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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臺東縣 109 學年度精緻海洋教育課程與教學計畫 

臺東縣各族群海洋文化本位特色課程推廣計畫 

壹、 計畫依據 

  一、教育部海洋教育政策白皮書。 

  二、臺東縣 1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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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東有非常多元的部落海洋文化，希望能藉由本計畫的執行，深化推廣臺東各族群的

海洋文化特色，透過族群認同提升海洋教育成效。 

  二、透過各校海洋文化本位課程的推廣，提升縣內教師、學生及民眾認識在地的海洋文化，

進而促進文化認同。 

  三、增強教師對臺東各族群山海差異之海洋教育的實務運用及融入各領教學的知能。 

  四、透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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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辦理海洋教育本位課程推廣研討工作坊，提供衛星學校意見交流、課程研發及成果發

表之帄台，建立本縣海洋文化教材。 

參、承辦單位：臺東縣海洋教育資源中心-公舘國小 

肆、活動對象：臺東縣推動各族群海洋文化重點學校五所 

伍、活動內容： 

  一、辦理時間地點：由重點學校另訂 

  二、參加對象：臺東縣國中、小教師、學生，預計 500人 

  三、課程內容：  

阿美文化 都蘭部落阿美族海洋文化 

閩南文化 綠海的模樣 

阿美文化 阿美族傳統竹筏課程 

閩南文化 黑潮永續教育課程 

阿美文化 「長徉海濱」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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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臺東縣各族群海洋文化本位課程推廣計畫 

類別 主題 重點學校 備註 

阿美文化 都蘭部落阿美族海洋文化 都蘭國小 附件五-1 

閩南文化 綠海的模樣 綠島國小 附件五-2 

阿美文化 阿美族傳統竹筏課程 東河國小 附件五-3 

閩南文化 黑潮永續教育課程 綠島國中 附件五-4 

阿美文化 「長徉海濱」課程 長濱國中 附件五-5 

(二)臺東縣海洋教育本位課程推廣研討工作坊 

時間 主題 對象 備註 

109年 5月 

1.本年度各族群海洋文化本位課

程推廣計畫推動方向說明 

2.本年度推廣計畫成果資料彙整

方式說明 

衛星學校校

長、主任 
 

110年 5月 
本年度各族群海洋文化本位課程

推廣活動執行成果發表 

臺 東 縣 國

中、小教師 
 

陸、經費概算： 

臺東縣多元族群海洋文化本位課程推廣計畫 經費概算表  

都蘭國小-都蘭部落阿美族海洋文化 

名稱 單位  數量  單價 金額 備註 

外聘講師鐘點費 節  6  2,000 12,000  

內聘講師鐘點費 節  6  1,000 6,000  

雜支 式 1 2,000 2,000 部分支應機關負擔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小計    20,000 得酌予流用 

綠島國小-綠海的模樣 

名稱 單位  數量  單價 金額 備註 

外聘講師鐘點費 節 2 2,000 4,000  

內聘講師鐘點費 節 2 1,000 2,000  

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式 1 114 114 
※外聘講師二代健保補充保費為 76元 

※內聘講師二代健保補充保費為 38元 

教具教材費 式 1 11,000 11,000 
食材費用、教室佈置教材費用、教具製作

費等與本計畫相關材料費用 

資料印製費 式    1  3,500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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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支 式 1 886 886  

小計    20,000 得酌予流用 

東河國小-阿美族傳統竹筏課程 

名稱 單位  數量  單價 金額 備註 

外聘講師鐘點費 節 14  1,000 14,000  

內聘講師鐘點費 節 8  400 3,200  

教具教材費 式 1 2,000 2,000  

雜支 式 1 800 800 部分支應機關負擔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小計 
   

20,000 得酌予流用 

綠島國中-黑潮永續教育課程 

名稱 單位  數量  單價 金額 備註 

外聘講師鐘點費 節  12  1,000 12,000  

教具教材費 式 1 6,500 6,500  

保險費 式 1 648 648  

雜支 式 1 852 852 部分支應機關負擔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小計 
   

20,000 得酌予流用 

長濱國中-「長徉海濱」課程 

名稱 單位  數量  單價 金額 備註 

外聘講師鐘點費 節 3 1,600 4,800 海洋教育講座、教師進修 

內聘講師鐘點費 節 18 800 14,400 獨木舟 

雜支 式 1 800 800 部分支應機關負擔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小計 
   

20,000 得酌予流用 

總計 100,000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 20,000 縣自籌款 80,000元 

