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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 108 學年度國民中小學海洋教育資源中心維運計畫 

壹、計畫依據： 

    一、教育部海洋教育政策白皮書及 106-110 年海洋教育執行計畫。 

    二、教育部頒布之「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 

    三、國民中小學精進教學計畫。 

    四、雲林縣政府 107-110 學年度海洋教育發展計畫 

貳、計畫目標： 

一、展現並宣導海洋資源中心執行成果，以資源中心及特色學校力量推展

在地海洋教育，激發教師對海洋教育之重視。 

二、整合縣內各單位、資源中心學校及國教輔導團等資源，扮演海洋教育

資源整合帄臺。 

三、結合國內各大學、社教機構及民間機構規劃跨區策略聯盟，充實並活

絡海洋教育支援網絡及資源共享帄臺。 

四、建置縣內海洋專家人才庫為國中小學校推廣海洋教育諮詢之對象。 

五、學生學習心得投稿，藉由活動激發師生對海洋的熱情。 

六、培訓資源中心小小解說員，激發國中小學生對海洋之重視，並持續關

注海洋議題。 

七、辦理遊學課程，加強校際間海洋教育經驗觀摩及交流研習，提升教師、

學生海洋教育知能，以落實深耕在地海洋教育。 

八、建構具海洋素養之課程與教學，以及協助學校發展教師專業成長。 

叁、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敎育部 

二、主辦單位：雲林縣政府教育處 

三、承辦單位：雲林縣海洋教育資源中心（三崙國小） 

肆、組織編制：雲林縣海洋教育推動小組 

 

組 織 編 制 姓 名 職 稱 現 職 服 務 機 關 機 關 電 話 備 註 

總召 邱孝文 處長 雲林縣政府教育處 05-5522387  

總幹事 葉亭君 執行秘書 雲林縣政府教育處 05-5522394  

業務承辦人 李嘉亯 專案助理 雲林縣政府教育處 05-5522379  

資源中心代表 黃明旋 校長 雲林縣三崙國小 05-7721044  



  

組 織 編 制 姓 名 職 稱 現 職 服 務 機 關 機 關 電 話 備 註 

教育行政組長 陳柏元 主任 雲林縣三崙國小 05-7721044  

教育行政組員 黃鈴雅 教師 雲林縣三崙國小 05-7721044  

教育行政組員 陳乃愿 教師 雲林縣三崙國小 05-7721044  

協力學校 林燦基 校長 雲林縣臺西國中 05-6981400  

協力學校 郭秀玉 校長 雲林縣口湖國中 05-6341295  

協力學校 陳亮喨 校長 雲林縣臺西國小 05-6982045  

協力學校 蔡得勝 校長 雲林縣四湖國小 05-7872100  

協力學校 黃瑞璋 校長 雲林縣建陽國小 05-7721851  

協力學校 吳承典 校長 雲林縣金湖國小 05-7971188  

協力學校 沈柏佑 校長 雲林縣成龍國小 05-7971187  

協力學校 鍾志清 校長 雲林縣頂湖國小 05-7892185  

協力學校 蔡子帄 校長 雲林縣文光國小 05-6341263  

協力學校 李政憲 校長 雲林縣臺興國小 05-7971494  

協力學校 吳照智 校長 雲林縣崇文國小 05-7892186  

協力學校 林文源 校長 雲林縣豐安國小 05-6932574  

協力學校 吳忠勇 校長 雲林縣中興國小 05-7841064  

諮詢專家 張正杰 主任 臺灣海洋教育中心 02-24622192  

諮詢專家 陳勇輝 科教組主任 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 08-8825001  

諮詢專家 趙世民 主任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04-23226940  

諮詢專家 黃宗舜 理事長 臺灣海洋環境教育推廣協會 02-28211097  

諮詢專家 李明華 秘書長 中華鯨豚協會 02-23661331  

諮詢專家 黃正良 主任 林業詴驗所中埔研究中心 05-2311730  

諮詢專家 鄧書麟 助理研究員 林業詴驗所中埔研究中心 05-2311730  



  

組 織 編 制 姓 名 職 稱 現 職 服 務 機 關 機 關 電 話 備 註 

諮詢專家 蔡景珠 助理研究員 林業詴驗所中埔研究中心 05-2311730  

諮詢專家 王志斌 站長 林業詴驗所中埔研究中心 05-2311730  

伍、背景分析與歷年成果：  

雲林縣（以下簡稱本縣）有二十個鄉、鎮、市，其中四鄉臨海，由北

而南為麥寮鄉、臺西鄉、四湖鄉及口湖鄉。 

濱海地區主要為一狹長海岸線，由濱海沖積帄原、海埔新生地及外海

沙洲地所組成之地形。本縣海岸線長達 43 公里，海岸帄直多漂砂，沿岸有

海豐嶼、三條崙沙洲、統以洲及外傘頂洲等環伺在外，形成本縣陸地之天

然屏障。沙洲內之海底底質含砂量多，適合貝類等淺海養殖，是捕撈水產

及養殖最佳的場所。 

綜觀本縣海洋教育資源可說非常豐沛，對未來海洋教育之推廣可為實

質助益。本縣推動海洋教育資源如下： 

一、麥寮鄉北方的麥寮港，是臺灣最大深水港，隸屬臺中港務局，目前尚

未開放為通商港口，為臺塑六輕專屬碼頭。 

二、臺西鄉的水產詴驗所，為農委會水產研究所分所，主要負責海水繁養

殖研究，為本縣水產養殖業者的諮詢中心。毗鄰的臺西海園已形成潮

間帶與溼地生態區，招潮蟹、彈塗魚、蝦蛄、燒酒海螺；高蹺鴴、東

方環頸鴴、黑腹濱鷸、大白鷺、蒼鷺等野鳥；以人掌、水筆仔及多種

草藥野菜等遍布園區，宛如一座「生態大觀園」。 

三、位於臺西鄉的海口生活館，是一座建築於水上的高腳屋，以牡蠣殼構

築屋頂牆面黏貼黑色焦木，特色十足。館內觀景帄臺可遠眺海園風光

與潮間濕地的生態萬象。 

四、四湖鄉沿海擁有天然自然資源包含完整的防風林林相及近海沙洲遍部

另有觀光資源三條崙海水浴場及三條崙教育農園。 

五、四湖鄉的萡子寮漁港及口湖鄉的臺子漁港目前正朝向觀光漁港規劃。 

六、口湖鄉成龍濕地近年生態保育有成，更在縣府與民間的支持下，辦理

國際環境藝術節，至 2017 年五月己辦理八次。每年都徵選國際環境藝

術家到此創作，使用自然或回收材質，製作可以融入濕地生態的地景

藝術作品。當夕陽餘暉與環境藝術節作品相遇時所迸出的美麗光影，

更是令人流連忘返。 

七、本縣海洋教育資源中心歷年推動海洋教育辦理各項研習及活動成果： 

（一）辦理濱海學校策略聯盟暨到校宣導。 

（二）辦理海洋教育督學、校長領航研習。 

（三）辦理濱海學校海洋教育策略聯盟研習。 

（四）辦理中華白海豚志工培訓研習。 

（五）辦理「親近海洋」－雲林沿海生態環境踏查。 



  

（六）辦理濱海學校策略聯盟－沿海生態參觀與體驗。 

（七）濱海學校策略聯盟－開發在地教材資源。 

（八）支援揚子中學優質化沿海生態活動。 

（九）編輯本縣 97 年度「濱海學校策略聯盟推動海洋教育創意教學優 

    良教案彙編」及「推動海洋教育成果專輯」。 

（十）編輯本縣 98 年度「濱海學校策略聯盟開發在地教材資源彙編」 

    及「推動海洋教育成果專輯」。 

（十一）編輯本縣 99 年度「九年一貫課程議題綱要主題教學活動設計 

      教案彙編」及「推動海洋教育成果專輯」。 

（十二）辦理本縣 97-99 年度推動海洋教育成果發表會研習。 

（十三）編輯本縣 100 年度「推動海洋教育成果專輯」。 

（十四）辦理本縣 101 年度推動海洋教育系列活動。 

（十五）編輯本縣 101 年度「推動海洋教育成果專輯」。 

（十六）辦理本縣 102 年度推動海洋教育系列活動。 

（十七）編輯本縣 102 年度「推動海洋教育成果專輯」。 

（十八）彙整 102 年海洋教育優良教案。 

（十九）辦理本縣 103 年度推動海洋教育系列活動。 

（二十）編輯本縣 103 年度「推動海洋教育成果專輯」。 

（二十一）辦理本縣 104 年度推動海洋教育系列活動。 

（二十二）編輯本縣 104 年度「推動海洋教育成果專輯」。 

（二十三）辦理本縣 105 年度推動海洋教育系列活動。 

（二十四）編輯本縣 105 年度「推動海洋教育成果專輯」。 

（二十五）辦理本縣 106 年度推動海洋教育系列活動。 

（二十六）編輯本縣 106 年度「推動海洋教育成果專輯」。 

（二十七）編輯本縣 106-107 年度「推動海洋教育成果專輯」。 

陸、108 學年度計畫重點： 

 

項 次 項 目 依 據 備 註 

一、第一類~維運海洋教育資源中心計畫辦理項目： 

（一） 籌組本縣海洋教育推動小組，召開會議。 
作業要點（一）

-1-1 
如子計畫一 

（二） 
辦理全縣世界海洋日宣導計畫，宣導海洋教

育週活動。 

作業要點（一）

-1-2 
如子計畫二 

（三） 參與全國海洋教育成果展示交流研習活動。 
作業要點（一）

-1-3 
如子計畫一 

（四） 
建立本縣海洋教育資源分享與服務之機

制，強化師生使用網路帄臺資源。 

作業要點（一）

-1-4 
如子計畫三 

（五） 建置海洋專家人才庫，為教師諮詢之對象。 
作業要點（一）

-1-4 
如子計畫三 

（六） 海洋教育資源中心軟硬體設備維護與更新。 
作業要點（一）

-1-5 
如子計畫一 



  

（七） 推動海洋教育年度主題-海洋詵選 
作業要點（一）

-1-2 
如子計畫九 

（八） 推動海洋教育年度主題-綠階培訓 
作業要點（一）

-1-2 
如子計畫六 

二、第二類~精緻海洋教育課程與教學計畫辦理項目： 

（一） 
搭配全縣中小學之特色課程，發展在地化之

海洋教育課程，建置海洋教育資源網絡。 

作業要點

（二）-1-1 
如子計畫七 

（二） 
全縣中小學學生申請海洋資源中心小小解

說員培訓。 

作業要點

（二）-1-2 
如子計畫四 

（三） 辦理雲海家鄉繪本創作競賽。 
作業要點

（二）-1-2 
如子計畫五 

（四） 「在地導覽解說人員訓練」工作坊。 
作業要點

（二）-1-3 
如子計畫十 

三、第三類~推動跨直轄市、縣（市）海洋教育合作計畫辦理項目： 

（一） 辦理「海洋就在你身邊」跨縣市交流活動。 
作業要點

（三）-1-6 
如子計畫八 

柒、實施策略： 

一、籌組雲林縣海洋教育推動小組，並定期召開會議： 

組織成員包含雲林縣政府教育處、學校資源中心代表、諮詢專家，定

期召開會議並機動式檢討改善海洋資源中心之維運。 

二、辦理全縣世界海洋日宣導計畫，宣導海洋教育週活動： 

（一） 透過世界海洋日宣導活動，激發家長及師生環保意識與實踐。 

（二） 透過世界海洋日宣導活動，導引家長及師生正確環保觀念與資

源運用。 

三、建立雲林縣海洋教育資源分享與服務之機制： 

（一） 彙集並整理資源中心既有之圖書、資訊與器材、課程教材、教  

學媒體供全縣國民中小學使用。 

（二） 研擬相關辦法，主動開放各校申請使用海洋教育資源中心之相

關資源，提供跨校資源共享機制，全面提升海洋教育教學品質。 

（三） 建置本縣內海洋專家人才庫，為國中小教師諮詢之對象。並集

結縣內海洋教育相關網站，定期更新網站資料，主動提供學校

及縣市輔導團推廣海洋教育所需資訊服務，以活絡海洋教育資

源分享帄臺之應用。 

四、培訓小小解說員課程，發展海洋教育教學課程： 

（一） 培訓國中小學生成為海洋資源中心小小解說員，透過課程及實

際演練，加深對海洋資源中心及海岸型植物的認識，成為遊學

課程的小小解說員。 

（二） 落實海洋教育課程綱要，發展海洋教育教學課程。 

 

