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9999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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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成果報告總表活動成果報告總表活動成果報告總表活動成果報告總表        
核定日期文號核定日期文號核定日期文號核定日期文號：：：：99.03.10海科 字第 0990001002 號    

辦理地點辦理地點辦理地點辦理地點    松梅國小及附近海域松梅國小及附近海域松梅國小及附近海域松梅國小及附近海域    計畫計畫計畫計畫申請申請申請申請        

名稱名稱名稱名稱    
家鄉海洋風情畫家鄉海洋風情畫家鄉海洋風情畫家鄉海洋風情畫    

對對對對                象象象象    全校全校全校全校 1111～～～～6666 年級學生年級學生年級學生年級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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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66 場次場次場次場次    

辦理期間辦理期間辦理期間辦理期間    
自自自自  99    99    99    99  年年年年  4    4    4    4  月月月月  1   1   1   1 日起日起日起日起    

至至至至  99    99    99    99  年年年年  6    6    6    6  月月月月 30 30 30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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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300300300 人次人次人次人次    

活動心得活動心得活動心得活動心得：：：：    

臺灣是一個寶島臺灣是一個寶島臺灣是一個寶島臺灣是一個寶島國家國家國家國家，，，，而而而而松梅國小位於嘉義縣朴子市之最南方松梅國小位於嘉義縣朴子市之最南方松梅國小位於嘉義縣朴子市之最南方松梅國小位於嘉義縣朴子市之最南方，，，，學區包含松華學區包含松華學區包含松華學區包含松華、、、、梅華梅華梅華梅華

與南竹三里與南竹三里與南竹三里與南竹三里，，，，松竹梅地區是傳統嘉南平原的農村松竹梅地區是傳統嘉南平原的農村松竹梅地區是傳統嘉南平原的農村松竹梅地區是傳統嘉南平原的農村，，，，為典型的稻米文化地區為典型的稻米文化地區為典型的稻米文化地區為典型的稻米文化地區，，，，無山無山無山無山、、、、無水無水無水無水，，，，

稻米是這裡重要的農產稻米是這裡重要的農產稻米是這裡重要的農產稻米是這裡重要的農產，，，，聚落內特殊資源為牛挑灣埤聚落內特殊資源為牛挑灣埤聚落內特殊資源為牛挑灣埤聚落內特殊資源為牛挑灣埤，，，，居民以老年人口數居多居民以老年人口數居多居民以老年人口數居多居民以老年人口數居多，，，，其職業大其職業大其職業大其職業大

多以務農為主多以務農為主多以務農為主多以務農為主，，，，本校由衷盼望能藉由此活動本校由衷盼望能藉由此活動本校由衷盼望能藉由此活動本校由衷盼望能藉由此活動，，，，讓孩子們更了解家鄉的海域及社區人文讓孩子們更了解家鄉的海域及社區人文讓孩子們更了解家鄉的海域及社區人文讓孩子們更了解家鄉的海域及社區人文。。。。    

        首先首先首先首先感謝感謝感謝感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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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給我們偏遠地區小學一個難得學習機會提供給我們偏遠地區小學一個難得學習機會提供給我們偏遠地區小學一個難得學習機會提供給我們偏遠地區小學一個難得學習機會，，，，藉由藉由藉由藉由

活動規劃活動規劃活動規劃活動規劃、、、、學習單撰寫學習單撰寫學習單撰寫學習單撰寫、、、、課堂講解課堂講解課堂講解課堂講解、、、、實地參觀等活動實地參觀等活動實地參觀等活動實地參觀等活動，，，，一方面加強偏遠地區學生海洋生態一方面加強偏遠地區學生海洋生態一方面加強偏遠地區學生海洋生態一方面加強偏遠地區學生海洋生態

常識常識常識常識，，，，另一方面也提供社區踏查及校外教學的機會另一方面也提供社區踏查及校外教學的機會另一方面也提供社區踏查及校外教學的機會另一方面也提供社區踏查及校外教學的機會。。。。    

