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會前通知】110 年度全國海洋教育成果觀摩暨教師研習會議(視訊) 

 

您好： 

感謝您參與 110年度全國海洋教育成果觀摩暨教師研習會議，會議資訊如下(說明較長，敬請撥冗閱

讀)： 

 

一、會議基本資訊 

1.110年度全國海洋教育成果觀摩暨教師研習會議 

★會議時間：110 年 8月 19日(星期四)上午 11時至下午 4時 30分。（10:30開放登入） 

★會議視訊連結(microsoft teams)： 

https://teams.microsoft.com/l/meetup-join/19%3aOaK749FLR97O6t4Otrl9mUwc-atdgDEXbTar-vOa

ukw1%40thread.tacv2/1629091056966?context=%7b%22Tid%22%3a%22032d1799-b109-43d9-85b9-7ad

598bee5e2%22%2c%22Oid%22%3a%2225fa0fc1-bd1d-4aef-b942-17f238693388%22%7d 

2. microsoft teams使用說明： 

★手機版一定要下載軟體：

https://www.microsoft.com/zh-tw/microsoft-teams/group-chat-software，電腦網頁版參與者只

要有會議連結，以「瀏覽器方式」輸入名字就可以參加會議，如果要分享撥放影片聲音，則需要使用

teams電腦版應用程式並於分享畫面時勾選「包含系統音訊」。 

 

 

https://teams.microsoft.com/l/meetup-join/19%3aOaK749FLR97O6t4Otrl9mUwc-atdgDEXbTar-vOaukw1%40thread.tacv2/1629091056966?context=%7b%22Tid%22%3a%22032d1799-b109-43d9-85b9-7ad598bee5e2%22%2c%22Oid%22%3a%2225fa0fc1-bd1d-4aef-b942-17f238693388%22%7d
https://teams.microsoft.com/l/meetup-join/19%3aOaK749FLR97O6t4Otrl9mUwc-atdgDEXbTar-vOaukw1%40thread.tacv2/1629091056966?context=%7b%22Tid%22%3a%22032d1799-b109-43d9-85b9-7ad598bee5e2%22%2c%22Oid%22%3a%2225fa0fc1-bd1d-4aef-b942-17f238693388%22%7d
https://teams.microsoft.com/l/meetup-join/19%3aOaK749FLR97O6t4Otrl9mUwc-atdgDEXbTar-vOaukw1%40thread.tacv2/1629091056966?context=%7b%22Tid%22%3a%22032d1799-b109-43d9-85b9-7ad598bee5e2%22%2c%22Oid%22%3a%2225fa0fc1-bd1d-4aef-b942-17f238693388%22%7d


縣市與會人員名稱請輸入【XX縣市-姓名】，負責簡報者請輸入【XX縣市-姓名-簡報者】，長官及委

員請輸入【單位-姓名】，等候工作人員將您通過進入會議室。名稱需與報名名單(詳如附件)一致俾

利核對，請勿使用綽號或英文等暱稱。 

3. 活動流程 

日期 時間規劃 活動內容 備註 

110年 
8月 
19日 

(星期四) 

10：30~11：00 視訊會議前上線準備  

11：00~11：10 開場-序幕影片 遊歷蘭海短片欣賞 

11：10-11：20 
長官致詞 

(大合照) 

國教署蕭奕志副組長 

宜蘭縣教育處謝麗蓉副處長 

臺灣海洋教育中心張正杰主任 

 

宜蘭縣 
11：20-12：00 

短講 

主講人：吳靖國教授 

講題：「迎接新挑戰：邁向海洋教育

2.0」 

 

12：00-13：00 午餐休息  

13：00~13：10 評選流程說明、評審介紹  

13：10~14：40 線上簡報（上半場） 

簡報順序： 

1.新北市 2.台北市 3.桃園市 4.

