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立海洋生物博物館「海洋學校」計畫申請表 

計 畫 名 稱 還給海洋生物一個乾淨的家 
填 表 人 / 聯 絡 人 

姓 名 李志萍 

申 請 學 校 私立建台中學附設國中部 
電 話 037-353270 轉 65 

傳 真 037-352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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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86631004@ntu.edu.tw

地 址 360-47 

苗栗市至公路 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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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的： 

1. 在自然科學方面，充實學生海洋自然科學相關之基礎知識。 

2. 在社會科學方面，使學生了解到海島國家的社會人文發展。 

3. 在文學方面，使學生具備欣賞海洋文學作品之文學素養。 

4. 在生活方面，加強學生珍惜資源、保護自然環境的觀念。 

5. 在社區化方面，使學生認識苗栗附近的海洋環境與資源。 

依據： 

1. 「國民中小學九年一貫課程綱要」第七議題綱要「海洋教育議題綱要」。

2. 國立海洋生物博物館 101 年度[海洋學校]計畫第 2期申請作業規範辦理。

(101 年 6 月 7 日海科字第 1010002373 號) 

辦理單位 主辦單位 苗栗私立建台中學 承辦學校 苗栗私立建台中學 

※活動期程 
  9 月 1 日~ 

 11 月 31 日止 
預估人數 1200 活動場次 10 

活動單元        10 項 教案  9 份 學習單 8 份 

參加年級 一、二、三年級 活動地點   建台中學國中部、野柳 

學校鄰近海邊 請ˇ選  □是       □̌否 全校班級數 25(國中部) 

活動方式及內

容 

課程融入分班教學： 

  自然領域： 

1. 還給海洋生物一個乾淨的家(生物) 

授課教師：劉宛宜老師 

授課日期：101 年 9 月(暫訂) 

授課對象：國中一年級 

2. 海洋生物圈(生物) 



授課教師：劉惠貞老師 

授課日期：101 年 10 月(暫訂) 

授課對象：國中一年級 

3. 如果魚都不見了(生物) 

授課教師：汪克仁老師 

授課日期：101 年 11 月(暫訂) 

授課對象：國中一年級 

4. 風力發電(理化) 

授課教師：羅鈞銘主任 

授課日期：101 年 10 月(暫訂) 

授課對象：國中三年級 

5. 認識苗栗龍港(地科) 

授課教師：張正中老師 

授課日期：101 年 9 月(暫訂) 

授課對象：國中三年級 

  社會領域： 

   中華白海豚何去何從(地理) 

   授課教師：翁毓穗老師 

   授課日期：101 年 10 月(暫訂) 

   授課對象：國中一年級 

  語文領域： 

1. 鯨生鯨世(國文) 

授課教師：李信惠老師 

授課日期：101 年 11 月(暫訂) 

授課對象：國中三年級 

2. Have you packed your gloves yet？(英文) 

授課教師：吳佳雯老師 

授課日期：101 年 9 月(暫訂) 

授課對象：國中二年級 

  數學領域： 

       魚的體積如何計算？ 

       授課教師：張志德老師 

       授課日期：101 年 9 月(暫訂) 

       授課對象：國中二年級 



專題演講： 

       題目：大漢溪河口暨北部海岸地形觀察研究 

       講師：劉慶星老師 

       演講日期：101 年 10 月 31 日(暫訂) 

       演講時間：13:05~14:50(週、班會) 

