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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學甲足跡  

 

計    畫 活化校舍「百年學甲，e展風華」 整合教學資源空間「追夢魚 游於藝」 

階    段 97年 98年 99年 100 年 

方    式 除舊佈新 風華再現 魚躍龍門 學藝在我甲 

階    段 壹 貳 参 肆 

實施目標 
確認目標 

引起動機 

資源整合 

分工合作 

師生用心 

成效提升 

師生快樂互動學習 

學生提供優質服務 

使用策略 成立核心小組 引進社區資源 
學校特色 

資訊結合 

特色課程 

資訊結合 

精緻化教學 

產出型服務 

目標期程

工作重點 

   

  

課程的統整（資訊融入教學） 

產學合作資源（廣達文教基金會、

網奕資訊科技、圓展科技公司等） 

活化舊廚房，再造追夢魚館 

追夢魚悠游 

百年學甲，e展風華 

悠游於藝、藝鳴驚人、鼓動學甲、鈴響北門、笛

傲南瀛、資冠全台、英揚國際、跨閱世紀、樂活

人生、游藝未來、頑皮黑皮 GO！、OK！魚丸、薪

火傳藝、農情米藝等特色課程整合及服務產出。 

 

貳、緣起  

  學甲國小以【追夢魚悠遊】為主題，發展出結合地方生態與特色的課程，榮獲教育部 97

年及 98年活化校舍空間暨發展特色學校方案優等獎；99年以【追夢魚躍龍門】為主題，在

本校師生共同努力深耕之下，不但再次獲得教育部肯定，參加 Travel Learning 遊學台南--

創意遊學經營獎活動競賽亦榮獲臺南縣特優，師生在藝文、健體、資訊、語文、自然科技等

方面的表現逐漸嶄露頭角，包括直笛、十鼓、扯鈴等團隊，或是英語、科展、小小解說員等

各項競賽均出類拔萃，深得各界好評，除了台灣麥克雜誌專刊報導，亦獲得公共電視台「台

灣囝仔讚」節目專題製作播出。 

    99年我們做到了對孩子們的承諾：「親愛的！我們把博物館搬回學校了」，一共辦理 6場

的主題展覽，吸引超過 2000 人次以上參觀人潮，成效卓著；100年我們將以「學藝在我甲」

為目標，整合校內外豐富多元的教學資源空間，增加動靜態表演舞台，發展精緻化特色課程，

深耕與發掘學生潛能，培養孩子們優質且帶得走的藝能，包括說唱、表演、生活等說得到做

得出的能力，拓展學甲囝仔無比的自信與非凡的成就，讓社區家長確信「學藝就要是學甲」。 

 

参、計畫目的 

一、藉由校園空間設計，將學校空間做多元化的應用，並與社區資源做結合，彼此互惠

共存，以開創新的視野和行動，提高本校校舍附加價值。 

二、以特色突破發展困境，藉由教師社群團隊的努力，協助社區整合特色資源，規劃相

關學習課程，活化校舍空間，建立永續校園環境，型塑「學藝在我甲」的優質品牌。 

三、整合本校現有閒置及戶外空間，建置主題館區網頁導覽，並與成大博物館合作建置

學甲教育博物館群，包含追夢魚展覽館、百年教育資料館、龍門公共藝術帶、魚悅



 

台南縣學甲國民小學                           3                                   教師社群團隊 

書屋、追夢魚英語村等五大主題生活學習展覽館區；另外，與綠手指、尋祕桑田及

農糧署合作開發濱海植物園區、築夢園有機農場、農情米藝水田作物區等三大主題

自然生態園區，營造多元學習空間，開放特色學習館區，提升本校空間資源價值。 

四、結合產官學建立夥伴關係，讓學校變成整合社區資源的要角，並提供社區特色參觀

與體驗學習處所，形成全國最佳藝文學習中心。 

五、追夢魚游於藝-「學」藝在我「甲」計畫概念圖： 

 

 

 

 

 

 

 

 

 

 

 

【學甲特色建立架構圖】 

 

 

 

 

  

 

 

 

 

 

肆、資源運用：追夢魚游於藝-「學」藝在我「甲」計畫發展面向架構圖 

 

 

 

 

 

 

 

 

 

 

 

