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08學年度新竹市政府海洋教育計畫成果報告書 

壹、海洋教育政策指標成果摘要 

 政策指標 成果簡述 

1 海洋教育資源中心網站定期更新專家人

才資料庫資訊。 

海洋教育資源中心網站，由資訊組長定期

維護並更新，保持資訊傳達管道暢通且創

新。 

2 根據海洋教育學習內涵及各學習領域課

程綱要，編纂國小中年級版海洋教育參

考手冊，提供教師教學使用。 

每學年度辦理全市海洋創新素養導向教學

發表競賽暨優良成果作品集，並編纂成海

洋教育教材，提供給全市各校教師教學使

用媒材。 

 

3 研發國小、國中跨學科／領域主題式教

案。 

研發青草湖鐵馬環湖探索樂游游、海洋獨

木舟行動探索、青草湖遊學課程….等等國

小、國中跨領域主題素養課程教學。 

4 發展海洋特色課程（含非臨海學校融入

校內課程推動）。 

開發『用行動 i 青草湖』海洋行動探索本

位課程，發展全市海洋教育特色課程。 

5 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之教師研習 辦理全市海洋教育素養知能工作坊與研習



開放行政人員參與。 增能，皆開放給全市所有教師與行政人員

參與。 

6 成立或擁有海洋教育課程共備社群。 成成立『青小海洋、共備翱翔』海洋教育

共備社群。獲得全市教師專業發展社群

『共譜教與學~社群玩家』優秀成績。 

 

 

 

 

 

7 成立或擁有具輔導海洋教育功能之團

隊，並研發海洋素養教學策略。 

青草湖國小為新竹市海洋教育中心暨環境

教育輔導團中心學校，帶動全市海洋教育

素養導向課程教學多元策略與優質發展，

並提升師生教與學績優成效。 

8 鼓勵學校運用海洋職涯發展相關教材及

媒材。 

學校海洋種子教師積極參加全國海洋教育

中心舉辦的各項教師增能培訓，包含臺灣

海洋大學海洋教育中心辦理『2019 年海洋

職涯試探教學與發展巡迴講師培訓研習』

海洋職涯發展研習，回校後推展海洋職涯

教學 並發展

相關 教材及

媒 材。 

 



 

 

 

 

 

 

 

 

 

 

 

 

9 鼓勵各級學校配合辦理世界海洋日或教

育部海洋教育週相關活動。 

 

 

 

 

 

 

 

 

 

 

 

 

 



 

 

 

 

 

 

 

 

 

 

 

 

 

 

 

 

 

2020年６月８日世界海洋日即將到來，青草湖國小舉辦

海洋教育周系列課程．首先邀請荒野保護協會駐校，針

對中年級進行精彩專業的藻礁解說，讓大家認識海洋藻

礁的種類與特性，並深入了解澡礁存在的重要性。 



貳、背景說明 

一、四年計畫中的發展項目與進程 

主軸 發展項目 

對應作業要點

類別(如註解) 

發展進程 

一 二 三 107 108 109 110 

主軸一：健全海洋教

育推動組織與運作機

制 

1-1 整合海洋環境文化資源

與建立戶外教育機制 

ˇ   

 

   

1-2 充實海洋教育人力資源 ˇ       

1-3 定期辦理「海洋教育專

家輔導小組會議」 

ˇ  

 

    

主軸二：編輯與推廣

新竹市海洋戶外教育

教材 

2-1 海洋教育市本教材彙編  ˇ      

2-2 海洋教育市本教材推廣

與實施 

 ˇ     

 

主軸三：協助學校發

展海洋特色、海洋校

本課程 

3-1 海洋特色.校本課程跨領

域統整與研發 

 ˇ    

 

 

3-2 海洋特色.校本課程推廣

與精進 

 ˇ     

 

主軸四：推動海洋教

育教師專業社群發展 

4-1 組織各校海洋教育教師

專業社群，推動教師交流 

  ˇ 

 

   

4-2 推動海洋專業社群教師

共備觀議課 

  ˇ  

 

  

主軸五：研發海洋素 5-1 研發海洋素養導向課程  ˇ      



養教學模式 5-2 海洋素養導向課程教學

實作推廣與服務 

 ˇ    

 

 

主軸六：跨縣市研發

海洋教育行動學習主

題方案 

6-1 結合新竹科技城跨縣市 

  人力與資源 

  ˇ 

 

   

6-2 研發推廣創新海洋教 

  育行動方案 

  ˇ   

 

 

主軸七 :建置新竹市

海洋創客遊學課程、

海洋生態旅遊課程亮

點學校。 

7-1 發展海洋創客遊學課程

亮點學校 

  ˇ 

 

   

7-2 提供各縣市學校交流體

驗申請 

  ˇ   

 

 

主軸八：建置海洋教

育網路資源分享平臺 

8-1 持續更新充實海洋教育

資源中心網站 

ˇ   

 

   

8-2  E 化教學資源 ˇ       

主軸九:強化全市親

職海洋教育體驗與實

務行動素養 

 

9-1 發展推動全市海洋教育

親職探索行動主題活動 

ˇ    

 

  

二、本學年度執行項目 

（一）項目「1-1 整合海洋環境文化資源與建立戶外教育機制」： 

1.108 學年度：盤點本市海洋環境與文化內涵，辦理輔導團、教育人員參觀及交流，建

立合作模式。 

（二）項目「1-2 充實海洋教育人力資源」： 



1.108 學年度：辦理 12 年國教海洋教育相關增能工作坊及宣導，提升本市海洋環教教

育輔導員、海洋環教教育種子教師及海洋社群教師政策之了解。 

（三）項目「1-3 定期辦理『海洋教育專家輔導小組會議』」： 

1.108 學年度：成立海洋教育推動小組，結合海洋環境教育輔導團，健全海洋教育運作

機制。 

（四）項目「2-1 海洋教育市本教材彙編」： 

1.108 學年度：盤點本市海洋戶外教育資源，依東區、西區、香山區發展學校海洋戶外 

             教育課程。 

（五）項目「3-1 海洋特色.校本課程跨領域統整與研發」： 

1.108 學年度：調查本市各學校海洋環境教育資源，協助各校開發學校海洋亮點特色。 

     (六)項目「3-2 海洋特色.校本課程推廣與精進」： 

      1. 108 學年度：開發探究海洋特色.本位課程，服務訪視各校時進行推廣與精進。 

（七）項目「4-1 組織各校海洋教育者專業社群，推動教師交流」： 

1.108 學年度：舉辦「跨校專業學習社群工作坊」，交流教學實踐方式。 

(八)項目「4-2 推動海洋專業社群教師共備觀議課」: 

1.108學年度:推動各校海洋環教種子教師共備、說課、觀議課。 

    （九）項目「5-1 研發海洋素養導向課程」： 

1.108 學年度：跨領域結合海洋教育，發展整合性核心素養導向教學。 

     (十) 項目「5-2 海洋素養導向課程教學實作推廣與服務」： 

      1.108學年度:持續進行海洋素養導向、實作創客教學，提供各校諮詢與服務。 

    （十一）項目「6-1 結合新竹科技城跨縣市人力與資源，研發新海洋教育行動學習方 

            案」： 



1.108 學年度：中心結盟新竹科技城、工研院、科學園區，教育網路中心資源，協同合 

             作模式。 

     （十二）項目「6-2 研發推廣創新海洋教育行動方案」 

      1.108 學年度: 研發推廣海洋教育結合行動學習之課程方案，創新海洋教學。    

     （十三）項目「7-1 發展海洋創客遊學課程亮點學校」： 

1.108 學年度：組織新竹市各校海洋前導學校，協助發展各校海洋教育特色課程，成立 

             新竹市多元海洋特色學校聯盟。 

(十四)項目「7-2 提供各縣市學校交流體驗申請」: 

