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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全國海洋生物多樣性教育培訓班

主要目標

• 情意:引發對海洋生物、生態的關心

• 認知:增進對海洋生物、生態及問題的了解

• 技能:具備實踐海洋生物多樣性及保育推廣的能力（創意）

執行考量

• 年齡 對象

• 本人專長特性—例如螃蟹歌

研習活動型態

• 參觀式活動

• 專題演講式活動/記錄片或電影影展式活動

學員處於半主動狀況

• 體驗觀察式活動

• 角色扮演式活動/遊戲式活動/文學性活動/工藝式活
動

學員處於主動狀況

• 記錄片製作研習式活動

• 解說員培訓式活動/教材製作工作坊式活動

• WOW全國海洋生物多樣性教育培訓

可設計綜合性活動而非單一活動 他山之石可以攻錯

學員處於被動狀況
參觀式活動

優點:百聞不如一見，參觀珍貴且
奇特的標本。
克服點:適當地點及講解
資源:博物館 大小型標本館

中研院生物多樣性中心深海生物標本館

還給寄居蟹一個家

墾丁

基隆

專題演講式活動

•優點: 短時間吸收講者的精華
•缺點:時間太長時 聽者不易專心
•克服點:適當及口才佳的講師及講題
•資源: 學術單位 大學 博物館等

例如：鄭明修老師、邵廣昭老師



海洋記錄片或電影影展

•優 點:影音效果容易引起聽者共鳴
•克服點:適當影片及主題
•資 源:公視 獨立記錄片導演

博物館 特有生物中心

實際體驗觀察式活動

(97海洋探索生活營)

淨灘

潮間帶生物觀察

釣螃蟹

•優點: 容易引起參與者的興趣
•克服點:適當地點及講解
•資源:全省各處海濱

遊戲式活動

(97海洋探索生活營)

海豚的回聲定位

鯨的覓食

海洋生物大考驗

•優點: 容易引起學童的興趣
•克服點:適當遊戲及主持人
•資源:   

角色扮演式活動-海洋生態戲!
螃蟹歌!  超級變變變!!

(97海洋探索生活營)

過漁

環境污染

永續海洋

•優點: 容易引起參與者的興趣及團精隊精神
•克服點:適當場地及表演主題
•資源:各個海洋相關議題

解說員培訓式活動
感動別人前先感動自己

•優點: 參與者的投入、凝聚力高、後續
的參與推廣的強度最高

•克服點:吸引有興趣的學員前來
•資源:講師

教材製作工作坊-鼻頭角潮間帶

有沒有看到！！

啥東西？

•優點: 現場有教材教案成品帶回 綜
合各項活動特色
•克服點:學員參與的熱情與強度
•資源:講師 海生館 海科館



實地觀察-長潭里潮間帶
在邱郁文及施習德老師的解說下
學員觀察寄居蟹及貝類

收集潮間帶照片

• 戶外實習最大的收穫是
學員可以收集版權所有
的潮間帶生物照片

大家搶拍高潮線的玉黍螺，看起來好像在
朝拜邱老師呢！！

教學示範

• 學員體驗由遊戲方法
來帶領學生瞭解海洋
生物行為，例如齒鯨
與鬚鯨不同的覓食方
法

•優點: 體驗不同的方法及教材如何活用
•克服點:講師
•資源: 學會 各地輔導團

分組製作教材
學員分四組，於活動結束後繳交一份
以潮間帶觀察為主題的教案。每天下
午是大家動腦筋作教材的時間

各組教案
文學式活動

96海洋文學親子營



各種活動的優點比較

適當的地點、魚苗認知、情意不限魚苗放流

適當的地點、工具認知、情意不限淨灘

適當的遊戲、講師認知、技能不限遊戲式活動

適當的課程、講師認知、情意、技能老師教材製作工作坊

適當的課程、講師認知、情意、技能不限解說員培訓

適當的課程、講師認知、情意、技能不限記錄片製作研習

適當的主題、講師認知、情意、技能不限戲劇式活動

適當的地點、解說認知、情意不限海濱生態觀察

適當的影片情意不限記錄片或電影影展

適當的講師認知不限專題演講

適當的地點、解說認知不限參觀(展示館、市場)

