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立海洋生物博物館「海洋學校」計畫申請表 

計 畫 名 稱 南瀛海岸「藝」世界 
瑱 表 人 / 聯 絡 人 

姓 名 顏弘欽 

申 請 學 校 臺南市新營區新生國民小學 
電 話 06-6552524*11 

傳 真 06-6550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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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ail sz937575@yahoo.com.tw

地 址 臺南市 73053 

新營區姑爺里 52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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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目的及依

據 

一、計畫依據：依據本校臨時校務會議議決事項辦理之。 

二、計畫目的： 

（一）充分運用海生館網站擴充學生對海岸生態的了解。 

（二）配合海洋學校課程規劃，提升師生對海洋保育重要性的認知。 

（三）提升教師對相關基本能力指標的認識與運用，以充分掌握教學技巧。 

（四）藉由海洋教育活動規劃，充實本校師生海洋知識。 

（五）培養教師自編教材能力，落實海洋學校主題教學之課程發展。 

（六）深化教師專業素養，以有效學生關懷自然、熱愛生命之優良產出。 

（七）充實偏遠地區學生之學習廣度，培養學生積極探索及主動學習的精神。

  （八）藉由教學活動提升教師實際規劃教學設計研究能力，活化教學內容。 

辦理單位 主辦單位 臺南市新營區新生國民小學 承辦學校 臺南市新營區新生國民小學 

※活動期程 101月9日～10月26日止 預估人數 260 人次 活動場次 9 場次 

活動單元 5 項 教案 3 份 學習單   3 份 

參加年級 全校參加 活動地點  

學校鄰近海邊 請ˇ選  □是       否 全校班級數 6 

活動方式及內

容 

（一）認識「南瀛海岸世界」校外教學：       

        1.奇美善化農場參訪教學。  

        2.奇美博物館「藝術與人文」欣賞解說與導覽活動。 

        3.七股「黑面琵鷺生態展示館」教學活動。 

        4.七股「黑面琵鷺賞鳥亭」賞鳥活動。 

  （二）認識「南瀛海岸世界」專題講座：邀請專家學者蒞校，就「南瀛海岸常

       見生物」進行專題演講。 

  （三）認識「南瀛海岸世界」教學活動：設計三份教學設計。 

  （四）認識「南瀛海岸世界」藝文活動：規劃系列藝文課程，讓學生由操作當

        中認識南瀛海岸生態，活潑化學習過程。 

        1.美麗的「南瀛海岸生物」著色活動。  

        2.可愛的「黑面琵鷺公仔」設計活動。 



        3.多樣化的「南瀛海岸」創意相框製作。        

  （五）認識「南瀛海岸世界」競賽活動：規劃相關競賽活動，加強學習成效。

  （六）認識「南瀛海岸世界」有獎徵答：檢視學生學習成效，複習學習主要重

        點內容。 

一、 活動流程： 

  （一）專題講座 

  1.活動日期：101 年 09 月 19 日（星期三）。 

  2.授課講師：荒野保護協會臺南分會 黃嘉隆 副分會長。 

     3.活動時間：上午 8 點 40 分至 12 時止。 

  4.參加對象：本校學生。 

     5.演講主題：南瀛海岸常見生物         

  （二）教學活動      

  1.活動日期：101 年 10 月 01～12 日（星期一～五）。 

  2.授課講師：顏弘欽主任、沈識鶴老師。 

     3.活動時間：上午 7 點 55 分至 8 點 35 分止，預計 3節課。 

                 下午 4 點 30 分至 7 點 30 分止，預計 12 節課。 

              合計 15 節課。 

  4.參加對象：本校學生。 

     5.教學主題：   

        單元一：收穫滿滿的「南瀛新鮮魚貝」。 

        單元二：南瀛的七股「鹽山」。 

        單元三：歡迎可愛的「黑面琵鷺」來七股過冬。 

  （三）藝文活動 

  1.活動日期：101 年 10 月 08～19 日（星期一～五）。 

