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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申申申    請請請請    學學學學    校校校校    新新新新竹縣立鳳岡國中竹縣立鳳岡國中竹縣立鳳岡國中竹縣立鳳岡國中    

地地地地    址址址址    
新竹縣竹北市鳳岡路新竹縣竹北市鳳岡路新竹縣竹北市鳳岡路新竹縣竹北市鳳岡路

三段三段三段三段 100號號號號 

計畫依計畫依計畫依計畫依據據據據    

與目的與目的與目的與目的    

計畫依據計畫依據計畫依據計畫依據：：：：1.1.1.1.教育部海洋政策白皮書教育部海洋政策白皮書教育部海洋政策白皮書教育部海洋政策白皮書。。。。    

          2          2          2          2....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海洋學校海洋學校海洋學校海洋學校申請計畫申請計畫申請計畫申請計畫。。。。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1111....培養學生海洋知識培養學生海洋知識培養學生海洋知識培養學生海洋知識並瞭解海洋生物多樣性並瞭解海洋生物多樣性並瞭解海洋生物多樣性並瞭解海洋生物多樣性。。。。    

      2.      2.      2.      2.讓學生讓學生讓學生讓學生熱愛海洋熱愛海洋熱愛海洋熱愛海洋、、、、喜歡親近海洋喜歡親近海洋喜歡親近海洋喜歡親近海洋、、、、感受海洋感受海洋感受海洋感受海洋。。。。    

      3.      3.      3.      3.培養學生培養學生培養學生培養學生生態保育觀念生態保育觀念生態保育觀念生態保育觀念，，，，形塑對海洋友善的態度與價值觀形塑對海洋友善的態度與價值觀形塑對海洋友善的態度與價值觀形塑對海洋友善的態度與價值觀。。。。    

4.4.4.4.培育學生珍惜海洋並具備海洋國際觀培育學生珍惜海洋並具備海洋國際觀培育學生珍惜海洋並具備海洋國際觀培育學生珍惜海洋並具備海洋國際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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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    承辦單位承辦單位承辦單位承辦單位    新新新新竹縣立鳳岡國中竹縣立鳳岡國中竹縣立鳳岡國中竹縣立鳳岡國中    

活動期程活動期程活動期程活動期程    
97.02.12-97.11.30 

    
活動地點活動地點活動地點活動地點    

1.1.1.1.鳳岡國中鳳岡國中鳳岡國中鳳岡國中    

2.2.2.2.新月沙灘新月沙灘新月沙灘新月沙灘    
活動場次活動場次活動場次活動場次    9999 次次次次    

參加對象參加對象參加對象參加對象    全校師生全校師生全校師生全校師生    預估人數預估人數預估人數預估人數    29292929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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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 七大學習領域海洋教育主題教學七大學習領域海洋教育主題教學七大學習領域海洋教育主題教學七大學習領域海洋教育主題教學。。。。    

2.2.2.2. 濱海運動會海洋教育闖關活動濱海運動會海洋教育闖關活動濱海運動會海洋教育闖關活動濱海運動會海洋教育闖關活動。。。。    

預期效果預期效果預期效果預期效果    

1.1.1.1.讓學生體會學習海洋課程是有趣的讓學生體會學習海洋課程是有趣的讓學生體會學習海洋課程是有趣的讓學生體會學習海洋課程是有趣的、、、、具有挑戰性的具有挑戰性的具有挑戰性的具有挑戰性的，，，，進而提升學生的創造進而提升學生的創造進而提升學生的創造進而提升學生的創造    

思考能力思考能力思考能力思考能力。。。。    

2.2.2.2.指導學生善用各種寫作技巧或文體指導學生善用各種寫作技巧或文體指導學生善用各種寫作技巧或文體指導學生善用各種寫作技巧或文體，，，，創作以海洋為背景的文學作品創作以海洋為背景的文學作品創作以海洋為背景的文學作品創作以海洋為背景的文學作品。。。。    

