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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活動項目(名稱)：         海洋文化自然美感特色課程遊學路線              

 

活動

目的 

(一) 協助全市師生瞭解海洋文化與自然內涵，發展海洋美感特色課程。 

(二) 辦理城鄉之參訪交流活動，領略不同地域海洋文化、自然風貌。 

(三) 透過體驗課程及實地踏察，瞭解浩瀚海洋文化、自然之美。 

參加

對象 
本市各區學校提出申請，每校 

參加親師生至多 40位。 

活動時間 107年 12月 6日（星期四）及 12月 7日（星

期五） 

 

 

 

 

 

 

活動

方式 

 

 

 

 

 

 

一、美感特色遊學課程提供本市 6條遊學路線，每條遊學路線提供 2所學校參加(共計 12

所學校)，全程為走訪遊學場域之人文自然美感特色資源，進行深度學習之旅。每

條路線均安排講師(種子教師)及助理講師ㄧ位，負責帶領師生訪察行程。 

二、僅受理網路報名，有意願參與本計畫之學校須於 10月 19日(五)17:00前至指定網址

https://goo.gl/forms/VebIuLqdUFAHViZg1 填寫表單提出申請。表單填寫內容應包

含參與遊學基地提供之特色遊學課程及活動前之課程準備(授課領域及時間)。 

三、活動前之課程準備：學校應請帶隊教師利用相關資源蒐集遊學場域之地理位置及周邊

環境等資料，並配合美感教育融入領域課程中，擇一節課進行活動前之先備知識教

授。 

四、活動完畢後，遊學學校於 12月 03日(一)前提出紙本成果報告送交七賢國中教務處，

並將電子檔寄至 demi2811@gmail.com。成果報告內容至少應包括活動照片、教師意

見回饋、學生參與心得（得以學習單或相關作業取代），以深化活動學習效益。 

五、錄取通知：依照選擇路線意願及各行政區核定 1校為原則，錄取先後順序為特偏、偏

遠、臨海、山區、一般學校。錄取學校由本市海洋教育資源中心工作小組召開會議

討論決議。 

六、遊學路線內容： 

（一） 

鼓山區 

海洋文化美感特

色課程遊學路線 

時間 活動內容 

8:00～9:30 啟程、報到 

9:30～12:00 哈瑪星海洋文化探訪－英國領事館 

12:00～13:00 午餐及休息 

13:00～14:30 
高雄港站（鐵道故事館）、武德殿、西

子灣一號船渠 

14:30～ 快樂賦歸 

（二） 

旗津區 

海洋文化美感特

色課程遊學路線 

時間 活動內容 

8:00～9:30 啟程、報到 

9:30～12:00 
星光步道、天后宮、旗津砲台、旗津燈

塔 

12:00～13:00 午餐及休息 

13:00～14:30 
陽明海洋探索館參訪或 DIY課程石膏板

雕模、海之味手工餅乾 

14:30～ 快樂賦歸 

（三） 時間 活動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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茄萣區 

海洋文化美感特

色課程遊學路線 

8:00～9:30 啟程、報到 

9:30～12:00 茄萣溼地、彈塗魚生態復育區 

12:00～13:00 午餐及休息 

13:00～14:30 興達港漁港探訪、海巡署參訪 

14:30～ 快樂賦歸 

（四） 

彌陀區 

海洋自然美感特

色課程遊學路線 

時間 活動內容 

8:00～9:30 啟程、報到 

9:30～12:00 漯底山尋奇、探訪泥火山 

12:00～13:00 午餐及休息 

13:00～14:30 彌陀海岸巡禮、虱目魚丸體驗 

14:30～ 快樂賦歸 

（五） 

梓官區 

海洋自然美感特

色課程遊學路線 

時間 活動內容 

8:00～9:30 啟程、報到 

9:30～12:00 援中港濕地探索、與招潮蟹紅樹林有約 

12:00～13:00 午餐及休息 

13:00～14:30 漁港風情與海洋經濟導覽解說 

14:30～ 快樂賦歸 

（六） 

林園區 

海洋自然美感特

色課程遊學路線 

時間 活動內容 

8:00～9:30 啟程、報到 

9:30～12:00 清水嚴踏察及參訪 

12:00～13:00 午餐及休息 

13:00～14:30 
林園海洋濕地公園－倒立水母生態導

覽 

14:30～ 快樂賦歸 
 

活動

效益

(質性

或量

化描

述) 

