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9998888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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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成果報告表活動成果報告表活動成果報告表活動成果報告表    
核定日期文號核定日期文號核定日期文號核定日期文號：：：：98989898 年年年年 03030303 月月月月 06060606 日日日日海科字第海科字第海科字第海科字第 0980000882098000088209800008820980000882 號號號號                                                                                
計畫申請計畫申請計畫申請計畫申請        

名稱名稱名稱名稱    
山與海的對話    辦理地點辦理地點辦理地點辦理地點    

觀亭國民小學觀亭國民小學觀亭國民小學觀亭國民小學    

        

對對對對                象象象象    全體師生全體師生全體師生全體師生    

計畫活動計畫活動計畫活動計畫活動

總場次總場次總場次總場次    

7777    
辦理期間辦理期間辦理期間辦理期間    

自自自自 98 98 98 98 年年年年 04 04 04 04 月月月月 01 01 01 01 日起日起日起日起    

至至至至 98 98 98 98 年年年年 05 05 05 05 月月月月 8 8 8 8    日止日止日止日止    

報告附件報告附件報告附件報告附件    

□□□□印刷品印刷品印刷品印刷品□□□□課程表或流程表課程表或流程表課程表或流程表課程表或流程表                

□□□□其他其他其他其他        □□□□活動教案活動教案活動教案活動教案    

□□□□活動學習單活動學習單活動學習單活動學習單            □□□□活動照片活動照片活動照片活動照片    

計劃活動計劃活動計劃活動計劃活動

總人次總人次總人次總人次    

780780780780 人次人次人次人次    

活動心得活動心得活動心得活動心得：：：：    

1.1.1.1. 第一次辦理第一次辦理第一次辦理第一次辦理一系一系一系一系列海洋教育活動列海洋教育活動列海洋教育活動列海洋教育活動，，，，讓教育活動更深入讓教育活動更深入讓教育活動更深入讓教育活動更深入、、、、更完整更完整更完整更完整，，，，有效達到預期的學有效達到預期的學有效達到預期的學有效達到預期的學

習目標習目標習目標習目標。。。。    

2.2.2.2. 經費的補助經費的補助經費的補助經費的補助，，，，讓小朋友有更充足讓小朋友有更充足讓小朋友有更充足讓小朋友有更充足、、、、更多元的學習資源更多元的學習資源更多元的學習資源更多元的學習資源，，，，寓教於樂寓教於樂寓教於樂寓教於樂，，，，提升學習效果提升學習效果提升學習效果提升學習效果‧‧‧‧    

3.3.3.3. 舉辦校內和校外的教學舉辦校內和校外的教學舉辦校內和校外的教學舉辦校內和校外的教學，，，，教學效果更佳教學效果更佳教學效果更佳教學效果更佳，，，，唯一美中不足的是唯一美中不足的是唯一美中不足的是唯一美中不足的是：：：：本校屬於偏遠學校本校屬於偏遠學校本校屬於偏遠學校本校屬於偏遠學校，，，，

城鄉差距較大城鄉差距較大城鄉差距較大城鄉差距較大，，，，有少部份家庭經濟狀況不佳的小朋友未能給予有少部份家庭經濟狀況不佳的小朋友未能給予有少部份家庭經濟狀況不佳的小朋友未能給予有少部份家庭經濟狀況不佳的小朋友未能給予補助補助補助補助，，，，希望爾後能給希望爾後能給希望爾後能給希望爾後能給

與更多資助與更多資助與更多資助與更多資助。。。。    

效益評估效益評估效益評估效益評估：：：：    

一、利用社區豐富的資源與社區人力，成立海洋教育發展團隊，進而以「永續發展」

的觀念來將地方的文史生態水文特色融入教學，轉換為本校校園發展特色，且成

為校園永續經營之重點發展項目。 

二、藉由本校海洋教育成果展，師生共同創作的作品，透過魚標本製與讀報專題報導

的方式呈現，營造富有海洋文化氣息的校園。 

三、結合學校主題課程的動靜態教學，將海洋教育融入教學情境中，透過跨領域教師

設計的教學活動，涵養學生的氣質，提升師生鄉土文史生態知識素養與藝文能力 

進而激盪出豐富的校園創造力，深耕海洋教育校園社區文化。 

    四、舉辦多元活動，深獲家長認同，尤其是海生館之旅獲得熱烈回應，希望下學期能

再辦理。 

    

