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活動照片 

 

活動名稱 潮東國小--小琉球漁村踏查及體驗 

活動時間 97年 10月 17日 

活動地點 琉球鄉海洋及潮間帶生態探索、漁村踏查及文化體驗活動 

活動內容 搭交通船前往小琉球 
 
 
 
 

 

活動名稱 潮東國小--小琉球漁村踏查及體驗 

活動時間 97年 10月 17日 

活動地點 琉球鄉海洋及潮間帶生態探索、漁村踏查及文化體驗活動 

活動內容 小琉球觀光招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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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照片活動照片活動照片活動照片 

 

活動名稱 潮東國小--小琉球漁村踏查及體驗 

活動時間 97年 10月 17日 

活動地點 琉球鄉海洋及潮間帶生態探索、漁村踏查及文化體驗活動 

活動內容 琉球國中科學闖關遊戲活動 
 
 
 
 

 

活動名稱 潮東國小--小琉球漁村踏查及體驗 

活動時間 97年 10月 17日 

活動地點 琉球鄉海洋及潮間帶生態探索、漁村踏查及文化體驗活動 

活動內容 前往琉球鄉全德國小參訪、體驗海洋學校教育特色及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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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照片活動照片活動照片活動照片 

 

活動名稱 潮東國小--小琉球漁村踏查及體驗 

活動時間 97年 10月 17日 

活動地點 琉球鄉海洋及潮間帶生態探索、漁村踏查及文化體驗活動 

活動內容 山豬溝植物生態教學與導覽員生態解說 
 
 
 
 

   

活動名稱 潮東國小「走讀庄頭」鄉土教學體驗營活動 

活動時間 97年 10月 23日 

活動地點 潮州附近庄頭景點 

活動內容 全體師生騎腳踏車走讀庄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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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照片活動照片活動照片活動照片 

   

活動名稱 潮東國小「走讀庄頭」鄉土教學體驗營活動 

活動時間 97年 10月 23日 

活動地點 潮州附近庄頭景點 

活動內容 全體師生騎腳踏車漫步於小葉欖仁樹之綠色隧道 
 
 
 
 

   

活動名稱 潮東國小「走讀庄頭」鄉土教學體驗營活動 

活動時間 97年 10月 23日 

活動地點 潮州附近庄頭景點 

活動內容 趙錫清主任解說傘兵跳傘之情形 



 4 

活動照片活動照片活動照片活動照片 

   

活動名稱 潮東國小「走讀庄頭」鄉土教學體驗營活動 

活動時間 97年 10月 23日 

活動地點 潮州附近庄頭景點 

活動內容 潘金木里長解說九塊里北極萬靈殿歷史事蹟 
 
 
 
 

   

活動名稱 潮東國小「走讀庄頭」鄉土教學體驗營活動 

活動時間 97年 10月 23日 

活動地點 潮州附近庄頭景點 

活動內容 參觀魚塭-潘金宙顧問解說泰國蝦養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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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照片活動照片活動照片活動照片 

 

活動名稱 潮東國小走讀庄頭--高樹元氣館 

活動時間 97年 10月 30日 

活動地點 高樹元氣館 

活動內容 觀賞高樹元氣館導覽解說影片 
 
 
 
 

 

活動名稱 潮東國小走讀庄頭--高樹元氣館 

活動時間 97年 10月 30日 

活動地點 高樹元氣館 

活動內容 感謝田子國小詹麗足校長的環境教育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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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照片活動照片活動照片活動照片 

 

活動名稱 潮東國小走讀庄頭--高樹元氣館 

活動時間 97年 10月 30日 

活動地點 高樹鄉田子國小 

活動內容 校際交流真難得 
 
 
 
 

 

活動名稱 潮東國小走讀庄頭--高樹元氣館 

活動時間 97年 10月 30日 

活動地點 高樹鄉田子國小 

活動內容 趙主任感謝田子國小詹校長的環境教育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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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照片活動照片活動照片活動照片 

 

