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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臺中市政府 107-110 學年度海洋教育發展計畫 

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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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貳、目標 

一、健全本市海洋教育推動組織與運作機制，建置海洋教育延續性發展內容，永續推動海

洋教育。 

二、整合本市海洋教育各項相關資源，建立海洋教育人才資料庫，協助中小學將海洋元素

融入校本課程。 

三、運用本市各地海洋相關資源，結合戶外教育辦理各項海洋體驗課程，提升學生海洋素

養。 

四、維護更新海洋教育網路帄臺，充實海洋教育各項資源，促進本市師生運用海洋教育各

項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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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三、承辦單位：臺中市政府海洋教育資源中心(臺中市南屯區黎明國民小學)。 

肆、簡述近三年具體執行成果 

104 年度 

辦理項目 執行成果 

1.定期召開推動小組會議 

預計召開 2 次定期推動小組會議，商議各項

海洋教育活動推動情況及分工支援。 

2.建置臺中市海洋教育資源分享與服務機制 

持續蒐集相關資料、資源、教材、媒材建置，

提供海洋教育資訊及教學資源。 

3.臺中市海洋教育資源中心既有網站維護與

(1)結合 103 年度臺中市海洋教育教學精進

計畫，運用培訓完成之海洋教育種子教師

進行海洋教育教學或體驗活動。 

(2)結合民間社團資源舉辦各項海洋教育活

動。鼓勵教師進行後續返校之深化教學與

課程，蒐集彙整以上教學活動之教學與課

程設計內容，建置分享網頁。 

(3)結合文昌國小海洋教育特色課程學校辦



25 
 

擴充服務機制 

4.建置教學資源專區與主題學習資源區 

蒐集彙整海洋教育有關之教學資源與時事議

題內容，建置教師教學資源專區及學生主題

學習區，擴充海洋教育資源中心網站內容，

便利教師教學與學生自學內容取得。 

理全年度國中小學在地教/遊學活動及海洋

主題攝影巡迴展，開放全市各校申請（含

配合教師導覽培訓、展覽布置），利用臺中

市科學園遊會時間，進行海洋教育遊戲闖

關，計有 3000 人次參與，效果卓著。 

(4) 以海洋巡迴專車形式，深入各申請學校

與班級，讓海洋生態知識跨越時空距離，

讓更多學生得以接觸、體驗、產生興趣與

行動。服務校數與人次達 8 校 800 人次。 

(5)透過公文、公告及各類研習活動宣傳，

鼓勵各校申請運用海洋教育資源，擴大海

洋教育成效。 

105 年度 

辦理項目 執行成果 

1.定期召開推動小組會議 

預計召開 2 次定期推動小組會議，商議各項

海洋教育活動推動情況及分工支援。 

2.建置臺中市海洋教育資源分享與服務機制 

持續蒐集相關資料、資源、教材、媒材建置，

提供海洋教育資訊及教學資源。 

3.臺中市海洋教育資源中心既有網站維護與

擴充服務機制 

4.建置教學資源專區與主題學習資源區 

蒐集彙整海洋教育有關之教學資源與時事議

題內容，建置教師教學資源專區及學生主題

學習區，擴充海洋教育資源中心網站內容，

便利教師教學與學生自學內容取得。 

(1)結合 104 年度臺中市海洋教育教學精進

計畫，運用培訓完成之海洋教育種子教師

進行海洋教育教學或體驗活動。 

(2)結合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社團法人臺

灣自然研究學會等資源舉辦「大臺中海洋

教育總動員-科博館闖關趣」，補助種子教師

帶領班級參與相關活動。鼓勵教師進行後

續返校之深化教學與課程，蒐集彙整以上

教學活動之教學與課程設計內容，建置分

享網頁。 

(3)結合文昌國小海洋教育特色課程學校辦

理全年度國中小學在地教/遊學活動，。 

(4)透過公文、公告及各類研習活動宣傳，

鼓勵各校申請運用海洋教育資源，擴大海

洋教育成效。 

 

106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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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項目 執行成果 