柒、本要點奉核可後辦理，修正時亦同，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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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1 

臺東縣 109 學年度東河鄉都蘭國民小學海洋教育 

阿美族海洋文化探索體驗課程計畫 

壹、 計畫依據 

一、教育部海洋教育政策白皮書。 

二、臺東縣 1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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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在地海洋文化體驗與學習，提升師生海洋認知，以落實深耕在地海洋教育。 

二、增強教師對阿美族族海洋文化教育的瞭解，發展校訂課程並實際融入各領教學。 

三、認識阿美本土文化，認同並自我建立自信，進能愛護與保護本土自然環境。 

參、承辦單位：臺東縣都蘭國小 

肆、活動內容： 

一、辦理時間：110年 4 月至 110年 7月 

二、辦理地點：臺東縣東河鄉都蘭國小、都蘭部落、都蘭海域。 

三、參加對象：以都蘭國小中、高年級學生為優先錄取對象，不足額時接受東河鄉各國小、

中學生報名，共計 30 人。 

四、報名方式：請於 109 年 4月 16日前填妥報名表（另附），並由學校核章後，傳真至都

蘭國小，傳真號碼：089-531786，傳真後請電話確認。聯絡人：教導主任，電話：

089-531224轉 101。因活動名額有限，依報名先後錄取並通知。 

五、活動內容：以東海岸阿美族文化為主軸，融入阿美族本土元素，使學生能將課程內容

與生活經驗結合，加深文化認同，建立學童的文化自信。 

 

伍、課程與教學活動設計說明: 

阿美族是臺灣十四個原住民族群中，人數最多且靠海維生的「海洋民族」，傳統社

會制度以母系氏族組織為主，男性被招贅後共居於女家，有關家庭親族事務與財產由女

性戶長做主，惟重要事務，如婚姻、分產則必由出贅之母舅返家共同決策；然而，部落

性之政治、司法、戰爭、宗教等公共事務，則由男性組織之男子年齡階級組織處理。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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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祭儀以部落之豐年祭為主；阿美族的部落多半臨海或靠近溪流，因此捕魚便成為阿美

人日常生活的重要課題，捕魚在阿美族不僅僅餬口或提供蛋白質的來源，更有文化上深

層的意義:在阿美族的社會裡，舉凡一個活動的結束或喪葬儀式過後都要有捕魚或吃魚

的行為(阿美語稱為 Pakelang)。 

傳統阿美族的社會在經濟生活方面，以山田燒墾種植小米為主，除了農業之外，

還有漁撈、打獵、採集、飼養等，但農業在其傳統社會中仍是居於最重要的地位，到今

天，打獵已經成為娛樂的項目。 

因為阿美族的母系社會與農業漁獵的文化特性多元而豐富因此為使學生能學習到

傳統習俗與基本耕種與漁獵技能，因此將課程，以學習當地文化習俗與戶外體驗踏查教

學為主軸，讓阿美族傳統文化能傳承落實於下一代在地學子。 

陸、課程表 

日期 

時間 110年 6月   日 (星期六) 

08：30 

08：50 
報到簽名 

09：00 

09：50 

◆海洋資源的介紹~ 

我們的太帄洋與東海岸 

講師：袁定豪 

助教：都蘭教師群 
1時 

10：00 

10：50 

◆阿美族人的漁場~ 

生物介紹與認識河川自然復育 

講師：袁定豪 

助教：都蘭教師群 
1時 

11：00 

11：50 

◆阿美族傳統捕撈活動之介紹~ 

溪流與海的傳統捕撈方式 

講師：謝振文 

助教：都蘭教師群 
1時 

 中午休息  

13:30 

15:20 

◆阿美族授獵活動~ 

不同狩獵方式操作與體驗: 