檢討與建議檢討與建議檢討與建議檢討與建議：：：：    

1.1.1.1. 經費的補助經費的補助經費的補助經費的補助，，，，讓偏遠地區學校海洋教育的實施獲得良好成效讓偏遠地區學校海洋教育的實施獲得良好成效讓偏遠地區學校海洋教育的實施獲得良好成效讓偏遠地區學校海洋教育的實施獲得良好成效，，，，獲得師生及家長認同獲得師生及家長認同獲得師生及家長認同獲得師生及家長認同‧‧‧‧    

2.2.2.2. 本校多次申請都沒獲准本校多次申請都沒獲准本校多次申請都沒獲准本校多次申請都沒獲准，，，，很多小朋很多小朋很多小朋很多小朋友非常期待能親訪海生館友非常期待能親訪海生館友非常期待能親訪海生館友非常期待能親訪海生館，，，，此次校外教學此次校外教學此次校外教學此次校外教學 13131313 位位位位

小朋友因為經濟因素沒能成行小朋友因為經濟因素沒能成行小朋友因為經濟因素沒能成行小朋友因為經濟因素沒能成行，，，，甚為可惜甚為可惜甚為可惜甚為可惜，，，，希望補助能針對弱勢族群多予幫忙希望補助能針對弱勢族群多予幫忙希望補助能針對弱勢族群多予幫忙希望補助能針對弱勢族群多予幫忙。。。。    

詳細填寫成果報告及每項詳細填寫成果報告及每項詳細填寫成果報告及每項詳細填寫成果報告及每項活動相片活動相片活動相片活動相片（（（（另以另以另以另以 A4A4A4A4 直式紙粘貼直式紙粘貼直式紙粘貼直式紙粘貼＋＋＋＋張相片張相片張相片張相片，，，，含始業式含始業式含始業式含始業式、、、、結業式及活動過程結業式及活動過程結業式及活動過程結業式及活動過程，，，，

並加以文字說明並加以文字說明並加以文字說明並加以文字說明））））    

    

負責人負責人負責人負責人：：：：                                                    （（（（簽章簽章簽章簽章））））            填表人填表人填表人填表人：：：：                                                                            （（（（簽章簽章簽章簽章））））    

    

    

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 07 07 07 07----6671672667167266716726671672            傳真傳真傳真傳真：：：：07070707----6671424667142466714246671424    

    

填填填填        表表表表        日日日日        期期期期：：：：     98     98     98     98        年年年年    05    05    05    05    月月月月  11  11  11  11 日日日日    

                                                                                                                                                                                                                            （（（（學校印信學校印信學校印信學校印信））））    



觀亭觀亭觀亭觀亭國小國小國小國小海洋學校海洋學校海洋學校海洋學校----「「「「山與海的對話」活動說明表 

 

地點：視聽教室 

活動項目：教學活動開始 

 

地點：視聽教室 

活動項目：海洋教育系列活動開幕-校長致詞 



承辦學校：觀亭國民小學 

    

觀亭觀亭觀亭觀亭國小國小國小國小海洋學校海洋學校海洋學校海洋學校----「「「「山與海的對話」活動說明表 

 

地點：教室 

活動項目：魟魚製作教學 

 

地點：教室 

活動項目：魟魚製作教學 



承辦學校：觀亭國民小學 

 

觀亭觀亭觀亭觀亭國小國小國小國小海洋學校海洋學校海洋學校海洋學校----「「「「山與海的對話」活動說明表 

 

地點：教室 

活動項目：魟魚製作教學 

 



地點：教室 

活動項目：魟魚製作教學-成品展示 

承辦學校：觀亭國民小學 

 