濱海藝文逗陣行 
校園公共藝術、民俗藝術

十鼓及扯鈴體驗、直笛教

學、蜈蚣陣、魚悅書屋 

追夢魚英語生活 
食衣住行育樂醫療保險

等六大主題空間學習

館、伯利恆文教基金會、

LiveABC 互動學習網 

濱海文化巡禮 
慈濟宮解說、葉王交趾

陶、烏鴉落洋穴、鴿鳥揹

苓、學甲國小校史室 

濱海經濟生態體驗 
台灣鯛養殖場、虱目魚生

態、頑皮世界、錦鯉之鄉、

紅蝦港生態保護區、種稻體

驗、香草植物培植與應用 

體驗 e起學教師社群團隊 
95~98 年台南縣教師多媒體競賽

榮獲特優，96～97GreaTeach 全國

競賽榮獲社會領域組優等。98 台

南縣辦理教育部教學卓越獎獲優

等獎。全國創新科技教學十大典

範學校。99台南縣創意遊學獎特

優及教育部社區多功能學習中心 

追夢魚游於藝 

「學」藝在我「甲」 

3.擴散機制：『與追夢魚共遊』遊學計畫。 

2.分享機制：學甲教育博物館(追夢魚展覽館、百年

校史館、室外公共藝術館、追夢魚英語村)建置計畫； 

學甲自然生態園區（濱海植物園區、築夢園有機農

場、農情米藝水田作物區）建置計畫；主題網站。 

1.教學機制：建構特色課程計畫。 

4.整合機制：校外資源整合計畫。 

社

區

營

造 

課

程

統

整 

主動尋求伙伴 

與成大博物館合作建

置學甲教育博物館 

與農糧署合

作建置學甲

自然生態園

區 

 
教育素材 

特色課程 

主題網站 

體驗素材 

學甲特色 

產業特色 發展學甲 

1.遊學 

2.交流 

3.觀光 

4.分享 

教育情境規劃 

異業結盟 

學甲鎮公所、農會 

學甲慈濟宮 

綠手指生態協會 

南瀛養殖協會 

南瀛生態旅遊協會 學甲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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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週邊社區特性：處處是生態、時時是課程。 

本校鄰近自然資源極為豐富，北邊除了擁有急水溪出海口生態保護區、益華

養鯛場、錦鯉之鄉、林兆善鰻魚場、頑皮世界動植物園區，東邊有天仁工商、真理

大學二所大專院校之社團支援，以及學甲慈濟宮、學甲藝文推進會、學甲分局等社

區教學支援外，還有本校濱海生態植物園區、有機香草植物園區、大智樓公共藝術

帶、學甲國小校史室等解說教學區。目前學甲國小實施的本位課程就是與社區建立

夥伴關係，建構特色教學課程。 

二、環境資源條件：天時、地利、人和兼備，正整裝待發中。 

環境條件 條   件   說   明 

天  時 透過整合教學資源空間計畫與學甲慈濟宮、台灣鯛魚苗繁殖場建立合作關

係，並由本校的教師社群團隊協助研發相關課程，建立推廣課程活動。 

地  利 本校校地寬廣，發展空間足夠，延聘本土藝術家裝置公共藝術帶，型塑沿

海鹽分地帶精神，保存學甲地方藝文特色；與綠手指環保團體合作，栽植

濱海原生植物，作為濱海植物示範推廣教育園區；『百年校史文物館』是

本校最具特色的景點，內部陳列台灣百年教育相關文物及老照片，是研究

臺灣教育最重要的據點；追夢魚館定期主題展是深度學習最佳場域。 

人  和 與地方產業及鎮公所達成共識，讓學甲國小成為推展地方特色的教學單

位，並由本校的教師團隊進行相關的教學資源整合及協助推廣工作 

三、諮詢顧問人力與異業結盟：引進社會和社區具專長人士，共同推展完成計畫。 

諮詢類別 諮   詢   對   象 

生態顧問 
荒野保護協會李偉文理事長、益華養鯛場董事長邱益華、林兆善鰻魚場董

事長林兆善、頑皮世界董事長徐崇雄、南瀛生態旅遊協會洪秋蓮總幹事。 

社區顧問 
學甲鎮公所農業課長陳博文、學甲慈濟宮董事長周尚德、學甲藝文推進會

理事長莊秋情、伯利恆文教基金會甘惠忠神父、廣益虱目魚丸店李崇實。 

環境顧問 
台南大學教授兼環生學院院長鄭先祐教授、台南藝術大學教授兼主任秘書

曾旭正教授、海墘營文史工作室總幹事鄭慶凰、藝術家楊明忠老師。 

課程顧問 
台南大學副校長尹玫君教授、學務長林瑞榮教授、彩繪藝術家李宗賢先

生、十鼓擊鼓團謝十團長、廣達文教基金會楊琇月執行長。 

 

