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沃尔沃环球帆船
赛可持续发展教
育项目

我
的
良
性
塑
料
使
用

话
题
4



沃尔沃环球帆船赛

教师指南 • 话题 4

2

我的良性塑
料使用

目录

简介	 	 	 	 	 	 	 	 	 	3

课程信息	 	 	 	 	 	 	 	 	4

自主学习项目		 	 	 	 	 	 	 	5

联系方式	 	 	 	 	 	 	 	 10



3

简介

欢迎加入沃尔沃环球帆船赛可持续发展教学项目。可持续发展一直是赛事的核心。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清
洁海洋活动项目强调：沃尔沃环球帆船赛一直将可持续发展作为重心，致力于用行动“扭转塑料工业趋
势”—海洋塑料污染正在快速增长，带来严重危害。快速增长的海洋塑料污染是当今世界面临的严峻考
验！沃尔沃环球帆船赛将集中精力共同采取行动遏制其发展趋势。

我们将通过可持续发展的团队、教育项目以及一系列积极的举措施来支持清洁海洋这项非常有必要的运
动。这是一场为了海洋和时间赛跑的比赛，是真正为了海洋的比赛，我们相信，只要我们共同努力，一定
可以我们能够扭转这种塑料污染的发展趋势。

这个有趣的项目课程将帮助您和您的学生（年龄在6至12岁）通过沃尔沃环球帆船赛发现帆船航海的乐趣、
认识探索海洋生态的重要性以及认识海洋塑料污染正在如何破坏我们的蓝色的星球。同时，该项目也会让
你们也会从中了解到如何与海洋塑料污染作斗争，如何通过成为沃尔沃环球帆船赛战略行动的一员而使海
洋环境为之改变。你和你的学生如何通过沃尔沃环球帆船赛成为海洋卫士为海洋生态发挥积极作用。

本手册包含四个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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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良性塑料使用

我们为每个主题准备了相关的资料

•	幻灯片展示	
•	工作表（按照年龄层：6-8岁，8-10岁，10-12岁	）
•	6-8岁学生手册
•	8-12岁学生手册
•	建议开展的跨课程活动

•	评估测验

以上材料均有英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瑞典语、荷兰语以及中文可供使用。

老师的工作手册中明确了每个单元需要学习的课程。后面几页罗列的各种跨课程活动也可供选择。

工作表根据不同年龄层使用不同的颜色

•	蓝色	6-8岁
•	红色	8-10岁

•	绿色	10-1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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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鸟是
赛事的吉
祥物。

她是一只来自太平洋中途岛的黑背信天翁。它将伴随着整个
教育课程。智慧鸟工作表将通过有趣的方式让您的学生学习
每一个话题。

请务必记得在项目结束时填写调查问卷。

所有的资料都可以下载并通过邮件发送给同学。如果需要打
印任何资料，请使用可回收纸张。
	
参考下面的表格，使用话题4工作表来了解使用什么课程

主题

地理

历史

科目

语言

全球公民意识

艺术

工作表1

科目：科学，技术，工程，数学

工作表2

升级改造  圆与线

工程设计

新单词 单词配对 记忆

生产与制作

向自然界学习

工作表3

我的良性塑料使用

物品的过往使用

怎样做出积极的改变环形经济理念 向自然界学习

手工 画画

怎样做出积极的改变

创意装饰誓言页面

可供使用的资料

1.	在线幻灯片展示（可供下载）附有关于海洋和海洋塑料污染重要性的关键概念。

这份详实的资料介绍了我们与海洋的联系，并且让您的学生有兴趣参与到海洋塑料污染的问题中。

2.	6-8岁以及8-12岁的学生信息手册。这些手册有助于您和您的学生快速了解相关主题信息。

3.	学生需要在您的分配下及时完成三张工作表。可以作为家庭作业也可以在课堂内完成。

4.	挑战：在每个工作表的后面都有一个挑战任务-	学生可能需要指导来完成这些挑战，例如清理沙滩或校园。

5.	证明&徽章

6.	可选的课堂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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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室里制作你自己的生物塑料！生物塑料是一种以例如蔬菜肥料、玉米粉或香蕉皮等自然物质或可再生
能源制成的塑料。这类塑料可以自然降解，重新回到大自然中而不会对自然造成伤害。	

教学指南:

1.	将所有原材料倒入锅中混合

2.	蒸煮混合物直至变得清澈且浓稠

3.	如果想要上色的话，倒入1-2滴食用色素

4.	放上烘培纸，摆成你想要的形状（注意：混合物很烫，当其稍稍降温时再将其放入模具）

5.	用牙签戳掉小气泡	
	
其他选择：自己制作一个模具或者在倾倒至模具前使用一点喷洒油

6.	让混合物冷却两天直至完全坚硬，然后就能用了！	
	
其他选择：如果你希望你的塑料更有弹性，多加一点甘油。甘油越少，你的塑料就会越硬。	
	
请注意：一旦你的塑料冷却或者变硬，它就不能再放进模具改变形状了，你必须在它温热时完成定型。

拓展:

