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海洋學校」計畫申請表 

申請時間： 100 年  1  月  20  日                    

填 表 人 / 聯 絡 人 
計 畫 名 稱 我們的河-大甲溪 

姓 名 林佩佩 

電 話 0963-107188 
申 請 學 校 臺中市神岡區神岡國小 

傳 真 04-25619804 

e-mail skpplin@gmail.com 

選教學領域 

□語文 □社會 □數學藝術與

人文□健康與體育 環境教育 

自然與生活科技 綜合活動 

教學主題 

□ 潮間帶 □生態主題教學 

溪流河口生態主題教學  

□溼地生態主題教學 

地 址 429 

台中市神岡區神圳

路 1 號 

活動目的 

及依據 

1. 認識中部的母親之河-大甲溪，瞭解河流對人民的重要性。 

2. 探索大甲溪生態及觀察環境遭受汙染實況。 

3. 讓學生瞭解愛護環境是每一個人的責任，並進而珍惜環境資

源。 

4. 依 100 年度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海洋學校」補助申請計畫要

點辦理。 

辦理單位 
主辦 

單位 

國立 

海洋生物博物館 

承辦 

學校 

臺中市神岡區 

神岡國民小學 

活動期程 
3 月 1  日～ 

6 月 30 日止 

預估 

人數 
450 活動場次 15 

活動單元 6 項 教案 1 份 學習單      5  份 

參加年級 一到六年級 
活動

地點 
神岡國小各班教室、大甲溪支流 

學校鄰近 

海邊 
請ˇ選  □是    否 全校班級數 36 

活動方式及

內容 

1. 透過社區探索，認識家鄉生態環境與水文、地理、人文的關係。 

2. 透過在地學習方式，認識家鄉的溪流生態。 

3. 將家長納入教學群，以班親會模式或協同教學模式，辦理實地

探索活動。 



4. 以主題探索及觀察記錄作方式，讓學生探討人類對生態的破

壞，外來種對本土生態的影響，及保育的重要性。 

5. 以語文、藝術與人文創作等方式，多元評量學生學習效果。 

預期效果 

1. 認識河川的發源與流域。 

2. 認識家鄉的河流特色。 

3. 認識家鄉河流流域常見的動植物。 

4. 認識台灣國寶魚-櫻花鉤吻鮭。 

5. 能發現河川污染的種種問題。 

6. 能運用美術及書法技巧，完成各項延伸創作。 

7. 能培養愛惜水資源的態度，減少環境污染。 

8. 透過了解、親近，能了解生態保育的重要，培養學生愛護自然

生態的態度。 

9. 指導學生學習自然觀察的方法，並培養觀察自然的興趣。 

10.能認識家鄉的溪流環境與生態，能體會環境保育的重要性、與

自身的密切關係，讓愛家愛鄉的情懷落實於家庭教育中。 

11.透過網路學習的情境中，更能有效引導學生去探索、體驗、思

考、建構自己的知識，使知識與生活相結合，來提升欣賞與愛

護自然環境的能力。 

申請單位簡

介（含以往辦

理相關活動成

效） 

1. 創新活化教學，發展班群教學，鼓勵教師研究、創新各項  教

材教法 

2. 積極推展英語教育活動，規劃建置雙語學習環境，提供多元學

習情境，績效卓越。 

3. 推動資訊教育，充實電腦及視聽教學設備，鼓勵資訊融入教

學，提升教學成效。 

4. 積極推動語文及閱讀教育，獲教育部閱讀磐石學校佳績。 

5. 積極鼓勵師生參加各項師生學藝活動比賽，展現學習成果，成

績斐然。 

6. 籌組多元化社團，積極培訓選手，對外比賽成績亮眼。 

7. 擴展學生表演舞台，肯定多元成就，激發兒童潛能，成效良好。 

8. 重視兒童身心健康、積極推動健體教育，培養健康國民。 

9. 積極開發社區人力及資源，協助教育活動，造福本校學子，建

構優質學習環境。。 

10.落實多元智能，激發兒童潛能，創造學生高峰學習經驗 

11.透過體驗、感受等柔性方式，涵養兒童感性情懷，創造處處有

愛的友善校園。 

12.充實教師輔導知能，提昇教師專業能力。 

13.配合縣府推動之各項教育政策，積極協助辦理各項全縣性研習

活動，引進教育新知，有效提昇教師專業能力。 

14.自 94 學年度開始，陸續推行相關海洋教育至今，相關方案獲

得多次全國創意教學獎、教卓等肯定。。 

15.配合台中縣永續環境教育輔導團，辦理多次海洋教育相關工作

坊及教師增能研習。 



課程（演講內

容簡介） 

1. 認識我們的河-大甲溪 

a. 家鄉的生命之河 

b. 大甲溪裡的國寶魚 

2. 魚樂世界 

a. 認識國立海生館資源網 

b. 使用多媒體教材專區之『魚樂世界』單元進行教學 

3. 魚兒樂悠遊 

a. 溪流探索 

b. 外來種的危機 

4. 保育大作戰 

a. 水中遊俠賓果遊戲 

b. 我是生態小尖兵 

5. 拓印留痕玩魚拓 

6. 魚鄉風情畫 

a. 造型飾版彩繪 

b. 水水家族創意畫 

計畫書 
請附上完整計畫書及活動教案（辦理方式、活動流程、活動教案設計表、

活動學習單） 
  



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海洋學校」計畫課程教學計畫書 

     計畫名稱：我們的河-大甲溪 

一、目的 1.認識中部的母親之河-大甲溪，瞭解河流對人民的重要性。 

2.探索大甲溪生態及觀察環境遭受汙染實況。 

3.讓學生瞭解愛護環境是每一個人的責任，並進而珍惜環境

資源。 

二、依據 依 100 年度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海洋學校」補助申請計畫

要點辦理。 

三、辦理學校 臺中市神岡區神岡國民小學 

四、教學對象 一到六年級 

五、教學領域 環境教育、綜合活動、自然與生活科技、藝術與人文 

六、教學梯次 6 單元 15 場次 

七、教學人數 450 人 

八、辦理日期 3 月 1日～6月 30 日 

九、辦理時間 綜合活動、彈性課程 

十、辦理地點 神岡國小各班教室、大甲溪支流 

十一、教學內容 7. 認識我們的河-大甲溪 

a. 家鄉的生命之河 

b. 大甲溪裡的國寶魚 

8. 魚樂世界 

a. 認識國立海生館資源網 

b. 使用多媒體教材專區之『魚樂世界』單元進行教學 

9. 魚兒樂悠遊 

a. 溪流探索 

b. 外來種的危機 

10.保育大作戰 

a. 水中遊俠賓果遊戲 

b. 我是生態小尖兵 

11.拓印留痕玩魚拓 

魚鄉風情畫 

a. 造型飾版彩繪 

b. 水水家族創意畫 

十二、辦理方式 6. 透過社區探索，認識家鄉生態環境與水文、地理、人文

的關係。 

7. 透過在地學習方式，認識家鄉的溪流生態。 

8. 將家長納入教學群，以班親會模式或協同教學模式，辦

理實地探索活動。 

9. 以主題探索及觀察記錄作方式，讓學生探討人類對生態

的破壞，外來種對本土生態的影響，及保育的重要性。 

10.以語文、藝術與人文創作等方式，多元評量學生學習效



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