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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高雄市政府 107-110 學年度海洋教育發展計畫 

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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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推動國民中小學海洋教育作業要點。 

 

貳、發展目標 

一、成立海洋教育推動委員會，組織推動體系，逐年建置海洋教育延續性發展內容，作為永續

推動海洋教育之基礎。 

二、結合本市海洋教育自然、社會、人力等相關資源、戶外教育，規劃海洋體驗課程及市本教

材，協助國民中小學將海洋元素融入校本課程。 

三、培訓海洋教育種子教師，協助組成海洋教育專業社群、創新海洋素養教學、促進相互 

    觀摩學習，以提升學生海洋素養。 

四、辦理跨校、跨縣市海洋教育資源交流，建立資源共享機制。 

五、定期維護及充實海洋教育網路帄臺，建立海洋教育社群網絡，並促進學校師生運用網 

    路帄臺。 

參、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敎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教育局、高雄市海洋教育資源中心 

三、承辦單位：高雄市海洋教育 32 所核心學校(含原策略聯盟學校:旗津國中、中洲國小、旗津

國小、興達國小、南安國小、蚵寮國小、中芸國小)、高雄市海洋局、正修科技大學、國立中山

大學、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肆、簡述近三年具體執行成果 

    本市擁有河、港、海的豐富海洋環境，加上歷史的演變，造就今日高雄地區多元的文化特

色，故「海洋」因素在高雄的發展有其重要的影響，高雄市推展海洋教育，目標在於涵養以生

命為本的價值觀、以海洋為本的國際觀與地球觀，進而奠立海洋臺灣的深厚基礎。高雄市海洋

教育思維植基於在地文化特色及精緻創新的意念，充分利用水岸城市的優勢，並持續 97-99 年的

形成準備期及推廣深耕期，已經完成海洋教育資源中心設置、海洋教育資源的蒐集、海洋教育

人才資料庫建置、海洋課程教材發展、親師海洋教育知能參訪及種子教師培訓和相關教育資源

分享帄台運作等。101 年度開始至 104 年度在教育部以及本市教育局、海洋局的支持下，教育活

動方面持續推動高雄市沿海人文、生態課程訪察活動及海洋教育巡迴列車，並開始培訓生態解

說員學生志工，讓海域的意象自然而然地融入每一位學生的生活之中，從認知、感受進而產生

對海的關懷，為海洋找到永續且美好的生存之道，培養對海洋環境的責任感，進而成為具有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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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素養的公民。 

 

    本市海洋教育自 104 年度起由教育局主導並匡列經費配合貴署補助款(海洋教育資源中心統

籌)辦理教師增能、資源建置、課程創新、多元活動等面向之推廣活動，並規劃三年推廣計畫，

包含海洋科學、海洋文化、海洋資源、海洋社會等面向，從直接臨海的 32 所海洋核心學校推廣

至 64 所鄰海學校(距海 3 公里)，到第三年全市海洋學校。 

 

    在「海洋遊學課程」的活動中，每年受益親師生人數近 500 人、滿意度達 95%以上；遊學

路線包含鼓山區海洋人文經濟課程、旗津區海洋人文美感特色課程、茄萣區海洋人文美感特色

課程、彌陀區海洋自然美感特色課程、梓官區海洋自然美感特色課程與林園區海洋自然美感特

色課程等，結合地方文化景點、海洋產業活動或各類探索館等，貼近地方文史與生活、是屬真

正「有感」的經驗與學習，強調體驗與實踐的教育歷程，故每年皆吸引眾多學校提出申請、且

備受好評，已成為高雄市最廣為人知之海洋教育活動！ 

     

    在「海洋知識大競賽」活動上；歷年參與師生團隊人數近 1,200 人，且逐年建置並累積含括

各學習領域之完整題庫近 400 題，對提升學生海洋知能有極佳之成效，也增進學生的海洋素養

並反映在本市海洋素養施測結果！每年辦理二場次「海洋通識教育講習」課程，為深植教育人

員之海洋科普素養與持續提升各級學校教師海洋通識教育知能，105年度邀請國立台灣海洋大學

講座邵廣昭教授，目前也是中央研究院生物多樣化中心研究員，從里海與海洋保育談海洋資源

永續發展的重要性；另外也邀請本市海洋教育總顧問周照仁校長帶來從日本三級學校海洋教育

課程簡介，做為本市發展三級學校市本課程的借鏡，讓「與海共好」觀念從學校紮根，打造出

高雄的「里海」；106年度邀請海運界巨擘長榮海運朱榮義總經理暢談冷凍國際物流，協助研習

人員了解海洋經濟貿易之相關議題，再由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航運技術系陳力民教授暢談港

