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海洋學校」計畫申請表 

申請時間：  101 年   01 月  11 日                      

瑱 表 人 / 聯 絡 人 
計 畫 名 稱 海就在萬寧不遠的地方 

姓 名 許博森 

電 話 03-8861211 
申 請 學 校 花蓮縣富里鄉萬寧國民小學 

傳 真 03-8861972 

e-mail Frank.shue@gmail.com 

選教學領域 
 □語文  □社會  □數學  ˇ藝術與人文  

 □健康與體育ˇ自然與生活科技ˇ綜合活動 

教學主題 
□潮間帶 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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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3 花蓮縣富里鄉

萬寧村鎮寧 108 號 

活動目的及依據 

一、依據 

 (1)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 101 年度「海洋學校」計畫第一期委辦申請計畫作業

規範辦理。 

 (2)花蓮縣政府 100 年 11 月 16 日府教體字第 1000205391 號函辦理。 

二、目的： 

(1)將海洋學校融入學校本位課程。 

(2)為海洋生態教育設計創意教學課程。 
(3)整體課程架構以自然與生活領域教學為引導、以講座活動為實踐，以藝術 

   與人文、綜合領域教學驗證學生感受，以生活力行完成教育使命。 

(4)從在地資源出發，深化地球整體水循環系統運作狀況與我們生活的連結。 

 (5)永續海洋資源。 

辦理單位 主辦單位 花蓮縣政府教育處 承辦學校 花蓮縣富里鄉萬寧國民小學 

※活動期程 3 月 1 日~6 月 30 日止 預估人數 150 人次 活動場次 2 

活動單元 

一、水的世界 

二、海底世界 

三、我的世界 
教案 7 份 學習單  10 份 

參加年級 1-6 年級 活動地點 

花蓮縣富里鄉萬寧國民小學 

(1-6 年級課程教學) 

花蓮縣六十石山風景區 

(1-3 年級主題講座) 

花蓮縣長虹橋風景區 

(4-6 年級主題講座) 

學校鄰近海邊 請ˇ選  □是       ˇ否 全校班級數 6 班 



活動方式及內容 

一、課程教案與學習單 

(1)水的世界—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教學(1-6 年級) 

   整合學校課程整體計畫於預定進度實施，依主題教學回收學習單。 

(2)海底世界—藝術與人文領域教學(2-6 年級) 

   全校學生依規劃進行彩繪課程，並進行心得感想成果發表。 

二、生態教室主題講座 

   我的世界—主題講座活動(2 場) 

   於學期中安排兩場主題講座，針對在地水資源作完整介紹。 

預期效果 

一、 培養學童對海洋的認知，從愛鄉愛土的本位情懷進展到愛大地愛世界

的博愛精神。 

二、 從對海洋教育的了解身化自我認同，展演自我的獨特性，並接納別人

的差異性。 

三、 讓生活在花東縱谷的學童們更貼近海洋的魅力，從對海的崇拜進化成

向海洋學習。 

四、 展演學生學習成就，肯定學生表現，並達到教育推廣的效益。 

申請單位簡介

（含以往辦理相關

活動成效） 

    本校創立於民國 49 年，位於台 9線 304KM 處，位於台九線中段。住民為閩、

客、原混居均分，多務農。現有學生 41 名，教職員 14 員。 

     

辦理教育部夜光天使點燈計畫受各界好評，並獲       承辦教育部「品德教育推廣與深耕學校計畫」，推行各項 

得教育部肯定，頒發團體組優等獎及個人教師組       校園品德活動(圖為品德之星)，受教育部肯定品德深耕 

優等獎。                                         績優表揚。 

本校多項教學成果均呈現在學校網站，網址如下：www.wlips.hlc.edu.tw 

課程（演講內容

簡介） 

一、課程教案與學習單 

(1)水的世界—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教學(1-6 年級，詳如附件一-1) 

   1.動機—讓學童從課程中了解海洋在生活中的交互作用。 

   2.過程—整合課程，自編教材，透過閱讀教學、分組討論、實務探查。 

   3.目的—讓學童能對週遭的水循環現象更多體認，並進而能對海洋資源做永 



           續經營的理念。 

(2)海底世界—藝術與人文領域教學(2-6 年級詳如附件一-2) 

   1.動機—將小朋友發揮對海的認識展現於學校場景中 

   2.過程—整合課程，自編教材，透過引導、構圖、彩繪、回饋分享。 

   3.目的—彩繪作品於校內建築，除展現學童成就並達到教育推廣作為。 

二、生態教室主題講座 

   我的世界—主題講座活動(2 場) 