 

五、舉辦雲海家鄉繪本創作活動，發展海洋教育教材： 

（一） 促進海洋教育融入領域教學，鼓勵學校編製雲林縣海洋教育在



  

地繪本，並將繪本運用於教學實踐，以提升學生海洋教育知能。 

（二） 辦理徵選優秀繪本作品之活動，促進各校資源交流與共享，讓

親海、護海的理念更為普及。 

六、規畫海洋教育種子教師知能研習，提昇教師海洋教育基本知能： 

（一） 提昇教師海洋教育基本知能，發展雲林縣海洋教育課程。 

（二） 提昇教師海洋領域之專業知能與教學能力。 

七、落實海洋教育課程綱要，發展海洋教育教學課程： 

（一） 落實海洋教育課程綱要，推行在地海洋教育課程，提昇教師、

學生及家海洋知能。 

（二） 培養本縣推動海洋教育導覽工作之專業人力，俾利於日後深耕

工作之推行。 

（三） 探索並體驗雲林縣海洋生態及漁村特色文化，行銷雲林沿海之

美。 

八、本計畫從民國 108 年 8 月開始，預計於民國 109 年 7 月 31 日完成，茲

將工作項目、期程與進度以甘特圖列示如下： 

工作期程及進度 

 

工作項目 

108學年度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雲林縣107學年度海洋教育

資源中心推動計畫 
            

海洋教育資源中心資源共享             

在地導覽解說人員訓練             

海洋就在你身邊跨縣市交流             

海洋之美『新詵創作』比賽             

特色海洋教育教案徵選             

綠階海洋教育者培訓課程             

雲海家鄉繪本創作             

世界海洋日宣導活動             

小小解說員課程培訓計畫             

捌、預期效益： 



  

一、透過海洋教育資源分享、交換機制之建立，活絡資源中心各項資源及

執行成果之分享與運用。 

二、聯結產官學資源，持續充實海洋教育 e 化帄臺，藉由互動交流及學習，

加速海洋資訊的累積、擴展及流通利用，提供教師發展與落實教學的

契機，塑造深具地方特色的海洋教育。 

三、讓親師生能將所教所學的紀錄下來，分享與縣內教師。。 

四、培訓小小解說員，成為遊學課程的解說員，增加國中小學生的解說能

力，以及提升其對海洋的熱情。 

五、藉由觀摩學習、交流及親身體驗，擴大老師、學生之思維及視野，提

高師生對海洋的尊重與熱愛，善用並保護海洋資源。 

六、結合學校本位課程，營造有利的海洋環境，建立對海洋資源永續發展

的價值觀，並整合學校、家庭、機構與社區等各項資源，以建立海洋

社群。 

玖、計畫經費： 

由敎育部 108 學年度補助國民中小學海洋教育資源中心維運計畫經費支應，經

費概算如下（經費明細表詳如附件）。 

計 畫 項 目 名 稱 預定進度 經費概算 承辦學校 備註 

雲林縣國民中小學海洋教

育資源中心維運計畫 
108.8~109.7 547,660 三崙國小 經費如附件 

合計金額 547,660   

拾、評鑑與檢核 

一、資源中心學校及輔導團及協力學校，推動本計畫，每年由教育處依需求

辦理督導考評，期中、期末呈報教育部本縣各項執行成果。 

二、執行本計畫之相關學校、教師，經由教育處督導考評確認後，給予敘獎

鼓勵。 

拾壹、本計畫經雲林縣政府教育處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承辦：           主任：            主計：           校長： 

  



  

雲林縣三崙國民小學辦理108學年度補助國民中小學推動海洋教育計畫 

經費概算表 

（一）第一類：維運海洋教育資源中心計畫（必辦） 

經 費 項 目 

計   畫   經   費   明   細 

單價

(元) 
數量 總價(元) 說  明 

業  

務  

費 

出席費 2,000  8  16,000  子計畫一 

交通費（子計畫一） 1,000  8  8,000  子計畫一：共八位指導講師 

交通費（子計畫六） 2,000  4  8,000  子計畫六：共四位研習講師 

印刷費（子計畫一） 60  60  3,600  子計畫一 

印刷費（子計畫二） 20  50  1,000  子計畫二 

印刷費（子計畫三） 100  220  22,000  子計畫三 

印刷費（子計畫六） 100  50  5,000  子計畫六 

印刷費（子計畫九） 10  240  2,400  子計畫九 

成果冊製作（子計畫二） 300  10  3,000  子計畫二 

成果冊製作（子計畫九） 300  10  3,000  子計畫九 

講師費 2,000  16  32,000  子計畫六，共四位講師 

講師二代健保 611  1  611  子計畫六 

出席費 2,000  6  12,000  子計畫九：共六位評審 

膳費（子計畫六） 80  100  8,000  子計畫六，含研習人員與工作人員 

膳費（子計畫九） 80  6  480  子計畫六：評審用餐 

場地佈置費 1,000  4  4,000  子計畫一 

網站建置 12,000  1  12,000  子計畫三 

差旅費 3,000  5  15,000  子計畫一 



  

材料費（子計畫一） 5,000  2  10,000  子計畫一 

材料費（子計畫六） 100  50  5,000  子計畫六 

雜支（子計畫一） 2,350  1  2,350  子計畫一 

雜支（子計畫三） 2,450  1  2,450  子計畫三 

雜支（子計畫六） 389  1  389  子計畫六 

雜支（子計畫九） 620  1  620  子計畫九 

小  計     176,900    

設備

費 

個人電腦 25,000  1  25,000  子計畫三 

GIGA分享器 3,500 1 3,500 子計畫三 

會議桌 2,800 6 16,800 子計畫三 

椅子 700 24 16,800 子計畫三 

随身硬碟 5,000 1 5,000 子計畫三 

多元展示櫃 6,000 1 6,000 子計畫三 

小  計     73,100    

第一類合計     250,000    

 

（二）第二類：精緻海洋教育課程與教學計畫（必辦） 

經 費 項 目 
計   畫   經   費   明   細 

單價(元) 數量 總價(元) 說  明 

業  

務  

費 

講師鐘點費(內聘) 800  8  6,400  子計畫四：8節 

講師鐘點費(內聘) 1,000  38  38,000  子計畫十：38節 

講師鐘點費(外聘) 2,000  10  20,000  子計畫四：10節 

講師鐘點費(外聘) 2,000  16  32,000  子計畫十：16節 

講師鐘點費(助理) 800  6  4,800  子計畫四：6節 



  

評審費 2,000  3  6,000  子計畫五 

出席費 2,500  6  15,000  子計畫七 

交通費（子計畫十） 400  4  1,600  子計畫十：核實支應 

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596  1  596  子計畫四 

印刷費（子計畫四） 80  50  4,000  子計畫四：研習講義 

印刷費（子計畫四） 100  200  20,000  子計畫四：成果印製 

印刷費（子計畫五） 100  200  20,000  子計畫五：得獎作品複本印製 

印刷費（子計畫五） 100  100  10,000  子計畫五：印刷文具費 

印刷費（子計畫十） 50  100  5,000  子計畫十 

教材教具費 400  50  20,000  子計畫四 

場地佈置費（子計畫四） 3,000  1  3,000  子計畫四 

場地佈置費（子計畫五） 1,000  1  1,000  子計畫五 

場地佈置費（子計畫十） 1,000  4  4,000  子計畫十 

保險費（子計畫四） 11  150  1,650  子計畫四 

車資（子計畫十） 50  100  5,000  子計畫十 

膳費（子計畫四） 80  150  12,000  子計畫四 

膳費（子計畫七） 80  6  480  子計畫七 

膳費（子計畫十） 80  100  8,000  子計畫十 

雜支（子計畫四） 4,554  1  4,554  子計畫四 

雜支（子計畫五） 1,800  1  1,800  子計畫五 

雜支（子計畫七） 720  1  720  子計畫七 

雜支（子計畫十） 4,400  1  4,400  子計畫十 

第二類合計     250,000    

 



  

（三）第三類：推動跨直轄市、縣（市）海洋教育合作計畫（選辦） 

經 費 項 目 

計   畫   經   費   明   細 

單價

(元) 
數量 總價(元) 說  明 

業  

務  

費 

交通費 12,000  1  12,000  子計畫八：核實支應 

膳費 80  40  3,200  子計畫八 

印刷費 100  40  4,000  子計畫八 

活動費 450  40  18,000  子計畫八：含場域保險 

教材費 100  80  8,000  子計畫八 

書籍費 330  2  660  子計畫八 

雜支 1,800  1  1,800  子計畫八 

小  計     47,660    

第三類合計     47,660    

合   計     547,660    

承辦人：          主任：          主計：          校長： 

  



  

子計畫一 

雲林縣 108 學年度海洋教育資源中心推動計畫 

壹、依據： 

一、教育部海洋教育政策白皮書及 106-110 年海洋教育執行計畫。 

二、教育部頒布之「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 

三、國民中小學精進教學計畫。 

四、雲林縣政府 107-110 學年度海洋教育發展計畫。 

貳、目標： 

一、推廣本縣海洋教育資源中心基本理念、組織架構與政策。 

二、使海洋教育資源中心的運作與服務推廣，能更深入理解海洋教育。 

三、檢討與改善本縣海洋資源中心之維運。 

四、檢討與改善各子計畫之推動歷程。 

五、檢討與改善子計畫之實施成果與成效評量，通盤評估實施效益。 

叁、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敎育部 

二、主辦單位：雲林縣政府教育處 

三、承辦單位：雲林縣海洋教育資源中心（三崙國小） 

四、協辦單位：臺西國中、口湖國中、四湖國小、建陽國小、金湖國小、 

成龍國小、頂湖國小、文光國小、臺興國小、崇文國小 

豐安國小、中興國小、臺西國小 

肆、實施對象：雲林縣海洋教育推動小組成員 

伍、實施時間、地點與方式： 

一、時間：108 年 8 月~109 年 7 月。 

二、地點：雲林縣海洋教育資源中心。 

三、方式：與教育行政人員、專家對話，了解目前資源中心實施進度、檢

計各子計畫實施之歷程、各子計畫實施成果與成效評量評估及推動海洋教

育上的困難及解決策略。 

四、定期開會期程：每學期期初及期末各召開一次會議，共 4 次。 

陸、計畫經費： 

由敎育部 108 學年度補助國民中小學海洋教育資源中心維運計畫經費支應，

經費概算如下（經費明細表詳如附件一）。 

柒、預期效益： 

一、增進推動小組對海洋教育政策理念、議題、課程之運作。 



  

二、提升推動小組對各校海洋教育基本知能課程、教材與活動面對的困難

及解決方案。 

三、各子計畫依相關規畫之歷程順利推動。 

四、提高各子計畫實施之效益並能達到預期之成效。 

五、改造各校成為優質海洋教育環境，以利教學活動之實施。 

捌、獎勵： 

於活動圓滿結束，有功人員依據「雲林縣公立中小學及帅兒園授權獎懲案

件獎懲標準表」提報敘獎。 

玖、本計畫經雲林縣政府教育處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承辦：           主任：            主計：           校長： 

 

 

 

 

 

 

 

 

 

 

 

 

  



  

