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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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蔚藍新岑 

姓 名 徐英傑 

電 話 05-3431525 
申 請 學 校 嘉義縣布袋鎮新岑國民小學 

傳 真 05-3430238 

e-mail scps@mail.cyc.ed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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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義縣布袋鎮新岑里 4

號 

活動目的及依據 

一、依據：  

（一）   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100年 11月 14日海科字第1000004690號函辦理。 

（二）  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 101 年度「海洋學校」委辦申請計畫作業規範。 

（三）  嘉義縣政府 100.11.17 府教學字第 1000196846 號辦理。 

二、目的： 

（一） 深化學校本位課程設計與教學，進行溼地水鳥生態觀察，讓學生了解社 

區豐富的海洋與鹽田溼地自然生態，培養生態保育的觀念。 

（二）  培養海洋藝文的閱讀文學，結合海洋藝術文化創作品呈現，經營學校成

為海洋文化的生態校園。 

（三）  推展海洋科學與能源教育結合，發展風電能源教育。 

（四）  結合社區資源，延攬社區團體及家長擔任志工，協助各項活動，增進社

區居民對海洋環境資源的關心，落實環境教育。 

 

辦理單位 主辦單位 
嘉義縣布袋鎮新岑國

民小學 
承辦學校 嘉義縣布袋鎮新岑國民小學 

※活動期程 3 月~6 月 30 日止 預估人數 60 活動場次 9 場次 

活動單元 5 項 教案  9 份 學習單   5 份 

參加年級 1-6 年級 活動地點 新岑國小、廢鹽灘水鳥棲地、布袋遊客中心 

學校鄰近海邊 請ˇ選  ■是      □否 全校班級數 6 班 

活動方式及內容 
一、融入各領域教學：辦理 4 項「海洋教育」融入各領域教學活動。 

二、校外參觀教學：辦理布袋廢鹽灘水鳥觀察教學、溼地生態實地踏查。 



三、專業解說：聘請生態環境專家，解說水鳥及溼地生態環境。 

四、海洋藝文：辦理海洋閱讀文學、蚵貝藝術及魚拓藝術創作。 

五、海洋應用科學：辦理風力發電創意 DIY 設計實驗活動。 

預期效果 

一、 提昇學校教師「海洋教育」本位課程設計與教學專業能力。 

二、 促進學生對沿海溼地水鳥生態的認識了解，提昇海洋環境保育觀念。 

三、 增進社區居民對海洋環境資源的關心，落實環境教育。 

申請單位簡介

（含以往辦理相關

活動成效） 

嘉義縣布袋鎮新岑國小位於嘉義縣布袋鎮西南角的 6 班小校，學校東北側有

大片廢鹽灘，是從前台鹽晒鹽、製鹽的場所，每到冬季，有許多候鳥聚集，99

起至今，每年 12 月份發現重要保育候鳥「黑面琵鷺」約 170〜200 隻群聚停留於

此，其它鷸科、鴴科、鷺科及水鴨科的候鳥更是種類繁多，是珍貴的生態資源。 

南面的龍宮溪蜿蜒流過，是許多釣客休閒釣魚的去處。學區家長大多有從事

漁業養殖，魚、蝦、螃蟹、貝類養殖興盛，從以往到現在是一個倚賴海洋資源的

社區形態。學校對海洋環境教育不遺餘力，舉辦各項環境教育活動，於 94、97

學年度獲得綠色學校掛牌，望透過境教、課程及活動培養學生具備環保的意識。 

學校在 100 年度以「岑風˙水鳥˙龍宮溪」辦理海洋教育課程，另以「蔚藍

生態海岸－溼地及校園生態休閒教育」結合新岑、新塭、好美國民小學辦理校際

策略聯盟教學能力提升方案實施計畫，深化本校教師在海洋教育融入課程議題的

專業設計與教學能力。 

此外，學校也參與結合雲嘉南濱海國家風景區管處與嘉義縣環境生態保護協

會辦理「嘉義 100 水鳥祭-全家 Happy（黑琵）賞鳥趣」活動，也參與本地布袋

嘴文化協會辦理「平安鹽祭活動」。參與本地的海洋教育活動，結合外界的資源

與活動提升教師與學生在海洋教育課程的專業與多元學習。 

 

 

 

 

 

 

 

 

 

 

