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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海洋學校」計畫申請表 

申請時間： 100 年 11 月 22 日                          

瑱 表 人 / 聯 絡 人 
計 畫 名 稱 海市山盟 

姓 名 李佳琳 

電 話 07-6671672 
申 請 學 校 高雄市內門區觀亭國民小學 

傳 真 07-6671424 

e-mail Susue1024@yahoo.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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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5 高雄市內門區觀亭里

中正路 203 號 

活動目的及依

據 

一.計畫依據 

（1）教育部國民小學學海洋教育推廣計畫 

（2）101 年度海生館「海洋學校」補助申請計畫要點 

（3）高雄市推廣國民中小學海洋教育計畫 

二.目的：  

（1）結合「海洋意識」「鄉土教育」與「創造力」做為本校計畫主軸，運用

校外豐富的海洋資源與學校人力，成立海洋教育發展團隊，進而以「永

續發展」的觀念來將高雄地區海洋生態特色融入教學，轉換為本校校園

發展特色，且成為校園永續經營之重點發展項目。 

（2）結合校外教學活動，將海洋教育融入教學情境中。透過校內教學活動，

涵養學生的氣質，提升師生海洋生態知識素養與藝文能力，進而激盪出

豐富的校園創造力，深耕海洋教育校園社區文化。 

辦理單位 
主辦單

位 
觀亭國小 

承辦學

校 
觀亭國小 

※活動期程 
2 月 1 日~6 月 30

日止 
預估人數 710 活動場次 6 

活動單元         4 項 教案 4 份 學習單    2 份 

參加年級 全體師生 活動地點 1.學校及社區。2.高雄左營蓮池潭風景區。 

學校鄰近海邊 請ˇ選  □是       ■否 全校班級數 6 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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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方式及內