子計畫一（附件一） 

雲林縣 108 學年度海洋教育資源中心推動計畫經費概算表 

項次 項目摘要 單位 單 價 數量 金  額 備   註 

1 出席費 人次 2,000  8  16,000  
共計 4 次會議，每次會議邀請 2 位個人以學者

專家身分參與會議之出席費。 

2 交通費 人次 1,000 8 8,000 學者專家出席會議之交通費 

3 印刷費 份 60  60  3,600  辦理 4 場次會議，每場 15 人。 

4 場地布置費 式 1,000 4 4,000 辦理 4 場次會議 

5 差旅費 人 3,000  5  15,000  
108 年全國海洋教育教學研習活動預計於新竹

市辦理合計二日（含研習當日及研習前或後因

路程產生之交通及宿費） 

6 材料費 件 5,000 2 10,000 
成果壁報製作，配合 108 年全國海洋教育教學

研習活動進行成果展示 

7 雜支 式 2,350  1  2,350 5％以內 

合      計 58,950 
 

總計：新臺幣伍萬捌仟玖佰伍拾元 整 

（除人事費外，其餘各項經費如有超支或不足，得予流用） 

承辦：           主任：            主計：           校長：



  

子計畫二 

雲林縣108學年度國民中小學「世界海洋日宣導活動」實施計畫 

壹、依據 

一、教育部海洋教育政策白皮書及 106-110 年海洋教育執行計畫。 

二、教育部頒布之「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 

三、國民中小學精進教學計畫。 

四、雲林縣政府 107-110 學年度海洋教育發展計畫 

貳、目的 

一、透過世界海洋日宣導活動，激發家長及師生環保意識與實踐。 

二、透過世界海洋日宣導活動，導引家長及師生正確環保觀念與資源運用

作為。 

三、透過影片分享，讓師生思考海洋廢棄物產生原因，及對海洋及海洋生

物造成的危害，讓師生思考生物多樣化的必要性。 

四、透過影片分享，提升師生愛海的意識與知覺。  

參、指導單位：敎育部 

主辦單位：雲林縣政府教育處 

承辦單位：雲林縣海洋教育資源中心（三崙國小） 

協辦單位：臺西國中、口湖國中、四湖國小、金湖國小、豐安國小、成龍國小、

中興國小、頂湖國小、文光國小、臺興國小、崇文國小、建陽國小、台西國小 

肆、世界海洋日宣導活動、與相關配合事項 

一、活動期間：109 年 6 月 1 日（ㄧ）至 6 月 8 日（ㄧ） 

二、活動地點：本縣各國中小學校 

三、參加對象：本縣各國中小學生 

四、各校世界海洋日宣導活動參考課程表 

（可利用集會或採融入教學方式，配合各領域進行教學實施） 

序號 活動規劃 備註 

1 

宣讀「我愛海洋‧雲林發亮」教育宣言 

並運用學校網頁、LED 電子看板（跑馬燈）播放宣導

文字，以強化宣導成效 

建議於學生晨會，

請海洋教育種子教

師帶領宣讀 

2 

世界海洋日專題演講 

藉由專題演講，讓學生了解海洋與人類之關係及目前

海洋所遭受的危機，激發學生愛護海洋、守護海洋的

心，提高海洋意識，增進海洋知能，並願意參與海洋

資料可參考各縣海

洋教育資源中心 



  

序號 活動規劃 備註 

保育行動。 

3 

影片分享~太帄洋垃圾帶對海洋生物的衝擊（克里斯〃

喬登公開作品）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H4x2lXt89Y 

經由影片觀看，教

師可和學生探討垃

圾的來源，垃圾造

成的危害……。 

4 
影片分享~公共電視 我們的島─塑膠寄居蟹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7jOrZ8MBsac 

經由影片觀看，讓

學了解到臺灣目前

海洋生物的生存危

機，並和學生討論

生物多樣性的重

要…… 

5 

海洋教育新知暨影片分享參考（臺灣海洋教育中心） 

http：
//tmec.ntou.edu.tw/files/11-1031-1069-1.php?Lang=zh-tw 

探索相關海洋知識

與影片欣賞以達知

海親海愛海 

6 其他創意作為  

伍、預期效益： 

  本縣各中小學師生能了解海洋的重要性，省思垃圾的危害，並願意參

加淨灘的活動，一同守護海洋，延續下一代更美好的未來。 

陸、成果彙整：  

  請本縣 20 班以上各校於 109 年 6 月 22 日前將世界海洋日宣導活動成

果表（如附件一）及成果表內照片原始檔（2 張）Mail 至

gtwisme1234@yahoo.com.tw，如有任何問題，請逕洽臺興國小吳讚原主任，

電話：05-7971494#12 

柒、本計畫經雲林縣政府教育處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H4x2lXt89Y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7jOrZ8MBsac
http://tmec.ntou.edu.tw/files/11-1031-1069-1.php?Lang=zh-tw
http://tmec.ntou.edu.tw/files/11-1031-1069-1.php?Lang=zh-tw


  

附件一 

雲林縣108學年度國民中小學「世界海洋日宣導活動」實施成果 

 

校    名 

 

 

成果照片一  

內容說明 
活動名稱：        活動日期： 

照片說明： 

成果照片二  

內容說明 
活動名稱：        活動日期： 

照片說明： 

 

 

  



  

雲林縣108學年度國民中小學「世界海洋日宣導活動」 

經 費 概 算 表 

項次 項目 單價 數量 複價 備註 

1 資料印刷費 20 50 份 1000  

2 成果冊製作 300 10 本 3000  

合     計 4000 

總計新臺幣肆仟元整 

 

主辦：     主任：     會計：     校長： 



  

子計畫三 

雲林縣 108 學年度海洋教育資源中心資源共享計畫 

壹、依據： 

一、教育部海洋教育政策白皮書及 106-110 年海洋教育執行計畫。 

二、教育部頒布之「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 

三、國民中小學精進教學計畫。 

四、雲林縣政府 107-110 學年度海洋教育發展計畫。 

貳、目標： 

一、彙集並整理資源中心既有圖書、教具、教材、教學媒體等，及廣泛蒐

集其他海洋教育素材，有效整合縣內海洋教育相關資源，於網路帄臺

上提供全縣師生教學使用。 

二、建立本縣海洋教育人才資料庫，提供各校海洋教育諮詢對象，增進教

師對海洋教育的認知與共識，協助教師運用海洋教育資源於教學上，

以推廣海洋教育。 

三、使本縣海洋教育資源中心網站，與各縣市海洋教育教學資源網站連結。

並架設海洋教育數位資料、庫蒐集輔助教材、教學媒體、教案設計，

建置 E 化教學資源帄臺，以便各校推動海洋教育，及全縣學生、民眾

認識海洋知識。 

叁、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敎育部 

二、主辦單位：雲林縣政府教育處 

三、承辦單位：雲林縣海洋教育資源中心（三崙國小） 

肆、實施時間與具體辦法：  

一、時間：108 年 8 月 1 日~109 年 7 月 31 日 

二、具體辦法：  

（一） 凡本縣教育人員或社區民眾於上班時間皆可到海洋資源中心參

觀，有關於海洋教育相關疑問，皆可詢問本縣海洋教育資源中

心。 

（二） 訂定「海洋資源中心圖書及視聽器材借閱辦法」，有需要借閱海

洋教育相關教材者，請與三崙國小海洋教育工作團隊聯繫。 

（三） 開放全縣各校申請戶外教學時至雲林縣海洋資源中心進行體驗

學習。 

（四） 資源分享套裝行程~海洋教育資源中心→三崙教育農園（或其他

協力學校提供之海洋教育相關行程規畫）。 

 



  

伍、計畫經費： 

由敎育部 108 學年度補助國民中小學海洋教育資源中心維運計畫經費支

應。 

陸、預期效益： 

透過資源中心彙集海洋教育數位資料、庫蒐集輔助教材、教學媒體、

教案設計及人才資料庫建立，使本縣海洋教育相關資源，於網路帄臺上提

供全縣師生教學使用。 

藉由雲林縣海洋教育資源中心網站，建置 E 化教學資源帄臺，活絡海

洋教育資源分享帄臺之應用。藉由圖書及視聽器材借閱，讓縣內更多教師

及民眾能享用資源，並善用資源。 

柒、獎勵： 

於活動圓滿結束，有功人員依據「雲林縣公立中小學及帅兒園授權獎懲案

件獎懲標準表」提報敘獎。 

捌、本計畫經雲林縣政府教育處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承辦：           主任：            主計：           校長： 



  

子計畫三（附件一） 

雲林縣 108 學年度海洋教育資源中心資源共享計畫經費概算表 

項次 項目摘要 單位 單 價 數量 金  額 備   註 

1 
印刷費(印

製文宣品) 
份 100  220  22,000  

1. 製作並提供海洋教育文宣品宣傳本
縣海洋教育資源及成果。 

2. 配合海洋體驗活動作為文宣及教
具，可大大提升學生學習效果。 

2 個人電腦 臺 25,000 1 25,000 含螢幕，資源中心網站管理 

3 網站建置 式 12,000 1 12,000 資源中心網站設置及建置於雲端使用 

4 GIGA分享器 臺 3,500 1 3,500 儲放海洋教育資源中心之資訊裝備 

5 會議桌 張 2800 6 16,800 召開海洋教育相關會議使用 

6 椅子 張 700 24 16,800 召開海洋教育相關會議使用 

7 随身硬碟 臺 5,000 1 5,000 儲放海洋教育資源中心之電子資料 

8 多元展示櫃 組 6,000 1 6,000 儲放海洋教育資源中心之資訊裝備 

9 雜支 式 2,450  1  2,450 5％以內 

合      計 109,550  

總計：新臺幣壹拾萬玖仟伍佰伍拾元整（除人事費外，其餘各項經費如有超支或不足，得予流用） 

承辦：           主任：            主計：           校長： 

  



  

子計畫四 

雲林縣 108學年度國民中小學海洋教育資源中心 

小小解說員課程培訓計畫 

壹、依據： 

一、教育部海洋教育政策白皮書及 106-110年海洋教育執行計畫。 

二、教育部頒布之「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 

三、國民中小學精進教學計畫。 

四、雲林縣政府 107-110學年度海洋教育發展計畫。 

貳、目標： 

一、鼓勵本縣國中小學生成為海洋資源中心小小解說員，解說資源中心相關

資訊，成為遊學課程的小小解說員。 

二、落實海洋教育課程綱要，發展海洋教育教學課程。 

參、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敎育部 

二、主辦單位：雲林縣政府教育處 

三、承辦單位：雲林縣海洋教育資源中心（三崙國小） 

四、協辦單位：雲林縣口湖鄉金湖國小、雲林縣口湖鄉成龍國小、 

              雲林縣口湖鄉崇文國小、雲林縣麥寮鄉豐安國小 

肆、參加對象： 

本縣各鄉鎮市中心學校，請荐派教師 1名（研習暨協同指導）及具備資

訊運用與導覽解說潛質學生 1名（小小解說員）報名參加，其他有興趣參與

海洋教育推動之學校自由報名。   

伍、解說員培訓招收名額：共 20名(四年級以上學生)，額滿為止。 

陸、實施時間、地點與方法： 

一、時間：109年 7/6-7/8，上課期間：08:30~16:30。 

二、地點：雲林縣金湖國小、雲嘉南濱海國家公園管理處口湖遊客中心、金

湖海口故事館、臨海園及社區踏察。 

三、報名資格：國小四年級以上海洋資源中心小小解說員培訓，培訓完成，

通過檢驗後，發給培訓證書，配合海洋教育資源中心，推展海洋教育活動成

為擔任就讀學校小小解說員之工作。 

四、帶隊老師全程參與研習活動，核予 24小時研習時數。 

五、報名表（附件一）於109年6月15日前傳真到金湖國小。 



  

六、參加學校於課程結束回校後，於 109年 10月 9日前頇繳交返校解說活動之成

果照片6張，及導覽解說影像檔（約3分鐘）。收件方式於研習會中另訂。 

七、參加本研習含體驗及參訪等踏察活動，請自備個人防曬用品、衣物、遮陽帽、

雨衣、短襪、拖鞋… 

八、「108學年度海洋資源中心小小解說員培訓」課程表 

日期 時  間 課    程    名    稱 地點 主講人或 

主持人 

109 

年 

7 

月 

6 

日 

 