3.3.3.3.懂得利用各種素材懂得利用各種素材懂得利用各種素材懂得利用各種素材，，，，創作以海洋為主題的藝術作品創作以海洋為主題的藝術作品創作以海洋為主題的藝術作品創作以海洋為主題的藝術作品。。。。    

4.4.4.4.發揮海洋教育的功能發揮海洋教育的功能發揮海洋教育的功能發揮海洋教育的功能，，，，教導學生愛護海洋教導學生愛護海洋教導學生愛護海洋教導學生愛護海洋、、、、重視海洋環境重視海洋環境重視海洋環境重視海洋環境。。。。    

5.5.5.5.培養學生探索海洋領域及培養學生探索海洋領域及培養學生探索海洋領域及培養學生探索海洋領域及解決海洋問題的能力解決海洋問題的能力解決海洋問題的能力解決海洋問題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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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93939393----96969696 教育部教育部教育部教育部創造力教創造力教創造力教創造力教育推動計畫育推動計畫育推動計畫育推動計畫。。。。（（（（本校濱海課程本校濱海課程本校濱海課程本校濱海課程））））    

2.2.2.2.本校學校本位濱海課程曾榮獲教育部教學卓越銀質獎本校學校本位濱海課程曾榮獲教育部教學卓越銀質獎本校學校本位濱海課程曾榮獲教育部教學卓越銀質獎本校學校本位濱海課程曾榮獲教育部教學卓越銀質獎。。。。    



效效效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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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大學習領域海洋教育主題教學及闖關活動七大學習領域海洋教育主題教學及闖關活動七大學習領域海洋教育主題教學及闖關活動七大學習領域海洋教育主題教學及闖關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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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學習活動學習活動學習活動學習

單單單單））））    



新竹縣九十七新竹縣九十七新竹縣九十七新竹縣九十七年年年年度鳳岡國民中學海洋教育計畫度鳳岡國民中學海洋教育計畫度鳳岡國民中學海洋教育計畫度鳳岡國民中學海洋教育計畫    

────戀戀海洋戀戀海洋戀戀海洋戀戀海洋    

一、計畫依據 

（一）教育部海洋政策白皮書。 

（二）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海洋學校申請計畫。 

 

二、計畫源起 

    臺灣是「海洋國家」，2004年發布「國家海洋政策綱領」，2006年修訂公布「海洋政策

白皮書」，揭示「海洋臺灣」、「海洋立國」的宣示與行動。培育學生具備認識海洋、熱愛

海洋、善用海洋、珍惜海洋及海洋國際觀的國民特質。  

營造海洋教育之課程與學習環境，於是，推動學習型組織，建構學校願景、理念與價值觀，

形塑創新氛圍，發展學校本位特色。  

本校課程發展委員會決議以「快樂學習、適性發展、追求桌越、前瞻創新」為願景，我

們就自然資源特色之地區作詳加調查及研究，作為鳳岡國中本位課程。藉由不同領域及類型

的活動，提供學生多面向的學習與啟發，激發鑑賞及創造的潛能，藉由團隊合作解決問題的

環境，激發學生的創意並學習接納包容之溝通,達到團隊合作及學習的精神。 

 

三、計畫目標 

(一)透過各科領域教學活動，激發學生對海洋的學習熱忱。 

(二)利用多元化的教材，讓學生認識並喜愛我們的環境，培養學生從事海洋生態的研究。 

  (三)訓練學生尋找問題、搜集問題的相關資訊，善用資源解決問題的能力。 

(四)充分發揮好奇心及創造力，使創意紮根於生活文化之中。 

  (五)協助多元智慧能力及建構學習，使得學生有效率、有效果，且快樂地學習。 

  (六)培養學生合作學習與終身學習能力，使其具有海洋國際觀，以迎接新挑戰。 

 

