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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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讀潮間帶、舞出新創意 

姓 名 林麗虹 

電 話 05-3431524 
申 請 學 校 嘉義縣布袋鎮好美國民小學 

傳 真 05-3430310 

e-mail hmes@mail.cyc.edu.tw 

選教學領域 

□̌語文  □社會  □數學  □̌藝術與人文 

□健康與體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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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2 □5 □4 □4   
嘉義縣布袋鎮好美里106號 

活動目的及依據 

一、依據： 

  （一）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 99年 12 月 7日海科字第 0990005013 號函辦理。 

  （二）嘉義縣政府 99年 12 月 10 日府教學字第 0990202361 號函辦理。 

二、目的： 

  （一）增進學生對海洋文化的認識，並培養保存、傳遞及創新的觀念。 

  （二）培養海洋活動的興趣，激發學生愛家、愛鄉、愛國情操。 

  （三）提升學生對海洋相關議題的關心，養成主動觀察、問題解決的能力。 

  （四）落實海洋教育的推展，尊重多元文化，並促進社會和諧。 

  （五）提升欣賞海洋文學、藝術作品的能力，體認海洋文化之美。 

辦理單位 主辦單位 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 承辦學校 嘉義縣布袋鎮好美國民小學 

※活動期程 3月1日~6月30日止 預估人數 61 人 活動場次 2場次（講座） 

活動單元            4 項 教案  4 份 學習單    2 份 

參加年級 一~六年級 活動地點 好美國小、好美生態保護區 

學校鄰近海邊 請ˇ選  □̌是       □否 全校班級數 6班 

活動方式及內容 

（一）與潮間帶有個約會： 

1.認識潮間帶生態：融入自然領域進行潮間帶生態主題教學 

      2.潮間帶生態地圖繪製：學生將已學得的潮間帶生態知識繪製成溼地生態 

地圖。 

（二）童言童語話海洋 

      1.海洋生物童詩創作：融入語文領域，指導學生寫出對海洋生物的體會。 

2.海底總動員：融入語文領域，指導學生藉由了解海底總動員的故事人物

而完成「如果我是…」作文。 



（三）遇見海洋之美 

      1.蚵殼藝術創作：融入藝文領域，指導學生利用社區廢棄的蚵殼作成蚵殼 

項鍊、蚵殼吊飾、蚵殼拼畫、蚵殼藝術品。 

      2.捏塑海洋生物：融入藝文領域，指導學生利用樹脂黏土及陶土雕塑海洋 

生物。 

（四）細數紅樹林生態： 

     1.好美保護區生態簡報製作：指導中、高年級學生製作生態介紹簡報。 

 2.好美保護區生態簡報發表：期末舉行小小解說員簡報成果發表。 

（五）專題講座： 

      1.探索水鳥的秘密：聘請對水鳥生態有深入了解的專家，針對全校師生進 

行水鳥生態解說。 

2.與螃蟹家族做朋友：聘請對螃蟹生態有深入了解的專家，針對全校師生 

進行螃蟹生態解說。 

預期效果 

（一）提昇學生對土地的認同感及鄉土情懷的建立。 

（二）增進學生對海洋文化的了解與認識，以建立廣闊與冒險的胸襟。 

（三）進行好美自然保護區生態的調查及資料蒐集，融入教學，加強學生對家鄉 

及地方特色的認知。 

（四）藉由生態地圖的製作讓學生更了解紅樹林、鳥類、貝類、蟹類豐富且多樣 

