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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海之美 

~和順國小沿海生態教育首航 
電電電電    話話話話    05-3436121 

傳傳傳傳    真真真真    05-3436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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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地地地    址址址址    嘉義縣義竹鄉官順村 356 號 

計畫依據計畫依據計畫依據計畫依據    

與目的與目的與目的與目的    

一、依據：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 96.12.26 海科字第 0960005054 號函辦理及 

嘉義縣政府 97.1.2 府教學字第 0970008191 號函辦理。 

二、目的：瞭解生活周遭水生環境狀況,增進個人對水生環境的關心；增進對海

洋生物之瞭解,體驗海洋生命之美。 

辦理單位辦理單位辦理單位辦理單位    主辦單位主辦單位主辦單位主辦單位    嘉義縣義竹鄉和順國民小學嘉義縣義竹鄉和順國民小學嘉義縣義竹鄉和順國民小學嘉義縣義竹鄉和順國民小學    承辦單位承辦單位承辦單位承辦單位    嘉義縣義竹鄉和順國民小學嘉義縣義竹鄉和順國民小學嘉義縣義竹鄉和順國民小學嘉義縣義竹鄉和順國民小學    

活動期程活動期程活動期程活動期程    97.3~97.97.3~97.97.3~97.97.3~97.6666    活動地點活動地點活動地點活動地點    和順國和順國和順國和順國小小小小    活動場次活動場次活動場次活動場次    10101010    

參加對象參加對象參加對象參加對象    和順國小全校師生和順國小全校師生和順國小全校師生和順國小全校師生    預估人數預估人數預估人數預估人數          120      120      120      120 人人人人    

活動方式活動方式活動方式活動方式    

及內容及內容及內容及內容    

一、融入各領域教學：辦理 4 場次融入各領域教學活動。 

二、校外參觀教學：辦理八掌溪出海口、好美寮自然生態保護區、鰲鼓濕地實地

踏查。 

三、學生簡報活動：辦理高年級學生海洋相關議題簡報探討活動。 

四、專題演講：辦理 1 場次，嘉義縣沿海生態環境現況探討。 

五、海洋藝文：辦理繪畫、寫作、攝影等 3 項學藝比賽。    

預期效果預期效果預期效果預期效果    

一、學生對於生活周遭的水生環境多一份的關心與注意。 

二、提昇學生欣賞海洋之美的生活態度。 

三、提昇學生對海洋生態等相關議題主動研究探討的興趣。    

申請單位簡申請單位簡申請單位簡申請單位簡

介介介介（（（（含含含含以往辦以往辦以往辦以往辦

理相關活動成理相關活動成理相關活動成理相關活動成

效效效效））））    

嘉義縣義竹鄉和順國小位於嘉義縣最西南角的 6 班小校，學校南面緊鄰八掌

溪，學區家長以從事漁業養殖與岸邊漁撈為主要的經濟來源。校園面積雖不大，

但對環境教育不餘遺力，平時重視美化綠化栽種多樣性植物，並且舉辦各項環境

教育活動，如資源回收、跳蚤市場、環保燈籠等議題活動。希望透過境教、課程

及活動培養學生具備環保的意識。 



課程課程課程課程（（（（演講演講演講演講    

內容簡介內容簡介內容簡介內容簡介））））    

嘉義縣沿海生態環境探討： 

一、沿海生態環境的特色。 

二、沿海生態之物種。 

三、未來可能面臨的威脅。 

計畫書計畫書計畫書計畫書    請附上完整計畫書及活動教案請附上完整計畫書及活動教案請附上完整計畫書及活動教案請附上完整計畫書及活動教案（（（（辦理方式辦理方式辦理方式辦理方式、、、、活動流程活動流程活動流程活動流程、、、、活動設計表活動設計表活動設計表活動設計表、、、、活動學習單活動學習單活動學習單活動學習單））））    



嘉義縣義竹鄉和順國民小學辦理九十七年度海洋學校活動實施計畫 

壹、依據: 

一.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 96.12.26 海科字第 0960005054 號函辦理。 