域之導航佈置及操航安全評估，提出新科技應用在海洋研究之嶄新觀點，在海洋教育通識內涵

上再創新高度！ 

 

    辦理「海洋教育教案甄選」活動，成功地激發教師發揮教學創意，活絡教學情境；若說「海

洋科普繪本評選」活動促進了藝術與科學的交流、成功地激盪出水岸城市華麗的浪花，那麼「海

洋詵創作」活動，則是海洋與文學、美學的融合、是港都學子展示對海洋的認知、情感、觀察

和體驗！此外，進行海洋教育之「課程盤點」，落實海洋教育議題融入領域教學，並建立校本課

程。另推動「海洋教育」種子教師培訓，成功整合三級學校資源，開發跨教育階段、跨領域海

洋教育課程，擘畫出高雄市海洋教育課程地圖，建構產學鏈結之全市海洋資源系統、增進本市

學生對海洋文化的認識，具有保存、傳遞及創新的觀念。 

 

    連續兩年舉辦「海洋嘉年華」，提供本市海洋學校帄台、呈現海洋教育成果供各界觀摩：105

年度在彌陀區漯底山熱鬧登場，范巽綠局長、彌陀區長羅長安穿著由彌陀國小師生共同創作的

「水母造型裝」，與市民、學童參與嘉年華大遊行盛典；現場由高雄大學啦啦隊學生引領彌陀國

小、新港國小等 15校師生熱烈參與，並由各校師生設計嘉年華會踩街遊行道具，有如祭典踩街

遊行般熱鬧；106年度「海洋嘉年華夢想藝術展」在鹽埕區愛河河濱公園盛大登場，內容來自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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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豐富生態與多元包容發想，共計有超過 13 校師生千人一起踩街，活動宣導讓民眾親近海洋，

提升海洋議題的關注，也展現高雄市落實推動海洋教育精神與成果。106年本市承辦全國海洋教

育成果交流暨教師研習活動，再次成功行銷本市且活動內容深獲各縣市好評；研習內容兼具動、

靜態，規畫特色海洋景點踏查與參訪，包括搭乘遊艇遊覽高雄港、旗津貝殼館、星空大道、駁

二藝術特區等，參與研習的縣市代表也見證了高雄海洋城市的蛻變與風華再現！ 

 

    在跨局處合作方面，每年與海洋局合作辦理「海洋巡迴列車」活動，課程內容涵括：海中

的孤獨行者~鯊魚、認識海洋經濟活動~認識漁市、認識高雄漁港~認識高雄漁港等，每年受益師

生近 1,500 人，增進師生對海洋的知識，瞭解海洋的生物與生態、海洋文化、海洋資源等，覺

察海洋與社會發展的相互關係，以及認識國家所處海洋環境與遠景，進而建立海洋意識與積極

關心國家海洋發展。另外引進大學豐沛資源，協助建構更優質的海洋教育資源網站，展現本市

豐富的海洋教育內容，在 106年度海洋教育資源網站評比更榮獲特優全國第一名殊榮！ 

 

    「愛河學園」及「旗津海洋學園」的成立則希望透過海洋核心區域學校資源整合，讓區域

聯盟、策略聯盟學校更具海洋教育競爭力，未來將發展特色課程模組，研發具有在地特色的海

洋課程，並辦理多元體驗活動推廣，引發學生認識、親近海洋的動機，實現海洋首都的願景，

培育出卓越的海洋領導人才！ 

 

伍、四年發展主軸及架構 

一、海洋教育在教育局（處）整體教育發展架構中的位置 

 (一)、本市海洋教育的目標與宗旨為強化海洋市本課程及教材內涵，以認識台灣海洋文化，培

養國民包容博大、創新求變的海洋國民意識  

 (二)、加強海洋台灣師資培育與進修，增進教師海洋教學知能。 

    (1)鼓勵各師資培育大學開設海洋文化教育課程。 

    (2)協助學生辦理相關研習活動，加強宣導海洋台灣文化特色。 

    (3)培育台灣海洋生態多樣性教育。 

(三)、強化海洋研究及海事人才培育，發掘台灣海洋無限資源。 

    (1)鼓勵大學校院增設及調整海洋相關系所。 

    (2)加強培育、提升學生海洋相關知識。 

(四)、辦理台灣海洋文化活動及展演，讓大眾發現台灣海洋之美 

    (1)結合相關社教機構資源辦理海洋臺灣文化相關展覽或活動，達成人人受益。 

    (2)補助辦理各種活動、競賽，宣導台灣海洋生態多樣性與海洋環境教育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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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海洋教育發展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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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發展目標與四年發展主軸的關係 