課程發展： 

路線一： 

    1.介紹哈瑪星地區古今變化與發展簡史。 

    2.至代天宮了解海洋與信仰的緊密關聯。 

    3.步行至英國領事館，走訪英國領事官邸。 

    4.到打狗鐵道故事館探查哈瑪星人文與經濟發展的蹤跡。 

路線二： 

    1.踏查旗后砲台。 

    2.認識高雄燈塔。 

    3.進行手工餅乾製作。 

路線三： 

    1.坐舢筏出遊二仁溪，看二仁溪脫胎換骨， 

    2.踏查白砂崙及茄萣濕地進行深度生態之旅， 

    3.拜訪海巡署興達漁港安檢所，了解海防重要任務。 

路線四： 

    1.漯底山尋奇，認識泥火山及惡地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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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彌陀海岸巡禮，領略彌陀區海洋風貌。 

    3.虱目魚丸體驗，發現彌陀區在地特產。 

路線五： 

    1.參觀園中港濕地。 

    2.台灣招潮蟹簡報解說及生態環境介紹。 

    3.參觀梓官區漁會漁獲保存及運輸作業流程。 

    4.地方產業特色 DIY製作。 

路線六： 

    1.林園海洋溼地公園認識倒立水母。 

    2.清水寺歷史巡禮。 

    3.林園紅樹林生態區探訪自然。 

    4.龍蟠洞隧道探險。 

教學實踐： 

路線一： 

    1.參與團隊能結合課堂所學，親眼見證高雄港與周邊地區之古今變化。 

    2.從代天宮一窺在地民間信仰與海洋緊密連結。 

    3.在英國領事館領略舊時洋樓建築的特色與巧思，以及清末台灣貿易發展。 

    4.到武德殿了解日本殖民時期哈瑪星地區的人文發展。 

    5.至鐵道故事館體驗高雄經濟發展與鐵道歷史沿革。 

路線二： 

    1.介紹旗后砲台的興建由來與建築特色。 

    2.介紹高雄燈塔的興建由來與建築特色。 

    3.親身體驗壓模製作手工餅乾 6塊，新奇好玩。 

路線三： 

    1.參與之親師生能領略海洋文化之美，坐舢筏出遊二仁溪，看二仁溪脫胎換骨，岸邊

的彈塗魚復育區，隻隻熱鬧的向孩子們打招呼，小小水梨跤也直挺挺的迎著風雨矗

立著，孩子們學到了保護環境的重要。 

    2.看似安靜的溼地，其實處處蘊藏著豐沛的動植物生命活力，孩子上完課後，期待著

冬天時再來尋訪「黑皮」。 

    3.踏訪海巡署安檢所，了解海防重要任務，海巡署身負著海防安全，一天 24 小時待

命，保衛海岸安全。 

路線四： 

    1.透過探訪漯底山，認識最接近海濱的泥火山及惡地形。 

    2.透過參訪彌陀區漁會及彌陀漁港，提升學生海洋教育基本知能。 

    3.透過 DIY體驗製作捏虱目魚丸過程，發現海洋文化的有趣與多元。 

路線五： 

    1.參觀援中港濕地，清楚濕地功能與在環境境中所扮演的角色。 

    2.認識台灣招潮蟹種類及生存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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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認識地方產業特色與魚貨運輸儲藏流程。 