  2.活動主持：本校藝術與人文教師擔任。 

     3.活動時間：與「藝術與人文」課程結合。  

  4.參加對象：本校學生。 

     5.活動主題：12 節課 

        活動一：美麗的「南瀛海岸生物」繪畫活動。  

           提供學生海岸生物著色比賽優勝作品進行欣賞活動，再由教師指

              導學生發揮想像力，製作完成一幅美麗的海岸生物著色畫。 

        活動二：可愛的「黑面琵鷺公仔」設計活動。 

           採用環保器材製作黑面琵鷺公仔，讓學生在活動中體認「節能減

               碳」、「珍惜物資」的重要性，並能與萬物和平相處，發揮愛心與

              公德心，做好環保工作。 

        活動三：多樣化的「南瀛海岸」創意相框製作。 

           教師指導學生製作創意「相框」，協助學生發揮創造力，製作完成

              美麗可愛、獨一而二的相框作品，激發學生創造思考的能力。 

（四）競賽活動 

  1.活動日期：101 年 10 月 15 日（一）起 10 月 24 日（三）止。 



  2.活動主持：本校藝術與人文教師擔任。 

     3.活動時間：活動期間週三下午 13 點 30 分至 16 點 00 分止。 

  4.參加對象：本校學生。 

     5.活動主題：8節課 

        活動一：低年級「南瀛海岸生物」著色比賽。 

              1.一、二年級學生參加。 

              2.比賽圖檔由教導處統一發給。 

              3.各年級擇優發給獎品做為獎勵。 

        活動二：認識「南瀛海岸生物」簡報活動。  

              1.中、高年級學生參加。 

              2.各組人數 3～5人為限。 

              3.各組年級不限可混合編組。 

              4.簡報內容以常見的「南瀛海岸生物」為主題。 

              5.每組簡報內容至少要介紹五種以上的海岸生物。 

              6.內容包含名稱、生活習性、圖片說明等內容。 

（五）有獎徵答 

  1.活動日期：預計 101 年 10 月 25 日（四）辦理。 

  2.活動主持：顏弘欽主任。 

     3.活動時間：上午 8 點 0 分至 8 點 40 分止。 

  4.參加對象：本校學生。 

     5.活動主題：以活動期間相關教學主題為命題內容。 

預期效果 

一、海洋休閒方面：參與海洋的休閒活動，熟練海洋求生技能。  

二、海洋社會方面：認識家鄉或鄰近海洋溼地相關職業、物產。 

三、海洋文化方面：體認家鄉或鄰近海洋溼地變遷與生活的關係。 

四、海洋科學方面：瞭解海洋溼地的特性及其與生活的關係。 

五、海洋資源方面： 
  (一)瞭解生活中常見的的海產食物。 
  (二)透過品嚐不同海產，瞭解海洋飲食文化。 
  (三)瞭解海洋物產與環境保護、日常飲食的關係。 

申請單位簡介

（含以往辦理相

關活動成效） 

一、91、92、93 年申請教育部中小學教師行動研究專案補助，並連續兩年獲得優

等獎鼓勵。 

二、92、94 年獲教育部中小學科學教育專案經費補助。 

三、2004Inoschool 全國學校創新經營獎課程與教學設計組特優獎 

四、2005Greateach 全國教師創意教學獎「健康與體育領域」優等獎 

五、2004 年國民健康局菸害防治創意教學設計競賽國小組第二名 

六、2005 年國民健康局菸害防治創意教學設計競賽國小組第三名 

七、辦理 95 年「我是海岸小精靈」海洋教育活動。 

八、辦理 96 年「源之旅親水活動」海洋教育課程。 

九、辦理 98 年「南瀛上界水」海洋教育活動。 

十、辦理 99 年「來去南瀛潮間帶」海洋教育活動。 

十一、辦理 100 年「親近水生植物」海洋教育活動。 

課程（演講內 一、常見的海岸溼地生物介紹與圖片觀賞。 



容簡介） 二、常見的海岸溼地網路資源介紹與影片觀賞。 

三、海岸溼地生態特色與生物生存環境。 

四、海岸溼地與人類日常生活的關係。 

五、如何保護海岸溼地，維護生物生存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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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畫名稱：南瀛海岸「藝」世界 
二、 目的： 