    本市海洋教育以「山海共學」為目標，透過實踐四大主軸、八大內容、十六項策略，達成｢

山海河港學校共學，校際交流參訪學習｣目標︰ 

 

四大

主軸 
八大內容 16項策略 山海共學目標 

增能 
學者專家諮詢 

教師專業成長 

17、研習增能：海洋通識教育課程講習、磨課師

線上課程。 

18、踏查增能：東沙群島踏查、茄萣安帄海路航

行與陸路行駛、濕地踏查。 

19、訪問增能：韓國海洋教育參訪。 

20、體驗增能：大鵬灣、興達港體驗。 

落實各級學校

教育 

推動山海實施

增能 

資源 
網絡帄台建置 

校本資源盤點 

21、教育資源：海洋資源中心規劃推動本市海洋

教育業務、海洋教育資源網站維護、研發行動

APP。 

22、校際資源：海洋教育教案甄選、海洋知識庫

建置。 

23、山海資源：規劃城鄉共學資源整合。 

24、社會資源：產業資源盤點、研擬海洋產業專

班。 

發展海洋教育

特色 

接軌國際發展

趨勢 

課程 
課程創新研發 

特色課程多元 

25、市本課程：課程發展中心以市本三級課程研

發為目標，培育種子教師協助推動。 

26、聯盟課程：海線聯盟創新課程、愛河學園特

色課程、旗津海洋學園主題課程。 

27、主題課程：海洋教育巡迴列車、主題特色遊

學課程。 

28、環境課程：環境教育課程。 

推動多元課程

教學 

落實海洋永續

扎根 

活動 
主題探究實作 

多元活動體驗 

29、水域活動：水域活動中心負責推廣水域相關

活動，培育種子教師協助推動。 

30、主題活動：海洋教育週、手作木船工作坊。 

31、體驗活動：國中小學生蓮潭 i 海遊學趣、愛

河帆船季。 

32、成果活動：參加全國海洋教育成果交流研習

活動、海洋教育嘉年華、海洋知識擂台賽。 

主題活動體驗

探究 

實作知能踴躍

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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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組織運作與資源整合 

    本計畫推動組織及分工 

    (一) 海洋教育諮詢小組 

組冸 姓名 服務單位 職稱 小組任務 

諮詢小組 

周照仁 高雄海科大前校長 校長 總顧問 

何能裕 看見台灣基金會 顧問 海洋教育業務輔導及諮詢 

方力行  正修科技大學教授 教授 海洋教育業務輔導及諮詢 

李賢華 中山大學海洋科學學院 院長 海洋教育業務輔導及諮詢 

黃榮富 高雄科大水圈學院 院長 海洋教育業務輔導及諮詢 

洪啓源 海洋國家公園管理處 處長 海洋教育業務輔導及諮詢 

陳勇輝 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 科教組 海洋教育業務輔導及諮詢 

 

(二)海洋教育推動小組 

組冸 姓名 服務單位 職稱 小組任務 

推動小組 

范巽綠 局本部 局長 召集人 

王進焱 局本部 副局長 副召集人 

黃盟惠 局本部 副局長 副召集人 

楊智雄 國中教育科 科長 執行秘書 

鄭義勳 國中教育科 專員 副執行秘書 

顏君竹 國中教育科 股長 委員 

吳珮君 高中職教育科 代理科長 委員 

劉靜文 國小教育科 科長 委員 

鍾毓英 體育及衛生保健科 科長 委員 

黃哲彬 資訊及國際教育科 科長 委員 

黃麗滿 督學室 主任 委員 

蘇宏盛 海洋局海洋事務科 科長 委員 

孫春良 觀光局觀光發展科 科長 委員 

林香吟 高雄市立瑞祥高中 校長 委員 

羅振宏 高雄市立七賢國中 校長 委員 

王彥嵓 高雄市立彌陀國小 校長 委員 

黃俊傑 教育局國中教育科 候用校長  承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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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資源中心及聯盟任務 