八卦網、射箭、陷阱等 

講師：謝振文 

助教：都蘭教師群 
2時 

15:50 

17:50 

◆阿美族的野菜文化 

◆阿美族傳統主食的意涵 

◆阿美族傳統美食製作 

◆阿美族的傳統用餐禮儀與品嚐 

講師：袁定豪 2時 

18:00 課程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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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預期效益： 

一、讓學生認識阿美本土文化與自然環境，建立愛鄉人文情懷。 

二、藉由實地踏查與體現，發展海洋課程多元化的教學活動，提升學習成效。 

捌、經費概算： 

都蘭國小-都蘭部落阿美族海洋文化 

名稱 單位  數量  單價 金額 備註 

外聘講師鐘點費 節  6  2,000 12,000  

內聘講師鐘點費 節  6  1,000 6,000  

雜支 式 1 2,000 2,000 
部分支應機關負擔二代健保補充

保費 

小計    20,000 得酌予流用 

 

承辦人：林月貞       教導主任：林月貞           校長：許忠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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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2 

臺東縣 109 學年國民中小學精緻海洋教育課程與教學計畫 

臺東縣綠島鄉綠島國小[綠海的模樣]海洋教育計畫 

壹、 計畫依據 

一、教育部海洋教育政策白皮書。 

二、臺東縣 1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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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社區海洋文化教育經驗觀摩及交流研習，提升教師、學生海洋文化教育知能，以

落實深耕在地海洋教育。 

  二、增強師生對綠島海洋的認知並融入各領域教學的知能。 

  三、透過海洋文化探索體驗課程，提升教師、學生及民眾認識在地的海洋文化，進而促進

文化認同。 

參、承辦單位：臺東縣綠島國民小學 

肆、活動對象：臺東縣綠島國民小學師生、家長及社區人士 

伍、活動內容： 

  一、辦理時間：109年 9 月~110年 6月 

二、辦理地點：臺東縣綠島鄉境內 

  三、參加對象：本校師生、家長，預計 5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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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課程內容：  

臺東縣綠島鄉綠島國小精緻海洋教育課程與教學計畫—綠海的模樣 

活動名稱 活動說明 辦理時間 參與人次 

宣導課程 

-海之歌 

 

邀請專業人士，進行海洋服務宣導課程，授

予師生正確觀念，以引發實際行動來保護我

們的海洋。 

講述內容包含: 

1.全球海洋目前面臨的迫切危機。 

2.綠島海洋目前所遭遇的困境。 

3.政府及居民能給予綠島海岸何種幫助。 

4. 進行導覽解說教學，培養孩子口說能

力，並能自行介紹綠島風光。 

109年 9月~110

年 6月 

外聘專業人士

授課 

2小時 

預計 30人 

體驗課程 

-海洋嘉年華 

於每年結合社會教育，辦理「海洋嘉年華」

活動。活動內容如下： 

1. 二手市集：讓物品找到新主人，避免成

為海廢，只能在海上漂流哭泣。 

2. 海洋文化創意市集：邀請各班及家長，

集思廣益，利用在地文化及海洋等色，

擺設新奇有趣的市集攤子。 

3. 宣導廣場：透過影片、宣講、海報等方

式，喚起人們保護海洋的決心 

4. 海洋美食推廣：聘請專業人士現場進行

海洋美食製作教學，讓孩子從做中學，

親自感受海洋美食的魅力。(以下美食

僅供參考，實際美食理仍以講師為主) 

