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8989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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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畫計畫計畫計畫申請申請申請申請        

名稱名稱名稱名稱    
鹽潟光復紅知幾鹽潟光復紅知幾鹽潟光復紅知幾鹽潟光復紅知幾    辦理地點辦理地點辦理地點辦理地點    台南縣七股鄉光復國小台南縣七股鄉光復國小台南縣七股鄉光復國小台南縣七股鄉光復國小    

        

對對對對                象象象象    本校本校本校本校 1~61~61~61~6 年級學生年級學生年級學生年級學生(60(60(60(60 人人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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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33 場場場場    
辦理期間辦理期間辦理期間辦理期間    

自自自自 98989898 年年年年 03030303 月月月月 01010101 日起日起日起日起    

至至至至 98989898 年年年年 06060606 月月月月 30303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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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606060 人人人人    

活動心得活動心得活動心得活動心得：：：：    

1. 學生依年段不同，獲得不同階段之學習。 

2. 紅樹林之再認識及提升學生保育觀念。 

3.3.3.3. 落實學生藝術與人文、自然與語文領域學習。    

效益評估效益評估效益評估效益評估：：：：    

1. 依據教師專長發展海洋教育相關課程，並引進專家學者輔助，提昇教師研究發展能力，

建構學校本位課程。 

2. 運用天然環境特色，補強改善本校教學環境缺失，建立一系列之生態學習課程，促使學

校本位課程向下紮根。 

3. 應用資訊科技將學校本位課程數位化、資訊化，擴張學校本位課程的效能廣度。 

4. 在海洋教育課程中融入鄉土語言及英語課程，使海洋教育更趣味化、多元化。 

    

檢討與建議檢討與建議檢討與建議檢討與建議：：：：    

1. 可否補助本校將所完成之成果編印成書，以利推廣紅樹林教育？ 

2.2.2.2. 海洋教育應該結合鄉土教育辦哩，成效會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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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業式及活動結業式及活動結業式及活動結業式及活動

過程過程過程過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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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行成果照片 

 

 

                    召開教師會議，討論課程架構~1 

執行單位：  台南縣七股鄉光復國小       執行日期：  98.03~98.06      

計畫名稱：  台南縣光復國小 98 年海洋學校計劃                                     

 

低年級課程~介紹紅樹林之課程 

執行單位：  台南縣七股鄉光復國小       執行日期：  98.03~98.06      

計畫名稱：  台南縣光復國小 98 年海洋學校計劃                                     



 

 

 

執行成果照片 

 

低年級課程~實地參觀校園的紅樹林 

執行單位：  台南縣七股鄉光復國小       執行日期：  98.03~98.06      

計畫名稱：  台南縣光復國小 98 年海洋學校計劃                                     

 

低年級課程~辨別紅樹林的種類 

執行單位：  台南縣七股鄉光復國小       執行日期：  98.03~98.06      



計畫名稱：  台南縣光復國小 98 年海洋學校計劃                                     

 

 

 

執行成果照片 

 

低年級課程~採集紅樹林的葉片 

執行單位：  台南縣七股鄉光復國小       執行日期：  98.03~98.06      

計畫名稱：  台南縣光復國小 98 年海洋學校計劃                                     

 

 

低年級課程~紅樹林葉片拓印教學 



執行單位：  台南縣七股鄉光復國小       執行日期：  98.03~98.06      

計畫名稱：  台南縣光復國小 98 年海洋學校計劃                                     

執行成果照片 

 

低年級課程~學生拓印實作 

執行單位：  台南縣七股鄉光復國小       執行日期：  98.03~98.06      

計畫名稱：  台南縣光復國小 98 年海洋學校計劃                                     

 

 

低年級課程~學生拓印作品 

執行單位：  台南縣七股鄉光復國小       執行日期：  98.03~98.06      



計畫名稱：  台南縣光復國小 98 年海洋學校計劃                                     

 

 

執行成果照片 

 

