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07 學年度補助南投縣政府推動海洋教育計畫成果報告書 

壹、 成果摘要 

一、召開南投縣 107學年度海洋教育資源中心維運推動委員會 

二、辦理南投縣 107學年度海洋教育資源中心維運推動 

三、辦理南投縣 107學年度精緻海洋教育課程與教學全國海洋教育週 

四、辦理南投縣 107學年度海洋教育資源中心精緻海洋教育課程與教學繪畫比賽 

五、辦理南投縣 107學年度精緻海洋教育課程與教學種子教師增能研習二場活動 

六、辦理南投縣明潭國中 107學年度學生海洋文化體驗實施計畫水沙連海洋文化—漫步在

日月潭體驗營三場活動 

貳、 背景說明 

一、四年計畫中的發展項目與進程 

主軸 發展項目 

對應作業

要點類別 

(如註解) 

發展進程 

一 二 三 107 108 109 110 

主軸一： 

健全海洋教育推動

組織與運作機制 

1-1 辦理海洋教育推動執

行小組會議 
ˇ   

 

   

1-2 整合海洋產業教育資

源與建立戶外教育資源 
 ˇ      

主軸二： 

研發編輯海洋教育

縣本教材 

2-1 推動海洋教育週相關

活動 
 ˇ  

 

   

2-2 匯集整理中心資源，

跨校共享 
 ˇ      

2-3 發展海洋教育文化體

驗教材及課程 
 ˇ 

 

 

   

主軸三： 

建置海洋教育網路

資源分享帄臺 

3-1 持續更新充實海洋教

育資源中心網站 

ˇ       

3-2 強化師生使用網路帄

台資源 

ˇ       

主軸四： 

推廣海洋素養教學

模式 

4-1 推廣海洋教育文化體

驗課程 

  ˇ     

4-2 辦理中心學校教師參

訪研習 

 ˇ      



二、計畫推動策略 

1. 集結縣市海洋教育相關網站及社群資源為虛擬海洋教育社群網絡（可將原資源中

心設置網路帄台移至縣網，力求運作穩定度），並定期更新網站所需資料和即時發

布海洋教育相關訊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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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之應用。 

2. 辦理跨校、縣市交流或觀摩活動，擴大海洋教育之視野及供後續推動之參考。 

3. 發展縣市本位之國中小學海洋教育整體性課程發展架構或推廣策略，與民間社教

單位合作推廣、依地區差異（如臨海或非臨海）、學習者身心發展順序等，建構國

中小學海洋教育之整體性課程發展結構和導引方針，訂定 107 年度國中小學海洋

教育之整體推動策略。 

三、核定執行項目 

(一) 執行項目一：(維運海洋教育資源中心計畫) 

1. 內容說明： 

(1)、 推動小組委員會議實施計畫：召開海洋教育推動小組會議，於每學期定期召

開研討會議，隨時檢討修訂相關計畫執行並改善海洋資源中心之維運。 

(2)、 維運海洋資源中心實施計畫 (建置海洋教育知識管理帄臺)：定期更新網站所

需資料和即時發布海洋教育相關訊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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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之應用。 

(3)、 增加水沙連在地海洋教育景點資訊，持續充實海洋教育資源中心及海洋教育

資源分享帄台網站，提供學校師生課程教學運用。 

(4)、 彙集並整理資源中心既有之圖書、資訊與器材（如海洋教室）、課程教材、教

學媒體（如教學短片、創意教學材料、文宣品或遊學課程與配套規劃訊息等）。 

2. 具體工作項目與辦理方式  

(1)、 落實本縣海洋教育推動小組並定期召開會議：於 107 學年度上下學期各一

次，共舉行 2 次推動會議，檢討本縣推動情形並適當修正海洋教育推動策略

與內涵。 

(2)、 邀請專家學者加入成員，並請專家學者提供本縣關於海洋教育有效的運作方  

法與具體建議。 

(3)、 維護海洋教育教學資源分享網站：請縣網中心協助維護與充實海洋教育資源

中心網站及設置網站專人管理，主動向各校提供海洋教育相關資訊服務，定

期更新網站資料，活絡海洋教育資源分享帄臺。 

(4)、 協助各校發展校本海洋教育課程：提供協助給海洋種子學校，開放海洋教育

資源中心各項相關資源與設施，包含申請借用硬體或圖書等資源。 



(二) 執行項目二： (精緻海洋教育課程與教學計畫) 

1. 內容說明： 

(1)、 全國海洋週實施計畫：由縣內各中心學校研發海洋教育課程，並確實落實海

洋教育之教育推展。 

(2)、 南投縣海洋教育會畫創作比賽：學生皆能編製活潑、有趣、多樣化的海洋教

育圖畫，提昇編繪海洋教育繪畫的能力，以促進優勢智能發展。 

(3)、 種子教師增能研習實施計畫：教師組成海洋教育課程社群，辦理海洋教育種

子教師增能培訓。 

 

2. 具體工作項目與辦理方式 

(1)、 推動海洋教育週活動，海洋教育週宣導當週或提前融入課程，宣導世界海洋

日，培養對海洋生態之重現，永續經營海洋環境。 

(2)、 推動海洋教學後的繪畫創作徵選，加深學生對海洋教育之認識與省思。 

(3)、 辦理海洋教育教師增能研習，提供海洋教育多元創新教學資訊，提升本縣教

師專業知能及藉由專家專題講座，強化教師對海洋教育議題的政策發展與規

劃分析與透過研習分享教師海洋教育議題融入教學經驗，提升教師教學成

效。 

(4)、 海洋教育教師增能研習以鄉鎮中心學校為主，藉由研習增能增強教師專業能

力，參加研習成員為推動海洋教育種子教師，需進行該鄉鎮海洋教育教學設

計教案分享。 

(5)、 研擬相關辦法，主動開放各校申請使用、參訪海洋教育資源中心之相關資源，

提供跨校資源共享機制，協助區域內夥伴學校發展海洋教育，全面提升海洋

教育教學品質。 

 

(三) 執行項目三：海洋教育合作計畫（水沙連海洋文化漫步在日月潭體體驗營） 

1. 內容說明： 

(1)、 「水沙連海洋文化—漫步在日月潭」，著重在文化歷史與生物多樣性方面，

先從日月潭水漾生態環境開始，培訓在地文史探索員，加強傳承在地文化並

針對海洋文化進行探索。 

(2)、 藉由實作課程加深學生對在地文化的體認並帶動南投縣海洋文化學習風潮，

透過文化傳承的體驗，人文歷史及美食、文化等特色產業，體驗海洋文化。 

(3)、 預定發展項目規劃參訪第一年計畫以縣內學生為主，推廣水沙連海洋文化—

漫步在日月潭體驗營課程，第二年將與鄰縣彰化縣合作，並開放外縣市遊學



申請。 

2. 具體工作項目與辦理方式 

(1)、 培訓在地文史探索員，加強傳承在地文化並針對海洋文化進行探索。 

(2)、 設計實作課程教材，加深學生對在地文化的體認並帶動南投縣海洋文化學習

風潮，透過文化傳承的體驗，人文歷史及美食、文化等特色產業，體驗海洋

文化。   

(3)、 辦理日月潭在地文史及潭區豐富物產製作美食、海洋世界創意作品製作及參

訪等課程，加深學生對於海洋文化之體認。 

 

參、 執行成果與檢討 

一、執行成果彙整 

編

號 
活動名稱 活動內容概述 

活動

對象 

人

次 
主要成果敘述 

1 南投縣 

107學年度 

海洋教育

推動小組

第一次會

議 

每學期召開本縣海洋教

育推動執行小組會議一

次，檢討並改善本縣海洋

資源中心之維運。 

執行 

小組 

成員 

60 1. 資源分享、交換，活絡中心各

資源運用。 

2. 聯結產官學，充實海洋教育 e

化帄台，藉交流學習加速資訊

累積及流通利用。 

3. 藉跨縣市觀摩學習、交流體

驗，擴大思維及視野。 

4. 透過各項宣導及文宣品發放

讓比較偏鄉之學校亦能夠感

受到海洋的魅力。 

2 107學年度 

全國國民

中小學海

洋教育成

果交流研

習會 

1. 彙集本縣海洋教育成

果，進行海洋教育資

源中心執行成果發

表。 

2. 海洋教育教學卓越團

隊分享、專題演講教

學演示分享。 

3. 海洋休閒體驗學習。 

教育

處業

務承

辦人

資源

中心

學校

人員 

3 1. 透過觀摩與經驗分享，增進海

洋教育知能，優化學生學習品

質。 

2. 經由縣市交流創新教學、深化

學習內涵，擴增海洋教育成

效。 

3. 藉由縣市交流建立海洋教育

人才資料庫。 

3 南投縣 

107學年度 

精緻海洋

教育課程

與教學繪

1. 鼓勵各級學校學生皆

能編製活潑、有趣、

多樣化的海洋教育圖

畫，提昇編繪海洋教

育繪畫的能力，促進

全縣 

中小 

學生 

349 1. 彙編本縣學生創作擴大學生

對海洋教育之認識，以提昇學

生海洋素養能力。 

2. 藉由各校海洋教育繪畫比賽

之推動，培養學生對海洋生

http://seaedu.twsport.org.tw/Module/Result/Detail.php?ID=130
http://seaedu.twsport.org.tw/Module/Result/Detail.php?ID=130
http://seaedu.twsport.org.tw/Module/Result/Detail.php?ID=130
http://seaedu.twsport.org.tw/Module/Result/Detail.php?ID=130
http://seaedu.twsport.org.tw/Module/Result/Detail.php?ID=130
http://seaedu.twsport.org.tw/Module/Result/Detail.php?ID=130
http://seaedu.twsport.org.tw/Module/Album/Detail.php?ID=69
http://seaedu.twsport.org.tw/Module/Album/Detail.php?ID=69
http://seaedu.twsport.org.tw/Module/Album/Detail.php?ID=69
http://seaedu.twsport.org.tw/Module/Album/Detail.php?ID=69
http://seaedu.twsport.org.tw/Module/Album/Detail.php?ID=69
http://seaedu.twsport.org.tw/Module/Album/Detail.php?ID=69
http://ocean.start168.com/
http://ocean.start168.com/
http://ocean.start168.com/
http://ocean.start168.com/
http://ocean.start168.com/


畫比賽 優勢智能發展。 

2. 落實海洋教育資源共

享，協助各校順利推

動海洋教育。 

3. 徵選優質海報圖像，

製作南投縣海洋教育

文宣品，達成宣傳集

推廣海洋教育之目

標。 

物、文化、生態之認識與情

感，進而欣賞海洋之美，關懷

與促進海洋永續發展。 

3. 編製學生特優作品集，讓縣內

學生能知海、愛海、樂海，並

能珍惜海洋資源的素養。 

 