容 

本校將引進社區文史工作室，從鄉土水文生態、環保的觀念著手，結合

課程教學，融入藝文、自然與生活科技、社會、語文等教學領域，輔以實地

參訪的戶外教學活動，深化學習效果，讓學生在教學過程中，感受「山與海

的對話」，感受生命的起緣，了解山的雄壯、海的遼闊。以培養學生對海洋的

認識及落實海洋正確思維。 

預期效果 

一、結合「海洋意識」「鄉土教育」與「創造力」做為本校計畫主軸，利用社

區豐富的資源與社區人力，成立海洋教育發展團隊，進而以「永續發展」

的觀念來將地方的文史生態水文特色融入教學，轉換為本校校園發展特

色，且成為校園永續經營之重點發展項目。 

二、藉由本校海洋教育展覽中心的開放，師生共同創作的作品，透過魚標本

製與讀報專題報導的方式呈現，營造富有海洋文化氣息的校園。 

三、結合學校主題課程的動靜態教學，將海洋教育融入教學情境中，透過跨

領域 教師設計的教學活動，涵養學生的氣質，提升師生鄉土文史生態知

識素養與藝文能力，進而激盪出豐富的校園創造力，深耕海洋教育校園

社區文化。 

申請單位簡介

（含以往辦理

相關活動成效） 

一、學校簡介 

內門舊稱「羅漢門」，又稱「羅漢內門」。由於二行溪上游河道至馬

頭山附近的瑞山村和內東村交界出口轉入田寮鄉，兩岸山地高聳險峻，

地勢巍峨重疊有如羅漢把守在門口兩側，而內盆地位於其後有如世外桃

源的廳堂，先民就將平埔音附會為「羅漢門」。 內門鄉位於高雄旗山西

側，屬於丘陵地型。降雨量少「水資源」對內門而言是相對顯得重要。

內門鄉雖屬山城，但境內到處充滿著小型的蓄水池（小水庫），且二仁溪

發源於內門，經高雄、台南縣境入海。       

    本校位於內門鄉的入口，臨近內門紫竹寺，寺前廣場，規畫井然有

序，四季如春，寺旁的水池更是一個小型生態池，成為學生學習參觀的

好去處。因此本校結合當地資源，妥善融入教學活動中，從自己最接近

的水資源，慢慢擴展到海洋資源，從認識、親近到愛護與運用海洋資源，

逐漸建立起學生的海洋意識與觀念。 

    本校將引進社區文史工作室，從鄉土水文生態、環保的觀念著手，

結合課程教學，融入藝文、自然與生活科技、社會、語文等教學領域，

輔以實地參訪的戶外教學活動，深化學習效果，讓學生在教學過程中，

感受「山與海的對話」，感受生命的起緣，了解山的雄壯、海的遼闊。以

培養學生對海洋的認識及落實海洋正確思維。 

二、以往辦理相關活動成效 

1.本校 100 年海洋教育活動，舉辦多元的教育活動，讓海洋教育活動更深入、

更完整，有效達到學生預期的學習目標。 

2.本校位於偏遠地區，感謝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經費的補助，讓偏鄉地區的

小朋友有機會接觸多元的海洋學習資源，融入參訪行程寓教於樂，提升學

生學習效果‧ 

3.辦理校內和校外的教學，教學效果提升。 

4.結合藝術與人文課程，班級導師引導學生製作海洋相關美勞作品，成果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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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 

5.運用學界資源，配合海洋學校計劃，辦理相關講座，讓孩子有對於海洋資

源有更深的認識，進而珍惜海洋資源。 

課程（演講內

容簡介） 

1.高雄港生態環境及文史介紹。 

2.八八風災後高雄地區溪流生態介紹。 

3.海洋教育讀報主題製作。 

4.海洋生態相關藝文作品製作。 

5.家鄉的水資源-內門鄉土生態環境介紹。 

6.海洋教育校外教學-高雄左營蓮池潭風景區參訪。 

計畫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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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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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海洋學校」計畫課程教學計畫書 

「海市山盟」 

高雄市內門區觀亭國民小學海洋教育發展計畫書 

計畫名稱：「海市山盟」 

    建國百年後縣市合併後的高雄都會區，加大高雄港之生產腹地，進而

提升高雄港市總體競爭優勢，高雄將迎向全世界。因此規劃今年主題以高雄

港為主，針對高雄都會的海洋魅力創造新的永續發展參訪，了解港埠物流、

優質遊憩、永續能源產業、營運總部等四大特色經濟發展方向，讓山區孩子

更能提早融入海洋都會生態，共築「海市山盟」遠景。 

    八八水災已過一年多，可以讓孩子藉由經驗的分享，感受體驗台灣河川

的重大改變與海洋的親密關係，了解海洋的重要及如何珍惜海洋資源及保護

山林。 

    本校地理位於內門鄉的入口，臨近內門紫竹寺，寺前廣場，規畫井然有

序，四季如春，寺旁的水池更是一個小型生態池，成為學生學習參觀的好去

處。因此本校結合當地資源，妥善融入教學活動中，從自己最接近的水資源，

擴展到海洋資源，從認識、親近到愛護與運用海洋資源，逐漸建立起學生的

海洋意識與觀念。 

    引進地方社區文史工作室，從鄉土水文生態、環保的觀念著手，結合課

程教學，融入藝文、自然與生活科技、社會、語文等教學領域，輔以實地參

訪高雄港的戶外教學活動，深化學習效果，讓學生在教學過程中，感受「海

市山盟」景象，感受生命的起緣，了解山的雄壯、海的遼闊。以培養學生對

海洋的認識及落實海洋正確思維。 

一、 計畫目的： 

    結合「海洋意識」「鄉土教育」與「創造力」做為本校計畫主軸，運用校

外豐富的海洋資源與學校人力，成立海洋教育發展團隊，進而以「永續發

展」的觀念來將高雄地區海洋生態特色融入教學，轉換為本校校園發展特

色，且成為校園永續經營之重點發展項目。 

二、 計畫依據： 

(一)教育部國民小學學海洋教育推廣計畫 

(二)101 年度海生館「海洋學校」補助申請計畫要點 

(三)高雄市推廣國民中小學海洋教育計畫 

三、 辦理學校：高雄市內門區觀亭國民小學。 

四、 教學對象(年級)：全校一至六年級。 

五、 教學領域：▉語文 ▉社會 ▉藝術與人文 ▉自然與生活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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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教學梯次： 