1.定期召開推動小組會議 

預計召開 2 次定期推動小組會議，商議各項

海洋教育活動推動情況及分工支援。 

2.建置臺中市海洋教育資源分享與服務機制 

持續蒐集相關資料、資源、教材、媒材建置，

提供海洋教育資訊及教學資源。 

3.臺中市海洋教育資源中心既有網站維護與

擴充服務機制 

4.建置教學資源專區與主題學習資源區 

蒐集彙整海洋教育有關之教學資源與時事議

題內容，建置教師教學資源專區及學生主題

學習區，擴充海洋教育資源中心網站內容，

便利教師教學與學生自學內容取得。 

(1)結合 105 年度臺中市海洋教育教學精進

計畫，運用培訓完成之海洋教育種子教師

進行海洋教育教學或體驗活動。 

(2)招募本市五、六年級學生，培訓 21 名海

洋小尖兵，帶領小尖兵進行戶外探查、觀

察學習、海洋生態知識與闖關遊戲設計等 5

次課程，利用假日時間，進行海洋教育成

果發表，計有 1200 人次參與，效果卓著。 

(3)結合文昌國小等共五校海洋教育特色課

程學校辦理全年度國中小學在地教/遊學活

動，辦理本市海洋攝影巡迴展，觸發學生

愛海意念，激發學生海洋環保意識。 

(4)透過公文、公告及各類研習活動宣傳，

鼓勵各校申請運用海洋教育資源，擴大海

洋教育成效。 

伍、四年發展主軸及架構 

一、臺中市教育架構中海洋教育的位置 

 

 

 

二、臺中市之海洋教育發展架構 

 

臺中市政府 

教育局 

確立海洋教育 

標的與議題 

建立海洋教育 

人才資料庫 

辦理海洋 

體驗課程 

充實海洋教育 

各項資源 

臺中市 

海洋教育資源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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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四年發展目標與發展主軸的關係 

 

項目 四年發展目標 對應發展主軸 

一 
健全本市海洋教育推動組織與運作機
制，建置海洋教育延續性發展內容。 

確立海洋教育標的與議題(主軸一) 

二 

整合本市海洋教育人才資源，協助學校
辦理各項活動並將海洋元素融入校本
課程，涵養人與海洋和諧共處的價值
觀。 

建立海洋教育人才資料庫(主軸二) 

三 

定期充實海洋教育網路與各項教育資

源，增加學生海洋知識，提供教學場域
必要教學資源，培養學生、教師熱愛海
洋文化意識。 

充實海洋教育各項資源 (主軸三) 

四 

藉由海洋體驗課程，導引學生探索海洋
知識與興趣，啟發學生熱愛海洋、善用
海洋、珍惜海洋各項資源，涵養人與海
洋和諧共處的價值觀。 

辦理海洋體驗課程(主軸四) 

 

 

 

 

 

陸、組織運作與資源整合 

 

海洋休閒 海洋社會 海洋文化 海洋科學 海洋資源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臺中市海洋教育資源中心 

 五大面向 

五大架構 

海洋教育 

理念宣導 

 

營造優質 

學習環境 

 

提升教師 

專業素養 

 

增進學生 

海洋認知 

 

海洋教育 

資源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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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發展項目、進程及執行內容 

一、發展項目與進程 

海洋教育資
源中心 

國立自然科學博
物館資源挹入 

 

海洋教育 

夥伴學校協助 

臺中市政府 

教育局 

政策指導 

 民間海洋教育 

團體資源引進 

導入家長與志工
團隊 

推展全市海洋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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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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立海洋教

育標的與議題 

 

1-1 健全推動小組組織，擬

定推動策略 
ˇ       

1-2 定期辦理「海洋教育專

家輔導小組會議」 
ˇ       

1-3 推動全市海洋教育週活

動，參與全國海洋交流研習 
ˇ       

主軸二：建立海洋教

育人才資料庫 

  

2-1 辦理海洋教育論壇 ˇ       

2-2 建置海洋教育人才資料

庫 
ˇ       

2-3 提供機關學校參考運用 ˇ       

主軸三： 充實海洋教

育各項資源 

 

 

3-1 充實本市海洋教育網路

帄臺 
ˇ       

3-2 補充海洋教育相關書籍 ˇ       

3-3 購置海洋教育相關媒體 ˇ       

3-4 發展自編海洋教材  ˇ      

主軸四：辦理海洋體

驗課程 

4-1 結合戶外教育培訓導覽

小尖兵 
 ˇ      

4-2 結合大臺中環境特色，

辦理海洋遊學 
 ˇ      

4-3 培養海洋種子教師，精

進海洋素養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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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健全推動小組組織，擬定推動策略」： 

