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補助地方政府推動戶外與海洋教育實施計畫 

 

110 學年度 

 

臺北市政府 

推動海洋教育執行成果 

子計畫一：設置戶外與海洋教育中心 

暨 

子計畫三：推動海洋教育課程  

 
成果報告書 

 

 

中華民國一一一年七月二十五日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補助地方政府推動戶外與海洋教育實施計畫 

 

110 學年度 

 

臺北市政府 

子計畫一：設置戶外與海洋教育中心 

成果報告書 

 

 

 

 

中華民國一一一年七月二十五日 

 



 
 

子計畫一：設置戶外與海洋教育中心  

成果報告 

 

一、 申請計畫內容簡述 

1-1 健全組織運作： 

工作重點：(一)戶外與海洋教育中心人員分工 

(二)戶外與海洋教育中心組織及運作 

(三)戶外與海洋教育諮詢輔導團隊 

執行策略： 

1. 辦理諮詢及相關會議：總體計畫及各子計畫的規劃與執行歷程中，適時邀請諮詢

輔導團隊提供寶貴的經驗與意見，做為學校優化戶外與海洋教育規劃內涵的重要

參考。並邀請諮詢輔導團隊蒞臨各學校的定期與非定期會議，適時提供建言，豐

富與助益各項推動工作。 

2. 戶外及海洋教育增能研習講座：邀請諮詢輔導團隊教師擔任學校相關教師增能研

習講座，分享專家經驗與知能，增進教師在戶外與海洋教育的專業素養，提升課

程規劃與教學評量的品質。 

3. 入校輔導：邀請諮詢輔導團隊適時進入學校、專業社群或戶外與海洋教與實踐場

域，現場指導與提供經驗與意見，增進學校實施戶外與海洋教育的成效。 

1-2 發展學習路線： 

工作重點： 

(一)戶外教育路線－臺北大縱走：捷運路線五感踏查體驗學習路線 

執行策略： 

1. 研發方式：整合臺北市群山資源，結合大地工程處建置的「臺北大縱走」戶外步

道，以大眾運輸工具-捷運作為主要交通工具，研發便捷親民的戶外

教育學習路線。 

2. 課程連結：以校訂課程出發，著重在體驗實踐的課程連結，透過跨域的課程帶

領，進行體驗學習。 

3. 教師增能：透過工作坊研習、路線踏查、學習單共備及課程小組的引導研習，帶

領教師發展屬於校本的五感踏查活動。 

4. 活動體驗：辦理外埠參訪示範學校行程及課程共備工作坊。 

5. 成果推廣：透過臺北市課程博覽會和網站平台傳播，進行課程及示範路線推廣。 

(二)海洋教育路線-大海的鯨體驗學習路線 

執行策略： 

1. 研發方式：本市為不靠海的城市，為突破環境的限制，與鯨豚保育協會共同研發

海洋教育學習路線，藉由與 NGO 組織的聯結，發展具深度的海洋教



 
 

育路線。 

2. 課程連結：連結高年級自然科學習習領域、海洋教育議題。 

3. 教師增能：定期辦理本市戶外海洋教育社群工作坊 

4. 活動體驗：學習路線探勘與修正 

5. 成果推廣：3 月公告於本市戶外海洋網站平台、5-7 月辦理學生體驗活動。 

1-3 提升教學專業 

工作重點 

（一）增能課程與研習~研發課程、辦理研習 

執行策略： 

1. 辦理戶外教育自導式學習手冊徵件，辦理工作坊分享設計概念。 

2. 得獎作品公開於【臺北趣學習】網站或編輯成冊。 

3. 辦理戶外教育自導式學習手冊教師研習活動 

4. 辦理戶外教育安全風險管理評估研習活動 

5. 研發海洋教育教材手冊(二)，提供現場教學實施的資源，辦理教材教學的增能研

習，培訓種子教師，投入教材編寫和教學活動的行列。 

6. 研發臺北市戶外教育安全指引 

 (二）教師專業社群戶外教育：成立臺北戶外趣學習教師專業社群、臺北海洋教育教

師社群。 

執行策略： 

1. 組織教師專業人才社群，訂定研討分享的，定期辦理社群聚會。 

2. 分享研討優質教育路線、主題，課程共備與學習手冊設計。 

3. 計畫於課程博覽會分享社群研發成果。 

4. 研發海洋教育教材及教師研習增能。 

5. 邀請專業師資帶領進行教育課程規劃與評鑑研習。  

6. 培養海洋教育種子教師：透過綠階研習等相關，種子教師返校進行教學實踐，回

饋試教結果作為主題方案後續優化參考 

  1-4 建構資源網絡 

工作重點：(一) 臺北趣學習網路平臺(含人才庫)、 

(二)資源交流與策略聯盟 

執行策略： 

1. 架構網路平臺含首頁區、戶外教育區、海洋教育區、戶外與海洋教育人才庫、資

源連結區 

2. 結合場域資源辦理北北基戶外及海洋教育體驗交流活動、海洋地質及生態學習、

海事牽罟活動 

3.以策略聯盟方式，交流不同縣市的相關資源與經驗，做為推動戶外與海洋教育的

重要體驗，增能教師從事戶外與海洋教育的素養。 

1-5 呈現推動亮點 

工作重點：(一)彙整成果及亮點、 



 
 

(二)配合中央政府辦理相關活動：戶外教育(年度主題活動、全國教育週活

動)、海洋教育(年度主題活動、全國教育週活動)、全國年會與成果觀

摩展、 

(三)配合地方政府辦理相關活動：臺北課程博覽會-戶外教育成果展、臺北

兒童月-海洋微夢想的旅行 

執行策略： 

1.透過定期會議，掌握各組工作進度，落實管考機制。 

2.組織專業學習社群，提升本市教師戶外海洋課程教材規劃能力。 

3.推動體驗學習課程，培養學生知海親海愛海素養，建立友善環境的互動關係。 

4.結合「臺北大縱走」政策，推動本市亮點計畫。 

5.結合社群工作坊、分享規劃，了解陽明山相關學習場域，並辦理踏查活動。。 

6.配合全國教育週活動，辦理教師跨縣市典範學校參訪行程。 

7.於臺北趣學習平台分享優質課程與路線。 

8.彙整本市年度計畫成果(簡報、海報、質性量化分析、學習成果等)，製作成果展

示品 

9.結合兒童月系列活動，帶領兒童了解水上活動的相關安全知能、划舟的技能及樂

趣。體驗水域休閒活動，強化學童親近海洋的能力，進而產生愛護海洋的情懷。 

二、 實施過程（質化說明） 

1-1 健全組織運作 

戶外與海洋教育中心負責臺北市戶外與海洋教育相關的組織整合及工作運作，除聯

繫海洋教育資源中心和原臺北趣學習戶外教育工作組，整合本市相關戶外與海洋教育

資源，作為工作推動之後盾，完善戶外與海洋教育中心人員分工、妥善分配人力資源。 

中心每月召開組織工作會議，以研討工作進度與執行困境，發展執行策略，並辦理

諮詢及相關會議，承辦增能研習講座、聯繫統合相關資源。 

完善戶外與海洋教育諮詢輔導團隊，組織諮詢輔導團隊適時提供寶貴建言，豐富與

助益各項推動工作，分享專家經驗與知能，適時進入學校、專業社群或戶外與海洋教

育實踐場域，現場指導與提供經驗與意見 

1-2 發展學習路線 

本年度發展二條學習路線：戶外教育跨部會學習點學習路線：捷運五感踏查—八

芝蘭巡禮和海洋教育學習點學習路線：基隆河踏查。 

戶外教育以捷運連通便利交通為規劃前提，串接跨部會的學習點進行課程開發。

海洋教育原訂路線名稱為大海的鯨，與 NGO 組織合作進行漁港與商港、岬灣海

岸、海蝕地形、潮池生物特徵及其生態、鯨豚救護及復健之相關體驗學習，因經費

不足支應、安全隱患考量等規劃問題，經訪視委員同意後，調整為臺北市內相關海

洋教育路線-基隆河踏查。 

二條學習點學習路線，均經教師工作坊研習共作，在專家學者輔導陪伴下，協同

合作產出課程設計、路線探查、學習單，再行辦理全市性學習路線推廣教師研習，

廣受好評。然因五六月疫情影響，暫停校外教學，推廣辦理學生體驗活動無法順



 
 