的生活習性，並激發出創造力。 

（五）指導學生利用社區特色材料進行美勞作品的創意製作，讓學生有接觸多元 

藝術的機會，並展現學習成果。 

申請單位簡介

（含以往辦理相關

活動成效） 

（一）學校簡介： 

       好美里位於布袋鎮的西南隅，古時候的好美里稱為「魍港」，由於位

居倒風內海出口，漁業地位相當發達且為內陸港口出入必經之地是個相當繁

華的地方，但後來因為急水溪改道洪水沖毀魍佳半島連接陸地對外的出入

口，魍港變成孤島再加上航道淤積，繁華的地位被布袋嘴港所取代。 

虱目魚養殖是本地古老而傳統的行業，居民大多以此維生，利用海水漲 

退潮排注水，而研發出自成一格的傳統式養殖方法。但由於台灣生態日益嚴

重惡化，養殖環境已大不如前，所以嘗試朝多角化經營，養殖吳郭魚、蝦、

蟳、文蛤、烏魚、石斑魚、牡蠣等，也成立虱目魚加工場，製成虱目魚丸、

無刺虱目魚肚、蒲燒虱目魚肚等。 

        內政部於七十四年完成「台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劃」，劃定好美 

寮為沿海自然保護區。好美寮自然保護區內，可發現台灣僅存的四種紅樹林 

植物 （水筆仔、海茄苳、欖李、紅海欖）。此區仍為重要鷺鳥棲息地，推估 

有二至三萬隻的鷺鳥棲息，包括小白鷺、牛背鷺（黃頭鷺）、夜鷺（暗光鳥） 

等三種會在紅樹林內築巢的鷺鳥。保育區內也有多種蟹類- 清白招潮蟹、弧 



邊招潮蟹、雙扇股窗蟹、北方呼喚招潮蟹、和尚蟹…等。 

（二）辦理特色： 

1.指導學生探究紅樹林生態保護區，並擔任小小解說員推廣生態解說校際交 

流活動-曾參與本校遊學計畫單位計有嘉義民雄國小、內埔國小、竹崎國 

小、內甕國小、安靖國小、灣潭國小、成功國小、永興國小、光華國小、 

華南國小、成功國小及台灣海洋環境協會、假日學校活動學員等共約 500 

人次。（本校榮獲嘉義縣 98年度 Travel Learning 遊學嘉義---創意遊學 

經營獎活動特優） 

     

2.本校榮獲教育部活用校舍與發展特色學校計劃甲等；在校園內設計生態模 

擬造景，讓學生學習和自然相處，體會物我共生的道理。 

   

3.校園圍牆彩繪－將原本黯淡的圍牆以油漆彩繪出繽紛多樣的海洋生態，結 

合地方海洋特色，刺激學生視覺藝術欣賞的美感。 

4.規劃海洋生態學習步道－配合鄉土自然環境：紅樹林之特色，在走廊及牆 

面布置海洋生態學習布道，增進孩子對鄉土環境認識並提升自我認同的情 

懷。 

課程（演講內容

簡介） 

（一）探索水鳥的秘密：聘請對水鳥生態有深入了解的專家，針對全校師生進行 

水鳥生態解說。 

（二）與螃蟹家族做朋友：聘請對螃蟹生態有深入了解的專家，針對全校師生進 

行螃蟹生態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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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擬生態池 生態學習步道 創意海洋圍牆 



 

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海洋學校」計畫課程教學計畫書 

              (走讀潮間帶、舞出新創意) 
一、 目的： 

（一）增進學生對海洋文化的認識，並培養保存、傳遞及創新的觀念。 

（二）培養海洋活動的興趣，激發學生愛家、愛鄉、愛國情操。 

（三）提升學生對海洋相關議題的關心，養成主動觀察、問題解決的能力。 

（四）落實海洋教育的推展，尊重多元文化，並促進社會和諧。 

（五）提升欣賞海洋文學、藝術作品的能力，體認海洋文化之美。   

二、 依據： 

（一）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 99 年 12 月 7 日海科字第 0990005013 號函辦理。 