回顾部分：	

询问学生以下问题：

你觉得我们能自己做出塑料吗？

我想知道为什么甘油能使塑料变得更有弹性？

我想知道我们的生物塑料与由石油制成的塑料相比，能存在多久？

你觉得哪一种塑料对环境有害？

让你的学生找出第一块塑料是由什么制成的？是生物塑料吗？（在话题2中的幻灯片演示中找到塑料发展史）

处理生物塑料最好的方法是什么？能在网上找到答案吗？

所需技能:
•	测量

•	观察

•	收集

•	沟通

可选的跨课程教室活动

科目：	

了不起的生物塑料

所需物品:	

•	一个可以用来加热的炉灶或炉盆
•	一口深锅
•	烘培纸
•	一根牙签
•	10毫升蒸馏水
•	0.5-1.5克的丙三醇
•	1.5克玉米淀粉
•	1毫升白醋
•	1-2滴食用色素	（如果你想要你的塑料
有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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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需技能:

•	团队&合作

•	数数/记录

•	对比/分析

•	协调

•	了解进程

•	逻辑思考

科目&体育活动

环形和线性流程

所需之物：	

•	队伍间可以活动的空间
•	给每支队伍准备2个大硬纸板箱（一个是“资源”，另
一个是“垃圾”）

•	回收清洁塑料，并将其切成小片（足够填满每支队伍的
纸板箱）

•	腾出小箱子（每队五个）例如午餐盒或者可回收的冰淇
淋托

教学指南:

1.	将小组分成四支或以上队伍。			

2.	有些队伍是“线型的”并且站成一条直线。在直线首位的是“生产领头者”，在末端的是“生产终结

者”和“生产记录者”。	

其他队伍是“环型”小组，并且站成一个圆圈。在圆圈起点的是“生产领头者”，在末端的是“生产终

结者”和“生产记录者”（也就是在“生产领头者”旁）。

3.	其他队伍的成员分别站在直线/圆圈的起点至终点。

4.	在直线/圆圈的起点处放置一个装满塑料碎片的大纸板箱。每一个生产终结者有四个午餐盒。比赛开始

时，生产领头者用其中一个午餐盒从纸板箱里装满塑料。之后需要通过长长的流水线到达生产终结者

处，每次装满塑料的午餐盒抵达终点后，生产记录者就会计算下来。午餐盒在直线中只能以一个方向前

进。线型队伍中的生产终结者需要在将空午餐盒送回至起点前将资源箱中的塑料清空至垃圾箱中。环型

队伍能够将资源重新倒回资源盒中，并且直接将箱子传给生产领头者。	

5.	规定一个完成时间，每支队伍需要尽可能多地完成产品。

6.	在游戏的结尾，学生需要计算：线型和环型队伍间产生废品数量的不同；每支队伍剩下资源数量的不

同——是否每支队伍都没有资源了；完成最终产品数量的不同。

选项:

任命一或两名独立的“质量监控者”，在每支队伍间游走，确保每件最终产品都符合标准，例如塑料到盒

子的顶部。		

给年龄更小孩子的选择:

各支队伍站成一条直线或是圆圈。在每一个起点处有一个的资源箱，终点处放置一个用来放置废品的空箱

子。孩子们在“流水线”上用手传递塑料。塑料不能掉落在地上，如果掉了，则需捡起塑料并将其送到直

线/圆圈的末尾处。在直线的最后，塑料必须放进废品箱，但在环型队，塑料可以放进资源箱中。

和学生一起回顾一下问题:

哪一支队伍最快用完资源？谁产生了最多的废品？谁反复使用了最多的塑料？讨论谁的表现更好——直线

还是圆圈？谁最符合环保6要素	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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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戏剧	

海洋救援记者

教学指南:

1.	和你的学生一起:	

a.	观看在线天空台海洋援救报道:	

			https://news.sky.com/feature/sky-ocean-rescue-10734494		

b.		搜索网上报道:	

https://www.volvooceanrace.com/en/news/10507_Millions-of-micro-plastic-particles-found-

in-European-waters.html

2.	让你的学生在网上寻找一个关于海洋健康和塑料污染的新故事

3.	要求他们准备一个全新的故事，有关键的头条以及写在纸上的报道。之后让其准备最多三张图片（不是

文字）在班级展示自己的报道。

4.	这个项目的最后一步就是让学生们以天空台海洋援救记者的形式，在教室或者学校内进行展示。

拓展:

在教室/学校展示后，可以进行Q&A环节。要求班级/学校在线做出清洁海洋承诺，将会帮助清洁我们的海

洋。

对于年龄更小的学生:

