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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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日                      

瑱 表 人 / 聯 絡 人 
計 畫 名 稱 晴空萬里.海天一色.近海去 

姓 名 邱華璋 

電 話 2492-2034 轉 11 
申 請 學 校 新北市萬里區萬里國民小學 

傳 真 2492-5034 

e-mail Chiu90@mail2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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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 新北市萬里區瑪鋉路

18 號 

活動目的及 

依據 

一、依據 

   （一）100.11.14 海科字第 1000004690 號函及新北市政府 100.11.15 北教環字第

100165135 號函辦理。 

   （二）新北市萬里國小 100 學年度學校本位課程計畫。 

二、目的 

（一）藉由瑪鋉溪流與河口生態調查分析，建構學生溪流永續發展理念。 

（二）結合海濱聚落資源探索運用，引發孩子瞭解漁村生活、文化與生態。 

（三）透過近海愛海體驗活動辦理，涵養學生愛護海洋尊重生態環境胸懷。 

辦理單位 主辦單位 新北市政府 承辦學校 新北市萬里國小 

※活動期程 2 月 20 日~ 10 月 31 日止 預估人數 180 人 活動場次 4 場 

活動單元       4        項 教案 4 份 學習單   3       份 

參加年級 5、6 年級 活動地點 萬里瑪鋉溪、萬里沙灘、龜吼（港）社區 

學校鄰近海邊 請ˇ選  ▓是       □否 全校班級數  

活動方式及 

內容 

活動一 漫步瑪鋉溪 
1.瑪鋉溪帶狀生態與常見的生物介紹。（水族箱及瑪鋉溪現場）。 

2.瑪鋉溪周遭人類活動行為對溪流的破壞分析與討論。（垃圾、污水、垂釣活動等）。 

3.瑪鋉溪流河口觀察及對海洋環境分析探討。 

4.瑪鋉溪流與河口生態永續發展規劃討論。 

活動二 一起淨灘趣 
1.播放海洋生態影片，說明漂浮垃圾對海洋生物的威脅與影響。 
2.請學生討論減少垃圾及維護海洋生態之具體策略。 
3.配合校本活動帶領學生進行淨灘並發表海洋宣言。 



4.分享活動心得，並配合語文領域第十三課尊敬大地，書寫所見所聞及心得省思。 

活動三 捕魚趣（去） 
1.延請社區家長就其工作內容（捕魚、海鮮餐廳）為小朋友做簡單的相關介紹，並

請家長教導牽罟活動由來、意義與進行方式，並宣導海邊活動安全守則。 

2.請社區專家協助，在萬里沙灘進行牽罟的活動，體會早年漁民的捕魚活動。 
3.分享一起捕魚感想，並配合語文領域第十一課湖光山色，進行集體新詩創作。 

活動四 魚的超級市場 
1.進行課程簡報介紹。 
2.請學生討論漁村的經濟活動、及漁民應該具備的能力為何。 
3.到龜吼漁港及瑪鋉漁港踏查，觀察漁村的生活，並參觀魚市場及餐廳的交易情形。 
4.討論分析瑪鋉漁港與龜吼漁港的異同。 
5.配合語文領域第十三課尊敬大地，書寫參觀的所見所聞及心得省思。 

 

預期效果 

（一）能經由瑪鋉溪流與河口生態調查瞭解，建立溪流永續發展正確理念。 

（二）能藉由社區人力物力資源整合運用，加深海洋聚落文化、生活與生態認識。 

（三）能透過近海愛海活動體驗，涵養學生愛護海洋尊重生態環境胸懷。 

申請單位簡介

（含以往辦理

相關活動成效） 

一、學校簡介 

萬里國小位於溪、海交界，接臨瑪鋉溪與北海岸，並有瑪鋉漁港、龜吼漁港等海

岸資源，學童對於海洋與捕魚從小就很熟悉，社區內有許多海洋漁業的人力資源；同

時並與野柳海洋世界簽署合作協議，每年安排學生免費參觀野柳地質公園並參與海洋

生態研習，有效提升教師及學生對於海洋教育的知能與素養，因此非常適合發展海洋

教育。 

 

二、曾辦理研習及活動 

（一）沙雕比賽（95-99 年學校主題活動） 

（二）教師研習（野柳海洋世界參觀、鼻頭國小潛水研習） 

（三）瑪鋉溪生態教學活動 

（四）參訪野柳地質公園及海洋世界（98-100 年學校主題活動） 

（五）參訪基隆陽明海運文化館（98-100 年學校活動） 

（六）100 年度新北市環境教育專案-海洋教育核定推動學校 

 

 



課程（演講內

容簡介） 

項次 課程內容 授課地點 主講人（單位） 備註 

1 
溪流生態、河口與海洋

之關連 

瑪鋉溪 

多功能教室 
荒野保護協會 

採講座與實作

並行 

2 一起淨灘趣 萬里海灘 邱華璋 實作 

3 捕魚趣 萬里海灘 社區發展協會 實作 

4 魚的超級市場 多功能教室 邱華璋 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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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海洋學校」計畫課程教學計畫書 

           晴空萬里.海天一色.近海去 

 
一、 目的： 

（一）藉由瑪鋉溪流與河口生態調查分析，建構學生溪流永續發展理念。 

（二）結合海濱聚落資源探索運用，引發孩子瞭解漁村生活、文化與生態。 

（三）透過近海愛海體驗活動辦理，涵養學生愛護海洋尊重生態環境胸懷。 

 

