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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圖片為本校一年級孩子創作作品 



高雄市鳥松區仁美國小108學年度推動海洋教育月實施成果 

普通班 

班級數 

  24  

班 

實施

年級 

一年級  四年級  七年級  十年級 

二年級  五年級  八年級  十一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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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施日期：__109__年__6_月__1-30__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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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      

本次教學

活動運用

主要之教

學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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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主要融入

領域 

(可複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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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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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內容

及成果照

片 

  
活動說明： 

冠玲老師以英語繪本《Into the A, B, 

Sea》帶領孩子們在學習英文 A-Z字母

的同時，也認識由 A-Z開頭的海洋生

物們，例如：

Anemones.Humpbacks.Octopuses……

。 

活動說明： 

圖為冠玲老師正在解說Humpbacks的中

文名稱為「座頭鯨」及其相關知識。 



  
活動說明： 

在食魚教育的課程中，冠玲老師解說

了海洋中的食物鏈，高階消費者及初

階生產者的關係，其間的消長即構成

了生物量及能量金字塔。  

活動說明： 

由學校向海洋生物博物館借入的鯊魚

行動展示箱，裡頭有許多魚類的生物標

本，小孩正透過觸摸及觀看，近距離觀

察海洋生物們。 

  
活動說明： 

透過海洋廢棄物的議題讓孩子們體會

愛護環境的重要性，垃圾減量從自己

做起，於是仲玲老師帶著小孩進行「校

園垃圾追追追！」的議題探究課程，

讓孩子們主動發現校園垃圾問題及動

腦思考解決策略。 

活動說明： 

減塑政策最嚴格的國家-位於非洲的肯

亞，只要警方發現有人攜帶塑膠袋即能

以現行犯逮捕！這麼嚴厲的處罰源於

肯亞已被塑膠袋陳年不腐，癱瘓了整座

城排水系統的狀況害慘了……。 

  
活動說明： 

海洋垃圾如何來？又該如何去呢？仲

玲老師將四年級的孩子們分為五組，

分別進行小組任務。圖為「探索隊」

的組別正在分享海廢垃圾對海洋造成

了何種影響？問題為何？的報告。 

活動說明： 

「行動隊」隊員們在完成報告後的開心

合影。該班導師潘佳萍老師相當用心，

在仲玲老師結束此班級的海洋教育課

程後，佳萍老師繼續進行海洋垃圾議題

探究課程，並結合藝文課讓孩子們發揮

創意，用可再次使用的「垃圾」們布置

自己組別的海報。 



  
活動說明： 

海洋議題到底與誰有關？仲玲老師藉

由每個人都一定有的塑膠製物品，例

如：塑膠尺、筆芯盒、雨衣等等，讓

大家思考這些生活中的物品，在使用

多久之後可能變成垃圾？又這些垃圾

都去了哪裡呢？海洋保育的問題到底

關係了什麼？關係了誰？ 

活動說明： 

學生們仔細聆聽如何分組，以及各個組

別的任務為何？進行方式為每一組別

均取兩台帄板，在口頭討論之餘亦可盡

速利用網路資源進行文獻資料蒐集與

相關知識補充。 

 

 
活動說明： 

開頭的暖身活動，仲玲老師以不同的

海洋生物分別屬不屬於魚類，來連結

孩子們的前備生物知識及引發學習動

機，例如：章魚屬於魚類嗎？鱷魚呢？

鯨魚是否為魚類？鯊魚？海馬？等

等，接著呈現以上圖片中的畫面，開

啟了「塑膠袋是魚類嗎？」的提問，

並以《塑膠島》繪本內容，接續後方

海廢及海洋生物保育課程。 

活動說明： 

孩子們在「校園垃圾追追追」的探究式

課程中，在查找完校園角落中的垃圾們

後，除了隨手撿拾起人為垃圾、利用帄

板拍下在何處發現的何種垃圾，進而在

回圖書館後記錄下方才的搜查結果，並

開啟校園垃圾問題解決的策略討論及

可能「起而行」的行動方案。 

 
 