   (1) 花蓮縣六十石山風景區--從在地的六石十山風景區開始，了解富里鄉全 

       景與生態特質，進而認識花東縱谷的特性，並推廣到整體海洋循環的全 

       貌。 

       講綱如次： 

       1.海岸山脈的天氣 

       2.六十石山的自然生態 

       3.花東縱谷水文 

       4.中央山脈的天氣 

       5.秀姑巒溪的故事 

   (2) 花蓮縣長虹橋風景區--接連阿眉溪進入秀姑巒溪的運作，了解溪流海洋 

       的關係，進而省思海洋的力量對我們生活的影響。 

       講綱如次： 

       1.泛舟的由來 

       2.海岸山脈濱海氣候特徵 

       3.秀姑巒溪出海口 

       4.太平洋淨灘 

       5.水循環與科技工業的影響 

計畫書 
計畫書(如附件二) 

活動教案（活動教案設計表、活動學習單如附件三） 

 



     花蓮縣富里鄉萬寧國民小學執行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 
「海洋學校」計畫課程教學計畫書—「海就在萬寧不遠的地方」 

一、 依據： 

(1)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 101 年度「海洋學校」計畫第一期委辦申請計畫

作業規範辦理。 

(2)花蓮縣政府 100 年 11 月 16 日府教體字第 1000205391 號函辦理。 

二、 目的： 

(1)將海洋學校融入學校本位課程。 

(2)為海洋生態教育設計創意教學課程。 
(3)整體課程架構以自然與生活領域教學為引導、以講座活動為實踐，以

藝術與人文領域教學驗證學生感受，以生活力行完成教育使命。 

(4)從在地資源出發，深化地球整體水循環系統運作狀況與我們生活的連

結。 

(5)永續海洋資源。 

三、 辦理學校：花蓮縣富里鄉萬寧國民小學。 

四、 教學對象(年級)：1-6 年級。 

五、 教學領域：自然與生活科技、藝術與人文領域。 

六、 教學梯次： 

(1)3 梯次活動 

   1.水的世界主題活動 

   2.海底世界主題活動 

   3.我的世界主題講座 

(2)3 階段教學 

   1.認知—水的世界(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 

   2.展現—海底世界(藝術與人文、綜合領域) 

   3.強化—我的世界(生態教室主題講座) 

七、 教學人數：41 人 

八、 辦理日期：101 年 3 月 1 日起至 101 年 6 月 30 日止。 

九、 辦理時間：100 學年度第二學期。 

十、 辦理地點： 

(1)水的世界—花蓮縣富里鄉萬寧國民小學、花蓮縣富里鄉阿眉溪 

(2)海底世界—花蓮縣富里鄉萬寧國民小學 

(3)我的世界—花蓮縣長虹橋風景區、花蓮縣六十石山風景區 

十一、 教學內容： 

     (1) 水的世界—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教學(1-6 年級) 

         1.動機—讓學童從課程中了解海洋在生活中的交互作用。 

         2.過程—整合課程，自編教材，透過閱讀教學、分組討論、實務探查。 

         3.目的—讓學童能對週遭的水循環現象更多體認，並進而能對海洋資 

                 源做永續經營的理念。 

 

 



      (2) 海底世界—藝術與人文領域教學(2-6 年級) 

          1.動機—將小朋友發揮對海的認識展現於學校場景中 

          2.過程—整合課程，自編教材，透過引導、構圖、彩繪、回饋分享。 

     3.目的—校內建築彩繪，除展現學童成就並達到教育推廣作為。 

 (3)我的世界—生態教室主題講座 

     1.花蓮縣六十石山風景區 

       從在地的六石十山風景區開始，了解富里鄉全景與生態特質，進 

       而認識花東縱谷的特性，並推廣到整體海洋循環的全貌。 

          2.花蓮縣長虹橋風景區 

            接連阿眉溪進入秀姑巒溪的運作，了解溪流海洋的關係，進而省 

            思海洋的力量對我們生活的影響。 

十二、 辦理方式：  

(1)課程教案與學習單 

     1.水的世界—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教學(1-6 年級) 

       整合學校課程整體計畫於預定進度實施，依主題教學回收學習單。 

     2.海底世界—藝術與人文領域教學(2-6 年級) 

       全校學生依規劃進行彩繪課程，並進行心得感想成果發表。 

(2)生態教室主題講座 

       我的世界—主題講座活動，於學期中安排兩場主題活動講座，針 

       對在地水資源作完整介紹。 

十三、 活動流程：如下表 

學期 100 學年度第 2學期 

月份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水的世界     

海底世界     

我的世界     

備註： 

一、 「水的世界」配合自然科教學進度進行。 

二、 「海底世界」以綜合、藝術與人文課進行主題活動。 

三、 「我的世界」安排於 5、6月中進行 2場次講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