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海洋學校」計畫申請表 

計 畫 名 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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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n.ed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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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月9日～11月01日止 預估人數 260 人次 活動場次 9 場次 

活動單元 7 項 教案 3 份 學習單   3 份 

參加年級 全校參加 活動地點 新生國小、台江國家公園 

學校鄰近海邊 請ˇ選  □是       否 全校班級數 6 

活動方式及內

容 

壹、活動方式 
（一）校外教學：來去「台江國家公園」       

        1.大員港搭竹筏遊四草湖。  

        2.鹽田生態文化村導覽解說。 

        3.四草大眾廟四草礟臺。 

        4.參訪台江養殖達人。 

  （二）專題講座：認識「產銷履歷」 

         邀請第一線從事生產業者蒞校，就如何挑選安全衛生又營養豐富的「海 

         產食品」食品，進行專題演講。 



  （三）教學活動：設計                    教學活動三份 

  （四）創造思考學習活動：規劃系列海鮮食品安全衛生主題，讓學生在活動 

        當中學習飲食安全衛生的常識與作為。 

        1.海鮮食品安全衛生「繪本」創意思考設計。  

        2.海鮮食品安全衛生「文章寫作」創意思考設計。 

        3.海鮮食品安全衛生「環保提袋」創意思考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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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貳、活動內容 
（一）教學活動      

  1.活動日期：102 年 9月 16～20 日（星期一～五）。 

  2.授課講師：顏弘欽主任、沈識鶴老師、陳閎永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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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參加對象：本校學生。 

     5.教學主題：   

        教學單元一：海鮮大挑「讚」 

        教學單元二：我愛台江好所在。 

        教學單元三：水產料理「食」在棒。 

  （二）專題講座：認識「產銷履歷」 

  1.活動日期：102 年 10 月 08 日（星期二）。 

  2.活動主持：外聘講師擔任。 

     3.活動時間：下午 7時起至 9時止，合計 2小時。  

  4.參加對象：本校家長及社區民眾。 

     5.活動主題：認識「產銷履歷」相關主題。         

  （三）「海產攏總來」創造思考學習活動 

  1.活動日期：102 年 09 月 30 起至 11 月 01日（星期一～五）。 

  2.活動主持：聘請教師擔任。 

     3.活動時間：下午 4 點 30 分至 7 點 30 分止，預計 13節課。  

  4.參加對象：本校學生。 

     5.活動主題： 

        活動一：「水產總動員」繪本創作活動。  

           指導學生以介紹海鮮食品為創作重點，並以文字說明在挑選海鮮 

               時需要注意的事項，以強化學生飲食安全的認識。 

        活動二：「水產食的安全」文章創作活動。 

           讓學生在文章創作活動中體認「飲食安全」的重要性，進而思考 

              在日常生活中如何讓我們所購買的水產食品都具備安全、衛生與 

              營養的條件物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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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銷履歷～食的安全」創意環保提袋彩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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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產銷履歷為主軸的食品安全衛生宣導的環保提袋。 

（四）「愛惜海洋資源」親子挑海鮮活動 

  1.活動日期：102 年 10 月 08 日（星期二）。 

  2.講    師：由本校護理師擔任。 

     3.活動時間：下午 5時起至 7時止，合計 2小時。  

  4.參加對象：本校教職員工、家長及學生。 

     5.活動主題： 

        主題一：新鮮美味海產好料理 

           本活動在透過介紹一項安全衛生的海產食品有哪些特徵，並針對 

              烹調的技巧加以介紹，再邀請與會家長與學生共同來親手製作品 

              嘗美味的海鮮料理。 

              【食品一】鮮蝦三明治（食材：鮮蝦、沙拉、起司、鮮蔬等） 

              【食品二】一鍋湯品 

        主題二：認識選購安全衛生之海鮮食品 

           說明如何挑選符合生產履歷的安全衛生海鮮食品，家長在市面上 

              選購時該注意的重點，藉由本活動提升學區家長注意海產之選 

              購，促進健康。 

        主題三：「多樣化的南瀛海岸」好健康。 

           本主題內容在提供學生家長認識海鮮食品的營養價值，於日常生 

              活中如何設計乙份安全衛生又營養豐富的海產料理。 

（五）「健康美味海產家族攏總來」學習競賽活動 

  1.活動日期：102 年 09 月 30 起至 11 月 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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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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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美味海產家族攏總來」說故事比賽。 