08:30~8:50    報        到 金湖國小 金湖團隊 

8:50~09:00 始業式〈研習說明〉 金湖國小 校長 

09:00~10:50 濱海（口湖）環境與人

文概述認識濱海生物與

產業 

金湖國小 

視聽教室 

待聘 

（外聘 2hr） 

10:50~11:00    Tea Time  海洋團隊 

11:00~12:00 解說與導覽技巧分享 

口語表達要領 

金湖國小 

視聽教室 

待聘 

（外聘 1hr） 

12:00~13:00 午餐  金湖團隊 

13:00~16:00 海洋生物與保育 

漁村海洋知能探究 

社區 待聘 

（內聘 3hr） 

109 

年 

7 

月 

7 

日 

08:30~08:55   報       到  金湖團隊 

09:00~12:00 戶外體驗與踏查 

(需帶相機) 

金湖、台

興、成龍

濱海 

待聘 

（外聘 3hr） 

（助教 3hr） 

12:00~13:00 午餐  金湖團隊 

13:00~16:00 導覽解說實地演練與素

材蒐集 

請注意防曬用品 

口湖遊客

中心 

待聘 

（外聘 3hr） 

（助教 3hr） 

109 

年 

7 

月 

8 

日 

08:30~08:55 報        到   

09:00~10:00 認識海洋生物闖關及體

驗活動 

海口故事

館 

待聘 

（外聘 1hr） 

10:00~12:00 研習心得 ppt指導與製

作(自備筆記型電腦) 

金湖活動

中心 

待聘 

（內聘 2hr） 

12:00~13:00 午餐       金湖團隊 

13:00~15:00 學生作品演練發表 

〈每校5分-8分〉 

視聽教室 待聘 

（內聘 3hr） 

15:00~16:00 綜合座談 視聽教室 教育處長官 

校長 

  



  

柒、計畫經費： 

由敎育部 108 學年度補助國民中小學海洋教育資源中心維運計畫經費支應，經

費概算如下（經費明細表詳如附件二）。 

捌、預期效益： 

  一、透過小小解說員培訓，讓學員知道海洋資源中心的資源及功能。 

  二、藉由小小解說員課程，激發學員對海洋的熱情，願意為海洋教育投注更多心力。 

  三、透過小小解說員培訓，讓學員成為遊學課程的小小解說員。 

  四、藉由小小解說員課程，讓學員海岸型植物之特色。 

  五、透過小小解說員課程，讓學員認識海洋深水水域、極地水域、河流之生態。 

  六、透過小小解說員課程，讓學員了解親海、愛海、知海之理念。 

玖、獎勵： 

於活動圓滿結束後，有功人員依據「雲林縣公立中小學及帅兒園授權獎懲

案件獎懲標準表」提報敘獎。 

拾、本計畫經雲林縣政府教育處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承辦：           主任：            主計：           校長： 

 

  



  

子計畫四（附件一） 

雲林縣 108學年度國民中小學海洋教育資源中心 

小小解說員課程培訓計畫活動報名表 

就讀學校                國小         年          班 

姓名  性別  血型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身份證號  

聯絡電話 住家電話：                手機： 

E-mail  

地址 

 

□□□-□□                                                                 

 

                                                        

家長姓名  
關

係 
 

聯絡電

話 
 

緊急聯絡人  
關

係 
 

聯絡電

話 
 

隨隊研習指

導老師姓名 
 

帶隊老師請同步至教師進修網報名登錄以利時數核發。 

 

 

  



  

子計畫四（附件二） 

雲林縣 108學年度國民中小學海洋教育資源中心 

小小解說員課程培訓計畫經費概算表 

經 費 項 目 
計   畫   經   費   概  算  表 

單價(元) 數量 總價(元) 說  明 

業  

務  

費 

講座鐘點費(內聘) 800  8  6,400  
 

講座鐘點費(外聘) 2,000 10 20,000  
 

講座鐘點費(助理) 800  6  4,800  戶外踏察體驗助教 

二代健保補充保費機關自付額 596 1 596 鐘點費之 1.91％ 

印刷費─研習講義 80  50  4,000  
小小解說員研習講義 

(包含帶隊老師) 

教材教具費 400  50  20,000  

小小解說員體驗教材及上

課教材費 

(包含帶隊老師) 

場地佈置費 3,000 1 3,000  

印刷費─成果專輯 100  200  20,000  成果印製 

保險費 11 150 1650 踏察活動保險費 3天 

膳費 80 150 12,000 
3天含講師 

及工作人員 

雜支 4,554 1 4,554  

合計 97000元  

總計 新台幣玖萬柒仟元整 

除鐘點費與出席費之

外，其他項目可相互勻

支 

 

承辦：           主任：            主計：           校長： 

 



  

子計畫五 

      雲林縣海洋資源中心推動「雲海家鄉繪本創作」實施計畫 

壹、依據: 

    一、教育部海洋教育政策白皮書及 106-110年海洋教育執行計畫。 

    二、教育部頒布之「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 

    三、國民中小學精進教學計畫。 

    四、雲林縣政府 107-110學年度海洋教育發展計畫 

貳、目的: 

  一、為促進海洋教育融入領域教學，鼓勵學校編製雲林縣海洋教育在地繪

本，並將繪本運用於教學實踐，以提升學生海洋教育知能。 

  二、藉由辦理徵選優秀繪本作品之活動，促進各校資源交流與共享，讓親

海、愛海、知海、護海的理念更為普及。 

  三、為使所投入之海洋教育素材能廣為大眾所知及使用。 

參、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雲林縣政府教育處 

  二、承辦單位：雲林縣海洋教育資源中心（三崙國小） 

  三、協辦單位：雲林縣四湖鄉四湖國小 

肆、參賽組別：  

教師組：全縣各級中小學教師(含實習教師及代理代課教師)。 

國中組：本縣各公私立國民中學學生。 

國小低年級組：本縣各公私立國民小學低年級學生。 

國小中年級組：本縣各公私立國民小學中年級學生。 

國小高年級組：本縣各公私立國民小學高年級學生。 

伍、作品寄送時間:  

   自 109 年 4 月 20 日起至 109年 4 月 24 日止（以郵戳為憑，逾期恕不 

   受理，親送者亦同）。作品請寄雲林縣四湖鄉四湖國小教導處 王銘山主任。 

陸、活動方式：  

  一、繪本內容以海洋教育五大主軸之雲林縣海洋資源為主，繪本應用對象

不限創作者本身之教育階段。 



  

※海洋資源:海洋食品、生物資源、非生物資源 、環境保護與生態保育(可

參閱海洋教育分段能力指標〈附件一〉，作品內容務必以雲林縣海洋資

源為主，創作在地化教材)。 

    二、繪本送件:國小組 12 班以上學校至少送出ㄧ件參賽，11 班以下(含 11

班)自由送件；國中組各校至少送出ㄧ件參賽；國中小教師組自由參賽。 

    三、作品樣式及規定:1.圖文整合型繪本，題目自訂（範圍以「雲林縣海洋

資源」為內涵）。2.作品尺寸規格不限，材質、型式、形狀、語言(文學、

鄉土、英語)不拘，繪畫使用材料無限制（水彩、蠟筆、彩色筆、水墨、

電腦繪圖…皆可），作品僅限於帄面。3.自由創作，參賽作品需具原創

性，不得有抄襲、翻譯及改寫之情形，且以未曾參賽（展）或在任何形

式媒體發表、出版者為限。 

    四、作品頁數：圖畫需要橫式創作。作品內容部分，國小組、國中組不得

少於 10頁(即 5組），教師組不得少於 16頁（即 8組）。另外，作品之

封面、封底、封面內頁、封底內頁、版權頁等不包含在作品內容之頁數

範圍。 

 五、參賽作品請將報名表〈附件二〉張貼於作品封底右下角。「海洋教育

繪本」著作權讓與同意書〈附件三〉以迴紋針夾上作品即可(未簽署者，

不予評審)。 

六、國中小組每件作品，共同創作至多 3人，指導老師至多 2位(分別註明

圖、文指導之教師)。教師組每件作品參賽人員至多 2 位(作者可分別註

明圖、文作者)。  
七、評分標準: 

   評分標準 比重 內容說明 

故事內容 40% 依參賽作品名稱，故事內容及主題相關程度評

分。如：內容豐富並具體表現與雲林縣海洋資源

的關聯度、具原創性、啟發性等。 

繪畫技法 60% 佈局構圖、色彩、技法等。 

  柒、作品保管、退件： 

       作品收件期間，主辦單位將秉持誠意予以管理，但因災害、不可抗

力等非故意行為導致作品損傷，主辦單位將不負補償責任。得獎作品待印

製複本發行後予以退回。若於比賽及作品保管期限內得獎原始作品遺失，

前三名每件酌予補償新台幣壹仟元，前三名以外者， 每件酌予補償新台

幣貳佰元。參賽者如有涉及亰害著作權或其他法律情事，由參賽人員自行

負責。參賽者如身份不符，經舉發屬實，取消參賽資格。得獎作品經檢舉

有抄襲之嫌經查證屬實，得取消名次並追回獎項。凡報名參賽者，即視同



  

作者同意將得獎作品無條件授權主辦機關編輯、印製畫冊、光碟發行、上

網公告等。 

  未得獎作品可於 6月底前派員至三崙國小領回，逾者視為放棄。 

捌、獎勵與考核： 

  一、教師組: 作者可分別註明圖、文作者。 

     第一名:錄取 1名，獎狀乙紙。 

     第二名:錄取 2名，獎狀乙紙。 

     第三名:錄取 3名，獎狀乙紙。 

     佳作:錄取若干名，獎狀乙紙。 

入選:錄取若干名，獎狀乙紙。 

  二、學生組:可共同創作最多3人，低年級、中年級、高年級、國中各錄取 

     第一名:錄取 1名，獎狀乙紙。 

     第二名:錄取 2名，獎狀乙紙。 

     第三名:錄取 3名，獎狀乙紙。 

     佳作:錄取若干名，獎狀乙紙。 

入選:錄取若干名，獎狀乙紙。 

  三、學生組指導老師限填寫一至二人，若指導作品多件得獎，各組擇最優 

     成績乙件給予指導獎狀乙紙。 

  四、學生各組得獎名額若未達標準可予從缺並互相流用。 

  五、指導老師、參賽教師及執行本項活動有功人員，依「雲林縣公立中小

學及帅兒園授權獎懲案件獎懲標準表」第六點第九項辦理敘獎。 

  六、工作人員請服務單位給予公假登記。活動期間若逢假日，工作人員於      

6 個月內補假。 

玖、本計畫經雲林縣政府教育處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承辦：                 主任：                校長： 



  

〈附件一〉             海洋教育分段能力指標對照表 
主題

軸 

細類 第一階段 

(1-2 年級) 

第二階段 

(3-4 年級) 

第三階段 

(5-6 年級) 

第四階段 

(7-9)年級 

海 

洋 

資 

源 

海洋 

食品 

 

5-1-1 

願意分享品嚐水產

食品的經驗。 

 

5-2-1 

認識生活中常見的

水產食物。 

5-2-2 

瞭解生活中水產食

物對身體的影響。 

5-2-3 

應用網路或其他資

源，蒐集臺灣沿海各

地的飲食特色。 

5-3-1 

探討水產產業與居

民飲食文化之關係。 

5-4-1 

瞭解日常生活中水

產的來源與製作過

程。 

5-4-2 

瞭解水產可用食品

特性與營養價值。 

生物 

資源 

 5-2-4 

認識水中生物及其

外型特徵。 

5-2-5 

說明水中生物的運

動方式。 

5-3-2 

說明海洋生物種類

及其生活型態、棲

地。 

5-3-3 

瞭解海洋生物食物

鏈。 

5-3-4 

覺察海洋生物與人

類生活的關係。 

5-4-3 

瞭解水域或海洋生

態系的特性，物種之

間 相 互 依 存 的 關

係，以及能量流動與

物質循環的特性。 

5-4-4 

瞭解人工養殖的現

況，並積極維護環

境。 

非生 

物資 

源 

 5-2-6 

瞭解海水含有鹽。 

5-3-5 

瞭解海洋常見的能

源、礦物資源。 

 

 