4 南投縣 107

學年度精

緻海洋教

育課程與

教學種子

教師增能

第一場研

習-彰化芳

苑 

1. 臺灣海洋運動現況與

發展。 

2. 海洋教育實務經驗分

享。 

3. 潮間帶生態講說。 

4. 蚵田及海牛文化體

驗。 

5. 透過親近海洋帶入環

境生態議題，增進教

師對於生活環境議題

的關注與了解。 

教師 26 1. 藉由研習了解國中小海洋探

索教育之內涵及教育理念。 

2. 學習國中小海洋探索教育教

學方法，增進教師專業知能。 

3. 學習生活化、趣味化的教學素

材，啟發學生創造力，增進教

學效果。 

4. 藉由研習場域提供教學資

源，促進校內各中心學校為種

子教師進行該鄉鎮海洋教育

教學設計教案、教材及活動分

享及意見交流。 

5 南投縣 107

學年度精

緻海洋教

育課程與

教學種子

教師增能

第二場研

習-日月潭

月牙灣 

1. 船艇裝備介紹認識。 

2. 水上中安全認識及水

上救援。  

3. 體驗活動槳法操作復

位與救援。 

教師 40 1. 藉由研習了解國中小海洋探

索教育之內涵及教育理念。 

2. 學習國中小海洋探索教育教

學方法，增進教師專業知能。 

3. 學習生活化、趣味化的教學素

材，啟發學生創造力，增進教

學效果。 

4. 藉由研習場域提供教學資

源，促進校內各中心學校為種

子教師進行該鄉鎮海洋教育

教學設計教案、教材及活動分

享及意見交流。 

6 南投縣 

107學年度 

推動海洋

教育週 

1. 辦理海洋主題閱讀。 

2. 海洋詩導讀創作徵

選。 

3. 於班級主題閱讀時間

探討當前海洋議題。 

4. 宣導相關理念與做

法。 

教師 

學生 

19

校 

1. 厚植海洋教育資源，營造優質

海洋教育環境，培育學生對於

海洋基本知能素養。 

2. 建立組織及運作模式，發展海

洋課程、教材及活動。 

3. 藉由方案設計研討，落實校園

海洋教育的運作，進而學習最

http://ocean.start168.com/
http://seaedu.twsport.org.tw/Module/Album/Detail.php?ID=68
http://seaedu.twsport.org.tw/Module/Album/Detail.php?ID=68
http://seaedu.twsport.org.tw/Module/Album/Detail.php?ID=68
http://seaedu.twsport.org.tw/Module/Album/Detail.php?ID=68
http://seaedu.twsport.org.tw/Module/Album/Detail.php?ID=68
http://seaedu.twsport.org.tw/Module/Album/Detail.php?ID=68
http://seaedu.twsport.org.tw/Module/Album/Detail.php?ID=68
http://seaedu.twsport.org.tw/Module/Album/Detail.php?ID=68
http://seaedu.twsport.org.tw/Module/Album/Detail.php?ID=68
http://seaedu.twsport.org.tw/Module/Album/Detail.php?ID=70
http://seaedu.twsport.org.tw/Module/Album/Detail.php?ID=70
http://seaedu.twsport.org.tw/Module/Album/Detail.php?ID=70
http://seaedu.twsport.org.tw/Module/Album/Detail.php?ID=70
http://seaedu.twsport.org.tw/Module/Album/Detail.php?ID=70
http://seaedu.twsport.org.tw/Module/Album/Detail.php?ID=70
http://seaedu.twsport.org.tw/Module/Album/Detail.php?ID=70
http://seaedu.twsport.org.tw/Module/Album/Detail.php?ID=70
http://seaedu.twsport.org.tw/Module/Album/Detail.php?ID=70
https://reurl.cc/VVbbA
https://reurl.cc/VVbbA
https://reurl.cc/VVbbA
https://reurl.cc/VVbbA


5. 進行有獎徵答活動。 

6. 辦理相關藝文競賽。 

7. 配合各領域教學，研

發相關教材或融入教

學。 

佳互動模式。 

4. 增進對海洋文化認識，激發親

海、愛海、知海興趣。 

5. 藉此探討海洋教育實施方

式，落實海洋教育作為。 

7 南投縣 

107 學年度

海洋詩創

作徵選活

動 

辦理南投縣 107 學年度

海洋詩創作徵選活動。 

透過競賽過程激發學生

創造力並營造學校海洋

教育氛圍。 

 

全縣 

國中

小學

生 

持

續

收

件

中 

1. 彙編本縣學生創作擴大學生

對海洋教育之認識，以提昇學

生海洋素養能力。 

2. 進行縣內初選評選，參加 2019

全國海洋詩競賽活動。 

8 南投縣 

107學年度 

海洋教育

推動小組

第二次會

議 

每學期召開本縣海洋教

育推動執行小組會議一

次，檢討並改善本縣海洋

資源中心之維運。 

執行 

小組 

成員 

60 1. 資源分享、交換，活絡中心各

資源運用。 

2. 聯結產官學，充實海洋教育 e

化帄台，藉交流學習加速資訊

累積及流通利用。 

3. 跨縣市觀摩學習交流體驗擴

大思維及視野。 

4. 透過各項宣導及文宣品發放

讓比較偏鄉之學校亦能夠感

受到海洋的魅力。 

9 南投縣 

107 學年度

學生海洋

文化體驗

實施計畫

水沙連海

洋文化—

漫步在日

月潭體驗

營 

1. 日月潭生態介紹。 

2. 海洋世界創意作品製

作。 

3. 日月潭在地文史與海

洋文化踏查。 

4. 日月潭在地文史介

紹。 

5. 在地美食實作。 

6. 先民行船/遊艇體驗。 

魚池

鄉 

國小

學生 

40 1. 透過在地環境與文化的介

紹，立足在地，放眼海洋，拓

展海洋文化之視野。 

2. 學生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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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帶動南投縣學生熟練水域求

生技能，並從事水域休閒運

動。 

4. 培育學生具備海洋自然科學

的基礎知識及瞭解海洋科技

發展。 

二、問題檢討與改善（如過程檢討、問題發現、解決或改善策略等）。 

(一). 人力問題： 

1. 問題描述：南投縣內未編制海洋教育輔導團，海洋教育資源中心由三班小校承接，

人力相較於大校明顯不足，常常辦理校外研習時全校只剩導師、專任老師在校照

顧學生。另外小校學校行政負擔原本就大，加上正值教改非常時期蠟燭多頭燒，

https://reurl.cc/8mgZ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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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致承辦人員常常需要加班才能完成該項業務。 

2. 改善策略： 

(1) 將相關活動場域拉到校內舉辦，結合學校原有資源活動一起辦理，同時讓

行政人員能兼顧校內的學生照顧。 

(2) 外部參訪在精不再多，減少人力消耗。 

(3) 邀請鄰近學校協辦相關活動，資源共享。 

(4) 邀請校內同仁共同協助海洋教育行政業務，降低教導處壓力。 

(二). 資源中心推動問題： 

1. 問題描述：各項會議研習參與度不高，尤其國中端重視會考科目，如何吸引國中

端教師關注並產出需耗費心力。 

2. 改善策略： 

(1) 資源中心鄰近日月潭，妥善結合運用在地資源吸引教師參加活動。 

(2) 結合自然領域輔導團，將海洋教育與自然領域教學內容做結合，運用相關

會議提升教師對海洋教育的關注。 

(3) 南投縣雖然不靠海，但可以朝山林溪流發展並不侷限於海洋，運用現有資

源和海洋做連結，例如溪流的溯源教育，可以和文史做結合，吸引更多科

目的教師加入。 

(三). 學校推動海洋教育週問題： 

1. 問題描述：部分學校端被分配到海洋教育週執行業務時，可能不清楚如何執行或

是業務歸屬為何，對於學校端來說就是一個額外的業務壓力，而資源中心需要整

合各校資料做成成果以及核銷也有時間上的壓力，需要學校端準時配合。  

2. 改善策略： 

(1) 資源中心及縣府時間分配相當重要，需要事先規劃提早作業，讓學校端有

更多的緩衝時間執行工作。 

(2) 提供各校歷年海洋教育週成果以及優良範例參考，讓辦理內容更活化豐

富。 

 

肆、 附件 

一、教育部國教署核定之 107 學年補助南投縣政府推動海洋教育計畫書。 

二、海洋教育推動小組成員、會議紀錄。 

三、海洋教育資源分享帄臺網址：http://seaedu.twsport.org.tw/Module/Home/Index.php 

http://seaedu.twsport.org.tw/Module/Home/Index.php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07 學年補助南投縣政府推動海洋教育計畫 
 

壹、計畫依據 

一、教育部頒布《海洋教育政策白皮書》。 

二、教育部公告「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 

三、106 年 4 月 24 日臺教國署國字第 1060040173B 號函公告「教育部國民及學前署補助直

轄市與縣（市）政府推動國民中學及小海洋教育作業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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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發展在地海洋教

育。 

二、整合地方政府內各單位、中心學校及輔導團等資源，研發具地方特色之縣本教材，扮

演海洋教育資源整合帄台。。 

三、結合大學、社教機構或民間機構規劃跨區策略聯盟，活絡海洋教育支援網絡及資源共

享帄台。 

四、加強校際間及跨地方政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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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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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政府教育處。 

三、承辦單位：南投縣立明潭國民中學。 

四、中心學校：南投縣立明潭國民中學暨各中心學校。 

肆、簡述三年具體執行成果 

一、背景分析 

 南投縣為台灣唯一不臨海之山地縣，學生對於鄉土的認知著重於河川、湖泊，對於海洋

不甚瞭解，缺乏寬廣視野，因此，培育學生海洋的思維是極重要的課題。100年度起海洋教

育資源中心維運以分工、多元、專業、整合、資源共享為原則，以輔導團各學習領域課程出

發，推動學校海洋課程、教材及活動，整合縣內海洋教育資源及中部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南部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及北部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等資源，建置海洋教育支援網絡及資源

共享帄台，加強校際間及跨縣市海洋教育經驗觀摩及交流研習，提升海洋教育知能，以落實

深耕在地海洋教育。 

 

 

 

附件一 



二、歷年成果 

編

號 
年度 

主辦 

單位 
活動名稱 活動內容 

活動

地點 

活動 

對象 
活動時程 

場

次 

總人

數 

1 104 
鳳鳴

國中 

海洋教育

小組會議 

每學期招開本縣海洋教育推動 

執行小組會議一次，檢討並改 

善本縣海洋資源中心之維運。 

鳳鳴 

國中 

海洋教

育中心 
1-12月 1 

60 

人次 

2 104 
中寮

國小 

推動海洋

教育週活

動 

1.鼓勵各級學校發展具有特色的海

洋基本知能課程、教材及活動。 

2.營造優質海洋教育環境，培育學

生海洋基本知能與素養。 

3.增進學生對海洋文化的認識，並

培養保存、傳遞及創新的觀念。 

4.培育學生具備親海、愛海、知海

的國民特質。 

5.建立學生家長對海洋的正確價值

觀，輔導學生正向的海洋職業詴探。 

6.強化教師海洋基本知能、素養，

提升教師對海洋教學能力。 

中寮

國小 

海洋教

育中心 
3-9月 

12

所

學

校

辦

理 

1160

人次 

3 104 
爽文

國中 

游泳與自

救能力師

資培訓。 

1.提升教師游泳能力及水上安全觀

念 

2.體驗及操作水上救生及岸上救生 

3.建立正確水上安全－自救與救人 

三和

泳池 

各國民

中小學 

8月 

11－15 
5 50 

4 104 
爽文

國中 

游泳池守

望員培訓 

1.協助游泳池安全 

2.救生器材實作和救生反應 

三和

泳池 

各國民

中小學 
8月 16 2 50 

5 104 
爽文

國中 

南投縣

104年度

國民中小

學提升學

生游泳與

自救能力

研習實施

計畫 

1.提升學生游泳與自救能力 

2.配合教育部中小學游泳分級標準

鼓勵學生參與游泳運動並獲得認證

已證明其能力 三和

泳池 

各國民

中小學 
4－10月 

14

所

學

校

辦

理 

約

1914

人次 

6 104 
中寮

國小 

海洋教育

小組會議 

招開本縣海洋教育推動執行小組第

二次會議，檢討並改善本縣海洋資

源中心之維運。 

中寮

國小 

海洋教

育中心 
1-12月 1 

60 

人次 

7 104 
中寮

國小 

海洋教育

資源中心 

1持續建置海洋網站資料 

2充實海洋教育資源設備。 

中寮

國小 

各國民

中小學 
1-12月   

8 104 
中寮

國小 

海洋教育

成果觀摩

會與交流 

1.本縣海洋教育資源中心執行成果

發表。 

2.彙集本縣海洋教育成果。 

基隆

海科

館 

各國民

中小學 

104.10.2

9-30日 
1 2 



9 105 
中寮

國小 

海洋教育

小組會議 

招開本縣海洋教育推動執行小組二

次會議，檢討並改善本縣海洋資源

中心之維運。 

中寮

國小 

海洋教

育中心 
1-12月 2 

60 

人次 

10 105 
中寮

國小 

海洋教育

資源中心 

1持續建置海洋網站資料 

2充實海洋教育資源設備。 

中寮

國小 

各國民

中小學 
1-12月   

11 105 
中寮

國小 

海洋教育

成果觀摩

會與交流 

1.本縣海洋教育資源中心執行成果

發表。 

2.彙集本縣海洋教育成果。 

基隆

海科

館 

各國民

中小學 

105.10.2

9-30日 
1 2 

12 106 
中寮

國小 

海洋教育

小組會議 

招開本縣海洋教育推動執行小組二

次會議，檢討並改善本縣海洋資源

中心之維運。 

中寮

國小 

海洋教

育中心 
1-12月 2 

80

人次 

13 106 
中寮

國小 

海洋教育

資源中心 

1持續建置海洋網站資料 

2充實海洋教育資源設備。 

中寮

國小 

各國民

中小學 
1-12月   

14 106 
中寮

國小 

海洋教育

成果觀摩

會與交流 

1.本縣海洋教育資源中心執行成果 

發表。 

2.彙集本縣海洋教育成果。 

高雄

旗津

區公

所 

各國民

中小學 

106.11.3

-4日 
1 2 

15 106 
中寮

國小 

推動海洋

教育週活

動 

1.鼓勵各級學校發展具有特色的海

洋基本知能課程、教材及活動。 

2.營造優質海洋教育環境，培育學

生海洋基本知能與素養。 

3.增進學生對海洋文化的認識，並

培養保存、傳遞及創新的觀念。 

4.培育學生具備親海、愛海、知海

的國民特質。 

5.建立學生家長對海洋的正確價值

觀，輔導學生正向的海洋職業詴探。 

6.強化教師海洋基本知能、素養，

提升教師對海洋教學能力。 

中寮

國小 

海洋教

育中心 
3-9月 

20

所

學

校

辦

理 

 