(一)高雄港生態環境及文史介紹(1 場次)。 

(二)八八風災後高雄地區溪流生態介紹(1 場次)。 

(三)海洋教育讀報主題製作(讀報班級實施主題教學)。 

(四)海洋生態相關藝文作品製作（各班實施各 1 場次）。 

(五)家鄉的水資源-內門鄉土生態環境介紹（1 場次）。 

七、 教學人數：合計 710 人次。 

(一)高雄港生態環境及文史介紹(1 場次，120 人)。 

(二)八八風災後高雄地區溪流生態介紹(1 場次，120 人)。 

(三)海洋教育讀報主題製作(讀報班級實施主題教學，40 人)。 

(四)海洋生態相關藝文作品製作（各班實施各 1 場次，120 人）。 

(五)家鄉的水資源-內門區土生態環境介紹（1 場次，120 人）。 

(六)海洋教育校外教學-高雄左營、蓮池潭風景區（1 日遊，150 人）。 

八、 辦理日期：101 年 2 月 1 日~101 年 6 月 30 日止 

九、 辦理時間：依計劃架構表說明實施。 

十、 辦理地點：依計劃架構表說明實施。 

十一、 計畫組織： 

   本校結合「教學與行政」、「教學領域」、「文史工作室」「高雄左營地區文

史資料」為計畫原則，以發揮創意教學的最大效能，提升師生海洋教育素養

為本計畫的最高指導原則，其組織成員如下： 

編號 職稱 姓名 服務單位 職稱 工作內容 

1 召集人 張俊民 觀亭國小 校長 統籌海洋教育發展事宜 

2 副召集人 李佳琳 觀亭國小 教務主任 推動海洋教育教學 

3 副召集人 游步廣 觀亭國小 學務主任 推動海洋教育教學 

4 副召集人 李博文 觀亭國小 總務主任 推動海洋教育教學 

5 委員 陳麗珠 觀亭國小 訓導組長 協助組織運作 

6 委員 莊馥樺 觀亭國小 教務組長 協助組織運作 

7 教學組 張玉玲 觀亭國小 級任教師 執行海洋教育創意教學 

8 教學組 王淑如 觀亭國小 級任教師 執行海洋教育創意教學 

9 教學組 黃羽菱 觀亭國小 級任教師 執行海洋教育創意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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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資訊組 郭忠揚 觀亭國小 資訊教師 執行海洋教育網路建構 

11 資料組 魏櫻嬌 觀亭國小 自然教師 執行海洋教育資料蒐集 

12 社區組 龔文雄 羅漢門文史

工作室 

理事長 協助海洋教育創意教學 

13 社區組 張志宏 高雄鳥會 資深講師 協助海洋教育創意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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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教學架構： 

計畫單元名稱 計畫期程 地點 負責單位 大略內涵 

建構海洋教育推

展小組 

101.2~101.3 校內 行政組 運用學校、社會區現有空間，

規畫海洋教育的推展的學習課

程。 

1.海洋教育活動

融入各領域教學 

101.3~101.6 校內 1.本校各領

域課程 

2.文史工作

室 

1.統整各領域課程，將海洋教

育的教材內容，融入於各領域

教學活動中。 

2.邀請海洋教育與鄉土教育有

專精的社區人士到校協助教學

活動。 

3.結合學生藝文作品，提升創

造力與展現海洋精神的欣賞、

包容情懷 

2.班級讀報活動 

【海洋教育專題

報導】 

101.2~101.06 班級教

室 

1.各班級 

2.本校各領

域課程教學 

 