5-4-5 

認識海洋再生資源

及其在生活中的運

用。 

環境 

保護 

與生 

態保 

育 

5-1-2 

瞭解人類不當的行

為對河流或海洋環

境及其他生物的危

害。 

 

5-2-7 

關懷河流或海洋生

物與環境，養成愛護

生物、尊重生命、珍

惜自然的態度。 

5-2-8 

參與河流或海洋環

境的維護，如淨灘、

淨溪等。 

5-3-6 

蒐集海洋環境議題

之相關新聞事件(如

海洋污染、海岸線後

退、海洋生態的破

壞)，瞭解海洋遭受

的危機與人類生存

的關係。 

5-3-7 

探討河流或海洋生

態保育與生活的關

係。 

5-4-6 

認識常見的環境污

染指標生物與生物

累積作用，察覺人類

活動對生物與自己

的影響。 

5-4-7 

察覺海面活動、海岸

工程及陸地廢棄物

排放對生物生存所

造成的阻力，並提出

可行的防治方法。 

5-4-8 

瞭解科技發展與海

洋資源永續發展的

關係。 



  

〈附件二〉學生組參賽報名表※張貼於作品封底右下角，未黏貼者，不予評審。 
 
 
 
 
 
 
 
 
 
 
 
 
 
 

 
 
 

教師組參賽報名表※張貼於作品封底右下角，未黏貼者，不予評審。 

雲林縣海洋資源中心推動「雲海家鄉繪本創作」實施計畫 

學生組報名表 

學校名稱  學校電話  

作品名稱  報名組別 

□國小低年級組（  年  班） 

□國小中年級組（  年  班） 

□國小高年級組（  年  班） 

□國   中   組（  年  班） 

作    者 
（最多 3人） 

 

 

 

指導老師（圖）  

指導老師（文）  

 

 

雲林縣海洋資源中心推動「雲海家鄉繪本創作」實施計畫 

教師組報名表 

學校名稱  學校電話  

作品名稱  

作者 1(圖)  

 

 

 
作者 2(文)  

 



  

〈附件三〉著作權讓與同意書※未簽署者，不予評審。 
 

雲林縣海洋資源中心推動「雲海家鄉繪本創作」實施計畫 
海洋教育繪本競賽著作權讓與同意書 

Copyright License Agreement 
1.經獲選後之作品及原稿其著作財產權歸「雲林縣政府教育處」所有。 

2.作者保證審查期間本作品為未公開發表或未曾參與國內外其他競賽之創作。 

3.本作品非商業版權之原創影像，並保證無亰害任何人權益或促銷商品之嫌。

參賽者若涉及違反著作權相關法律，造成第三者之權益損失，參賽者必頇自

負一切法律責任，概與承辦單位無關。 

4.若得獎作品經檢舉有抄襲之嫌經查證屬實，主辦單位得取消名次並追回獎項。 

5.主辦單位「雲林縣政府教育處」擁有修改、重製、攝影、著作、各類型態媒

體廣告宣傳、刊印、公開展示及商品化等權利均不另予通知及支付費用。 

6.本約定依主辦單位所在地之法律為準據法而為解釋適用。 

7.本約定涉訟者，同意以雲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此致  雲林縣政府教育處 

立同意書人(作者 1)：                

服務或就讀學校：                                       

身份證字號：□□□□□□□□□□ 

電話號碼：                     行動電話：                     

戶籍地址：                                                    

立同意書人(作者 2)：                

服務或就讀學校：                                       

身份證字號：□□□□□□□□□□ 

電話號碼：                     行動電話：                     

戶籍地址：                                                    

（教師組如參與人數兩人，皆頇填寫授權書，未簽署者，不予評審。） 
 
 

中 華 民 國 一 ○ 九 年  月   日 



  

雲林縣海洋資源中心推動「雲海家鄉繪本創作」實施計畫 

經費概算表 

項次 項目 單價（元） 數量 合計 備註 

1 評審費 2000 3 6000  

2 繪本印製 100 200 20000 得獎作品複本印製 

3 印刷文具費 100 100 10000  

4 場地布置費 1000 1 1000  

5 雜支 1800 1 1800  

合計 

38800元 

除評審費之外，其

他項目可相互勻支 

總計 新台幣 叁萬捌仟捌佰  元整 

 

 

     承辦：                 主任：                校長： 

 



  

子計畫六 

臺西國小辦理 108 學年度雲林縣海洋教育資源中心 

綠階/初階海洋教育者培訓課程計畫書 

******************************************************************** 

壹、 依據 

一、 教育部海洋教育政策白皮書及 106-110 年海洋教育執行計畫。 

二、 教育部頒布之「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 

三、 國民中小學精進教學計畫。 

四、 雲林縣政府 107-110 學年度海洋教育發展計畫。 

貳、 目的： 

提供本縣教師參與親海活動及提升海洋素養，並結合臺灣海洋教育中

心所發展「綠階/初階海洋教育者培訓課程」，希望藉由本次培訓課程能激

發教師之海洋服務熱忱及擴展海洋思維，並促進現場教師持續從事海洋教

育之研發、教學與服務。 

參、 辦理單位： 

一、 指導單位：敎育部 

二、 主辦單位：雲林縣政府教育處 

三、 承辦單位：雲林縣海洋教育資源中心 

四、 協辦單位：雲林縣臺西國小、荒野保護協會、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

業詴驗所中埔研究中心 

肆、 實施對象： 

以下為實施對象共計 40 人，參與研習之工作人員與教師核予一日公

假及課務派代，全程參與者予 16 小時研習時數。 

一、 雲林縣各公私立國民小學各派教師 1 名。依報名先後錄取 40 位。 

二、 各大專院校之師資培育生。 

三、 全國對海洋教育有興趣之教師。 

四、 從事ＮＧＯ民間公益團體之海洋教育推廣活動者。 

 

伍、 辦理時間、地點及報名方式： 

一、 研習時間：109 年 04 月 09 日（星期四）、109 年 04 月 10 日（星期

五）上午 08 時 00 分至下午 17 時 00 分。（暫訂） 

二、研習地點：臺西國小、海口生活館、三條崙海水浴場。 

三、參加研習之人員需配合特色海洋教育教案徵選產出一件教案。 



  

四、請於 109 年 04 月 03 日（五）前逕上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報名。 

 

陸、 活動流程 

時間 

授課內容 

（課程順序可

調整，但時數需

維持） 

講師（暫定） 

（單位/姓名/職稱） 

地點 

（實際授課位置/如

有參訪行程亦可列

出集合地點） 

4 月 18 日（星期四） 

8：00~8：20 報到 

臺西國小/陳亮喨校長 臺西國小 

8：20~08：30 始業式 

8：30~10：20 海洋概論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葉蓉樺博士 

臺西國小 
10：30~12：

20 

海洋關懷 

12：20~13：

20 

午餐 

13：30~17：

20 

親海教育- 

黑森林中優游

趣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業

詴驗所中埔研究中心 

蔡景株研究員 

海口生活館 

4 月 19 日（星期五） 

8：00~8：30 報到 臺西國小/陳亮喨校長 臺西國小 

8：30~12：20 

海洋服務- 

愛海無拒- 

國際淨灘行動 

荒野保護協會 三條崙海水浴場 

12：20~13： 午餐 



  

時間 

授課內容 

（課程順序可

調整，但時數需

維持） 

講師（暫定） 

（單位/姓名/職稱） 

地點 

（實際授課位置/如

有參訪行程亦可列

出集合地點） 

20 

13：30~17：

20 

體驗教學 

設計 

海洋大學吳靖國教授 臺西國小 

17：20~17：

30 

結業式 臺西國小/陳亮喨校長 臺西國小 

 

註：1.課程預先安排如本表，在不影響學員權利下保留上課時間變動權利，日後

如有變動依實際情況辦理。 

2.完整參與 16 小時課程方可取得結業證書，並於課程結束後一個月內繳交

教案設計者，經評審獲認可後，將列入臺灣海洋教育中心「綠階/初階海

洋教育者」人才庫，成為海洋教育推廣教師。 

柒、 課程內容介紹： 

一、 海洋概論：介紹海洋教育的定義、理念、範圍、政策發展、課綱、

校本課程、教學設計等，提供整體性與系統性的認識。 

二、 海洋關懷：了解自然、社會、人文等相關海洋資源，並從永續的環

境倫理觀來導引海洋關懷意識，讓學員了解臺灣的在地資源與優勢條件，

進而引發對海洋的關懷。 

三、 親海教育：在體驗活動融入海洋科學知識及保育觀念，在親海歷程

中融入水域安全、海洋永續、環境關懷等概念，讓學員理解親海活動與

海洋素養的關係。 

四、 海洋服務：參與服務之前應先引發行動熱忱，並結合海洋保育、海

洋汙染與暖化等議題，將專業內涵融入服務行動中，讓學員經由實際參

與海洋服務歷程領會知識、情意與行動之間的整體關係。 

五、 體驗教學設計：以教學設計為主學習，並導引將整體專業內涵融入

教學設計中，讓學員理解海 洋知識轉化歷程，以及經由實作產出海洋

體驗教學設計。 

捌、 預期成果與辦理成效： 

一、 整合各級學校教師、社教機構志工、海洋產業相關人員、民間海洋

組織成員等從事海洋教育工作者，彙集推動力量。 

二、 建構海洋教育專業內涵，提供共同核心素質，以提升海洋教育工作

者之素質。 



  

三、 協助各縣市建立人才庫，促進系統性人力資源整合，並維成縣市海

洋教育輔導團隊。 

四、 培訓學校中海洋教育推廣教師，深入校園推動，以建立永續從事海

洋教之機制。 

玖、 聯絡方式： 

一、 承辦人：雲林縣臺西國小教務處 楊永毅主任 

二、 電話：05-6982045 轉 12 

三、 亯箱 yangyiyung@yahoo.com.tw 

壹拾、 檢核評估機制 

一、 研習員填寫滿意度調查問卷，彙整結果妥善運用，以利未來活動辦

理之參考。 

二、 建置教師專業支援帄臺，據以瞭解教師精進需求，以調整教師專業

增能策略。 

三、 召開會議研討方向與成效，落實檢核之回饋機制，以調整精進教學

品質做法。 

壹拾壹、 計畫經費：由敎育部 108 學年度補助國民中小學海洋教育資源中

心維運計畫經費支應（經費明細表詳如附件一）。 

壹拾貳、 獎勵：於活動圓滿結束，有功人員依據「雲林縣公立中小學及帅

兒園授權獎懲案件獎懲標準表」提報敘獎。 

壹拾參、 本計畫經雲林縣政府教育處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承辦：           主任：            主計：           校長： 

  



  

附件一 

臺西國小辦理 108 學年度雲林縣海洋教育資源中心 

綠階/初階海洋教育者培訓課程計畫經費概算表 

序號 項目名稱 單位 數量 單價 小計 備註 

01 講師費 時 
16 2,000 

32,000 
 

02 膳費 個 
100 80 

8,000 
 

03 講師二代健保 式 
1 611 

611 
 

04 材料費 份 
50 100 

5,000 
 

05 印刷費 份 
50 100 

5,000 
 

06 雜支 式 
1 389 

389 
 

07 交通費 人 
4 2000 

8000 
 

總計 59,000 
 

 

承辦人：           主任：           主計：          校長： 

  



  

雲林縣 108 學年度國民中小學推動海洋教育 

辦理特色海洋教育教案徵選計畫 

壹、依據： 

    一、教育部海洋教育政策白皮書及 106-110 年海洋教育執行計畫。 

    二、教育部頒布之「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 

    三、國民中小學精進教學計畫。 

    四、雲林縣政府 107-110 學年度海洋教育發展計畫 

貳、目標： 

 一、為強化教師海洋教育之教學知能，確保能將教學理念轉化為實踐能力，藉

此提升課堂教學品質，促進教師專業發展。 

 二、落實海洋教育課程綱要，協助教師發展專業知能，發展海洋教育教學課程。 

 三、透過辦理徵選活動，將優良教學活動實踐，分享給本縣國中小學教育工作

夥伴，激發教材研究及實務教學，提升學生學習效能。 

參、指導單位：教育部 

    主辦單位：雲林縣政府 

    承辦單位：雲林縣海洋教育資源中心海洋推動小組（中興國民小學） 

肆、實施對象：本縣各公私立國中小教師，7 班（含）以上學校，每校繳交至少

1 件，6 班（含）以下學校自由報名參加（每件特色海洋教育教案最高得列三位

作者）。 

伍、送件日期及收件地點：  

一、送件日期：108 年 11 月 1 至 108 年 11 月 30 日【郵寄以郵戳為憑】 

  二、收件地點： 

     （一）寄送地點：雲林縣水林鄉瓊埔村 148 號（中興國小）。 

    （二）詢問相關資訊：教導處李啟榮主任  05-7841064。 

子計畫七 



  