 



活動說明： 

圖書館內的海洋教育主題書展，供孩

子們於本月份時聚焦於認識、了解海

洋議題，並在海洋教育課程時做為參

考資料的來源之一 

活動說明： 

校內的圖書館志工慧雯非常強大，自己

手作捏陶，並運用自家有的燒窯進行海

洋生物的美術陶藝品創作！畫面後方

的章魚陶罐是可以實際裝盛胡椒粉等

香料的香料罐！ 

  
活動說明： 

由仲玲老師的家人向家裡從事遠洋漁

業的朋友借入漁網，進行圖書館內的

海洋情境布置，「浮球」的展示及傳閱

觀察也讓孩子們透過實際物教學更有

概念。畫面後方的海馬、旗魚等陶藝

品亦是志工慧雯的作品及布置巧思。 

活動說明： 

除了前方利用魚網進行陶藝作品區的

綴飾外，在圖書館一進門處的上方，我

們亦吊掛了小些尺寸的魚網，並在邊緣

裝飾彩球，模擬浮球掛在漁網上的樣

貌。 

  
活動說明： 

深淺藍色的彩帶隨風揚起，下方的橘

黃色大型貝殼及深淺綠色的模擬水草

佈置，都讓圖書館充滿了海洋世界的

氣氛。 

活動說明： 

《旗魚王》繪本海報的內容剛巧在介紹

花蓮海域發現的鯨豚類，牆面上的創作

為一年級小朋友在上完海洋教育課

後，畫出的她/他們與海洋生物好朋友

在海洋中共遊、共樂的美好畫面！ 



  
活動說明： 

圖為二年級小朋友寫給雙髻鯊的明信

片作品。裡頭寫下了孩子利用仲玲老

師在課程中準備的海洋生物模型，她

對雙髻鯊幾點印象深刻的觀察，及她

想對雙髻鯊說的話，真是可愛極了！ 

活動說明： 

三年級孩子的藝文作品展示。仲玲老師

利用不同的藝術媒材讓孩子們在課後

進行鯊魚創作。將兩張圖畫紙以水彩上

色作為底圖與波浪，接著將其中一張圖

畫紙以手撕方式撕出波濤的樣貌並黏

貼上底圖，鯊魚的外型則使用報紙來剪

裁，最後貼上靈巧的活動式眼睛即大功

告成！ 

  
活動說明： 

明信片展示區，裡頭充滿了好多孩子

們想對虎鯨、座頭鯨、雙髻鯊、豆腐

鯊、黑鰭鯊及海豚說的溫暖、天真話

語~ 

活動說明： 

孩子們正以新奇的眼光，仔細觀察著鯊

魚皮及魚鰭標本。 

  



活動說明： 

三年級的孩子們在還不知道手中生物

模型的名稱情況下，利用她/他們所觀

察到的生物特徵，以「關鍵字索引」

方式進行線上資料的搜尋。在認識海

洋生物的目標之外，亦透過此課程設

計訓練了孩子們聚焦及正確蒐集資訊

的能力。 

活動說明： 

孩子們正在仔細觀察海洋生物的特

徵，並加以記錄之。 

 
 

活動說明： 

《鯊魚可以上體育課嗎？》來場與大

白鯊一起上課的「想像式」體驗課程

吧！ 

活動說明： 

鯊魚帽是由圖書館的紜佳志工製作而

成！仁美國小的志工各個都身懷絕技

啊！孩子們頭戴鯊魚帽的天真模樣~只

是戴著帽子一定得立正、敬禮嗎？真是

可愛~  

  
活動說明： 

小孩很認真的對照著自己手中的生物

模型，畫下海洋生物好朋友們的鮮明

外型。 

活動說明： 

鯊魚的身體長度！從《鯊魚可以上體育

課嗎？》這本繪本中，孩子們知道了一

隻大白鯊成鯊的體長是六公尺，那麼六

公尺到底有多長呢？圖為仲玲老師準

備的六公尺彩帶，藉由兩端的小朋友緩

慢拉開彩帶的過程，小朋友們感覺好不

可思議的驚呼聲此起彼落！ 



 
 

