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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學年度屏東縣推動海洋教育計畫成果報告書 

 

 

壹、海洋教育政策指標成果摘要 

 政策指標 
成果簡述 

執行日期 數量 備註 

1 
海洋教育資源中心網站定期更新專家

人才資料庫資訊。 
107.12.31 1人 

種子教師巡迴：墾丁國小

海洋理念教師陳淑芳老師 

2 

根據海洋教育學習內涵及各學習領域

課程綱要，編纂國小中年級版海洋教

育參考手冊，提供教師教學使用。 

107.12.31 1 

 

3 
研發國小、國中跨學科／領域主題式

教案。 

108.4.15

～

108.5.31 

13件 

107學年度「屏風屏海」

海洋教育優良教案徵選實

施計畫 

4 
發展海洋特色課程（含非臨海學校融

入校內課程推動）。 

108.5.29

～

108.7.10 

800人 

「日常愛海の藍晒手做

Diy 環保杯袋」課程研發

&巡迴推廣 

5 
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之教師研

習開放行政人員參與。 
108.5.29 33人 

「日常愛海の藍晒手做

Diy 環保杯袋」屏風海先

海洋教育者培訓研習 

6 成立或擁有海洋教育課程共備社群。 108.5.1~ 41人 

為孩子領

航 ~ 《屏

風海先》

海洋教育

先 行 者

Line 社群 

7 
成立或擁有具輔導海洋教育功能之團

隊，並研發海洋素養教學策略。 
108.5.1~ 5-10人 

1.屏縣海洋教育輔導團 

2.墾丁國小簡榮凱老師 

3.墾丁國小陳淑芳老師 

4.墾管處解說課陳冠如 

5.自然史館專員温紺錡 

8 
鼓勵學校運用海洋職涯發展相關教材

及媒材。 
108.6.1 2校 

 

9 
鼓勵各級學校配合辦理世界海洋日或

教育部海洋教育週相關活動。 

108.6.1~6/

6 

合計187

人 

█國小海洋知識擂台 PK  

   大賽】實施計畫 

█南岬縱騎】屏東囝仔の 

   自然生態守護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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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辦理「海洋教育專

家輔導小組會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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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及辦理全國海洋教育週

之相關活動  
ˇ       

主軸二：蒐集、整

合、編輯與推廣具地

方特色之「屏風屏

海」縣本海洋教材 

2-1「屏風屏海」縣本海洋

教材蒐集與彙編  ˇ      

2-2「屏風屏海」縣本海洋

教材推廣與實施  ˇ      

主軸三：推動海洋教

育者專業社群發展 

3-1培育各校海洋教育種子

教師，組成「屏風海先」海

洋教育共備社群 
 ˇ      

3-2 訂定本縣教師海洋休閒

活動與水域安全研習時數認

證獎勵機制，提升本縣海洋

教育者的水上活動專業技

能。 

 ˇ      

主軸四：研發海洋素

養教學模式 

4-1 海洋素養教學模式之創

新研發及實踐推廣  ˇ      

主軸五：建置海洋教

育網路資源分享平臺 

5-1建置海洋教育資源中心

網站，持續更新充實網站資

訊 
ˇ       

5-2  E化教學資源 
ˇ       

 

 



二、本學年度執行項目 

    1-1  定期辦理「海洋教育專家輔導小組會議」，檢討及精進海洋教育推動策略 

      1-2  推動海洋教育年度主題活動及辦理全國海洋教育週之相關活動― 

█【南岬縱騎】屏東囝仔の自然生態守護運動 

                               █海洋知識擂臺 PK 競賽  

      2-1  「屏風屏海」縣本海洋教材蒐集與彙編―辦理「屏風屏海縣本海洋教案徵選比賽」                

         3-1  培育各校海洋教育種子教師，組成「屏風海先」海洋教育共備社群― 

                                                     █「日常愛海の藍晒手做 Diy 環保杯袋」海洋教育者培訓研習 

         4-1  海洋素養教學模式之創新研發及實踐推廣― 

                                                     █「日常愛海の藍晒手做 Diy 環保杯袋」課程研發&巡迴推廣 

      5-1  建置海洋教育資源中心網站，持續更新充實網站資訊 

         5-2  E化教學資源 

參、執行成果與檢討 

一、執行成果彙整 

      1. 年度計畫目標 

 

 

 

 

 

 

 

 

 

 

      2. 執行成果報告 

 