        在規劃辦理在規劃辦理在規劃辦理在規劃辦理此次此次此次此次「「「「家鄉海洋風情畫家鄉海洋風情畫家鄉海洋風情畫家鄉海洋風情畫」」」」海洋學校活動計劃過程本身海洋學校活動計劃過程本身海洋學校活動計劃過程本身海洋學校活動計劃過程本身，，，，就就就就是一次寶貴的學是一次寶貴的學是一次寶貴的學是一次寶貴的學

習經驗習經驗習經驗習經驗，，，，綜合幾個月來的活動綜合幾個月來的活動綜合幾個月來的活動綜合幾個月來的活動，，，，各位執行者的各位執行者的各位執行者的各位執行者的心心心心得如下得如下得如下得如下：：：：    

一一一一、、、、資源蒐集方面資源蒐集方面資源蒐集方面資源蒐集方面：：：：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全球資訊網站提供相當多元的教學資源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全球資訊網站提供相當多元的教學資源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全球資訊網站提供相當多元的教學資源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全球資訊網站提供相當多元的教學資源，，，，供教師供教師供教師供教師

使用使用使用使用，，，，省去教師們到處找尋之苦省去教師們到處找尋之苦省去教師們到處找尋之苦省去教師們到處找尋之苦，，，，也讓往後的教學上更加充實及順暢也讓往後的教學上更加充實及順暢也讓往後的教學上更加充實及順暢也讓往後的教學上更加充實及順暢。。。。    

二二二二、、、、活動規劃與進行方面活動規劃與進行方面活動規劃與進行方面活動規劃與進行方面：：：：此次規劃課程包含課堂講解此次規劃課程包含課堂講解此次規劃課程包含課堂講解此次規劃課程包含課堂講解、、、、校外教學校外教學校外教學校外教學、、、、、、、、社區踏查社區踏查社區踏查社區踏查、、、、手工藝手工藝手工藝手工藝

製作製作製作製作，，，，而此計劃是教師們在寒假期間規劃而此計劃是教師們在寒假期間規劃而此計劃是教師們在寒假期間規劃而此計劃是教師們在寒假期間規劃，，，，開學後送出開學後送出開學後送出開學後送出，，，，大家都樂觀其成大家都樂觀其成大家都樂觀其成大家都樂觀其成。。。。    

三三三三、、、、海洋學校學生藝文活動海洋學校學生藝文活動海洋學校學生藝文活動海洋學校學生藝文活動：：：：    

1.1.1.1.聘請專長教師到校授課指導學生利用海邊的貝殼聘請專長教師到校授課指導學生利用海邊的貝殼聘請專長教師到校授課指導學生利用海邊的貝殼聘請專長教師到校授課指導學生利用海邊的貝殼、、、、沙子沙子沙子沙子，，，，漂流木加以創作漂流木加以創作漂流木加以創作漂流木加以創作，，，，並將學並將學並將學並將學

生作生作生作生作品公開展示品公開展示品公開展示品公開展示，，，，有效宣導師生貿積極推展海洋方面知識有效宣導師生貿積極推展海洋方面知識有效宣導師生貿積極推展海洋方面知識有效宣導師生貿積極推展海洋方面知識。。。。    

2.2.2.2.彩繪校園圍牆彩繪校園圍牆彩繪校園圍牆彩繪校園圍牆：：：：學生事先找尋學生事先找尋學生事先找尋學生事先找尋海域海域海域海域相關資料相關資料相關資料相關資料，，，，再進行再進行再進行再進行師生共同創作師生共同創作師生共同創作師生共同創作，，，，留下美好的永留下美好的永留下美好的永留下美好的永

恆回憶恆回憶恆回憶恆回憶    

四四四四、、、、社區踏查方面社區踏查方面社區踏查方面社區踏查方面：：：：依各班課程的規劃依各班課程的規劃依各班課程的規劃依各班課程的規劃，，，，自行排定踏查時間自行排定踏查時間自行排定踏查時間自行排定踏查時間，，，，並請行政人員配合並請行政人員配合並請行政人員配合並請行政人員配合，，，，使活動使活動使活動使活動

