實施 ▓校外教學□其它_________________

校本課程

學校是否以海洋教育為主要校本（特色）課程 ■是□否

海洋教育
教學活動
所屬範疇

▓海洋休閒（水域休閒、海洋生態旅遊）
□海洋社會（海洋經濟活動、海洋法政）
▓海洋文化（海洋歷史、海洋文學、海洋藝術、海洋民俗信仰與祭典）
□海洋科學（海洋物理與化學、海洋地理地質、海洋氣象、海洋應用科學）
□海洋資源（海洋食品、生物資源、非生物資源、環境保護與生態保育）

□講述法□繪本教學□影片欣賞及討論▓體驗活動□實作活動
▓校外參觀▓分組討論與發表□其它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國語文□英語□數學□自然□社會□健體▓綜合□藝文□鄉土
□資訊
□閱讀 ▓校本課程□家政□童軍□生活科技□其它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活動內容
及成果照
片
活動說明：第一次搭乘遊艇好興
奮！聽取解說後對高雄
港有更深一層的認識。

活動說明：學生聽取解說後，發表
心得感想。

活動說明：學生搭乘愛之船小組學
習單作品。

活動說明：搭乘遊艇遊高雄港前學
生分組蒐集資料，利用綜
合活動課分組作高雄港的
專題研究，並上台報告。

教學省思
此次課程為本校校本課程，透由搭乘渡輪，走訪高雄港灣，來認識高雄的海洋文化。
學生從實地的踏查、專業解說人員的解說及活動前的資料蒐集和報告，更深入的了解高雄
海洋文化，及台灣南部的豐富自然景觀，進而培養知海、愛海的情操，並產生珍愛環境之
心，課程設計十分豐富，惟課程實施時學生的程度差異性，及聽取解說員解說時聆聽的習
慣養成是本次課程設計應再加入的學習重點，透過課程學習培養學生自我精進之素養。同
時，利用分組合作學習等策略，設計符合程度差異性之課程活動，讓每位學生均能達到自
我精進、解決問題的能力。
此次課程結合校本課程，課程設計主要是沿用以前之課程設計。然隨著 12 年國教的
教改，教育目標為提升學生基本知能，培養現代公民之素養，教育目標已從培養學生帶得
走的能力發展至情意態度的素養培養，教師教學更應以學生為中心，考量學生個別差異
性，採適性化教學，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與興趣，透過學習策略的指導，適性化的評量方
式，多元的學習主題，使學生能培養自主學習、與人互動達成團體共好的目標。教師本身
亦需改變教學思維與習慣，培養共同備課、觀課與議課的習慣，透過教師專業社群提升教
學效能，同儕合作達成互助互惠並以教學素養提升為目標，不怕、不排斥改變，教師也需
自我精進而非原地踏步。海洋是如此的深邃，孕育了地球的生命，教育亦同是深邃的，是
孕育人類文化與價值的搖籃，教師如同推動這搖籃的手，當承擔起這樣的使命，一群人攜
手一起合作。

高雄市 108 學年度鹽埕區光榮國民小學戶外教育計畫
計畫名稱

海港逐浪

計畫內容
一、目標
(一)透過校訂課程結合校外教學資源，提升學生海洋教育及戶外教育實施成效。
(二)實際走訪高雄港灣，加強對海洋文化的認識，增進環境關懷及責任感。
(三)實際體驗多元性的海洋活動，培養珍愛海洋的態度。
(四)增進對最早市區緣起之在地風貌的瞭解與認識。
二、背景分析（含質與量分析）
(一)背景分析
本校位於鹽埕區，學生人數約 280 人，屬小型學校。本校學區屬老舊社區，人
口的平均年齡偏高，經濟發展蕭條，造成比例頗高的的高風險家庭，因而本校
的經濟弱勢和學習弱勢學生偏多，學童缺乏足量的文化刺激和多元學習機會。
地理環境上，本校因鄰近愛河及高雄港灣，所以發展以海洋教育為主軸的校訂
課程，多年來推動海洋教育不遺餘力。藉由提供本次的海洋生態踏察之校外教
學，使學生獲得多元而近距離的文化刺激，更加落實健康、自信、創新的永續
學校願景。
(二)教學質、量分析
1.教學質性分析-以課程設計分析
此次戶外教育計畫是以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之核心素養，三大面向之「自
主行動」為核心素養，並以九大項目中的「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為主軸，
進行活動與課程設計。在學習領域部分，以結合健康與體育學習領域和綜
合領域的課程內容為主，主題為「艷遊高港共譜山海交響曲」
，融入領域之
學習表現為：
【綜合領域】的學習表現指標有
1a-III-1 欣賞並接納自己與他人。
1d-III-1 覺察生命的變化與發展歷程，實踐尊重和珍惜生命。
【健體領域】的學習表現指標有
4a-Ⅲ-3 主動地表現促進健康的行動。
1b-Ⅲ-3 對照生活情境的健康需求，尋求適用的健康技能和生活技
能。
依上述之學習表現指標，設計「高雄港風雲」以及「體能鍛鍊」
兩大課程，學生從課程中實踐自主、互動與共好的目標。
2.量的分析-學生經驗說明
(1)本校學區內身分符合單親、隔代教養、新住民之子女、(中)低收入等的學
童比例甚高，佔全校學生人數的 1/5 以上。
(2) 學生 2/3 以上非鹽埕區學生，對社區、高雄港及柴山有生活經驗者較少。
(3)本計畫目標學生為五年級，以往尚未參與這類活動經驗。
三、辦理時間：108年10月3日
四、活動內容:

