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海洋學校」計畫申請表 

申請時間：  101  年 1 月 10   日                      

填 表 人 / 聯 絡 人 
計 畫 名 稱 「旗」跡之美在台東 

姓 名 吳美慧 

電 話 089322047-853 
申 請 學 校 國立臺東大學附小 

傳 真 089345113 

e-mail Maywu815@gmail.com 

選教學領域 

 □語文  ■社會  □數學  ■藝術與人文  

 ■健康與體育 ■自然與生活科技■綜合活

動 

教學主題 
□潮間帶 ■生態主題教學 □溪流河口生態主

題教學 □溼地生態主題教學 

地 址 950 台東市博愛路

345 號 

活動目的及依據 

台東狹長海岸地形蘊藏豐富的海洋資源，與海相鄰的環境，孕育獨特的海洋

生態與文化。成功『旗魚季』在每年的 10-11 月間舉辦，不僅是台東重要觀光資

源，在熱鬧的祭典裡更蘊藏豐富教學資源，旗魚是溫帶洄游性生物，也是溫帶海

洋生態中扮演消費者的角色，牠的數量影響整個海洋生態的平衡，希望透過認識

旗魚季的相關活動，從生態平衡的觀點，探究文化傳承，休憩娛樂之間引發學生

思考海洋資源與生活的關聯。 

游泳技能的提升是深入與親近海洋的必備條件，擁有游泳池進行教學更是本

校獨特之處，游泳教學檢定也是本校學生必經的訓練。除具備游泳基本技能外，

如何透過獨木舟的體驗學習，擴大親水活動的角度，增加學生對海洋認識的面

向，也是教學團隊可以努力的方向。因此，本計畫將透過與臺東大學體育系的合

作，協助學生進行獨木舟的體驗學習，充實學校海洋教育的內涵並建立學校特色。 

本計畫書架構於四大主軸之上，以溫帶海洋生態「跟著旗魚去旅行」為主軸，

搭配歡喜來逗陣-認識台東旗魚季(海洋文化)，聽老漁夫說故事-探究鏢旗魚的歷

史(海洋文化)和唯我「獨」行-操舟划槳趣(海洋休憩)的體驗活動，藉由教學活

動、教育講座、體驗操作擴大學生與海洋接觸的機會，創造具知識、快樂、感動

元素的海洋學校。  

辦理單位 主辦單位 研究處 承辦學校 臺東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活動期程 2月 22 日-6 月 15 日 預估人數 200 人 活動場次 12 場 

活動單元          四    項 教案    四  份 學習單 7份 

參加年級 中高年級 活動地點 1.班級 2.活動中心 3.視聽教室 4.游泳池 

學校鄰近海邊 請ˇ選  ■是       □否 全校班級數 40 班 

活動方式及內容 

一、跟著旗魚去旅行-溫帶海洋生態(中、高年級海洋生態) 

海洋生態講座：認識旗魚的種類和生長分布、洄游性魚類的秘密、旗魚的洄游路

徑、漁業資源保育與海洋生態保護的重要。  

二、歡喜來逗陣-認識台東旗魚季(中、高年級海洋文化) 



 
 

旗魚季在台東：旗魚季活動內容、認識旗魚神 PAW PAW(寶抱) 鼓與旗魚、探訪

成功漁村之美(結合校外教學活動) 

三、聽老漁夫說故事-探究鏢旗魚的歷史(中、高年級海洋文化)  

旗魚達人說故事：鏢旗魚的古往今來、鏢旗魚的工具和方法。 

四、唯我「獨」行-操舟划槳趣(高年級海洋休憩) 

獨木舟體驗：認識獨木舟的由來、認識獨木舟活動、「獨木舟」器材使用與維護、

體驗獨木舟活動、獨木舟活動之風險與評估、喜歡水上活動並樂於參與。 

預期效果 

1.了解旗魚棲息的環境與生態，知道旗魚洄游性與台東海域環境的關聯。 

2.了解台東旗魚季文化的活動內容，能深層思考旗魚捕獲與觀光資源間的問題。 

3.認識台東成功社區的鏢旗魚歷史發展。 

4.樂於參與體驗獨木舟的活動並培養親水興趣。 

申請單位簡介

（含以往辦理相關

活動成效） 

臺東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已有百年歷史，規模是台東最大型的小學，也是

台東地區少數具有游泳池的學校之一；不僅擁有優質且經驗豐富的教學團隊；加

上學校位居市區中心且鄰近臺東大學和眾多政府機構，社區學習資源豐富且家長

熱心教育，這些優勢讓學校在教學效能不斷的精進與提升。 
95 學年度本校曾獲得教學卓越銀質獎，98 學年度教育部體育績優學校獲獎

的肯定，99 年再一次代表台東縣參與教學卓越獎競賽，近期則透過閱讀盤石獎

的申請、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成立、100 年提出加入教育部國際教育專業社群計