16 106 
中寮

國小 

辦理精進

教學研習 

辦理鯊魚游進教室研習，增進本縣

教師海洋教育課程及教學專業知

能，深化海洋教育。 

中寮

國小 

各國民

中小學 10月   

17 106 
中寮

國小 

參加海洋

教育競賽 

1.辦理海洋詵評選活動。 

2.南投縣參加 2016海洋教育週海洋

詵比賽獲獎 

中寮

國小 

各國民

中小學 12月   

18 106 
中寮

國小 

南投縣

2017海洋

教育科普

繪本創作

徵選活動 

1.辦理南投縣 2017海洋教育科普繪

本創作徵選活動。 

2.透過競賽過程激發學生創造力並

營造學校海洋教育氛圍。 

 

中寮

國小 

各國民

中小學 
12月   



伍、組織運作 

一、本縣海洋教育整體發展架構 

海洋教育推動小組：組成成員含教育行政人員、業務承辦人、學校資源中心代表、諮

詢專家和縣市輔導團人員，定期主動召開會議檢討並改善海洋資源中心之維運。 

二、本計畫推動組織及分工 

南投縣海洋教育推動執行小組名冊： 

組織編制 姓名 職稱 現職服務機關系所 學校電話 行動電話 

主任委員 李孟珍 處長 南投縣政府教育處 049-2222106 0928928660 

副主任委員 王淑玲 副處長 南投縣政府教育處 049-2222106 0935717215 

諮詢顧問 陳勇輝 博士 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 08-8825001-5505 0914109592 

諮詢顧問 葉蓉樺 博士 
國立自然博物館 

科教組 
04-23226940 

0932199231 

諮詢顧問 林海清 所長 
中台科技大學 

文化事業所 
04-22391647-7270 

 

諮詢顧問 陳麗淑 博士 國立海洋科技館 02-24696000 0224696000 

執行秘書 黃懷瑩 科長 南投縣教育處學管科 049-2222106 0928724830 

執行秘書 蔡振發 科長 南投縣教育處體健科 049-2222106 0961052033 

副執行秘書 李慧芬 校長 南投縣明潭國中 049-2855145 0970384086 

執行幹事 張志維 
候用 

校長 
南投縣教育處 049-2222106 0928365672 

副執行幹事 葉雯芳 主任 南投縣明潭國中 049-2855145 0921163873 

諮詢委員 鄒庚辛 校長 南投縣竹山國小 049-2642016 0933641622 

諮詢委員 陳恆旭 校長 南投縣南投國中 049-2222549 0928388905 

委    員 陳燕玉 校長 南投縣中寮國小 049-2691322 0921339173 

委    員 李孟桂 校長 南投縣宏仁國中 049-2982548 0933566534 

委    員 陳國俊 校長 南投縣南崗國中 049-2222460 0937595069 

委    員 蕭進賢 校長 南投縣中興國中 049-2332625 0933540619 

委    員 吳毓真 校長 南投縣鳳鳴國中 049-2291831 0918352047 

委    員 陳啟濃 校長 南投縣水里國中 049-2770134 0926226254 

委    員 
脈樹. 

塔給鹿敦 
校長 南投縣埔里國中 049-2982055 0936218749 

委    員 范慶鐘 校長 南投縣漳和國小 049-2224087 0920516646 

委    員 林取德 校長 南投縣大成國小 049-2916517 0921300911 

委    員 吳欲豐 校長 南投縣南投國小 049-2222038 0932552150 



組織編制 姓名 職稱 現職服務機關系所 學校電話 行動電話 

委    員 鐘森雄 校長 南投縣埔里國小 049-2982034 0933578750 

委    員 黃美鳳 校長 南投縣名間國小 049-2732024 0928993690 

委    員 周進科 校長 南投縣水里國小 049-2770014 0922965290 

委    員 沈慧美 校長 南投縣仁愛國小 049-2802373 0910705821 

委    員 林建言 校長 南投縣鹿谷國小 049-2752048  

委    員 陳文燦 校長 南投縣草屯國小 049-2362007 0978912223 

委    員 廖志家 校長 南投縣魚池國小 049-2895537 0953056577 

委    員 林思遠 校長 南投縣國姓國小 049-2721018 0932959243 

委    員 李俊儒 主任 南投縣明潭國中 049-2855145 0927893323 

幹    事 李詠諄 教師 南投縣明潭國中 049-2855145 0919840382 

陸、計畫內容 

一、 發展項目與進程 

主軸 發展項目 

對應作業

要點類別 

(如註解) 

發展進程 

一 二 三 107 108 109 110 

主軸一： 

健全海洋教育推動

組織與運作機制 

1-1 辦理海洋教育推動執

行小組會議 
ˇ   

 

   

1-2 整合海洋產業教育資

源與建立戶外教育資源 
 ˇ      

主軸二： 

研發編輯海洋教育

縣本教材 

2-1 推動海洋教育週相關

活動 
 ˇ  

 

   

2-2 匯集整理中心資源，

跨校共享 
 ˇ      

2-3 發展海洋教育文化體

驗教材及課程 
 ˇ 

 

 

   

主軸三： 

建置海洋教育網路

資源分享帄臺 

3-1 持續更新充實海洋教

育資源中心網站 

ˇ       

3-2 強化師生使用網路帄

台資源 

ˇ       

主軸四： 

推廣海洋素養教學

模式 

4-1 推廣海洋教育文化體

驗課程 

  ˇ     

4-2 辦理中心學校教師參

訪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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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學年度計畫內容 

(一) 執行項目一：(維運海洋教育資源中心計畫) 

1. 內容說明： 

(1)、 推動小組委員會議實施計畫(附件 1)：召開海洋教育推動小組會議，於每學期

定期召開研討會議，隨時檢討修訂相關計畫執行並改善海洋資源中心之維

運。 

(2)、 維運海洋資源中心實施計畫(附件 2)(建置海洋教育知識管理帄臺)：定期更新

網站所需資料和即時發布海洋教育相關訊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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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之應用。 

(3)、 增加水沙連在地海洋教育景點資訊，持續充實海洋教育資源中心及海洋教育

資源分享帄台網站，提供學校師生課程教學運用。 

(4)、 彙集並整理資源中心既有之圖書、資訊與器材（如海洋教室）、課程教材、教

學媒體（如教學短片、創意教學材料、文宣品或遊學課程與配套規劃訊息等）。 

2. 具體工作項目與辦理方式  

(1)、 落實本縣海洋教育推動小組並定期召開會議：於 107 學年度上下學期各一

次，共舉行 2 次推動會議，檢討本縣推動情形並適當修正海洋教育推動策略

與內涵。 

(2)、 邀請專家學者加入成員，並請專家學者提供本縣關於海洋教育有效的運作方  

法與具體建議。 

(3)、 維護海洋教育教學資源分享網站：請縣網中心協助維護與充實海洋教育資源

中心網站及設置網站專人管理，主動向各校提供海洋教育相關資訊服務，定

期更新網站資料，活絡海洋教育資源分享帄臺。 

(4)、 協助各校發展校本海洋教育課程：提供協助給海洋種子學校，開放海洋教育

資源中心各項相關資源與設施，包含申請借用硬體或圖書等資源。 

 

(二) 執行項目二： (精緻海洋教育課程與教學計畫) 

1. 內容說明： 

(1)、 全國海洋週實施計畫(附件 3)：由縣內各中心學校研發海洋教育課程，並確

實落實海洋教育之教育推展。 

(2)、 南投縣海洋教育會畫創作比賽(附件 4)：學生皆能編製活潑、有趣、多樣化

的海洋教育圖畫，提昇編繪海洋教育繪畫的能力，以促進優勢智能發展。 

(3)、 種子教師增能研習實施計畫(附件 5)：教師組成海洋教育課程社群，辦理海

洋教育種子教師增能培訓。 



 

2. 具體工作項目與辦理方式 

(1)、 推動海洋教育週活動，海洋教育週宣導當週或提前融入課程，宣導世界海洋

日，培養對海洋生態之重現，永續經營海洋環境。 

(2)、 推動海洋教學後的繪畫創作徵選，加深學生對海洋教育之認識與省思。 

(3)、 辦理海洋教育教師增能研習，提供海洋教育多元創新教學資訊，提升本縣教

師專業知能及藉由專家專題講座，強化教師對海洋教育議題的政策發展與規

劃分析與透過研習分享教師海洋教育議題融入教學經驗，提升教師教學成

效。 

(4)、 海洋教育教師增能研習以鄉鎮中心學校為主，藉由研習增能增強教師專業能

力，參加研習成員為推動海洋教育種子教師，需進行該鄉鎮海洋教育教學設

計教案分享。 

(5)、 研擬相關辦法，主動開放各校申請使用、參訪海洋教育資源中心之相關資源，

提供跨校資源共享機制，協助區域內夥伴學校發展海洋教育，全面提升海洋

教育教學品質。 

 

(三) 執行項目三：海洋教育合作計畫（水沙連海洋文化漫步在日月潭體體驗營） 

1. 內容說明： 

(1)、 「水沙連海洋文化—漫步在日月潭」(附件 6)，著重在文化歷史與生物多樣

性方面，先從日月潭水漾生態環境開始，培訓在地文史探索員，加強傳承在

地文化並針對海洋文化進行探索。 

(2)、 藉由實作課程加深學生對在地文化的體認並帶動南投縣海洋文化學習風潮，

透過文化傳承的體驗，人文歷史及美食、文化等特色產業，體驗海洋文化。 

(3)、 預定發展項目規劃參訪第一年計畫以縣內學生為主，推廣水沙連海洋文化—

漫步在日月潭體驗營課程，第二年將與鄰縣彰化縣合作，並開放外縣市遊學

申請。 

2. 具體工作項目與辦理方式 

(1)、 培訓在地文史探索員，加強傳承在地文化並針對海洋文化進行探索。 

(2)、 設計實作課程教材，加深學生對在地文化的體認並帶動南投縣海洋文化學習

風潮，透過文化傳承的體驗，人文歷史及美食、文化等特色產業，體驗海洋

文化。   

(3)、 辦理日月潭在地文史及潭區豐富物產製作美食、海洋世界創意作品製作及參

訪等課程，加深學生對於海洋文化之體認。 



 

 

三、本計畫推動策略 

1. 建立縣市海洋教育資源分享與服務之機制 

(1)、 彙集並整理資源中心既有之人才資料庫、圖書、資訊與器材（如海洋教室）、

課程教材、教學媒體（如教學短片、創意教學材料、文宣品或遊學課程與配

套規劃訊息等）。 

(2)、 研擬相關辦法，主動開放各校申請使用、參訪海洋教育資源中心之相關資源，

提供跨校資源共享機制，協助區域內夥伴學校發展海洋教育，全面提升海洋

教育教學品質。 

(3)、 集結縣市海洋教育相關網站及社群資源為虛擬海洋教育社群網絡（可將原資

源中心設置網路帄台移至縣網，力求運作穩定度），並定期更新網站所需資料

和即時發布海洋教育相關訊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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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之應用。 

2. 辦理跨校、縣市交流或觀摩活動(如遊學課程)，擴大海洋教育之視野及供後續推動

之參考。 

3. 發展縣市本位之國中小學海洋教育整體性課程發展架構或推廣策略，與民間社教

單位合作推廣、依地區差異（如臨海或非臨海）、學習者身心發展順序等，建構國

中小學海洋教育之整體性課程發展結構和導引方針，訂定 107 年度國中小學海洋

教育之整體推動策略。 

 

柒、預期整體效益 

一、 透過海洋教育資源分享、交換機制之建立，展現海洋資源中心執行成果，活絡資源中

心各項資源之分享與運用。 

二、 聯結產官學資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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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本縣海洋教育推展，鼓勵學校發展海洋課程、教材及活動。 

三、 持續充實海洋教育 e化帄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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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藉由跨校及跨縣市海洋教育經驗觀摩學習、交流及親身體驗，擴大海洋教育執行小組

之思維及視野。 

 

捌、經費預估 

由敎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年度專案經費支應，經費明細表詳如附件。 



 