（二）嘉義縣政府 99 年 12 月 10 日府教學字第 0990202361 號函辦理。 

三、 辦理學校：嘉義縣布袋鎮好美國民小學 

四、 教學對象(年級)：一~六年級學生 

五、 教學領域：語文領域、藝術與人文領域、自然與生活科技、綜合活動 

六、 教學人數：61 人 

七、 辦理日期：100.03.01~100.06.30 

八、 辦理地點：好美國小、好美生態保護區 

九、 計畫內容：  

（一）與潮間帶有個約會：融入自然領域課程，讓學生了解潮間帶動植物的

生態，並將所學的內容藉由溼地生態地圖呈現。 

（二）童言童語話海洋：引導學生用文字抒發對所認識的海洋及生態的讚賞 

及發揮創意寫出海洋生物主題的作文。 

（三）遇見海洋之美：配合藝文領域課程及學校特色社團-陶藝課程，讓學生 

捏塑出具特色的海洋生物，並佈置於校園中。 

（四）細數紅樹林生態：利用資訊課程製作生態導覽解說簡報，並培訓小小

解說員進行生態解說。 

（五）專題講座：邀請專家對全校師生進行水鳥及螃蟹生態作專題介紹，讓 

全校師生對海邊生物有更深入的了解。 

十、 辦理方式： 

（一）與潮間帶有個約會： 

         1.認識潮間帶生態：融入自然領域進行潮間帶生態主題教學 

         2.潮間帶生態地圖繪製：學生將已學得的潮間帶生態知識繪製成溼地

生態地圖。 

（二）童言童語話海洋 

         1.海洋生物童詩創作：融入語文領域，指導學生寫出對海洋生物的體 

會。 

2.海底總動員：融入語文領域，指導學生藉由了解海底總動員的故事 

人物而完成「如果我是…」作文。 



  （三）遇見海洋之美 

         1.蚵殼藝術創作：融入藝文領域，指導學生利用社區廢棄的蚵殼作成 

蚵殼項鍊、蚵殼吊飾、蚵殼拼畫、蚵殼藝術品。 

         2.捏塑海洋生物：融入藝文領域，指導學生利用樹脂黏土及陶土雕塑 

海洋生物。 

  （四）細數紅樹林生態 

         1.好美保護區生態簡報製作：指導中、高年級學生製作生態介紹簡報。 

         2.好美保護區生態簡報發表：期末舉行小小解說員簡報成果發表。 

  （五）專題講座： 

         1.探索水鳥的秘密：聘請對水鳥生態有深入了解的專家，針對全校師 

生進行水鳥生態解說。 

         2.與螃蟹家族做朋友：聘請對螃蟹生態有深入了解的專家，針對全校 

師生進行螃蟹生態解說。 

十一、 活動期程：  

十二、 經費概算：詳如附件計畫經費表  

                 月份 
項目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籌組教學團隊，擬訂實施計劃       

主題一：與潮間帶有個約會 
-認識潮間帶生態 

      

主題一：與潮間帶有個約會 
-潮間帶生態地圖繪製 

      

主題二：童言童語話海洋 
-海洋生物童詩創作  

      

主題二：童言童語話海洋 
-海底總動員 

      

主題三：遇見海洋之美 
-蚵殼藝術創作 

      

主題三：遇見海洋之美 
-捏塑海洋生物  

      

主題四：細數紅樹林生態 
-好美保護區生態簡報製作 

      

主題四：細數紅樹林生態 
-好美保護區生態簡報發表 

      

主題五：專題講座 
-探索水鳥的秘密 

      

主題五：專題講座 
-與螃蟹家族做朋友  

      



十三、 預期效應： 

（一）提昇學生對土地的認同感及鄉土情懷的建立。 

（二）增進學生對海洋文化的了解與認識，以建立廣闊與冒險的胸襟。 

（三）進行好美自然保護區生態的調查及資料蒐集，融入教學，加強學生對 

家鄉及地方特色的認知。 

（四）藉由生態地圖的製作讓學生更了解紅樹林、鳥類、貝類、蟹類豐富且 

多樣的生活習性，並激發出創造力。 

（五）指導學生利用社區特色材料進行美勞作品的創意製作，讓學生有接觸 

多元藝術的機會，並展現學習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