 1.108學年度:提供其他各縣市學校申請，蒞校交流體驗獨木舟遊學、自行車鐵馬環 

              湖….等等海洋河湖探索課程。  

    （十五）項目「8-1 持續更新充實海洋教育資源中心網站」： 

1.108 學年度：建置海洋教育資源網，持續維護及擴充，並整合國教社群網與網路上相

關網站資源。 

    （十六）項目「8-2 E 化教學資源」： 

       1.108 學年度:海洋教育結合 E 化行動學習，發展海洋探索課程，並將教學資源放置於 

         網站上，提供教師教學使用之便利性。  

    （十七）項目「 9-1 發展推動全市海洋教育親職探索行動主題活動」： 

      1.108 學年度：設計多元化主題遊戲關卡，邀請全市親師生於體驗活動中，激發愛護 

                   海洋生態環境之精神。 

參、執行成果與檢討 

一、執行成果彙整【請依各執行項目所列之具體產出指標進行成果彙整，可包括課程發

展、教學實踐、研發成果、活動內容與照片、意見回饋等】 

課程教學名稱與照片 課程教學內涵與成效 



一.環教創客、無所不在-海洋環教創客行動

園遊會 

海洋素養導向教學 

 

 

 

 

 

 

青草湖國小海洋環教微電影揭開序幕，

影片述說了青小創新與推動海洋環教課

程的心路歷程，「從小河湖走向大海

洋」為核心概念，帶著孩子們透過客雅

溪、青草湖，了解海洋環教的重要性。 

二、海洋節課程教學關卡說明 

1. 湖濱散策(上午) 

這次主題為「新竹領航、海洋環教」，

新竹市推出許多計畫，希望將青草湖營

造出「小西湖」風情。青草湖有許多著

名景點，例如：鳳凰橋、于飛島、映月

橋、青草湖風景紀念碑、碼頭等，要讓

闖關者對於青草湖周邊景點有更深刻的

認識。 

2. 不塑之客(下午) 

海洋和人類社會的關係相當密切，人為

活動對全球環境所帶來的負面衝擊不

斷，像是過度開發、海洋酸化和暖化、

棲息地破壞、汙染和外來種問題等等，

都對海洋生態系的完整性造成嚴重威

脅。透過製作海洋瓶讓闖關者了解不塑



 

 

 

 

 

 

 

 

 

 

 

 

 

 

 

 

的重要性。以之前製作手工皂剩下的油

品和以蓪草剪出小魚裝飾完成作品。 

3. 水上水下(上午) 

本活動是河湖生態的生物認識，以常見

的昆蟲為主，天上飛的蜻蜓和豆娘，水

面上滑行的水黽，水下的紅娘華和蜻蜓

豆娘的稚蟲水蠆。 

4. 水下扭扭舞(下午) 

談到蚊子，就讓人想到登革熱，所以防

治從認識主角蚊子開始，蚊子是變態昆

蟲，蚊子的一生從卵、幼蟲（孑孓）、

蛹、成蟲。 

5. 分類愛環境(上午) 

將海灘、濕地上可能出現的「生物」、

「垃圾」以及「回收物」進行分類，進

而暸解愛護環境之重要性。 

6. 原形現身(下午) 

透過拼圖的方式認識蛙類的身體結構。 

7. 吃對漁(上午) 

以認識並了解海鮮指南所介紹魚類為



主，透過買魚遊戲的形式來了解並熟悉

海鮮指南建議可食用海鮮種類，以期落

實愛護環境、資源永續。 

8. 地層三明治(下午) 

透過三明治的製作與擠壓，來了解地層

形成的奧秘以及摺皺的成因。 

9. 印象．青草湖 

環境清幽的青草湖畔有什麼呢？蔥鬱的

大樹？愜意的人們？如杭州西湖的美

景？充滿活力的水上活動？湖邊守侯的

水鳥？請用彩筆，畫下您心中的青草

湖，不論是哪個角落都會是最美好的回

憶！ 

10. 青草湖人隊 CTH Lakers 

海洋環教運動節年年舉行，活動內容老

少咸宜，每年都讓新竹市的家庭、伴侶

或個人踴躍報名。本關卡將集結新竹市

參加民眾的眾人之力，請幸福科技城的

民眾用自己的手機拍攝青草湖海洋環教

運動節「新竹海洋，環教領杭」活動，

自己與家人在青草湖畔、青草湖周邊任



何一個角落的珍貴合影，並將照片上傳

至 2019 海洋環教運動節的官方 Line 帳

號，留言參加的心得、感動、最喜歡的

關卡或印象深刻的人事物，我們將拼湊

出 2019 年新竹市民眼中、心中的海洋

環教運動節。 

11. 青草湖的神奇樹字 20 

來到新竹市，你知道新竹的 17、18、

19和 20嗎？ 

「南寮 17公里海岸線！」 

「新竹 18尖山～」 

「19公頃青青草原」 

那 20 呢？答對了！就是「青草湖畔的

20顆樟樹！」 

這 20 棵樟樹茂密扶疏，翠綠的他們林

立在青草湖旁多年，你可曾發現他們

嗎？本關卡將結合定向越野運動，非常

適合闔家親子共同破關，大家會一一蓋

出樟樹群的定向越野密碼，順利觀察到

共 20棵樟樹喔！ 

三、討論及修正上述關卡內容 



   

課程教學名稱與照片 課程教學內涵與成效 

針豬珊瑚，心海大幸福 

海洋教育多元社團課程研發 

 

 

 

蔡麗卿老師是青草湖國小教學組長，熱愛

學習、心思細膩，於１０６學年度下學期

參加海科館針織珊瑚講師培訓，利用綜合

課帶六年級的孩子編織珊瑚及創意海洋生

物。從１０8 學年度上學期，將教學成果

公開展示，繽紛的針織珊瑚非常吸睛、廣

受好評．所以今日海洋教育中心暨海洋教

育輔導團全市研習，邀請蔡麗卿組長擔綱

演出！ 

  一、２０１９章魚毛線勾針體驗： 

１．毛線抽母線技巧 

２．打一個活結後，開始雙手放鬆進行

「鎖針」練習。 

３．「引拔」練習。 

此次研習麗卿老師讓大家真的練習一下，

鎖針、引鈸等勾針動作，做車一隻隻療癒

可愛的小章魚！ 

４．麗卿老師說：「不管怎麼鈎，像水

母、章魚，創意你說的算！」  

 



 

 

 

   二、使用ｉｐａｄ現場即時轉播／

直播鈎針練習：  

    為了讓大家看清楚微小的鈎針技

巧，資訊組長至正老師充分展現資訊能力

運用素養，用行動載具巧妙融入針織教

學，使研習現場教師能慢慢練習，越來越

熟悉針織動作。 

    各學年老師除了位置坐在一起，

還能有說有笑一邊鈎針、一邊聊天（聊生

活趣事、學校課程） 

參加的老師心得多多： 

１．成碩老師：「從鈎針體驗可以磨練耐

性，也體會到術業有專攻！」 

２．四年級學群老師：「大家一起在連假

後玩鈎針，共創海洋生物鈎針，開心又紓

壓呀！」 

３．老師們紛紛向學習速度較快的夥伴老

師請教，雖然手都快抽筋了，仍然屹立不

搖喔！  

４．婉廷老師：「今天麗卿老師分享他從

針織課程設計中和實務經驗，發現活潑的

孩子能更有耐心完成一樣作品，即使要拆

線重作，也是邁向更好作品的動力！而



且，針織不是女生的活動，許多優秀的藝

術家、服裝設計師也有男性，融入綜合課

性別刻板印象的討論。」 

 

課程教學名稱與照片 課程教學內涵與成效 

新竹海洋.環教領杭 

2019新竹市海洋環教運動節 

 

 

 

 

 

 

 

 

 

 

 

 

