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洋學校」-海洋教育課程教學專案 

委辦計畫申請作業規範 

                   活 動 計 畫 申 請 書                        

申 

請 

學 

校 

澎湖縣湖西鄉成功國民小學 

填 表 人 / 聯 絡 人 

姓 名 陳正達/陳正達 

電 話 06-9212971 

教學

方案 

計 

畫 

名 

稱 

「海角樂園 幸福成功」~走向家鄉的潮

間帶 

傳 真 06-9215039 

e-mail cgdar@yahoo.com.tw 

地 址 

澎湖縣湖西鄉成功村 1-4 號 

課程

議題 

1. □v 海洋文化 2.□ 海洋社會 3.□ 海洋暖化與氣候變遷  
4. □v 生物與環境 5. □海洋資源保育 

教學

年級 
班級 1-6 年級 人數 18 

活動

期程 
105.2~105.10 

活動 

地點 

社區潮間帶 

及學校內 
活動場次 6 場次 

教學

方式 

準備活動 

1.教師： 

(1)進行資料蒐集、設計學習單、向社區家長學習圍網捕魚知識與基本技巧，及準備 

   各類的捕魚用具。 

2.學生： 

(1)閱讀兒童用教材、準備活動裝備（遮陽帽、手套、膠鞋、放大鏡等）、分組準備 

    以利圍網捕魚、海邊掏綠金等教學活動進行，並主動尋求親友資源。 



3.社區方面 

  運用家長會組織，鼓勵家長支援圍網捕魚技巧的指導並提供漁具等。 

發展活動 

1.認識潮間帶生態(3 節)  2.圍網捕魚樂(3 節)   3.海邊掏綠金（海菜）(3 節) 

統整教學活動 

1.夜間潮間帶生物多樣性行為觀察~夜晚照海。(2 節) 

2.利用家中打包帶製作成裝魚之器具。(2 節) 

3.綠金~海菜為前景極佳之潮間帶資源，請學生想想看海菜有哪些利用方式？ 

  製作海菜煎餅(2 節) 

學校

簡介

（含

以往

辦理

相關

活動

成

效） 

    成功國小是偏鄉小校，全校只有十八名學生，這二年來，學校以「樂遊成功水資

源教室」為特色學校主題，推動一系列水資源教育課程，課程內容與海洋教育相關的

主題有潮間帶生物多樣性調查與研究，漂流物藝術、海洋教育劇場、護水總動員、傳

統捕魚文化及在地海洋產業等，目前已有最初步的成果。 

    105 年度我們踏出第一步申請「海洋學校」-海洋教育課程教學，期許因本計畫的

經費奧援能將學校海洋教育推動的更深入與更精緻化，讓成功國小每位師生、家長對

於自己家鄉的海能更認識、熱愛自己家鄉的海、親近自己家鄉的海及了解自己家鄉在

地文化與環境。 

    本次計畫申請預計於 105 年度實施，教學對象為成功國小全體親師生。古人說：

「教學相長」，對一個老師而言，這樣的課程設計，不僅讓學生認識自己的文化，也讓

自己更加具備多元文化的教學涵養，亦讓學生互相比較，從近而遠，從在地到多元，

培養學生具備鄉土意識與國際觀的基本能力。   



課程

（教

學內

容介

紹） 

    成功國小潮間帶擁有豐富的生物資源，各式各樣的潮間帶生物，最能引起孩童的

學習興趣◦因此本課程設計想藉由親身的體驗引領學生了解這多樣性的潮間帶生物。讓

學童能早一點“親近海洋、認識海洋且善待海洋＂，對於環境保護及關懷行動能身體力

行。 

    澎湖人最喜歡「吃魚」，因此，魚在澎湖的飲食文化中，佔有相當大的比例。為讓

小朋友體會傳統圍網捕魚的方式，讓學生實際參與祖先的謀生方式，以強化其文化意

識。並藉由此活動讓學生與家長之間互動更活絡。 

    海菜~綠金產季時在海濱到處可見彎腰作業的人影。成功村內冬季從事此項產業者

近二十人，且逐漸朝向機器化作業，頗具特色，海邊掏綠金教學活動旨在培養學生學

習傳統生活技能，傳承傳統生活智慧，並彙整在地人、文化及社區資源。 

【課程與教學架構】 

 

 

   

     
 



教學

內容 

(檢

附教

學流

程) 

一、認識潮間帶生態(3 節) 

1.認識潮間帶 

(1)認識潮間帶各生態區： 

a.教師請學生想想看，什麼地方稱為「潮間帶」？  

b.教師引導學生建立「潮上區」、「礁岩區」、「潮池區」、「泥沙區」、「珊瑚 

  區」、「濕地區」等生態棲地的概念。 

(2)認識潮間帶各生態區的特徵 

2.生物特蒐隊： 

(1)學生進行調查。 

(2)觀察指導。 

(3)各區可發現之主要生物。 

(4)調查、採集、紀錄完畢後，學生報告，與大家分享發現。 

3.統整教學活動(2 節) 

夜間照海，比較日夜潮間帶生物有何差異。 

二、傳統圍網捕魚(3 節) 