（一）充分運用海生館網站擴充學生對海岸生態的了解。 

（二）配合海洋學校課程規劃，提升師生對海洋保育重要性的認知。 

（三）提升教師對相關基本能力指標的認識與運用，以充分掌握教學技巧。 

（四）藉由海洋教育活動規劃，充實本校師生海洋知識。 

（五）培養教師自編教材能力，落實海洋學校主題教學之課程發展。 

（六）深化教師專業素養，以有效學生關懷自然、熱愛生命之優良產出。 

（七）充實偏遠地區學生之學習廣度，培養學生積極探索及主動學習的精神。 

  （八）藉由教學活動提升教師實際規劃教學設計研究能力，活化教學內容。 

三、 依據：本校 100 學年度下學期校務檢討會議議決事項辦理之。 

四、 辦理學校： 臺南市新營區新生國民小學 

五、 教學對象(年級)：全校學生 

六、 教學領域：藝術與人文、綜合活動、自然與生活科技。 

七、 教學梯次：6個梯次。 

八、 教學人數：60 人 

九、 辦理日期：預計 101 年 9 月 17 日（一）起至 10 月 26 日（五）止 

十、 辦理時間：利用彈性課程及藝術與人文領域時間辦理。 

十一、 辦理地點：新生國小 

十二、 教學內容：詳列每項單元教案表格彙整 

        單元一：收穫滿滿的「南瀛新鮮魚貝」。 

        單元二：南瀛的七股「鹽山」。 

        單元三：歡迎可愛的「黑面琵鷺」來七股過冬。 

十三、 辦理方式： 

  （一）認識「南瀛海岸世界」校外教學：       

        1.奇美善化農場參訪教學。  

        2.奇美博物館「藝術與人文」欣賞解說與導覽活動。 

        3.七股「黑面琵鷺生態展示館」教學活動。 

        4.七股「鹽山」體驗活動。 

  （二）認識「南瀛海岸世界」專題講座：邀請專家學者蒞校，就「南瀛海岸常見生物」 

        進行專題演講。 

  （三）認識「南瀛海岸世界」教學活動：設計三份教學設計。 

  （四）認識「南瀛海岸世界」藝文活動：規劃系列藝文課程，讓學生由操作當中認識南 

        瀛海岸生態，活潑化學習過程。 

        1.美麗的「南瀛海岸生物」著色活動。  

        2.可愛的「黑面琵鷺公仔」設計活動。 

        3.多樣化的「南瀛海岸」創意相框製作。        

  （五）認識「南瀛海岸世界」競賽活動：規劃相關競賽活動，加強學習成效。 

  （六）認識「南瀛海岸世界」有獎徵答：檢視學生學習成效，複習學習主要重點內容。 



十四、 活動流程： 

  （一）專題講座 

  1.活動日期：101 年 09 月 19 日（星期三）。 

  2.授課講師：荒野保護協會臺南分會 黃嘉隆 副分會長。 

     3.活動時間：上午 8 點 40 分至 12 時止。 

  4.參加對象：本校學生。 

     5.演講主題：南瀛海岸常見生物         

  （二）教學活動      

  1.活動日期：101 年 10 月 01～12 日（星期一～五）。 

  2.授課講師：顏弘欽主任、沈識鶴老師。 

     3.活動時間：上午 7 點 55 分至 8 點 35 分止，預計 3節課。 

                 下午 4 點 30 分至 7 點 30 分止，預計 12 節課。 

              合計 15 節課。 

  4.參加對象：本校學生。 

     5.教學主題：   

        單元一：收穫滿滿的「南瀛新鮮魚貝」。 

        單元二：南瀛的七股「鹽山」。 

        單元三：歡迎可愛的「黑面琵鷺」來七股過冬。 

  （三）藝文活動 

  1.活動日期：101 年 10 月 08～19 日（星期一～五）。 

  2.活動主持：本校藝術與人文教師擔任。 

     3.活動時間：與「藝術與人文」課程結合。  

  4.參加對象：本校學生。 

     5.活動主題： 

        活動一：美麗的「南瀛海岸生物」繪畫活動。  

           提供學生海岸生物著色比賽優勝作品進行欣賞活動，再由教師指導學生發揮 

              想像力，製作完成一幅美麗的海岸生物著色畫。 

        活動二：可愛的「黑面琵鷺公仔」設計活動。 

           採用環保器材製作黑面琵鷺公仔，讓學生在活動中體認「節能減碳」、「珍惜 

              物資」的重要性，並能與萬物和平相處，發揮愛心與公德心，做好環保工作。 

        活動三：多樣化的「南瀛海岸」創意相框製作。 

           教師指導學生製作創意「相框」，協助學生發揮創造力，製作完成美麗可愛、 

              獨一而二的相框作品，激發學生創造思考的能力。 

（四）競賽活動 

  1.活動日期：101 年 10 月 15 日（一）起 10 月 24 日（三）止。 

  2.活動主持：本校藝術與人文教師擔任。 

     3.活動時間：活動期間每天上午 8 點 40 分至 16 點 30 分止。 

  4.參加對象：本校學生。 

     5.活動主題： 

        活動一：低年級「南瀛海岸生物」著色比賽。 



              1.一、二年級學生參加。 

              2.比賽圖檔由教導處統一發給。 

              3.各年級擇優發給獎品做為獎勵。 

       活動二：認識「南瀛海岸生物」簡報活動。  

              1.中、高年級學生參加。 

              2.各組人數 3～5人為限。 

              3.各組年級不限可混合編組。 

              4.簡報內容以常見的「南瀛海岸生物」為主題。 

              5.每組簡報內容至少要介紹五種以上的海岸生物。 

              6.內容包含名稱、生活習性、圖片說明等內容。 

（五）有獎徵答 

  1.活動日期：預計 101 年 10 月 25 日（四）辦理。 

  2.活動主持：顏弘欽主任。 

     3.活動時間：上午 8 點 0 分至 8 點 40 分止。 

  4.參加對象：本校學生。 

 5.活動主題：以活動期間相關教學主題為命題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