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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109年度海洋教育「保護海洋」教案設計格式 

（一）基本資料 

教案名稱 海龜有「塑」請相助 
設計者  

姓名  
曾彥傑 

參加組別   ■高中組 □國中組 □國小組 □幼兒園組 教學領域  

（或科目）  

彈性學習時間 

(海洋環境教育) 參加子題   □守護海岸  □食魚教育  ■減塑行動 

 

（二）教案概述 

               高中組 

教案名稱  海龜有「塑」請相助 

實施年級  高中一、二年級 節數  共  2  節， 100 分鐘。 

課程類型 

□議題融入式課程 

■議題主題式課程 

□議題特色課程 

課程實施  

時間  

□領域/科目：      

□校訂必修/選修 

■彈性學習課程/時間 

總綱核心

素養 

A1 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A2 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B2 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C1 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與課程綱要的對應  

海  

洋  

教  

育  

議  

題  

核

心

素

養  

海 A1 能從海洋探索與休閒中，建立合宜的人生觀，探尋生命意義，並不斷精進，追求至 

          善。 

海 A2 能思考與分析海洋的特性影響，並採取行動有效合宜處理海洋生態與環境之問題。 

海 B2 能善用資訊、科技等各類媒體，進行海洋與地球資訊探索，進行分析、思辨與批判海 

          洋議題。 

海 C1能從海洋精神之宏觀、冒險不畏艱難中，  實踐道德的素養，主動關注海洋公  

       共議題，參與海洋的社會活動，關懷自然生態與永續發展。  

學

習

主

題  

1. 海洋科學與技術：認識並熟悉海龜的種類與臺灣近岸的觀測與產卵點；並了解綠蠵龜

的生存與攝食特性。 

2.  海洋資源與永續：從塑膠廢棄物的角度切入，探討目前海洋生態系面臨的迫切

危機；而海洋生物誤食的情況日益嚴重，人類應反思如何從自身做起，減少對

地球整體環境的危害。 

實

質

內

涵  

海 U14  了解全球水圈、生態系與生物多樣性的關係。  

海 U16  探討海洋生物資源管理策略與永 續發展。 

海 U18     了解海洋環境汙染造成海洋生物與環境累積的後果，並提出因應對策。 

海 U19  了解全球的海洋環境問題，並熟悉或參與海洋保護行動。 

學習目標  
從認識臺灣近岸海龜的角度出發，學習海洋塑膠廢棄物對於海洋生態的破壞與嚴重性，重

新思考人類文明進步所帶來的傷害，並願意從自身的減塑做起，以感染週遭每一個人！ 

教學資源  電腦、單槍投影機、主題簡報、自製體驗教具、網路資源(圖片及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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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活動設計 
 

學習活動  時間  
備註  

（請說明評量方式）  

1.海龜小常識：(投影片1~2) 

介紹海龜的基礎分類位階：屬於爬蟲類、體內受精、卵生、用肺呼

吸；故需游至水面呼吸(換氣)。讓學生們理解海洋中的廢棄漁網或釣

魚線可能因為纏繞住他們的身軀，而成為致命的殺手！ 

5分鐘 能回答出海龜的分類 

2.現存海龜的種類：(投影片3~4) 

以問答方式讓學生們猜測現存海龜的種類，讓他們的意識到海龜的稀

有與稀少程度。再利用海生館販售之海龜明信片，讓學生認識臺灣近

岸有機會觀察到的5個種類，以了解臺灣地理位置的得天獨厚之處。 

5分鐘 
能分辨5種臺灣沿岸 

可觀察到的海龜種類 

3.綠蠵龜的進一步認識：(投影片5~9) 

介紹臺灣近岸可觀察到的海龜，有90%都是綠蠵龜，以增加學生的好

奇心與熟悉度。接著以問答方式讓學生猜測綠蠵龜的名稱由來(體內脂

肪因攝食藻類而呈現綠色)，以澄清迷思概念。再以其鋸齒狀的下頷邊

緣證明其攝食習性；其中，食用水母的本能與海洋塑膠類廢棄物的出

現將造成其致命的關鍵。(播放水母與海洋中塑膠袋漂浮的比較及海龜

攝食水母的2部影片，證實塑膠廢棄物帶來的危害) 

15分鐘 

1.能清楚辨別綠蠵龜名

稱的由來 

2.能意識到塑膠廢棄物

對海龜帶來的危害 

4.塑膠廢棄物的影響：(投影片10~13) 