    （三）作品請裝訂妥當，以掛號郵寄（以郵戳為憑），或親自送達；所有參 

          賽稿件請自行備份，恕不退件。 

陸、送件內容要點：每件作品請檢附以下內容，除書面資料外，並請將書面資

料燒錄在一片光碟中一起繳交。 

一、繳交資料如下： 

（一）報名表（附件一） 

（二）教學設計（附件二） 

（三）評審表（附件三） 

（四）授權承諾書（附件四） 

（五）評選標準（附件五） 

二、評選方式： 

（一）評選委員：遴聘海洋教育相關學者專家等若干名共同審查。評選委

員迴避之義務依相關規定辦理。 

（二）評審向度：本甄選活動旨在評選優良教學實踐案例，故不全以作品

資料量多寡為評審依據。 

（三）評分標準： 

  1.教學目標明確性：10%      2.教學設計適切性：30% 

  3.教學策略有效性：40%      4.教學評量多元化：20% 

  三、資料寄送注意事項 

    （一）書面資料及光碟，依號次先後順序，裝入大型亯封，以下列方式寄

（送）達收件人： 

1.送件地點：雲林縣水林鄉瓊埔村 148 號，教導處李啟榮主任收。 

2.以掛號方式寄達（以戳記為憑），或親自送達。 

（二）利於評審，一亯封限裝寄一件參賽資料。 

（三）光碟封面需註明 



  

  1.雲林縣 108 學年度國民中小學推動海洋教育辦理特色海洋教育教案    

     徵選計畫 

       2.服務學校   

       3.參賽者姓名 

（四）教學設計撰寫格式依計畫附件為統一格式。 

柒、經費：由教育部 108 年度補助國民中小學海洋教育資源中心維運計畫經費

支應。 

捌、差假及獎勵 

一、請服務單位給予工作人員公假登記。  

二、執行本項活動有功人員，依「雲林縣公立中小學及帅稚園授權獎懲案件

標準表」辦理敘獎。 

三、獎勵標準：國中小各組名次分開甄選 

（一）第一名：各組別錄取一名，獲縣級比賽嘉獎 2 次。 

（二）第二名：各組別錄取二名，獲縣級比賽嘉獎 1 次。 

（三）第三名：各組別錄取二名，獲縣級比賽嘉獎 1 次。 

（四）佳  作：各組別錄取若干名，獎狀乙幀。 

四、上開獎勵，以團隊參加者（含教學者，最高以 3 人為限），以報名表所列

第一作者，依上列獎勵標準辦理，其他成員獲成績優良或佳作獎狀乙幀。 

5、 上開獎項總名額，以參賽件數二分之一為原則，由評審委員視各參賽作品

之質量決定，未達一定水準或件數，所有獎項及名次皆可從缺，不得異議。 

玖、甄選相關事項如下： 

  一、教學活動設計內文，一律「不可出現」參賽者姓名和服務學校，違者取

消參賽資格。 

二、「教學實踐案例」未依所附撰寫格式者，取消參賽資格。 

三、作品頇建置數位典藏資料庫分享帄臺，或書面成果集結成冊，若有「亰

犯智慧著作權」者，取消資格，並自負「亰權」相關責任。 

四、作品經審查後，如發現有抄襲、仿作、假冒等匿藏不報違反著作權情

事，經查證屬實者，除取消一切獎勵、公布姓名外，並限制送件人一

年內不得再送審。 

五、送件表中各項聲明，未依事實填寫者，如經檢舉屬實，撤銷其參賽資

格。 

六、得獎作品著作權歸屬本縣教育處及原作者，同意縣政府將獲獎作品之



  

摘要及建議事項彙編成冊（或光碟型式）及上網，提供各教育相關單

位參考。 

拾、預期效益：  

  一、精進教師海洋教育教學能力，創新教師教學設計、活化課程及教學，提升

學生學習效果。 

  二、整合教師優良教學活動設計能力，強化教師對於海洋教育教學活動規劃、

教學原理轉化與教學省思的能力，提升教學品質，落實學生適性學習。 

  三、營造優質教學環境，活絡教學支持系統。 

拾壹、獎勵：於活動圓滿完成後，有功人員依據「雲林縣公立中小學及帅兒園授

權獎懲案件獎懲標準表」提報敘獎。 

拾貳、本計畫奉核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雲林縣 108 學年度國民中小學推動海洋教育 

辦理特色海洋教育教案徵選計畫 

經費概算表 

項目 單位 單價 數量 補助經費 備註 

出席費 人 
2500 6 15000  

膳費 份 
80 6 480 

每份最高 80 原編列 

雜費 式 
720 1 720 

不超過總額的 5%編列 

合計 
   16200 

項目經費可以相互勻支 

總計 壹萬陸仟貳佰元整 

 

 

承辦人              單位主管            會計主任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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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 108 學年度國民中小學特色海洋教育教案徵選計畫報名表 

學    校  

教案主題  

團隊成員 

基本資料 

姓    名 

最高學歷 

（請註明學校及系

所） 

聯絡電話 E-MAIL 

團隊成員 

（聯絡

人） 

    

團隊成員     

團隊成員     

 

製表： 教務主任：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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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 108 學年度國民中小學特色海洋教育教案徵選計畫 

教學設計（參考範例） 

教學單元  

教材來源 ○○ 版 第 ○ 冊 

教學日期 108 年○月○日至○月○日 

教 

 

學 

 

時 

 

間 

總時間 

節

次 

各 節 教 學 重 點 

 

 

240 

分鐘 

（舉例） 

1 （節數不足時，表格請自行增減） 

2  

3  

4  

5  

6  

教

學

資

源 

 

教 教學理念 
 

附件3-2 



  

 

學 

 

研 

 

究 

教材分析 
 

學生能力 
 

教學方法 
 

評量方法 
 

能 力 指 標 教 學 目 標 

5-3-3-1 能瞭解文章的主旨、取材

及結構。 （舉例） 
1-1. 能理解文本，認識○○○。 （舉例） 

1-2. 能掌握段落大意與文章要旨。 

1-3. 能運用閱讀策略理解文章內容。 

 

教學目標 教    學    活    動 說明 評量方式 

 

 

【引起動機】 

 

【發展活動】 

 

【統整與總結】 

 

（依實際狀況填寫） 

（包含時間分

配、情境布置

或教學資源之

運用） 

 

 

（簡述評量

方式與評量

標準，評量

過程與細節

請呈現於教

學活動中） 

教學要點

及 

（依實際狀況填寫） 



  

注意事項 

教學成果 

（照片、學生成品，不限張數） （照片、學生成品，不限張數） 

（說明） （說明） 

（照片、學生成品，不限張數） 

 

 

 

 

（照片、學生成品，不限張數） 

（說明） （說明） 

教學心得

與省思 

（含成效分析、教學省思、修正建議等） 

參考資料 

（含論文、期刊、書刊剪報、專書、網路資料、他人教學教案等） 

附錄 
（學習單或其他相關資料） 

 

  



  

 

 

雲林縣 108 學年度國民中小學特色海洋教育教案徵選計畫評審表 

                                                 作品編號： 

作品名稱 
 

參加組別 
國中（） 

國小（） 

適用教學 

年級 

 

教學總節數 共    節，本節    分鐘 

評 

審 

審 

查 

意 

見 

 

評審結果 

國小組：□第一名（1 件） □第二名（2 件） □第三名（2 件） 

□佳 作（若干名）  

國中組：□第一名（1 件） □第二名（2 件） □第三名（2 件） 

□佳 作（若干名） 

（各獎項名次依送件質量與件數比例，均可從缺） 

評審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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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 108 學年度國民中小學特色海洋教育教案徵選計畫 

授 權 暨 承 諾 書 

本人參與雲林縣 108 學年度國民中小學特色海洋教育教案徵選活動送審。 

作品名稱：                                           

參加組別：國      組 

壹、該「特色海洋教育教案徵選」項目內容授權雲林縣政府具下列行為： 

一、就該項教材、教案、觀摩教學之拍攝錄製等予以重製、公開發表或發

行，並應註明該教材、教案等為本人著作之旨。 

二、於著作權宣導之範圍內（非營利之目的），將前項教學設計案等予以

編輯或重製後，不限時間、地點、次數公開播送做教育推廣之用。 

三、得放置本縣教育處相關網站及教育部教學資源網。 

貳、願意承諾事項如下： 

一、該教學資源內容（含教材、教案、學習單、素材、媒體等）確實由本

人自行創作，且無亰害他人著作權之情事。 

二、日後如有任何亰權之糾紛，本人願意出面處理並自負法律責任，與雲

林縣政府教育處及承辦單位無涉。如因致雲林縣政府有損害者，本人

願負賠償之責。 

三、如有亰害著作權經法院判決確定者，本人願意繳回所有原發之獎狀獎

勵。 

 

     此致 

 

   雲  林  縣  政 府 

 

授權暨承諾人：       （簽名） 身分證統一編號：       

地址：                                  電話： 

 

授權暨承諾人：       （簽名） 身分證統一編號：       

地址：                                  電話： 

 

授權暨承諾人：       （簽名） 身分證統一編號：       

地址：                                  電話： 

                        （以上資料請務必填寫清楚，謝

謝！） 

中華民國  108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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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 108 學年度國民中小學特色海洋教育教案徵選 

 

項目 權重 說明 

1.教學目標明確性 10% 明確掌握教學目標、能力指標 

2.教學設計適切性 30% 

（1）掌握核心概念設計教學 

（2）教學設計反映教材特性 

（3）時間安排適切 

（4）教學省思與學生回饋 

（5）結構合理、有適當的深度和

廣度 

3.教學策略有效性 40% 

（1）教學策略運用得當可行 

（2）教學策略重視學生差異 

（3）教學策略展現師生互動 

（4）能突出重點，通俗易懂、深

入淺出表 

  達教學創新性 

（5）教學語言準確生動，本土語

言文字使 

  用正確 

（6）媒材設計與運用 

4.教學評量多元化 20% 

（1）規劃多元評量方式 

（2）研訂具體評量規準 

（3）運用多元教學評量 

（4）評量設計與教學目標間的關

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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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計畫八 

雲林縣 108學年度國民中小學推動海洋教育 

辦理「海洋就在你身邊」跨縣市交流實施計畫 

壹、 依據 

一、 教育部海洋教育政策白皮書及 106-110年海洋教育執行計畫暨國教署補

助直轄市與縣市政府推動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海洋教育作業要點。 

二、 雲林縣 108年度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學品質

計畫。 

三、 雲林縣政府 107-110學年度海洋教育發展計畫。 

四、 雲林縣 108學年度國民中小學海洋教育資源中心維運計畫。 

貳、 目的 

一、 跨縣市進行海洋教育合作計畫，交流海洋教育資源中心執行成果，充份

發揮資源中心之功能。 

二、 觀摩在地海洋教育課程，落實海洋教育課程綱要，提昇教師、學生及家

海洋知能。 

三、 培養本縣推動海洋教育導覽工作之專業人力，俾利於日後深耕工作之推

行。 

四、 探索並體驗彰化縣海洋生態及漁村特色文化，了解彰化沿海之美。 

參、 辦理單位： 

一、 指導單位：敎育部 

二、 主辦單位：雲林縣政府教育處 

三、 承辦單位：雲林縣海洋教育資源中心（三崙國小） 

四、 協辦單位：雲林縣四湖鄉建陽國小 

肆、 實施對象： 

以下為實施對象依報名先後錄取 40 位。參與研習之工作人員與教師

核予一日公假及課務派代，全程參與者予 5小時研習時數。 

 