利，僅海洋教育辦理一個國小班級的學生體驗，實屬可惜。留待日後疫情緩和，辦

理學生體驗，以為學習路線優化之依據。 

1-3 提升教學專業 

提升教學專業工作向度分為增能課程與研習和成立教師專業社群二部份。 

增能課程與研習方面，延續臺北市推動作法，辦理戶外教育自導式學習手冊徵件

和工作坊分享設計概念：『自導式學習』是戶外教學進行時，學生能透過手冊的導

引，聚焦欲觀察或探索的重點，搭配現場的環境(如解說牌、觀察物)，設計具趣味

性的題目，讓學生能自行找出答案。讓校外教學不再只有聽導覽解說或走馬看花，

而更富有挑戰性及趣味性。因此手冊內容建議重點如下： 

(1)要觀察的重點之介紹(提供參觀地點或觀察資訊)。 

(2)題目設計讓學生運用當地資訊或簡要介紹中找出答案。 

(3)題型建議可盡量多樣化，避免抄寫的文字量過多。 

(4)內容依參觀路線或順序做編排，有依序導引學生參觀或觀察之效。 

(5)手冊含封面、內容頁，建議頁數以雙數頁為設計，以利輸出時製作成手冊(word

檔轉 PDF 檔後，以『小冊子』的方式印出 A5 大小之手冊)。 

(6)示例說明─以 110 學年度【臺北市戶外與海洋教育】自導式學習手冊徵件作品

【華江雁鴨自然公園】為例。 

   

示例—封面 

留白處可讓學生自由設計 

示例—內容頁 

 

示例—內容頁 

 



 
 

 

 

示例—準備篇 

 

簡要說明，在進行賞鳥前要注意的事情 

 

題目設計，檢核學生能否透過圖示觀察

賞鳥應準備的裝備，以勾選方式回答 

示例—內容頁 說明 

其他示例可至【臺北市戶外與海洋教育】網站 (https://tpomec.tp.edu.tw/ )。 

海洋教育方面，臺北市於 109 學年度研發 30 件海洋教育素養導向教材，除公告網

站上，亦分享於 CIRN 國民中小學課程與教學資源整合平臺之相關議題海洋教育

類。110 學年度研發之 30 件海洋教育教材手冊(二)，將提供海洋教學實施的資源參

考，辦理教材發表的增能研習，培訓 40 名海洋教育教材編寫種子教師，投入教學與

活動設計的行列。 

另外，由臺北市學校環境教育中心協助編寫臺北市戶外教育安全指引，分列陸域

活動(登山、露營、自行車)、水域活動(溯溪、划舟、浮潛)的行前規劃、注意事項、

緊急事件處理、安全提醒，戶外活動的規劃流程參考、行前的家長需知、學校的戶

外教育安全需知。 

為提升有關戶外與海洋教育活動執行知能，辦理 4 場戶外教育安全風險管理評估

和與防溺知能、戶外教育有素養導向課程、活動規劃設計、課程評量、專業登山者

經驗帶領分享和藍色水路體驗研習等多方位研習活動。 

另成立教師專業社群推動上，分有戶外教育組的臺北戶外趣學習教師專業社群和

(1) 
 

(2) 



 
 

臺北海洋教育教師 2 個社群，邀請專業師資帶領進行教育課程規劃與評鑑研習，以

定期聚會機構參訪、活動體驗、專書導讀、議題專研、公開授課…等方式進行，本

規劃於課程博覽會或戶外教育年會展攤分享社群成果，因疫情影響年會停辦，成果

分享方式留待後續規畫。 

1-4 建構資源網絡 

資源網絡方面，整合原臺北趣學習、海資中心網站，新架構臺北市戶外與海洋教

育資源網網路平臺，含首頁、最新消息、戶外與海洋教育中心、戶外教育、海洋教

育、報名專區、資源人才庫、資源連結區，作為戶外與海洋教育推廣、資源交流與

成果展現的平臺。結合場域資源策略聯盟方面，結合場域資源辦理北北基戶外及海

洋教育體驗交流活動、海洋地質及生態學習、海事牽罟活動，以策略聯盟方式，交

流桃園市、新北市的相關資源與經驗，做為推動戶外與海洋教育的重要體驗，增能

教師從事戶外與海洋教育的素養。 

1-5 呈現推動亮點 

配合地方政府辦理的臺北課程博覽會-戶外教育成果展、世界海洋日年度主題活

動、兒童月系列活動的全國海洋教育週活動、戶外教育年會與海洋教育成果展，雖

因疫情多數暫停辦理體驗，或改為線上呈現或延期辦理，彙整臺北市推動戶外與海

洋教育成果及亮點工作，在疫情影響下，隨時滾動修正，調整應變，工作成果不減

量。改於臺北市戶外與海洋資源網站平台分享優質課程與路線開發成果，彙整本市

110 學年度計畫成果、製作成果展示品。 

期末疫情稍減緩，教師研習活動在防疫工作完備下，為盤點臺北市不臨海的海洋

教育資源，結合公運處藍色水路體驗活動，調整辦理北市海洋資源亮點盤點與藍色

水路增能研習活動，有漫遊大稻埕百年風華文史_認識大稻埕歷史街區通商口岸文化

景觀、體驗先民沿著淡水河向上游開發的心情、搭乘歷史藍色水路運輸、參訪北部

最大媽祖廟之歷史沿革與文化景觀，接續踏查關渡自然公園濕地資源及生態解說活

動。完成臺北市不臨海的海洋教育資源藍色水路路線探查工作。 

三、 計畫成效自我評估與檢討 

（一） 計畫無法解決之問題說明 

1. 戶外與海洋教育著重學生真實情境的體驗經驗 

110 學年度因疫情嚴峻，需暫停校外教學辦理，有關學生體驗活動的安排，無法

轉化為線上教學，只能觀望解封校外教學的時機，以致多數學校無法辦理學生體

驗活動推廣，經費執行實屬最大困境。 

2. 教師增能的方式多元辦理彈性調整 

因應疫情，教師增能的部份彈性調整成線上之研討、共作、對談模式辦理，課

程發表展示僅口說分享或以簡報、影片呈現，缺少臨場真實體驗回饋。成人認知

發展成熟，因應線上學習的模式調整，執行效益勘能達成。疫情短期無法鬆懈情

況下，若能將相關防疫措施備齊調整完善因應，或可照常辦理實體研習，降低因

疫情停辦教師增能研習影響。 

3. 活動計畫安排必不可少縝密的安全風險管理機制 



 
 