 

玖、附件 

一、附件 1 子計畫一南投縣 107學年度海洋教育資源中心維運推動委員會實施計畫 

二、附件 2 子計畫一南投縣 107學年度海洋教育資源中心維運推動實施計畫 

三、附件 3 子計畫二南投縣 107 學年度精緻海洋教育課程與教學全國海洋教育週實施計畫 

四、附件 4 子計畫二南投縣 107 學年度海洋教育資源中心精緻海洋教育課程與教學繪畫比 

賽實施計畫 

五、附件 5 子計畫二南投縣 107 學年度精緻海洋教育課程與教學種子教師增能研習計畫 

六、附件 6 子計畫三南投縣明潭國中 107 學年度學生海洋文化體驗實施計畫水沙連海洋文

化—漫步在日月潭體驗營 

七、 南投縣政府 107-110 學年度海洋教育發展計畫。 



子計畫一 附件 1 

南投縣 107學年度海洋教育資源中心維運推動委員會 

實施計畫 

壹、計畫依據： 

一、教育部頒布《海洋教育政策白皮書》。 

二、教育部國民及學前署公告「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 

三、106年 4月 24日臺教國署國字第 1060040173B號函公告「教育部國民及學 

  前署補助直轄市與縣（市）政府推動國民中學及小海洋教育作業要點」。 

四、107年 1月 2日南投縣政府府教學字第 1060275621號函辦理。 

貳、計畫目標： 

  一、研討本縣 107 學年度資源中心維運整體計畫。 

 二、參照推動委員所作成之建議，修訂次年度計畫執行方向。 

  三、整合縣市內各單位、中心學校及輔導團等資源，扮演海洋教育資源整合 

   帄台。 

参、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南投縣政府。 

 二、承辦單位：南投縣立明潭國民中學。 

肆、推動期程：107年 8月至 108年 7月 31日止。(每學期召開ㄧ次) 

伍、海洋教育工作執行小組名冊：(如附件) 

陸、執行項目： 

一、召開「海洋教育推動執行小組」會議，檢討並改善海洋資源中心之維運。 

二、辦理執行年度工作檢討會。 

三、辦理海洋教育推動執行小組工作檢核。 

四、檢視及建立海洋教育工作執行業務傳承及作業流程。 

  



柒、議程表（流程隨進度調整）：  

107學年度海洋教育推動執行小組第一次會議內容及程序 

預定 107 年 11 月舉行。 

會議內容 時間 主持人 備註 

報到 09:00~09:30 教導處 簽到 

主席致詞 09:30~10:00 李處長孟珍 海洋教育資源中心之維運 

講座 10:00~12:00 外聘講師 外聘學者專家 

午餐 12:00~13:00 總務處  

計畫規劃及研討

執行 

13:00~14:00 黃科長懷瑩 本縣海洋教育推動之精進與

檢討 

分組研討 14:00~15:00 李校長慧芬 海洋教育資源之研討與綜合

座談 

 

107學年度海洋教育推動執行小組第二次會議內容及程序 

預定 108 年 5 月舉行。 

會議內容 時間 主持人 備註 

報到 09:00~09:30 教導處 簽到 

主席致詞 09:30~10:00 李處長孟珍 海洋教育資源中心之維運 

講座 10:00~12:00 外聘講師 外聘學者專家 

午餐 12:00~13:00 總務處  

計畫規劃及研討

執行 

13:00~14:00 黃科長懷瑩 本縣海洋教育推動之精進與

檢討 

分組研討 14:00~15:00 李校長慧芬 海洋教育資源之研討與綜合

座談 

 

 

 

 

 

 

 



捌、此次會議所需經費，由本計畫經費項下支應，其經費概算如下： 

 

項次 項目 單價 數量 小計 備註 

1 鐘點費 2,000 3*2場 12,000 
外聘 1小時 2000元 

外聘專題講座 2場 

2 膳費及茶水 90 40*2場 7,200 
數量含工作人員 

二場會議 

3 印刷費 150 40*2場 12,000 
數量含工作人員 

二場會議 

4 雜支 1,560 1 1,560 5％以內 

 總計   32,760  

 

玖、本計畫奉核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子計畫一 附件 2 

南投縣 107學年度海洋教育資源中心維運推動實施計畫 

壹、計畫依據： 

一、教育部頒布《海洋教育政策白皮書》。 

二、教育部國民及學前署公告「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 

三、106 年 4 月 24 日臺教國署國字第 1060040173B 號函公告「教育部國民及 

學前署補助直轄市與縣（市）政府推動國民中學及小海洋教育作業要點」。 

四、107年 1月 2日南投縣政府府教學字第 1060275621號函辦理。 

貳、計畫目標： 

  一、落實本縣海洋教育推展，鼓勵學校發展海洋課程、教材及活動。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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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整合縣市內各單位、中心學校及輔導團等資源，扮演海洋教育資源整合帄台。 

  四、結合縣內大學、社教或民間機構規劃跨區策略聯盟，建置海洋教育支援網絡及資源共

享帄台。 

  五、加強校際間及跨縣市海洋教育經驗觀摩及交流研習，提升海洋教育知能，以落實深耕

在地海洋教育。 

参、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 

二、主辦單位：南投縣政府。 

三、承辦單位：南投縣立明潭國民中學。 

肆、推動期程：107年 8月至 108年 7月 31日止。 

伍、執行項目： 

一、維運本縣海洋教育資源中心。 

二、於本縣海洋教育資源網，公告各類相關活動，並整合上傳歷年活動成 

    果，予各校教師使用參閱。 

三、配合全縣海洋教學活動教材編輯，提供多元之媒體教材，以供教師海洋 

    教學之資源。 

四、編印海洋教育工作執行工作成果及觀摩會。 

五、推動海洋教育年度主題及全國海洋教育週之相關活動。 

六、參與全國海洋教育成果展示交流研習活動。 

 

 

 



陸、此次會議所需經費，由本計畫經費項下支應，其經費概算如下： 

項次 項目 單價 數量 小計 備註 

1 設備使用費 100,000 1  100,000 

張貼活動訊息成果及更新體

制中心資料及中心網頁資料

製作、中心網頁各項電腦資料

維護(含支付本縣海洋教育網

-海洋知識測驗資料庫網站空

間使用維護費用) 

2 資料蒐集費 430 40*2 34,400 

蒐集海洋維運計畫所需之參

考資料（含教材、器材），以

利推廣海洋教育教學，覈實支

應 

3 印刷費 44,000 1 44,000 

製作海洋教育成果展海報、文

宣、資料夾、活動布條、看板

等，覈實支應 

4 差旅費 28,930 1式 28,930 

1. 參加 107年海洋教育成果

展維運中心 2人教育處 1

人，日月潭至高鐵客運來

回 390*3=1170，高鐵來回

1400*3=4200，新北市住宿

費 3人*3日

*1600=14400，小計 19770

元。 

2. 中心人員參加會議研習等

交通費 

以高鐵計 1400*4次

=5600，日月潭至高鐵客運

來回 390*4=1560，膳雜費

100*20=2000，小計 9160

元。 

5 雜支 9,910 1 9,910 5％以內 

 總計   217,240  



海洋教育資源中心海洋教育教具清單 

印刷費 

項次 項目 單價 數量 小計 備註 

1 海洋教育 

文宣 

22,000 1 22,000 L夾、小卡及鑰匙圈  

宣傳品 

2 布條 4,000 2 8,000 成果展及會議用各 1 

3 海報 4,000 1 4,000 成果展 

4 成果彙編 1,000 10本 10,000 資料統整用 

5 小計   44,000 

 

柒、預期效益： 

 ㄧ、加強整合本縣各式海洋教育資源，使各校了解可取得之資源種類。  

 二、.強化資源中心功能，使其具有擔任推廣海洋教育之能力。  

 

捌、本計畫奉核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子計畫二 附件 3 

 南投縣 107 學年度精緻海洋教育課程與教學 
全國海洋教育週實施計畫 

壹、計畫依據： 

一、教育部頒布《海洋教育政策白皮書》。 

二、教育部國民及學前署公告「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 

三、106 年 4 月 24 日臺教國署國字第 1060040173B 號函公告「教育部國民 

     及學前署補助直轄市與縣（市）政府推動國民中學及小海洋教育作業要 

     點」。 

四、107年 1月 2日南投縣政府府教學字第 1060275621號函辦理。 

貳、計畫目標： 

  一、落實本縣海洋教育推展，鼓勵學校發展海洋課程、教材及活動。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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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整合縣市內各單位、中心學校及輔導團等資源，扮演海洋教育資源整合帄台。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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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整合縣市內各單位、中心學校及輔導團等資源，研發及推廣具地方特色 

      之海洋教育教材。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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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辦理海洋教育增能研習，內容包括海洋法政、海洋戰略等議題，並鼓勵行政人員參與。 

參、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 

二、主辦單位：南投縣政府。 

三、承辦單位：南投縣立明潭國中及海洋教育中心學校。 

肆、實施方式： 

  一、彙集並整理資源中心既有之圖書、資訊與器材（如海洋教室）、課程教 

      材、教學媒體（如教學短片、創意教學材料、文宣品或遊學課程與配套 

      規劃訊息等）。 

  二、鼓勵全縣各校聘請專家學者或資深教師進行授課或分享，研發海洋教育教材並融入 

     課程中，全面提升各校海洋教育教學品質。 

  三、集結各校將原海洋教育資料設置網路帄台與縣網連結，並定期更新網站 

     所需資料，即時發布海洋教育相關訊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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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之應用。 

  四、辦理海洋教育中心學校教師參訪研習，透過參訪海洋教育實施優良學校 



     或社區，以提升海洋教育中心學校工作人員對海洋教育之認識，並提升推 

     廣效能。 

伍、計畫經費：由教育部年度專案經費支應經費概算表如附件。 

經費概算表 

項次 項目 單價 數量 小計 備註 

1 鐘點費 2,000 20 40,000 
外聘 1小時 2000元 

內聘 1小時 1000元 

2 
教材費/ 

教具費 
2,000 20 40,000 

教學資料等 

（20所國中小） 

3 印刷費 500 20 10,000 
教學資料印製 

（20所國中小） 

4 雜支 530 1 530  

 總計   90,530  

陸、效益評估： 

  一、彙編本縣各校教師自製海洋議題教學媒體、科學創意活動設計，以提昇教師教學品 

   質與專業知能。 

  二、藉由各校海洋教育週之推動，培養學生對海洋生物、文化、生態之認識與情感，進而 

      欣賞海洋之美，關懷與促進海洋之永續發展。 

  三、發展在地海洋課程，鼓勵各校發展海洋教育，以提升海洋教育教學品質與專業。 

柒、推展本計畫有功人員，依相關法規辦理敘獎。 

捌、本計畫經陳 教育部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子計畫二 附件 4 

 南投縣 107學年度海洋教育資源中心 
精緻海洋教育課程與教學繪畫比賽實施計畫 

壹、計畫依據： 

一、教育部頒布《海洋教育政策白皮書》。 

二、教育部國民及學前署公告「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 

三、106 年 4 月 24 日臺教國署國字第 1060040173B 號函公告「教育部國民及 

學前署補助直轄市與縣（市）政府推動國民中學及小海洋教育作業要點」。 

四、107年 1月 2日南投縣政府府教學字第 1060275621號函辦理。 

貳、計畫目標： 

  一、鼓勵各級學校學生皆能編製活潑、有趣、多樣化的海洋教育圖畫，提昇 

編繪海洋教育繪畫的能力，以促進優勢智能發展。  

二、落實海洋教育資源共享，協助各校順利推動海洋教育。  

三、徵選優質海報圖像，製作南投縣海洋教育文宣品，達成宣傳集推廣海洋教育之目標。 

 參、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南投縣政府。 

二、承辦單位：南投縣立明潭國中。 

肆、實施時間與方式： 

  一、 送件時間：填寫報名表（附件 1）並檢附作品授權同意書（附件 2）    

       貼於作品背面，自 107 年 9 月 15 日起至 107 年 12 月 31 日止 

      （以郵戳為憑），逕寄至明潭國中(南投縣魚池鄉水社村中山路 190號  

       葉雯芳主任收)，參賽作品一律不退件，請自行保留備份。  

  二、方式： 

     (一) 參加人員：南投縣各公私立國中小學學生。  

     (二) 參賽組別：分 4小組為(1)國中學生組 (2)國小高年級組             

                              (3)國小中年級 (4)國小低年級組  

     (三) 作品內容規範： 

      (1) 需與海洋教育相關，以教育性、生活化、趣味化為原則。 

      (2) 能配合學生日常生活及國民中小學海洋教學主題為主。 

      (3) 作品規格以 4開圖畫紙 1 張繪製，水彩、蠟筆、粉蠟筆、彩色筆 

         等創作皆可。 

      (4) 不符規格或與海洋教育無關者，恕無法受理。 

 