伍、追夢魚游於藝-「學」藝在我「甲」計畫與整合社區資源成果 

一、學甲特色統整-以導覽地圖方式呈現，讓來旅遊學甲鎮的遊客可以人手一張，更深

入的瞭解學甲鎮的特色，下一階段將預計發展學甲鎮產業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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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甲特色教學資源統整-結合資訊團隊，以教學網站方式呈現，收錄學甲特色的教  

學導覽資源，建立分享機制。 

                 

 
台灣鯛教育資源網站 

 
學甲農作教育資源網站 

 
學甲鎮特色教育資源網站 

三、學甲國小特色教學資源統整-形塑學甲國小特色，導覽手冊建立及小小解說員的培

訓活動，並整合學甲國小的學校特色。 

 

        四、結合報章雜誌網站行銷與紀錄學甲追夢魚系列活動 

   

台灣麥克雜誌第 44期介紹本校特色課程及遊學路線，歡迎大家一起與追夢魚共遊。 

   

國語日報介紹稻草編課程 自由時報介紹化石展 自由時報介紹種稻體驗 

分享成果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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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實施內容 

一、體驗課程推動架構 

 

 

 

 

 

 

 

 

 

 

 

 

 

 

 

 

 

 

 

 

 

 

 

 

 

 

 

 

 

 

 

 

 

二、推動之學習課程內容規劃設計 

規劃方向 規   劃   內   容 

行政長期規劃 

1.擬定多元發展計畫   2.建構教學網路分享平台   3.成立教材研發中心   

4.協助教師專業成長   5.學校特色及願景訂定     6.建置成果展演空間 

7.建立社區夥伴聯盟   8.協助社區環境生態保育 

 

 

追夢魚

游於藝 

「學」

藝在我

「甲」 

 

校內特

色課程 

校外特

色課程 

課程名稱 體驗課程內容 結合領域 

游藝未來 益華養鯛場教學體驗課程 

錦鯉之鄉教學體驗課程 

兆善鰻魚場教學體驗課程 

保生飼料場教學體驗課程 

自然、藝文 

頑皮黑皮 

GO！ 

頑皮世界動植物教學課程 

黑琵保育中心教學課程 

自然、綜合 

招夕相處 沿海溪流生態體驗（招潮

蟹、彈塗魚、紅樹林等） 

自然、社會 

健體、綜合 

OK！魚丸 虱目魚丸製作教學課程 自然、綜合 

薪火傳藝 慈濟宮傳統藝術教學（交趾

陶、剪黏、寺廟彩繪等） 

藝文、綜合

社會、自然 

農情米藝 學童種稻體驗課程 

稻草人及草編製作課程 

自然、藝文

社會、綜合 

 

學甲教育

博物館群 

與追夢魚

共遊遊學

活動 

成果展現 

課程名稱 體驗課程內容 結合領域 

悠游於藝 環保紙漿追夢魚製作課程 

魚拓及魚網編織創作課程 

藝文、自然 

藝鳴驚人 追夢魚館主題展解說培訓 

龍門公共藝術帶解說培訓 

百年校史文物館教學課程 

語文、藝文

社會、綜合 

鼓動學甲 十鼓鼓術教學與展演課程 健體、綜合 

鈴響北門 扯鈴民俗教學與展演課程 健體、綜合 

笛傲南瀛 直笛教學與展演課程 藝文、綜合 

資冠全台 樂高機器人教學課程 

資訊科技應用教學課程 

自然、資訊 

英揚國際 國際英語學習中心課程 

華裔青年英語學習營 

語文、自然

社會、綜合 

跨閱世紀 魚悅書屋閱讀課程 

海洋動態影音館課程 

語文、自然

藝文、綜合 

樂活人生 樂活運動站教學課程 

攀岩知識與體驗課程 

健體、綜合 

花園物語 濱海植物園區教學課程 

有機香草植物教學與應用 

自然、綜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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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教材規劃 