   圖 1：新岑國小 100 年度海洋教育活動成果照 
 



課程（演講內容

簡介） 

一、 由學校「海洋教育」社群教師研擬設計海洋藝文教學課程。 
二、 利用彈性課程時間實施海洋閱讀文學、水鳥觀察、之學校本位課程，使學生

深切認識地方自然生態。 
三、 結合閱讀課程與海洋文化進行兒童新詩培育創作。 
四、 由藝術與人文領域教師指導學生完成蚵貝藝術及魚拓作品，呈現海洋風格兒

童創作藝術，鼓勵學生創作。 
五、 結合自然科技領域，指導學生製作風力發電機風能玩具 DIY，認識風力能源

的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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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蔚藍新岑 
一、 目的： 

（一） 深化學校本位課程設計與教學專業能力，進行溼地水鳥生態觀察，

讓學生了解社區豐富的鹽田溼地自然生態，培養生態保育的觀念。 

（二） 結合閱讀文學與藝術創作；塑造學校成為海洋藝文的創意校園。 

（三） 結合社區資源，延攬社區團體及家長擔任志工，協助各項活動，增

進社區居民對海洋環境資源的關心，落實環境教育。 

二、 依據： 

（一） 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 100 年 11 月 14 日海科字第 1000004690 號函。 

（二） 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 101 年度「海洋學校」委辦申請計畫作業規範。 

（三） 嘉義縣政府 100.11.17 府教學字第 1000196846 號辦理。 

三、 辦理學校：嘉義縣布袋鎮新岑國民小學 

四、 教學對象(年級)：1〜6 年級 

（一） 教學領域：綜合活動領域、自然與生活科技、藝術與人文領域 

（二） 教學梯次：5 梯次 

（三） 教學人數：49 人 

五、 辦理日期：101 年 3 月 1 日〜6 月 30 日 

六、 辦理時間：融入各領域上課時間。 

七、 辦理地點：新岑國小、布袋廢鹽灘、布袋遊客中心。 

八、 教學內容：詳列每項單元教案表格彙整 

活動名稱 實施日期 
融入領域及

議題主軸 
對象 辦理地點 活動內容 

飛羽新岑 

－溼地賞鳥 
101.3 

議題主軸： 

海洋資源 

綜合領域、自

然與科技領

域、環境教育 

1-6年級 廢鹽灘 

1. 實地觀察記錄候鳥

及水鳥。 

2. 認識社區的候鳥，並

了解候鳥的遷徙。 

3. 簡易望遠鏡製作。 

藝文新岑 

－魚拓創作 
101.4 

議題主軸： 

海洋文化 

融入領域：藝

術與人文 

4-6年級 各班教室 1. 基本魚拓技法製作。 

閱讀新岑 

－海洋童詩 
101.4 

議題主軸： 

海洋文化 

語文領域、藝

文領域、環境

議題 

4-6年級 各班教室 
1. 海洋文學閱讀 

2. 童詩繪本創作 



風動新岑 

－風力發電

DIY 

101.3 

議題主軸： 

海洋科學 

融入領域：環

境教育、自然

與科技領域 

5-6年級 自然教室 

1. 風的成因與風能的

利用。 

2. 簡易風力發電機玩

具實驗製作。 

藝文新岑 

－藝文新岑 
101.5 

議題主軸： 

海洋文化 

融入領域：藝

術與人文 

1-6年級 美勞教室 
1. 蚵貝美勞作品 DIY 

創作彩繪 

 

九、 辦理方式： 

（一） 融入各領域教學：辦理 4 項「海洋教育」融入各領域教學活動。 

（二） 校外參觀教學：辦理學校北側布袋廢鹽灘溼地水鳥觀察教學。 

（三） 海洋地理地質：聘請生態環境專家，解說水鳥及溼地生態環境。 

（四） 海洋文學：辦理海洋文學閱讀及文學童詩創作。 

（五） 海洋藝文：辦理蚵貝藝術及魚拓教學製作。 

（六） 海洋科技：簡易風力發電玩具 DIY 的實驗製作。 

 

十、活動流程：圖 2：「蔚藍新岑」課程架構圖 

 

 
  

蔚藍新岑 

    飛羽新岑 
● 賞鳥入門解說 
● 田野觀察記錄 
● 簡易望遠鏡 DIY 

   閱讀新岑 
● 海洋文學作品閱讀 
● 海洋童詩創作 
● 海洋故事繪本創作 

風動新岑 
● 海洋與氣候的影響 
● 風能物理玩具創作 

● 風力發電創意 DIY 

     藝文新岑 
● 魚拓創作 
● 蚵貝海洋風藝品創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