1.介紹漁具 

2.捕魚樂 

(1)分配各組進行合作一起圍網捕魚。2.由社區家長進行示範教學。 

(2)讓學生實際嘗試傳統圍網捕魚的過程。4.觀察並比較所捕獲的魚類。 

(3)將捕獲的小魚進行放生，大魚則帶回家中當佳餚。 



3.統整教學活動(2 節) 

利用家中回收之打包帶製成裝魚器具。 

三、海邊掏綠金(3 節) 

1.撈海菜： 

（1）前往撈海菜需要什麼裝備？ 

（2）如何撈起漂浮於水面上的海菜？ 

2.洗海菜 

（1）進行洗海菜作業。 

（2）以海水清洗，去除大部分雜質。 

（3）將清洗過之濕海菜裝入網袋，置入脫水機脫水。 

（4）脫水後之海菜須再經人工挑出剩餘雜質。 

3.統整教學活動(2 節) 

社區海洋食品製作體驗(如海菜煎餅製作)。 

十、

相關

附件 

申請書、計畫書、教案、經費概算表、□v 其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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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角樂園 幸福成功」~走向家鄉的潮間帶 

一、計畫緣起： 

    2001 年政府提出「海洋政策白皮書」，揭櫫國家對海洋的重視。2004 年教育部擬定「四 

年教育施政主軸」，特將海洋教育納入行動方案，有此可見海洋教育已蔚為國家施政方針。為 

落實及推廣海洋教育於國小教育現場，讓海洋教育呈現多元化的面向，因此若能結合多項主 

題教學課程及活動，融入於各領域教學中，並結合社會資源、在地資源發展出學校特色，是 

親師生多贏及教育之福。並以學生為中心的思維出發，透過主題課程及設計活動為執行策略， 

讓學生親身去體驗、學習海洋教育，期能教出學生帶得走的能力，終身愛護、珍視所處的海

洋生態資源。 

二、計畫依據： 

   (一)105 度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海洋學校」委辦申請計畫要點。 

   (二)105 年度澎湖縣教師專業社群。 

   (三)105 年度澎湖縣精進教師課堂教學能力計畫。 

   (四)澎湖縣成功國小九年一貫課程學校本位課程及特色課程實施計畫。 

   (五)澎湖縣政府 104 年 12 月 22 日府教學字第 1040911864 號函。 

三、計畫目標： 

   (一)培育具科技及人文素養的學生，進而關懷海洋生物、發現海洋之美。 

   (二)培養學獨立思考的能力，團隊合作的精神，兼具創作、欣賞及分享的品格。 

   (三)發展出學校本位課程教案，豐富及活化學習品質，引發學生學習興緻，提昇教師教學 



       效能。 

四、主辦與承辦單位： 

    主辦：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承辦單位：澎湖縣湖西鄉成功國民小學。  

五、教學對象及人數： 

    成功國小親師生約 45 人左右，參加人次至少會有百人次以上。 

六、辦理時間及地點： 

    規劃於 105 年 2 月至 10 月辦理，擇週一至週日配合潮汐於校內及社區潮間帶進行教學。 

七、活動內容規劃： 

    (一)融入領域：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綜合領域及海洋與環境教育議題等。 

    (二)執行策略：結合在地文化及社會資源，設計「海角樂園 幸福成功」~走向家鄉的潮 

        間帶統整課程教案。並結合海洋專書閱讀、網路資源及教師專業社群成長，讓「海 

        角樂園 幸福成功」~走向家鄉的潮間帶主題統整課程教案呈現多元面向。 

實施策略 實施內容 實施時程 節數 備註 

日間~潮間帶生物多樣性探

索 

實際帶領學員探索日間的

潮間帶生物多樣性 
105.9 3 

活動規劃

詳見教案 

夜間~照海 

比較日、夜潮間帶生物相差異 

實際帶領學員探索夜間的

潮間帶生物多樣性並比較

日夜間差異性 

105.7 2 
活動規劃

詳見教案 

柵網捕魚 
介紹傳統魚法並實際演練

體驗先人柵網捕魚方式 
105.5 3 

活動規劃

詳見教案 



利用打包帶製成裝魚器具 
利用家裡回收打包袋製成

裝魚器具 
105.4 2 

活動規劃

詳見教案 

海邊掏綠金（海菜） 
在海菜盛產季節親師生前

往體驗如何掏綠金(海菜) 
105.3 3 

活動規劃

詳見教案 

海菜食品製作體驗~綠金(海

菜)丸子 

將收成的海菜處理後進一

步製成各類健康食品 
105.4 2 

活動規劃

詳見教案 

 

八、人力資源規劃 

工作項目 職稱 姓名 工作執掌 

行政綜理督導 校長 陳彩娥 督導計畫規劃事項 

教學資源策劃調整 教導主任 陳正達 協助計畫執行順暢 

設備材料採購支援 總務主任 徐舒眉 
規劃課程及執行計畫 

行政支援、器材調度 

課務研發調配 教務組長 李玉青 活動補充教材 

協助活動進行 訓導組長 葉淑娟 保險、安全維護等 

活動執行 家長會長 吳傳德 鼓勵家長協助配合指導 

教師專業社群（環境 

教育）執行 
教導主任、總務主任 陳正達、徐舒眉 教師專業社群活動執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