二.嘉義縣政府 97.1.2 府教學字第 0970008191 號函辦理。 

貳、目的： 

一.瞭解生活周遭水生環境狀況,增進個人對水生環境的關心。 

二.增進對海洋生物之瞭解,體驗海洋生命之美。 

參、主辦單位：嘉義縣義竹鄉和順國民小學 

肆、實施日期：97.3~97.6 

肆、實施對象：和順國小全體師生與家長共 150 人 

伍、實施方法: 

一.融入各領域教學 

二.校外參觀教學 

三.學生簡報活動 

四.專題演講 

五.海洋藝文  

陸、實施內容： 

活動項目 活動方式 主辦單位 實施日期 
對象 

人數 
辦理地點      活動內容 

寄居蟹與

和尚蟹都

是螃蟹

嗎？ 

融入教學 和順國小 97.3~97.6 低年級 

34 人 

和順國小

圖書室 

 

 

讓學生知道人類對寄居

蟹與和尚蟹的影響，進而

喚醒學生對自然生態的

責任感，並培養正確的態

度。 

家鄉的養

殖漁業 

融入教學 和順國小 97.3~97.6 高年級 

27 人 

1.和順國

小圖書室 

2.社區漁

塭 

 

透過融入教學使學生知

道家鄉的生活環境面臨

了嚴重的地層下陷,從中

探究發生原因,並且關心

我們的水文環境。 

家鄉的訪

客 

融入教學 和順國小 97.3~97.6 高年級 

27 人 

1.和順國

小圖書室 

2.社區漁

塭 

 

讓學生藉由實地漁塭觀

察中的鳥類，培養學生敏

銳的觀察力，並引領學生

去瞭解外來種生物對家

鄉整個水生環境與原生

物種的影響。 



哭泣的海

洋 

融入教學 和順國小 97.3~97.6 中年級 

30 人 

1.和順國

小圖書室 

2.好美寮

海灘 

 

能清楚瞭解我們的海洋

環境受到污染的情況，並

能身體力行保護海洋環

境。 

八掌溪出

海口、好

美寮自然

生態保護

區體驗 

實地觀察 和順國小 97.3~97.6 全校師生 

120 人 

布袋鎮好

美寮 

 

配合融入教學等各項內

容參觀鄰近的八掌溪出

海口及好美寮自然生態

保護區的紅樹林、濕地生

態、鱟魚讓學生進行實地

調查體驗。 

東石鰲鼓

濕地生態

體驗 

實地觀察 和順國小 97.3~97.6 全校師生 

120 人 

東石鰲鼓

濕地 

配合融入教學等各項內

容參觀鄰近的東石鰲鼓

濕地生態體驗讓學生進

行實地調查體驗。 

海洋之美

繪畫比賽 

美術創作 和順國小 97.3~97.6 全校學生

91 人 

和順國小

圖書室 

透過繪畫創作方式傳達

自已對海洋的情感。 

海洋呼喚

-寫作比

賽 

海洋藝文 和順國小 97.3~97.6 全校學生

91 人 

和順國小

視聽教室 

鼓勵學生以文字來表達

對海洋環境生態的關

心，並且敘述海洋之美。 

海洋之

美–攝影

比賽 

海洋藝文 和順國小 97.3~97.6 全校中高

年級學生 

57 人 

和順國小

視聽教室 

經由攝影活動,培養學生

的欣賞海洋之美的能力。 

嘉義縣的

沿海濕地

專題探討 

學生簡報 和順國小 97.3~97.6 全校中高

年級學生 

57 人 

和順國小

視聽教室 

學生配合專題探討進行

實地踏察、資料蒐集的研

究方式瞭解家鄉沿海的

生態環境。 

嘉義縣沿

海生態環

境探討 

專題講座 和順國小 97.3~97.6 親師生

150 人 

和順國小

視聽教室 

聘請對嘉義縣沿海生態

環境有研究之學者或專

家蒞校專題演講 

 
柒、預期效益： 

一、學生透過海洋學校系列活動的參與，對於生活周遭的水生環境多一份的關心與注意。 

二、透過深入的參與觀察，能提昇學生欣賞海洋之美的生活態度。 

三、經由教學活動的進行，能激起學生對海洋生態等相關議題主動研究探討的興趣。 

 

 

承辦人:             主任:              主計:                校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