2019 新竹市海洋環教運動節今(22)日在青

草湖盛大登場，於新竹市青草湖風景區揭

開「新竹市海洋環教運動節」開幕活動，

由新竹市政府教育處黃錦能處長蒞臨支

持，本活動結合教育部體育署國民體育日

活動與新竹市海洋教育中心暨環境教育輔

導團辦理海洋環教系列活動，以「水陸雙

拼」的方式彰顯青草湖特色，讓民眾可由

動、靜態的方式認識及參與青草湖之美。 

 教育處黃錦能處長表示，青草湖的生態

特殊性是新竹市的地方特色，從水上的立

式划槳到陸上周邊生態闖關活動，動、靜

皆宜，除了讓市民朋友能夠體驗青草湖的

特色風景之外，藉由馬拉松派對-手作海洋

環教科學生態藝術等認識海洋生物並在闖

關的過程中，好好的將青草湖環湖步道走

一圈，可以經過五路財神廟、景觀平台與



 

 

 

 

 

20 棵樟樹等週邊景觀特色。 

 「這是第三年在青草湖辦理海洋環教運

動節。」青草湖國小許慶恭校長表示，每

一年海洋環教運動節，都能夠吸引到大批

的市民朋友，來到青草湖，藉由青草湖國

小及其他四所國中、小組成的新竹市海洋

教育中心暨環境教育輔導團發想、設計及

結合，讓原本靜態的課程，能夠在闖關的

過程中，更加深刻，並且提升對青草湖風

景區的發想與探索，許慶恭校長說到民眾

印象深刻的關卡，是龜龜愛闖關深得喜

愛，孩子們與巨大的蘇卡達象龜合影、親

密互動，家長蔡雅芳分享：「今天帶女兒

姿穎一起前來，活動豐富又好玩，還能長

知識，超讚的!」 

 而本次活動更結合國民體育日，讓民眾

在知識獲取之餘，更能動動身體，親身體

驗青草湖的湖光山色，水上活動由體育會

立式划槳委員會的專業教練帶領體驗，

「愛運動，愛健康。」立式划槳委員會鄞

偉民教練表示，教育部體育署對國民體育

日相當重視，本次活動也是國民體育日系



 

 

 

 

 

 

 

 

 

 

 

 

 

 

列活動之一，除了立式划槳之外，更有體

適能檢測，讓民眾不只是為了健康而運

動，而是能夠從在地文化生活融入運動，

結合台灣自然美景，真正培養國人的運動

興趣，養成規律運動習慣。  

「珍惜海洋資源，體驗海洋運動，享受夏

日微風，青草湖畔立槳。」富禮國中涂靜

娟校長表示，今年由葉明智主任和我帶學

生這第一次組隊參加海洋環教運動節，這

青草湖畔透過主辦單位，動靜方式的活動

設計，讓學生收獲更多。 

   教育處表示，為了能夠擴大市民參

與，故配合國民體育日活動與海洋環教

節，規劃了民動起來等，「Sup 划力登

場」立式划槳運動是一項安全、健康、包

容力廣及綜合多樣類型的休閒運動，可坐

著玩、躺著玩、站著玩都好玩的運動，藉

由此項目，讓小朋友學會包容、提升自

信、對青草湖風景區湖畔的海洋生態環境

更有感觸，並建立環境教育及安全知識的

認知，給予正確安全的玩水觀念；「新竹

海洋 X 環教領杭」闖關活動，上、下午共



 

 

 

 

 

 

 
 

設計 16 個海洋環境運動素養課程教學關

卡，供大小朋友來挑戰，從在地河湖環教

做起延伸至大海洋，希望經由多元課程體

驗教學設計，讓大家於遊戲探索中，領略

青草湖河湖生態美妙的多樣性，一起打造

美麗素養的學習好風景！ 

 

 

課程教學名稱與照片 課程教學內涵與成效 

海洋環境教育輔導團分區訪視服務 

全市學校訪視服務 

 

新竹市海洋教育中心暨海洋教育輔導

團進行海洋教育訪視胡務，相關服務

介紹與宣傳為： 

一．海洋環教輔導團暨海洋教育資源

中心教學設備與媒材介紹。 

二．青草湖國小－海洋創客獨木舟校

本位課程介紹。 

三．１０8 學年度海洋教育創新教學

素養養導向教案徵集活動計畫辦法。 

四．鼓勵老師多加利用海洋資源中心

網站資源，並能積極鼓勵學校師生參

加海洋團各項活動。 

五．提供各校發展海洋課程方向與策



 

 

 

 

 

 

 

 

略，期能共享資源，化理念 

   於實務為大眾。 

六．以獨木舟課程為例，鼓勵各校運

用中心資源，發展各校特 

   色。 

七．贈送各校１０8 學年度海洋創新

教學優質教學作品與媒材手冊光碟，

鼓勵大家教學創新研發． 

八．討論與雙向交流． 

 

課程教學名稱與照片 課程教學內涵與成效 

新竹市 108學年度創新海洋環教素養導向

課程結合海洋詩創作教學設計公開說課、

觀課發表比賽暨『海洋詩.環保愛』                

成果作品徵集 

今年全市的環教訪視有別於以往，結合

了 [海洋環教素養導向教案]與[海洋詩]比

賽。因為有學生一同參與發表，增添熱

鬧氛圍，收穫滿滿。 



 

 

 

 

 

 

 

 

 

    上午場次是海洋環教教案比賽，分

三類:A 環教校本、B 創新與 C 多元評

量。 

青草湖國小以蓪草復育，風華再現青草

湖作為校本探索課程。現在的客雅溪佈

滿布袋蓮，以前客雅溪種滿蓪草。請來

傳統工藝大師張秀梅為學生講解示範蓪

草技藝。塑膠取代蓪草後，蓪草成為沒

落的產業，曾經它是外銷日本重要經濟

命脈。我喜歡青小帶學生實作復育種植

蓪草課程，香君主任與鶴齡組長分享也

許因為土壤的關係，有些地區蓪草蓬勃

生長，有些枯萎死亡。 

     教授提供課程發展方向，影響復育

因素之一可以從自然，到資料庫搜尋當

時的氣候比較現今差別；也可從技藝類

著手，刀切出的蓪草紙很類似日式切薄

蘿蔔片的功夫。 

B 創新教案發表 

 我們的[海ㄍㄨㄟ何處]是最後一組，除

了原本 6 位廣達設計團隊(茹、珊、秀、



 

 

 

 

 

 

 

 

 

 

 

 

 

 

 

 

 

 

 

君、明和我)，還加上表藝清元老師，由

LULU 主任分享三個主要課程:海龜求生記

-海中生物禪繞畫-表藝課程海ㄒㄧㄠˋ

了。 

 教授評審時分享心理學提出最新心理疾

病-生態危機症候群，不管是爸媽或老師

希能引發孩子發愛與保護環境意識，但

不要過度焦慮。藝術是很好的教學媒

介，參與這課程的兩班孩子玩得超瘋

狂，也學到很多喔。 

 第一組青小用蓪草作為藝術創作的媒

介，帶入海洋詩的教學。學生的蓪草作

品後來在文化中心展出。(我之前上過蓪

草藝術教師研習，用蓪草紙折成玫瑰

花，倒入皂原料，變成藝術手工皂，文

創之美。) 

第二組是竹小媁玉老師的海洋詩教學，

從暖身-文本-圖鑑-經驗 -寫作，非常精

實。 

 學生的海洋經驗大多是味蕾，吃了哪

些，和大人的海洋印象不同。(我自己在

教學生海洋詩時，也有發現，吃是最貼

近學生的生活經驗的)。媁玉老師的海洋

詩從自然知識圖鑑切入，搜尋海洋生物

的外型、運動方式、特色、困境，學生



 

 

課程教學名稱與照片 課程教學內涵與成效 

青草湖國小海洋本位探索課程 

十二年國教課研小組探索課程工作坊 

 

 

 

 