臺中市 5.臺南市 6.高雄市 7.基

隆市 8.宜蘭縣 9.新竹縣 10.苗

栗縣 11.彰化縣 

14：40~14：50 中場休息  

14：50~16：20 線上簡報（下半場） 

簡報順序： 

12.南投縣 13.雲林縣 14.嘉義縣 

15.屏東縣 16.臺東縣 17.花蓮縣 

18.澎湖縣 19.新竹市 20.嘉義市 

21.金門縣 22.連江縣 

16：20~16：30 委員代表結語  

16：30 散會  

 

4.活動注意事項： 

★為利活動順利進行，於活動進行中請不要自行開啟您的麥克風，除非必要勿傳送文字訊息，若有任

何疑問或狀況可於 LIEN群組中回報及詢問。 

★中午 12:00-13:00為午餐休息時間，請與會者自行用餐，可繼續留在會議室或離開後再次返回。 

★評選相關： 

(1)評選方式為每一縣市線上簡報 5分鐘，評審委員提問與回應 2分鐘（每縣市由一位委員提問一個

問題，評分表及委員安排請參閱附件）。 

(2)因簡報者分享畫面後，會看不到會議室畫面，建議簡報時旁邊要有伙伴協助檢視簡報是否順利呈

現，並安排臨時斷線之預備簡報者。 

(3)評選時由中心工作人員計時並出聲引導，範例如下： 

A.「請新北市進行 5分鐘簡報，並請 XXX委員準備提問，臺北市及桃園市請準備。」 

B.「簡報時間剩下 1分鐘。」 



C.「簡報時間結束。」（當聽見工作人員指示時，請盡快結束簡報。） 

D.「請 XXX委員進行提問並請新北市回應，時間為 2分鐘。」 

E.「回應時間結束。接下來請臺北市進行 5分鐘簡報，並請 XXX委員準備提問，桃園市及臺中市請準

備。」 

(4)本年度因採線上視訊方式進行評選，故無法於活動結束前公布評選結果，評選結果報部後由國教

署統一公告並頒發獎狀。 

★長官致詞結束後請開啟您的視訊鏡頭一起拍攝大合照。 

 

二、彩排會議資訊： 

1.彩排時間：110 年 8月 18日(星期三)下午 13時 30分。（13:00開放登入） 

2.會議視訊連結(microsoft teams)：請注意彩排與正式活動連結不同 

https://teams.microsoft.com/l/meetup-join/19%3aOaK749FLR97O6t4Otrl9mUwc-atdgDEXbTar-vOa

ukw1%40thread.tacv2/1629090871210?context=%7b%22Tid%22%3a%22032d1799-b109-43d9-85b9-7ad

598bee5e2%22%2c%22Oid%22%3a%2225fa0fc1-bd1d-4aef-b942-17f238693388%22%7d 

3.彩排流程： 

時間 內容 

13:00 開放登入 

13:30 開幕影片撥放測試，評審委員音訊及連線測試，講座簡報測試 

14:00 各縣市簡報者測試簡報、音訊及連線狀況，原則上依照評選順序進行，若有晚到者先跳

過，不用完全講完5分鐘，測試簡報各頁均可順利撥放完成即可。 

4. 請多加利用彩排提前測試音訊、連線狀況及簡報操作，各縣市簡報者請務必參加彩排，並建議彩

排與正式活動使用相同的設備。 

5. 進入彩排會議室時請輸入【XX縣市-姓名】，負責簡報者請輸入【XX縣市-姓名-簡報者】，長官

及委員請輸入【單位-姓名】，等候工作人員將您通過進入會議室。名稱需與報名名單(詳如附件)一

致俾利核對，請勿使用綽號或英文等暱稱。 

6. 彩排過程中若有疏漏或問題回報，歡迎提出或利用 LINE群組詢問。 

 

三、本活動設有 LINE群組，請與會成員加入，活動前及活動當日若有任何問題可隨時於群組內提出。

活動當日如需電話聯繫克蕾建議撥打手機 0910-216012。 

 

https://line.me/R/ti/g/1M2BclOwR6 

 

