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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来到沃尔沃环球帆船赛可持续发展教育项目。沃尔沃帆船赛一直把可持续发展放在核心地位，并致力于
用行动“扭转塑料化浪潮”—这项“联合国清洁海洋战略行动署” 强调的日益增长、极为严重的海洋塑料污
染问题。通过可持续发展团队、教育项目以及积极的行动，沃尔沃环球帆船赛积极支持这项势在必行的战略
行动。这是一场真正的为海洋而生的比赛，我们相信，通过我们一起努力，一定可以扭转塑料化浪潮。

这个有趣的项目可以帮助你和你的学生（6-12岁）通过沃尔沃帆船赛，发现航海的乐趣，认识到海洋的重要
性以及海洋塑料污染如何损害我们的蓝色星球。参加我们的项目还可以学到如何抵制海洋塑料污染，如何通
过成为沃尔沃环球帆船赛活动的一员而令海洋有所不同。

四个主题

1. 什么是沃尔沃环球帆船赛?
2. 什么是海洋塑料污染?
3. 如何减少海洋塑料污染

4. 我对抗塑料的积极步伐

我们还为每个话题准备了拓展资料

• 幻灯片展示 
• 课程表（分为6-8岁 8-10岁 10-12岁）
• 学生手册 6-8岁
• 学生手册8-12岁
• 建议的跨学科活动

• 评估测验

我们的资料被翻译成英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瑞典语、荷兰语和中文。

这本教师的小册子明确了每个课程表所包含的内容。我们把可选的跨学科活动在下面几页中列出。

每个课程表根据学生的年龄不同选用了不同的颜色。

• 蓝 6-8岁
• 红 8-10岁

• 绿 10-12岁

内容

简介          2

课程信息         3

自主学习项目        4

联系方式         9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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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鸟是沃尔
沃环球帆船赛
的吉祥物！

沃尔沃环球帆船赛

教师指南 • 话题 3

她是一个来自太平洋中途岛的黑背信天翁。智慧鸟的卡通图
像将贯穿我们的教材，让学习内容更有趣。

当你完成了学习计划后，记得填写反馈调查表。

所有材料可供下载，并可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给学生们。如果
您选择打印，请使用可再生的纸。

看下面的表格;看看哪些学科课程用到了3号课程表

主题

地理

历史

基础学科

语言

公民责任

艺术

课程1

基础学科：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

课程2

冠军的故事

数学、计算和乘法，对
比

研究历史

写报告，讲故事

积极行动从而改变

课程3

环境管理
了解塑料产品的使用，了

解当地的情况

绘画，海报

语言发展

塑料污染分布 5R体系

可用的资料：

1. 在线演示文稿
可下载-关于如何减少海洋塑料污染的关键概念。
这一信息丰富的演示文稿提供了记录我们每天使用减少塑料使用的有用信息，并鼓励学生们做
出改变。

2. 我们为6-8岁和8-12岁学生准备的信息小册子。这些小册子可以帮助你和你的学生快速地了解话题相关
的事实情况和信息资料。

3. 学生们在你规定的时间内完成课程三的内容。可以安排成家庭作业形式，或者课堂作业。

4 .挑战：在每一张课程内容的结尾，学生们会发现一个挑战项目，他们可能需要指导来完成这些挑战。

5. 证书和徽章

6. 可选的课堂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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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操作：

1. 把垃圾箱和可回收垃圾桶中的垃圾收集到教室
2. 让学生识别塑料垃圾，并将其分类以便进一步使用
3. 请学生们

• 每周对塑料垃圾称重——从而收集到垃圾分布情况信息
• 每周对塑料垃圾进行分类——可回收塑料,不可回收塑料（从你所知道的情况来分辨）
• 分别对可回收和不可回收塑料进行称重，比较两者的重量。

4. 与学生一起讨论这些塑料垃圾。他们来自哪里?垃圾桶中是否有更多的塑料是可回收的？
5. 和学生们讨论减少塑料垃圾的方法
6. 是否有方法可以带来积极的塑料使用方式?5R体系：重新思考，拒绝使用，减少使用，再利用，再循环
7. 创建一个积极的塑料分布。如果有一些可以重复使用的塑料物品，把它们带到课堂上向学生们展示。例

如，酸奶罐可以清洗后用来种植幼苗。塑料瓶可以切开，涂上自己喜欢的颜色之后，用来作笔筒。尽量
减少教室里的塑料使用，建议学生和家长也参与进来。清洗所有可回收的塑料瓶并放入回收箱。

8. 一些学校在减少塑料垃圾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他们规定不允许，或者仅仅在周五时允许在学校里吃
糖果。其他学校与当地的杂货店或农场合作，为学生提供不带包装的水果零食，这也减少了学校的包装
浪费。 

扩展:

9. 评估你学校里的垃圾问题。
查看垃圾种类，看看哪些是可回收的。
让学生为学校制定一个减少塑料垃圾的行动计划。
任命“绿色船员”来执行行动计划
任命“塑料监护人”以监测和评估学校垃圾箱每周垃圾数量和种类。
我们可以减少这些塑料垃圾吗?
告知老师和家长们我们的减少塑料的行动计划，获取他们的帮助。
使用非一次性午餐盒、饮料瓶、没有塑料包装的三明治。
让学生们想一个5R体系口号，提高大家对减少塑料垃圾的行的意识。
 