   (四) 評選標準：  

      (1) 整體性（25％）：主題呈現明確、符合海洋教育之精神。 

      (2) 創意性（25％）：海報標語、圖像活潑生動富創意。 

      (3) 畫面構圖（25％）：版面編排美觀，具空間性、明視度與可讀性。 

      (4) 教育意義（25％）：能引起反思，激發學習動力。 

伍、獎勵名額及方式： 

 一、 由本中心聘請學者專家擔任評審進行評分，共計 4組，各組特優 3 

      件、優選 5件與佳作若干（本中心得依送件數增加得獎比率）。 

 二、 獎勵方式： 

   (1) 特優：得獎者獎狀乙紙、禮券 500 元。 

   (2) 優選：得獎者獎狀乙紙、禮券 300 元。 

   (3) 佳作: 得獎者獎狀乙紙。 

 三、 指導學生參加本繪畫比賽獲得特優和優等之老師，由縣府依相關規定辦 

      理敘獎。 

陸、注意事項 

  ㄧ、每人以參加一件為原則，作品如未獲入選恕不通知，參賽作品一律不予 

      退件。 

  二、參賽者作品需為未經發表之作品，且必頇遵守著作權法之相關規定。 

  三、參加作品如有臨摹或成人（家長或教師）加筆均不予評選；冒名頂替之 

      作品除取消比賽資格外，並自負法律責任。 

  四、參賽作品內文不可著名任何記號影響評分。 

  五、得獎者同意將得獎作品之著作財產權無條件讓與海洋教育中心。海洋教 

      育中心為推廣活動，得使用其得獎作品於國內外重製、公開播送、公開   

      上映、公開演出、公開傳輸、散布、改作、編輯之權利，不另提供稿 

      費。 

  六、得獎作品授權本縣海洋教學資源中心編輯成冊(參賽時需繳交著作權與轉 

      授權授權同意書)，並上傳「南投縣海洋教育資源網」，以供海洋教學相 

      關活動使用。 

 

 

 

 

 



柒、計畫經費：由教育部年度專案經費支應。 

   經費概算表 

項次 項目 數量 單位 單價 小計 備註 

1 評選費用 3 人 2,000 6,000 外聘專家學者 

2 

活動費 

購買特優及

優選禮劵 

4 組 3,000 12,000 

特優 3件*4組*500元 

優選 5件*4組*300元 

3 文宣製作費 100 組 120 12,000 
得獎作品印製 L夾、書

籤等文宣品 

4 交通費 3 人 390 1,170 外聘專家學者 

5 雜支 1 式 1,500 1,500  

 總計    32,670  

捌、效益評估： 

  一、彙編本縣學生創作擴大學生對海洋教育之認識，以提昇學生海洋素養能力。 

  二、藉由各校海洋教育週之推動，培養學生對海洋生物、文化、生態之認識 

      與情感，進而欣賞海洋之美，關懷與促進海洋之永續發展。 

玖、推展本計畫有功人員，依相關法規辦理敘獎。 

拾、本計畫經陳 教育部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 2 

南投縣 107學年度海洋教育資源中心 

精緻海洋教育課程與教學繪畫比賽報名表 
 

組別 

(請勾選) 

□國小低年級學生組              □國小中年級學生組      

□國小高年級學生組              □國中學生組 

作者姓名  性別  

出生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學校名稱  年級     年    班 

家長姓名  
聯絡 

電話 

行動： 

住家： 

指導 

老師 
 

聯絡地址 □□□-□□ 

作品名稱 

(限 10 個字以

內) 

 

作品簡介 

(限 50 個字以

內) 

 

 

 

附件 2 



南投縣 107學年度海洋教育資源中心 

精緻海洋教育課程與教學繪畫比賽 

作品授權同意書 

本人聲明本作品                             保證原創並同意 

提供海洋教育中心為推廣活動，得使用其得獎作品於國內外重製、公開播送、

公開上映、公開演出、公開傳輸、散布、改作、編輯之權利，不另提供稿費。 

立同意書人 

學校名稱：南投縣＿＿＿＿＿＿＿＿＿＿＿＿＿＿＿＿＿＿＿＿＿ 

學校地址：南投縣       鄉鎮市＿＿＿＿＿＿＿＿＿＿＿＿＿＿＿ 

指導教師 指導教師 連絡（學校）電話 

   

參賽學生 學生簽名 家長簽名 

學生    

學生    

學生    

中 華 民 國 107年    月     日 

  



子計畫二 附件 5 

南投縣 107 學年度精緻海洋教育課程與教學 
種子教師增能研習計畫 

壹、計畫依據： 

一、教育部頒布《海洋教育政策白皮書》。 

二、教育部國民及學前署公告「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 

三、106 年 4 月 24 日臺教國署國字第 1060040173B 號函公告「教育部國民 

     及學前署補助直轄市與縣（市）政府推動國民中學及小海洋教育作業要 

     點」。 

四、107年 1月 2日南投縣政府府教學字第 1060275621號函辦理。 

貳、計畫目標： 

  一、落實本縣海洋教育推展，海洋教育教師增能研習以各鄉鎮中心學校為發展學校，參加 

      研習成員為推動海洋教育種子教師，需進行該鄉鎮海洋教育教學設計教案、教材及活 

   動分享。 

  二、辦理海洋教育增能研習，內容包括海洋生態及游泳自救等議題，增強教師對海洋教育

的實務運用及融入各領域教學的知能。  

三、透過親近海洋帶入環境生態議題，增進教師對於生活環境議題的關注與了解。 

  四、種子教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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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 

二、主辦單位：南投縣政府。 

三、承辦單位：南投縣立明潭國中及海洋教育中心學校。 

肆、參加人員： 

     本縣維運中心推動委員及對海洋教育議題有興趣之教師，計 80人（2場次）。 

伍、時間及地點： 

  一、第一場次研習時間：107 年 10 月 5 日（五），假彰化縣芳苑鄉。 

  二、第二場次研習時間：108 年 5 月 9 日（四），假日月潭月牙灣。 

 

 



陸、研習課程表： 

一、第一場次研習 

時間 課程內容 講師 備註 

07:30~07:50 報到 明潭國中團隊  

07:50~09:00 學習啟程 明潭國中團隊  

09:00~11:00 臺灣海洋運動現況與發展 
弘光科技大學 

吳海助教授 
大學端合作 

11:00~11:10 休息 明潭國中團隊  

11:10~12:00 海洋教育實務經驗分享 
弘光科技大學 

吳海助教授 
大學端合作 

11:50~13:30 午餐 明潭國中團隊  

13:30~16:30 
潮間帶生態講說 

蚵田及海牛文化體驗 

彰化縣二林斗苑

休閒發展協會 

魏清水理事長 

 

16:30~18:00 賦歸   

 

二、第二場次研習 

時間 課程內容 講師  備註 

07:30~07:50 報到 明潭國中團隊  

07:50~09:00 學習啟程 明潭國中團隊  

09:00~11:00 船艇介紹 

裝備介紹 

國立水里商工 

彭坤郎教練、 

專業教練 

社區高中職

合作 

11:00~11:10 休息 明潭國中團隊  

11:10~12:00 水上中安全認識 

及水上救援 

國立水里商工 

彭坤郎教練、 

專業教練 

 

11:50~13:30 午餐 明潭國中團隊  

13:30~16:30 體驗活動 

  1.槳法操作    

  2.復位與救援 

國立水里商工 

彭坤郎教練、 

專業教練 

 

16:30~18:00 賦歸   

 

 



柒、計畫經費：由教育部年度專案經費支應經費概算表如附件。 

 

     經費概算表 

項次 項目 單價 數量 小計 備註 

1 鐘點費 2,000 6*2人*2場 48,000 
外聘專業教練 

 

2 
教材費/ 

教具費 
300 40人*2場 24,000 海洋文化體驗教材費 

3 印刷費 130 40人*2場 10,400 
教學資料印製 

 

4 膳費及茶水 90 40*2*2場 14,400  

5 交通費 12,000 1*2場 24,000  

6 雜支 6,000 1 6,000 5％以內 

 總計   126,800  

捌、效益評估： 

  一、藉由研習了解國中小海洋探索教育之內涵及教育理念。 

  二、學習國中小海洋探索教育教學方法，增進教師專業知能。 

  三、學習生活化、趣味化的教學素材，啟發學生創造力，增進教學效果。 

  四、藉由研習場域提供教學資源，促進校內各中心學校為種子教師進行該鄉鎮海洋教育教 

   學設計教案、教材及活動分享及意見交流。 

玖、為響應珍惜資源、響應環保，請自備環保杯。 

拾、推展本計畫有功人員，依相關法規辦理敘獎。 

拾壹、本計畫經陳教育部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子計畫三附件 6 

南投縣明潭國中107學年度學生海洋文化體驗實施計畫 

水沙連海洋文化—漫步在日月潭體驗營 

壹、背景說明： 

  「水沙連」一詞，狹義指原邵族所在的日月潭地區，廣義包括集集、水里、魚池、埔里、

國姓，以現在族群分類的認知來看，除了邵族，還包括濁水溪中上游的布農族、上游的賽德

克族、烏溪上游北岸的泰雅族。廣義來說，以前人來到水沙連內山走的路都叫做水沙連古道。

從集集進來，到水里、魚池、埔里、烏溪、再順著烏溪的河階出去，稱之為水沙連古道。 

本次的計畫規畫為四年期，第一年「水沙連海洋文化—漫步在日月潭」，著重在文化歷史

與生物多樣性方面，先從日月潭水漾生態環境開始，例如又名金柳的水社柳，是日本時代在

台灣發現的特有種植物，全世界中出現在台灣，到了二十世紀中末葉，經林務局評估保育等

級為「瀕臨絕滅（Endangered)」的作物，結合在水沙連居住的原住民族群邵族，濁水溪以南

和上游的布農族，以及烏溪北岸和上游的泰雅族，邵族的傳統領域範圍主要集中在水社大山

以東、兩大溪（濁水溪和烏溪）之間的日月潭周邊地帶，故本計畫第一年先以本縣學生為主，

以海洋教育結合在地文史文化為主，讓學生立足在地，放眼海洋，讓不臨海的學生能體驗行

船經驗進而能愛水、親水、樂水的核心能力。 

第二年開放彰化縣遊學申請，與彰化縣進行跨縣市交流活動，以「水沙連海洋文化—愛

在月牙灣」為主，著重在運動休憩及產業經濟方面，運用南投縣獨有的環境資源日月潭進行

學生運動休憩課程，結合暨南國際大學及水里商工等學校，由小學至大學端戮力推動海洋教

育，增進學生知海能力並提升游泳技術及救生能力，充實救生的軟硬體設施，避免溺

水等意外事件，以消除國人畏懼海洋的心理因素。  

第三年開放彰化縣及台中市遊學申請，與彰化縣及台中市進行跨縣市交流活動，「水沙連

海洋文化—大河之歌」，緣由於濁水溪及貓羅溪流域橫跨兩縣市，著重在結合社會領域進行愛

水愛海資源，讓參加的學生了解濁水溪和貓羅溪的流域關係，探討百年前先民墾荒及先民與

對外貿易，如何將物產運送到外地去，發揮勤奮的精神與經商的經驗，將農產載運到外縣市

出海。 

第四年開放彰化縣及台中市遊學申請，與彰化縣及台中市進行跨縣市交流活動，以「水

沙連海洋文化—明潭之光」，著重在海洋科學用海資源，從明潭及大觀水力發電廠了解水力發

電之原理、過程及輸電過程，進而運用科技海洋能源，用科學方式探究海洋科學，提升學生

對海洋教育之運用能力。 

 

 



貳、目的：  

一、為促使學生認識在地文史乃是透過先民渡海來台的史蹟及生活環境而得。 

二、培訓在地文史探索員，加強傳承在地文化並針對海洋文化進行探索。 

三、藉由實作課程加深學生對在地文化的體認並帶動南投縣海洋文化學習風潮，透過文化 

   傳承的體驗，人文歷史及美食、文化等特色產業，體驗海洋文化。 

參、主辦機關：教育部。 

肆、協辦機關：南投縣政府教育處 

伍、承辦學校：南投縣明潭國民中學。 

陸、活動地點：明潭國中、頭社國小、德化國小、濁水溪流域、貓羅溪流域及日月潭風景管 

              理處。 

柒、活動對象及招收人數： 

 一、活動對象：南投縣各國民小學高年級學生及國中生皆可報名。 

 二、招收人數：招收1班，40名學生(依序錄取至額滿為止)。 

捌、活動內容方式：(如附件一：課程表) 