四、本活動提供教師研習時數 4 小時，不頇簽到簽退（由工作人員紀錄上線狀況），會議後若需補核

https://teams.microsoft.com/l/meetup-join/19%3aOaK749FLR97O6t4Otrl9mUwc-atdgDEXbTar-vOaukw1%40thread.tacv2/1629090871210?context=%7b%22Tid%22%3a%22032d1799-b109-43d9-85b9-7ad598bee5e2%22%2c%22Oid%22%3a%2225fa0fc1-bd1d-4aef-b942-17f238693388%22%7d
https://teams.microsoft.com/l/meetup-join/19%3aOaK749FLR97O6t4Otrl9mUwc-atdgDEXbTar-vOaukw1%40thread.tacv2/1629090871210?context=%7b%22Tid%22%3a%22032d1799-b109-43d9-85b9-7ad598bee5e2%22%2c%22Oid%22%3a%2225fa0fc1-bd1d-4aef-b942-17f238693388%22%7d
https://teams.microsoft.com/l/meetup-join/19%3aOaK749FLR97O6t4Otrl9mUwc-atdgDEXbTar-vOaukw1%40thread.tacv2/1629090871210?context=%7b%22Tid%22%3a%22032d1799-b109-43d9-85b9-7ad598bee5e2%22%2c%22Oid%22%3a%2225fa0fc1-bd1d-4aef-b942-17f238693388%22%7d
https://line.me/R/ti/g/1M2BclOwR6


時數請再將必要資料（身分證字號等）提供宜蘭縣南安國中團隊。 

 

  



附件一、出席名單 

長官及評審委員 

姓名 單位 職稱 

張正杰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主任 

吳靖國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教授 

宋祚忠 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 評審委員 

陳勇輝 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 評審委員 

郭兆偉 社團法人台灣海洋環境教育推廣協會 評審委員 

葉庭光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海洋環境科技所 評審委員 

張詠斌 國立中山大學海洋科學系 評審委員 

        