課程發展設計須考慮許多因素，縝密的活動計畫安排中必不可少安全風險管理

機制，因此，活動的辦理事前評估計畫若不夠妥切，在經費支應不變的原則下，

即進行路線執行修正和調整，也提供下年度計畫編擬的經驗參考。 

4. 計劃編擬與執行端不同步，造成執行困境的原因 

理想的狀態是計劃編擬與執行端相同，有利於計畫執行，然在外在條件件配合

不足時，為完善執行與安全考量，計畫應做評估、滾動式修正也屬應然。 

（二） 總體自我評估與檢討（說明整體效益評估與檢討） 

從整體效益評估上來看，中心發揮整合戶外與海洋教育工作組的功能，統整串接市府

局處相關資源，完成二條學習點學習路線-捷運五感踏查—八芝蘭巡禮、基隆河踏查，並提

供教學參考手冊，以提升教師帶領學生參與戶外與海洋教育之意願，提供學生體驗學習、

自主發現的學習方法，引導學生培養接近山海自然的樂趣，師法自然，展現親自然、知自

然、愛自然的情懷，願意愛護山海自然環境。在提升教師專業上，研發增能課程(辦理素養

導向與評量課程設計、開發戶外自導式手冊與海洋教材)、辦理安全風險管理、防溺救生、

走讀導覽、自行車、藍色水路體驗、海事牽罟體驗、推動經驗發表分享等多元增能研習。

建置臺北市戶外與海洋教育資源網站，發揮資源交流互動、增能、宣導的功能。與北北基

桃策略聯盟的機會，作為提供資源支援的交流，作為實施的後盾。彙整戶外與海洋實施成

果，完成成果報告與檢討。 

計畫執行過程中，定期辦理工作會議檢視進度、困境研討、發展策略、即時溝通討論，

都是裨益順利執行的策略，臺北市戶外與海洋教育工作組，協力合作分工展現成果，資源

網站的建制是一段從無到有的旅程，從網站架構的規劃、優化、除錯、經營、更新到上線

供瀏覽、報名、上傳資料，讓資源網能發揮互動、增能、宣導的功能，是工作組群策群力

的合作歷程。 

檢視子計畫一設置戶外與海洋教育中心的五大工作重點，除經費不足、受疫情停辦影

響因素外，計劃編擬與執行不同步，也是造成執行困境的原因。今年度的執行因中心草

創，相關部會局處資源取得較為被動，對比臺北市原住民族教育資源中心之海洋教材的開

發、海巡署海洋驛站的推動等單位都主動洽談合作的可能資源，下個年度工作應多加開展

政府相關資源的合作運用。 

四、 附件（詳細活動成果、活動照片、回饋單等） 

  



 
 

設置戶外與海洋教育中心成果彙整表 

執行項目 量化成效 質性成效 

(一 )健全

組織運作 

1. 組織成員完善推動戶外與海洋教育

相關任務，定期召開工作會議，會議

共 17 場。 

2.設置戶外與海洋教育諮詢輔導團隊，

邀請專家諮詢團隊 13 位，入校諮詢輔

導團隊 18 位，進行入校輔導 42 校。 

邀請專家諮詢團隊和入校諮詢輔導團

隊協助發展戶外與海洋教育課程與評

量，多元教材設計。疫情期間採多元

方式進行諮詢與輔導，與 42 校戶外

教育計畫學校定期成立網路社群、群

組，召開工作坊，及時分享相關活動

與回覆執行困境，交流計畫撰寫意

見，隨時支援學校計畫執行。 

活動照片及說明 

專家諮詢團隊和入校諮詢輔導團隊 線上諮詢輔導會議 

網站架構驗收會議 四年發展計畫 2nd 會議 

戶外教育年會籌備會議 四年發展計劃共識會議 



 
 

執行項目 量化成效 質性成效 

海洋教育推手獎審查會議 每月定期工作會議 

(二 )發展

戶外教育

學習路線 

1. 研發地方政府戶外教育學習路線 

路線名稱：捷運五感踏查—八芝蘭

巡禮 

發展課程 1組教學參考手冊(內含教

案、教材、學習單等)。 

2. 辦理體驗學習課程活動 
總場次 4 場 

總人次 57 人次 

國中學生 0人次 

國中參與校數 2 校 

國小學生 0人次 

國小參與校數 12 校 

*備註:因疫情暫停校外教學，故無法

推廣辦理學生體驗活動。 

1.辦理教師增能研習，提升教師對戶

外教育的認識與五感體驗教學設計

知能。 

2.發展學習路線參考手冊，提供教師

教學參考路線與體驗教學策略，提

升教師帶領學生參與戶外教育活動

意願。 

3.發展學習路線之參考資料，僅提供五

感體驗之教學參考模式，教師實際

帶領學生教學時，應在導覽解說之

外，提供學生自我體驗學習、自我

發現的學習方法，引導學生培養接

近自然的興趣，並師法自然，願意

愛護自然環境。 

活動照片及說明 

  

教師戶外教育增能研習實地踏查 辦理教師戶外教育增能研習一 



 
 

執行項目 量化成效 質性成效 

  

研習踏查後小組教學方案設計分享 辦理教師戶外教育增能研習二 
 

(二 )發展

海洋教育

路學習路

線 

1. 研發地方政府海洋教育學習路線 

路線名稱 基隆河踏查  

發展課程  1  組（內含教案、教

材、教具等） 

2. 辦理體驗學習課程活動 
總場次  4 場 

總人次  60人次 

國中學生    人次 

國中參與校數    校 

國小學生 30人次 

國小參與校數  1   校 

1.辦理教師增能研習，提升教師對海

洋教育的認識與基隆河踏查教學設

計知能。 

2.發展學習路線參考手冊，提供教師

海洋教學參考路線與體驗教學策

略，提升教師帶領學生參與海洋教

育活動意願。 

3.帶領學生實地去基隆河踏查，落實

海洋教育體驗學習。 

4.學習路線之參考資料發展僅提供基隆

河踏查之教學參考模式，教師實際

帶領學生教學時，應在導覽解說之

外，提供學生自我體驗學習、自我

發現的學習方法，引導學生培養接

近海洋的樂趣，並願意愛護周遭的

海洋環境。 

5.期末新冠肺炎疫情稍微趨緩，整合行

政、導師及畢業班自然老師資源，

一同帶領學生實地去基隆河踏查，

孩子非常感興趣，也表示收穫滿

滿。 

 

 

 

 

 

 



 
 

執行項目 量化成效 質性成效 

活動照片及說明 

興雅國小自然領域老師進行開會，

討論基隆河踏查相關內容。 

興雅國小自然與社會領域老師實

地到基隆河場勘。 

辦理教師增能研習，提升教師對海

洋教育的認識與基隆河踏查教學設

計知能。 

實地帶興雅國小的學生去基隆河踏

青，實際了解基隆河的生態環境。 

學生利用望遠鏡觀察基隆河附近鳥

類，並利用觀察到的結果紀錄在學

習單上。 

 

興雅國小王老師向學生介紹各種鳥

類，並教導學生如何將觀察到的紀錄

在學習單上。 

 



 
 

執行項目 量化成效 質性成效 

(三)提升

戶外教育

教學專業 

 