       參與對象：國中一年級 

校外參觀： 

       地點：北海岸野柳 

       日期：11 月 30 日 

       備註：配合專題演講內容實施 

預期效果 

1. 藉由課程融入的方式，使學生在基本課程之外，對海洋生態環境有更深刻的

探索與了解。 

2. 讓學生了解海洋生態環境所受到的汙染與破壞的現況。 

3. 改變學生舊有「海邊」等於「海水浴場」的想法。 

4. 透過本計劃提升學生與家長對海洋生態環境的重視，深植內化保育的觀念。

申請單位簡介

（含以往辦理相

關活動成效） 

    本校位於山城─苗栗市，與鄰近靠海鄉鎮“通霄＂與“後龍＂雖然距離不

遠，但學生對其海邊觀念與印象都只是“海水浴場＂，從不曾認真了解與看待珍

貴的海洋生態環境與資源。期盼透過此次活動的辦理，強化學生甚至家長對於海

洋生態的了解，進而深植內化對於保育的重視。 

    本校曾於「100 學年度高中職適性學習社區教育資源均質化」計劃中，辦理

青少年科學研習營，活動中參訪苗栗通霄電廠、後龍好望角風力發電機、過港貝

化石層。 

課程（演講內容

簡介） 

自然領域： 

1. 還給海洋生物一個乾淨的家(生物)： 

  認識海洋環境。 

  了解海洋生物所面臨的環境汙染與破壞。 

  學習如何保護海洋生態環境。 

2. 海洋生物圈(生物)： 

  了解生物圈的定義與範圍。 

  不同的環境下會有其不同的特色生物。 

  生物會發展出一些行為或是構造來對應生存的環境。 

3. 如果魚都不見了(生物)： 

  透過影片欣賞和教學，學得相關生態知識，培養對海洋魚類資源愛惜 



  和尊重的態度。 

4. 風力發電(理化)： 

  風力發電亦是一種海洋資源。 

  風力發電的原理。 

  風力發電的運用簡史。 

  苗栗後龍好望角風力發電介紹。 

5. 認識苗栗龍港(地科)： 

  介紹潮汐、海蝕洞、海蝕平台、板塊、海流。 

  介紹後龍溪、潮間帶。 

  介紹海底地形、海嘯的形成。 

  強調保育海洋的重要。 

社會領域： 

     中華白海豚何去何從(地理)： 

       白海豚的棲息地環境與生態特性。 

       中部區域的石化產業發展。 

       石化產業對海岸環境可能帶來的衝擊。 

       愛護寶島家園的珍貴海洋資源。 

語文領域： 

1. 鯨生鯨世(國文) 

 認識廖鴻基及其寫作風格。 

 認識海洋文學。 

 學習細膩的觀察自然生態。 

 能靈活生動的記錄人與自然生物的互動。 

 能辨識並運用諧音雙關的修辭手法。 

 體會人類與海洋的密切關係，保護海洋生態環境。 

 建立尊重生命的觀念，了解並善待自然生物。 

2. Have you packed your gloves yet？(英文) 

 學生能夠了解淨灘活動的重要性及意義。 

 學生能夠用英語表達淨灘活動所需準備之物品。 

 培養學生愛護海洋的興趣。 

數學領域： 

     魚的體積如何計算？ 

       瞭解體積與容積的關係。 

       瞭解如何計算魚類的體積。 



       瞭解體積與重量的關係。 

       體積在生活中的應用。 

專題演講： 

       題目：大漢溪河口暨北部海岸地形觀察研究 

         大嵙崁溪河階地形之形成及作用。 

         台灣東北海岸蕈狀岩地形形成及生態維護。 

 校外參觀： 

       地點：野柳 

       國一參觀配合專題演講實施 

計畫書 如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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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給海洋生物一個乾淨的家) 

 
一、 目的： 

  在自然科學方面，充實學生海洋自然科學相關之基礎知識。 

  在社會科學方面，使學生了解到海島國家的社會人文發展。 

  在文學方面，使學生具備欣賞海洋文學作品之文學素養。 

  在生活方面，加強學生珍惜資源、保護自然環境的觀念。 

  在社區化方面，使學生認識苗栗附近的海洋環境與資源。 

二、 依據： 

 「國民中小學九年一貫課程綱要」第七議題綱要「海洋教育議題綱要」。 

  國立海洋生物博物館 101 年度[海洋學校]計畫第 2期申請作業規範 

  辦理。(101 年 6 月 7 日海科字第 1010002373 號) 

三、 辦理學校： 苗栗私立建台中學 

四、 教學對象(年級)： 國中部一~三年級 

五、 教學領域： 語文、社會、數學、自然與生活科技 

六、 教學梯次：採課程融入的方式；專題演講一梯次；校外參觀一梯次 

七、 教學人數：1200 人 

八、 辦理日期：101 年 9 月 1 日~ 11 月 31 日 

九、 辦理時間：採課程融入的方式；專題演講 10/31(三)；校外參觀 11/30(五) 

十、 辦理地點：建台中學國中部、野柳 

十一、 教學內容： 

 

週次 領域 教學內容 授課教師 授課學生

3 自然   還給海洋生物一個乾淨的家 劉宛宜老師 國一 

4 語文 
  Have you packed your gloves 

yet? 
吳佳雯老師 國二 

4 數學   魚的體積如何計算？ 張志德老師 國二 

5 自然   認識苗栗龍港 張正中老師 國三 

6 自然   海洋生物圈 劉惠貞老師 國一 

7 自然   風力發電 羅鈞銘主任 國三 

8 社會   中華白海豚何去何從？ 翁毓穗老師 國一 

10 專題演講 
  大漢溪河口暨北部海岸地形 

  觀察研究 
劉慶星老師 國一 

11 生物   如果魚都不見了 汪克仁老師 國一 

12 語文   鯨生鯨世 李信惠老師 國三 

14 校外參觀   野柳(配合專題演講實施) 劉慶星老師 國一 

 

十二、 辦理方式：課程融入分班教學、淨灘活動實地勞作 

十三、 活動流程： 

 教學準備→課程融入教學→專題演講→校外參觀→成果彙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