向同学们解释，所有的沃尔沃环球帆船赛参赛船队都有绿色船员。
他们的任务就是在整个比赛过程中尽可能减少塑料垃圾。
并通过其它多种努力来帮助维护海洋清洁。
 
指定一名学生(“船上记者”)，在减少塑料垃圾进行过程中，录像记录绿色船员的活动，记录他们的可
持续发展历程，并上传到网上与家长和老师们分享视频。请他们在视频中加入一个片段来解释5R体系 !
视频也可以制作得很幽默哦。

技能:

• 计算教室内的塑料使用
• 了解我们使用的不同材料
• 垃圾从哪里来？
• 团队合作
• 分析:

o 排序和分类
o 识别模式
o 解释
o 记录和沟通 

可选的跨学科活动

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 

教室内塑料使用研究

需要：

在周末前或垃圾筒清理前，从教室和学校

垃圾桶里收集的一般垃圾

塑料循环图：联系当地的回收公司获取再

循环图表，或从当地政府的回收组织获取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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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

• 观察

• 质疑

• 调查

• 沟通

• 一起思考

• 解决方案思考

地理和戏剧

垃圾的场景

需要

到处都是沙滩和垃圾的照片

打印的场景卡片

教室前面的空间表演

操作方法：

提问学生们他们喜欢在哪些地方玩耍。引导他们回答蓝色和绿色的场景，如游乐场，公园，河边，海滩，
等等。

展示一些海面和沙滩散落垃圾的图片。问学生为什么为什么垃圾会出现在那里?这样的情况是好是坏，为什
么?如果水中的动物吃了垃圾会怎么样呢？他们会生病甚至死亡。给他们一些时间想想其他可能会发生的事
情。

把全班分成四组。将裁剪好的情景卡放在盒子里，一名队员抽取一样情景卡，之后该队队员要把情景卡的
情景在纸上画出来让其他同学们猜。如果他们还没有猜到，队员们要向大家解释情景中发生了什么。然
后，大家讨论如何防止这种情况发生，并设法保护环境。

场景卡：

一天，一家人在公园的长椅上野餐，结束后他们把剩下的食物和垃圾留在了原地。后来，来了一些鸟儿，
看到闪亮的食物包装纸，认为它们是食物，试着吃下去。一只鸟不能吞下包装而窒息，另一只鸟感到腹痛!

这一天风很大，一位女士正在打开购物袋把商品放到车上。一个购物袋不小心飞到空中。她试着追着它，
但风太大了。一只饥饿的乌龟在海里游泳，看到塑料袋还以为是白色的水母。饥饿之下乌龟吞下了水母，
但是很快感觉到了不舒服。

在一次狂欢节上，每个人都很兴奋。他们在街头吃吃喝喝但是没有看到一个垃圾桶，于是他们以为垃圾会
在活动结束后清理干净，然后把塑料食物和饮料丢在地上。那天晚上，清洁工到来之前，大雨来了，把所
有的东西都冲进了下水道，流向大海。塑料容器漂浮在海面上，被误认为是食物，被鱼和浮游生物蚕食。

一个孩子正在建造一个沙堡，并且用塑料瓶盖来装饰它。游泳回来之后，她忘记了漂亮的沙堡，和家人一
起回家，塑料瓶盖被冲入大海。瓶盖在海里漂浮很久，一只信天翁正在为它的雏鸟寻找食物，并发现其中
一个瓶盖漂浮在水面上，以为它是食物，把它捡起来喂它的小鸡。小鸟吃它的父母给它的东西，相信它是
食物。但几天后，小鸡病得很重，死亡时肚子里全是塑料。

一个女孩看到洗面奶广告“让你的皮肤保持干净白皙，闪闪发光”。她每天洗脸，没有闪闪发亮。但在海
里有一些小型浮游动物和鱼类，它们吃着使用了“闪闪发亮”的物质，以为它们是食物。这些动物被大鱼
吃掉，然后被渔民捕获。渔民们把鱼卖给人们，在晚餐上享用。

表演这些场景或类似的其他场景，引导学社们对情景中的行为产生质疑，并讨论防止这样的情况发生。大
家一起思考，讨论，解决问题。

沃尔沃环球帆船赛

教师指南 • 话题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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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 

• 团队合作

• 通信

语言

辩论一次性塑料产品对环境造成的危害

需要：

学生

操作：

选出两个队伍进行辩论，每个队伍6人。一个队伍的论点是“塑料产品有益于海洋”，另一个队伍的论

点是“塑料对海洋有害”。每队3人作为调查员，3人作为发言人。给两支队伍相应的时间来准备自己的

辩题。

同学们可以使用主题2和主题3小册子研究它们的话题，也可以在网上找资料。

班上的其他人作为听众，鼓励他们在辩论后提出自己的问题。在辩论中，持肯定的团队会先用两分钟来

陈述他们的观点，然后持反对的队伍用两分钟时间来阐述他们的论点。在这之后，进行几分钟自由辩论

的时间，然后两个团队分辨做结辩陈述。结辩时，让反方先发言。

老师可以作为评委，也可以让全班一起给两队投票，获得投票数最多的队伍获得辩论的胜利。

 