              1.低年級學生參加。 

              2.參加競賽之繪本主題應與海洋教育有關。 

              3.由低年級學生參加。 

              4.比賽時間限定 6～8分鐘。 

              5.優勝學生發給獎品做為獎勵 

       活動二：「健康美味海產家族攏總來」繪本創作活動。  

              1.中年級學生參加。 

              2.繪本創作主題以「如何挑選新鮮海產」為範圍。 



              3.創作格式、紙張由教導處設計發給。 

              4.創作內容至少 5頁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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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內容應含括名稱、挑選食用方法與安全衛生注意事項等內容。 

      活動三：「健康美味海產家族攏總來」寫作活動。  

              1.文章寫作主題以「如何挑選新鮮海產」為範圍。 

              2.高年級學生參加。 

              3.每位學生參加篇數不限。 

              4.寫作字數至少需 400 字以上。 

              5.文章創作主題範例如下： 

                （1）我認識的產銷履歷 

                （2）來去漁市場挑海鮮 

                （3）我要健康美味的海鮮料理 

（六）校外教學 

  1.活動日期：預計 102 年 10 月 15 日（二）辦理。 

  2.活動主持：顏弘欽主任。 

     3.活動時間：上午 8 時起至 16 時止。 

  4.參加對象：本校學生及家長。 

     5.活動主題：以活動期間相關教學主題為命題內容。 

（七）有獎徵答 

  1.活動日期：預計 102 年 10 月 30 日（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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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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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瞭解生活中水產食物對身體的影響。 
  (五) 探討水產產業與居民飲食文化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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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辦理 101「南瀛海岸「藝」世界」海洋教育活動。 

課程（演講內

容簡介） 

一、常見的南瀛海產食品介紹。 

二、說明海鮮食品的營養價值與挑選方法，確保食材的衛生與安全。 

三、認識台江國家公園海岸溼地生態特色與生物生存環境。 

四、透過海岸漁業相關新聞討論，啟發學生珍惜海洋資源的環境理念。 

五、透過小組討論活動，引導學生思考如何保護海岸溼地，維護生物生存環境。 

六、辦理校內校外教學與參訪活動，協助學生認識「產銷履歷」，進而認識食品安 

    全與衛生的理念，以獲得健康營養的食品，保障飲食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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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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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依據：本校 101 學年度下學期校務檢討會議議決事項辦理之。 

三、 辦理學校： 臺南市新營區新生國民小學 

四、 教學對象(年級)：全校學生 

五、 教學領域：語文、自然與生活科技、藝術與人文、綜合活動等領域。 

六、 教學梯次：6 個梯次。 

七、 教學人數：60 人 

八、 辦理日期：預計 102 年 9 月 16 日（一）起至 11 月 02 日（五）止 

九、 辦理時間：利用彈性課程及藝術與人文領域時間辦理。 

十、 辦理地點：新生國小 

十一、 教學內容：詳列每項單元教案表格彙整 

        教學單元一：海鮮大挑「讚」 

        教學單元二：我愛台江好所在。 

        教學單元三：水產料理「食」在棒。 

十二、 辦理方式： 

  （一）校外教學：來去「台江國家公園」       

        1.大員港搭竹筏遊四草湖。  

        2.鹽田生態文化村導覽解說。 

        3.四草大眾廟四草礟臺。 

        4.參訪台江養殖達人。 

  （二）專題講座：認識「產銷履歷」 

            邀請第一線從事生產業者蒞校，就如何挑選安全衛生又營養豐富的「海產食品」 

        食品，進行專題演講。 

  （三）教學活動：設計                    教學活動三份 

  （四）創造思考學習活動：規劃系列海鮮食品安全衛生主題，讓學生在活動當中學習飲 

        食安全衛生的常識與作為。 



        1.海鮮食品安全衛生「繪本」創意思考設計。  

        2.海鮮食品安全衛生「文章寫作」創意思考設計。 

        3.海鮮食品安全衛生「環保提袋」創意思考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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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 活動流程： 

  （一）教學活動      

  1.活動日期：102 年 9 月 16～20 日（星期一～五）。 

  2.授課講師：顏弘欽主任、沈識鶴老師、陳閎永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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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參加對象：本校學生。 