1. 研發增能課程  6   組。 

2. 研發臺北市戶外教育安全指引。 

3. 增能研習 

(1)辦理戶外教育增能研習 

 場次  5  場 

 人數  136  人次 

 參與校數  117  校 

(2)辦理戶外安全風險管理研習 

場次 3 場 

人數 100 人次 

參與校數 45 校 

(3)辦理春耕縱走微旅行 

場次 3 場 

人數 120人次 

參與校數 3校 

4.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1   群 

人次 52 人次 

參與校數 42  校 

5. 自導式手冊徵件比賽  1  次 

參與校數  6 校 

得獎 6 校 

1.透過多元增能研習活動，提升教師

戶外教育素養知能，編寫計畫或教

材時可以思考多元融入，提升整體

品質。 

2.風險管理安全知能研習為發展戶外

教育活動時的核心項目之一，透過

事前的預防性思考、或是遇到事情

的當下如何處理，都可以透過事前

的模擬及預測來掌握可能發生的情

形。 

3.辦理自導式學習手冊的增能研習，

提升各校承辦人，在編撰教材時質

與量的精進。有關自導式手冊徵件： 

(1)場域選擇地點及設計理念：藉戶外

教育學生得以旅遊、健身，同時培養

親近大自然的情懷。學生從自然生

態與人文社會的角度，走進各戶外

教育學習場域。透過自導式學習課

程，掌握本地的地理環境與生物樣

貌，了解聚落分佈與產業發展，認識

宗教信仰與地方生活的聯結，形成

感動並內化為對家鄉的愛與關懷。

隨網路的發達，大幅改變傳統學習

的方式；過去導覽解說、撰寫學習單

的聽講模式，成效有限；自導式學習

課程，透過學生小組探索、發現答

案，可激勵學生主動學習，但互動性

較為侷限；本學年度預計將自導式

學習手冊內容轉化成實境解謎教學

模組，搭配行動學習載具，透過實境

解謎關卡設計，引領學生挑戰任務

解答，讓知識變成闖關的鑰匙，增強

學生獨立思考、問題分析與解決能

力、以及建立同儕之間的互動及討

論、合作學習模式。 

(2)課程進行方式規劃：教師先進行實

地勘察，規畫適合的教學導引內容，

並製作自導式學習手冊。事先進行

分組，透過行前說明會講解觀察重

點，及說明行程注意事項。再依組別

出發，透過自導式學習手冊內容導

引學生進行觀察、紀錄、完成探索。 



 
 

執行項目 量化成效 質性成效 

活動照片及說明 

師大徐秀婕教授說明素養導向教學 徐維忼老師說明風險管理意涵 

戶外教育夥伴學校經驗分享 登山家江秀真分享如何減少戶外活

動風險 

戶外教育安全風險管理增能研習 謝智謀教授戶外教育安全風險管理

增能研習 



 
 

執行項目 量化成效 質性成效 

學校戶外教育與風險評估 

吳文德校長主講戶外教育相關風險

項目 

臺北市戶外教育安全指引 臺北市戶外教育安全指引 

春耕縱走微旅行_臺北大縱走自行車

體驗(自關渡至八仙抽水站)。 

春耕縱走微旅行_春耕插秧體驗 



 
 

執行項目 量化成效 質性成效 

鐵道部園區自導式學習手冊 
張大千紀念館自導式學習手冊 

艋舺時光旅人自導式學習手冊 BANGKA~iBUEN CAMINO 自導式手冊 

中山樓與七星山探索活火山的奧秘

自導式學習手冊 

走訪凱達格蘭文化館自導式學習手

冊 

 



 
 

執行項目 量化成效 質性成效 

(三)提升

海洋教育

教學專業 

 

1. 研發增能課程： 30組。 

2. 辦理研習：場次 9場 

 人數 370 人次 

 參與校數 250校次 

110.8.16-21辦理「川流不息與水共

生河川造舟」環境教育暨水資源

教育種子師生造舟工作坊 

110.10.5-6 辦理舟遊臺北市最美的

野溪：五分港溪 

111.4.21(四)辦理海洋教育教材

試教經驗分享 

111.5.26(四)海洋教育課程與教

學研討會 

11.6.20(一)防溺救生安全資訊推

廣演練 

111.6.24 辦理牽罟海事體驗增能研

習 

111年 7.6-15造舟工作坊 

111.7.12 辦理藍色水路增能研習 

111.7.13-15 經濟海洋文化交流體

驗營暨綠階教師研習培訓 

3.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2 群 

人次 30 人次 

參與校數 30 校 

1.接續研發國中小海洋教育素養導向

教材(二)增能課程 30組 

2.辦理海洋教育水域防溺救生安全、

親水體驗、造舟工作坊、舟遊體驗、

海事牽罟、藍色水路體驗增能研習，

提升教學實作的知能。 

3.辦理海洋教育綠教師研習_經濟海

洋文化交流體驗營，以海洋塑膠垃圾

為主題，帶領學員參觀北投焚化爐、大

武崙海灘淨灘及鯨豚生態教育。參加

夜訪崁仔頂魚市時，發現疑似鯨鯊之

肉塊，經鯨豚協會討論過後，確定為龍

紋鱝，但對參與綠階之學員得到震撼

印象。因疫情關係，獲得綠階海洋教育

結業證書的人約莫為 10人，待繳交完

整教案後，方可獲得綠階海洋教師資

格。 

4.海洋教育教師專業學習社群運作疫

情期間多元調整，線上或實體辦理教

材開發研討、分享等增能活動。 

活動照片及說明 

「川流不息與水共生河川造舟」工作

坊 

洲美溼地自然生態走讀導覽 



 
 

執行項目 量化成效 質性成效 

獨木舟探索五分港溪古河道 悠遊臺北市僅存自然河道 

海洋教育教材試教經驗分享 海洋教材介紹與教學評量的設計討論 

海洋教育課程與教學研討會 海洋教育課程與教學研討會 



 
 

執行項目 量化成效 質性成效 

臺北市政府防溺救生暨場域安全推

廣演練 

防溺救生研習_戲水不忘安全，游泳安心

更快樂 

雙北齊力同心合作捕魚任務 牽罟捕魚法需要眾人合力 

先在泳池中學習基本操舟知能。 感謝海巡署協助，圓滿結束訓練活動 



 
 

執行項目 量化成效 質性成效 

藍色水路探索淡水河生態河口環境 關渡宮踏查 

關渡自然公園賞鳥望遠鏡 

 

關渡自然公園濕地保護區 

綠階海洋教育研習-海洋服務 綠階海洋教育研習-親海教育 



 
 

執行項目 量化成效 質性成效 

綠階海洋教育研習-海洋關懷 綠階海洋教育研習-體驗式教學 

設計 

 

(四)建構

資源網絡 

1. 戶外與海洋教育網路平臺（含人才

庫）網址：

https://tpomec.tp.edu.tw/ 
 最後更新日期 111.7.20  

 

整合戶外與海洋教育資源，完成臺北

市戶外與海洋教育資源網網路交流平

台建置，分設六大專區：最新消息、

報名專區、戶外與海洋中心、戶外教

育、海洋教育、資源人才庫、成果專

區。以呈現戶外與海洋教育之實施成

果、年度新鮮報、相關戶外與海洋活

動、研習資訊、活動報名連結、教育

新知、跨縣市的重要活動資源介紹之

最新消息、提供戶外與海洋報名活

動、徵件活動、成果呈現之專區、另

有分設戶外和海洋相關教學發展諮詢

之專業人才庫、協作師資、業師人才

庫資源。相關連結區整理風險管理知

能、戶外資源整合海洋教育資源整合

以利相關知能增能與交流。 

2. 跨縣（市）資源交流/跨校資源交流

/策略聯盟 

合作單位：雙北與桃園戶外教育基

地學校交流_桃園市新埔國小 

合作項目：戶外教育實施、課程開發

經驗交流  

合作單位：新北市戶外與海洋教育

中心交流 

合作項目：課程開發經驗交流、海事

體驗 

桃園市新埔國小 110 學年度戶外教育

基地學校，發展精彩的戶外教育和環

境教育方案，藉此參訪活動，讓雙北

與桃園以戶外教育交流形成策略聯

盟，合作共好。 

新北市戶外與海洋教育中心歷經一年

的研發完成社區探究方案課程設計，

藉共同參訪活動時機，分享精采生動

開發成果，讓研習的教師實際體驗。 



 
 