順利進行順利進行順利進行順利進行，，，，活動包括社區文化之旅活動包括社區文化之旅活動包括社區文化之旅活動包括社區文化之旅、、、、淨灘淨灘淨灘淨灘、、、、寫生寫生寫生寫生、、、、放風箏放風箏放風箏放風箏………………………………    

五五五五、、、、校外教學活動校外教學活動校外教學活動校外教學活動～～～～鰲鼓鰲鼓鰲鼓鰲鼓溼地溼地溼地溼地生態之旅生態之旅生態之旅生態之旅    

        此活動中包含此活動中包含此活動中包含此活動中包含：：：：當地生態介紹當地生態介紹當地生態介紹當地生態介紹、、、、各項體驗活動各項體驗活動各項體驗活動各項體驗活動、、、、海鳥介紹海鳥介紹海鳥介紹海鳥介紹、、、、溼地介紹溼地介紹溼地介紹溼地介紹，，，，讓讓讓讓親師生親師生親師生親師生更加更加更加更加                        

                親近海親近海親近海親近海，，，，進而喜愛它進而喜愛它進而喜愛它進而喜愛它，，，，愛護它愛護它愛護它愛護它。。。。            

效益評估效益評估效益評估效益評估：：：：    

一一一一、、、、經由本活動之規劃執行經由本活動之規劃執行經由本活動之規劃執行經由本活動之規劃執行，，，，有效充實教師有效充實教師有效充實教師有效充實教師、、、、家長及學生對鄰近水家長及學生對鄰近水家長及學生對鄰近水家長及學生對鄰近水域生態的了解及正確的域生態的了解及正確的域生態的了解及正確的域生態的了解及正確的

觀念觀念觀念觀念，，，，對今後推動相關的活動對今後推動相關的活動對今後推動相關的活動對今後推動相關的活動，，，，真是助益良多真是助益良多真是助益良多真是助益良多。。。。    

二二二二、、、、藉由此活動的進行藉由此活動的進行藉由此活動的進行藉由此活動的進行，，，，讓親師生們知道有如此好的一個網站供大家使用讓親師生們知道有如此好的一個網站供大家使用讓親師生們知道有如此好的一個網站供大家使用讓親師生們知道有如此好的一個網站供大家使用。。。。。。。。    

三三三三、、、、提升親師生對水態保育重要性的認知提升親師生對水態保育重要性的認知提升親師生對水態保育重要性的認知提升親師生對水態保育重要性的認知，，，，並能從日常生活中來著手並能從日常生活中來著手並能從日常生活中來著手並能從日常生活中來著手，，，，愛惜這片海域愛惜這片海域愛惜這片海域愛惜這片海域。。。。    

四四四四、、、、提升教師海洋教育的專業素養提升教師海洋教育的專業素養提升教師海洋教育的專業素養提升教師海洋教育的專業素養，，，，具備課程設計能力具備課程設計能力具備課程設計能力具備課程設計能力。。。。    

五五五五、、、、認識家鄉水生態的多樣化環境認識家鄉水生態的多樣化環境認識家鄉水生態的多樣化環境認識家鄉水生態的多樣化環境，，，，進而熟悉及愛護它進而熟悉及愛護它進而熟悉及愛護它進而熟悉及愛護它。。。。    

六六六六、、、、增進學生關懷自然增進學生關懷自然增進學生關懷自然增進學生關懷自然、、、、熱愛生命熱愛生命熱愛生命熱愛生命，，，，讓學生能更加樂在學習讓學生能更加樂在學習讓學生能更加樂在學習讓學生能更加樂在學習，，，，且有效提升課業能力且有效提升課業能力且有效提升課業能力且有效提升課業能力。。。。    