海洋教育中心~青草湖國小十二年國教課

研小組探索課程工作坊，感謝靖國教授遠

道而來以及全校老師的辛勞，接下來還要

請大家繼續一起共同努力。 

一年級學年提出低年級孩子走出校門靠近

青草湖觀察，會有安全疑慮。 

教授建議：走出傳統教育即是戶外教育，

可以再討論。 

二年級學年提出的問題與一年級無異，會

採取兩班一同觀察，有兩位老師能照應。 

四、三年級學年反饋行動載具結合校本課

程對三年級來說沒有問題，這學期走路闖

關的 

內容還需待學年討論完。 

教授建議：主題風華再現，需要使用前面

課程鋪成，五節課慢慢覺察到青草湖周邊

場域出現什麼轉變，昔日與現在的對應，



 

 

 

 

 

 

 

 

 

 

尋找方式找出方案進一步實踐看看，能否

風光再現。 

五、四年級學年提出主題課只有一節，時

常沒辦法連貫。活動豐富，但是時間上無

法完成。另外，下學期的校本課程需要騎

腳踏車，但是有些同學無法在體育課完成

學會騎腳踏車。 

教授建議：腳踏車的部分可以從低年級開

始佈局，例如：瞭解腳踏車的性能。 

六、五年級學年這學期進行食農教育，在

過程中孩子會體會到農人的生活，以及如

何與土地共好，最後種出來的稻米會用真

空包裝給孩子作為紀念。 

教授建議：最後的包裝可以走文創的概

念，讓他們設計外包裝。孩子從生產到包

裝都動手自己做，也會帶給他們商業方面

的啟發。 

七、六年級學年進行青草水湖守護員，使

用行動載具查詢竹縣及竹市的水域轉變，

進行海洋主題的文學創作，最後到香山濕

地進行淨灘。 



 

 

 

教授建議：淨灘的活動順序很重要，建議

將淨灘順序移至文學創作前，這樣學生在

進行文學創作會更有感覺。 

八、下次開會請各學年寫出下學期簡略的

教案以便討論。探討出本校＂用行動ｉ青

草湖＂精神，人文．科學．創新．智慧四

大願景與校訂五大主軸課程－行動學習．

食農教育．海洋教育．閱讀教育．遊學課

程，各學年將依照不同年段在上下學期發

展五大主軸課，活化核心素養的三面九

項． 

 

 

 

課程教學名稱與照片 課程教學內涵與成效 

蓪草藝術-青草湖風華再現 

青草湖海洋河湖蓪草文化 

海洋教育中心暨海洋教育輔導團~青草

湖國小，青草湖以前是蓪草文化繁榮勝

地，也是台灣經濟起飛的重要功臣，蓪

草的功能很多元，型態美麗．淨化空

氣．中藥強身．藝術創作以及美感創

客．．．．．．等等，但因為河湖環境



 

 

的污染與人為破壞，導致蓪草已不復

見． 

    感謝蔡婉緩老師的構思和引薦

蓪草專家與耆老，一大早教務處團隊就

到蓪草專家張老師家，共同挖採移植蓪

草，準備要到青草湖國小後方客雅溪畔

（碼頭）復育，張老師也答應會長期指

導。 

    種植過程中至正老師開啟了空

拍機，以行動學習記錄這美好且幸福的

每一刻，要收穫前的耕耘，最讓人充滿

期待與能量！ 

   青草湖教師團隊將用心規畫課

程，將蓪草結合行動學習．海洋教育以

及食農教育，再現青草湖昔日魅力風

華． 

   同時也要感謝彭會長、新竹市教

育校長們和全校同仁們共同參與，一起

共行．共力．共好．共享的感覺，充滿

希望、非常快樂！ 



 

 

 

課程教學名稱與照片 課程教學內涵與成效 

海洋教育全國競賽高峰會 

新竹市海洋教育 

 

 

 

 

 

新竹市政府於昨（１７）日起一連二天在

新竹市培英國中活力館，舉行１０８年全

國海洋教育成果展盛會，來自全國２２縣

市，２５０餘位團隊成員齊聚一堂，除辦

理各縣市海洋資源中心及特色學校展出年

度海洋教育推動成效、辦理海洋教育推動

的經驗分享外，同時安排團員走訪新竹市

著名的南寮漁港風情。市長林智堅表示，

邀請大家在盛會結束後暢遊新竹市，體驗

不一樣的 

幸福城市，感受風華再現的年輕古城的魅

力與生命力。 



 

 

 

 