觀亭觀亭觀亭觀亭國小國小國小國小海洋學校海洋學校海洋學校海洋學校----「「「「山與海的對話」活動說明表 

 

地點：教室 

活動項目：魟魚製作教學 

 



地點：教室 

活動項目：魟魚製作教學 

承辦學校：觀亭國民小學 

觀亭觀亭觀亭觀亭國小國小國小國小海洋學校海洋學校海洋學校海洋學校----「「「「山與海的對話」活動說明表 

 

地點：視聽教室 

活動項目：海洋教育-網路教學 

 

地點：視聽教室 

活動項目：海洋教育-網路教學 



承辦學校：觀亭國民小學 

觀亭觀亭觀亭觀亭國小國小國小國小海洋學校海洋學校海洋學校海洋學校----「「「「山與海的對話」活動說明表 

 

地點：視聽教室 

活動項目：海洋教育融入讀報教學 

 

地點：視聽教室 

活動項目：海洋教育融入讀報教學 



承辦學校：觀亭國民小學 

觀亭觀亭觀亭觀亭國小國小國小國小海洋學校海洋學校海洋學校海洋學校----「「「「山與海的對話」活動說明表 

 

  

 

 

 

承辦學校：觀亭國民小學 



 

觀亭觀亭觀亭觀亭國小國小國小國小海洋學校海洋學校海洋學校海洋學校----「「「「山與海的對話」活動說明表 

 

地點：視聽教室 

活動項目：校外教學-認識海生館 

 
地點：視聽教室 

活動項目：校外教學-認識海生館 



承辦學校：觀亭國民小學 

觀亭觀亭觀亭觀亭國小國小國小國小海洋學校海洋學校海洋學校海洋學校----「「「「山與海的對話」活動說明表 

 

地點：視聽教室 

活動項目：鄉土文史介紹 

 

地點：視聽教室 

活動項目：鄉土文史介紹 



承辦學校：觀亭國民小學 

 

觀亭觀亭觀亭觀亭國小國小國小國小海洋學校海洋學校海洋學校海洋學校----「「「「山與海的對話」活動說明表 

 

地點：視聽教室 

活動項目：校外教學-認識海生館 

 

地點：視聽教室 

活動項目：校外教學-認識海生館 

承辦學校：觀亭國民小學 



 

觀亭觀亭觀亭觀亭國小國小國小國小海洋學校海洋學校海洋學校海洋學校----「「「「山與海的對話」活動說明表 

 

地點：視聽教室 

活動項目：海洋教育融入讀報教學 

 

 

地點：視聽教室 

活動項目：海洋教育融入讀報教學 



承辦學校：觀亭國民小學 

觀亭觀亭觀亭觀亭國小國小國小國小海洋學校海洋學校海洋學校海洋學校----「「「「山與海的對話」活動說明表 

 
地點：遊覽車 

活動項目：海生館校外教學 

 

地點：遊覽車 

活動項目：海生館校外教學 

承辦學校：觀亭國民小學 



 

觀亭觀亭觀亭觀亭國小國小國小國小海洋學校海洋學校海洋學校海洋學校----「「「「山與海的對話」活動說明表 

 

地點：海生館 

活動項目：海生館校外教學 

 

地點：海生館 

活動項目：海生館校外教學 



承辦學校：觀亭國民小學 

 

觀亭觀亭觀亭觀亭國小國小國小國小海洋學校海洋學校海洋學校海洋學校----「「「「山與海的對話」活動說明表 

 
地點：海生館 

活動項目：海生館校外教學 

 

地點：海生館 

活動項目：海生館校外教學 



承辦學校：觀亭國民小學 

觀亭觀亭觀亭觀亭國小國小國小國小海洋學校海洋學校海洋學校海洋學校----「「「「山與海的對話」活動說明表 

 
地點：海生館 

活動項目：海生館校外教學 

 

地點：海生館 

活動項目：海生館校外教學 

承辦學校：觀亭國民小學 



 