縣市 姓名 單位 職稱 

宜蘭縣 謝麗蓉 教育處 副處長 

宜蘭縣 黃湘媛 課發科 科長 

宜蘭縣 江宛如 課發科 承辦人 

宜蘭縣 吳殷宏 宜蘭縣蘇澳鎮縣立南安國中 校長 

宜蘭縣 姚宗呈 宜蘭縣三星鄉縣立三星國小 校長 

宜蘭縣 方俊欽 宜蘭縣頭城鎮縣立大溪國小 校長 

宜蘭縣 徐博正 宜蘭縣壯圍鄉縣立壯圍國小 校長 

宜蘭縣 郝德天 宜蘭縣三星鄉縣立三星國小 教師 

宜蘭縣 劉如旻 宜蘭縣蘇澳鎮縣岳明國小 教務主任 

宜蘭縣 廖婉秀 宜蘭縣蘇澳鎮縣立馬賽國小 教師兼組長 

宜蘭縣 劉文正 宜蘭縣蘇澳鎮縣立育英國小 教導主任 

宜蘭縣 林穎秀 宜蘭縣蘇澳鎮縣立南安國小 教師 

宜蘭縣 賴友梅 宜蘭縣蘇澳鎮縣立南安國中 教務主任 

宜蘭縣 潘志豪 宜蘭縣蘇澳鎮縣立南安國中 教師 

宜蘭縣 洪曉威 宜蘭縣礁溪鄉縣立礁溪國小 教師 

花蓮縣 林春梅 花蓮縣花蓮市縣立北濱國小 教師 

花蓮縣 陳明華 花蓮縣花蓮市縣立明恥國小 教師 

花蓮縣 王錦懋 花蓮縣花蓮市縣立國風國中 教師 

花蓮縣 李國華 花蓮縣新城鄉縣立康樂國小 主任 

花蓮縣 蔣淑芳 花蓮縣新城鄉縣立康樂國小 校長 

南投縣 王淑卿 南投縣南投市縣立營盤國小 主任 

南投縣 陳聖如 南投縣南投市縣立營盤國小 教師 

南投縣 程珮瑀 南投縣魚池鄉縣立明潭國中 教導主任 

南投縣 林杏霏 南投縣魚池鄉縣立明潭國中 校長 

屏東縣 趙錫清 屏東縣東港鎮縣立海濱國小 校長 

屏東縣 林傳傑 屏東縣林邊鄉縣立仁和國小 總務主任 

屏東縣 許馨頻 屏東縣恆春鎮縣立墾丁國小 教師 

屏東縣 張簡雅芬 屏東縣琉球鄉縣立白沙國小 教導主任 

屏東縣 許淑媛 屏東縣琉球鄉縣立白沙國小 代理教師 

屏東縣 郭文敬 屏東縣鹽埔鄉縣立彭厝國小 屏東縣政府教育處調用教師 



苗栗縣 陳長峰 苗栗縣竹南鎮縣立海口國小 教務主任 

苗栗縣 林子豪 苗栗縣竹南鎮縣立海口國小 教師 

苗栗縣 李秋煌 苗栗縣竹南鎮縣立海口國小 教師兼訓育組長 

桃園市 姜禮琪 桃園市埔頂國小 校長 

桃園市 徐大川 桃園市永安國小 校長 

桃園市 徐永相 桃園市永安國小 教導主任 

桃園市 楊淑玫 桃園市永安國小 輔導主任 

桃園市 陳淑君 桃園市永安國小 教務組長 

高雄市 顏君竹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科長 

高雄市 徐淑芬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股長 

高雄市 羅振宏 高雄市立七賢國中 校長 

高雄市 黃美雲 高雄市立七賢國中 主任 

高雄市 柯盛洋 高雄市立前鎮國中 校長 

高雄市 陳辛慶 高雄市立前鎮國中 主任 

高雄市 陳宗慶 高雄市立五福國中 校長 

高雄市 江佩芳 高雄市立五福國中 主任 

高雄市 王俊哲 高雄市立鹽埕國中 校長 

高雄市 李育錡 高雄市立鹽埕國中 主任 

高雄市 林廉傑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商借教師 

高雄市 鄭宇佑 高雄市立鹽埕國中 專任助理 

高雄市 黃聖楷 高雄市立五福國中 專任助理 

基隆市 林金山 基隆市中山區市立中山高中 主任 

基隆市 吳哲銘 基隆市中山區市立港西國小 校長 

基隆市 車志愷 基隆市中正區市立八斗國小 組長 

基隆市 潘建祿 基隆市中正區市立八斗國小 教師兼總務主任 

基隆市 林育任 基隆市中正區市立八斗國小 教師 

基隆市 陳永裕 基隆市中正區市立中正國中 合格專任教師 

基隆市 莊士杰 基隆市中正區市立和帄國小 校長 

基隆市 林立庭 基隆市仁愛區市立銘傳國中 教師 

基隆市 簡秀玲 基隆市安樂區市立建德國小 教師 

基隆市 許繼哲 基隆市安樂區市立建德國中 教師 

基隆市 黃毓杏 基隆市暖暖區市立八堵國小 教師 

