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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一：設置戶外教育及海洋教育中心  

成果報告 

 

一、 申請計畫內容簡述（與申請計畫應相符） 

（一）健全組織運作 

1. 建置戶外與海洋教育中心人員，建立輔導諮詢人才庫 

2. 辦理計畫說明會，協助學校推展戶外與海洋教育 

3. 定期辦理戶外及海洋教育工作小組暨專家輔導會議 

（二）發展學習路線 

1. 開發頭屋巡水趣戶外教育學習路線 

2. 開發漁村小旅行-新埔 PaPaGo 海洋教育學習路線 

（三）提升教學專業 

1. 辦理戶外與海洋教育融入課程設計增能研習，提升教師課程設計能力 

2. 推展戶外與海洋教育教師專業社群，促進教師專業成長 

（四）建構資源網絡 

1. 建置苗栗縣戶外教育與海洋教育教學網，提供教師教學資源參考應用 

2. 辦理資源交流與策略聯盟參訪活動，吸取他縣優良策略 

（五）呈現推動亮點 

1. 辦理戶外與海洋教育成果發表會，分享交流各校辦理優點，激發創意規劃 

2. 配合中央全國戶外及海洋教育相關活動 

 

二、 實施過程（質化說明） 

（一）健全組織運作： 

1. 聘具戶外與海洋教育經驗之專家學者與校長，諮詢相關推展戶外與海洋教育的

經驗。並建立縣內具有戶外與海洋教學經驗專長的教學人才庫，以方便未來推

動戶外與海洋教育課程時可以聯繫的窗口。 

2. 定期參與中區戶外與海洋教育中心之會議，吸取戶外與海洋教育推動經驗。 

（二）發展學習路線： 

1.由大埔國小開發頭屋巡水趣的學習路線及新埔國小開發的漁村小旅行，將頭屋與

新埔的地理特色、自然生態、人文歷史、經濟發展等和課程知識做連結，使孩子在

參與的過程中能夠實際的將課本中學習的知識內容與現場情境做牽移連結，深化

孩子們的學習經驗。 

（三）提升教學專業： 

1. 安排教師增能研習，提供戶外教育和海洋教育規畫設計的增能。 

2. 提供優質學習路線分享，讓各校可以觀摩學習，並了解規劃方式。 

3. 編列專業社群經費，鼓勵各校成立戶外與海洋教育專業學習社群，增進專業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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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 

（四）建構資源網絡： 

1. 建置苗栗縣戶外教育與海洋教育教學網，將各年度的計畫成果及教案等匯整放

在網站上，方便教師隨時參考利用。並透過此網站，建置各校的帳號密碼，做

為各校資料蒐集。 

2. 辦理資源交流策略聯盟參訪活動，實際參與其他縣市開發的學習路線，真實體

驗感受，交換規劃設計學習路線的心得，有助激發更多的創意和回饋，也能在

基本的方案上更思進一步的如何將學習與戶外教育連結，讓學習走進真實世界。 

 

三、 計畫成效自我評估與檢討 

（一） 計畫無法解決之問題說明（若有，請說明所遭遇到困難或挑戰） 

（二） 總體自我評估與檢討（說明整體效益評估與檢討） 

1. 第一年的戶外及海洋教育中心成立，相關組織運作已略具雛形，尚待後續健

全整體架構及充實人才庫，以利更有效率的推展戶外及海洋教育。 

2. 透過建置資訊平臺的應用及推廣，讓更多對戶外及海洋教育有興趣的教師更

方便取得資源，及認識戶外及海洋教育。後續尚待開發更多的教案模組及學

習路線的開發，讓戶外教育及海洋教育新手隨時可以上手。 

3. 來年可以多聘請戶外及海洋教育專家學辦理縣內教師增能研習，汲取更新相

關資訊及課程設計模式。 

 

四、 附件（詳細活動成果、活動照片、回饋單等） 

（一） 健全組織運作 

  

工作小組會議                           工作小組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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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小組會議                           工作小組會議 

 

參與中區戶外教育及海洋教育中心會議 

 

參與中區戶外教育及海洋教育中心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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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中區戶外教育及海洋教育中心會議      縣內戶外教育及海洋教育線上諮詢會議 

 

 

 

 

 

 

（二） 發展學習路線 

1. 大埔國小四方牧場定向越野 

  

行前說明                                利用手勢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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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向越野圖示                            結合四方牧場的學習內容 

  

實際定向越野活動                        小朋友分享學習心得 

 

 

 

 

2. 新埔國小漁村小旅行，新埔PaPaGo 

  

行前說明，注意安全                     認識海邊的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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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海邊的植物                         認識海邊的生物 

  

走訪舊漁村                             走訪舊漁村 

 

（三） 提升教學專業 

  

計畫說明會暨線上增能研習               計畫說明會暨線上增能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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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說明會暨線上增能研習               計畫說明會暨線上增能研習 

  

實體教師增能研習                       實體教師增能研習 

  

學習路線設計說明                       學習路線設計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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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外教育暨海洋教育的重要性             戶外教育及海洋教育資源應用 