檢討與建議檢討與建議檢討與建議檢討與建議：：：：    

一一一一、、、、由此次的活動發現由此次的活動發現由此次的活動發現由此次的活動發現，，，，對於小孩的能力對於小孩的能力對於小孩的能力對於小孩的能力，，，，千萬別自我設限千萬別自我設限千萬別自我設限千萬別自我設限，，，，小看學生小看學生小看學生小看學生，，，，其實孩子的創意其實孩子的創意其實孩子的創意其實孩子的創意

是無限的是無限的是無限的是無限的，，，，重要的是教師如何重要的是教師如何重要的是教師如何重要的是教師如何引導他引導他引導他引導他，，，，帶領他帶領他帶領他帶領他，，，，而不是代替他學習而不是代替他學習而不是代替他學習而不是代替他學習。。。。    

二二二二、、、、身為臺灣之子身為臺灣之子身為臺灣之子身為臺灣之子，，，，一定要能教導學生如何愛惜這塊土地及海域一定要能教導學生如何愛惜這塊土地及海域一定要能教導學生如何愛惜這塊土地及海域一定要能教導學生如何愛惜這塊土地及海域，，，，且能做到保護自然水域且能做到保護自然水域且能做到保護自然水域且能做到保護自然水域

資源資源資源資源。。。。    



松梅國民小學辦理「99年度海洋生物博物館」海洋學校計畫活動相片 

 

           

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家鄉「水」風光    ～～～～影片欣賞影片欣賞影片欣賞影片欣賞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學生正專注看電視 

 

       

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家鄉「水」風光～親近牛挑灣埤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出發了，LET’S GO。 

 



松梅國民小學辦理「99年度海洋生物博物館」海洋學校計畫活動相片 

 

     

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家鄉「水」風光～親近牛挑灣埤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你看，我很厲害吧！ 

 

       

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家鄉「水」風光～親近牛挑灣埤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學生們正在將所見所聞寫下來。 

 



松梅國民小學辦理「99年度海洋生物博物館」海洋學校計畫活動相片 

 

       

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家鄉「水」風光～親近牛挑灣埤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學生們正在觀看埤底的生態。 

 

       

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家鄉「水」風光～親近牛挑灣埤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小朋友靠邊走，注意自己的安全。 

 



松梅國民小學辦理「99年度海洋生物博物館」海洋學校計畫活動相片 

 

     

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灣埤守護小尖兵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小朋友正在撿垃圾 

 

     

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灣埤守護小尖兵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小朋友正在分享成果 

 



松梅國民小學辦理「99年度海洋生物博物館」海洋學校計畫活動相片 

 

      

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灣埤守護小尖兵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老師與小朋老師與小朋老師與小朋老師與小朋友正在驗收成果 

 

      

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灣埤守護小尖兵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yes！我的最多啦！ 

 



松梅國民小學辦理「99年度海洋生物博物館」海洋學校計畫活動相片 

 

     

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歡唱卡拉 OK～海湖歌曲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和朋友聚在一起唱歌，真是快樂。 

 

       

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歡唱卡拉 OK~海湖歌曲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和朋友聚在，真是快樂。 

 



松梅國民小學辦理「99年度海洋生物博物館」海洋學校計畫活動相片 

 

               

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灣埤守護小尖兵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學習單學習單學習單學習單 

 

               

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灣埤守護小尖兵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學習單學習單學習單學習單 

 



松梅國民小學辦理「99年度海洋生物博物館」海洋學校計畫活動相片 

 

                 

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灣埤守護小尖兵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學習單學習單學習單學習單 

 

       

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灣埤守護小尖兵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學習單公佈在佈告欄學習單公佈在佈告欄學習單公佈在佈告欄學習單公佈在佈告欄 

 



松梅國民小學辦理「99年度海洋生物博物館」海洋學校計畫活動相片 

 

      

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牛挑灣社區的信仰中心--「龍安宮」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家長解說龍安宮的歷史及由來 

 

       

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實地參訪實地參訪實地參訪實地參訪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哥哥哥哥倆好，看到垃圾就要撿起來哦！ 

 



松梅國民小學辦理「99年度海洋生物博物館」海洋學校計畫活動相片 

 