1.107 學年度：籌組 107 學年度本市海洋教育推動小組成員，更新組織人員任務，擬定

107 學年度海洋教育推動策略。 

2.108 學年度：邀集公部門(大學)專業人才，討論 108 學年度本市海洋教育推動小組成

員，更新組織人員任務，擬定 108 學年度海洋教育推動策略。 

3.109 學年度：蒐集本市民間社團推動海洋教育意見，討論 109 學年度本市海洋教育推

動小組成員，更新組織人員任務，擬定 109 學年度海洋教育推動策略。 

4.110 學年度：檢討 107-108 學年度推動海洋教育推動策略及成效，精進 110 學年度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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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教育推動策略。 

    （二）項目「1-2 定期辦理海洋教育專家輔導小組會議」： 

1.107 學年度：召開海洋教育專家輔導小組會議，進行各項海洋教育活動諮商。 

2.108 學年度：透過海洋教育專家輔導小組會議，協助海洋夥伴學校發展海洋教育課

程。 

3.109 學年度：辦理海洋教育專家輔導小組會議，提供本市山區、中區學校海洋教育推

展諮詢。 

4.110 學年度：進行海洋教育專家輔導小組會議，討論未來四年本市海洋教育發展的最

佳途徑。 

（三）項目「1-3 推動全市海洋教育週活動，參與全國海洋交流研習」： 

1.107 學年度：參加 107 學年度全國海洋教育成果展示交流研習活動，推動本市海洋教

育週活動－以教學活動為主軸(例：藝術與人文－螃蟹線圈畫)。 

2.108 學年度：參加 108 學年度全國海洋教育成果展示交流研習活動，推動本市海洋教

育週活動－以戶外教育為主軸(例：彈性課程－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參訪活動)。 

3.109 學年度：參加 109 學年度全國海洋教育成果展示交流研習活動，推動本市海洋教

育週活動－以特色活動為主軸(例：綜合活動－社區媽祖廟巡禮)。 

4.110 學年度：參加 110 學年度全國海洋教育成果展示交流研習活動，推動本市海洋教

育週活動－以科普活動為主軸(例：自然與生活科技－學校舉辦科普或博覽會活

動)。 

（四）項目「2-1 辦理海洋教育論壇」： 

1.107 學年度：辦理海洋教育論壇，蒐集海洋教育人才資料，以 10 人為目標。 

2.108 學年度：辦理海洋教育論壇，蒐集海洋教育人才資料，以 15 人為目標。 

3.109 學年度：辦理海洋教育論壇，蒐集海洋教育人才資料，以 20 人為目標。 

4.110學年度：辦理海洋教育論壇，蒐集海洋教育人才資料，以 25 人為目標。 

（五）項目「2-2 建置全市海洋教育人才資料庫」： 

1.109 學年度：繕打編輯 107 學年度、108 學年度、109 學年度蒐集之海洋教育人才基

本資料。以公文書方式提供本市海洋教育人才基本資料，並上傳本市海洋教育網站

之中。 

2.110 學年度：持續充實本市海洋教育人才資料庫。 

    （六）項目「2-3 提供本市機關學校參考運用」： 

1.109 學年度：以公文書方式提供各級學校本市海洋教育人才基本資料，並上傳本市海

洋教育網站之中。 

（七）項目「3-1 充實本市海洋教育網路帄臺」： 

1.107 學年度：討論、規畫、改版本市海洋教育網路帄臺。 

2.108 學年度：建置全新海洋教育網路帄臺。 

      3.109 學年度：利用本市海洋教育網路帄臺，控管各項活動計畫、執行進度、執行成果， 

        公告研習活動、實施成果等資訊。 

    （八）項目「3-2 補充海洋教育相關書籍」： 

1.107 學年度：盤點本市海洋教育中心現有書籍資料，購置最新海洋教育相關叢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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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8 學年度：建立書籍外借書單與規則，提供本市各級學校申請借閱。 