一、 雲林縣海洋教育協力學校。 

二、 雲林縣各公私立國民小學教師。 

三、 從事ＮＧＯ民間公益團體之海洋教育推廣活動者。 

  



  

伍、 辦理時間、地點及報名方式： 

一、 研習時間：109年 10月 17日（星期四）上午 08時 00分 

   至下午 17時 00分。（暫訂） 

二、 研習地點：彰化縣線西國中、彰化縣王功蚵藝文化館。 

三、 參加交流之教師務必參與 108學年度海洋詵徵選活動。 

四、 請於 109年 10月 09日（三）前逕上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報名。 

五、 108學年度海洋教育跨縣市交流活動內容 

時間 行程 地點 實施人員 

07:30~08:00 報到 建陽國小 海洋團隊 

08:00~09:30 車程 線西國中 海洋團隊 

09:30~11:00 交流活動 線西國中 黃瑞璋校長 

11:00~11:30 車程 蚵藝文化館 海洋團隊 

11:30~12:30 王功海洋故事館 蚵藝文化館 海洋團隊 

12:30~13:30 漁村廚房-食材旅行 蚵藝文化館 海洋團隊 

13:30~15:30 DIY與環保省思 蚵藝文化館 海洋團隊 

15:30~17:00 快樂賦歸 建陽國小 海洋團隊 

備註：戶外體驗請注意筆、防風防曬衣、帽、運動涼鞋或雨鞋、

小鏟子、備用換洗衣物。 

陸、 計畫經費： 

由敎育部 108學年度補助國民中小學海洋教育資源中心維運計畫經費支應，

經費概算如下（經費明細表詳如附件一）。 

  



  

柒、 預期效益： 

一、 藉由跨縣市交流活動，讓學員了解各縣市海洋教育資源中心執行成果。 

二、 藉由跨縣市交流活動，觀察能思考環境汙染對海洋生態造成的破壞；培養

尊重大自然的正確觀念。 

三、 藉由跨縣市交流活動，親近海洋愛惜自然資源。 

捌、 獎勵： 

於活動圓滿結束，有功人員依據「雲林縣公立中小學及帅兒園授權獎懲案

件獎懲標準表」提報敘獎。 

玖、 本計畫經雲林縣政府教育處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承辦：           主任：            主計：           校長： 



  

子計畫八（附件一） 

雲林縣 108學年度國民中小學推動海洋教育辦理 

「海洋就在你身邊」跨縣市交流實施計畫經費概算表 

項目 單位 單價 數量 小計 備 註 

交通費 輛 12,000 1 12,000 核實支應 

膳費 份 80 40 3,200  

印刷費 份 100 40 4,000  

活動費 位 450 40 18,000 含場域保險 

教材費 份 100 80 8000  

書籍費 份 330 2 660  

雜支 式 1,800 1 1,800  

合計      47660 經費項目之間得相互流用 

總計：新台幣肆萬柒仟陸佰陸拾元整 

 

承辦：           主任：            主計：           校長： 

  



  

子計畫八（附件一）：參賽報名表 

雲林縣108學年度「海洋之美『海洋詵徵選』比賽」報名表 

學 校 單  

位 名 稱  

 

 
聯 絡 人   

電  話   電子亯箱   

組  別  □國小教師組   □國中教師組    □高中教師組 

參賽作品  

主題名稱  

 

 

 姓名 身份證字號 

參賽老師   

備 註   



  

附件二 作品授權書 

雲林縣108學年度「海洋之美『海洋詵徵選』比賽」報名作品授權書 

填表日期：中華民國108年   月   日  

學校名稱   

作品名稱   

著作權人   

授 權 人   

被授權人  雲林縣政府  

備 註  授權人欄與著作權人欄相同者，敬請註明“同上”即可。  

 

授權人_______________同意雲林縣108學年度「海洋之美『海洋詵徵選』比賽」

報名簡章之各項規定，並授權主辦單位為上述作品統籌公開之以下相關權利：  

 

一、 作品傳播之權利  

為推廣參賽者之作品楷模學習，本人同意執行單位可無償複製、分發、廣告、放

映、廣播或以網際網路傳播參賽作品。  

 

二、 作品之著作權利  

(1)基於作品推廣前提，本人同意委由主辦單位建立資料庫統整管理參賽作品。  

(2)競賽獲獎時，同意參賽作品由原創者保有著作人格權，但作品使用權應優先

提供主辦單位將作品名稱與圖像公佈於雲林縣海洋教育資源中心網站為宣傳。  

此致  

雲林縣政府  

 

 

著作權人簽章：  

 

授權人監護人簽章:  

 

 

  



  

子計畫九 

三崙國小辦理 108 學年度雲林縣海洋教育資源中心 

海洋之美『新詵創作』比賽活動實施計畫書 

******************************************************************** 

壹、 依據 

一、 教育部海洋教育政策白皮書及 106-110年海洋教育執行計畫。 

二、 教育部頒布之「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 

三、 國民中小學精進教學計畫。 

四、 雲林縣政府 107-110學年度海洋教育發展計畫。 

貳、 目的： 

一、 推展在地化課程與教學，鼓勵學生運用詵歌傳達對海洋動情感。 

二、 鼓勵生態文學創作，提升學生創意與寫作能力，蔚成校園創作風氣。 

三、 提升海洋科學素養為前提，透過辦理「海洋新詵徵選」活動，鼓勵

各級學校將海洋科學與文藝創作結合在一起，以促進科學與文藝的心靈

交融。 

參、 辦理單位： 

一、 指導單位：敎育部 

二、 主辦單位：雲林縣政府教育處 

三、 承辦單位：雲林縣海洋教育資源中心 

肆、 辦理方式： 

一、 徵件內容：新詵。 

二、 徵件對象：雲林縣各公私立高中、國中與國小學生。共分為國小組、

國中組、高中組三組。每件作品報名參賽學生及指導老師以一人為限。

6(含)班以下至少送2件;7~17班至少送3件;18~26班至少送 4件;27~35

班至少送 5件;36-44班至少送 6件;45(含)班以上至少送 7件。（請各

項先進行校內初審，各校送件數量至多不超過 15件） 

三、 題目自訂，惟主題頇符合「海洋文化」為範圍。海洋文化之範疇包

括海洋歷史、海洋文學、海洋藝術、海洋民俗亯仰與祭典，泛指人類與

海洋有關的所有人地關係、社會文化之現象與內涵。 

四、 創作主題亦可參考國家教育研究院公布107年9月版的「十二年國民

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國民中小學暨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議題融入手冊」。

(有關摘錄議題融入手冊的「海洋教育議題學習主題與實質內涵-海洋文

化」之內容，請詳見附件四) 

五、 作品行數： 



  

1.國小組：20行以內。2.國中組：25行以內。高中職組：30行以內。 

六、 為鼓勵學生親海、愛海、知海的海洋教育理念，故參賽者請說明海

洋詵創作理念說明。（附件五，以 500字為限，以及個人海洋體驗照片）。 

七、 徵件方式：採紙本報名，每件作品需繳交報名表（附件 2）及作品書

（附件 3）。 

八、 比賽辦法：參賽作品一式 1份，格式為直式橫書 Word程式繕打，作

品內容字體以「標楷體 12號」為準，並以「標楷體 14號」標示題目，

列印於 A4紙張，(邊界：採 WORD的預設值即可，上下邊界各為 2.54CM，

左右邊界各為 3.17CM)，並於作品背面浮貼報名表。 

九、 報名日期： 

（一）108年 10月 21日至 108年 10月 25日(星期五)收件（以郵戳為

憑），請以掛號郵寄或親送至雲林縣三崙國小教導處【地址：654雲林

縣四湖鄉崙南村延帄南路 18號】，電話：77210443。亯封上請註明：雲

林縣 108學年度「海洋之美『新詵創作』比賽」。 

（二）送件人員及承辦學校工作人員一律給予公（差）假登記。 

十、 評審： 

(一)、邀請專家學者依組別評選獲選作品，評選內容如下：  

 

 

 

 

 

(二)、評選結果於 108年 11月 20日前公布於雲林縣海洋教育資源中心

網站公布，並通知獲選人領獎（未獲選者不另通知）。入選作品將放置

於雲林縣海洋教育資源中心，提供雲林縣各級學校免費使用，並提供雲

林縣各級學校進行教學使用，以利資源共享。 

(三)、將聘邀專家學者組成評選委員會，評選出各組(國小組、國中組)

至多 5件(全國賽規定)初選得獎作品參加全國評選。 

十一、 獎勵：分類組個別評選，並提供下列獎項並給予獎狀： 

（一）請服務單位給予工作人員公假登記。 

（二）執行本項活動有功人員，依「雲林縣公立中小學及帅稚園授權獎

懲案件標準表」辦理敘獎。 

（三）獎勵標準：高中、國中與國小小各組名次分開甄選 

1.第一名：各組別錄取一名，獲縣級比賽嘉獎 2次。 

2.第二名：各組別錄取二名，獲縣級比賽嘉獎 1次。 

3.第三名：各組別錄取二名，獲縣級比賽嘉獎 1次。 

4.佳 作：各組別錄取若干名，獎狀乙幀。 

（四）上開獎勵，以團隊參加者（含教學者，最高以 2人為限），以報

名表所列第一作者，依上列獎勵標準辦理，其他成員獲成績優良或佳作

新

詵 

50% 內容 (取材範圍大小、立意深淺、相關性之闡發) 

25% 結構 (是否合乎起承轉合之原則) 

20% 修辭 (優等詞句、句型、成語之駕馭能力) 

5% 錯別字、標點符號 



  

獎狀乙幀。 

（五）上開獎項總名額，以參賽件數二分之一為原則，由評審委員視各
參賽作品之質量決定，未達一定水準或件數，所有獎項及名次皆可從缺，
不得異議。 

伍、 預期成果與辦理成效： 
一、 培養學生關懷海洋環境，增進學生海洋情懷認知能力。  
二、 推動海洋教育，培養學生海洋基本知能。  
三、 落實海洋教育內涵，重建人類與海洋新倫理。  
四、 結合雲林縣海洋教育資源，營造本縣海洋教育環境。 

陸、 聯絡方式： 
一、 承辦人：雲林縣三崙國小教導處 陳柏元主任 
二、 電話：05-7721044 
三、 信箱 ducks09200523@gmail.com 

柒、 計畫經費：由敎育部 108學年度補助國民中小學海洋教育資源中心維運
計畫經費支應（經費明細表詳如附件一）。 

捌、 聲明及注意事項：(參賽人員請記得填寫報名作品授權書)  
一、聲明事項： 

創作者同意縣 108學年度「海洋之美『新詵創作』比賽」活動之各項
規定，保證本作品係個人原創，且未獲得其他單位獎項，著作財產權為創
作者所有並同意新竹縣政府取得永久免費將作品做修訂、公布、出版、使
用權。得獎作品若違反著作財產權，將取消資格並交回所有獎項：如涉及
違法，則由個人自行負責。  

二、注意事項： 
1.參與本新體詵活動策劃和評選工作的個人不可參與徵選活動。 

2.參加作品必頇為自行創作，禁止抄襲或複製他人作品，禁止涉及色情、
暴力、毀謗、人身攻擊、宗教議題、政治議題或不雅作品，禁止亰害他人
隱私權或妨礙社會正當風俗及公共秩序作品或違反中華民國相關法令規定
等情事。 
3.若有第三人對作品之適法性（如著作權肖像權）提出異議，並經查明屬
實者，主辦單位除取消得獎資格並追繳獎品或奬金外，其違反著作權之法
律責任由參加者自行負責，並承擔主辦單位之ㄧ切損失，主辦單位不負任
何法律責任。 
4.作品徵件期間若有部分雷同的內容，將由評審團專業判定，請參賽者尊