技能: 

• 创造力

• 良好的运动技能

• 剪切/粘贴和组织技能

艺术

变废为宝

需要：

清洗过的塑料垃圾，剪刀、胶水、颜料、画笔、卡片纸、

彩色铅笔、亮片、工艺饰品

操作：

1. 让学生挑选一些洗过的塑料物品，自己决定要做什么。
2. 用卡片支撑作为每个作品的基础，需要时老师可以协助他们与剪切和粘合塑料。
3. 让学生发动想象力，涂鸦创作自己的作品。
4. 学生们向全班展示他们的作品，解释他们的艺术品和他们用来创作的塑料垃圾。

• 比较

•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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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

• 观察
• 调查
• 分析
• 记录
• 漂浮和下沉

主体内容

自然材料VS合成材料

需要： 

带塑料微珠的身体角质霜和纯天然的皮肤角质霜。

根据人数把课堂分成四队，每队两个罐子

自来水

做上标记的罐子。

操作:

1. 讨论微塑料及其来源，例如牙膏脸霜等等。见主题2

2. 把班级分成四个小组。

3. 每个小组接收两个标有A或B的罐子，然后在每个罐子里加一匙合成微珠磨砂膏（A）和一匙天然磨砂膏
（B）不要告诉学生哪一个是天然的或合成的。

4. 罐子A（微珠合成磨砂）和B（天然磨砂）

5. 把水倒进2个罐子然后盖上盖子。

6. 轻轻晃动罐子，使其中的物质混合。

7. 打开罐子，让学生们观察里面材料的变化

8. 让学生们记录下罐子里面的变化

9. 他们注意到了两个罐子之间的不同是什么？

里面的分子如何反应？

他们认为哪个罐子里有塑料成分？

依据是什么？

10. 讨论两者的不同以及原因

11. 讨论塑料微粒的用途和它们存在的地方，我们必须避免使用微粒以及包含微粒的产品。

12. 完成实验后，请不要把塑料微粒材料倒进下水道。可以用毛巾浸泡后丢到垃圾桶。

请注意，并不是所有的塑料微粒都是漂浮着的。在肥皂

里的微粒可以浮在海面上，但是海洋里的许多塑料微粒

会沉到海底。

沃尔沃环球帆船赛

教师指南 • 话题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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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证书和更多信息

学生完成了每一个主题的课程和挑战后，你可以打印徽章贴在学生们的证书上。获得四个徽章的学生将成
为沃尔沃环球帆船赛的冠军！请登记你的学生，方便我们了解有多少学生完成了可持续发展教育项目。

在比赛进行过程中中我们将开发更多的资源，发送赛事新闻，邀请水手接受采访等等。记得登记并留下您
的联系方式，所以我们可以将这些资源发送给您。

如果您可以在课堂上安排一个沃尔沃环球帆船日，我们可以与课堂建立远程通话，和学生们一起聊一聊可
持续发展和塑料污染的问题。

了解更多请登陆 www.volvooceanrace.com/education 关于沃尔沃环球帆船赛，你会发现更多信息和有趣的
资源。

追踪沃尔沃赛船的航迹

用跟踪号可以在线追随赛事或下载信息
App可以让您保持更新所有的赛事新闻以及船队航迹

想看看船吗？

别忘了尽快在赛事村预定你们的教室！沃尔沃帆船赛在每个赛事村停留日期如下。学校参观教室只在非周

主办城市

阿利坎特

里斯本

开普敦

墨尔本

香港

广州

奥克兰

伊塔雅伊

纽波特

加的夫

哥德堡

海牙

停留日期

2017.10.11-2017.10.22

2017.10.31-2017.11.5

2017.11.24-2017.11.5

2017.12.27-2018.1.2

2018.1.17-2018.2.8

2018.2.1-2018.2.5

2018.2.24-2018.3.5

2018.4.4-2018.4.22

2018.5.8-2018.5.20

2018.5.27-2018.6.10

2018.6.14-2018.6.21

2018.6.24-2018.6.30

末时开放哦。



参观博物馆！

我们在阿利坎特的沃尔沃环球帆船赛博物馆是向学校开放的，同时是完美的学校参观基地，适合白天参观
和团队讨论。
更多信息请参阅 museovolvooceanrace.com

报名参加赛事村的学校研讨会或了解更多有关教育方案的信息请见：

露西-亨特

可持续发展教育项目经理
lucy.hunt@volvooceanrace.com

此次教育项目由海洋生物学家、海洋运动倡导者露西-亨特创立

配图与设计由wearesmall.es完成

联合国清洁海洋运动

主要创始合作伙伴 主要合作伙伴 重要合作伙伴

我们支持的项目

volvooceanrace.com

谢谢加入我们，一起逆转海洋塑料污染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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