1 透過讀報教學，教導學生對海

洋及鄉土知識的認識，鼓勵學

生運用發揮創意，透過剪報及

小書製作來傳達學生的內在思

維。 

2.結合學生藝文發展，提升創

造力與展現海洋精神的欣賞、

包容情懷。 

3.校內及社區教

學活動 

101.3~101.06 視聽教

室 

1.自然領域 

2.社區文史

工作室 

1. 八八風災後高雄地區溪流

生態介紹。 

2. 高雄港生態環境及文史介

紹。 

3.運用社區鄉土資源，實地參

訪社區水文生態讓學生了解地

方特色，培養學生愛鄉情懷 

4.校外實地參訪 

 

101.4. 高雄地

區 

1.行政組 

2.左營區 

高雄左營、蓮池潭風景區教學

活動及參觀‧ 

5.成果發表 

 

101.6 校內 1.行政組 

2.本校各領

域課程 

1.海洋教育的成果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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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課程計畫： 

    (一) 配合「讀報教育」落實海洋正確思維。 

高雄市 100 學年度下學期觀亭國民小學推動「讀報教育」實施計畫 

依    據 本校 100 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 

活動目標 1. 藉由讀報培養學生閱讀興趣，漸而養成閱讀習慣。 

2. 營造校園閱讀氣氛，使閱讀向下紮根。 

辦理單位 執行單位：觀亭國小 

預定辦理期程 101 年 2月至 6月 

教學進度表 

實施日期 活動名稱 教學內容 

101.2~101.6 定期讀報 1. 利用晨讀時間，學生安靜閱讀國語日報。 

2. 培養學生到校，自動自發的安靜閱讀報紙。 

101.2~101.4 主題教學(一) 1. 利用每週二、四節寧靜閱讀時間，配合學校課程進行讀報

活動。 

2. 班級實施海洋教育相關主題剪貼活動。 

101.5~101.6 主題教學(二) 1. 利用每週每週二、四節寧靜閱讀時間，配合學校課程進

行讀報活動。 

2. 班級實施童詩創作活動。 

3. 鼓勵學生投稿(海洋資源、環保意識為主題)，提升寫作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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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實施校外教學活動計畫。 

觀亭國民小學校外教學活動計畫 

依    據 

1.教育部 100.7.18 臺國(二)字第 1000123898 號函辦理。 

2.教育部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國民中小學校外教學要點修正規定。 

3.100.7.21 高市四維中字第 1000045875 號函。 

活動目標 

1.發展優質校外教學活動，強化校外教學課程內涵。 

2.豐富環境體驗及學習經驗，提升環境關懷及責任感。 

3. 導正校外教學課程目標，增進學生自然及人文關懷。 

活動地點 以高雄左營蓮池潭風景區為主。 

預定辦理期程 101 年 4月 

教學進度表 

項次 時間 活動內容 

1 07：30~07：50 集合、報到 

2 09：30~11：00 
孔廟→文學步道→北極亭→春秋閣→城隍廟→鎮福社→北

門 

3 11：00~12：00 國家體育場 

4 12：00~13：30 午餐、休息(漢神巨蛋)  

5 13：30~15：30 左營蓮池潭風景區參訪 

6 15：30~16：30 快樂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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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海洋教育活動融入各領域教學 

活動教案 單元名稱 

活動教案一 造型拼布香包 

活動教案二 拼貼海洋 

活動教案三 網路探索海洋生態之美 

活動教案四 美麗的海洋-果凍蠟燭製作 

學習單一 拼貼海洋 

學習單二 網路探索海洋生態之美 

      

十四、預期成效 

   (一) 結合「海洋意識」「鄉土教育」與「創造力」做為本校計畫主軸，利

用 社區豐富的資源與社區人力，成立海洋教育發展團隊，進而以「永續

發展」的觀念來將地方的文史生態水文特色融入教學，轉換為本校校園

發展特色，且成為校園永續經營之重點發展項目。 

(二)藉由師生共同創作的作品，透過魚標本製作與讀報專題報導的方式呈

現，營造富有海洋文化氣息的校園。 

      (三)結合學校主題課程的動靜態教學，將海洋教育融入教學情境中，透過 

    跨領域教師設計的教學活動，涵養學生的氣質，提升師生鄉土文史生態     

    知識素養與藝文能力，進而激盪出豐富的校園創造力，深耕海洋教育校  

    園社區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