執行項目 量化成效 質性成效 

3. 跨機構資源交流/策略聯盟 

 (1)合作單位：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 

 合作項目：海洋保育新知、導覽教

育  

(2)合作單位：臺北市公運處 

 合作項目：藍色水路課程方案體

驗 

(3)合作單位：臺北市關渡自然公園 

 合作項目：濕地保育、鳥類觀察課

程方案體驗 

海科館是鄰近臺北市教師增能海洋新

知的海洋資源寶庫，藉參觀行程，探

查安排學生戶外教育的套裝行程可行

性。 

臺北市不臨海的特色，在執行海洋教

育的推動上存在困境，公運處推動水

岸臺北的水路運輸體驗服務，藉著河

流生態、人文景觀的實地踏查藍色水

路運輸、大稻埕發展歷史、關渡濕地

資源，進行盤點臺北市不臨海海洋教

育資源。 

 

活動照片及說明 

資源網首頁 資源網最新消息 

戶外與海洋教育中心首頁 戶外教育中心首頁 

海洋教育中心首頁 資源人才庫專區  



 
 

執行項目 量化成效 質性成效 

新埔國小戶外教育實施經驗分享 
 

新埔國小戶外教育實施經驗分享 

雙北中心主任與桃園新埔校長、督學

留影 

 

桃園新埔學生導覽戶外教育活動。 

新北市戶外與海洋教育中心研發成果

分享 

 

地圖、學習單、桌遊三合一的社區探

索教材。 



 
 

執行項目 量化成效 質性成效 

海岸邊鳥類生物展示 

 

海科館海龜老師導覽精闢生動 

雙北齊力同心合作捕魚任務 
眾人合力牽罟捕魚 

搭乘藍色水路探索淡水河生態河口環

境 
感謝公運處提供體驗 



 
 

執行項目 量化成效 質性成效 

關渡自然公園館內互動式體驗 

 

關渡自然公園濕地保護區 

(五 )呈現

戶外教育

推動亮點 

1.年度主題活動 

 活動名稱： 一起到山上走一走  

 日期 111 年 5月 5日  

 場次  2  場 

 人數  60  人次 
2.全國教育週活動 

 活動名稱： 2022戶外教育年會   

 日期 停辦    

  

1.認識陽明山相關學習場域，並辦理踏

查活動體驗。本活動走訪天溪園生態園

區，藉由認識多元物種了解四季變化，

進而重視環境生態關心自然，走出戶

外。 

2.將校園營造出有利於走出課室外的

學習場域，以溪山實小為例：藉由校園

裡的蜜源植物吸引蜜蜂，進而探討生態

的變化。從生態的觀察了解自然的奧

妙，進而延伸發現動植物間的分工，尊

重生命敬畏天地。 

3.以柴燒窯烤體驗動手做 Pizza，結合

校園香草植物(羅勒、九層塔)進行感官

感受至自己動手做 Pizza 過程，了解場

地到餐桌的歷程，進而落實無痕山林取

之於大地珍惜環境。 

活動照片及說明 

天溪園生態研習 
天溪園生態導覽解說 



 
 

執行項目 量化成效 質性成效 

 

蜜蜂生態介紹 天溪園生態導覽解說 

 

食農教育手做披薩體驗 溪山實小蜜蜂養殖蜂巢結構解說 
 

(五 )呈現

海洋教育

推動亮點 

 

1.年度主題活動 

 活動名稱：世界海洋日臺北海洋教育

週 

 日期 6/8   

 場次 70  場 

 人數 10000 人次 

2.全國教育週活動 

 活動名稱：世界海洋日   

 日期 6/8   

 場次 70場 

 人數 10000 人次以上 

1.配合世界海洋日辦理各式海洋教育

活動，增加北市學生海洋素養，並強化

其愛海之情懷，但由於疫情關係，今年

參與校數較往年減少。 

2.辦理模式可分為體驗式教學，如划舟

體驗、造舟體驗等；也有以演講方式進

行，或是帶領學生實際操作等。 

3.本年度較為特別為特殊教育學校的

參與，由海資中心教師帶領，讓每個孩

子都能夠享受到與普通學生同樣的海

洋教育體驗，深具意義。 

活動照片及說明 



 
 

執行項目 量化成效 質性成效 

景美女中 海運導覽課程 

 

永吉國中 南方澳漁港踏查 

 
銘傳國小 主題書展導覽 

 

天母國小 雙語海洋朗讀 
 

※上表可自行增列 

  



 
 

附件一 戶外教育組發展學習路線-捷運五感踏查—八芝蘭巡禮學習手冊 



 
 

 



 
 

 

詳細內容參閱：

https://tpomec.tp.edu.tw/archive/file/MTEw55m85bGV5a2457_S6Lev57eaX_aItuWkl

g==5vmld5kcp.pdf 

https://tpomec.tp.edu.tw/archive/file/MTEw55m85bGV5a2457_S6Lev57eaX_aItuWklg==5vmld5kcp.pdf
https://tpomec.tp.edu.tw/archive/file/MTEw55m85bGV5a2457_S6Lev57eaX_aItuWklg==5vmld5kcp.pdf


 
 

附件二 戶外教育組發展學習路線-捷運五感踏查—八芝蘭巡禮研習回饋表

 

 



 
 

附件三 海洋教育組發展學習路線-基隆河踏查學習手冊

 



 
 

 

詳細內容參閱：MTEw55m85bGV5a2457_S6Lev57eaX_a1t_a0iw==5vmlbhjus.pdf (tp.edu.tw) 

 

 

 

 

 

https://tpomec.tp.edu.tw/archive/file/MTEw55m85bGV5a2457_S6Lev57eaX_a1t_a0iw==5vmlbhjus.pdf


 
 

附件四 海洋教育組發展學習路線-基隆河踏查學習單實作



 
 

 

  



 
 

附件五 臺北市戶外教育安全指引 

 



 
 

 

詳細內容參閱： https://ee.tp.edu.tw/basic/?node=10110 

 

https://ee.tp.edu.tw/basic/?node=10110


 
 

附件六 110 學年度戶外教育工作坊回饋與建議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補助地方政府實施戶外教育與海洋教育計畫 

 

110 學年度 

 

臺北市政府 

子計畫三：推動海洋教育課程  

成果報告書 

 

 

 

 

 

 

 

中華民國一一一年七月二十一日 

 



 
 

子計畫三：推動海洋教育課程  

成果報告 

 

 

一、 申請計畫內容簡述 

 子計畫 3-1-1：辦理海洋教材撰寫。 

 子計畫 3-2-1：發表各領域融入海洋教育之教案，因疫情導致未能辦理。 

 子計畫 3-2-2：辦理海洋教育者培訓研習。 

 子計畫 3-2-3：提升臺北市海洋素養研習。 

 子計畫 3-3-1：辦理北市各校之遊學課程。 

 子計畫 3-3-2：原為大海的鯨計畫，但因計畫未規劃完善，後改為濕地探險隊。 

 子計畫 3-3-3：辦理河流休憩活動教育遊學。 

 