項次 活動名稱 內容概述 對象 人次 成果敘述 

1 屏風海先海洋教

育者培訓研習 

1. 海洋危機講座 

2. 日常愛海の藍晒

手做Diy環保杯袋 

本縣

國中

小學

教師 

33人 1.培育海洋教育種子教師 

2.組成『屏風海先』海洋

教育者共備社群 

3.在各校推廣藍晒環保杯

袋，落實日常愛海的理念 

2 屏風屏海縣本海

洋教案徵選比賽 

1.辦理在地特色海洋 

教案比賽 

2.進行教案評選 

3.表揚優良海洋教案 

本縣

小學

教師 

13件 1.集思廣益，加強海洋教

育教案內容 

2.豐富海洋教育教學 

3 「知海、親海、

愛海」海洋教育

週活動―【南岬

縱騎】屏東囝仔

の自然生態守護

運動 

1.邀集六校畢業生騎

自行車環繞恆春半島 

2. 辦理二天一夜

「南岬縱騎の屏東囝

仔の自然生態守護運

動」 

2.淨灘活動 

3.生態踏查 

本縣

六校

師生 

71人 1. 促進學生對恆春半島動

植物等自然生態的認知

與認同。 

2. 透過踩踏自行車，實地

走讀，涵養知海、親

海、愛海的情操。 

3. 用實際的保育行動，喚

起親師生及社區的環境

保育意識，培養良好之

公民素養。 

4 「知海、親海、

愛海」海洋教育

週活動―海洋知

識擂臺PK競賽 

1. 延請專家設計海

洋知識題庫 

2. 以搶答方式競

賽，初賽後決賽 

本縣

小學

學生 

29

隊，

116

人 

藉辦理海洋教育知識擂台

賽，促使學童積極內化其

海洋知識，培養學童榮譽

感和台風，同時增加各校

對海洋知識課程的重視。 

5 「日常愛海」行

動實踐教學課程

研發&巡迴推廣 

1.推廣藍晒手做Diy

環保杯袋課程 

2.推廣蜂蠟布Diy環

保筷套課程 

本縣

國中

小學

學生 

超過

800

人 

1.呼應政府「減塑」政

策，研發將「愛海」重要

概念融入日常生活的實踐

教學課程 



3.到校巡迴教學服務 

4.海資中心定點教學

服務 

2.種籽教師協助推廣，「日

常愛海」理念於各國中小

遍地開花 

3.建立海資中心蹲點教學&

主動出擊巡迴教學雙模式 

      

     3..重要活動紀錄 

 

活

動

0

1 

屏風海先海洋教育者培訓研習 

   

海洋危機講座 藍晒技法講座 藍晒技法動手實作 

   

藍晒手做Diy環保杯袋~大成功! 成果展示與互動分享 提供教具箱&教材支援第一線教師 

活

動

0

2 

屏風屏海縣本海洋教案徵選比賽 

   

教案由屏縣各地寄來 封面&排版精美的教案 評審仔細閱卷 



活

動

0

3 

「知海、親海、愛海」海洋教育週活動― 

【南岬縱騎】屏東囝仔の自然生態守護運動 

   

2天的壯遊路線! 六校行前自行車教學&路騎 福安宮前六校71人誓師祈福 

   

壯遊GO! GO! GO! 淺水處練習呼吸管技巧 美麗後壁湖~親海浮潛體驗 

 

 

  
感謝有妳~讓孩子 

感受到寄居蟹的美麗與哀愁!1 
Yes!! 

說好的攻上龍磐我們都做到了! 風吹砂淨灘愛地球 

   

感動的背影~感謝六校所有戒護
陪騎為孩子吶喊加油的師長~ 

放送熱情~墾丁國小校長擔任淨
灘垃圾貨車司機! 頒發完騎證書 & 吃西瓜 



活

動

0

4 

「知海、親海、愛海」海洋教育週活動― 

海洋知識擂臺 PK競賽 

   

盛況!山海國小校長勉勵選手 補置妥善的賽前準備 初賽~絞盡腦汁! 

   
各組激烈搶答 決賽~爭霸一較高下! 脫穎而出~恭喜優勝隊伍! 

活

動

0

5 

「日常愛海」行動實踐教學課程研發 & 巡迴推廣 

   
中心定點教學服務【藍晒 DIY手做環保杯袋】~復興國小 & 光榮國小 &  墾丁國小鵝鑾分校 

   
巡迴推廣【藍晒 DIY手做環保杯袋】~車城國小射寮分校 & 保力分校 & 滿州國中 

   
巡迴推廣【蜂蠟布】~墾丁國小鵝鑾分校 & 永港國小  



   

日常愛海遍地開花~南州國中 日常愛海遍地開花~東新國中 日常愛海遍地開花~東新童軍團 

   

日常愛海遍地開花~永港國小 日常愛海遍地開花~地磨兒國小 日常愛海遍地開花~ 大明國小 

   

日常愛海遍地開花~鶴聲國小 日常愛海遍地開花~鶴聲國小 日常愛海遍地開花~鶴聲國小 

   