      為了完美的呈現各縣市推行海洋教

育的成果，一早抵達會場後，每一個團隊

都如火如荼的忙碌於展區的佈置，大多數

縣市的海洋教育也融入在地特色，不但使

本土文化與海洋教育能夠緊密的結合，也

讓參展人員彼此都能互相觀摩與學習。 

    「如果不接觸到海洋，就不會知道海

洋的重要性，更不會體認到海洋保育的議

題，因此，我們便選擇從日月潭開始推行

海洋教育。」這是靠山不靠海的南投縣團

隊推動海洋教育的核心理念。南投縣明潭

國中的葉雯芳老師也提到，就是因為距離

海洋太遠，所以才更應該重視海洋教育，

其中，海洋環境的保護更是首要推行的第

一步，因此，南投縣從推動減「塑」好生

活，來引導孩子關注海洋教育的重要性。 

  走著走著，突然看到一群黑面琵鷺的

出現──臺南市的海洋教育團隊桌上展示

著的是孩子利用紙漿和蚵仔殼做成的黑面

琵鷺塑像，從學校望出去就是黑面琵鷺的

棲息地，栩栩如生的姿態顯見孩子們細微

的觀察力。更令人驚豔的是，臺南市光復

實小更與首府大學共同製作獨木舟，不僅



有小而精巧的獨木舟模型，甚至還有可以

實際下水划行的獨木舟，講起自製獨木舟

的每一個細節，團隊老師們都非常的專業

與講究，徹底實踐創客精神。 

      有鑑於環境汙染與全球暖化造成地

球生態浩劫，嘉義縣祥和國小的洪詩楣老

師與陳姿秀老師聯合發想「驚嘆北極圈」

的桌遊教具，希望可以培養孩子一個觀念

──碳足跡排放越多、冰層也就融化得越

快，間接影響著南北極的環境生態進而擴

及全球海洋。 

  「來哦來哦！寫問卷就能獲得一份神

秘小禮物！」一瞬間大量的人群往金門縣

攤位蜂擁而至，問卷主題寫著「為愛守

『鱟』」，只要完成問卷就可以得到

「鱟」脫下的殼，這是金門潮間帶常見到

的另類海洋資源，更讓民眾能夠藉此機會

認識鱟的成長與特性。 

      有著長逾 120 公里海岸線的新北

市，現今推動海洋教育與相關活動的學校

已達 32 所，最令人歎為觀止的莫過於，

不同學校都能因地制宜而辦理不同的海洋

活動，福連國小為守護大海的肺而進行珊



瑚復育、老梅國小藉由風箏特色帶領孩子

展翅高飛，而豐珠國中小更有龍舟訓練，

讓孩子們學習如何面對困境並解決問題，

著實符合十二年國教推動的素養導向教

育。 

   許多團隊也發起淨灘活動，並且重

新利用撿來的海洋廢棄物製成美麗的藝術

品。屏東縣的團隊將海邊撿來的玻璃瓶敲

碎、磨平，然後再纏繞鋁線，使得原本被

遺棄在沙灘上的垃圾變身成美麗的鋁線海

玻璃。來自澎湖的團隊將馬糞海膽脫落硬

化的殼重新裝飾與上色，讓馬糞海膽以另

一種樣貌呈現於大家的眼前。 

      教育處長黃錦能表示，新竹市１７

公里海岸線擁有生態豐富的海洋生態，推

動海洋教育已逾１０年，竹市海洋教育在

海洋資源中心、輔導團及結合大專院校及

社教機構等單位，在各校落實推動，共同

為海洋生態議題努力，其中青草湖國小與

社區環境密切結合，推動青草湖特色課程

及獨木舟探索課程，亦吸引外縣市學校參

訪。 

       教育處表示，海洋教育成果首度



由新竹市承辦，在茄苳國小的「海洋之

歌」海洋環保劇揭開序幕，安排海洋大學

吳靖國教授，以１２年國教的跨領域海洋

素養導向課程為題，與團隊進行深度互動

及對話；為期２天的活動除深入南寮海岸

線了解海洋教育的推動外，更帶領各縣市

夥伴走訪隆恩圳、中央公園、城隍廟、長

和宮、護城河等景點，體驗在地文化及美

食。 

     「還想再回來感受翻轉的新竹」來

自桃園市海湖國小的余錦屏校長表示，３

０年前曾經住在新竹，這次回來參訪感覺

變化好大，變得很有人文藝術氣息。「望

而怯步的消波塊居然可以變這樣。」來自

雲林縣林三崙國小黃明旋校長表示，站在

魚鱗天梯上令人心曠神怡，網紅打卡熱點

名不虛傳，這是親近生態的最佳示範。 

    教育處指出，活動壓軸公佈今年

各縣市海洋教育推動評比，新竹市榮獲全

國海洋教育優選縣市，新竹市已連續２年

獲此佳績。此外，成果展中首次舉辦的全

國海洋教育創新教學團隊表揚，青草湖國

小、頂埔國小、東園國小及西門國小所組



成的跨校團隊以「用行動ｉ青草湖」榮獲

特優佳績；青草湖國小「遇見幸湖」、富

禮國中「禾日山海戀」及磐石高中「海洋

之戀進行曲」課程亦榮獲佳作。 

    海洋教育中心許慶恭校長表示，

新竹市每年都舉辦海洋環教運動節，結合

立式划槳與環境生態教育，將海洋教育與

運動緊密結合，讓青草湖的自然生態給更

多人了解，年年都吸引許多市民參與，是

新竹市海洋生態教育推動很夯的活動，已

逐漸成為新竹市民期待的活動。 

     

 

 

課程教學名稱與照片 課程教學內涵與成效 

賀全國海洋教育高峰競賽交流會

獲得第優等及推手獎特優佳績 

 

 

 

狂賀！新竹市海洋教育中心暨海洋教

育輔導團榮獲全國海洋教育優等並且

榮獲教育部２０１９海洋教育推手獎

特優，全國中小學僅１０所學校獲

獎，實屬不易。教育部長及次長親臨

頒獎，足見教育部對海洋教育的重

視。感謝許校長領導以及所有教師團



 

 

 

 

 

 

隊貢獻心力，榮耀是屬於每一位夥伴

的！ 

 

課程教學名稱與照片 課程教學內涵與成效 

探索青草湖~河湖生態奇幻

歷險記 

青蛙達人探索海洋生命 

 

 

西門國小詹朕勳主任今日化身為青蛙達

人，來海洋教育中心~青草湖國小中年

級，進行一場生動活潑又有趣的＂探索青

草湖～河湖生態奇幻歷險記＂． 

   很多人不知道，青草湖有很多樣的

青蛙，這也代表著青草湖擁有很自然純淨



 

 

 

 

 

 

 

 

的好生態，青蛙達人團隊經過很多年的青

草湖蛙調，所以擁有很廣域且很豐富的青

蛙知能與實務知識，所以整個講座精彩熱

絡，很受歡迎． 

   尤其是青蛙達人團隊帶來很多不同

種類的青蛙與孩子們互動，讓孩子更貼近

生態自然物種，更懂得生命教育的可貴與

珍惜，激發熱愛生命的能量與火焰，大自

然界小小的每一個生命，都是如此的友善

與可愛． 

   最後，青蛙達人團隊們帶領所有的

孩子共同宣示，將一起守護青蛙．愛護青

蛙的家，一起用行動ｉ青草湖！ 

 

課程教學名稱與照片 課程教學內涵與成效 

真愛海洋.針織珊瑚 

愛海一起來 

 

 

 

 

 

  海洋教育中心~青草湖國小今年參加基

隆海科館＂真愛海洋．針織珊瑚＂計畫，

由蔡麗卿組長與吳振彰老師．謝明鳳組

長，協同聯合指導６０１班學生，進行海

洋美感課程與創客製作． 

  終於來到競賽發表的這一天，６０１

班孩子以及麗卿組長使出渾身解力，解說



 

 

 

 

 

 

 

 

 

 

 

 

＂珊瑚的美麗與哀愁＂創作理念與課程發

展，獲得在場師生一致好評，讓孩子們充

滿自信心與成就感！ 

  公布青草湖國小得獎的那一瞬間，麗

卿組長高興地擁抱孩子．振彰老師也大聲

歡呼，辛苦耕耘得到的豐碩果實，真的很

幸福美好！ 



  

 

課程教學名稱與照片 課程教學內涵與成效 

珍愛生命~海洋生命好好玩 

讓生命永續 

 

   海洋是生命之母，海洋教育中心~青草

湖國小今日邀請到海洋烏龜達人，跟孩子

一起來深入探索多元生態物種發展，看到

烏龜、魚類……．等等實物與實體親臨實

境，孩子們都好興奮好高興，馬上引起孩

子很高昂的學習興致與動機，經由親眼觀

察與實際接觸，系統脈絡化的活化教學，

拓展了孩子學習的無限視野，豐富了孩子

理解的無窮世界。 

     海洋的海納百川、生命的多元

發展、人類的永續愛護，我們將會『將心

比心』、『兼容愛護』，好好珍愛地球上

的萬物，讓生活更美好和樂 

 

 

 



課程教學名稱與照片 課程教學內涵與成效 

 

107 學年度海洋教育素養導

向創新教學競賽公開觀議課 

海洋教育 GOGOGO 

 

 

 

 

 

 

 

 

１０8 學年度海洋教育素養導向創新教學

競賽結果出爐！恭喜青草湖國小有一件作

品榮獲佳績！第一件作品為青草湖探索課

程~風華再現青草湖，探索本位課程獲得

特優，第二件作品是五年級團隊的條條大

陸「蓪」海洋，另外在海洋詩的青草湖更

有四件作品獲選佳績！ 

   海洋環境教育輔導團隊東園國小雅

珮主任．西門國小紫玲老師．珊伃老師與

頂埔國小以及其他學校也都獲得了很棒的

成績，１２年國教中的海洋教育多元繽

紛．活力素養！ 

今年比較不同的是因為疫情影響，公開說

觀議課改為線上模式辦理。 

參與老師們回饋分享如下: 

1. 青草湖國小的探索課程很吸引人。 

2. 第一次參與線上研習，新奇之外，也

學習並評估線上研習的操作模式。當各位

老師在進行簡報時，因為簡報就在眼前，

不受座位距離限制，可以看得很清楚。偶



爾會因為網路傳輸的問題導致收訊不良，

我想未來能夠突破與改善之後，效果應該

會很好。 

3. 第一次嘗試視訊，也會操作了。吸取

大家的經驗，可以豐富自己的教學。 

4. 看到很多精彩的課程教學 

 

 

 

 

 

課程教學名稱與照片 課程教學內涵與成效 

針情似海舒壓游 

海洋跨領域統整工作坊 

 

 海洋教育中心暨海洋教育輔導團今日舉

辦針情似海舒壓游－海洋跨領域統整工作

坊．謝謝麗卿老師超級專業的創客實作指

導，此次課程更進化進階版，結合行動學

習載具運用，有效落實「差異化教學」，

創客手作中配合著老師們非常優美的歌

聲，讓大家輕鬆愉悅的學會編織創客手作

跨領域第二專長。 



 

 

 

 

 

課程教學名稱與照片 課程教學內涵與成效 

珍愛海洋.國際同行 

海洋生命之母 

 