 海草煎餅/炸海草：綠島食材取得

不易，唯潮間帶的海草多且易得，

因此早期綠島居民便常利用空閒

時間，於潮間帶採摘海草。其天然

的鹽味，除了適合煮湯外，添加在

麵糊中一起製作成煎餅，不但簡單

也具飽足感。甚至還可直接裹上麵

糊炸成海草餅，方便居民打包至海

上食用。可見海草在綠島居民的

「食」當中佔了很重要的地位。 

 海鮮魚湯： 

綠島魚類眾多，透過課程，讓教師

瞭解綠島近海常見魚類，並選擇適

合做成湯品的魚種，透過簡單調

109年 9月~110

年 6月 

內聘校內教職

同仁授課 

2小時 

預計 8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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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讓教師也們能輕鬆利用綠島當

地海鮮食材，端出美味料理來招待

客人。 

實作活動 

-海之清 

[綠島海岸線淨

灘活動] 

利用課後時間，帶領師生進行潔淨海洋-淨

灘活動。返程後，依學習單的提示，針對撿

拾的垃圾進行分析，省思垃圾形成的原因，

並探討如何達到垃圾減量，以維護綠島的美

麗海岸線。 

109年 9月~110

年 6月 

共計 2小時 

預計 60人 

環境建置 

-海之美 

[海洋教育佈置] 

各班於課程中融入海洋教育教學，並於班級

佈告欄張貼相關學習成果，除豐富班級佈置

外，也提昇學生海洋教育之學習成效。期末

亦辦理成果展示活動，讓各班一展海洋教育

之成果，以供其他師生觀摩。 

109年 9月~110

年 6 
預計 60人 

陸、經費概算： 

綠島國小-綠海的模樣 

名稱 單位  數量  單價 金額 備註 

外聘講師鐘點費 節 2 2,000 4,000  

內聘講師鐘點費 節 2 1,000 2,000  

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式 1 114 114 

※外聘講師二代健保補充保費為

76元 

※內聘講師二代健保補充保費為

38元 

教具教材費 式 1 11,000 11,000 

食材費用、教室佈置教材費用、教

具製作費等與本計畫相關材料費

用 

資料印製費 式    1  3,500 2,000  

雜支 式 1 886 886  

小計    20,000 得酌予流用 

承辦人：陳俊瑋          教導主任：陳俊瑋         校長：趙光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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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3 

臺東縣 109 學年度國民中小學海洋教育 

東河國小阿美族海洋文化本位課程推廣計畫 

壹、計畫依據 

  一、教育部海洋教育政策白皮書。 

二、臺東縣 1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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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良好的人際互動關係，養成尊重差異、關懷他人及團隊合作的態度。 

  二、增強教師對台東阿美族之海洋教育的實務運用及融入各領教學的知能。 

  三、了解自我文化，尊重與欣賞多元文化，關心本土及全球議題。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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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承辦單位：臺東縣海洋教育資源中心-公舘國小 

肆、活動對象：臺東縣推動各族群海洋文化重點學校-東河國小 

伍、活動內容： 

  一、辦理時間地點：109 年 4-9月；東河社區海域 

  二、參加對象：東河國小學校教師、學生，預計 40人 

  三、課程內容： 

竹筏製作過程繁雜，先從採集，再來整理，最後塑型，這些都要配合季節，因些

課程實施要從 10月至隔年的四月，所以我們安排了四個階段執行。 

    (一)認識竹子 

本活動先從認識竹子開始，為何祖先要用竹子製造船，因此我們會讓學生認識世界

竹子種類，再了解竹子的特性，如何選定適合的竹子製作一艘船。 

預定上課日期 課程主軸 課程內容 
講師及上課

時數 

109 年 4月中 
認識竹子與竹

筏 

世界上的竹類及認識竹筏在阿美族社會

功能 
3小時 

(二)採集竹子與加工 

        首先請耆老帶我們去山上尋找合適的竹子，再將竹子帶回來加工成可製造竹筏，因

為這程因配合天氣及時間，所需課程尌要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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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定上課日期 課程主軸 課程內容 
講師及上課