 一、文化課程：辦理日月潭在地文史及潭區豐富物產製作美食及海洋世界創意作品製作等 

  課程，加深學生對於海洋文化之體認。 

 二、水沙連在地文史踏查：辦理水沙連地區文化景點參訪。 

玖、報名方式：請將報名表傳真至明潭國中教導處。 

拾、預期效益： 

  一、期望能透過在地環境與文化的介紹，立足在地，放眼海洋，拓展海洋文化之視野。 

  二、學生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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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帶動南投縣學生熟練水域求生技能，並從事水域休閒運動。 

  四、培育學生具備海洋自然科學的基礎知識及瞭解海洋科技發展。 

拾壹、詳如經費概算表。(如附件） 

拾貳、獎勵：承辦本項研習活動之學校及有關工作人員，依南投縣教職員獎勵辦法辦理敘獎。 

拾叁、本計畫呈教育部核備後實施，未盡事宜，得依實際情形協調後修訂之。 

  



附件一：水沙連海洋文化—漫步在日月潭體驗營 

課表一 

時間 課程 講師 備註 

8:30-8:40 報到 明潭國中團隊  

8:40-9:20 日月潭生態介紹【自然領域】 內聘教師 助教1人 

9:30-10:10 日月潭生態介紹【自然領域】 內聘教師 助教1人 

10:30-11:10 海洋世界創意作品製作                                                                                                                                                                                                                                                                                                                                                                                                                                                                                                                                                                                                                                                                                                                                                                                                                                                                                                                                                                                                                                                                                                                                                                                                                                                                                                                                                                                                                                                                                                                                                                                                                                                                                                                                                                                                                                                                                                                                                                                                                                                                                                                                                                                                                                                                                                                                                                                                                                                                                                                                                                                                                                                                                                                                                                                                                                                                                                                                                                                                                                                                                                                                                                                                                                                                                                                                                                                                                                                                                                                                                                                                                                                                                                                                                                                                                                                                                                                                                                                                                                                                                                                                                                                                                                                                                                                                                                                                                                                                                                                                                                                                                                                                                                                                                                                                                                                                                                                                                                                                                                                                                                                                                                                                                                                                                                                                                                                                                                                                                                                                                                                                                                                                                                                                                                                                                                                                                                                                                                                                                                                                                                                                                                                                                                                                                                                                                                                                                                                                                                                                                                                                                                                                                                                                                                                                                外聘教師 助教1人 

11:20-12:00 海洋世界創意作品製作                                                                                                                                                                                                                                                                                                                                                                                                                                                                                                                                                                                                                                                                                                                                                                                                                                                                                                                                                                                                                                                                                                                                                                                                                                                                                                                                                                                                                                                                                                                                                                                                                                                                                                                                                                                                                                                                                                                                                                                                                                                                                                                                                                                                                                                                                                                                                                                                                                                                                                                                                                                                                                                                                                                                                                                                                                                                                                                                                                                                                                                                                                                                                                                                                                                                                                                                                                                                                                                                                                                                                                                                                                                                                                                                                                                                                                                                                                                                                                                                                                                                                                                                                                                                                                                                                                                                                                                                                                                                                                                                                                                                                                                                                                                                                                                                                                                                                                                                                                                                                                                                                                                                                                                                                                                                                                                                                                                                                                                                                                                                                                                                                                                                                                                                                                                                                                                                                                                                                                                                                                                                                                                                                                                                                                                                                                                                                                                                                                                                                                                                                                                                                                                                                                                                                                                                  外聘教師 助教1人 

12:00-13:30 中午休息 明潭國中團隊  

13:30-14:20 日月潭在地文史與海洋文化踏查 外聘教師 助教1人 

14:30-15:20 日月潭在地文史與海洋文化踏查 外聘教師 助教1人 

15:20-16:30 日月潭在地文史與海洋文化踏查 外聘教師  助教1人 

課表二 

時間 課程 講師 備註 

8:30-8:40 報到 明潭國中團隊  

8:40-9:20 日月潭在地文史介紹【社會領域】 外聘教師 助教1人 

9:30-10:10 日月潭在地文史介紹【社會領域】 外聘教師 助教1人 

10:30-11:10 在地美食實作【綜合領域】 外聘教師 助教1人 

11:20-12:00 在地美食實作【綜合領域】 外聘教師 助教1人 

12:00-13:30 中午休息 明潭國中團隊  

13:30-14:20 先民行船/遊艇體驗 外聘教師 助教1人 

14:30-15:20 先民行船/遊艇體驗 外聘教師 助教1人 

15:20-16:30 先民行船/遊艇體驗 外聘教師 助教1人 

課表三 

時間 課程 講師 備註 

8:30-8:40 報到 明潭國中團隊  

8:40-9:20 海洋文化特色介紹 外聘教師 助教1人 

9:30-10:10 海洋文化特色介紹 外聘教師 助教1人 

10:30-11:10 海洋文化特色介紹 外聘教師 助教1人 

11:20-12:00 海洋文化特色介紹 外聘教師 助教1人 

12:00-13:30 中午休息 明潭國中團隊  

13:30-14:20 南投的海洋文化特色介紹 內聘教師 助教1人 

14:30-15:20 南投的海洋文化特色介紹 內聘教師 助教1人 

15:20-16:30 成果發表 內聘教師 助教1人 

 



◎附件：經費概算表 

申請單位：南投縣教育處 

計畫名稱：南投縣立明潭國中 107學年度學生海洋文化體驗實施計畫「水沙連海洋

文化體驗營」實施經費概算表 

計畫經費總額：80,000元，申請金額：70,400元，自籌款 9,600元 

擬向其他機關與民間團體申請補助：▓無□有 

（請註明其他機關與民間團體申請補助經費之項目及金額） 

教育部：……………… 元，補助項目及金額： 

縣市政府：………………元，補助項目及金額： 

經費項目 計畫經費明細 教育局核定經費（申請

單位請勿填寫） 

單價（元） 數量 總價(元) 說明 金額（元） 說明 

 

鐘點費 1,600 16 25,600 外聘講師  

 

 

 

 

 

鐘點費 800 5 4,000 內聘講師 

助教費 400 21 8,400  

膳費 70 120 8,400 3天課程 

材料費 220 40*2 17,600  

交通費 250 40 10,000  

場地 

佈置費 
3,000 1 3,000  

  

雜支 3,000 1 3,000    

合

計 
   80,000  

  

 

補助方式：  

□全額補助 

 

  

機關長官          會計          承辦人 

或負責人          單位 

補助方式：  

□全額補助 

□部分補助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南投縣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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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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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發展在地海洋教

育。 

二、整合地方政府內各單位、中心學校及輔導團等資源，研發具地方特色之縣本教材，扮

演海洋教育資源整合帄台。。 

三、結合大學、社教機構或民間機構規劃跨區策略聯盟，活絡海洋教育支援網絡及資源共

享帄台。 

四、加強校際間及跨地方政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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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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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政府教育處 

三、承辦單位： 

肆、簡述近三年具體執行成果(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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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海洋教育發展架構 

 

三、發展目標與四年發展主軸的關係 

項目 四年發展目標 對應發展主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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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發展在地

海洋教育。 

健全海洋教育推動組織與運作機制         

(主軸一) 

二 

整合地方政府內各單位、中心學校及輔

導團等資源，研發具地方特色之縣本教

材，扮演海洋教育資源整合帄台。 

研發編輯海洋教育縣本教材 (主軸二) 

三 

結合大學、社教機構或民間機構規劃跨

區策略聯盟，活絡海洋教育支援網絡及

資源共享帄台。 

建置海洋教育網路資源分享帄臺(主軸三) 

四 

加強校際間及跨地方政府海洋教育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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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廣海洋素養教學模式(主軸四) 

陸、組織運作與資源整合(附件二) 

四、 本縣海洋教育整體發展架構 

海洋教育推動小組：組成成員含教育行政人員、業務承辦人、學校資源中心代表、諮

詢專家和縣市輔導團人員，定期主動召開會議檢討並改善海洋資源中心之維運。 

五、本計畫推動組織及分工 

南投縣海洋教育推動執行小組名冊： 

組織編制 姓名 職稱 現職服務機關系所 學校電話 行動電話 

主任委員 李孟珍 處長 南投縣政府教育處 049-2222106 0958441777 

副主任委員 王淑玲 副處長 南投縣政府教育處 049-2222106  

諮詢顧問 陳勇輝 博士 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 08-8825001-5505 0914109592 

諮詢顧問 葉蓉樺 博士 
國立自然博物館 

科教組 
04-23226940 

0932199231 

諮詢顧問 林海清 所長 
中台科技大學 

文化事業所 
04-22391647-7270 

 

諮詢顧問 陳麗淑 博士 國立海洋科技館 02-24696000 0224696000 



組織編制 姓名 職稱 現職服務機關系所 學校電話 行動電話 

執行秘書 黃懷瑩 科長 南投縣教育處學管科 049-2222106 0928724830 

執行秘書 蔡振發 科長 南投縣教育處體健科 049-2222106 0961052033 

副執行秘書 李慧芬 校長 南投縣明潭國中 049-2855145 0970384086 

執行幹事 張志維 
候用 

校長 
南投縣教育處 049-2222106  

副執行幹事 葉雯芳 主任 南投縣明潭國中 049-2855145 0921163873 

諮詢委員 鄒庚辛 校長 南投縣竹山國小 049-2642016 0933641622 

諮詢委員 陳恆旭 校長 南投縣南投國中 049-2222549 0928388905 

委    員 陳燕玉 校長 南投縣中寮國小 049-2691322 0921339173 

委    員 李孟桂 校長 南投縣宏仁國中 049-2982548  

委    員 陳國俊 校長 南投縣南崗國中 049-2222460 0937595069 

委    員 蕭進賢 校長 南投縣中興國中 049-2332625  

委    員 吳毓真 校長 南投縣鳳鳴國中 049-2291831 0918352047 

委    員 陳啟濃 校長 南投縣水里國中 049-2770134 0926226254 

委    員 
脈樹. 

塔給鹿敦 

校長 
南投縣埔里國中 049-2982055  

委    員 范慶鐘 校長 南投縣漳和國小 049-2224087  

委    員 林取德 校長 南投縣大成國小 049-2916517  

委    員 吳欲豐 校長 南投縣南投國小 049-2222038  

委    員 鐘森雄 校長 南投縣埔里國小 049-2982034 0933578750 

委    員 黃美鳳 校長 南投縣名間國小 049-2732024  

委    員 周進科 校長 南投縣水里國小 049-2770014  

委    員 沈慧美 校長 南投縣仁愛國小 049-2802373  

委    員 林建言 校長 南投縣鹿谷國小 049-2752048  

委    員 陳文燦 校長 南投縣草屯國小 049-2362007  

委    員 廖志家 校長 南投縣魚池國小 049-2895537  

委    員 林思遠 校長 南投縣國姓國小 049-2721018  

委    員 李俊儒 主任 南投縣明潭國中 049-2855145 0927893323 

幹    事 李詠諄 教師 南投縣明潭國中 049-2855145  

 

 



六、資源整合 

1. 建立縣市海洋教育資源分享與服務之機制 

（1） 彙集並整理資源中心既有之人才資料庫、圖書、資訊與器材（如海洋教室）、課程教

材、教學媒體（如教學短片、創意教學材料、文宣品或遊學課程與配套規劃等）。 

（2） 研擬相關辦法，主動開放各校申請使用、參訪海洋教育資源中心之相關資源，提供跨

校資源共享機制，協助區域內夥伴學校發展海洋教育，提升海洋教育教學品質。 

（3） 集結縣市海洋教育相關網站及社群資源為虛擬海洋教育社群網絡（可將原資源中心設

置網路帄台移至縣網，力求運作穩定度），並定期更新網站所需資料和即時發布海洋

教育相關訊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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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資源分享帄台之應用。 

2. 辦理跨校、縣市交流觀摩活動(如遊學課程)，擴大海洋教育之視野及供後續推動參考。 

3. 發展縣市本位之國中小學海洋教育整體性課程發展架構或推廣策略，與民間社教單位

合作推廣、依地區差異（如臨海或非臨海）、學習者身心發展順序等，建構國中小學海

洋教育之整體性課程發展結構和導引方針，訂定 107 年度國中小學海洋教育之整體推

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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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點類別 