單位 成員 工作職掌 

海洋教育資源 

中心 七賢國中 

1.建置維護海洋教育資料網絡系統。 

2.辦理海洋教育教師進修增能研習。 

3.辦理海洋教育週活動。 

4.結合資源辦理海洋議題及科普活動。 

5.規劃人才資料庫、分享帄台及成果彙編。 

6.提供海洋教育巡迴輔導諮詢服務。 

課程資源中心 前鎮國中 
1.發展市本海洋課程。 

2.培養市本海洋課程種子教師。 

水域資源中心 鹽埕國中 
1.發展市本海洋水域活動。 

2.培養市本海洋水域活動種子教師。 

核心學校 32所 

1.研發各校校本海洋教育教材。 

2.協助辦理海洋教育體驗活動。 

3.辦理學校周邊資源盤點彙整。 

4.發展學校海洋教育亮點特色。 

臨海學校 64所 
1.推動海洋教育學校策略聯盟。 

2.辦理各校海洋教育校本課程。 

    (四) 海洋教育資源中心工作小組 

組織編制 姓名 職稱 服務單位 備註 

組長 羅振宏 校長 七賢國中(鼓山區) 中心學校 

組員 何茂通 校長 明義國中(環教召集人) 輔導團 

組員 張振義 校長 旗津國中(旗津區) 策略夥伴 

組員 蕭淑美 校長 中洲國小(旗津區) 策略夥伴 

組員 楊勝任 校長 旗津國小(旗津區) 策略夥伴 

組員 林漢斌 校長 興達國小(茄萣區) 策略夥伴 

組員 李安世 校長 南安國小(彌陀區) 策略夥伴 

組員 陳建利 校長 蚵寮國小(梓官區) 策略夥伴 

組員 陳見發 校長 中芸國小(林園區) 策略夥伴 

行政統合 張靜淑 教務主任 七賢國中  

行政助理 章順慧 教學組長 七賢國中  

資訊帄台 龔偉琄 資訊組長 七賢國中  

協辦 魏秀珊 老師  福山國中(環境議題專輔) 輔導團 

協辦 傅志男 老師  四維國小(環境議題專輔) 輔導團 

活動推展 廖芷稜 教務主任 旗津國中  

活動推展 周嘉慶 教務主任 中洲國小  

活動推展 盧浩傑 教務主任 旗津國小  

活動推展 李香嬅 教務主任 興達國小  

活動推展 蘇嘉文 教務主任 南安國小  

活動推展 陳玉霖 教務主任 蚵寮國小  

活動推展 陳俊強 輔導主任 中芸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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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發展項目、進程及執行內容 

一、發展項目與進程 

主軸 發展項目 

對應作業要點

類冸(如註解) 

發展進程 

一 二 三 107 108 109 110 

主軸一：維運

海洋教育資源

中心計畫 

1-1.持續健全海洋教育推動小組之運作機

制，檢討及精進海洋教育推動策略 ˇ       

1-2.推動海洋教育年度主題活動及參與全國

海洋教育之相關活動 ˇ       

1-3.參與全國海洋教育成果展示交流研習活

動 ˇ       

1-4.定期充實海洋教育網路帄臺，並強化師

生使用網路帄臺資源 ˇ       

1-5.必要設備之維修及更新 
ˇ       

主軸二：精緻

海洋教育課程

與教學計畫 

1-1.盤點及建置地方海洋教育資源網絡，並

落實提供各校運用於發展課程及教學  ˇ      

1-2.培養海洋教育種子教師，定期增能，研

發海洋素養教學策略，賦予推動海洋教      

育之任務 
 ˇ  

    

1-3.研發及推廣具地方特色之海洋教育教材 
 ˇ      

1-4.組成海洋教育課程共備社群，強化課程

與教學之創新及實踐  ˇ      

1-5.辦理海洋教育增能研習，內容包括海洋

科技、海洋法政、海洋戰略、國際海運與物

流等議題，邀請校長主任等行政人員參與 
 ˇ  

    

主軸三： 

推動跨直轄

市、縣（市）

海洋教育合作

計畫 

1-1.推動跨直轄市、縣（市）海洋教育合作

計畫 

  ˇ 

    

    ※註解：第一類－維運海洋教育資源中心計畫（必辦） 

           第二類－精緻海洋教育課程與教學計畫（必辦） 

           第三類－推動跨縣市海洋教育合作計畫（選辦） 

二、 執行內容 

(一) 項目「主軸一、1-1.持續健全海洋教育推動小組之運作機制，檢討及精進海洋教育推動策

略」： 

    107~110 學年度： 

    (1)推動委員會每年開會 2次，各資源中心每學期開會 2-3次，執行成效檢核並討論下學期

及下學年度海洋教育推廣重點。 

    (2)持續健全海洋教育推動小組之運作機制，檢討及精進海洋教育推動策略。 

    (3)強化海洋教育推動小組之功能，使成為可永續運作之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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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項目「主軸一、1-2 推動海洋教育年度主題活動及參與全國海洋教育之相關活動」： 