畫等，專注於教學創新與精緻。這些不斷試煉的歷程，再一次說明本校對於教學

效能提升的重視，教學團隊對教學技能自我精進的企圖心。 
學校領導者與教學團隊領悟到地處台灣東部地區的我們，地利上的不便，侷

限了學校發展的可能性。學校經營必須擁有強烈的企圖心和熱忱，才能透過學習

熱情突破地理上的障礙，開拓後山莘莘學子與世界接軌的大道，讓學生擁有立足

台東放眼世界的機會，努力為地方教育展現新契機。 
因此，透過海洋學校計畫書的申請，主動爭取相關資源，提供學生更多學習

機會，是學校領導者努力的目標。更期待透過此海洋學校計畫的申請，結合社區

資源，讓身處東部的我們，建構更具學校特色的校本課程，讓學習能量從教師身

上延續到學習者身上。 

課程（演講內容

簡介） 

一、跟著旗魚去旅行-溫帶海洋生態 

1.旗魚生態專題講座：邀請東部海洋生物研究中心專員進行旗魚種類與棲息環境 

、旗魚洄游路徑與旗魚研究新知進行介紹，建構學生對旗魚生態的認識與了解。 

2.校園彩繪-海角樂園。 

二、歡喜來逗陣-認識台東旗魚季(中、高年級海洋文化) 

1.邀請白守蓮社區義工進行講授，理解旗魚文化對社區的重要性，社區再造與觀

光資源整合的成果。 

2.透過媒體報導和數位影像，結合社區導覽介紹，進行文化巡禮。 



 
 

3.搭配校外教學活動，延伸到成功漁村的景點和特色，進行深度學習之旅。 

三、聽老漁夫說故事-鏢旗魚的文化(中、高年級海洋文化)  

1.旗魚達人說故事，介紹鏢旗魚的工具和方法，庖丁解魚注意事項。 

2. PPT 介紹鏢旗魚的過去和現在。 

3. 鏢旗魚與捕魚新概念。 

四、唯我「獨」行-操舟划槳趣(高年級海洋休憩) 

1.認識獨木舟的由來。 

2.認識獨木舟活動與生活上的應用。 

3.「獨木舟」器材使用與維護。 

4.體驗獨木舟活動。 

5.獨木舟活動之風險與評估。 

6.喜歡水上活動並樂於參與。 

本單元計畫邀請臺東大學體育系師生介紹海洋休憩活動，相關器材設備的功用及

操作方式，讓學生在游泳池進行獨木舟划行體驗。 

計畫書 

附件二：計畫書一份 

附件三：教學設計表(共四單元) 

附件四：經費概算表一份 

附件五：講師學經歷說明計畫書一份 

附件六：學習單(共 7份學習單)  

請附上完整計畫書及活動教案（辦理方式、活動流程、活動教案設計表、活動學習單） 



 
 

  

   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海洋學校」計畫課程教學計畫書 

 
一、目   的： 為增進本校學生對海洋議題理解與認同，藉由發現「旗跡之美

在台東」計畫書，引入海洋生態保育講座、體驗活動，提供學

生更多接觸海洋、認識海洋的機會，建構充滿知識、快樂和感

動元素的海洋學校。 

二、辦理學校：國立臺東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三、教學對象(年級)：中高年級 

四、教學領域：自然、社會、綜合、健康與體育、藝術與人文 

五、教學梯次：由研究處結合台東在地特色，規劃以海洋議題為教學主軸的系

列課程，除了設計教學活動、供教師融入自然與社會領域進行

教學，同時邀請專家進行講座、認識台東社區文化、體驗學習

活動等內容，讓教學活動更具延伸性。 

六、教學人數：中高年級班群(6-8 班)200 人 

七、辦理日期：101/2/22-101/6/15 

八、辦理時間：溫帶海洋生態教學，除融入自然與社會領域進行外，將透過系 

              列講座方式，以每週星期三綜合活動課(10:30-12:00)和藝術與 

              人文，延伸學習內涵，相關內容如表列。 

九、辦理地點：臺東大學附小(班級教室、視聽教室、活動中心、游泳池) 

十、教學內容： 

 



 
 

 

詳列每項單元教案表格彙整教案如附件 

十一、辦理方式：1.講座方式 2. 融入式教學活動 3. 體驗活動  

十二、活動流程：教學期程與教學內容綱要 

編號 執行日期 執行時間 學習主軸 內容簡述 結合領域 備註 

1 101/2/22 1.5 小時 
旗魚種類與

棲息環境 
自然領域  

2 101/2/29 1.5 小時 
洄游性魚類

的秘密 自然領域 
2/26-28

春假 

3 101/3/07 1.5 小時 
旗魚研究新

知識 
自然領域  

4 101/3/14 1.5 小時 
海洋資源保

護的重要 
自然領域  

5 101/3/21 4 小時 

一、跟著旗魚去旅

行-溫帶海洋生態

(中高年級) 

彩繪校園海

角樂園 
藝術領域  

5 101/3/28 1.5 小時 
二、歡喜來逗陣-

認識台東旗魚季 

(中高年級) 

認識白守蓮

社區(社區

再造與魚類

資源) 

社會領域 

 

6 104/4/11 1.5 小時 
旗魚達人說

故事 
綜合領域  

7 101/4/18 1.5 小時 
鏢旗魚與捕

魚新概念 
社會領域  

8 101/4/25 6 小時 

三、聽老漁夫說故

事-鏢旗魚的文化

(中高年級) 
校外教學 

(成功社區) 
綜合領域 

搭配校外

教學週進

行延伸學

習 

9 101/5/02 1.5 小時 
獨木舟活動

介紹 
健體領域  

10 101/5/09 1.5 小時 
體驗獨木舟

活動(1) 
健體領域  

11 101/5/23 1.5 小時 
體驗獨木舟

活動(2) 
健體領域  

12 101/6/06 1.5 小時 

四、唯我「獨」行

-操舟划槳趣 

(高年級) 

體驗獨木舟

活動(3) 
健體領域  

13 101/6/15 3 小時 
搭配水上運動會

進行學行成果展 

 
綜合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