觀亭觀亭觀亭觀亭國小國小國小國小海洋學校海洋學校海洋學校海洋學校----「「「「山與海的對話」活動說明表 

 

地點：教室 

活動項目：魟魚製作教學 

 

地點：教室 

活動項目：魟魚製作教學 

承辦學校：觀亭國民小學 



 

觀亭觀亭觀亭觀亭國小國小國小國小海洋學校海洋學校海洋學校海洋學校----「「「「山與海的對話」活動說明表 

 
地點：教室 

活動項目：魚模型製作教學-作品展示 

 

地點：教室 

活動項目：魚模型製作教學-作品展示 



承辦學校：觀亭國民小學 

觀亭觀亭觀亭觀亭國小國小國小國小海洋學校海洋學校海洋學校海洋學校----「「「「山與海的對話」活動說明表 

 
地點：教室 

活動項目：魚模型製作教學-作品展示 

 

地點：教室 

活動項目：魚模型製作教學-作品展示 



承辦學校：觀亭國民小學 

觀亭觀亭觀亭觀亭國小國小國小國小海洋學校海洋學校海洋學校海洋學校----「「「「山與海的對話」活動說明表 

 
地點：視聽教室 

活動項目：鄉土文史介紹 

 

地點：視聽教室 

活動項目：鄉土文史介紹 

承辦學校：觀亭國民小學 



 

觀亭觀亭觀亭觀亭國小國小國小國小海洋學校海洋學校海洋學校海洋學校----「「「「山與海的對話」活動說明表 

 

地點：視聽教室 

活動項目：鄉土文史介紹 

 
地點：視聽教室 

活動項目：鄉土文史介紹 



承辦學校：觀亭國民小學 

觀亭觀亭觀亭觀亭國小國小國小國小海洋學校海洋學校海洋學校海洋學校----「「「「山與海的對話」活動說明表 

 

地點：視聽教室 

活動項目：鄉土文史介紹 

 

地點：視聽教室 

活動項目：鄉土文史介紹 



承辦學校：觀亭國民小學 

 

觀亭觀亭觀亭觀亭國小國小國小國小海洋學校海洋學校海洋學校海洋學校----「「「「山與海的對話」活動說明表 

 
地點：視聽教室 

活動項目：濕地水域生態介紹 

 

地點：視聽教室 

活動項目：濕地水域生態介紹 

承辦學校：觀亭國民小學 



 

觀亭觀亭觀亭觀亭國小國小國小國小海洋學校海洋學校海洋學校海洋學校----「「「「山與海的對話」活動說明表 

 

地點：視聽教室 

活動項目：濕地水域生態介紹 

 

地點：視聽教室 

活動項目：濕地水域生態介紹 

承辦學校：觀亭國民小學 



 

觀亭觀亭觀亭觀亭國小國小國小國小海洋學校海洋學校海洋學校海洋學校----「「「「山與海的對話」活動說明表 

 

地點：社區 

活動項目：濕地水域生態介紹 

 

地點：社區 

活動項目：濕地水域生態介紹 



承辦學校：觀亭國民小學 

觀亭觀亭觀亭觀亭國小國小國小國小海洋學校海洋學校海洋學校海洋學校----「「「「山與海的對話」活動說明表 

 

地點：社區 

活動項目：濕地水域生態介紹 

 

地點：社區 

活動項目：濕地水域生態介紹 

承辦學校：觀亭國民小學 



 

觀亭觀亭觀亭觀亭國小國小國小國小海洋學校海洋學校海洋學校海洋學校----「「「「山與海的對話」活動說明表 

 

地點：社區 

活動項目：濕地水域生態介紹 

 

地點：社區 

活動項目：濕地水域生態介紹 



承辦學校：觀亭國民小學 

 

觀亭觀亭觀亭觀亭國小國小國小國小海洋學校海洋學校海洋學校海洋學校----「「「「山與海的對話」活動說明表 

 

地點：社區 

活動項目：濕地水域生態介紹-池塘生態 

 