      107 學年度：辦理年度海洋教育週~主題「海洋文化」之相關活動。 

      108 學年度：辦理年度海洋教育週~主題「海洋資源」之相關活動。 

      109 學年度：辦理年度海洋教育週~主題「海洋科學」之相關活動。 

      110 學年度：辦理年度海洋教育週~主題「海洋休閒」之相關活動。 

 

（三）項目「主軸一、1-3.參與全國海洋教育成果展示交流研習活動」： 

     107~110 學年度： 

     (1)持續參與全國海洋教育成果展示交流研習活動。 

     (2)彙整本市海洋教育執行成果，並於成果展中進行縣市交流與分享 

     (3)汲取他縣市特色活動與創意作為，提升本市辦理成效。 

 

（四）項目「主軸一、1-4.定期充實海洋教育網路帄臺，並強化師生使用網路帄臺資源」： 

     107~110 學年度： 

    (1)援引大學資源，定期更新、維護、增添海洋教育資源網站之資料。 

    (2)持續行銷並宣導本市海洋教育網站，提升能見度與運用範圍。 

    (3)參與全國網站評選活動，以精益求精並爭取佳績。 

 

（五）項目「主軸一、1-5.必要設備之維修及更新」 

      107 學年度：海洋教育資源中心解說牌更新，以更新階梯、牆面布告欄之告示牌為主。 

      108~110 學年度：海洋教育資源中心設備維護。 

      

（六）項目「主軸二 1-1.盤點及建置地方海洋教育資源網絡，並落實提供各校運用於發展課程及

教學」 

     107~110 學年度： 

     (1)鼓勵三級學校發展符應校內需求、社區環境、具體可行之校本課程。 

     (2)鼓勵三級學校建置可永續操作之市本課程模組。 

     (3)持續蒐集優良教案，並公告於網站供全市教師參考運用。 

 

（七）項目「主軸二 1-2.培養海洋教育種子教師，定期增能，研發海洋素養教學策略，賦予推動

海洋教育之任務」 

     (1)107 學年度：順應 12 年國教及 108 新課綱，培育具素養導向教學能力之種子教師。 

     (2)108 學年度：辦理種子教師觀課、議課、跨領域、跨教育階段之增能活動。 

     (3)109~110 學年度：發展種子教師公開授課、增進多元評量技能之增能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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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項目「主軸二 1-3.研發及推廣具地方特色之海洋教育教材」 

      107~110 學年度： 

(1) 辦理海洋教育教案甄選活動，依區域屬性與特色評選優良教案。 

(2) 辦理分區分校進行入校示範教學，落實海洋教育課程。 

(3) 辦理海洋教育教案分享與成果展示，激勵教師熱情與激發創意。 

（九）項目「主軸二 1-4.組成海洋教育課程共備社群，強化課程與教學之創新及實踐」 

     107~110 學年度： 

    (1)鼓勵核心學校成立共備社群，辦理體驗教育活動或交流研討。 

    (2)鼓勵臨海學校成立共備社群，辦理體驗教育活動或交流研討。 

    (3)鼓勵全市三級學校成立共備社群，辦理體驗教育活動或交流研討。 

 

（十）項目「主軸二 1-5.辦理海洋教育增能研習，內容包括海洋科技、海洋法政、海洋戰略、國

際海運與物流等議題，邀請校長主任等行政人員參與」 

     107~110 學年度： 

    (1)援引科技部國研院海洋中心之資源，辦理關鍵實驗室之參訪，提升本市教師對海洋新科

技之認識。 

    (2)邀請海洋產業領域之專家學者進行專題講座，拓展本市教師對海洋新興議題之視野。 

(3)辦理海洋產業或機構之參訪活動，促進教育現場與海洋產業之交流對話、降低學用落差。 

（十一）項目「主軸三 1-1.推動跨直轄市、縣（市）海洋教育合作計畫」 

    107~110 學年度： 

(1) 與看見台灣基金會合作，辦理自茄萣至安帄之海路航行與陸路行駛。 

(2) 辦理生態濕地踏查，共享生態環境與教育帄台資源。 

(3) 參與跨縣市之優化海洋教育講座，開啟跨縣市學習對話窗口。 

捌、預期效益 

ㄧ、透過海洋教育資源分享、交流機制之建立，活絡資源中心各項資源及執行成果之分享與運

用。 

二、持續充實海洋教育網路分享帄台並辦理海洋教育嘉年華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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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發展本市海洋教育市本課程及種子教師，整合豐富的人力與活動，形塑具在地特色的海洋

文化並累積觀光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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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藉由實地遊學、巡迴課程及海洋知識競賽、縣市交流等活動之實施，提升教師及學生之海

洋教育基本知能，培養師生之海洋意識和素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