1.利用資訊融入推動計畫的課程規劃，將『台灣鯛』、『台灣教育百年展』的  

  課程設計延伸發展，進而作為本校『學校本位課程』發展的依據。 

2.建立『台灣鯛』、『台灣教育百年展』的數位教材，並利用追夢魚展覽館等 

  活化空間，結合社區資源進行專題的展示，協助推廣社區特色。 

3.以產官學合作為核心，延伸學生及社區民眾的學習內容，推出相關課程讓 

  學甲國小轉型為社區的學習中心。 

4.建立遊學機制，將所建立之課程特色分享給更多的人，讓身在學甲鎮鎮民 

  以學甲鎮人為榮，促進學甲產業經濟發展。 

課程內容設計 

1.以生態為導向--發展生態與本土教育的學校本位課程與活動設計。 

2.發展原鄉踏查—結合藝術人文等領域，進行社區資源調查與課程設計。 

3.遊學方式推廣—小小導覽員暨生態解說員的培訓及遊學活動的推展。 

 

＊特色課程實施地點與內容： 

    
有機香草培植體驗 追夢魚魚拓課程 鳴蟲導覽解說培訓 環保紙漿製作課程 

    
社區家長導覽解說 龍門花園英語學習 追夢魚館主題展解說 百年校史館導覽解說 

    
虱目魚丸製作體驗 葉王交趾陶館解說 手抄紙製作課程 濱海自然生態體驗 

    
鐵馬遊學甲活動 保生飼料場參訪學習 益華養鯛場教學體驗 學甲農會草編課程 

 

三、課程層面及相關主題內涵 

課程主軸 策略 作法 

校內 

特色課程 

1.教師專長的培養 

2.校內課程的整合 

1.教材研發中心協助數位資源的建置 

2.教師社群團隊協助教師專業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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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學生解說能力的培訓 

4.課程語文能力的培養 

3.教師與學生進行生態資源的踏查與建置 

4.學校濱海植物生態環境的營造 

5.學校小小導覽員的培訓計畫 

6.教學歷程與成果共享平台之建立 

7.追夢魚展示館的作品呈現 

8.結合社區議題，七大領域課程實施教學 

9.提升教師專業的解說能力 

10.帶領學生進行課程資料的研究 

校外 

特色課程 

1.學校社區資源的整合 

2.學校社區互惠合作 

3.提供遊學方案進行推廣 

4.提供專題特色展覽空間 

1.社區台灣鯛、慈濟宮……等資源調查 

2.專長人力資源整合運用 

3.聘請相關專業人士進行培訓活動 

4.設置相關網站 

5.社區導覽員培訓 

6.成立學甲教育展覽館群 

7.特色產業與教育結合並進行相關的包裝行銷 

 

柒、實施方式 

ㄧ、實際運作人力與教學措施 

（一）行政方面：1.多溝通並給支持        2.學校人力規劃與後勤支援 

3.協助洽談合作事宜      4.規劃『遊學計畫』相關需求設施 

（二）課程方面：1.規劃社區特色課程      2.設計『遊學計畫』內容 

3.設計多元的學習活動    4.規劃特色展覽空間 

（三）教學方面：1.採產官學資源整合模式  2.藉由教師團隊提升教學專業 

                3.教學與展覽雙軌進行，遊學部分利用寒暑假或假日辦理。 

（四）其    他：安排『教師專業研究』、『課程研討』的共同時間。 

二、學習之型態或方式：  

（一）「與追夢魚共遊」遊學計畫：結合社區資源規劃『濱海文化巡禮』、『濱海自然

生態發展體驗』、『濱海藝文逗陣行』……等遊學路線。採主題式導覽與教學產

出活動，並依狀況做彈性安排。 

（二）學藝在我甲：結合語文、社會、自然等領域教學建構八大主題展館區相關課程，

學習多元藝術技能。 

       （三）遊學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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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日遊行程： 

第一天：相見歡探索學甲秘密花園(校園導覽) 十鼓樂無窮午餐休息機器 

          人對抗大賽（或十鼓、扯鈴教學）紅蝦港生態遊(或錦鯉之鄉、頑皮 

          世界)與追夢魚共眠。 

第二天：參觀學甲慈濟宮暨葉王交趾陶館農會虱目魚丸 DIY（或草編）虱目 

          魚大餐參觀魚苗養殖場參觀水產及飼料加工廠賦歸。 

一日遊行程： 

相見歡探索學甲秘密花園(校園導覽) 農會虱目魚丸 DIY虱目魚大餐參觀

學甲慈濟宮暨葉王交趾陶館參觀魚苗養殖場有機香草茶及香草鬆餅 DIY賦歸 

※ 以上行程傴供參考，預約團體若欲增刪，請事先通知，以利規劃安排。 

※ 雨天時紅蝦港自然生態遊戶外觀賞課程更改為室內追夢魚 DIY或樂活運動，讚！ 

       （四）參加人員：對於本計畫規劃課程活動有興趣者均可報名參加，弱勢家庭由本計

畫經費專案補助相關活動費用。 

       （五）實施成效 

 