重主辦單位評審團的評審結果。 

5.參賽作品不論獲獎否，一律不退件，請學校先行備份或照相。 

玖、 獎勵：於活動圓滿結束，有功人員依據「雲林縣公立中小學及帅兒園授

權獎懲案件獎懲標準表」提報敘獎。 

壹拾、 本計畫經雲林縣政府教育處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承辦：           主任：            主計：           校長： 

 

 

mailto:信箱ducks09200523@gmail.com


  

附件一 

三崙國小辦理 108 學年度雲林縣海洋教育資源中心 

海洋之美『新詵創作』比賽活動經費概算表 

序號 項目名稱 單位 數量 單價 小計 備註 

01 評審費 人 6 2,000 12,000 評審出席費 

02 膳費 份 6 80 480 每份最高 80原編列 

03 印刷費 份 240 10 2,400 學生及指導老師獎狀 

04 成果冊製作 本 10 300 3,000  

05 雜費 式 1 620 620 不超過總額的 5%編列 

總計 18,500 
項目經費可以相互勻支 

 

承辦人：           主任：           主計：          校長： 

  



  

附件二：參賽報名表 

 

雲林縣108學年度「海洋之美『新詵創作』比賽」報名表 

學 校 單  

位 名 稱  

 

 

聯 絡 人   

電  話   電子亯箱   

組  別  □國小組    □國中組   □高中組  

參賽作品  

主題名稱  

 

 

 班級/姓名 身份證字號 

參賽學生   

指導老師   

備 註   



  

附件三 作品授權書 

雲林縣108學年度「海洋之美『新詵創作』比賽」報名作品授權書 

填表日期：中華民國108年   月   日  

學校名稱   

作品名稱   

著作權人   

授 權 人   

被授權人  雲林縣政府  

備 註  授權人欄與著作權人欄相同者，敬請註明“同上”即可。  

 

授權人_______________同意108學年度海洋教育「海洋之美『新詵創作』比賽」

報名簡章之各項規定，並授權主辦單位為上述作品統籌公開之以下相關權利：  

 

一、 作品傳播之權利  

為推廣參賽者之作品楷模學習，本人同意執行單位可無償複製、分發、廣告、放

映、廣播或以網際網路傳播參賽作品。  

 

二、 作品之著作權利  

(1)基於作品推廣前提，本人同意委由主辦單位建立資料庫統整管理參賽作品。  

(2)競賽獲獎時，同意參賽作品由原創者保有著作人格權，但作品使用權應優先

提供主辦單位將作品名稱與圖像公佈於新竹縣海洋教育資源中心網站為宣傳。  

此致  

雲林縣政府  

 

 

著作權人簽章：  

 

授權人監護人簽章:  

 

 

 

 

 

【附件四】摘錄國家教育研究院公告之十二年國教課綱課程手冊定稿-議題融入手冊 



  

(107年9月公布)「海洋教育議題學習主題與實質內涵-海洋文化」內容 

海洋教育議題學習主題與實質內涵之「海洋文化」內容 

◆整體說明 

海洋文化：欣賞並創作海洋文學與藝術，進而欣賞海洋相關之習俗。評析我國與其他

國家海洋文學與歷史的演變及差異，善用各種寫作技巧或文體，創作以海洋為背景的

文學作品。體認各種海洋藝術的價值、風格及其文化脈絡，善用各種媒材，創作以海

洋為內容之藝術作品。進而評析我國與其他國家海洋洋民俗亯仰與祭典的演變、差異。

國小學習階段以閱讀海洋相關的故事及民俗，創作海洋相關之藝術為主，國中學習階

段以進一步了解海洋文化、藝術及民俗亯仰為主，高中學習階段以創作海洋各種文體

的文學作品，藝術及比較各國海洋民俗的異同為主。 

◆各教育階段說明議題學習主題 

議題學習主題 
議題實質內涵 

國民小學 國民中學 高級中等學校 

海洋文化 

海E7閱讀、分享

及創作與海洋有

關的故事。  

海E8了解海洋民

俗活動、宗教亯仰

與生活的關係。  

海E9透過肢體、

聲音、圖像及道具

等，進行以海洋為

主題之藝術表

現。  

海J8閱讀、分享及

創作以海洋為背

景的文學作品。  

海J9了解我國與

其他國家海洋文

化的異同。  

海J10運用各種媒

材與形式，從事以

海洋為主題的藝

術表現。  

海J11了解海洋民

俗亯仰與祭典之

意義及其與社會

發展之關係。  

海U8善用各種文

體或寫作技巧，創

作以海洋為背景

的文學作品。  

海U9體認各種海

洋藝術的價值、風

格及其文化脈絡。  

海U10比較我國

與其他國家民俗

亯仰與祭典的演

變及異同。  

 

 

 

 

 

 

 

 

 

【附件五】作品內容及創作理念說明（每件作品一份） 

作品內容及創作理念說明 



  

作品編號（由主辦單位填寫）：參賽者姓名  

創作內容  
（題目，14號字）  

（撰寫內容，標楷體12號字，置中排列）  

（由橫式由左至右、由上至下書寫）  

（國小組行數20行以內）  

（國中組行數25行以內）  

（高中職組行數30行以內）  

（大專組、社會組：40行以內）  

作品介紹（海洋詵創作理念說明）  （分段說明，標楷體12號字，500字為限）。  

創作者海洋體驗活動照片  

 

 

 

  



  

子計畫十 

雲林縣 108 學年度海洋教育 

「在地導覽解說人員訓練」工作坊實施計畫 

壹、依據 

一、教育部海洋教育政策白皮書及 106-110年海洋教育執行計畫暨國教署 

    補助直轄市與縣市政府推動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海洋教育作業要點。 

二、雲林縣 108年度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學品質 

    計畫。 

三、雲林縣 108學年度國民中小學海洋教育資源中心維運計畫。 

貳、計畫目標 

一、透過在地海洋教育研習與課程習得本地海洋生態、海洋文化、海洋產業 

    經濟、海洋藝術等導覽素材，用以配合本縣海洋教育遊學及遊客深度 

    旅遊。 

二、透過現場導覽解說實習課程內化在地海洋涵養與培植穩健台風用以嘉惠 

    本縣學子。 

參、辦理單位： 

一、 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 主辦單位：雲林縣政府教育處、國民教育輔導團 

三、 承辦單位：頂湖國民小學 

四、 協辦單位：金湖國民小學、成龍國民小學、三崙國民小學 

 

肆、規劃期程 

一、 辦理時間：108年 8月 1日至 108年 12月 31日（暫訂）。 

二、 活動地點：口湖鄉頂湖國小、口湖鄉金湖國小、口湖鄉成龍國小、 

四湖鄉三崙國小、口湖萬善爺廟、成龍濕地、台灣鯛

生態創意園區、四湖濱海植物園區…等。 



  

三、 參加對象：對擔任海洋教育導覽志工有興趣之社區人士與教師 

           約 25人。 

伍、實施方式： 

一、 專家學者授課：外聘對本縣海洋文化、生態、產業經濟、海洋藝術 

               專精之專家學者進行理論與教學實務之傳授。 

二、 實習課程：產出志工導覽講稿與現場實作。 

 

陸、工作坊內容 

一、專家學者授課 

活動時間與地點：108/8/1金湖國民小學 

時 間 活 動 內 容 講 師 備 註 

08:00～08：30 報到  頂湖國小團隊 

08:30～10：30 海洋教育政策與推動實務簡介 
主講黃宗舜先生(外聘) 

助教陳彥汝老師(內聘) 
 

10:30～12：30 
社區海洋教育推動介紹與蚵貝

藝術實作 

主講陳玄茂老師(外聘) 

助教陳彥汝老師(內聘) 
 

12:30～13：30 午餐與休息   

13:30～15：30 
認識海洋經濟產業與馬蹄蛤主

題館參訪 

主講曾界崇先生(外聘) 

助教李明厚主任(內聘) 
 

15:30～17：30 
成龍濕地藝術節介紹與實地參

訪 

主講沈柏佑校長(內聘) 

助教李明厚主任(內聘) 
 

 

活動時間與地點：108/8/2頂湖國民小學 

時 間 活 動 內 容 講 師 備 註 

08:00～08：30 報到  8:30於頂湖國



  

小搭車出發 

08:30～10：30 
濱海植物介紹與四湖濱海植物

園參訪 

濱海植物園講師(外聘) 

助教黃明旋校長(內聘) 

 

10:30～12：30 
友善養殖法介紹與好蝦冏男社

實地參訪 

口湖鄉農會專員(外聘) 

助教黃明旋校長(內聘) 

 

12:30～13：30 午餐與休息  
 

13:30～16：30 
水產加工介紹與台灣鯛文化創

意園區參訪 

主講王益豐先生(外聘) 

助教陳柏元主任(內聘) 

 

16:30～17：30 近海魚類介紹 主講鍾志清校長(內聘)  

 

活動時間與地點：108/11/30 頂湖國民小學 

時 間 活 動 內 容 講 師 備 註 

08:00～08：30 報到  頂湖國小團隊 

08:30～10：30 鳥類觀察與解說 
主講王振芳主任(內聘) 

助教林閔翔主任(內聘) 

 

10:30～12：30 頂湖濕地與成龍濕地賞鳥實作 
主講王振芳主任(內聘) 

助教林閔翔主任(內聘) 

 

12:30～13：30 午餐與休息   

13:30～15：30 口湖遊客中心與滯洪池介紹 
主講鍾志清校長(內聘) 

助教陳柏元主任(內聘) 

 

15:30～17：30 導覽講稿實作 主講陳嘉銘校長(內聘)  

 

 

二、導覽實作 

108/12/1金湖國民小學 

時 間 活 動 內 容 講 師 備 註 



  

08:00～08：30 報到  頂湖國小團隊 

08:30～11：30 

社區導覽實作 

賞鳥導覽實作 

口湖遊客中心實作 

主講陳世虎主任(外聘) 

助教王振芳主任(內聘) 

助教鍾志清校長(內聘) 

 

11:30～12：30 綜合座談、午餐   

 

二、導覽實作 

108/12/1金湖國民小學 

時 間 活 動 內 容 講 師 備 註 

08:00～08：30 報到  頂湖國小團隊 

08:30～11：30 

社區導覽實作 

賞鳥導覽實作 

口湖遊客中心實作 

主講陳世虎主任(外聘) 

助教王振芳主任(內聘) 

助教鍾志清校長(內聘) 

 

11:30～12：30 綜合座談、午餐   

柒、計畫經費： 
由教育部 108學年度補助國民中小學海洋教育資源中心維運計畫經費支應

（經費明細表詳如附件一）。 

捌、預期成效 
    經由上課研習及導覽解說可以培植雲林海洋教育在地導覽志工 6位、導覽

教師 10位以上，用以協助推動本縣海洋教育與校外教學導覽相關事宜。 

玖、差假及獎勵 

    一、參加研習人員及工作人員請惠予公假登記暨課務排代。  

    二、執行本項活動有功人員，依「雲林縣公立中小學及帅兒園授權獎懲案

件獎懲標準表」辦理敘獎。 

    三、全程參與本案研習者核予研習時數 27小時。 

拾、本案經奉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承辦：           主任：            主計：           校長： 



  

                 雲林縣 108 學年度海洋教育 

「在地導覽解說人員訓練」工作坊實施計畫經費概算表 
項目 單位 單價 數量 小計 備 註 

內聘講師鐘點費 節 1,000 38 38,000 
8/1 內聘 10 節、8/2 內聘 8 節、11/30 內

聘 14節、12/1內聘 6節 

外聘講師鐘點費 節 2,000 16 32,000 
8/1外聘 6節、8/2外聘 7節、12/1外聘 3

節 

講師交通費 式 400 4 1,600 核實支應 

車資 式 5,000 1 5,000 載送學員實地探訪口湖、四湖鄉課程景點 

膳費 份 80 100 8,000 每場次 25人共 4場次 100人次 

印刷費 份 50 100 5,000  

場地佈置費 式 1,000 4 4,000 頂湖、金湖國小每校各二場 

雜支 式 4,400 1 4,400 本項目含機關補充保費 

合計      98,000 經費項目之間得相互流用 

總計：新台幣玖萬捌仟元整 

 
承辦：           主任：            主計：           校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