二、 實施過程（質化說明） 

1 子計畫 3-1-1：110 學年度完成海洋教育議題轉化教材研發計 30 篇教材設計。 

2 子計畫 3-2-1：疫情導致未能辦理。 

3 子計畫 3-2-2：於 111 年 7 月 13 日至 15 日辦理，期間共有 16 位北市在職教師參與，皆

須參與 16 小時，方可領取綠階海洋教育結業證書，其中以參訪凌晨漁市為本活動之亮

點。 

4 子計畫 3-2-3：110 學年度共辦理 1 場全市公開授課、5 場桌遊融入海洋教育工作坊，及 6

場桌遊入班推廣教學。 

5 子計畫 3-3-1：110 學年度約有超過 40 所學校參與，預計人次約為 1200 人以上。 

6 子計畫 3-3-2：原訂為辦理 20 梯單車遊河營隊，但因疫情關係，僅辦理 13 梯。 

7 子計畫 3-3-3：110 學年度因疫情因素執行 6 梯次，共計師生人次為 127 人。 

 

三、 計畫成效自我評估與檢討 

（一） 計畫無法解決之問題說明： 

1. 子計畫 3-1-1：無 

2. 子計畫 3-2-1：遭逢疫情未能辦理。 

3. 子計畫 3-2-2： 因疫情導致延期至 7 月中旬辦理。 

4. 子計畫 3-2-3：因疫情影響，桌遊研發後暫未能做大範圍推廣，惟本團隊立即

錄製宣傳推廣影片，透過數位科技的運用，可以更快速有效地推廣本套教

材。 

5. 子計畫 3-3-1：未編列河海遊學代課費用，若當日講師因事請假，則將無法另

請講師代課。 

6. 子計畫 3-3-2：原計畫(大海的鯨)執行期程遭遇疫情，未能執行，故學期中經



 
 

重新規劃後，改為濕地探險隊，騎行單車遊河。 

7. 子計畫 3-3-3：溯溪小勇士因疫情因素，共執行 6 梯次水域活動，參與師生人

數共計 127 人。 

（二） 總體自我評估與檢討（說明整體效益評估與檢討） 

 河海遊學及海師入校仍維持原訂計畫進行；海洋；公開授課活動受到疫情影

響停辦；經濟海洋計畫因疫情延後辦理。 

 河海遊學課程相關活動大約為 3000 人次左右。 

 因戶外與海洋教育為第一年整併， 111 學年度相關計劃及經費滾動修正，裨

益執行。 

 

四、 附件（詳細活動成果、活動照片、回饋單等） 

 

 

 

 



 
 

推動海洋教育課程成果彙整表 

3-1 研發海洋教育教材 

教材名稱 教材簡介 教材性質(可多選) 

臺北市 110學年度海

洋教育議題轉化教

材(二)研發實施計畫

(3-1-1) 

教材內容依海洋休

閒、海洋社會、海洋

文化、海洋科學與技

術及海洋資源與永續

等五大面向編列相關

活動教材。 

▓教學策略▓書面教材☐影視媒材

☐其他＿＿＿＿＿＿ 

▓國小低年級▓國小中年級▓國小

高年級☐國中階段 

☐縣本教材☐校本教材☐跨縣市 

▓地方特色課程▓非臨海學校融入

校內課程 

 

活動名稱 活動類型 活動日期 場次/梯次 人數 

海洋教育教材編寫研

習(一) 

▓工作坊/會議 

☐教材推廣課程/活動 

111.2.17 第一場 30 

海洋教育教材編寫研

習(二) 

▓工作坊/會議 

☐教材推廣課程/活動 

111.4.21 第二場 30 

臺北市 110 學年度海

洋教育課程與教學研

討會 

☐工作坊/會議 

▓教材推廣課程/活動 

111.5.26  50 

活動照片 

  

   海洋教育手冊內容成果發表     海洋教育手冊內容成果發表 

 



 
 

教材舉例 

鄰近海域休閒活動的介紹(臺北市胡適國小 陳明仁教師) 

(1) 

男學生：夏天到了，好想去海邊玩水

喔！ 

女學生：對啊！去年我們全家到墾丁

玩。我們在那裡游泳、坐香蕉船…。太

好玩了。 

(2) 

女學生：你們家去海邊玩過嗎？都做

哪些事？ 

男學生：當然去過。每年暑假爸爸都會

帶我和弟弟，到基隆的望海巷划船、浮

潛、游泳！ 

(3) 

女學生：我們從墾丁回來的時候，也順

道到彰化的高美濕地看夕陽、吹海

風！真是快樂。 

男學生：說的也是，我們傍晚從望海巷

回來的時候，太陽早就掉到山的那一

頭。 

(4) 

老師：臺灣的海邊，因為東、西的地理

方位、沙岸、岩岸、珊瑚礁等地質構造，

提供了多元的休閒活動。這些都是海

洋休閒活動，都可以讓我們放鬆、調劑

身心，也可以增進感情喔！ 

 

壹、海洋教育議題實質內涵與學習內容 

一、實質內涵：海 E2了解家鄉或鄰近水域的休閒活動。 

二、學習內容：E2-L-2鄰近海域休閒活動的介紹。 

 

 



 
 

貳、教材內容 

臺灣四面環海，島的中央有雪山山脈、中央山脈、玉山山脈、阿里山山脈，呈南北走向分

布，因此讓東西岸日出、日落、日照的時間不一樣。四周的海岸型態西部為沙岸地形，隔著臺

灣海峽與中國大陸相望；東部為沿岸地形，且直接面對廣闊的太平洋；南端的墾丁國家公園是

珊瑚礁地形。臺灣島的四周更有自成縣市的澎湖群島、金門、馬祖列嶼，也有尚有自給自足，

長期居住的蘭嶼、綠島，更有可以搭船登島但無人居住的島嶼，如龜山島、基隆嶼。 

因此，臺灣的周圍海域，由於各地的條件不同，因此，發展出多元的海洋休閒活動。 

一、東部海岸 

東部海岸屬於岩岸，東北角更有火成岩、砂岩等， 因此發展出

福隆的海水浴場、沙雕活動，龍洞的攀岩、浮潛，萊 萊的磯釣。面

對太平洋陡降的所造成較大的波浪，往南走有烏石港 的衝浪。 

東部海岸，因為東邊是海，西邊是山，因此，跨年 時，就有人到

三仙台迎接臺灣本島的第一個曙光，而黃昏時，太陽 也會比西部

提早消失。 

擁有豐富營養鹽的黑潮，主流由南往北流經東部 外海，因此孕

育多樣、多量的海洋生態。豐富的食物來源，吸引眾多 的鯨豚駐足。

每年 4月到 10月，東北季風較弱，風浪較小，是賞鯨 的好時節。可

以從宜蘭、花蓮及台東來趟賞鯨之旅。 

東北角的北門，因為東北季風的吹拂，因此，也發 展出放風箏

的地方特色休閒活動。在沒有東北風的季節，則有夜釣

小卷、夜釣白帶魚的活動。 

二、西部海岸 

臺灣的西部海岸屬於沙岸，有營養鹽很高的潟湖

及日曬的鹽場，因此發展出黑面琵鷺的賞鳥活動、南

寮、通霄、西子灣海水浴場的游泳戲水。面對臺灣海峽，

海岸緩降，風浪較平緩，彰化王功的搭竹筏活動。 

西部海岸，因為東邊是海山，西邊則擁有廣闊潮間 帶，因此，

可以欣賞太陽從地平線落下的夕陽美景。 

近來因為沿岸、離岸的風力發電機組設立，也有人專程驅車前往參觀。 

臺東三仙台觀日出(交

通部觀光局東部海岸

國家風景區，2017) 

宜蘭龜山島賞鯨(交通

部觀光局東北角暨宜

蘭海岸國家風景區管

理處，2022) 

黑面琵鷺賞鳥亭(台江

國家公園，2022) 

彰化海牛採蚵生態旅遊

(彰化縣政府，2021) 