    （九）項目「3-3 購置海洋教育相關媒體」： 

1.107 學年度：盤點本市海洋教育中心現有影音媒體資料，購置最新海洋教育相關影音

媒體。 

2.108 學年度：建立影音媒體外借清單與規則，提供本市各級學校申請利用。 

（十）項目「3-4 發展自編海洋教材」： 

1.107 學年度：盤點海洋教育資源中心現有海洋教育教材、教案。 

2.108 學年度：辦理全市性海洋教育教材、教案徵選。 

3.109 學年度：邀集專家學者審查入選海洋教育教材、教案。 

4.110 學年度：彙整審查後海洋教育教材、教案，並上傳本市海洋網路帄臺。 

    （十一）項目「4-1 結合戶外教育培訓導覽小尖兵」： 

1.107 學年度：培訓 107 學年度本市海洋教育生態導覽小尖兵，促進各校發展特色海洋

教育課程之意願，全面提升海洋教育素養。 

2.108學年度：培訓108學年度本市海洋教育生態導覽小尖兵，提升學生海洋教育知能，

加強校際間海洋教育經驗觀摩及交流。 

3.109 學年度：培訓 109 學年度本市海洋教育生態導覽小尖兵，藉由活動深入欣賞海洋

生態環境，提升參與人員的知識經驗。 

4.110學年度：培訓 110 學年度本市海洋教育生態導覽小尖兵，寓知識於趣味藉由解說

導覽活動表達學生自信。 

    （十二）項目「4-2 結合大臺中環境特色，辦理海洋遊學」： 

1.107 學年度：推動 107 學年度大臺中海洋特色遊學，引導學校發展海洋特色遊學，運

用學校既有特色，結合內、外部在地場域，創造教育新價值。 

2.108 學年度：推動 108 學年度大臺中海洋特色遊學，彙整大臺中海洋特色遊學優質亮

點，擴大海洋特色學校課程效益。 

3.109 學年度：推動 109 學年度大臺中海洋特色遊學，結合大臺中特色環境、海洋景觀、

產業文化、自然生態、宗教人文等資源，讓遊學生具備田野探索、體驗常民生活、

走讀鄉土文化，實現「生活即教育」教育理念。 

4.110 學年度：推動 110 學年度大臺中海洋特色遊學，檢視 107 學年度-109 學年度遊學

成效，提供海洋特色遊學深度學習之旅。 

    （十三）項目「4-3 培養海洋種子教師，精進海洋素養教學」： 

1.108 學年度：辦理 108 學年度海洋種子教師研習－宣導本市海洋教育四年政策，介紹

海洋教育資源中心提供服務資源，建立各校海洋教育聯繫窗口，。 

2.109 學年度：辦理 109 學年度海洋種子教師研習－藉由專家演講、影片賞析，感受海

洋對大自然與人類的重要性，激發教師對海洋熱情與感動。 

3.110 學年度：辦理 110 學年度海洋種子教師研習－進行海洋相關議題討論、分享，分

享海洋素養教育案例。 

捌、預期效益 

一、健全計畫組織運，結合本市教育局、海洋教育資源中心、海洋教育夥伴學校、專家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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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民間社團能量，永續推動本市海洋教育政策。。 

二、充實、更新、擴大本市海洋教育資源中心服務功能，提供本市各學校海洋教育訊息、

意見交流分享。 

三、建置海洋教育人才資料庫，提供班級、學校發展海洋教育活動與落實海洋教學協助與

諮詢管道，可深化各校海洋教育課程學習內涵。 

四、充實海洋教育各項資源，購置最新海洋教育叢書、影音媒體，提供各校配合海洋教育

進行教學，落實十二年國教重大議題－海洋教育教學。 

五、藉由海洋小尖兵生態解說員的解說培訓，以生動活潑的方式，親自探索、體驗海洋的

生物多樣性生態環境，與發現野生動、植物的生命之美，內化學生熱愛海洋情感。 

六、推動以海洋為主題的特色遊學課程，鼓勵各校以海洋為遊學場域進行戶外教育，建立

「親海」的實踐動機，使「知海」的理念得以實施，「愛海」的理想得以實現。 

七、導入海洋教育種子教師培訓課程，藉由海洋教育在職教師增能，建立增能之後的持續

服務機制，進而將海洋教育教學落實於各校校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