基隆市 吳雨潔 基隆市政府教育處課程教學科 科長 

基隆市 沈思吟 基隆市政府教育處課程教學科 商借教師 

基隆市 張育晏 基隆市中正區市立八斗國小 專案人力 

基隆市 蔡惠茵 基隆市中正區市立八斗國小 專案人力 

基隆市 趙蕙芬 暖西國小 校長 

基隆市 陳國基 暖西國小 主任 

連江縣 曹玉舫 連江縣北竿鄉縣立中山國中 訓導組長 

連江縣 陳其光 連江縣北竿鄉縣立中山國中 教師 

連江縣 林國欽 連江縣北竿鄉縣立中山國中 主任 



連江縣 蕭建福 連江縣北竿鄉縣立中山國中 校長 

連江縣 陳翠玲 連江縣東引鄉縣立東引國(中)小 主任 

連江縣 王禮民 連江縣東引鄉縣立東引國中(小) 校長 

連江縣 劉碧雲 連江縣莒光鄉縣立東莒國小 校長 

雲林縣 黃明旋 雲林縣四湖鄉縣立三崙國小 校長 

雲林縣 陳柏元 雲林縣四湖鄉縣立三崙國小 教導主任 

雲林縣 黃鈴雅 雲林縣四湖鄉縣立三崙國小 組長 

雲林縣 陳乃愿 雲林縣四湖鄉縣立三崙國小 教務組長 

雲林縣 歐紓貝 雲林縣政府教育處專員 專員 

雲林縣 王思捷 雲林縣戶外與海洋教育中心 專案人力 

雲林縣 吳育寧 雲林縣戶外與海洋教育中心 專案人力 

新北市 李帅安 新北市教育局工程及環境教育科 科長 

新北市 田如君 新北市教育局工程及環境教育科 股長 

新北市 許佳榕 新北市教育局工程及環境教育科   

新北市 顏端佑 新北市三重高級中學 教師 

新北市 張麗秋 新北市貢寮區和美國民小學 校長 

新北市 吳耀郎 新北市貢寮區和美國民小學 主任 

新北市 黃中良 新北市立三芝國民中學 校長 

新北市 黃鈞蕙 新北市立三芝國民中學 主任 

新北市 張錦霞 新北市萬里區野柳國民小學 校長 

新北市 林愛玲 新北市八里區青潭國民小學 校長 

新北市 黃家裕 新北市石門區市立老梅國小 新北市澳底國小校長 

新北市 許恒禎 新北市新泰國小 校長 

新竹市 張品珊   科長 

新竹市 許慶恭 新竹市新竹市市立青草湖國小 校長 

新竹市 賴香君 新竹市新竹市市立青草湖國小 新竹市青草湖國小教務主任 

新竹市 陳芃均 新竹市新竹市市立青草湖國小 主任 

新竹市 江至正 新竹市新竹市市立青草湖國小 資訊組長 

新竹市 陳怡茹 新竹市新竹市市立頂埔國小 學務主任 

新竹市 許鶴齡 新竹市新竹市市立青草湖國小 教學組長 

新竹市 陳雅珮 新竹市新竹市市立東園國小 教師 

新竹市 謝婉廷 新竹市新竹市市立青草湖國小 合格專任教師 

新竹市 涂靜娟 新竹市新竹市市立富禮國中 新竹市富禮國中校長 

新竹市 葉明智 新竹市新竹市市立富禮國中 主任 

新竹縣 簡淑玲 新竹縣政府教育處學管科 商借教師 

新竹縣 余媛宜 新竹縣竹北市縣立豐田國小 校長 

新竹縣 尤舜弘 新竹縣竹北市縣立豐田國小 教導主任 

新竹縣 殷開雯 新竹縣竹北市縣立豐田國小 教務組長 

新竹縣 鄭宜旻 新竹縣竹北市縣立豐田國小 訓導組長 



新竹縣 呂紀嬋 新竹縣竹北市縣立豐田國小 中心助理 

新竹縣 莊佩珊 新竹縣竹北市縣立豐田國小 中心助理 

嘉義市 李淑旗 嘉義市嘉義市市立大業國中 教務主任 

嘉義市 盧心雨 嘉義市嘉義市市立大業國中 專任教師 

嘉義市 楊宗明 嘉義市興嘉國小 專案辦公室輔導員 

嘉義縣 劉秀惠     

嘉義縣 詹光霖 嘉義縣朴子市縣立祥和國小 主任 

嘉義縣 張家瑜 嘉義縣朴子市縣立祥和國小 教師 

嘉義縣 陳姿秀 嘉義縣朴子市縣立祥和國小 代理教師 

嘉義縣 洪詩楣 嘉義縣朴子市縣立祥和國小 合格專任教師 

彰化縣 洪士訓 彰化縣二林鎮縣立二林國小 課程督學 

彰化縣 江威儒 彰化縣線西鄉縣立線西國中 學務主任 

彰化縣 顏禎毅 彰化縣線西鄉縣立線西國中 組長 

彰化縣 許毅貞 彰化縣線西鄉縣立線西國中 校長 

臺中市 楊寬福 臺中市南屯區市立黎明國小 主任 

臺北市 曾振富 臺北市大安區臺北市大安區金華國民小學 校長 