時數 

109 年 4月 去竹皮 製作竹筏的竹子需要去皮後才會輕量

化，且去皮的竹子不容易因日曬破

裂。指導學生如何削皮，製造過程中

並說明其原理。 

耆老 3小時 

109 年 4月 烤竹趣 竹筏的前端需要彎曲才能破浪減少水

阻，去皮的竹後要馬上火烤彎曲竹

子。指導學生如何使用火烤彎曲竹

子，並說明其原因，且了解乾竹子與

生竹子的差異。 

耆老 3小時 

109 年 5月中 竹子埋沙裡 為了讓竹筏輕量化，竹子一定是要越

輕越好。要選定乾燥的冬季是最適合

的，竹子埋內海沙中能乾燥外，又能

防止蟲吃，此過程需 1至 2個月。指

導學生如何選擇適合的海邊沙地，並

在過程中說明其原理。 

耆老 3小時 

（三）竹筏組合探究課程 

經過一兩個月的竹子乾燥後，將竹子取出尌是竹筏最重要的組合課程，學習如何

組合一艘可以在海上航行堅固的竹筏。 

預定上課日期 課程主軸 課程內容 
講師及上課

時數 

109 年 6月份 竹筏組合 

一艘能在海上航行的竹筏 ，尌要看看

藤編綑綁的功力， 結繩方式及順序很

重要，每一個過程都要確實，這是安

全的可量。此課程要指導學生結繩的

技巧，以及竹子的排列是否帄衡。 

耆老 12 小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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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竹筏浮力探究課程 

春天是海浪及風力較小的季節，我們要將這幾個月製作的竹筏進行測試，證明竹

子中的空間是有浮力的，並計算一艘竹筏的浮力是多少，並操作將如何將竹筏航行在

海中。 

預定上課日期 課程主軸 課程內容 
講師及上課

時數 

109 年 6月份 竹筏浮力測試 

竹筏因竹節間有空氣會產生浮力，藉

由測試中讓學生了 解阿基米德原

理，並算出一艘竹筏可以乘載多少個

人。 

耆老 6小時 

109 年 7-9月份 竹筏航行技巧 

學習操槳技能，才能順利向前滑行，

在操作中了解作用力與反作用力，以

及如何運用最省力的槓桿原理划槳。 

耆老 6小時 

陸、經費概算： 

東河國小-阿美族傳統竹筏課程 

名稱 單位  數量  單價 金額 備註 

外聘講師鐘點費 節 14  1,000 14,000  

內聘講師鐘點費 節 8  400 3,200  

教具教材費 式 1 2,000 2,000  

雜支 式 1 800 800 
部分支應機關負擔二代健保補充

保費 

小計    20,000 得酌予流用 

柒、本計畫經教育部及教育處核可，校務會議及校長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承辦人：謝宗余          教導主任：謝宗余         校長：姚乃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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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東縣東河鄉東河國民小學 108學年度東河國小阿美族海洋文化本位課程推廣

課程架構 

課程範疇 核心素養 探討內容 進行方式概述 備註 

認識竹子 

自-E-C1 培養愛護自

然、珍 愛生命、惜

取資源 的關懷心

與行動 力。 

自-E-C3 透過環境相

關議 題的學習，能

了解 全球自然環

境的 現況與特性

及其 背後之文化

差異。 

社-E-C3 了解自我文

化， 尊重與欣賞多

元 文化，關心本土 

及全球議題。 

1. 探究竹子的

生長環境與

特性。 

2. 竹子在阿美

族人生活中

的運用。 

1.帶領學生到戶外認

識竹子的種類及生

長。 

2.介紹阿美族是如何

運用竹子於生活中運

用。 

校內課程 

外聘講師 

實地觀察 

 

採集竹子

與加工 

J-A2 具備理解情境

全貌，並做獨立思

考與分 析 的知

能，運用適當的策

略 處理解決生活

及生命議題。 

社-E-C2 建立良好的

人際 互動關係，養

成 尊重差異、關懷 

他人及團隊合作 

的態度。 

1. 認識竹子結

構。 

2. 竹子加工處

理技能。 

1. 體驗到山裡找可

做竹筏之竹。 

2. 動手用刀等工

具，將竹處理可運

部位。 

校內課程 

外聘講師 

實地參訪 

實務操作 

竹筏組合

探究課程 

自-E-B3 透過五官知

覺觀 察周遭環境

的動 植物與自然

現象， 知道如何欣

賞美 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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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了解竹筏結