从以上提供的链接中，选择文章念给学生们听或者播放视频。要求他们以此画画，并且重述刚刚得到的信

息。随后让他们展示自己的图画，告诉您以及班级画作中三个主要的事实。

同学们扮演一场海洋对话新闻节目中的新记者

所需技能:
•	调查

•	沟通

•	语言

•	戏剧

所需之物:	

•	使用电脑的权限
•	使用网络搜索的权限
•		使用视频拍摄设备的权限——班级iPad
或手机
其他选项：学生报道在教室顶部进行，
不进行录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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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六支队伍中选出两支，正方的观点是‘线型比环型更好’，反方是‘环型比线型更好’。有一班的学生
成为调查者，另外一半则为发言者。给参加辩论的队伍一定的准备时间来完成调查以及练习。告诉他们，
可以使用话题2、3、4的册子以及在网上进行搜索。

班级剩余同学可以作为观众，您也可以准备一些问题并且鼓励他们在辩论后提出自己的问题。正方将首先
拥有两分钟的时间来展示自己的论点，随后反方也将进行两分钟的论点陈述。之后，您可以用问题正式拉
开辩论的帷幕。几分钟后，队伍们将有时间来准备最后的陈述，这次反方首先陈述。

评委可以是老师也可以让班级同学投票决定哪支队伍取胜。

所需技能:

•	团队精神

•	沟通

•	对比

•	调查

所需技能:

•	创意

•	推动力

•	理解升级改造

所需之物	

•	辩论所在的房间
•	桌子
•	椅子
•	上网搜索的权限

所需之物:	

•	旧塑料袋（大约一根跳绳需要12个
塑料袋）

•	剪刀
•	胶带

语言&戏剧	

辩论：‘线型比环型更好’

艺术

塑料袋升级改造为跳绳

教学指南:

1.	要求学生带来家中或校园中的旧塑料袋

2.	将塑料袋剪开成长方形并且剪去把手

3.	把每一个长方形剪成条

4.	将长条首尾相连，连到理想的跳绳长度

5.	取六根长条用胶带粘在一起，之后将这粘到椅子的背后。

6.	将这六根长条一个接一个的编成长绳到理想中的跳绳长度。

7.	用另外六根长条重复以上步骤。

8.	将这两股长条紧紧扭在一起，确保绳子足够中可以摇动。

9.	将两股长条的末端用胶布粘上，就有了跳绳的把手。	

学生刚刚利用塑料袋的升级改造做成了属于自己的跳绳，现在他们就能在空余时间用它来玩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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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证明&其他信息

一旦学生完成了每个主题的工作表和挑战，你可以打印徽章粘贴在他们的证明上。当四个徽章都集齐的
时候，你的学生就成为了沃尔沃环球帆船赛海洋卫士！请登记参加项目的学生，让我们了解有多少学生
完成了可持续性教育项目并且成为了海洋卫士以及他们完成了多少主题。

请确认已经注册并提供详细的联系方式，因为通过这个赛事我们会开发更多的资源，发送简讯并且与一
些帆船水手合作，通过现场直播或者录制网络研讨会的方式为学校安排采访。

并且如果您想在您的学校组织一次沃尔沃环球帆船赛日，我们也可以从其中一个赛事点到你们的学校，
就可持续发展和海洋塑料污染与同学们交流。

如果想要了解更多信息，请点击我们的官网www.volvooceanrace.com并登录可持续教育项目教师板块。
在那里你可以找到更多关于沃尔沃环球帆船赛的信息、有趣的资讯和资源，还有可持续发展项目的所有
主题。

追踪赛船

利用赛事官方跟踪器在线关注赛事进展，或者下载沃尔沃环球帆船赛APP应用获取最新资讯以及团队即时
信息。

想要参观帆船？

不要忘了尽快在我们的赛事村中的工作坊和参观点中为您的学校预订场地，下表是每个赛事村的停留日
期。学校工作坊只在周末开放。

主办城市

阿利坎特

里斯本

开普敦

墨尔本

香港

广州

奥克兰

伊塔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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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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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助商合作伙伴 主要合作伙伴 重要合作伙伴

我们支持的项目

volvooceanrace.com

参观博物馆

我们在阿利坎特的沃尔沃环球帆船赛博物馆向学校开放，非常适合组织学生参观、一日游和开展工作坊。
更多信息请见museovolvooceanrace.com。

在赛事村中预订学校工作坊或者想要获取更多可持续发展教育项目信息，请联系

Lucy	Hunt
可持续性教育项目经理
lucy.hunt@volvooceanrace.com

此教育项目由海洋生物学家和海洋活动提倡者露西·亨特共同创办

由wearesmall.es配图及设计

也可以登录:
UN	Environment	Clean	Seas	Campaign	
(cleanseas.org)
Ellen	Macarthur	Foundation
(https://www.ellenmacarthurfoundation.org/circular-economy)
Circular	Ocean
(www.circularocean.org)

		欢迎加入我们，让我们一起逆转海洋塑料污染的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