     5.教學主題：   

        教學單元一：海鮮大挑「讚」 

        教學單元二：我愛台江好所在。 

        教學單元三：水產料理「食」在棒。 

  （二）專題講座：認識「產銷履歷」 

  1.活動日期：102 年 10 月 08 日（星期二）。 

  2.活動主持：外聘講師擔任。 

     3.活動時間：下午 7時起至 9時止，合計 2小時。  

  4.參加對象：本校家長及社區民眾。 

     5.活動主題：認識「產銷履歷」相關主題。         

  （三）「海產攏總來」創造思考學習活動 

  1.活動日期：102 年 09 月 30 起至 11 月 01 日（星期一～五）。 

  2.活動主持：聘請教師擔任。 

     3.活動時間：下午 4 點 30 分至 7 點 30 分止，預計 13節課。  

  4.參加對象：本校學生。 

     5.活動主題： 

        活動一：「水產總動員」繪本創作活動。  

           指導學生以介紹海鮮食品為創作重點，並以文字說明在挑選海鮮時需要注意 

              的事項，以強化學生飲食安全的認識。 

        活動二：「水產食的安全」文章創作活動。 

           讓學生在文章創作活動中體認「飲食安全」的重要性，進而思考在日常生活 

              中如何讓我們所購買的水產食品都具備安全、衛生與營養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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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銷履歷～食的安全」創意環保提袋彩繪。 

           教師指導學生製作創意「提袋」，協助學生發揮創造力，製作完成以產銷履歷 

              為主軸的食品安全衛生宣導的環保提袋。 

 



（四）「愛惜海洋資源」親子挑海鮮活動 

  1.活動日期：102 年 10 月 08 日（星期二）。 

  2.講    師：由本校護理師擔任。 

     3.活動時間：下午 5時起至 7時止，合計 2小時。  

  4.參加對象：本校教職員工、家長及學生。 

     5.活動主題： 

        主題一：新鮮美味海產好料理 

           本活動在透過介紹一項安全衛生的海產食品有哪些特徵，並針對烹調的技巧 

              加以介紹，再邀請與會家長與學生共同來親手製作品嘗美味的海鮮料理。 

              【食品一】鮮蝦三明治（食材：鮮蝦、沙拉、起司、鮮蔬等） 

              【食品二】一鍋湯品 

        主題二：認識選購安全衛生之海鮮食品 

           說明如何挑選符合生產履歷的安全衛生海鮮食品，家長在市面上選購時該注 

              意的重點，藉由本活動提升學區家長注意海產之選購，促進健康。 

        主題三：「多樣化的南瀛海岸」好健康。 

           本主題內容在提供學生家長認識海鮮食品的營養價值，於日常生活中如何設 

              計乙份安全衛生又營養豐富的海產料理。 

（五）「健康美味海產家族攏總來」學習競賽活動 

  1.活動日期：102 年 09 月 30 起至 11 月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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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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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美味海產家族攏總來」說故事比賽。 

              1.低年級學生參加。 

              2.參加競賽之繪本主題應與海洋教育有關。 

              3.由低年級學生參加。 

              4.比賽時間限定 6～8分鐘。 

              5.優勝學生發給獎品做為獎勵 

       活動二：「健康美味海產家族攏總來」繪本創作活動。  

              1.中年級學生參加。 

              2.繪本創作主題以「如何挑選新鮮海產」為範圍。 

              3.創作格式、紙張由教導處設計發給。 

              4.創作內容至少 5頁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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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內容應含括名稱、挑選食用方法與安全衛生注意事項等內容。 

      活動三：「健康美味海產家族攏總來」寫作活動。  

              1.文章寫作主題以「如何挑選新鮮海產」為範圍。 



              2.高年級學生參加。 

              3.每位學生參加篇數不限。 

              4.寫作字數至少需 400 字以上。 

              5.文章創作主題範例如下： 

                （1）我認識的產銷履歷 

                （2）來去漁市場挑海鮮 

                （3）我要健康美味的海鮮料理 

（六）校外教學 

  1.活動日期：預計 102 年 10 月 15 日（二）辦理。 

  2.活動主持：顏弘欽主任。 

     3.活動時間：上午 8 時起至 16 時止。 

  4.參加對象：本校學生及家長。 

     5.活動主題：以活動期間相關教學主題為命題內容。 

（七）有獎徵答 

  1.活動日期：預計 102 年 10 月 30 日（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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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