構。 

2. 如何拼合竹

子成為一艘 

可運行水中

的筏。 

1. 指導學生動手組

合竹筏，了解其構

結。 

2. 學習結繩及綁繩。 

校內課程 

外聘講師 

實務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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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範疇 核心素養 探討內容 進行方式概述 備註 

竹筏浮力

及運動探

究課程 

自-E-A3 具備透過實

地操 作探究活動

探索 科學問題的

能力， 並能初步根

據問 題特性、資源

的有 無等因素，規

劃簡 單步驟，操作

適合 學習階段的

器材 儀器、科技設

備及 資源，進行自

然科 學實驗。 

健體-E-C2 具備同理

他人感 受，在體育

活動和 健康生活

中樂於 與人互

動、公帄競 爭，並

與團隊成員 合

作，促進身心健 

康。 

1.游泳與自救能

力 

2.海洋風險管理 

3.了解竹筏的運

動方式及操槳

技能。 

4.認識浮力原

理。 

1.海洋與文化之互動

關係 

2.實地操作竹筏，了 

解竹筏運行方式。 

 

外聘講師 

實務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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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4 

臺東縣立綠島國民中學 109學年度 

海洋教育實施計畫 

一、 計畫名稱：「黑潮泳續」海洋教育游泳自救課程 

二、 依據 

（一）教育部海洋教育政策白皮書。 

（二）臺東縣 109年度國民中小學海洋教育資源中心維運計畫。 

三、 目的 

(一)鼓勵學生從事親海活動，重視水域安全，學會游泳技巧，熟悉自救知能。 

(二)促使學生具備從事多元水域休閒活動的知識與技能。 

(三)鼓勵學生參與多元海洋休閒與水域活動，熟練各種水域求生技能。 

(四)鼓勵學生認識並參與安全的海洋生態旅遊。 

(五)使學生能了解沿海或河岸的環境與居民生活及休閒方式。 

四、 承辦單位：綠島國中 

五、 辦理時間：109年 9月至 10月  

六、 辦理地點：綠島近海海域（中寮港、浮潛區） 

七、 實施對象：綠島國中學生 

八、 活動內容： 

主題 說明 地點 

海洋知識 

1. 海洋生態知識 

2. 游泳技能原理 

3. 救生常識 

綠島國中 

班級教室 

親海技能 

愛海實踐 

1. 海洋生態觀察 

(1) 海洋植物 

(2) 海洋動物 

(3) 海流、海浪 

2. 游泳救生技能 

(1) 入水法、水面潛水法 

(2) 求生法、基本救生 

中寮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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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說明 地點 

(3) 自救法、起岸法 

(4) 接近法、防衛躲避法 

(5) 解脫法、帶人法 

(6) 海浪救生 

(7) 模擬救生 

成果發表 學生剪輯回顧影片 
綠島國中 

視聽教室 

九、 預期效果 

  透過本計畫之實施，降低游泳教學的城鄉差距並提升本校學生對臺灣常見水域（海域、

溪流及湖泊）環境的認識及危險狀況之辨認與處置，亦透過實作讓學生能夠親海、了解危險

水域的危險性並學習意外發生時可運用之簡易自救方式並於課堂結束時達成教育部公佈之全

國中、小學游泳自救能力認證，以期減少溺水事件之發生。 

十、 預算經費 

綠島國中-黑潮永續教育課程 

名稱 單位  數量  單價 金額 備註 

外聘講師鐘點費 節  12  1,000 12,000  

教具教材費 式 1 6,500 6,500  

保險費 式 1 648 648  

雜支 式 1 852 852 
部分支應機關負擔二代健保補充

保費 

小計    20,000 得酌予流用 

 

