單元名稱

珊瑚與海洋危機

適用年級

國小高年級

教學目標

配合教育部十二年國教課綱自然科學領域：A2 系統思考與解決問

活動人數

15-30 人
(分成 5 組，每組 3-6 人)

題、C1 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C3 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帶領學生
了解珊瑚與珊瑚礁生態，珊瑚面臨的危機與保育，思考經濟發展與
環境保護的平衡。
教學資源

課程一：
1. 教學 PPT-認識珊瑚
2. 《小珊瑚寶寶》繪本
3. 課程 1-賓果 16 格方格紙(PDF)-每人 1 張
課程二：
1. 教學 PPT-珊瑚危機與保育
2. 課程 2-科羅島地圖(PDF)-每組 1 張
3. 課程 2-科羅島海洋經濟計畫書(學習單)-每組 1 張

時間

教學活動

教具

第一堂課：認識珊瑚
5 分鐘

一、共讀《小珊瑚寶寶》繪本。

《小珊瑚寶
寶》繪本

20 分鐘

二、珊瑚的秘密
1. 珊瑚是植物還是動物？

教學 PPT-認
識珊瑚

2. 珊瑚蟲的構造
3. 珊瑚的顏色秘密
4. 珊瑚與共生藻
三、造礁珊瑚與珊瑚礁
1. 珊瑚的種類和形狀

13 分鐘

2.
3.
4.
5.

珊瑚礁如何形成
造礁珊瑚和形成原因
世界珊瑚分布地圖
台灣珊瑚分布地圖

6.

最有名的珊瑚礁-澳洲大堡礁

四、小遊戲-賓果問答
1. 16 題賓果問答
2. 請同學在 16 格內任意在格子內填上數字
1-16。

教學 PPT-認
識珊瑚、
課程 1-賓果
16 格方格紙

3.

每組輪流派 1 名同學舉手叫號(1-16 號)， (PDF)
叫號過的同學不可再次叫號。

4.

舉手的人需回答該題題目，答對全班才可
以劃掉數字，只有同組的人可以支援回
答。
如果答錯，下一組同學可選擇要回答該題
或叫新的號碼。

5.
6.
2 分鐘

結束後，比一比，看誰賓果最多條！

五、結語
經過今天的課程，大家對珊瑚是不是有一點點了解
了呢？珊瑚和珊瑚礁是大自然給予的寶藏，但珊瑚
現在正在面臨消失的危機，珊瑚為什麼會消失？我
們又該如何保護珊瑚呢？答案將在第二堂課揭
曉…。

第二堂課：珊瑚危機與保育
18 分鐘

一、珊瑚為什麼很重要？
1. 1/4 的生物生活在珊瑚礁
2. 珊瑚礁可以過濾海水
二、珊瑚礁對人類的重要性

教學 PPT-珊
瑚危機與保
育

1. 珊瑚礁提供人類食物來源
2. 珊瑚礁是天然的防波堤
3. 珊瑚礁是人類重要的經濟來源
4. 提供醫療研究
如果珊瑚消失了，人類和所有生物可能面臨大
麻煩。不幸的是，珊瑚礁正在以飛快的速度消
失中。
三、珊瑚礁大危機
1. 天災和天敵
2. 人類活動與人為破壞
四、如何保護珊瑚
1. 科學家和政府
2. 我還未成年，我可以怎麼做？
20 分鐘
(說明：5 分
鐘、小組討
論 10 分
鐘、上台發

五、討論活動：科羅島海洋經濟計畫書
準備工作：每組 3-5 人，每組一張科羅島
地圖、一張白紙。
2. 教師帶領學生閱讀科羅島地圖：
(1)
故事情境：
1.

教學 PPT-珊
瑚危機與保
育、課程 2科羅島地圖
(PDF) (每組一

表 5 分鐘)

科羅島自古以來靠著豐富的海洋資源維 張)
生，科羅島周邊都是美麗的珊瑚礁，珊瑚 、科羅島海洋
礁養育了豐富的漁業資源，美麗的海底景 經濟計畫書
色也吸引大量的觀光客，但是最近發現海 學習單(每組
底的珊瑚出現白化、死亡的現象，再不想 一張)
辦法，居民賴以維生的珊瑚礁將完全消
失，如果你是科羅島的治理者，應該如何
兼顧居民的生計與海洋生態呢？
(2) 說明地圖上，人類經濟活動帶來的相對應
的珊瑚危機。
(3) 說明地圖下方，秘書所整理的珊瑚生長環
境、白化原因與保育方法。
(1)
請每組討論，身為科羅島的治理者，
要如何制定政策，讓居民安居樂業同
時又能維護珊瑚礁生態？
(2)
每組可以針對秘書整理的珊瑚相關
資料進行運用，可以在地圖上直接劃
分區域、在學習單上寫下每個難題的
對應政策，也可以發揮想像力，提出
秘書沒有整理到的，任何創新的方
(3)

2 分鐘

法。
請每組發言人上台說明政策。

六、結語
一片美麗的珊瑚礁的形成，需要數千萬年，但是因
為人類的破壞，珊瑚礁有可能在 20 年內完全消
失，珊瑚礁消失導致的生態浩劫是我們人類沒有辦
法承受的，環境保育工作刻不容緩，希望大家透過
這兩堂課程認識珊瑚，一起共同保護珊瑚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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