從數張圖片中，呈現人類製造大量的塑膠廢棄物的現況，說明人類文

明的進步卻是對地球生態的最大破壞。 

(1)播放小琉球垃圾海及海龜排出塑膠糞便的影片，讓學生意識到這種

現象就出現在我們的生活週遭；並證實海龜的確會誤食塑膠袋，差別

只在順利排出或阻塞腸道而造成死亡！ 

(2)播放信天翁誤食大量塑膠廢棄物的影片，讓學生感受並思考人類主

觀意識行為對其他物種帶來的致命傷害。 

20分鐘 

能清楚知道人類行為

對於其他物種帶來的

致命傷害，並表達看

法 

5.塑膠廢棄物知多少：(投影片14~16) 

由淨灘活動所統計的海洋廢棄物種類中，清楚呈現塑膠類製品佔

84.9%；而從近幾年的數據比較中發現，部分塑膠廢棄物有逐步下降

的趨勢，證明臺灣的公民環保意識逐漸提高，讓學生了解「減塑」並

非遙不可及的行為。播放生活與海洋垃圾關聯的影片，強調人類為了

生活便利，卻造就了如此惡劣的地球與海洋環境；讓學生理解，最終

透過食物鏈的傳遞，我們也將自食惡果。 

15分鐘 

能比較近年淨灘行動

中海洋廢棄物的數量

差異，並理解人類行

為將自食惡果 

6.互動小遊戲：(投影片17) 

自製充滿廢棄物的「海洋生態教具」，讓學生拿著釣竿，試著從中釣

獲海洋生物，並比較廢棄物多寡與花費時間上的差異。希望藉由這樣

的體驗，讓學生意識到若海洋中充滿廢棄物，未來將無法從海洋中獲

得充足食物來源，人類末日也會隨之降臨。 

5分鐘 

能比較遊戲前後釣獲

海洋生物的難易度，

並學習人類與海洋相

互依存的道理 

7.減塑行動從自身做起：(投影片18~21) 

臺灣回收寶特瓶的觀念相當不錯，約有9成都能順利回收，但目前的

關鍵是，臺灣製造的這些塑膠製品的數量相當龐大(每人1年約產生200

個)，所以最好的方法，是從自己做起！從國外減塑意識的小短片中，

讓學生思考並體會自己每天的垃圾製造量，當每個人都有環保觀念，

並從自己做起的同時，就能集結更可觀的力量，讓地球的環境朝向好

的方向前進。 

10分鐘 

能意識到自己每天產

生的垃圾含量，並願

意從自己開始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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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禁用吸管成效：(投影片22~23) 

播放從海龜體內移除吸管的影片，讓學生認知到我們不經意的小動

作，卻會造成其他生物生存上的嚴重傷害。而從國家政策的推行，可

以讓學生了解，只要我們願意改變這些不必要的習慣，就能為所有生

物爭取更多生存的機會。 

10分鐘 

體會減少吸管的使用

並沒有造成生活中的

不便，只要我們願

意，其他塑膠製品同

樣能減少使用 

9.人類行為的反思：(投影片24~26) 

播放人類目前影響地球環境生態及其他生物的2部震撼影片，讓學生

意識到我們進步的文明，卻間接傷害了其他生物族群！若無法於此時

此刻開始改變，從小地方做起，那未來我們將後悔莫及。期待這一輩

的年輕人能有所省思、付諸行動，為了延續我們美好的星球，盡最大

的努力。 

15分鐘 

能感受並反省人類的

所作所為都將自作自

受，並發表自己的看

法，承諾願意為地球

環境努力(完成學習單) 

 

（四）教學實踐、教學省思與建議 

教學實踐  

情形與  

成果  

 

1.課程先介紹海龜相關的內容，確實能有效引起學生注意，願意關注與其相關的議題。尤其

近年來，前往小琉球旅遊有機會觀賞到海龜，或浮潛時觸摸海龜會違法而須罰款的事件，

常可在電視新聞或網路媒體中看到；故學生很容易從這樣的角度切入本次減塑的主題。 

 