活動時間

活動地點

0900-1030

愛之船

1340-1400

集合出發

1400-1530

新光碼頭

1530-1600

返回學校









活動內容
步行至愛之船船塢
搭乘愛之船遊愛河
搭輕軌至高雄展覽館，步
行至新光碼頭
水域自救安全教育
示範救生衣的正確穿法
搭乘觀光遊港輪實地探訪
高雄港灣
返校放學

(二)教材規劃
高雄港灣：
高雄港是一座位於中華民國高雄市的海港，為中華民國四座主要國際港之一，
而且是臺灣首要的海運樞紐、與貨運進出口門戶，港口貨物吞吐量，約占全國整體
港口貨物吞吐量二分之一。其毗鄰高雄市中心，港區範圍橫跨高雄市 6 個行政區，
是臺灣第 1 大港、世界第 13 大港口。高雄港的管理及營運由交通部國營企業臺灣
港務公司高雄港務分公司負責。2014 年 10 月 14 日高雄港取得 EcoPorts 生態港認
證，成為亞太地區第一個生態港，有助提升高雄港國際形象及知名度。
高雄港所在灣區是一狹長海灣，原為一潟湖，總長度 12 公里，寬度約為 1 公
里至 1.5 公里。入口寬度則只有 100 公尺，形狀類似口。高雄港港區面積為 17,678
公頃，其中陸域面積 1,442 公頃，佔全港面積之 8.2％，水域面積 16,236 公頃，佔
全港面積之 91.8％，有兩個入海通道，進出港航道長 18 公里，港區海域設有兩套
防波堤。目前高雄港航道和港區水域水深自 11.3 到 16.0 公尺不等，可供 15 萬噸
級海輪進出港和停泊。港區水域錨地 2 處，設浮筒泊位 24 組，可泊萬噸級以上船
24 艘，超級油輪浮筒 2 座，分別可泊 15 萬噸級和 25 萬噸級巨型油輪。錨泊地總泊
數可達 190 多艘。
高雄港現有營運碼頭約 116 座，其中雜貨碼頭 30 座、貨櫃碼頭 24 座、散裝碼
頭 32 座、榖類碼頭 2 座。此外客輪、軍艦、港務、工作碼頭共 28 座。另有倉庫 96
座，容量 57.6 萬噸。貨櫃場 5 處，供貨櫃轉運。港區現有貨櫃裝卸橋（橋式機）
及裝卸搬運機械 170 架。港區未來將建置汙水下水道系統。
高雄港的碼頭依照位置與特性，可以分為蓬萊商港區、鹽埕商港區、苓雅商港
區、中島商港區、前鎮商港區、小港商港區、中興商港區與大仁商港區。還有一些
零星分布的小漁港、造船廠與修船場等等。
參考資料：1.維基百科 https://zh.wikipedia.org/zh-tw/高雄港/
2.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https://heritage.khcc.gov.tw/
八、課程實施規劃
(一)課前準備活動
1.學生蒐集高雄港資料，並分組討論於綜合活動課進行發表。

2.學生蒐集資料了解遊港時需具備的用具及注意事項，於綜合活動發表討論。
3.學生發表搭乘愛之船、遊艇時需注意之事項及聽取解說時應有的態度及行為。
(二)課程實施
1.課程內容：校訂課程「山海交響曲」(彈性學習課程)與綜合活動領域及健體領域跨域
A. 學生蒐集有關高雄港港灣地理、歷史及其重要性資料。
B. 分組討論、發表、報告。
2.課程進行
A. 於綜合課進行相關課程行前討論、發表(由所設計的主題，討論研究主題的目
錄、動機、內容，並討論可從何處獲得資料。例如：書籍、網路、實地查訪、
其他傳播媒體中找尋相關資料。
B. 於健體課練習探洞時體能(學生養成每日做運動的好習慣、每位學生並能完成
600 公尺耐跑活動及攀爬體能訓練。
C. 結合雙層巴士及觀光遊港解說員介紹，認識高雄港。
D. 戶外教育實施後於綜合活動課進行活動省思，完成學習單。
3.課程實施後省思
A. 繪製心智圖回顧戶外教育及相關課程學習到的內容，進而發現課程與活動的關
聯性。
B. 利用心智圖進行活動的省思與收穫。
C. 分享活動的省思與收穫。
九、預期成效
(一) 校訂課程結合校外教學資源，提升海洋教育及戶外教育實施成效。
(二) 充實學生的多元學習經驗，透過實地體驗，拓展真實生活的經驗與視野。
(三) 參訪哈瑪星，增進對地方歷史文化的瞭解，培養環境永續理念。
(四) 理解海洋生態與人的親密關係，珍視海洋文化。
(五) 體驗海洋魅力，培養合宜的親近海洋能力。
目次
項目
單價
單位 數量
小計
備註
含：愛之船船資
1
交通費
5,040
次
1
5,040
$5,040
2

3

學生保險
遊高雄港輪

50

元

20,000

航次

31

1

1,550

教師(相關公務人
員)保險費請自行
負擔(不列入經費
概算中)

20,000

學生、老師，共 40
人

800

學生、老師，共 40
人，搭乘往返至新
光碼頭

船資
4

輕軌車票

5

雜支

10

人
1000

40*2

式
總

經費來源：國前署戶外教育補助專款

1,000
計

28,3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