    4.體認目前沿海環境所遭遇到的困境，並尋求解決改善方案。 

路線六： 

    1.認識倒立水母的特殊生態與輻射型結構。 

    2.從清水寺的歷史一窺林園地區人文發展。 

    3.認識紅樹林特殊生長機制及生態互動。 

    4.到龍蟠洞看大自然展現粗獷之美，十足體會高雄海洋生態彌足珍貴之情。 

研發成果： 

路線一：  

   參與之親師生實地走訪哈瑪星地區，了解海洋與當地人生活互動密切，  

   從民間信仰、建築特色、歷史發展與經濟活動，體會高雄的發展與海洋  

   息息相關，進而珍惜海洋、以海洋首都為榮。  

路線二：  

   藉由旗津古蹟巡禮，能瞭解先人來臺進駐高雄之初的艱苦過程，感受高  

   雄海洋首都之文化底蘊，並以身為高雄市民為榮。  

路線三：  

   1.坐舢筏出遊二仁溪，看二仁溪脫胎換骨，讓孩子們學到了環境與人之間   

唯有和平共處才能雙贏，人類才有更美好的環境可安身立命。  

   2.了解茄萣濕地候鳥，迎黑面琵鷺來過冬，看似安靜的溼地，其實處處蘊  

   藏著豐沛的動植物生命活力，孩子上完課後，期待冬天時再來尋訪「黑

皮」。  

   3.踏訪海巡署安檢所，了解海防重要任務。  

路線四：  

   1.參與之親師生能瞭解海洋文化與自然內涵。  

   2.透過體驗課程及實地踏察，瞭解彌陀區海洋文化自然之美。  

路線五：  

   1.參與師生均能體認濕地的重要性與當前所面能的生態問題。  

   2.認識地方產業特色  

   3.正視海洋環境問題，並尋求適當的保護機制。  

   4.在產業與生態之間取得平衡。  

路線六：  

   1.參與親師生認識倒立水母，欣賞其特有姿態之美。  

   2.藉由清水寺的歷史介紹，認識當地人文發展。  

   3.親身體驗紅樹林生態之美，進而發揮愛惜紅樹林之精神。  

其他 

1.遊學活動希望能多讓學生親身體驗，分組解說，能讓活動更精采。  

2.行前有課程解說活動安排，學生在導覽解說時，更能清楚所見所學，強化

學習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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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檢討

與建

議 

路線一： 

    1.一日遊學活動以步行探訪為主，參與之親師生尚在體力負荷範圍，但對於部分體力

較差之國小學童可能有些微吃力，所幸十二月初的高雄溫度適中、氣候宜人，未來

部分行程可搭配交通工具，用多元方式體驗高雄之美。 

路線二： 

   1.本次時間又延後至 12 月，天氣溫度適宜，但是當天霧霾嚴重。就氣溫

而言，明年可以考慮還是利用這個時間。  

   2.本次活動加入了學生製作手工餅乾，對於學生來說，是ㄧ種新體驗，效果與反應

都不錯。 

路線三： 

   1.行程內容豐富，建議到達時間務必準時，以增加學生自由探索學習的時

間。  

路線四： 

   1.捏虱目魚丸時可以提供口罩，這樣比較衛生。  

   2.學生喜歡玩沙子，在海灘的時間可以安排多一點。  

   3.戶外活動天氣比較熱，可以提供飲品給學生，增進活動的參與度。  

路線五： 

   1.參觀漁會拍賣場前，可事先解釋說明拍賣流程及拍賣術語，有助於學生

更清楚明白整個魚獲販售流程。  

路線六： 

   1.可提早課程開始時間，挑重點特色加深介紹，並適度預留探索時間供學

生自由學習。  

 

活  動  花  絮 

  

照片說明：在英國領事館文化園區介紹高雄

貿易發展  

照片說明：藉由模型講解舊時哈瑪星地區的

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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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說明：實地走訪英國領事館古道 照片說明：介紹武道館的成立與用途 

  
照片說明：砲台多變化的磚塊鋪設 照片說明：二級古蹟─砲台大門介紹 

  
照片說明：旗津古蹟建築解說 照片說明：穿過星空隧道觀覽壯闊海景 

  

照片說明：忠孝國小認識漯底山泥火山 照片說明：南成國小認識彌陀漁港 



7 
 

  

照片說明：忠孝國小認識漯底山惡地形 照片說明：南成國小體驗虱目魚丸 DIY 

 

 

 

 

 

 

照片說明：認識古早漁民捕魚方法! 照片說明：探訪彈塗魚棲息濕地 

 

 

 

 

 

 

 

 

照片說明：探訪紅樹林步道 照片說明：海巡署安檢所工作體驗 

  

照片說明：12/6參訪援中濕地。 照片說明：援中濕地參訪。 



8 
 

  

照片說明：漁會拍賣場解說流程。 照片說明：手做 DIY。 

  

照片說明：在林園濕地公園觀察倒立水母 照片說明：認識林園傳統產業「槺榔掃帚」 

  

照片說明：專心聆聽清水寺歷史介紹 照片說明：認識林園特有產業與農產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