克服點優點對象
一般民眾海洋生物多樣性教育活動

• 動機不同—休閒 娛樂 學習 社區營造 產業

• 展覽式活動-海報 攝影展

• 比賽式活動-繪畫 攝影

• 體驗式活動-魚苗放流、淨灘活動、海洋生
物相調察

• 結合社區大學課程

• 工藝式研習活動

展覽式活動

•優 點:參觀人數眾多
•克服點:作品或展品 媒體宣傳
•資 源:臺中縣鄉土自然研究學會 海生館 海科館 關渡自然公園 博物館

比賽式活動-攝影 繪畫

•優點: 參與的人數多 作品可永久展示
•克服點: 媒體宣傳 公文傳送 評分過程
•資源: 

深耕型的教育活動—社大
已成為新的保育推廣單位

海洋之利用

基隆社區大學

打魚的班長

三星潛水教練

•優點: 培訓完整 學員個個成為保育種子
•克服點:適合的講師
•資源: 各地社區大學

＊SWAN
＊台中自然鄉土學會 社區型的活動-海洋生物工藝

紙黏土 絹印(漁旗) 編織

漁村工藝研習班

•優點: 民眾的成就感高
•克服點:適合的手工藝老師

•資源:各種手工藝老師



工藝式活動--壓花藝術 封膠藝術

海藻之認識與應用研習班

•優點: 民眾的成就感高
•克服點:適當季節採集海藻
•資源:海藻專家

貝殼果凍蠟燭VS.海鮮廢棄物利用

海鮮廢材再利用

• 貝殼：鳳螺 黑蝶貝 扇貝 牡蠣

• 魚：刺河魨刺 鯊魚牙齒 鯊魚粗皮

• 螃蟹：殼 螯

從”廚藝”來認識海藻、利用海藻

海藻之認識與應用研習班

•優點: 社區婦女參與踴躍
•克服點:適當的場地
•資源: 漁會媽媽教室

海洋生物相監測-藻類覆蓋率調查監測

長潭里社區藻類覆蓋率調查監測活動

•優點: 社區守護自己的家園
•克服點:適當的培訓、簡易的監測方法
•資源: 各研究單位講師 生物多樣性網站

我們的海灘有什麼垃圾?

長潭里社區淨灘活動
•優點: 激發民眾愛鄉的情緒
•克服點:適當地點及時間的安排 目的說明
•資源: 黑潮文教基金會



親子魚苗放流活動

•優點: 親子同樂 從小建立保育觀念
•克服點:適當魚種 地點 及步驟方法
•資源:    

放生活動≠放流活動

結合學術單位的放生 經典的活動

• 融合自然體驗活動的精神

• 參照環境教育活動的方式

鯨的覓食

• 學員體驗由遊戲方法
來帶領學生瞭解海洋
生物行為，例如齒鯨
與鬚鯨不同的覓食方
法

注意看！食物來了！！遊戲者模仿齒鯨
的覓食方式，以雙手來代替上下頷來抓
食物

海豚的回聲定位

學員體驗由遊戲方法來帶領學生瞭解海洋生物行為，當鬼（海豚）者
必須蒙面通過人牆，而且只能以發出”T”的聲音來判別與人牆的距離



海洋交響曲-1
聽聽大海的聲音

夏日涼爽的黃昏，在鼻頭角的一處山
坡，學員面對著碧海藍天隨著老師做”海
的韻律”教學活動的體驗，並畫下心中的
感覺。

海的韻律-1

說出對大海韻律的感覺

海洋交響曲-2

畫出對大海韻律的感覺

海洋交響曲-3

海洋生物大考驗-我猜我猜我猜猜猜

寄居蟹生態棲位要件(生態圖描繪)