地點：社區 

活動項目：濕地水域生態介紹-池塘生態 

承辦學校：觀亭國民小學 



 

觀亭觀亭觀亭觀亭國小國小國小國小海洋學校海洋學校海洋學校海洋學校----「「「「山與海的對話」活動說明表 

 
地點：社區 

活動項目：濕地水域生態介紹-池塘生態 

 

地點：社區 

活動項目：濕地水域生態介紹-池塘生態 

承辦學校：觀亭國民小學 



 

觀亭觀亭觀亭觀亭國小國小國小國小海洋學校海洋學校海洋學校海洋學校----「「「「山與海的對話」活動說明表 

 

地點：社區 

活動項目：濕地水域生態介紹-人工濕地 

 

地點：社區 

活動項目：濕地水域生態介紹-人工濕地 



承辦學校：觀亭國民小學 

 

觀亭觀亭觀亭觀亭國小國小國小國小海洋學校海洋學校海洋學校海洋學校----「「「「山與海的對話」活動說明表 

 
地點：社區-紫竹寺 

活動項目：濕地水域生態介紹-池塘生態 

 

地點：社區 

活動項目：濕地水域生態介紹-池塘生態 

承辦學校：觀亭國民小學 

 



觀亭觀亭觀亭觀亭國小國小國小國小海洋學校海洋學校海洋學校海洋學校----「「「「山與海的對話」活動說明表 

 

地點：藝文走廊 

活動項目：教學活動成果展 

 

地點：藝文走廊 

活動項目：教學活動成果展 

承辦學校：觀亭國民小學 

 



觀亭觀亭觀亭觀亭國小國小國小國小海洋學校海洋學校海洋學校海洋學校----「「「「山與海的對話」活動說明表 

 

地點：藝文走廊 

活動項目：教學活動成果展 

 

地點：藝文走廊 

活動項目：教學活動成果展 

承辦學校：觀亭國民小學 

 



觀亭觀亭觀亭觀亭國小國小國小國小海洋學校海洋學校海洋學校海洋學校----「「「「山與海的對話」活動說明表 

 

地點：藝文走廊 

活動項目：教學活動成果展 

 

地點：藝文走廊 

活動項目：教學活動成果展 

承辦學校：觀亭國民小學 



觀亭觀亭觀亭觀亭國小國小國小國小海洋學校海洋學校海洋學校海洋學校----「「「「山與海的對話」活動說明表 

 

地點：藝文走廊 

活動項目：教學活動成果展 

 

地點：藝文走廊 

活動項目：教學活動成果展 

承辦學校：觀亭國民小學 



觀亭觀亭觀亭觀亭國小國小國小國小海洋學校海洋學校海洋學校海洋學校----「「「「山與海的對話」活動說明表 

 
地點：視聽教室-結業式 

活動項目：有獎徵答教學活動-綜合活動 

 

地點：視聽教室-結業式 

活動項目：有獎徵答教學活動-綜合活動 

承辦學校：觀亭國民小學 



觀亭觀亭觀亭觀亭國小國小國小國小海洋學校海洋學校海洋學校海洋學校----「「「「山與海的對話」活動說明表 

 

地點：視聽教室-結業式 

活動項目：有獎徵答教學活動-綜合活動 

 
地點：視聽教室-結業式 

活動項目：有獎徵答教學活動-綜合活動 

承辦學校：觀亭國民小學 



觀亭觀亭觀亭觀亭國小國小國小國小海洋學校海洋學校海洋學校海洋學校----「「「「山與海的對話」活動說明表 

 

地點：視聽教室-結業式 

活動項目：有獎徵答教學活動-綜合活動 

 

地點：視聽教室-結業式 

活動項目：有獎徵答教學活動-綜合活動 

承辦學校：觀亭國民小學 



 

觀亭觀亭觀亭觀亭國小國小國小國小海洋學校海洋學校海洋學校海洋學校----「「「「山與海的對話」活動說明表 

 

地點：藝文走廊 

活動項目：教學活動成果展 

 

 

承辦學校：觀亭國民小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