 
 

三、墾丁半島 

墾丁半島隔著巴士海峽與菲律賓相望。珊瑚礁是最 大的特色。

因為，珊瑚礁形成海洋的多樣性，浮潛的活動興盛。寬 闊的海岸，

使水上活動迅速發展，從傳統的游泳，到香蕉船，拖曳 傘等。 

因氣候已近熱帶，游泳、戲水的親海活動，一年 四季均可進

行。 

四、離島 

臺灣人口較多、面積較大的離島，如金門、馬祖列 嶼、澎湖群

島，都各有人文、生態、地質特色，可以規劃較多天的 旅遊行程。 

而面積稍小、但有人長期居住的蘭嶼、綠島、小琉 球，則可以

規劃短天數的旅遊。其中，小琉球為珊瑚礁島，四面環 海，加上氣

候宜人，一年四季，舉凡最熱門的浮潛、游泳、划船、 到海底觀光

潛水船觀賞海底奇景、遊艇環島、釣魚等活動，都可以 讓人遠離塵

囂。(屏東縣琉球鄉公所，2010)。 

至於面積較小、現在無居民，但可以坐船登島的龜山島、基隆嶼，則適合規劃一日遊的行

程。 

臺灣四面環海，擁有多樣的地質、地理、人文景觀，發展出多元的海洋休閒活動。大家可

以選擇自己喜好的休閒活動，來親海、愛海、知海。 

墾丁南灣遊憩區(墾丁

國家公園，2022) 

小琉球水上活動項目

(交通部觀光局大鵬灣

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2022) 



 
 

叁、教學活動建議 

一、建議融入領域：語文、社會、自然 

(一)語文領域： 

核心素養：國-E-B3 運用多重感官感受文藝之美，體驗生活中的美感事物，並發展藝文

創作與欣賞的基本素養。 

學習表現：5-Ⅱ-11 閱讀多元文本，以認識議題。 

學習內容：Ad-Ⅱ-2 篇章的大意、主旨與簡單結構。 

(二)社會領域： 

核心素養：社-E-B3 體驗生活中自然、族群與文化之美，欣賞多元豐富的環境與文化內

涵。 

學習表現：1b-Ⅱ-1 解釋社會事物與環境之間的關係。 

學習內容：Ab-Ⅱ-1 居民的生活方式與空間利用，和其居住地方的自然、人文環境相互

影響。 

(三)自然領域： 

核心素養：自-E-A1 能運用五官，敏銳的觀察周遭環境，保持好奇心、想像力持續探索

自然。 

學習表現：ti-Ⅱ-1 能在指導下觀察日常生活現象的規律性，並運用想像力與好奇心，

了解及描述自然境的現象。 

學習內容：INc-Ⅱ-9 地表具有岩石、砂、土壤等不同環境，各有特徵，可以分辨。 

二、融入學習階段：第二學習階段(國民小學中年級) 

三、建議擷取部分教材內容融入領域課程，或是當作一次的議題主題活動實施。 



 
 

四、學習活動單 

(一)在「鄰近海域休閒活動」的文本中，請運用心智圖或條列的方法，寫下文本的大意、主

旨和簡單結構。(融入語文領域) 

一、大意： 

 

 

 

 

 

 

二、主旨： 

 

 

 

 

 

 

三、簡單結構： 

 

 

 

 

 

 

 

 



 
 

(二)在「鄰近海域休閒活動」的文本中，請使用二維表格分析臺灣鄰近海洋休閒活動類型

與地理方位和構成地質的關聯性。(融入社會領域) 

地理 

方位 

構成 

地質 

東部海岸 西部海岸 墾丁半島 離島 

     

     

     

     

     

 

(三)請上網搜尋在臺灣鄰近海域的生物，分析歸納它們生活的地理分布及地質特色相關性？

(融入自然領域) 

地理 

方位 

構成 

地質 

東北角 

海岸 
東部海岸 西部海岸 墾丁半島 離島 

      

      

      

      

      

      



 
 

肆、素養導向評量示例 

小胡一家人想到小琉球渡假，他們在交通部觀光局大鵬灣國家風景區管理處的網站搜尋

到「王爺教你綠生活」的小琉球風景區導覽摺頁(交通部觀光局大鵬灣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2022)。摺頁內容如下： 

 

節錄自「小琉球風景區導覽摺頁-王爺教你綠生活_正面」 

 

「小琉球風景區導覽摺頁-王爺教你綠生活_反面」 

一、根據這份摺頁，請回答下列問題： 



 
 

1.(   )根據摺頁「中澳沙灘」的介紹中，小琉球迎王平安祭典的請水儀式、燒王船的海洋民

俗活動多久辦一次？  

每年辦理 二年一次 三年一次 不定期 

2.(   )根據摺頁，請問構成小琉球島嶼的主要是哪一種地質材料？ 

福隆海水浴場的沙子 花蓮海岸的鵝卵石 

澎湖的火成岩 墾丁的珊瑚礁 

3.(   )小胡想要到海邊欣賞夕陽從海洋的地平線落下，請問他可以到哪個地點？ 

中澳沙灘 蛤板灣 厚石群礁 碧雲寺 

4.(   )請問下列哪一個小琉球港口既可以欣賞到旭日從海平面升起，也可以看到落日從地平

線消失？ 

白砂觀光港 杉福漁港 大福漁港 海口子漁港 

5.綠蠵龜是小琉球的明星物種，到美人洞望海亭就有機會可以觀賞到牠們的蹤影。請問進行

觀賞綠蠵龜的生態旅遊時，怎樣做可以減低對綠蠵龜的影響？(請簡單寫出兩種方法) 

答： 

 

 

6.在小琉球進行浮潛、潛水、半潛艇、獨木舟、立式划槳時，請問有那些需要注意的安全事

項？(請簡單寫出兩項) 

答： 





 
 

二、解答及試題分析： 

(一)這題屬於知識層面的評量，其目的在於評量學生從文本中提取資料的能力，並知道

三年一次的小琉球迎王平安祭典。 

(二)這題屬於分析層面的評量，其目的在於評量學生從文本中提取資料、並與既有經驗

比較的能力。 

(三)這題屬於應用層面的評量，其目的在於評量學生可以在地圖找到方位的訊息，並應

用到生活情境問題的處理。 

(四)這題屬於分析層面的評量，其目的在於評量學生可以在地圖找到方位的訊息，並應

用到生活情境問題的處理。 

1.(    )根據摺頁「中澳沙灘」的介紹中，小琉球迎王平安祭典的請水

儀式、燒王船的海洋民俗活動多久辦一次？  

每年辦理 二年一次 三年一次 不定期 

2.(    )根據摺頁，請問構成小琉球島嶼的主要是哪一種地質材料？ 

福隆海水浴場的沙子 花蓮海岸的鵝卵石 

澎湖的火成岩 墾丁的珊瑚礁 

3.(    )小胡想要到海邊欣賞夕陽從海洋的地平線落下，請問他可以到

哪個地點？ 

中澳沙灘 蛤板灣 厚石群礁 碧雲寺 

4.(    )請問下列哪一個小琉球港口既可以欣賞到旭日從海平面升

起，也可以看到落日從地平線消失？ 

白砂觀光港 杉福漁港 大福漁港 海口子漁港 



 
 

(五)這題屬於理解與應用層面的評量，其目的在於評量學生能將習得的知識，應用到生

活情境，作為生活素養的準備。 

(六)這題屬於應用層面的評量，其目的在於評量學生具備安全從事海洋休閒活動之素

養。 

5.綠蠵龜是小琉球的明星物種，到美人洞望海亭就有機會可以觀賞到牠們

的蹤影。請問進行觀賞綠蠵龜的生態旅遊時，怎樣做可以減低對綠蠵龜

的影響？(請簡單寫出兩種方法) 