 

 

 

 

 

 

 

 

 

海洋教育中心暨海洋教育輔導團~青草湖

國小，今日辦理陳老師能以影片引起孩子

對海洋生態污染的學習動機，並以海洋國

際觀來探討海洋汙染的嚴重性。海洋是生

命的母親，卻要接納人們所製造的可怕髒

污與所丟棄的大量垃圾，但不是丟到海裡

看不見就沒有事了，這些海洋廢棄物會隨

著洋流流至世界各地，塑膠微粒也會變成

很小的分子，溶在海中、水裡或是經由動

物吸食，而循環至人類的身體中，大自然

的循環與生態平衡，人類將是最終的接收

物與受害者，大家可不能輕忽海洋教育的

重要性！ 

   海廢王桌遊讓孩子經由遊戲中，評

量檢視所學到的知識技能與學習任務， 



讓海洋教育從小做起；共創美好幸福人

生。 

 

 

 

 

 

課程教學名稱與照片 課程教學內涵與成效 

青小海洋.共備翱翔 

共備社群 

小河湖到大海洋 

涓滴細流流河湖，條條河湖通大海 

    『青小海洋．共備翱翔』社群，

由不同領域教師組成，團員們共同發揮專

業與潛能特長，以探究學校在地河湖環境

為主軸，激發親師生們戶外探索的動機與

情意，跨領域運用與統整，經由觀察互

動、討論分享、教材研發，發展學校青草

湖海洋戶外探索本位課程。 

 

海洋探索，潛能開發、適性發展 

    今年度我們積極研發『用行動ｉ

青草湖～獨木舟海洋行動探索、青草湖鐵

馬環湖探索趣』課程，海洋教育結合優質



 

 

 

 

 

 

行動智慧學習，讓親師生有更多元的探索

與體驗，從認識家鄉、調查、了解學校社

區河湖環境文化開始，從客雅溪到青草

湖；從涓涓小洋流到磅礡大海洋！過程中

教師們能實際了解課程實施的情形、面臨

的問題、孩子的學習成效以及該強化精進

的地方，進而調整修改課程教學，達到學

生樂學、教師樂教、家長樂助，三力共好

的知識學習遊樂地！      

 

小河湖到大海洋～青草湖探索遊學課程 

    教師團隊與孩子們一起活用青草

湖渾然天成的自然優勢，規劃運用在地環

境資源，研發學校本位特色教學，發展系

列海洋特色本位遊學系列課程，讓孩子擔

任小小導覽員與守護員，邀請新竹市學校

申請、體驗，充分發揮海洋環境教育教與

學、創新與實踐功能。台北志清國小、國

教 院 主 任 儲 訓 班 、 新 竹 縣 鳳 岡 國

小……．．等等學校，都已經來青草湖國

小進行校際遊學課程，一起開啟共好起飛

的旅程！大家收穫滿滿，開創永恆珍貴的

共好回憶！ 



 

 

 

 

 

 

走出課室、夢想起飛；探索海洋、擴大視

野 

    未來，『青小海洋．共學揚帆』

社群，將持續精進努力，研發並深化青草

湖探索課程，有效提升核心素養與知能，

體驗自然、創新學習，讓我們一起『用行

動ｉ青草湖』～進而在『青草湖－遇見幸

福』！ 

 

課程教學名稱與照片 課程教學內涵與成效 

鳳岡國小至青草湖國小遊學

趣 

共學.共享與共好 

 

 

 

 週三下午，新竹縣鳳岡國小余校長帶

領全校團隊到青小海洋教育結合行動學

習進行遊學課程交流，一開始由許校長

介紹青小發展與特色，接著香君主任說

明遊學課程內涵：青草湖鐵馬環湖行動

探索趣．珍愛海洋～針織珊瑚．創客食

農造咖．海洋獨木舟行動探索游．海洋

美 感 創 客 雷 雕 ． 海 洋 美 感 纏 繞

畫．．．．等等遊學課程．緊接著至正

老師進行教學實務嘗試與體驗． 

   大家最期待的客雅溪划獨木舟體



 

驗，每個人都好興奮，一起發揮攜手團

隊合作精神．溝通互動技能與公民意識

與環境河湖教育保育，每個人都收穫滿

滿！ 

   課程結束後，大家還意猶未竟．

流連忘返，主動要求參觀青小玉山圖書

館，每個人讚賞不已，尤其是明鳳老師

設計的美感藝術與怡茹主任創製的馬賽

克拼貼畫，打卡拍照後直呼青草湖～遇

見幸福！ 

 

課程教學名稱與照片 課程教學內涵與成效 

桌遊在科普閱讀與環教海洋小書創作的應

用 

  1.竹北博愛國小蔡依蘭主任到校分享有

關桌遊運用在海洋環教教學上的實際做

法。 

2.利用可以掌控時間的桌遊來進行教學，

例如： 

⮚嗒寶(每兩張卡片之間，只能找到唯一的

相同符號！測試大家的速度，觀察力，反

應力。) 

⮚知識線動物篇(從尺寸、重量著手比較能



  

 

 

 

 

 

 

跟生活經驗結合) 

⮚說書人(多人遊戲、用 84 張精美圖卡說

一個詞、一則故事或是一首詩，讓玩家猜

測你天馬行空的想像，或是用相似的情境

混淆對手。) 

3.使用桌遊進行教學，可以選擇配件不要

太多的，不然巡迴太多班級，很有可能會

有牌卡遺失的風險，老師在準備教具的意

願上才會提高。 

4.閱讀是結合聽說讀寫的一個綜合能力，

老師可以透過繪本、桌遊來切入，可以使

用「KWL」策略(K：你知道什麼？)(W：你

想學什麼？)(L：你學會了什麼？)，這個

策略是以孩子為主體，主動思考、探索、

解決問題，是很常用於科普閱讀的教學技

巧。  

5.說故事的技巧「靶心人公式」：利用 7

步驟 3 分鐘說出好故事，就是問自己「七

個問題」--目標、阻礙、努力、結果、意

外、轉彎、結局，遵循這樣的公式，就能

貼近讀者的心。 



⮚洪蘭教授曾說過：「說話是本能，閱讀

是習慣。」網路普及化後，學生需要學習

篩選知識的方式，因此閱讀能力的培養勢

在必行，利用多元方式：慧本或是不插電

的遊戲-桌遊來養成。 

⮚桌遊適玩的年齡廣泛，種類及類型也很

多，可以讓多人同時共同玩樂的遊戲，訓

練耐心、記憶力及反應能力等等，從桌遊

切入教學，淺顯易懂，也能快速引起學生

的興趣 

⮚共玩桌遊的好處： 

1.學會等待與輪流，尊重規則 

2.學會面對輸贏：遊戲中必定有的輸贏，

可能讓某些孩子對於遊戲不滿，而出現情

緒性的語言與動作。趁機機會教育一下，

有些事情輸贏也許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

是去享受過程。 

3.練習合作：現在有許多桌遊，設計成以

合作為目的。要求玩家一起合作，共同達

成一個目地。不但增加了孩子的興趣，還

學習到了團隊合作的樂趣與經驗。 



4.增加親子或同學關係與樂趣：減少了大

家盯著電視與手機的時間、降低了一些文

明病的產生、增加了家庭互動和和諧、促

進了彼此的了解……。 

5.經濟實惠 

 

課程教學名稱與照片 課程教學內涵與成效 

親子天下教育創新 100-新竹

蛙寶，海洋起跑─用行動 i

青草湖 

用海翻轉水水人生─青草湖，遇見幸福 

新竹蛙寶，海洋起跑─用行動 ｉ青

草湖。用海翻轉水水人生─青草湖，

遇見幸福。 

 「人進得趣，才出得來」！ 

 「涓滴細流流河湖，條條河湖通大

海」，海洋教育一定要到海邊嗎？ 

從根本做起，才能深耕與深！新竹市

海洋教育輔導團將建構以在地河湖、

溪流到 海洋為地理核心的廣闊海洋

教育學習場域，發展國中小跨領域海

洋素養導向課程、 建立與推廣海洋

探索教學，提升教與學的品質力。並

開發實作、體驗、親海及在地 河湖

探索、行動學習課程，激發愛土、愛



 