中年級課程~powerpoint 介紹紅樹林及其伴生動物之課程 

執行單位：  台南縣七股鄉光復國小       執行日期：  98.03~98.06      

計畫名稱：  台南縣光復國小 98 年海洋學校計劃                                     

 

 

中年級課程~外聘紙黏土教師教導學生製作伴生動物 1 

執行單位：  台南縣七股鄉光復國小       執行日期：  98.03~98.06      



計畫名稱：  台南縣光復國小 98 年海洋學校計劃                                     

 

 

執行成果照片 

 

中年級課程~外聘紙黏土教師教導學生製作伴生動物 2 

執行單位：  台南縣七股鄉光復國小       執行日期：  98.03~98.06      

計畫名稱：  台南縣光復國小 98 年海洋學校計劃                                     

 

中年級課程~學生認真製作伴生動物 

執行單位：  台南縣七股鄉光復國小       執行日期：  98.03~98.06      



計畫名稱：  台南縣光復國小 98 年海洋學校計劃                                     

 

 

 

執行成果照片 

 

 

中年級課程~學生作品-彈塗魚 

執行單位：  台南縣七股鄉光復國小       執行日期：  98.03~98.06      

計畫名稱：  台南縣光復國小 98 年海洋學校計劃                                     



 

 

中年級課程~學生作品-彈塗魚 

執行單位：  台南縣七股鄉光復國小       執行日期：  98.03~98.06      

計畫名稱：  台南縣光復國小 98 年海洋學校計劃                                     

 

執行成果照片 

 

高年級課程~powerpoint 介紹童謠及紅樹林景觀之課程 

執行單位：  台南縣七股鄉光復國小       執行日期：  98.03~98.06      

計畫名稱：  台南縣光復國小 98 年海洋學校計劃                                     



 

 

 

高年級課程~外聘彩繪教師教導學生彩繪紅樹林景觀 1 

執行單位：  台南縣七股鄉光復國小       執行日期：  98.03~98.06      

計畫名稱：  台南縣光復國小 98 年海洋學校計劃                                     

 

 

執行成果照片 

 

高年級課程~外聘彩繪教師教導學生彩繪紅樹林景觀 2 

執行單位：  台南縣七股鄉光復國小       執行日期：  98.03~98.06      



計畫名稱：  台南縣光復國小 98 年海洋學校計劃                                     

 

高年級課程~外聘彩繪教師教導學生彩繪紅樹林景觀 3 

執行單位：  台南縣七股鄉光復國小       執行日期：  98.03~98.06      

計畫名稱：  台南縣光復國小 98 年海洋學校計劃                                     

 

 

 

執行成果照片 

 

高年級課程~學生實作彩繪紅樹林景觀 1 



執行單位：  台南縣七股鄉光復國小       執行日期：  98.03~98.06      

計畫名稱：  台南縣光復國小 98 年海洋學校計劃                                     

 

 

高年級課程~學生實作彩繪紅樹林景觀 2 

執行單位：  台南縣七股鄉光復國小       執行日期：  98.03~98.06      

計畫名稱：  台南縣光復國小 98 年海洋學校計劃                                     

 

 

 

執行成果照片 



 

高年級課程~學生實作彩繪紅樹林景觀 3 

執行單位：  台南縣七股鄉光復國小       執行日期：  98.03~98.06      

計畫名稱：  台南縣光復國小 98 年海洋學校計劃                                     

 

高年級課程~學生實作彩繪紅樹林景觀 4 

執行單位：  台南縣七股鄉光復國小       執行日期：  98.03~98.06      

計畫名稱：  台南縣光復國小 98 年海洋學校計劃                                     

 

執行成果照片 



 

高年級課程~學生實作彩繪紅樹林景觀完成圖 1 

執行單位：  台南縣七股鄉光復國小       執行日期：  98.03~98.06      

計畫名稱：  台南縣光復國小 98 年海洋學校計劃                                     

 

高年級課程~學生實作彩繪紅樹林景觀完成圖 2 

執行單位：  台南縣七股鄉光復國小       執行日期：  98.03~98.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