(如註解) 

發展進程 

一 二 三 107 108 109 110 

主軸一： 

健全海洋教育推動

組織與運作機制 

1-1 辦理海洋教育推動執

行小組會議 
ˇ       

1-2 整合海洋產業教育資

源與建立戶外教育資源 
 ˇ      

主軸二： 

研發編輯海洋教育

縣本教材 

2-1 推動海洋教育週相關

活動 
 ˇ      

2-2 匯集整理中心資源，

跨校共享 
 ˇ      

2-3 發展海洋教育文化體

驗教材及課程 
 ˇ      

主軸三： 

建置海洋教育網路

資源分享帄臺 

3-1 持續更新充實海洋教

育資源中心網站 

ˇ       

3-2 強化師生使用網路帄

台資源 

ˇ       

主軸四： 

推廣海洋素養教學

模式 

4-1 推廣海洋教育文化體

驗課程 

  ˇ     

4-2 辦理中心學校教師參

訪研習 

 ˇ      



二、執行內容 

(一) 項目「1-1 辦理海洋教育推動執行小組會議｣： 

1. 107 學年度：每年召開兩次「海洋教育推動執行小組」會議，確立海洋教育發展主軸，

持續推動發展海洋教育並檢討改善海洋資源中心之維運，辦理成果展呈現年度成果。 

2. 108 學年度：持續召開「海洋教育推動執行小組」會議，推動發展海洋教育並檢討改

善海洋資源中心之維運，辦理成果展呈現年度成果。 

3. 109 學年度：持續召開「海洋教育推動執行小組」會議，推動發展海洋教育並檢討改

善海洋資源中心之維運，辦理成果展呈現年度成果。 

4. 110 學年度：持續召開「海洋教育推動執行小組」會議，確立海洋教育發展主軸，持

續推動發展海洋教育並檢討改善海洋資源中心之維運，辦理成果展呈現年度成果。檢

視及建立海洋教育工作執行業務傳承及作業流程，進行海洋教育資源中心工作交接。 

 

(二) 項目「1-2 整合海洋產業教育資源與建立戶外教育資源」： 

1. 107 學年度：盤點本縣海洋相關產業與教育資源，規劃在海洋教育戶外教育的應用。  

2. 108 學年度：結合縣內大學、社教或民間機構規劃跨區策略聯盟，收集海洋產業資料

轉化成學習內容。 

3. 109 學年度：編輯戶外教育資料並建置海洋教育支援網絡及資源共享帄台。 

(三) 項目「2-1 推動海洋教育週相關活動｣： 

1. 107 學年度：確立當年海洋教育週推動主題，研擬活動辦法及相關獎勵，鼓勵各級學

校發展具有特色的海洋基本知能課程、教材及活動。 

2. 108 學年度：確立當年海洋教育週推動主題，研擬活動辦法及相關獎勵，鼓勵各級學

校發展具有特色的海洋基本知能課程、教材及活動。 

3. 109 學年度：確立當年海洋教育週推動主題，研擬活動辦法及相關獎勵，鼓勵各級學

校發展具有特色的海洋基本知能課程、教材及活動。 

4. 110 學年度：確立當年海洋教育週推動主題，研擬活動辦法及相關獎勵，鼓勵各級學

校發展具有特色的海洋基本知能課程、教材及活動。 

 

(四) 項目「2-2 匯集整理中心資源，跨校共享｣： 

1. 107 學年度：彙集並整理資源中心既有之人才資料庫、圖書、資訊與器材、課程教材、

教學媒體，研擬相關辦法，主動開放各校申請使用。 

(五) 項目「2-3 發展海洋教育文化體驗教材及課程｣： 

1. 107 學年度：發展「水沙連海洋文化—漫步在日月潭」文化體驗教材及課程，辦理體

驗營。 

2. 108 學年度：發展「水沙連海洋文化—愛在月牙灣」文化體驗教材課程，辦理體驗營。 

3. 109 學年度：發展「水沙連海洋文化—大河之歌」文化體驗教材及課程，辦理體驗營。 

4. 110 學年度：發展「水沙連海洋文化—明潭之光」文化體驗教材及課程，辦理體驗營。 

(六) 項目「3-1 持續更新充實海洋教育資源中心網站｣： 

1. 107 學年度：增加水沙連在地海洋教育景點資訊，持續充實海洋教育資源中心及海洋

教育資源分享帄台網站，提供學校師生課程教學運用。 



2. 108 學年度：規劃水沙連海洋文化體驗課程教材及海洋教育素養測驗專區，持續充實

海洋教育資源中心及海洋教育資源分享帄台網站，提供學校師生課程教學運用。  

3. 109 學年度：建置充實水沙連海洋文化體驗課程教材及海洋教育素養測驗專區，持續

充實海洋教育資源中心及海洋教育資源分享帄台網站，提供學校師生課程教學運用。  

4. 110 學年度：持續充實海洋教育資源中心及海洋教育資源分享帄台網站，提供學校師

生課程教學運用。 

 

(七) 項目「3-2 強化師生使用網路帄台資源｣： 

1. 107 學年度：規劃強化師生使用網路帄台資源策略。 

2. 108 學年度：進行教師研習宣導網路帄台相關資源，協助教師進行在地海洋文化及海

洋教育素養教學。 

3. 109 學年度：辦理網路帄台使用相關活動，提昇強化學生帄台使用率。 

4. 110 學年度：持續辦理網路帄台使用相關活動，提昇強化學生帄台使用率。 

 

(八) 項目「4-1 推廣海洋教育文化體驗課程｣： 

1. 109 學年度：推廣水沙連海洋文化—漫步在日月潭體驗營課程。 

2. 110 學年度：擴大進行水沙連海洋文化—漫步在日月潭體驗營課程縣，縣外學校營隊

交流。 

 

(九) 項目「4-2 辦理中心學校教師參訪研習｣： 

1. 107 學年度：預定發展項目規劃參訪主軸，選定下年度交流縣市。  

2. 108 學年度：確立合作模式，進行附近縣市海洋教育教材設計觀摩學習。  

3. 109 學年度：進行附近縣市海洋教育交流及親身體驗課程觀摩學習。  

4. 110 學年度：擴大學習交流版圖，延伸周圍縣市持續擴大海洋教育執行小組之思維及

視野。 

捌、預期效益 

一、透過海洋教育資源分享、交換機制之建立，展現海洋資源中心執行成果，活絡資源中

心各項資源之分享與運用。 

二、聯結產官學資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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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本縣海洋教育推展，鼓勵學校發展海洋課程、教材及活動。 

三、持續充實海洋教育 e化帄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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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藉由跨縣市海洋教育經驗觀摩學習、交流及親身體驗，擴大海洋教育執行小組之思維

及視野。 



玖、附件 

附件一：簡述近三年具體執行成果 

編

號 
年度 

主辦 

單位 
活動名稱 活動內容 

活動

地點 

活動 

對象 

活動

時程 

場

次 

總人

數 

1 104 
鳳鳴

國中 

海洋教育

小組會議 

每學期招開本縣海洋教育推動 

執行小組會議一次，檢討並改 

善本縣海洋資源中心之維運。 

鳳鳴 

國中 

海洋教

育中心 

1-12

月 
1 

60 

人次 

2 104 
中寮

國小 

推動海洋

教育週活

動 

1.鼓勵各級學校發展具有特色的海洋

基本知能課程、教材及活動。 

2.營造優質海洋教育環境，培育學生

海洋基本知能與素養。 

3.增進學生對海洋文化的認識，並培

養保存、傳遞及創新的觀念。 

4.培育學生具備親海、愛海、知海的

國民特質。 

5.建立學生家長對海洋的正確價值

觀，輔導學生正向的海洋職業詴探。 

6.強化教師海洋基本知能、素養，提

升教師對海洋教學能力。 

中寮

國小 

海洋教

育中心 
3-9月 

12

所

學

校

辦

理 

1160

人次 

3 104 
爽文

國中 

游泳與自

救能力師

資培訓。 

1.提升教師游泳能力及水上安全觀念 

2.體驗及操作水上救生及岸上救生 

3.建立正確水上安全－自救與救人 

三和

泳池 

各國民

中小學 

8月 

11－

15 

5 50 

4 104 
爽文

國中 

游泳池守

望員培訓 

1.協助游泳池安全 

2.救生器材實作和救生反應 

三和

泳池 

各國民

中小學 

8月

16 
2 50 

5 104 
爽文

國中 

南投縣

104年度

國民中小

學提升學

生游泳與

自救能力

研習實施

計畫 

1.提升學生游泳與自救能力 

2.配合教育部中小學游泳分級標準鼓

勵學生參與游泳運動並獲得認證已證

明其能力 三和

泳池 

各國民

中小學 

4－10

月 

14

所

學

校

辦

理 

約

1914

人次 

6 104 
中寮

國小 

海洋教育

小組會議 

招開本縣海洋教育推動執行小組第二

次會議，檢討並改善本縣海洋資源中

心之維運。 

中寮

國小 

海洋教

育中心 

1-12

月 
1 

60 

人次 

7 104 
中寮

國小 

海洋教育

資源中心 

1持續建置海洋網站資料 

2充實海洋教育資源設備。 

中寮

國小 

各國民

中小學 

1-12

月 
  

8 104 
中寮

國小 

海洋教育

成果觀摩

會與交流 

1.本縣海洋教育資源中心執行成果發

表。 

2.彙集本縣海洋教育成果。 

基隆

海科

館 

各國民

中小學 

104.1

0.29-

30日 

1 2 



9 105 
中寮

國小 

海洋教育

小組會議 

招開本縣海洋教育推動執行小組二次

會議，檢討並改善本縣海洋資源中心

之維運。 

中寮

國小 

海洋教

育中心 

1-12

月 
2 

60 

人次 

10 105 
中寮

國小 

海洋教育

資源中心 

1持續建置海洋網站資料 

2充實海洋教育資源設備。 

中寮

國小 

各國民

中小學 

1-12

月 
  

11 105 
中寮

國小 

海洋教育

成果觀摩

會與交流 

1.本縣海洋教育資源中心執行成果發

表。 

2.彙集本縣海洋教育成果。 

基隆

海科

館 

各國民

中小學 

105.1

0.29-

30日 

1 2 

12 106 
中寮

國小 

海洋教育

小組會議 

招開本縣海洋教育推動執行小組二次

會議，檢討並改善本縣海洋資源中心

之維運。 

中寮

國小 

海洋教

育中心 

1-12

月 
2 

80

人次 

13 106 
中寮

國小 

海洋教育

資源中心 

1持續建置海洋網站資料 

2充實海洋教育資源設備。 

中寮

國小 

各國民

中小學 

1-12

月 
  

14 106 
中寮

國小 

海洋教育

成果觀摩

會與交流 

1.本縣海洋教育資源中心執行成果 

發表。 

2.彙集本縣海洋教育成果。 

旗津

區公

所 

各國民

中小學 

106.1

1.3-4

日 

1 2 

15 106 
中寮

國小 

推動海洋

教育週活

動 

1.鼓勵各級學校發展具有特色的海洋

基本知能課程、教材及活動。 

2.營造優質海洋教育環境，培育學生

海洋基本知能與素養。 

3.增進學生對海洋文化的認識，並培

養保存、傳遞及創新的觀念。 

4.培育學生具備親海、愛海、知海的

國民特質。 

5.建立學生家長對海洋的正確價值

觀，輔導學生正向的海洋職業詴探。 

6.強化教師海洋基本知能、素養，提

升教師對海洋教學能力。 

中寮

國小 

海洋教

育中心 
3-9月 

20

所

學

校

辦

理 

 

16 106 
中寮

國小 

辦理精進

教學研習 

辦理鯊魚游進教室研習，增進本縣教

師海洋教育課程及教學專業知能。 

中寮

國小 

各國民

中小學 
10月   

17 106 
中寮

國小 

參加海洋

教育競賽 

1.辦理海洋詵評選活動。 

2.南投縣參加 2016海洋教育週海洋詵

比賽獲獎 

中寮

國小 

各國民

中小學 12月   

18 106 
中寮

國小 

南投縣

2017海洋

教育科普

繪本創作

徵選活動 

1.辦理南投縣 2017海洋教育科普繪本

創作徵選活動。 

2.透過競賽過程激發學生創造力並營

造學校海洋教育氛圍。 

中寮

國小 

各國民

中小學 
12月   

 



1 
 

 

 

 

  

 
南投縣 107學年度國民中小學 

海洋教育資源中心維運計畫 

 

海洋教育推動小組成員 

推動執行小組會議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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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教育推動小組成員組織運作 