可能答案：用望遠鏡等器材遠觀，不要直接進入綠蠵龜的棲息地 

遵守 LNT無痕運動七大行動準則： 

1) 事先充分的規劃與準備 

2) 在可承受地點行走宿營 

3) 適當維護環境處理垃圾 

4) 勿取走任何資源與物件 

5) 將營火的使用及對環境的衝擊減至最低 

6) 保育自然環境與野生物 

7) 請尊重其他的旅行者的權益 

6.在小琉球進行浮潛、潛水、半潛艇、獨木舟、立式划槳時，請問有哪些

需要注意的安全事項？(請簡單寫出兩項) 

可能答案：請合格且專業之業者、教練帶領。 

全程穿著救生衣等安全防護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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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提升教師海洋教育素養 

活動名稱 活動類型 活動日期 場

次/

梯

次 

人

數 

質性描述 

臺北市 110 學年度

國小海洋教育議題

宣導與公開授課觀

摩會實施計畫 

(3-2-1) 

海洋教育增能

研習/工作坊/相關

活動 

☐培養海洋教育

種子教師 

☐海洋教育課程

共備社群 

原定 111 年

5 月 27 日辦

理，因疫情

停辦。 

1 0 原定 111 年 5 月 27 日

辦理，因疫情停辦。 

臺北市 110 學年度

「經濟海洋文化交

流體驗營」暨「綠

階海洋教育教師研

習培訓營」海洋教

育推廣實施計畫 

(3-2-2) 

海洋教育增能

研習/工作坊/相關

活動 

☐培養海洋教育

種子教師 

☐海洋教育課程

共備社群 

111 年 7 月

13 日至 7 月

15 日 

1 16 1.經濟海洋文化交流體

驗營今年度以塑膠垃圾

為主題，帶領學員參觀

北投焚化爐、大武崙海

灘淨灘及鯨豚生態教

育。 

2.參訪崁仔頂魚市時有

發現疑似鯨鯊之肉塊，

經鯨豚協會討論過後，

確定為龍紋鱝，參與綠

階學員們為之震撼。 

3.今年因疫情關係，獲

得綠階海洋教育結業證

書的人約莫為 10 人，

尚須繳交完整教案後方

可獲得綠階海洋教師資

格。 

臺北市國民中小學

110 學年度提升教

師海洋教育素養實

施計畫(3-2-3) 

海洋教育增能

研習/工作坊/相關

活動 

☐培養海洋教育

種子教師 

☐海洋教育課程

共備社群 

110 年 11 

月 25 日(全

市公開授

課) 

1 28 110 學年度共辦理 1 場

全市公開授課、5 場桌

遊融入海洋教育工作

坊，及 6 場桌遊入班推

廣教學 

臺北市國民中小學

110 學年度提升教

☐海洋教育增能

研習/工作坊/相關

110 年 11 月

25 日(四)、

5 83 因疫情影響，桌遊研發

後暫未能做大範圍推



 
 

師海洋教育素養實

施計畫(3-2-3) 

活動 

培養海洋教育

種子教師 

海洋教育課程

共備社群 

111 年 3 月

31 日

（四）、111

年 5 月 5 日

（四）、111

年 5 月 26

日（四），

及 111 年 6

月 16 日

（四） 

廣，惟本團隊立即錄製

宣傳推廣影片，透過數

位科技的運用，可以更

快速有效地推廣本套教

材 

活動照片 

  

綠階海洋教育研習-海洋服務 綠階海洋教育研習-親海教育 

  

綠階海洋教育研習-海洋關懷 綠階海洋教育研習-體驗式教學設計 

  



 
 

 說課-國教輔導團官月蘭執秘蒞臨指導 松山國小徐家莆主任擔任公開授課講師 

 

 

運用 google 地圖讓學生掌握淡水河系面

貌。 

 徐主任說明桌遊規則與淡水河系之關聯 

  

   學生分組體驗淡水河系桌遊   當日共有二十餘位觀課者蒞臨觀課 

  

         觀課後之教師議課         授課者回饋與分享 

 

  



 
 

3-3. 學生海洋體驗課程活動 

活動名稱 活動類型(可多選) 活動日期 場次/

梯次 

人數 質性描述 

臺北市海洋

教育資源中

心「河海遊

學課程暨海

師入校」實

施計畫 

(3-3-1) 

縣市層級☐校本層

級 

國小國中家長/

社區民眾 

☐開放外縣市報名 

水域休閒運動 

產業技術 

☐環境探索 

食魚教育 

海洋保育 

藝術文化 

☐職業試探  

☐淨灘活動  

場館參訪 

校際交流 

☐其他＿＿＿＿＿＿ 

110 學年度

學期中 

原報名

67 梯，

但因疫

情關係

減至 52

梯 

約

1500

人 

1.課程設計多元，目前

設計有海鮮指南、大談

藻礁、相安無塑、親海

100 等系統性課程。 

 

2.海師入校原訂為每學

期 5 次，但因疫情關係

增加至 17 次。 

臺北市海洋

教育資源中

心 110 學年

度 

學生海洋體

驗課程活動-

「濕地」探

索隊(3-3-2) 

 

縣市層級☐校本層

級 

國小國中☐家長/

社區民眾 

☐開放外縣市報名 

☐水域休閒運動 

產業技術 

環境探索 

☐食魚教育 

海洋保育 

☐藝術文化 

☐職業試探  

☐淨灘活動  

場館參訪 

☐校際交流 

☐其他＿＿＿＿＿＿ 

110 學年度

下學期及暑

假 7 月 

13 梯 356

人 

1. 原計畫為「大海的

鯨」，因疫情因素無

法執行，更改為「濕

地探索隊」。 

 

2. 濕地探險隊原預計

辦理 20 梯，但因疫

情因素，梯次減少

至 13 梯，且多數為

暑假營隊。 

 

臺北市 110

學年度溯溪

縣市層級☐校本層

級 

110 學年度

下學期 

6 梯(執

行) 

127

人 

原預計執行 20 梯次，

但因下學期疫情關係



 
 

小勇士體驗

課程實施計

畫(3-3-3) 

 

☐國小☐國中☐家長/

社區民眾 

☐開放外縣市報名 

水域休閒運動 

☐產業技術 

環境探索 

☐食魚教育 

☐海洋保育 

藝術文化 

☐職業試探  

☐淨灘活動  

場館參訪 

☐校際交流 

其他 本市大縱走

課程 

導致辦理梯次減至 6

梯。 

活動照片 

  

河海遊學-建安國小操舟體驗 河海遊學-文化國小外來種課程 

  

河海遊學-關渡國小參訪海資中心 河海遊學-水中自救課程 



 
 

  

河海遊學-北投國小大談「藻礁課程」 河海遊學-逸仙國小回饋 

  

海師入校-建安國小親近海洋的 100 種

方式課程 

海師入校-建安國小回饋 

  

海師入校-私立中山小學海鮮指南課程 海師入校-光復國小海鮮指南課程 

  



 
 

濕地探險隊-萬福國小 濕地探險隊-金華國小 

  

溯溪小勇士(裝備檢查)-溪山實小 溯溪小勇士(溪流認識)-溪山實小 

  

溯溪小勇士(安全防護)-溪山實小 溯溪小勇士(安全防護)-溪山實小 

  

溯溪小勇士(順溪而行)-溪山實小 溯溪小勇士(互助合作)-溪山實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