      

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實地參訪實地參訪實地參訪實地參訪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製作組婊簡易風箏 

 

       

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實地參訪實地參訪實地參訪實地參訪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製作組婊簡易風箏 

 



松梅國民小學辦理「99年度海洋生物博物館」海洋學校計畫活動相片 

 

      

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實地參訪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放風箏 

 

       

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實地參訪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放風箏 

 



松梅國民小學辦理「99年度海洋生物博物館」海洋學校計畫活動相片 

 

 

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藝文活動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製作海洋風情畫情形 

 

       

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藝文活動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製作海洋風情畫情形 

 



松梅國民小學辦理「99年度海洋生物博物館」海洋學校計畫活動相片 

 

      

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藝文活動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製作海洋風情畫情形 

 

       

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藝文活動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製作海洋風情畫情形 

 



松梅國民小學辦理「99年度海洋生物博物館」海洋學校計畫活動相片 

 

 

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藝文活動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製作海洋風情畫情形 

 

      

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藝文活動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製作海洋風情畫情形 

 



松梅國民小學辦理「99年度海洋生物博物館」海洋學校計畫活動相片 

 

 

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藝文活動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彩繪校園圍牆情形 

 

       

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藝文活動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彩繪校園圍牆情形 

 



松梅國民小學辦理「99年度海洋生物博物館」海洋學校計畫活動相片 

 

     

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藝文活動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彩繪校園圍牆情形 

 

       

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藝文活動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彩繪校園圍牆情形 

 



松梅國民小學辦理「99年度海洋生物博物館」海洋學校計畫活動相片 

 

       

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藝文活動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彩繪校園圍牆情形 

 

       

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藝文活動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彩繪校園圍牆情形 



松梅國民小學辦理「99年度海洋生物博物館」海洋學校計畫活動相片 

 

      

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校外教學～鰲鼓溼地生態之旅 

說說說說明明明明：：：：撈魚蝦 

 

       

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校外教學～鰲鼓溼地生態之旅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走，要去划船了。 

 



松梅國民小學辦理「99年度海洋生物博物館」海洋學校計畫活動相片 

 

      

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校外教學～鰲鼓溼地生態之旅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哇！船在動了，真是好玩！ 

 

       

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校外教學～鰲鼓溼地生態之旅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快點！他們的船在前面！ 

 



松梅國民小學辦理「99年度海洋生物博物館」海洋學校計畫活動相片 

 

      

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校外教學～鰲鼓溼地生態之旅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手工藝製作！ 

 

       

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校外教學～鰲鼓溼地生態之旅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手工藝製作！ 

 



松梅國民小學辦理「99年度海洋生物博物館」海洋學校計畫活動相片 

 

       

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校外教學～鰲鼓溼地生態之旅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手工藝製作！ 

 

     

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校外教學～鰲鼓溼地生態之旅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美食時間～海之嚮宴！  

 



松梅國民小學辦理「99年度海洋生物博物館」海洋學校計畫活動相片 

 

      

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校外教學～鰲鼓溼地生態之旅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參觀生態館！ 

 

      

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校外教學～鰲鼓溼地生態之旅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參觀生態館！ 

 



松梅國民小學辦理「99年度海洋生物博物館」海洋學校計畫活動相片 

 

 

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校外教學～鰲鼓溼地生態之旅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觀看溼地情形 

 

 

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校外教學～鰲鼓溼地生態之旅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觀看溼地情形。 

 



松梅國民小學辦理「99年度海洋生物博物館」海洋學校計畫活動相片 

 

 

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校外教學～鰲鼓溼地生態之旅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溼地附近的生態環境 

 

       

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校外教學～鰲鼓溼地生態之旅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溼地附近的生態環境 

 



松梅國民小學辦理「99年度海洋生物博物館」海洋學校計畫活動相片 

 

 

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校外教學～鰲鼓溼地生態之旅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溼地附近的生態環境 

 

       

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校外教學～鰲鼓溼地生態之旅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溼地附近的生態環境 