臺北市 劉秀玉 臺北市北投區臺北市北投區關渡國民小學 代理教師 

臺北市 林淑華 臺北市北投區臺北市北投區關渡國民小學 臺北市北投區關渡國小 

臺北市 戴佑安 臺北市北投區臺北市北投區關渡國民小學 海洋教師 

臺北市 盧主峰 臺北市北投區臺北市北投區關渡國民小學 海洋教師 

臺北市 游鴻池 臺北市松山區臺北市松山區松山國民小學 校長 

臺東縣 林月貞 臺東縣東河鄉縣立都蘭國小 教導主任 

臺東縣 殷重順 臺東縣東河鄉縣立都蘭國小 學務組長 

臺東縣 林志文 臺東縣東河鄉縣立都蘭國小 總務主任 

臺東縣 顏雅嵐 臺東縣東河鄉縣立都蘭國小 教務組長 

臺東縣 羅治鈞 臺東縣長濱鄉縣立竹湖國小 校長 

臺東縣 許益華 臺東縣綠島鄉縣立公館國小 主任 

臺東縣 李怡均 臺東縣綠島鄉縣立公館國小 訓導 

臺東縣 高志翔 臺東縣綠島鄉縣立公館國小 校長 

臺南市 黃懷慧 臺南市南區喜樹國民小學 校長 

臺南市 陳育生 臺南市立柳營國民中學 校長 

臺南市 許德文 臺南市鹽水區岸內國民小學 校長 

臺南市 林志政 臺南市安帄區億載國民小學 校長 

臺南市 邱馨慧 臺南市安帄區西門實驗小學 教師 

臺南市 陳妍樺 臺南市政府教育局 科長 

臺南市 張世緯 臺南市政府教育局 股長 

臺南市 蔡東杰 臺南市政府教育局 助理員 

澎湖縣 蘇啟昌 澎湖縣政府教育處 處長 



澎湖縣 蔡瑞全 澎湖縣政府教育處 科長 

澎湖縣 蔡秀滿 澎湖縣政府教育處 調用教師 

澎湖縣 林妍伶 澎湖縣馬公市風櫃國民小學 校長 

澎湖縣 徐雅琦 澎湖縣馬公市風櫃國民小學 海資人員 

澎湖縣 李雅雯 澎湖縣馬公市風櫃國民小學 海資人員 

金門縣 許維民     

金門縣 董倫如     

金門縣 黃文華     

金門縣 游以仁     

金門縣 王光明     

        

工作人員 

姓名 單位 職稱 

趙秀怡 臺灣海洋教育中心 助理研究員 

張凱婷 臺灣海洋教育中心 助理 

吳佩珊 臺灣海洋教育中心 助理 

張妍羚 臺灣海洋教育中心 助理 

游蓁 臺灣海洋教育中心 助理 

陳克蕾 臺灣海洋教育中心 助理 

 

  



附件二、線上簡報評分表 

編

號 

縣市 

名稱 

評分 

 

評語或建議 

佔總評選 35% 

線上簡報及問答 

（滿分為 100） 
1. 線上簡報(5分鐘) 
2. 評審提問與回答(2分鐘) 

1 
新北市 

提問：宋祚忠委員 
  

2 
臺北市 

提問：陳勇輝委員 
  

3 
桃園市 

提問：郭兆偉委員 
  

4 
臺中市 

提問：葉庭光委員 
  

5 
臺南市 

提問：張詠斌委員 
  

6 
高雄市 

提問：宋祚忠委員 
  

7 
基隆市 

提問：陳勇輝委員 
  

8 
宜蘭縣 

提問：郭兆偉委員 
  

9 
新竹縣 

提問：葉庭光委員 
  

10 
苗栗縣 

提問：張詠斌委員 
  

11 
彰化縣 

提問：宋祚忠委員 
  

 

  



編

號 
縣市名稱 

評分 

 

評語或建議 

佔總評選 35% 

線上簡報及問答 

（滿分為 100） 
1. 線上簡報(5分鐘) 
2. 評審提問與回答(2分鐘) 

12 南投縣 

提問：陳勇輝委員 

  

13 雲林縣 

提問：郭兆偉委員 

  

14 嘉義縣 

提問：葉庭光委員 

  

15 屏東縣 

提問：張詠斌委員 

  

16 臺東縣 

提問：宋祚忠委員 

  

17 花蓮縣 

提問：陳勇輝委員 

  

18 澎湖縣 

提問：郭兆偉委員 

  

19 新竹市 

提問：葉庭光委員 

  

20 嘉義市 

提問：張詠斌委員 

  

21 金門縣 

提問：宋祚忠委員 

  

22 連江縣 

提問：陳勇輝委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