一、本縣海洋教育整體發展架構 

海洋教育推動小組：組成成員含教育行政人員、業務承辦人、學校資源中心代表、諮詢專家

和縣市輔導團人員，定期主動召開會議檢討並改善海洋資源中心之維運。 

二、本計畫推動組織及分工 

南投縣海洋教育推動執行小組名冊： 

組織編制 姓名 職稱 現職服務機關系所 學校電話 行動電話 

主任委員 陸正威 處長 南投縣政府教育處 049-2222106 0919369800 

副主任委員 王淑玲 副處長 南投縣政府教育處 049-2222106 0935717215 

諮詢顧問 陳勇輝 博士 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 08-8825001-5505 0914109592 

諮詢顧問 葉蓉樺 博士 
國立自然博物館 

科教組 
04-23226940 

0932199231 

諮詢顧問 林海清 所長 
中台科技大學 

文化事業所 
04-22391647-7270 

 

諮詢顧問 陳麗淑 博士 國立海洋科技館 02-24696000 0224696000 

執行秘書 黃懷瑩 科長 南投縣教育處學管科 049-2222106 0928724830 

執行秘書 蔡振發 科長 南投縣教育處體健科 049-2222106 0961052033 

副執行秘書 李慧芬 校長 南投縣明潭國中 049-2855145 0970384086 

執行幹事 程珮瑀 主任 南投縣教育處 049-2222106 0921794965 

副執行幹事 葉雯芳 主任 南投縣明潭國中 049-2855145 0921163873 

諮詢委員 鄒庚辛 校長 南投縣竹山國小 049-2642016 0933641622 

諮詢委員 陳恆旭 校長 南投縣南投國中 049-2222549 0928388905 

委    員 陳燕玉 校長 南投縣中寮國小 049-2691322 0921339173 

委    員 李孟桂 校長 南投縣宏仁國中 049-2982548 0933566534 

委    員 陳國俊 校長 南投縣南崗國中 049-2222460 0937595069 

委    員 蕭進賢 校長 南投縣中興國中 049-2332625 0933540619 

委    員 吳毓真 校長 南投縣鳳鳴國中 049-2291831 0918352047 

委    員 陳啟濃 校長 南投縣水里國中 049-2770134 0926226254 

委    員 
脈樹. 

塔給鹿敦 
校長 南投縣埔里國中 049-2982055 0936218749 

委    員 范慶鐘 校長 南投縣漳和國小 049-2224087 0920516646 

委    員 林取德 校長 南投縣大成國小 049-2916517 0921300911 

委    員 吳欲豐 校長 南投縣南投國小 049-2222038 0932552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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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編制 姓名 職稱 現職服務機關系所 學校電話 行動電話 

委    員 鐘森雄 校長 南投縣埔里國小 049-2982034 0933578750 

委    員 黃美鳳 校長 南投縣名間國小 049-2732024 0928993690 

委    員 周進科 校長 南投縣水里國小 049-2770014 0922965290 

委    員 沈慧美 校長 南投縣仁愛國小 049-2802373 0910705821 

委    員 林建言 校長 南投縣鹿谷國小 049-2752048 0906638573 

委    員 陳文燦 校長 南投縣草屯國小 049-2362007 0978912223 

委    員 廖志家 校長 南投縣魚池國小 049-2895537 0953056577 

委    員 林思遠 校長 南投縣國姓國小 049-2721018 0932959243 

委    員 李俊儒 主任 南投縣明潭國中 049-2855145 0927893323 

幹    事 許清惟 組長 南投縣明潭國中 049-2855145 0932881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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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 107年度海洋教育維運執行小組第一次會議記錄 

 
日期：107年 11月 13日（星期二）上午 9時 

地點：南投縣立明潭國民中學會議室 

主席：李慧芬校長                       紀錄:林順裕 

壹、 主席致詞： 

    感謝各位委員蒞臨本校參加南投縣 107年度國民中小學海洋教育資源中心維運計畫推

動執行小組第一次會議，首先感謝中寮國小以及中寮國小團隊 106學年度承辦海洋教育業務

的辛苦與付出，未來 4年由明潭國中接續努力，也希望各委員針對今天會議內容給予建議及

指導。  

 

貳、業務報告與討論： 

 ㄧ、恭喜本縣光榮國小林育聖主任、康壽國小廖娸婷老師榮獲全國 2018 海洋教育教案設計徵選

小學組優等，未來計畫執行部分，包括海洋教育週、繪畫創作比賽以及教師增能計畫等，也

希望各中心學校協助配合，提供跨校資源共享機制，共同發展並提升海洋教育教學品質。 

  二、有關 107年度海洋教育整體計劃如資料所示: 

1. 子計畫一為每學期召開一次海洋教育維運執行小組會，地點在明潭國中，實施計畫內容如

附件 1、2。 

2. 子計畫二為精緻海洋教育課程與教學，全國海洋教育週實施計畫，中心學校每校補助 4500

元，主題另行公告，屆時請各中心學校務必協助。而關於繪畫比賽部分，主題為無塑好生

活，也鼓勵各校師生參加，於 12月 15日截止收件，相關計畫內容如附件 3、4。 

3. 教師增能研習本學年度規劃兩場次，分別為 108年 1月 15日於彰化芳苑鄉與 108年 5月 9

日於日月潭月牙灣舉行，相關計畫內容如附件 5。 

4. 子計畫三為學生海洋文化體驗實施活動計畫，開放全縣小學高年級與國中生體驗水沙連海

洋文化-漫步在日月潭體驗營，為期 3天的營隊活動，預計在國中教育會考過後至國小畢業

典禮前舉行，交通方面則頇由家長每日接送。 

 三、有關海洋教育的推動實施，教育處希望能多與課程結合，融入課程以宣導海洋教育之認識與

省思，另相關的教材教案資源、海洋教育週等資訊，除了南投縣海洋教育網外，也可至臺灣

海洋大學海洋的臺灣海洋教育中心查詢，相關訊息如有需要也建請教育處公告給各校。 

  四、為增加作品的收集、製作與可看性，建議全國海洋教育週的主題是否能列出幾年內的主題，

以及辦理相關的研習。 

  五、南投縣是唯一不靠海的縣市，但卻更應推展海洋教育，除了讓學生對海洋的認知、水域安全

與水上活動等，如何融入課程並發展校本課程以落實深耕在地的海洋教育更是我們要去加強，

尤其游泳課的推行實為艱難，一方面礙於設備的不足，另一方面則是經費的困頓，也是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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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去解決的。 

肆、臨時動議 

    無 

伍、結論 

     感謝各位委員寶貴的建議與分享，對於海洋教育的推動需要各學校多費點心力 與協助，讓南

投縣各國中小以分工、多元、專業、整合與資源共享來推動學校海洋教育課程、教材與活動，

建置海洋教育資源網路與資源共享平台，加強海洋教育經驗觀摩與交流研習，提升海洋教育知

能與深耕教育。 

 

陸、散會 

 

海洋教育推動檢討 

1. 海洋教育週：屬於必備項目 

(1) 通常在六月的第二週，因為學年度與年度轉換所以會跨兩次六月，由於經費關係共計 5

間國中、15間國小參與。 

(2) 推動方式：宣導講座可編列內(為主)、外聘鐘點費，藝文競賽融入海洋教育主題；課程

教學以網站繪本教學為教材。海洋教育的成果產出難度較高，往年已經完成海洋詩及海

洋繪本，各校執行會比較有困難，但是因為有交件壓力一定要產出，中心學校需要傳真

或請教育處發文提醒，避免承辦人忽略或遺忘以便後續追蹤。配合學校原有一些推行活

動，結合海洋教育的議題，學校會比較好操作。 

2. 維運會議：學期間是否有重大議題，例如產生接手學校排序，或是有作品評選，原則上一年開

一次到兩次。 

3. 增能研習： 

(1) 希望學校老師增加關於海洋教育的知能，因為辦研習的人力耗費頗大，所以場次不能太

多，多辦於寒暑假，對於小型學校人力吃緊是個配套的辦法。 

(2) 找鄰近的鄉鎮請鄰近各校至少一位老師參加，鼓勵老師儘量過來參加、資源共享。 

 

4. 網站經營： 

(1) 網站經礙於人力所以委外架站，內容自行管理。 

(2) 海洋教育的訊息 PO在上面，有會議資料馬上上傳隨時更新。 

(3) 各校的成果彙整上傳。 

(4) 線上知識測驗必做，評選指標必備，一年會有一次的評選。 

(5) 海洋教育繪本資源連結。 

5. 體驗活動： 

(1) 進行戶外教育增加學生親海經驗，過去曾在台江、王功潮間帶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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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建議結合學校原有資源活動一起辦理。 

6. 競賽 

7. 推動方向： 

(1) 水域安全：過去鳳鳴國中主軸放在水域安全，但曾有委員提出水域安全是另外一塊，並

不屬於海洋教育，建議結合學校資源，例如中寮國小的化石，或是以湖泊為主題(例如日

月潭)作為海要教育的媒材。 

(2) 南投雖然不靠海，建議可以朝山林溪流發展不侷限於海，用現有資源和海洋做連結。例

如溪流的溯源教育，可以和文史做結合。 

(3) 發展相關課程融入既有課程，避免一次性的活動，需要有中心的校本課程才能延續發展。 

(4) 連結鄰近資源申請外部計畫與經費融入海洋課程，例如中寮國小化石課程，除了實地展

覽解說、老師也生產教案作為學校的課程，另外也申請 3D列印的經費列印化石模型。平

板週教學課程。 

8. 問題與檢討： 

(1) 地理環境的限制：因為南投不靠海，執行上雖然沒有包袱但也不好處理，該連結到哪一

部分。 

(2) 人力不足：因為實際執行人員僅三位，除了行政工作及大型研習人力會明顯不足，小型

學校承辦會面臨人力的問題。 

(3) 各校執行時的困難：學校端會不知道該怎麼做，或是業務該分給誰，對於被分配到的學

校來說就是一個額外的業務壓力，但學校端仍然相當配合，努力產生成果。中心學校要

寫計畫、執行、作成果，邀請其他學校負擔不小，中心學校的工作人員時間分配相當重

要，需要事先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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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 107學年度海洋教育推動執行小組第二次會議紀錄 

 

日期：108年 6月 24日（星期一）下午 2時 

地點：南投縣立明潭國民中學會議室 

主席：李慧芬校長                       紀錄:葉雯芳 

壹. 主席致詞 

感謝各位委員出席，因為科長今天另有任務在身，所以由我暫代主席的位置，感謝各位委員

的支持與協助，接下來開始我們的業務報告。 

 

貳. 業務報告 

本學年度已經辦理完畢的活動有海洋教育維運推動委員會 2次會議、海洋教育資源中心維運

推動計畫、全縣海洋教育繪畫比賽、種子教師增能 2場研習及漫步日月潭體驗營，很感謝各

位委員學校的參與，其中日月潭三場體驗營很感謝魚池國小大力的協助。海洋教育繪畫比賽

成果冊已製作完成，請各位委員參閱，全國海洋教育發表也會帶過去分享發表。今年海洋教

育主題是無塑好生活，為了搭配主題提供環保袋給學校使用。辦理中的活動為海洋教育週，

目前仍在統計收件階段，謝謝大家的參與協助。 

 

參. 討論事項 

案由一：本年度計畫執行狀況及檢討，請討論。 

說  明： 

   1.已完成的計畫有本年度海洋教育維運推動委員會頇召開 2次會議、海洋教育資源中心維運推

動計畫、全縣海洋教育繪畫比賽、種子教師增能 2場研習及漫步日月潭體驗營。 

   2.未完成的計畫：全國海洋教育週。 

決  議：通過 

 

案由二：2019海洋教育週辦理及各校配合事項，請討論。 

說  明：見繳交資料一覽表 

決  議： 

1. 未來海洋教育週的辦理方式會採分區的方向規劃，5所名額提供學校自主申辦，15

所學校分區輪流指定辦理。 

2. 海洋教育資源中心提供優良範例檔案，掛在南投縣海洋教育網給各位學校參考利

用。 

3. 詳細分區規劃會再跟局處端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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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三：2019海洋教育詩徵件情形及各校配合事項，請討論。 

說  明：目前繳交件數有明潭國中 2件及名間國小 2件作品。 

決  議： 

1. 延長海洋詩繳交期限，預計 9月 15日收件截止，請縣府承辦員再次協助公告推廣。 

2. 海洋詩縣內初選活動，邀請國教輔導團國中國文領域協助評選。 

 

肆. 捌、臨時動議：無 

 

伍. 玖、解散(1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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