承辦人：張乃云          教導主任：張乃云        校長：楊明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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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5 

臺東縣國民中小學海洋教育 

長濱國民中學「長徉海濱」課程計畫 

壹、計畫依據 

  一、教育部海洋教育政策白皮書。 

二、臺東縣 1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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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海洋探索教育系列課程已辦理四年，每年都依據實際情況調整課程規劃及路線，

七年級「浮潛體驗」、八年級「自力造舟挑戰」、九年級「獨木舟划行試煉暨格陵蘭舟

製造」，透過階段性的課程規劃，逐步加深加廣，培養學生自我精進之能力（自發）、

促進團隊合作之動能（共好），乃至陶冶學生對於大自然之美的詠嘆（互動），進而達

到十二年國教素養導向教育的初衷，尤其九年級在會考後、畢業典禮前，展開一趟獨

木舟試煉，實為意義非凡之成年禮。 

二、透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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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增強教師對臺東各族群山海差異之海洋教育的實務運用及融入各領域教學的知能。 

四、透過各族群海洋文化探索體驗課程，提升縣內教師、學生及民眾認識在地的海洋文化，

進而促進文化認同。 

五、為響應政府推動海洋立國政策，鼓勵學生了解水域專業休閒產業，發展學生健全良好

的休閒娛樂活動，培養學生對水域活動的興趣，進一步推廣水上活動並可提升水上安

全相關知識。 

六、藉由海上探索活動讓學生從中認識自我，建立自我信念，進而發展潛能，實現自我。 

七、透過親近海洋帶入環境生態議題，培養學生對於生活環境議題的關注與了解。 

參、承辦單位：臺東縣立長濱國民中學 

肆、活動對象：臺東縣立長濱國中學生 

伍、活動內容： 

  一、辦理時間：109年 9 月至 110年 6月 

二、辦理地點：臺東縣長濱國中童軍教室、長濱漁港整補場、長濱漁港外沙灘 

  三、參加對象：長濱國中學生、老師、教練，共約 14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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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課程內容：  

臺東縣長濱國中－長徉海濱課程 

活動名稱 活動說明 辦理時間 參與人次 

海洋教育講座 

透過學校辦理海洋教育講座之實施，教育海

洋相關的基本知識，進而培養對生命、自然

環境的尊重，發揚海洋民族優質特性，型塑

海洋人文、美學文化，透過與海洋的互動，

進而宣導永續保育的正確概念，進而產生愛

鄉情懷。 

109年 10月 

邀請專家學者

講座 

共計 2小時 

120人 

教師進修 

透過教師校內學校特色課程研討，增進教師

對「海洋教育」之知能，並增進課程設計之

能力，以期教師在教授學生「海洋教育」之

課程時，內容能更加多元、豐富。 

109年 10月 

邀請專家學者 

授課 

共計 1小時 

20人 

獨木舟、防溺自

救、淨灘清港創

作我最行 

1.「獨木舟」讓學生能從中認識自我，建立

自我信念，進而發展潛能，實現自我。本活

動首先以建構團隊動能為切入點，運用團隊

互動的模式進行學習，在問題解決及任務完

成的一來一往過程中發現自我，且運用團隊

力量共同支持個人的體驗與挑戰增強團隊

凝聚力。 

2.水上防溺自救「水母漂」的學習體驗，讓

學生可以在最安全的條件下學習和水域和

帄相處，也在活動中學習信任及互助的可

貴。 

3.取之於環境，受惠於環境，教導學生懂得

珍惜和回饋，利用時間進行環境清理淨灘清

港，亦能利用自然素材進行美感練習。 

110年 6月 

內聘講師、教練

授課 

共計 7小時 

35人 

柒、經費概算： 

經費概算表 

名稱 單位  數量  單價 金額 備註 

外聘講師鐘點費 節 3 1,600 4,800 海洋教育講座、教師進修 

內聘講師鐘點費 節 18 800 14,400 獨木舟 

雜支 式 1 800 800 部分支應機關負擔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小計 20000 得酌予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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