每一組學員根據手邊的線索卡
片來描繪寄居蟹的生態環境
圖，並把卡片貼在圖上

雙雙對對-貝類多樣性
• 教材隨手可得，例

如以最容易取得的
雙殼貝為材料，活
動開始每位學員得
到一片殼，除了畫
下自己與鄰居殼紋
的差異，另外就是
要找到唯一的另一
半邊殼。

你是我的另一半嗎？



專家名錄
http://taibnet.sinica.edu.tw/ 教案實作1-八斗國小

教案實作3-深美國小 教案實作4-鼻頭國小

教案實作5-淡水國小
麗淑老師...晚安...

突然想跟您分享班上活動的心得...當我
們進行潮間帶舞台秀時（模擬潮間帶及潮
間帶生物模型），雖然做的不是很精緻...
但是孩子們的眼神是十分期待看到成品
的 ...原本...課程沒有安排解說活動...
但有校長、老師到教室看到孩子們做的潮
間帶舞台秀之後...便建議是否能在下課時
間安排解說員...讓其他班的孩子也能過來
參觀並了解潮間帶的生物...我也同意讓孩
子們自己試試看...孩子們聽到這個消息也
十分興奮..於是在朝會時校長鼓勵老師讓
孩子們到本班參觀...孩子們跟前來參觀的
學生也有良好的互動...也都搶著要當小小
解說員...急著想將自己所認識的潮間帶說
給大家聽...我看到孩子們對這片潮間帶的
熱情...很感動...這讓我想到老師之前跟
我說的...這些都是保育潮間帶生物多樣性
的小小種籽...而我..在他們身上看到了希
望...  

秀蓁



迴響回應

小丑魚復育

放走大魚還是小魚
一尾體型大的母魚所產的魚卵的質與量遠勝於十到百尾體型小的母魚

最近科學家發現大魚所產的的卵
孵化率高，仔稚魚存活率亦高

油球大

油球小

熱帶海魚毒



海洋生物多樣性的價值--魚也會做生意 魚也會做生意-2

好吃的遊客！？
保育團體抗議 麒麟啤酒換片

吳念真事件《中國時報》1998.08.07 

• 【記者崔慈悌台北報導】生態聯盟等十多個保育團體，六日赴台灣麒麟啤酒 公司，抗議其「照海

篇」廣告中，由導演吳念真晚間持手電筒到海邊現抓現烤 螃蟹的畫面，是對社會示範海洋生態的反

教育，要求立即停播。麒麟公司則表 示，該廣告已從七月底停播，新的廣告是由吳念真到盛產蓮花

的台南白河吃蓮 子，鼓勵民眾體認台灣之美。

• 生態保育聯盟與十多個保育團體昨天在麒麟啤酒公司樓下門前，演出「破壞 海潮生態的酷斯拉」行

動劇，抗議麒麟啤酒「照海篇」廣告，是破壞海潮生態 的酷斯拉。生態保育聯盟指出，今年是國際

海洋年，世界各國都在今年舉辦各 類國際海洋年活動，讓世人了解人與海的依存關係，喚起人對海

洋及海洋生態 的認識，不料「照海篇」廣告卻在此時為社會大眾示範一次海洋生態的反教育 。

• 「照海篇」廣告的畫面是由導演吳念真晚上手持手電筒，到海邊抓螃蟹，配 和啤酒現烤現吃，生態

保育聯盟認為，所謂新興的「照海活動」在這則三十秒 的廣告中表露無遺。這種行為對台灣海岸潮

間帶來極大的傷害，企業在賺錢之 外，也要有教育社會正確知識的義務。

• 麒麟啤酒則表示，該公司近年來的廣告拍攝工作，都是以鼓勵消費者用心去 體認台灣之美為主題。

「照海篇」播出後，該公司也接到不少抗議的聲浪，因 此決定提前在七月二十七日停播該廣告。新

的廣告是由吳念真到蓮花生態豐美 的台南白河，在當地吃蓮子喝啤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