2.綠蠵龜的生態與攝食習性的介紹，同樣較易獲得學生的共鳴與興趣。從脂肪顏色、主食藻

類與水母、下頷的鋸齒狀等特徵說明，都能馬上抓住學生眼球，讓他們具備基礎知識。 
 

3.由數張圖片呈現塑膠廢棄物的製造現況，開始發現學生有些躁動不安；或許是反思到自己

每天的零食、飲料都產生大量的垃圾，開始意識到自己的行為有所不妥。其中，播放小琉

球的塑膠海及海龜排出塑膠糞便的影片時，有些同學會覺得誇張、不敢置信！而信天翁誤

食大量塑膠廢棄物而致死的影片，更明顯震撼了同學們；讓我期待這門課所要傳達的概

念，皆能深植入學生的心中。 
 

4.從近年的淨灘成果中，再次凸顯了人們製造及丟棄垃圾的誇張情境；但同時也呈現了臺灣

已經有一群人默默在為地球付出，藉此吸引學生加入淨灘活動的意願。令人欣慰的是，在

課程結束後詢問學生，學校舉辦淨灘活動的參加意願(須自費)，有高達8成以上的人同意前

往體驗。也讓我受到鼓舞，開始著手規劃相關事宜，希望能透過這樣難得的活動，讓學生

意識到環境受傷害的程度，並願意開始從自身做起。 

 

5.互動小遊戲是為了呈現目前海洋中廢棄物可能比生物多的狀態，從幾位學生的體驗過程

中，可以發現一直釣到垃圾的人會很焦慮，也很想知道其中包含有哪些海洋生物。相信這

樣的設計，能讓他們體會靠海維生的漁民的感受，並思考環境保育的重要性。 
 

6.幾部有趣的影片，表達了其他國家亦有人們為了減塑的觀念而努力，在令人莞爾的內容

中，給予學生思考的機會，如何將這樣的觀念，傳達給周遭的親友或同學。後續也將規劃

學生在校園內宣導的機會，由他們自行設計活動或遊戲的方式，到其他班級內分享和推

廣，使課程的效益增大。 
 

7.播放從海龜鼻子中抽出塑膠吸管的影片，震撼了所有人！而國家政策的推行，帶動了全民

減少使用塑膠袋及吸管的意識。這說明了其實我們是可以做到的，也間接告訴學生，生活

雖稍有不便，但絕對不影響我們的生存；卻能因為這個小動作，帶給其他生物無限的生

機。 
 



第4頁  共20頁 

 

8.播放2部人類破壞地球行為的影片，可以觀察到多數學生的表情略顯嚴肅，並全神貫注地

被內容所吸引。如此感受有達到我原本預設的目的，讓學生深切認知文明進步所帶來的傷

害，及追求經濟利益而犧牲的地球生態與環境；從中反思，身為萬物之靈，什麼才是我們

應該做的、什麼是我們現在開始能努力彌補的？意識到我們的過錯只是第一步，未來還有

許多應該努力的事，需要我們一件件完成，才能重新塑造適合萬物生存的地球。 

 

教學省思

與建議  

 

1.海龜種類介紹的內容可再深入，包含棲息地、體型大小、繁殖行為等部分，並搜尋更多不

同種類海龜的影片或圖片，教學生辨識，並提高學生的學習動機。 

 

2.可先請學生蒐集自己一整天的垃圾後，帶到課堂上來，除了可以分析各種類垃圾產生的原

因外，也能從中教學生分辨哪些可以重複利用、哪些能減少使用，建立更貼近生活的減塑

及垃圾減量的觀念。 

 

3.互動小遊戲的設計應可更加完善，例如注意垃圾數量與海洋生物的比例應符合目前的研究

數據、海洋生物可挑選近岸或較具代表性的種類、或可增加判斷該海洋生物是否為保育類

或是否可供食用的部分，讓學生能從遊戲中獲得更豐富的知識。 

 

4.在課程後1~2周內安排學生參與淨灘活動，實地感受塑膠廢棄物對於臺灣濱海環境的傷

害，並能立即獲得為環境盡一份心力的成就感。 

 

5.有機會應帶領學生至潮間帶進行浮潛，除了親身體驗目前沿岸生態的狀況外，也能驗證影

片中出現的垃圾漂浮海面的景象。讓學生體會浮潛過程中這些廢棄物的影響，從而延伸成

對於海洋生物面臨的危機，有感同身受的經驗。 

 

6.可讓學生自行製作「減塑行動承諾書」及「個人減塑行動檢核表」，開始記錄自己每天或

每周的垃圾製造數量及種類，累積達1個月後，檢視自己是否能有效減少垃圾量，並可藉此

提醒自己的日常生活習慣有哪些可改進的地方，以利擴大減塑的效應，形成最潮流的校園

風氣！ 

 