 



松梅國民小學辦理「99年度海洋生物博物館」海洋學校計畫活動相片 

 

      

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校外教學～鰲鼓溼地生態之旅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我在做什麼？你知道嗎？（挖蛤蜊） 

 

       

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校外教學～鰲鼓溼地生態之旅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悠悠的坐萫船，讓陣陣涼風吹來 

 



松梅國民小學辦理「99年度海洋生物博物館」海洋學校計畫活動相片 

 

           

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校外教學～鰲鼓溼地生態之旅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驗收成果。 

 

       

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校外教學～鰲鼓溼地生態之旅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悠閒地的坐萫船，讓陣陣涼風吹來，真是一大享受！ 

 



    

    

    

【【【【海洋學校海洋學校海洋學校海洋學校】】】】計劃問卷調查計劃問卷調查計劃問卷調查計劃問卷調查    

序號序號序號序號    問卷題目問卷題目問卷題目問卷題目    答題答題答題答題    

1111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99999999    

2222    學校名稱學校名稱學校名稱學校名稱：：：：        松梅國民小學松梅國民小學松梅國民小學松梅國民小學    

3333    縣市縣市縣市縣市：：：：        嘉義縣嘉義縣嘉義縣嘉義縣    

4444    核准與否核准與否核准與否核准與否？（？（？（？（ˇ̌̌̌、、、、××××    ））））    vvvv    

5555    申請金額申請金額申請金額申請金額：：：：    56448564485644856448    

6666    自籌款自籌款自籌款自籌款：：：：    2132213221322132    

7777    申請其它補助款申請其它補助款申請其它補助款申請其它補助款：：：：    0000    

8888    申請申請申請申請金額金額金額金額：：：：    0000    

9999    核准金額核准金額核准金額核准金額比例比例比例比例：：：：    96.4%96.4%96.4%96.4%    

10101010    申請者身份申請者身份申請者身份申請者身份？？？？((((教師教師教師教師、、、、組長組長組長組長、、、、主任主任主任主任、、、、校長校長校長校長))))    主任主任主任主任    

11111111    教學領域教學領域教學領域教學領域：：：：((((ˇ̌̌̌        ××××) ) ) )         

    社學社學社學社學    vvvv    

    語文語文語文語文    vvvv    

    社會社會社會社會    vvvv    

    藝術與人文藝術與人文藝術與人文藝術與人文    vvvv    

    健康與體育健康與體育健康與體育健康與體育    vvvv    

    自然與生活科技自然與生活科技自然與生活科技自然與生活科技    vvvv    

    綜合與領域綜合與領域綜合與領域綜合與領域    vvvv    

    其他其他其他其他        

12121212    學校總班級數學校總班級數學校總班級數學校總班級數：：：：    6666    

13131313    學校總人數學校總人數學校總人數學校總人數：：：：    161161161161    

14141414    偏遠學校偏遠學校偏遠學校偏遠學校？？？？    是是是是、、、、否否否否 ( ( ( (ˇ̌̌̌        ××××) ) ) )     vvvv    

15151515    學校是否臨海學校是否臨海學校是否臨海學校是否臨海？？？？是是是是、、、、否否否否（（（（ˇ̌̌̌        ××××））））    vvvv    

16161616    學校位置學校位置學校位置學校位置：：：：((((ˇ̌̌̌        ××××) ) ) )         

    北部地區北部地區北部地區北部地區        

    中部地區中部地區中部地區中部地區        

    南部地南部地南部地南部地區區區區    vvvv    

    東部地區東部地區東部地區東部地區        

    外島地區外島地區外島地區外島地區        

    離島地區離島地區離島地區離島地區        



17171717    學校層級學校層級學校層級學校層級：：：：((((ˇ̌̌̌        ××××) ) ) )         

    國中國中國中國中        

    國小國小國小國小    vvvv    

18181818    參與年級參與年級參與年級參與年級：：：：((((ˇ̌̌̌        ××××) ) ) )         