活動說明： 

一年級一對雙胞胎孩子正端詳著一隻

座頭鯨的模型，他們亦認真地討論了

此海洋生物的外型、樣貌等身體特徵。 

活動說明： 

一隻巨大白鯊有2000公斤耶！好像很

重，但2000公斤到底有多重啊？仲玲老

師準備了一個10公斤的水桶讓孩子們

提重看看再分享感覺~畫面中的孩子需

要很吃力才能稍微提起桶子啊！10公

斤的水桶可是需200個才會跟一隻鯊魚

一樣重呢！ 

教學省思 

礙於時間限制，每班最多僅能安排兩節課實施海洋教育課程，因其為議題式的

探究課程，若能進行為數更多的節次，相信孩子們的收穫定能更豐！ 

 
▼圖為認真再繼續進行三節海洋教育課的佳萍老師班學生作品，即此班級共進行五節海洋課

程。 

 
 

  



高雄市鳥松區仁美國民小學108學年度海洋教育月 

實施計畫 

壹、 依據 

1. 教育部 106-110海洋教育執行計畫 

2. 教育部海洋教育政策白皮書 

貳、 目標 

為呼應教育部規劃海洋教育議題，以塑造「親海、愛海、

知海」的教育情境，導引學生認識海洋，培養其探索海洋知識

的樂趣。 

參、 內容 

一、 實施對象：全校 1-6年級 

二、 實施期程：109年 6月 1日至 6月 30日 

三、 實施方式： 

（一） 海洋教育主題書展 

    搭配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之鯊魚行動展示箱，於圖

書館進行海洋教育主題書展，同時配合《海廢圖鑑》網

站的介紹，引導學童思考海洋廢棄物及環境永續議題，

並辦理有獎徵答、閱讀學習單及心得甄選活動。 

（二） 食魚教育 

    結合英語課程進行食魚教育，從認識魚類到依據

《臺灣海鮮指南》選購魚貨，進而在身體保健的營養素

攝取主題外，延伸至海洋永續的思考與實踐內涵。 

（三） 海洋教育繪本探索 

以班級為單位進行申請，各班排課時間表詳如附件

一。圖書教師藉由海洋教育相關繪本導入海洋知識探討，

並以《海洋危機》的桌遊實作，期讓學童能將所學加以

應用。 



肆、 預期成效 

一、 增加學生對於海洋教育與海洋知能的了解。 

二、 營造海洋教育推展之有利環境，培養學生海洋基本素養。 

三、 建立學生有正確的「親海」與「愛海」知能，進而落實於

實際生活中。 

伍、 本計畫由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一】 

海洋教育月 各班級課程時間 

活動期程：6/1(一)-6/30(二) 

課程地點：圖書館授課教師：仲玲老師 

課程日期 授課節次 班級 課程日期 授課節次 班級 

6/8 

(一) 

第七節 四孝 6/18 

(四) 

第五、六節 五孝 

6/9(二) 第三節 二忠 6/19 

(五) 

第二節 三仁 

第四節 三愛 第三節 三忠 

第六、七節 三孝 第四節 二信 

6/10(三) 第三、四節 二愛 第六節 六孝 

6/11(四) 第五、六節 四仁 6/22 

(一) 

第二、三節 五愛 

6/12(五) 第二、三節 一愛 第四節 二信 

第四節 五仁 第五節 五忠 

6/16(二) 第二節 一仁 第六節 三仁 

第三節 一孝 6/23 

(二) 

第二節 三忠 

第四節 一忠 第三、四節 四忠 

6/17(三) 第一節 一仁 6/29 

(一) 

第三、四節 二仁 

 6/30  

(二) 

第四節 二孝 

 

  



 

 

 

 

 

 

 

 

 

 

 

 

 

 

 

 

 

 

封底圖片為本校一、二年級孩子創作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