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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臺南縣北勢臺南縣北勢臺南縣北勢臺南縣北勢國民小學國民小學國民小學國民小學「「「「海洋學校海洋學校海洋學校海洋學校」」」」活動計畫書活動計畫書活動計畫書活動計畫書 
『水生家族的尋寶之旅』 

一、依據： 

（一）97 年度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海洋學校」申請計畫要點。 

（二）本校臨時校務會議議決事項辦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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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教師對該年段基本能力的認識，以掌握教學重點。 

（四）藉由活動規劃，磨合設計團隊之默契，提升教學設計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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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水生家族的尋寶之旅 

四、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 

（二）承辦單位：臺南縣北勢國民小學。 

五、實施期程： 
（一）第一期：97 年 03 月至 97 年 11 月。 
（二）第二期：98 年 03 月至 98 年 11 月。 
（三）第三期：99 年 03 月至 99 年 11 月。 

六、辦理時間： 
（一）第一期： 

1.第一場次教學活動：97 年 03 月 25 日。 
2.第二場次教學活動：97 年 04 月 22 日。 
3.專題講座：97 年 5 月 20 日。  
4.第三場次教學活動：97 年 09 月 23 日。  
5.初級小小解說員訓練活動：97 年 09 月 30 日。 
6.初級小小解說員認證活動：97 年 10 月 07 日。 

（二）第二期： 

1.第一場次教學活動：98 年 03 月 24 日。 
2.第二場次教學活動：98 年 04 月 21 日。 
3.專題講座：98 年 05 月 18 日。 
4.校外教學參訪：98 年 05 月 19 日。 
5.第三場次教學活動：98 年 09 月 22 日。 
6.中級小小解說員訓練活動：98 年 09 月 29 日。 
7.中級小小解說員認證活動：98 年 10 月 06 日。  

（三）第三期： 
1.第一場次教學活動：99 年 03 月 23 日。 
2.第二場次教學活動：99 年 04 月 20 日。 
3.專題講座：99 年 05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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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校外教學參訪：99 年 05 月 18 日。 
5.第三場次教學活動：99 年 9 月 21 日。 
6.高級小小解說員訓練活動：99 年 09 月 28 日。 
7.高級小小解說員認證活動：99 年 10 月 05 日。 

七、辦理地點： 
（一）第一期： 

1.專題講座：臺南縣北勢國民小學視聽教室。 
2.教學活動：北勢國小水生植物園。 
3.初級小小解說員訓練認證活動：臺南縣北勢國民小學視聽教室。 

（二）第二期： 

1.專題講座：臺南縣北勢國民小學視聽教室。 
2.教學活動：麻豆北勢地區魚塭池塘、將軍溪、曾文溪等溪流。 

3.中級小小解說員訓練認證活動：臺南縣北勢國民小學視聽教室。 

（三）第三期： 

1.專題講座：臺南縣北勢國民小學視聽教室。 
2.教學活動：北門海濱、七股潟湖、烏山頭水庫、曾文水庫等水庫。 

3.高級小小解說員訓練認證活動：臺南縣北勢國民小學視聽教室。 

八、參加對象及人數： 
（一）第一期： 

1.專題講座：北勢國民小學教師，1 場次，共計 100 人。 
2.教學活動：北勢國民小學師生，1 場次 100 人，共計 100 人次。 
3.初級小小解說員訓練認證活動：北勢國民小學師生，1 場次 100 人，共計 100

人次。 
（二）第二期： 

1.專題講座：北勢國民小學教師，1 場次，共計 100 人。 
2.教學活動：北勢國民小學師生，1 場次 100 人，共計 100 人次。 
3.校外教學：北勢國民小學親師生，1 場次 150 人，共計 150 人次。 
4.中級小小解說員訓練認證活動：北勢國民小學師生，1 場次 100 人，共計 100

人次。 
（三）第三期： 

1.專題講座：北勢國民小學教師，1 場次，共計 100 人。 
2.教學活動：北勢國民小學師生，1 場次 100 人，共計 100 人次。 
3.校外教學：北勢國民小學親師生，1 場次 150 人，共計 150 人次。 
4.高級小小解說員訓練認證活動：北勢國民小學師生，1 場次 100 人，共計 100

人次。 

九、活動內容： 
（一）第一期： 

1.全校性教學活動：（97.09.01～97.11.30） 

（1）分段教學：從本校水生植物園水域環境出發，來認識水生植物、水生動

物，依此分低、中、高年級編寫教案，並藉由飼養蓋班鬥魚

來解決本校蚊子過多的問題（生物防治方法），以水域環境、

環境議題來規劃全校性活動。 

（2）資訊融入：運用電腦設備協助教學，增加教學之具體與媒體多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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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教材設計：充分利用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水資源局、各相關公所等提