    低年級低年級低年級低年級    vvvv    

    中年級中年級中年級中年級    vvvv    

    高年級高年級高年級高年級    vvvv    

19191919    活動場次活動場次活動場次活動場次：：：：    6666    

20202020    參與人數參與人數參與人數參與人數：：：：    161161161161    

21212121    執行日期執行日期執行日期執行日期：：：：((((ˇ̌̌̌        ××××) ) ) )         

    2222----6666月月月月    vvvv    

    9999----12121212月月月月        

22222222    外聘學術專家人數外聘學術專家人數外聘學術專家人數外聘學術專家人數：：：：        

23232323    外聘社區專家人數外聘社區專家人數外聘社區專家人數外聘社區專家人數：：：：        

24242424    家長參與人數家長參與人數家長參與人數家長參與人數：：：：    20202020    

25252525    參與教師人數參與教師人數參與教師人數參與教師人數：：：：    12121212    

26262626    戶外教學場次戶外教學場次戶外教學場次戶外教學場次：：：：    6666    

27272727    戶外教學地點戶外教學地點戶外教學地點戶外教學地點：：：：        

    海岸海岸海岸海岸        

    溪邊溪邊溪邊溪邊    vvvv    

    河流河流河流河流        

    溼地溼地溼地溼地    vvvv    

    其他其他其他其他    vvvv    

28282828    校內教學場次校內教學場次校內教學場次校內教學場次：：：：        

29292929    資訊融入教學資訊融入教學資訊融入教學資訊融入教學？？？？是是是是、、、、否否否否（（（（ˇ̌̌̌        ××××））））    vvvv    

30303030    單元活動數目單元活動數目單元活動數目單元活動數目？？？？        

31313131    課程內容參考資料來源課程內容參考資料來源課程內容參考資料來源課程內容參考資料來源?(?(?(?(ˇ̌̌̌        ××××) ) ) )         

    網路網路網路網路    vvvv    

    書籍書籍書籍書籍    vvvv    

32323232    自編教材與否自編教材與否自編教材與否自編教材與否？？？？是是是是、、、、否否否否（（（（ˇ̌̌̌        ××××））））    vvvv    

33333333    融入本位課程與否融入本位課程與否融入本位課程與否融入本位課程與否((((ˇ̌̌̌        ××××))))    vvvv    

34343434    學習單份數學習單份數學習單份數學習單份數：：：：    5555    

35353535    教案份數教案份數教案份數教案份數：：：：    4444    

36363636    補充教材提供補充教材提供補充教材提供補充教材提供？？？？是是是是、、、、否否否否（（（（ˇ̌̌̌        ××××））））    vvvv    



37373737    與海洋或海岸接觸與否與海洋或海岸接觸與否與海洋或海岸接觸與否與海洋或海岸接觸與否？？？？是是是是、、、、否否否否（（（（ˇ̌̌̌        ××××））））    xxxx    

38383838    與河流或河岸接觸與否與河流或河岸接觸與否與河流或河岸接觸與否與河流或河岸接觸與否？？？？是是是是、、、、否否否否（（（（ˇ̌̌̌        ××××））））    vvvv    

39393939    教學方式教學方式教學方式教學方式：：：：((((ˇ̌̌̌        ××××) ) ) )         

    戶外活動戶外活動戶外活動戶外活動    vvvv    

    動手做動手做動手做動手做    vvvv    

    實驗實驗實驗實驗        

    競賽競賽競賽競賽    vvvv    

    討論課程討論課程討論課程討論課程    vvvv    

    培訓培訓培訓培訓        

40404040    是否有非營利組織參與是否有非營利組織參與是否有非營利組織參與是否有非營利組織參與？？？？是是是是、、、、否否否否（（（（ˇ̌̌̌        ××××））））    xxxx    

41414141    是否有本館專業人員參與是否有本館專業人員參與是否有本館專業人員參與是否有本館專業人員參與？？？？是是是是、、、、否否否否（（（（ˇ̌̌̌        ××××））））    xxx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