活動名稱 海洋到校作客去活動 

活動時間 97年 11月 12日 

活動地點 潮東國小 

活動內容 海洋生物紙黏土製作 
 
 
 
 

 

活動名稱 海洋到校作客去活動 

活動時間 97年 11月 12日 

活動地點 潮東國小 

活動內容 海洋生物紙黏土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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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照片活動照片活動照片活動照片 

 

活動名稱 海洋到校作客去活動 

活動時間 97年 11月 12日 

活動地點 潮東國小 

活動內容 自然領域輔導員林傳傑老師授課—水族大點名 
 
 
 
 

 

活動名稱 海洋到校作客去活動 

活動時間 97年 11月 12日 

活動地點 潮東國小 

活動內容 自然領域輔導員劉寶元老師授課—潮間帶生物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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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照片活動照片活動照片活動照片 

 

活動名稱 海底世界-水族箱 

活動時間 97年 9月 10日 

活動地點 潮東國小五甲 

活動內容 海底生物紙偶創作 
 
 
 
 

 

活動名稱 海底世界-水族箱 

活動時間 97年 9月 10日 

活動地點 潮東國小五甲 

活動內容 海底生物紙偶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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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照片活動照片活動照片活動照片 

 

活動名稱 海洋教室佈置 

活動時間 97年 10月 9日 

活動地點 海洋教室 

活動內容 環保資源回收物再利用做成「海洋小劇場」 
 
 
 
 

 

活動名稱 海洋教室佈置 

活動時間 97年 10月 9日 

活動地點 海洋教室 

活動內容 海洋世界學生黑板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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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照片活動照片活動照片活動照片 

 

活動名稱 國教輔導團自然領域輔導員-參觀海洋教室 

活動時間 97年 11月 12日 

活動地點 海洋教室 

活動內容 參觀海洋教室 
 
 
 
 

 

活動名稱 國教輔導團自然領域輔導員-參觀海洋教室 

活動時間 97年 11月 12日 

活動地點 海洋教室 

活動內容 參觀海洋教室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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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照片活動照片活動照片活動照片 

 

活動名稱 網路探索海洋之美上課 

活動時間 97年 11月 20日 

活動地點 電腦教室 

活動內容 趙錫清帶五甲學生網路探索海洋之美 
 
 
 
 

 

活動名稱 網路探索海洋之美上課 

活動時間 97年 11月 20日 

活動地點 電腦教室 

活動內容 學生開始探索海生館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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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照片活動照片活動照片活動照片 

 

活動名稱 網路探索海洋之美 

活動時間 97年 11月 26日 

活動地點 電腦教室 

活動內容 學生撰寫自己的學習單 
 
 
 
 

 

活動名稱 網路探索海洋之美 

活動時間 97年 11月 26日 

活動地點 電腦教室 

活動內容 學生展現自己的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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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照片活動照片活動照片活動照片 

 

活動名稱 潮東國小-海洋學校延伸活動 

活動時間 97年 8月 5日 

活動地點 大鵬灣海域 

活動內容 大鵬灣泛獨木舟 
 
 
 
 

 

活動名稱 潮東國小-海洋學校延伸活動 

活動時間 97年 8月 7日 

活動地點 後壁湖海域 

活動內容 後壁湖海域浮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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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照片活動照片活動照片活動照片 

 

活動名稱 漫步珊瑚礁-羅力導演演講 

活動時間 97年 10月 30日 

活動地點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 

活動內容 主持人介紹羅力導演 
 
 
 
 

 

活動名稱 漫步珊瑚礁-羅力導演演講 

活動時間 97年 10月 30日 

活動地點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 

活動內容 羅力導演講授記錄片拍攝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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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照片活動照片活動照片活動照片 

 

活動名稱 環境教育-海洋環境教學研討 

活動時間 97年 11月 5日 

活動地點 研習地點--興化國小 

活動內容 自然領域輔導員劉寶元老師授課 
 
 
 
 

 

活動名稱 環境教育-海洋環境教學研討 

活動時間 97年 11月 5日 

活動地點 研習地點--興化國小 

活動內容 自然領域輔導員蔡信東主任授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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