供之網路資源進行教學設計，擴充教學資源。 

（4）活化教學：教學活動力求趣味活潑。 

（5）專題講座：針對水生植物、動物聘請生態專家做專題講演，講師簡介及

課程大綱，詳如后。（97.5.20） 

（6）初級小小解說員訓練：將初級小小解說員學生需認識的水中植物及動

物，整理並一一解說示範，透過口語表達訓練，

配合圖片及文字的說明，培養學生對本校水生植

物園中動植及物的解說能力。（97.09.30）。 

（7）初級小小解說員認證活動：以能解說 5 種水中動、植物為認證標準， 

能正確說出並口語表達順暢者頒發初級小

小解說員證書。（97.10.07） 

2.成果彙整：（97.03.01～97.11.30） 

（1）相片資料：活動過程靜態資料之拍攝。 

（2）影片錄製：校外或教師教學活動攝製成影片以落實教學效果。 

（3）成果檢討：就活動之執行進行檢討，以為改進參考。 
（二）第二期： 

1.全校性教學活動：（98.03.01～98.11.30） 

（1）分段教學：從本校水生植物園擴展到附近的水域環境，例如：魚塭、溪

流。本校為倒風內海舊地，學區內魚塭遍佈，透過低、中、

高年級的課程設計，讓學生認識魚塭、溪流裡的水生植物、

水生動物，依此來規劃全校性活動。 

（2）資訊融入：運用電腦設備協助教學，增加教學之具體與媒體多樣性。 

（3）教材設計：充分利用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水資源局、各相關公所等提

供之網路資源進行教學設計，擴充教學資源。 

（4）活化教學：教學活動力求趣味活潑。 

（5）專題講座：針對魚塭、溪流裡的水生植物、動物聘請生態專家做專題講

演。（98.05.18） 

（6）中級小小解說員訓練：將中級小小解說員學生需認識魚塭、溪流裡的水

中植物及動物，整理並一一解說示範，透過口語

表達訓練，配合圖片及文字的說明，培養學生對

本校水生植物園中動植及物的解說能力。

（98.09.29）。 

（7）中級小小解說員認證活動：以能解說 10 種魚塭、溪流裡的水中動、植

物為認證標準，能正確說出並口語表達順暢

者頒發初級小小解說員證書。（98.10.06） 

2.校外教學：（98.05.19） 

（1）多元教學：帶學生實地走訪、認識濕地環境。 

（2）豐富內容：規劃麻豆北勢地區魚塭池塘、將軍溪、曾文溪等溪流之參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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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 

（3）學習手冊：由教師就校外教學主題，規劃學生學習手冊，落實教學效 

（4）親子互動：邀請家長參與本活動，增加親子互動之外，亦請家長支持學

校規劃之相關活動。 

3.成果彙整：（98.09.01～98.11.30） 

（1）相片資料：活動過程靜態資料之拍攝。 

（2）影片錄製：校外或教師教學活動攝製成影片以落實教學效果。 

（3）成果檢討：就活動之執行進行檢討，以為改進參考。 
（三）第三期： 

1.全校性教學活動：（99.03.01～99.11.30） 

（1）分段教學：從本校附近的魚塭、溪流等水域環境，擴展到臺南縣境內水

庫、海洋、潮間帶等水域環境，透過低、中、高年級的課程

設計，讓學生認識不同水域環境中的水生植物、水生動物，

依此來規劃全校性活動。 

（2）資訊融入：運用電腦設備協助教學，增加教學之具體與媒體多樣性。 

（3）教材設計：充分利用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水資源局、各相關公所等提

供之網路資源進行教學設計，擴充教學資源。 

（4）活化教學：教學活動力求趣味活潑。 

（5）專題講座：針對水生植物、動物聘請生態專家做專題講演。（99.05.17） 

（6）高級小小解說員訓練：將高級小小解說員學生需認識臺南縣境內水庫、

海洋、潮間帶中的水中植物及動物，整理並一一

解說示範，透過口語表達訓練，配合圖片及文字

的說明，培養學生對本校水生植物園中動植及物

的解說能力。（99.09.28）。 

（7）高級小小解說員認證活動：以能解說 15 種臺南縣境內水庫、海洋、潮

間帶中的水中動、植物為認證標準，能正確

說出並口語表達順暢者頒發初級小小解說

員證書。（99.10.05） 

2.校外教學：（99.05.18） 

（1）多元教學：帶學生實地走訪、認識濕地環境。 

（2）豐富內容：規劃北門海濱、七股潟湖、烏山頭水庫、曾文水庫等水庫之

參訪教學活動。 

（3）學習手冊：由教師就校外教學主題，規劃學生學習手冊，落實教學效 

（4）親子互動：邀請家長參與本活動，增加親子互動之外，亦請家長支持學

校規劃之相關活動。 

3.成果彙整：（99.09.01～99.11.30） 

（1）相片資料：活動過程靜態資料之拍攝。 

（2）影片錄製：校外或教師教學活動攝製成影片以落實教學效果。 

（3）成果檢討：就活動之執行進行檢討，以為改進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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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活動教案：目前僅規劃第一期教案，共 3 份，請參閱附件 2，第二、三期，

未來將陸續規劃完成。 

十一、預期成果： 

（一）經由本活動之規劃執行，有效充實教師、家長及學生對水域環境的了解， 

對今後推動相關教學活動有所助益。 

（二）藉由活動規劃，讓教師、家長及學生能認識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及相關單

位之網站內容，並能利用網站內容充實相關知識。 

（三）提升教師、家長及學生對海洋保育重要性的認知，並能從日常生活中配合

政府單位、學校及相關環保團體之各項活動推廣，踴躍參與。 

（四）提升教師教學能力，對教學計畫、能力指標能充分的認識，並可以有效掌

握教學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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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辦理結束，達成深化教師生專業素養，以有效學生關懷自然、熱愛生

命之優良產出；藉由教學活動提升教師實際規劃教學設計研究能力，活化

教學內容之目標。 

（七）本活動可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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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彌補文化刺激不足之狀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