  98.08.25 台南縣 98年度教師自製教學媒體競賽榮獲全縣特優。 

 98.08.27 榮獲海洋教育學校網頁評選全縣第一名。 

 98.10.05 榮獲音樂比賽直笛合奏國小全縣乙組第一名。 

 98.10.19 榮獲全國十大資訊科技創新教學典範學校。 

 98.12.22 參加 98年本國語言領域創意閱讀教學活動榮獲全縣特優。 

 98.12.25 參加 98年精進教學計畫生活課程在地化教案競賽榮獲全縣特優。  

 99.01.22 榮獲教育部 99 年整合校園教學空間資源方案甄選甲等。 

 99.01.26 本校榮獲台南縣推動國民中小學校外教學資源整合及獎勵案特優。 

 99.02.09 本校參加 98 學年度「體育衛生保健」聯合訪視，榮獲體育特優。 

 99.04.22 參加南瀛盃民俗體育錦標賽榮獲男子扯鈴雙人組第一名。 

 99.06.05 五丙陳勝箖參加縣長盃語文競賽榮獲全縣字音字形組第二名。  

 99.09.14 參加 99年度閱讀績優學校評鑑榮獲全縣優等第一名。 

 99.11.23 林家熠同學參加 2010台南縣鳥「水雉之美﹞寫生比賽榮獲低年級組第二名。 

 98.12.10 本校榮獲直笛比賽全縣乙組第一名。 

＊因獲獎項目眾多，傴羅列與「學藝在我甲」相關課程縣級以上比賽特優或前二名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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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預期效益： 

一、辦理體制內學校遊學制度，創新學校之經營模式。 

二、增加鄉村學童之人際互動機會，培養主動學習及發表展演能力，展現其自信與成就。 

三、響應教育部之創意遊學，讓民眾了解在地特色、產業特色、歷史人文、自然生態、

鄉村景色等，逐步推展至全國。 

四、透過在地文化特色，規劃藍海課程，打造「學藝在我甲」的特色學校。 

五、實踐「地方產業課程化、特色課程產業化」，締造學校新價值與學校經營邊際效益。 

玖、經費需求： 

預算項目 預算細目金額 計算方式 金額 備註 

A.人事費： 

 專家學者出席、諮詢費 1000元/人次*6人次 6,000 課程與環境資訊 

外聘講師費 1600元/人時*10人時 16,000 志工、老師增能訓練 

講師費（內聘） 800元/人時*23人時 18,400 學生研習訓練及活動講師 

臨時工作人力 98元/人時*200人時 19,600  

小計 60,000 7.5％ 

B.業務費： 

 相關圖書費 一式 10,000 參考資料、書籍等 

影印印刷費 一式 30,000 資料影印 

海報、宣傳品 一式 30,000 海報、宣傳品 

成果印製 一式 15,000 成果印製 

佈置費 一式 10,000 說明會、教師增能研習及活動 

餐點、茶水費 一式 15,000 餐點、茶水、便當費用 

民俗技藝暨材料採購 一式 48,000 含相關課程材料訂購 

雜支費用 一式 12,000  

小計 170,000 21.25％ 

C.差旅費： 

 差旅費 10,000 10,000 參加創意遊學相關研習、會議 

小計 10,000 1.25％ 

經常門總計 240,000 30％ 

D.新建、修繕費： 

 遊藝廣場舞台建造 一式 98,000 舞台設計及牆面大圖輸出 

 游藝廣場遮陽棚建造 一式 95,000 學生表演廣場遮陽設施 

 築夢園有機農場工程 一式 72,000 第二期農場規劃設計及施作 

 百年校史館二期工程 一式 198,000  

 民俗藝術展覽館工程 一式 97,000 十鼓及扯鈴教學體驗館 

 小計 560,000 70％ 

資本門總計 560,000 50％ 

總      計 800,000 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