四、計畫內容 

一、各領域融入海洋教育主題課程： 

領域名稱 課程名稱 課程內容 適用對象 

國文 海語詩情 海洋文學 一、二、三年級 

英文 鳳岡風情 介紹新月沙灘、 

鳳岡周邊景點 

一、二年級 

數學 海洋仙境 海洋公園在幾何圖形

上的應用 

二年級 

自然 濱海生物相見歡 濱海生物檢索表 

測量風速、風向 

水質檢測 

一、二年級 



社會 海洋臺灣 氣候與水循環 一年級 

藝術與人文 哦！海洋 海洋情景公共藝術創

作 

三年級 

綜合活動 海洋之樂樂無窮 泥塑各種海洋生物 

海洋知識大考驗 

一、二年級 

表演藝術 詩情畫意繪島國 海洋詩意表演 二年級 

健康與體育 小漁夫大體驗 海鮮飲食文化 

風帆車 

二年級 

 

    二、綜合活動內容： 

主題 
單元

名稱 
教學內容 融入領域 實施時間 

烏魚

文化

季 

1.帶領學生至當地烏魚養殖場採訪，以

瞭解當地烏魚養殖場的興建動機、養殖

的技術、收穫的成果及辛酸等等過程。 

2.學生學習比較調查台灣南部的烏魚

養殖場與當地養殖場的環境、氣候、與

品種改良不同。 

語文 

綜合活動 

社會 

環境 

97.9-97.11 

烏金傳奇 

烏金

歲月 

1.學習烏魚子的製作、選購 

2.學習烏魚及烏魚子的烹調方式 
家政 97.9-97.11 

招潮

蟹比

一比 

1.學生可以指出當日漲退潮時間。 

2.依照各項招潮蟹的生活特性與其特

徵進行辨識。 

自然 97.3-97.6 

濱海生態 
認識

濱海

生物 

1.學生可以辨識出濱海植物 

2.可以認出濱海動植物的各項特徵 

3.參觀十七公里海岸線海山漁港。 

自然 97.3-97.6 

風力發電 
風的

應用 

1. 風力發電─了解風力發電原理。 

2. 特殊景觀觀光。 

3. 食品製造─參觀米粉製造廠。 

自然 

社會 

家政 

97.9-97.11 

灰飛

煙滅 

1. 學生查詢焚化爐的相關資訊，作成

報告。（焚化爐的設置要點、垃圾採

焚化的方式有何優缺點……） 

2. 參觀新竹市焚化爐。 

3. 如何做好垃圾分類。 

4. 垃圾減量的方法 。 

語文 

自然 

藝術人文 

健體 

環境 

97.3-97.6 

垃圾的掩

埋與焚化 

百尺

竿頭 

1. 到海邊「淨灘」比賽，分類多且準

確。 

2. 環保袋的製作。 

健體 

藝術人文 

綜合 

97.3-97.6 



3. 資源回收再利用的創意比賽。 環境 

成果展 
濱海運動會 

校慶師生作品展 

各領域 

融入 

97.4 

97.11 

五、計畫期程：97 年 2 月~ 97 年 11 月 

 

 

六、預期成效： 

 

(一)學生能經由不同方式的啟發，培養學生宏觀的思維，獨立思考，發現問題及解決問題

的能力。 

 

(二)藉由團隊合作解決問題的環境，激發學生的創意並學習接納包容之溝通,達到團隊合作

及學習的精神藉由團隊合作 

 

 (三)發揮海洋教育的功能，教導學生愛護海洋，重視我們的海洋環境，提昇學員對於海洋

生態保育的價值觀。 

 

 (四)拓展眼界、滿足好奇心，多看、多聽、多學習，以增進對與日常生活相關的諸事項的

了解，讓學生對海洋產生更大的興趣與好奇心。 

 

  (五)教學團隊的成立，群策群力進行本位課程教學的理解、研究、創新與實踐。 

 

  (六)妥善整合數位化科技、教學方法與策略知能，培養教育科技專業之終生學習習慣。 

 

 (七)學生體會海洋是有趣的、具有挑戰性的，進而提升學生的創造思考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