7.持續蒐集更多關於塑膠廢棄物對於人類或環境生態產生影響的研究資料，豐富課程內涵，

並加強立論基礎，讓學生深刻感受迫切的危機與傷害。未來嘗試加入塑膠微粒、塑化劑等

物質對於海洋或全球生態系的影響，務必傳達出塑膠製品對現今的環境已造成難以挽回的

破壞！若於此時還不想辦法降低或減緩，未來人類終將自食惡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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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附錄 

 

一、教學活動簡報： 

  
投影片1 投影片2 

  
投影片3 投影片4 

  
投影片5 投影片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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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影片7 投影片8 

  
投影片9 投影片10 

  
投影片11 投影片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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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影片13 投影片14 

  
投影片15 投影片16 

  
投影片17 投影片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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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影片19 投影片20 

  
投影片21 投影片22 

  
投影片23 投影片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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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影片25 投影片26 

二、參考資料(含圖片及影片)： 

項

目 

對應 

投影片 
資料來源 

圖 

片 

來 

源 

投影片1 instagram/comedywildlifephoto 

投影片3 https://shopee.tw/蝦皮購物 

投影片5 https://kknews.cc/news/pqbe2nj.html 

投影片6 https://kknews.cc/news/pqbe2nj.html 

投影片7 
島人海洋文化工作室蘇淮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90830004506-260408?chdtv 

投影片10 
https://www.gvm.com.tw/article/43681 

https://www.natgeomedia.com/environment/article/content-6392.html 

https://home720628.pixnet.net/blog/post/30877574 

投影片14 https://www.sow.org.tw/blog/129/20191121/7062 

投影片15 https://www.sow.org.tw/blog/129/20191121/7062 

投影片17 https://welcome2ygwu.wixsite.com/plastiholic-mermaid 

投影片18 https://e-info.org.tw/node/202129 

投影片21 
https://topick.hket.com/article/2533334/ 

https://www.businesstoday.com.tw/article/category/154685/post/201310010001 

投影片23 荒野保護協會 

投影片26 https://hiinstudio.com/about-hiin/member/  (圖片人物: 海湧工作室-陳人平執行長) 

影 

片 

來 

源 

投影片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MK0Mf6EX7w&ab_channel=axuaxu 

投影片8 https://stv.moe.edu.tw/co_video_content.php?p=306242&chap=0 (教育部愛學網) 

投影片9 https://www.youtube.com/watch?time_continue=75&v=PA66nEJYaAU&feature=emb_logo&ab_channel=NationalGeographic 

投影片11 
島人海洋文化工作室（Islander Divers）
https://www.facebook.com/watch/?v=1977919478925809  

投影片12 
島人海洋文化工作室（Islander Divers）

https://www.facebook.com/watch/?v=1163268010390964 

投影片13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DFnOzlvnzw&ab_channel=%E9%99%B3%E4%BA%BA%E5%B9%B3 

投影片16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017bBeXhYz4&ab_channel=Marlisco 

投影片19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H20tkp_EhY&ab_channel=RobGreenfield 

投影片20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_xmSUjJjQM&ab_channel=ChicoBag 

投影片22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889YkTbftM8&feature=youtu.be&ab_channel=%E9%99%B3%E4%BA%BA%E5%B9%B3 

投影片2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fGMYdalClU&ab_channel=SteveCutts 

投影片25 https://vlog.xuite.net/play/WWtUc0U5LTI3MDk1ODU5LmZsdg==?t=5.099699&vol=100&q=720&ar=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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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課程學習單(空白表格)： 

________年________班  座號：_________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 

 

海洋環境教育-海龜有「塑」請相助-學習單 

 

題目 內容 

1.請寫出海龜的分類階層 

  (界門綱目科) 

 

2.全世界目前現存共有幾種海

龜？臺灣沿海較有機會遇見的

海龜是哪些種類？ 

 

3.依據近年荒野保護協會的淨

灘報告統計，哪些是常見的海

洋廢棄物？ 

 

4.互動小遊戲中，你花了多少

時間釣到可食用的生物？你覺

得原因可能是什麼？ 

 

5.請列舉出你個人可以配合的

減塑行動 

 

6.人類行為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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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生回饋紀錄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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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課程活動照片(互動小遊戲)： 

 

  

  

  

學生體驗互動小遊戲，感受海洋中充滿廢棄物的狀況之下，將降低遇見各種海洋生物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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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製互動小遊戲—充滿廢棄物的海洋環境 故意挑選各項生活常見的廢棄物放入其中 

  

選擇常見或較為熟悉的海洋生物種類放入其中 挑選特殊或保育類的海洋生物種類混合在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