 

 

鄉、愛海情懷，進而以實踐力行，支

持參與珍愛海洋、保護海洋、永續海

洋，愛海保育的行動家。 

 許校長帶領的海洋教師團隊的努

力，需要你天天給予珍貴的一票！ 

 投票時間：即日起～５／２２下午

５：００截止 

 投票規則：每組帳號每天皆可投

票，每天最多可投３次，每次可投一

人／組 

 只要登入臉書帳號就可以從容投票

了喔！ 

  趕快登入網址欣賞並給予支持！

謝謝大家！ 

ｈｔｔｐｓ：／／ｅｄｕ１００．ｐ

ａｒｅｎｔｉｎｇ．ｃｏｍ．ｔｗ／

ｃｈｏｉｃｅ／８０ 

 

 

課程教學名稱與照片 課程教學內涵與成效 

用行動 i 青草湖~青草湖探

索課程 

 ５／２３（四）１３：２０～１５：３

０三年級師生與６０１將健行到青草湖，



花現幸湖 

 

 

 

 

 

 

 

 

５／２１（二）我們與振彰老師帶領的６

０１班，先進行創客行動保育家培訓，共

同進行青草湖海洋行動探索主題本位遊學

課程。 

     青草湖美麗繽紛多元的河湖生

態環境，正等著我們大家一起來探究，６

０１師生團隊與教務團隊、科任教師們將

擔任學習關主，與三年級師生團隊以師生

共學、共樂、共享的戶外探索素養導向學

習模式，讓青草湖國小孩子活化數位智慧

－探索社區湖泊生態文化，深入了解在地

環境特色，以行動學習展現青草湖生態多

樣性；成為共享學習與共好幸福的創客行

動保育家；重現經典青草湖盎然美麗風

華；Ｅ起讓青草湖風華再現！ 

 

課程教學名稱與照片 課程教學內涵與成效 

端午節.划龍舟 

畢業周愛校課程 

   端午節划獨木舟，６０２班在畢業前

夕，再次＂用行動ｉ青草湖＂師生一起

到學校旁的客雅溪划獨木舟，淨溪淨

湖，共同實踐共好．共享幸福的創客行



 

 

動保育家！ 

   天氣雖然非常炎熱，但絲毫不減

大家無限的熱情，團結合作．溝通互動

中，激發愛校愛鄉的公民意識，用道德

實踐清淨河湖社區環境的實踐力行中，

共同留下深刻美好的幸福回憶。 

 

課程教學名稱與照片 課程教學內涵與成效 

用行動 i 青草湖~青草湖遇

見幸福 

三年級"花現幸湖" 

 

 

 

   用行動ｉ青草湖－三年級花現幸湖，

海洋環境教育結合行動學習，感謝振彰老

師培訓並帶領６０１學生擔任「創客行動

保育家」各關學習關主，當自己學習的主

人，運用所學、活化知識，大手攜小手，

精彩解說表達與五感體驗，讓三年級的孩

子探索中觀察；遊學中習得、體驗中察



 

 

 

 

 

覺、團隊合作中提升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素養。 

 總務處團隊的維安以及燕宗、桂香、實

習教師的合力協助，還有至正老師的科技

力，讓青草湖探索課程－幸福無限！ 

 

課程教學名稱與照片 課程教學內涵與成效 

青草湖國小遊學課程 

歡迎水源國小 

 

 

 

 

   歡迎水源國小何校長帶領應屆畢業生

到青小划獨木舟進行遊學課程，雖然整日

陰雨綿綿，但水流還算平緩，經過許校長

與至正老師及團隊們的評估與考量，又適

逢天公作美，利用雨停的空檔趕緊把握時

間，抓緊時機，一起下水划，大家共同順

利完成。 

    所有人留下深刻難忘且美好的美

麗經驗與回憶！ 

    青草湖～遇見幸福！  

 

 



課程教學名稱與照片 課程教學內涵與成效 

12 年國教海洋教育新思維 

珍愛海洋.創新課程 

 

 

 

 

 

 

 

 

 

 

 新竹市海洋教育中心暨輔導團辦理暑假

全市教師素養導向工作坊，  

海洋大學胡教授介紹十二年國教 海洋教

育 新時代 核心素養 創新 思維 行

動之相關概念。海洋教育是蝦咪—科學、

工技、人文，聽教授娓娓道來，原來海洋

教育是這麼廣闊與深奧。教授還帶領我們

從文學看海洋，發現人文與歷史的層層交

纏，胡教授勉勵未來海洋素養的養成可從

這著手。 

１．獨木舟體驗，從活動中發現素養的教

與學。。 

２．胡教授演講精彩內容豐富，讓人了解

劃時代趨勢ＡＩ／Ｒ。 

３．１２年國教海洋教育跨領域發展，紓

壓又寓教於樂，一舉多得。 

４．引導學生多思惟未來海洋資訊發展。 

５．學習到獨木舟的划舟技巧，能親近水

域，身心健康，體驗實作是最大收獲。 

 



 

 

 

 

課程教學名稱與照片 課程教學內涵與成效 

青草湖國小夏日遊學樂 

歡迎新竹縣博愛國小 

 

  放暑假嚕！炎炎夏日何處去，青草湖划

船最有趣！ 

   新竹縣博愛國小帶領參加夏令營的

小朋友，到青小體驗＂用行動ｉ青草湖＂

本位課程，了解學校如何結合在地文化水

域環境，發展獨具特色的教學． 

    師生一起合作團結．同心共力中

划著獨木舟，探索客雅溪與青草湖多元亮

麗的生態文化歷史，感受生命教育與大自

然力量的無限魅力！ 

    感謝許校長為大家紀錄留下這繽

紛美好的時刻，難忘歡樂的歷程，將成為

暑假中，大家最深刻懷念的素養深學習！ 

 

課程教學名稱與照片 課程教學內涵與成效 



珍愛海洋.創新課程 

海洋教育生態文化探索工作坊 

 

 

 

    海洋教育中心暨輔導團辦理全市海

洋教育研習，共同到野柳國小，分享交

流－野柳國小海洋教育特色課程，並體

驗划獨木舟，每個人學習熱情十足，學

習成就滿滿！ 

   下午到象鼻岩進行岩岸地質踏

查，感受大自然鬼斧神工的奇蹟，雖然

天氣有點熱，大家還是熱情參與，收穫

如太陽的溫度般，慷慨又激昂！ 

 

課程教學名稱與照片 課程教學內涵與成效 

2019 親子天下教育創新 100 

新竹市海洋教育輔導團 

  新竹市國教輔導團期末大會，新竹市政

府表揚海洋教育輔導團隊榮獲＂２０１９



 
親子天下－教育創新１００＂，課程教學

領導創新團隊第１６名！ 

    總召許慶恭校長與副召涂靜娟校

長，感謝並鼓勵團員們多年來對海洋教育

的付出與貢獻，我們將一同繼續為孩子教

育努力成長與創新精進！ 

 

課程教學名稱與照片 課程教學內涵與成效 

2019 親子天下教育創新 100

頒獎典禮 

新竹市海洋教育輔導團 

 

 

 

 

 

 

 

 

  本周六下午許校長帶領海洋教育團隊至

台北參加２０１９親子天下教育創新１０

０頒獎典禮。 

     新竹市海洋教育輔導團多年的

努力被看見，我們也看到全國許多令人感

動的團體和個人，默默地為教育貢獻心

力。開闊視野．潛力拓展！ 



 

 

 

 

 

 

 

 

 