日常愛海遍地開花~鶴聲國小 日常愛海遍地開花~鶴聲國小 日常愛海遍地開花~港東國小 

   

日常愛海遍地開花~海濱國小 日常愛海遍地開花~海濱國小 日常愛海遍地開花~大光國小 



活

動

0

6 

海洋教育專家輔導小組會議 

   

第3次會議~審查108年計畫 邀請海洋輔導團列席指導 邀請海生館館長座談 

活

動

0

7 

創新海洋課程實驗研發 

   

海廢藝術~鋁線海玻璃(墾小陳淑芳師) 

   

海洋課程~路殺勘查、寄居蟹書籤、陸蟹模型創作(墾小陳淑芳師) 

   

海廢藝術~漁網編織、浮球彩繪、浮球盆栽(墾小簡榮凱師) 

   

海漂種子童玩~瓊崖海棠小帆船、鬥陀螺、鷹哨(墾小簡榮凱師) 



活

動

0

8 

海洋學校成果 Show―墾丁國小 

   
親海 SUP~日月潭賞日出、船帆石探索、小灣訓練 

   

親海日常~獨木舟勇闖小灣、OP帆船隊、小峇里浮潛 

   

海洋理念課程~獨木舟手作模型、食魚文化の飛魚乾手作、龍坑淨灘 

活

動

0

9 

海洋學校成果 Show―白沙國小 

   
海洋教育種子教師研習 獨木舟挑戰海洋 獨木舟挑戰海洋 

   

海洋嘉年華遊行 海洋嘉年華遊行 海廢創作 



活

動

1

0 

海洋學校成果 Show―海濱國小 

   

創意小神轎搭船到小琉球交流 
創意小神轎~城鄉共學交流活動

合照(與高雄新威國小) 

東港迎王繪本製作(與高科大合

作) 

   

海洋童軍~趣味釣魚闖關活動 海洋教育專區~看板及文創品 行銷臺灣燈會-L型透明資料夾 

 

 

二、問題檢討與改善【過程檢討、問題發現、解決或改善策略等】 

     1. 海洋教育策略聯盟協作學校(含海資中心)，每年校長及承辦人員人事異動更迭， 

        不易培養海洋意識及海洋素養，達成共識已不易更遑論採取進一步具延續性的愛  

        海行動。 

     2. 屏東縣地域多屬平原、臨海、靠山等，故研發通用性的海洋教育教材教案本就頗 

        具挑戰，加之人事更迭造成倉促交接，使得參賽宣導不足，致使參賽件數過少。 

     3. 海洋教育資源維運中心年度經費撥補有限且人力不足，使中心學校無法有效的規 

        劃推廣出可提供各學校推展海洋教育的誘因。 

     4. “日常愛海の藍晒手做 Diy環保杯袋”之巡迴推廣因各校熱烈響應(推廣人數超過 

        800人)，使愛海的理念在屏東縣遍地開花，推究其原因與海洋教育結合藝文領 

        域有關，讓師生覺得新奇有趣，再搭配愛海理念的宣傳，使得海洋教育也能進入 

        到非臨海型學校。 



肆、附件   

2019南岬縱騎有感！ 

                           車城國小射寮分校六年級導師  朱玉璽 

 

來到射寮分校快一年了，所帶的六年級到了六月份也接近畢業了，畢業典禮前學校有畢業週

活動，期盼讓畢業生在畢業前能有一個難忘的回憶！ 

 

畢業週前約一週左右董主任告知要參加南岬縱騎兩天一夜的活動，全程騎腳踏車約70幾公里，

乍聽之下，自己心中想著這應該會是很好玩的活動，但我的體能可騎完全程嗎？學生可以完

成這段旅程嗎？  自己雖然平日有在跑步，但畢竟騎車所需要的肌肉群似乎有所不同，沒關

係還有一週可訓練師生的體能，在董主任積極熱心的聯繫下，很快地文德教練來指導我們騎

車還有變速的要領，並帶著我們到外面試騎，很意外地第一次就有學生不小心摔倒了，這也

告訴我們團隊騎車真的要注意安全不可分心。 

活動出發前，幫學生買好了手套、袖套、水壺等裝備，自己也每天騎車上下學訓練，期望能

夠適應縱騎的考驗。 

 

活動在怡萱校長打氣鼓勵下開始了，我們騎到福安宮，大家誠心宣示，期望透過縱騎認識土

地與保護海洋生態的決心；終於開始了，我們騎過福安橋和龜山橋之後，學生怡君不舒服，

坐上了褓姆車，還好在下一站怡君又順利加入大家騎車的行列。 

在過程中隨隊的老師與夥伴們，透過音樂、灑水、拍照、手勢…給予我們加油、打氣，當然

每站休息時，補給水分、營養的隨車義工們，讓我們備感窩心，那冰涼的舒跑與礦泉水，適

時舒緩了炙熱太陽下我們流失的水分；這縱騎過程中，各個崗位的每一位工作人員及義工，

都是無私的奉獻，才讓活動能順利推動，除了感恩還是感恩！ 

 