二、 依據： 

（一）100.11.14 海科字第 1000004690 號函及新北市政府 100.11.15 北教環字第 100165135

號函辦理。 

（二）新北市萬里國小 100 學年度學校本位課程計畫。 

 

三、 辦理學校： 
新北市萬里國民小學 

 

四、 教學對象(年級)： 

5、6 年級 

 

五、 教學領域： 

融入領域 綜合領域 語文領域 

教材 自編版 康軒版第十冊 

內容 校本課程~海洋教育 
十一課湖光山色 

十三課尊敬大地 

 

六、 教學梯次： 
共 4 梯次 

 

七、 教學人數： 
180 人 

 

八、 辦理日期： 
101 年 2 月 20 日~ 10 月 31 日止 

 

九、 辦理時間： 
配合綜合活動領域上課時間進行 

 

 

十、 辦理地點： 



（一）萬里瑪鋉溪 

      （二）萬里沙灘 

      （三）龜吼（港）社區 
 

十一、 教學內容：詳列每項單元教案表格彙整 

主題名稱 教案內容 教學時間 教材 

漫步瑪鋉溪 

1.透過 GOOGLE 地球觀看河流與海洋的共生關

係，並配合課程討論水的循環。 

2.想一想萬里的四周環境有何特點? 

3.利用 PPT介紹瑪鋉溪下游感潮帶生態常見的水

生動植物分佈及棲地型態，並學習如何使用魚

類圖鑑找出看到的動物。 

4.進行瑪鋉溪沿岸淨溪活動，並探討影響環境原

因。（垃圾、污水、垂釣活動……等） 

5.淨溪後進行討論: 

○1 進到瑪鋉溪的各類型垃圾，對瑪鋉溪會有什麼

影響？ 

○2 沿岸的釣客會造成什麼生態的影響？ 

○3 如果人口增加了，對魚肉的需求增加了，會對

環境有什麼影響? 

○4 水泥化的河岸有什麼優缺點？ 

6.實地觀察瑪鋉溪出海口並討論瑪鋉溪跟海的

關係為何? 

7.寫「漫步瑪鋉溪」學習單，作活動的省思與心

得，並試著提出自己對於保護河川生態的想

法。 

6 節 

瑪鋉溪生

態 PPT 

魚類圖鑑 

誘捕籠 

垃圾袋 

魚類 

學習單 

淨灘趣（去） 

1.播放海洋生態影片，說明海洋廢棄物對海

洋生物的威脅與影響。 
2.請學生討論減少垃圾及維護海洋生態之具

體策略。 
3.配合校本活動帶領學生進行淨灘並發表海

洋宣言。 
4.分享活動心得，並配合語文領域第十三課

尊敬大地，書寫淨灘過程與心得，省思如何

愛護週遭海洋環境。 

 

6 節 

海洋生態

PPT 

垃圾袋 

手套 

作文 

 

捕魚趣（去） 

1.請社區漁民伙伴協助，在萬里海水浴場海

域進行牽罟的活動，共同體會捕魚活動。 
2. 討論:一起牽扈的感受?漁民為什麼會發展

出牽扈的捕魚方式?牽扈的活動現在可能

5 節 

學習單 

扈網 

漁船 

社區漁民

資源 



因為什麼因素所以越來越少見了?收穫的

魚會怎麼處理呢? 
3.寫「捕魚趣」學習單，紀錄牽扈活動的過

程，並畫下印象深刻的一幕。 

魚的超級市場 

1.課前請小朋友上網或到圖書館查詢瑪鋉及

龜吼兩地歷史源由小故事於課堂分享。 
2.進行 PPT 教學並引導學生討論漁村的可能

會有的經濟活動、及漁民應該具備的能力為

何。 
3.步行到瑪鋉漁港，沿途欣賞海岸風光，到

達後分四班進行四個點的巡迴參觀與訪

問，記錄於日記本。 

4.事先討論四站的想提的問題做初步的討

論，接著步行到龜吼漁港，沿途欣賞海岸風

光，到達後分四班進行四個點的巡迴參觀與

小記者訪問。 
★乘風破浪上船去---了解漁夫的工作環境

與船上的工具，並與漁民做直接的對話與

訪問。 

★秤斤論兩買魚去---與魚販(家長)進行對

話與討論，了解所賣的魚是如何成為商

品，藉由購買魚貨認識傳統市場常見魚

類，及傳統市場以台斤台兩秤重與計價的

方式。 

★美味海鮮在萬里---透過家長會的協調，到

餐廳進行參觀，了解其工作的方式與內

容，並品嘗一樣新鮮海螺，螺殼帶回學校

可進行創作與發想。 

★海上守護順天宮---到順天宮參觀廟宇藝

術並訪問廟公。 
5.回校後討論瑪鋉漁港與龜吼漁港的不同 ?

為什麼出現的經濟活動不同?龜吼有什麼令你

印象深刻的風景或人文景觀? 

6.書寫「魚的超級市場」學習單，紀錄訪問

的內容，並寫下活動後的心得與收穫。 

9 節 

社區家長

資源（漁

船 、 魚

販 、 餐

廳、廟公） 
 
學習單 

 

十二、 辦理方式：  
（一）結合校本課程，列入課程計畫規劃進度。 

（二）納入學校行事，融入領域教學確實辦理。 

     （三）辦理體驗活動，提升學生海洋保育意識。 



     （四）整合社區資源，促進在地海洋文化發展。 

 

十三、 活動流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