課程教學名稱與照片 課程教學內涵與成效 

2019 教育創新

100https://www.parenting. 

com.tw/article/5 

與客雅溪作伴，青草湖國小不只想讓孩子

 再往左邊划一點！快要撞到岸邊了！」 

「加油！到下一條橋那邊要記得迴轉

哦！」 



看得到，還體驗得到！新竹市海洋教育輔

導團研發一系列獨木舟體驗課程 

 

 

 

 

 

 

 

航行客雅溪，新竹市青草湖國小的孩子

各個是高手！水面上，孩子兩人一組划

著獨木舟，岸上的指示和加油聲不絕於

耳。這是青草湖國小的海洋教育課程，

由在地文化與環境做起，由小河湖慢慢

進階到大海洋。 

 

新竹市海洋教育輔導團，以青草湖國小

為中心學校，在充滿活力與熱情的團隊

中，老師們相互激盪，發展出獨特的

「獨木舟探索課程」。 

 

「孩子們每天上課看溪水都有不同變

化，也告訴老師說：『老師，我們可以

下水嗎？』」教務主任賴香君分享，雖

然青草湖國小不靠海，但校園後面那條

靜靜流過新竹市大街小巷的客雅溪，促

成了獨木舟課程開創的契機。 

 

「看了《夢想海洋》那本書之後，我們

想要來做一艘船。」資訊組長江至正笑

說，老師們是一群熱情的傻瓜，為了孩

子們，也為了得到與陸地上不同的視



 
 

角，開啟了一連串實踐夢想的航線。 

同心協力 造船我最行！ 

教學組長蔡麗卿分享，低年級的海洋教

育主題課程，早已開始為未來埋下伏

筆。老師實際帶孩子到青草湖散步，也

沿著客雅溪介紹週遭，讓孩子熟悉在地

環境，並帶入水循環的概念。從低年級

開始了解，孩子對於往後實際下水划船

增添一份期待，也更知道對於環境該做

哪些觀察。 

 

四年級是獨木舟課程的精華，從獨木舟

構造的認識，到實際下水划船，對孩子

來說都像是一次冒險旅程。有別於講述

式教導孩子，老師首先簡介各種不同的

船隻，接著讓孩子們操作和設計船體，

動手造小船，體會創客的實驗精神。 

 

   四到六人的分工合作下，除了紙

上的設計圖，他們還要實際利用木條製

作出一艘約５０公分長的小獨木舟。過

程中，從木條塑形、上防水布料和著

色，都由孩子親手打造。不僅如此，小



舟還得實際下水，讓孩子觀察船隻的平

衡、進水與否。賴香君說，「或許小船

可能航行得不太順利，對孩子來說，卻

是理想化為實踐的方式。」 

  待到實際乘著獨木舟遊客雅溪「大

船入港」那天，大人小孩們難掩興奮。

西門國小何珊伃老師每年帶著孩子來到

青草湖體驗獨木舟遊學，不同於口號式

宣導愛護環境的重要，在身體力行中，

她也充分感受到孩子的投入和參與感。

「孩子開心地分享，他小時候最喜歡在

澡盆裡面划。結果真的有一天突然可以

下水划船的時候，他還自己戴頭巾來

綁，覺得自己是海賊王，有一種夢想成

真的感覺！」 

 

不僅是夢想的實現，老師同時也讓孩子

在客雅溪做水質檢測；在天氣好時，帶

孩子淨溪淨湖。以往總被認為骯髒的客

雅溪，在師生和社區的共同維護下，漸

漸翻轉面貌，展現美麗風華。對於海洋

教育，新竹市海洋教育輔導團認為，從

孩子家鄉土地山水的連結，更能帶動生



命流動。 

  獨木舟課程，老師們不僅希望做到

海洋教育，也希望透過以組為單位的活

動內容，帶動孩子們互助合作的內涵。

從小型造舟到獨木舟遊溪，孩子們的主

動和互相幫助，時任四年級導師李婷婷

都看在眼裡。 

 

「過程中，我發現小組會發現各式各樣

的問題，也看到他們彼此怎麼溝通協調

和討論。」她觀察，班上其中一位小組

長，在造舟時發現組員容易分心，小組

便協調其他組員幫助緩和情緒，其他人

繼續負責製作過程。 

 

這樣的分工下，最後呈現的結果是，這

組的獨木舟構造最扎實，是全班同學都

覺得做得最好的。活動結束後，李婷婷

帶孩子省思，孩子也回饋遇到衝突時要

記得溝通，並且不忘記團結。她也認

為，透過創客的過程，孩子們能了解對

話、合作的智慧，是在海洋教育之外，

難能可貴、意想不到的收穫。 



「台灣本身就是一個島嶼，我們希望孩

子從小對水資源能夠重視跟了解，所以

從家鄉環境做起，希望可以喚起大家去

關心身邊的點點滴滴。」作為新竹市海

洋教育的核心團隊，賴香君這樣期許。 

 

海洋的影響不僅止於海面下，回推到根

本，自人類生活的居家環境到飲食習

慣，各個環節息息相關。青草湖國小期

盼能從孩子的生活連結，即便生活在不

臨海的區域，也能擁有像海洋一樣寬廣

的視野和遠見，了解水資源、河湖與汪

洋大海的彼此關聯，進而對自然有感。 

 

   海洋教育從在地做起，從自己做

起，新竹市海洋教育輔導團期待每位孩

子都能是海洋教育的種子。小學時能擔

任環境的觀察員、導覽員，長大後能帶

著這股行動力和創造力，成為影響更多

人的行動創客保育家，用行動愛護河

湖，以及那更為遙遠廣闊的大海。 

 



二、問題檢討與改善【過程檢討、問題發現、解決或改善策略等】 

需求層面 

學習

運作

主題 

運作情形 因應策略 

激發~海

洋自主戶

外發現與

探索 

共發 1.啟發學習動機，實際進行河湖生

態環境觀察，點燃自主好奇探索之

能量。 

2.參與教師填寫觀察單，分析教師

對於在地河湖生態環境之瞭解情

形。 

3.探究教師觀察單資料，了解教師

課程吸收情形與反應。 

運用多元教學策略與媒材，翻轉學習教

室，探索多元互動場域，精進教師對海

洋課程的認知與素養能力。 

組織~海

洋教育跨

領域社群

共學 

共學 能與組員討論共學，探討整合性核

心素養本質。 

有效觀察與對話，輔導員展現雙向對話

與優質帶領能力 

共創~海

洋創客共

作 

共作 1.能動手創作，與小組進行跨領域

分組探究，製作教學媒材。 

2.創作過程中，能合作互助，運用

問題解決策略，落實做中學.學中

思.思中想之研究脈絡。 

能持續提升海洋社群教師合作與表現實

體創作能力，增加環教研習的深度與廣

度，活化教師帶著走的教學知能。 

提升~海

洋素養導

向課程設

計與研究 

共研 能進行在地化特色課程設計，進行

環境素養導向統整性課程研究。 

1.致力精進教師課程設計與教材研發能 

  力。 

2.營造友善學習海洋生態環境，喚醒師 

  生珍愛家鄉海洋河湖環境情懷，點燃 

  學習熱情，共研設計有溫度之在地海 

  洋素養導向課程。 

3.開發各校海洋本位課程、海洋教  

  育融入校訂課程 

精進~海

洋有效多

元教學 

共觀 能依據自己教學領域，進行海洋統

整式素養教學，彼此分享與討論。 

持續建構海洋共備共研共觀社群，有效

提升教學效能。 

建構~海

洋整合性

教學共享 

共好 能將所學統整運用，進行整合性教

學，發揮新竹市美感海洋城市之特

色。 

1.重視教師教學需求與學生學習成就素

養表現，提升師生海洋素養教學成效。 

2.充實輔導團網站，提供多元教學媒材

與海洋優良教學模組示例，供教師社群

運用。 

肆、附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