在射寮分校的騎車過程，第一天在一段上坡過程，本人因打檔不順導致鍊條卡住，而停下來，

工作人員修了20分鐘未能修好，本班一位身體不適的文仁才騎到此，於是我改騎文仁的腳踏

車到後壁湖跟大家會合，文仁坐褓姆車跟大家會合。 

 

中午休息後，下午是浮潛的來臨，隨著海浪漂浮著，看著海面下多樣的珊瑚礁魚類，感覺魚

兒很近，自己好像是他們的一份子呢！這種隨波擺盪的飄浮感受，很是特別，離開水面回到

陸地時，還有些頭暈不舒服呢！ 

 

接著繼續騎車往墾丁國小，剛下過一陣大雨後，暑氣消解不少，於是在沿途風光明媚，不時

看著湛藍的海岸下，舒服的騎著車，感覺很像是自己的畢業洗禮呢！ 

到了墾丁國小，休息後晚上展開寄居蟹保育的課程，看著寄居蟹黃媽媽幾年來努力保育寄居

蟹的過程，心中油然敬佩起她，感謝她溫柔又堅定的力量，一點一滴讓寄居蟹的家逐漸完善

與健康，也讓保育的精神持續扎根在孩子與你我的心田。 



第二天早上，騎到了砂島參觀鵝鑾鼻分校所規劃的寄居蟹的家，讓我們感受到人跟自然也可

以如此和諧與溫柔對待。 

 

休息過後最重大的考驗即將來臨，從鵝鑾鼻往龍磐公園的路上，有著連續2公里多的上坡彎

路，腦海中想起了2010年參加墾丁馬拉松時，自己是跑上這段陡坡時雙腳抽筋的，難忘痛苦

的記憶又再度回來，我想應該不會在此重演吧！ 

 

陡坡開始後，有一些體力不支的孩子開始下來牽車，班上的2位女生也在途中下來牽車，感

謝建瑋老師在後面耐心的陪伴她們；不過其他男生都很爭氣，能夠一路騎車上到龍磐公園，3

位男生超過我之後順利抵達龍磐公園，這段痛苦騎乘的過程，心臟跳動的很快，自己心想只

要心一軟，就會馬上鬆懈下來牽車了，好在一路苦撐終於抵達龍磐，這趟艱辛的路騎過後，

稍稍平復了我那2010年龍磐抽筋的夢靨。 

 

龍磐休息等大家到齊後，我們繼續騎在這墾丁東海岸迎望著太平洋的藍天綠草的舒暢旅程，

一望無際的綠意藍海的美麗道路！ 

到了風吹砂我們展開淨灘行動，約才半小時的過程，大夥卻清除一台小貨車量的垃圾，從小

的塑膠微粒到巨大的保麗龍，讓大家見證到人類的自私行為對海洋的影響。 

繼續騎乘中，車隊在逐漸下坡中，領騎的隊長很了解下坡不能太快，一不小心很容易摔車發

生事故，在隨著車隊揮汗過程中感覺上自己的生命好像充滿著活力一般，陪伴著這群年輕孩

子度過了美麗的墾丁國家公園的海岸線，經過了港口吊橋，往滿州永靖騎去，最後的一段上

坡在等著我們！ 

 

永靖休息過後大家開始努力騎著這一段的上坡路，一段一段的考驗，心臟快速的跳動著，伴

隨著用力踩踏卻慢速度前進的鐵馬，到底上坡何時結束？快撐不過去了！   終於撐過這段痛

苦揮汗的上坡路，相信也將銘刻在我的生命記憶中。 

出火休息時，永貞揮淚哭著騎到了休息站，董主任安慰鼓勵著她，相信這趟旅程也將滋養著

她，陪伴她面對往後的困難。 

 

到了恆春國小，這六所學校的孩子們共同見證了大家的辛苦與完成的美好，大家一一道別，

再會囉！我們騎車回到了射寮分校，順利完成了這趟2天一夜的美好歲月，當然我也拖著疲憊

的身軀，回到了家，身體雖然疲累，內心卻是滿滿的歡欣呢！   

 

再次感謝過程中陪伴著大家的工作人員和主辦單位的辛勞，尤其是墾丁國小的校長和阿凱老

師，全程陪伴、熱心鼓舞、細心照顧，感謝有您啊！ 

※本文已徵得原著朱玉璽老師同意，作為成果附錄使用，以完整呈現南岬縱騎的精神：愛海、

行動、冒險、勇敢、自我實現、愛護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