（四） 建構資源網絡 

  

建置苗栗縣戶外及海洋教學網              建置苗栗縣戶外及海洋教學網 

 

 

 

 

 

（五） 呈現推動亮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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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義鄉建中國小學習路線成果分享         三義鄉建中國小學習路線成果分享 

  

三義鄉建中國小學習路線成果分享         三義鄉建中國小學習路線成果分享

  

泰安鄉汶水國小學習路線成果分享         泰安鄉汶水國小學習路線分享 

  

泰安鄉汶水國小學習路線成果分享         泰安鄉汶水國小學習路線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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苑裡鎮藍田國小學習路線分享             苑裡鎮藍田國小學習路線分享 

  

苑裡鎮藍田國小學習路線分享             苑裡鎮藍田國小學習路線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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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置戶外教育及海洋教育中心成果彙整表 

執行項目 量化成效 質性成效 

(一 )健全

組織運作 

設置戶外教育及海洋教育諮詢輔導團

隊，入校輔導  3   校。 

中心組成團隊，透過入校輔導及諮詢

會議，協助所屬國中小落實推動戶外

教育及海洋教育。 

(二 )發展

學習路線 

（戶外教

育路線） 

1. 研發地方政府戶外教育學習路線 

路線名稱 頭屋巡水趣  

發展課程 1 組（內含教案、教

材、教具等） 

2. 辦理體驗學習課程活動 
總場次  2  場 

總人次  60   人次 

國中學生 0  人次 

國中參與校數  0  校 

國小學生  60  人次 

國小參與校數  2  校 

1. 運用地方資源與特色規劃戶外與海

洋教育體驗學習路線。 

2. 研擬路線之學習內容，以發展課程與

教學示例。 

3. 相關路線及課程教學示例公告於戶

外教育及海洋教育資源平臺。 

(二 )發展

學習路線

（海洋教

育路線） 

1. 研發地方政府海洋教育學習路線 

路線名稱漁村小旅行-新埔 PaPaGo      

發展課程  1   組（內含教案、教

材、教具等） 

2. 辦理體驗學習課程活動 
總場次    2   場 

總人次   40   人次 

國中學生   0   人次 

國中參與校數  0   校 

國小學生  40  人次 

國小參與校數   1  校 

 

(三)提升

教學專業 

（戶外教

育） 

 

1. 研發增能課程  1  組。 

2. 辦理研習 

 場次   1   場 

 人數   60  人次 

 參與校數  50   校 

3. 戶外教育及海洋教育整合研討會 

場次  2   場 

 人數  26      人次 

4.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5   群 

人次   30   人次 

參與校數  5   校 

1. 研發素養導向課程設計、教學方法、

安全管理等類型增能課程。 

2. 針對縣市內國中、國小學校之教師

辦理增能培訓課程。  

成立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提升教師專業

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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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項目 量化成效 質性成效 

(三)提升

教學專業 

（海洋教

育） 

 

1. 研發增能課程   1  組。 

2. 辦理研習 

 場次  1   場 

 人數   53   人次 

 參與校數   44   校 

3. 戶外教育及海洋教育整合研討會  

場次  2   場 

 人數   26   人次 

4.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5  群 

人次   30  人次 

參與校數  30   校 

 

(四)建構

資源網絡 

1. 戶外教育網路平臺（含人才庫）網

址： http://ode.mlc.edu./tw                

 最後更新日期  111.07.15     

2. 海洋教育網路平臺（含人才庫）網

址： http://ode.mlc.edu.tw                

最後更新日期 111.07.15    

 

1. 跨縣（市）資源交流/策略聯盟 

 合作單位 南投縣戶外教育中心        

 合作項目 學習路線     

2. 跨校資源交流/策略聯盟 

 合作單位 埔里國小  

 合作項目 參訪交流  

3. 跨機構資源交流/策略聯盟 

 合作單位 臺灣海洋教育資源中心 

合作項目 參訪交流   

 

(五 )呈現

推動亮點

（戶外教

育） 

 

1.年度主題活動 

 活動名稱 成果嘉年華  

 日期 111.07.26   

 場次 1  場 

 人數 53   人次 
2.全國教育週活動 

 活動名稱         

 日期         

 場次        場 

 人數        人次 
3. 配合地方政府辦理活動 

 活動名稱         

 日期         

 場次        場 

 人數        人次 

配合中央政府辦理戶外教育年會、海洋

教育成果展、海洋教育年度主題及全國

海洋教育週相關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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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項目 量化成效 質性成效 

(五 )呈現

推動亮點

（海洋教

育） 

 

1.年度主題活動 

 活動名稱 成果嘉年華  

 日期 111.07.26  

 場次  1  場 

 人數  53  人次 
2.全國教育週活動 

 活動名稱         

 日期         

 場次        場 

 人數        人次 
3. 配合地方政府辦理活動 

 活動名稱 淨灘活動海廢 diy   

 日期  110.09.28       

 場次  1  場 

 人數   78  人次 

 

※上表可自行增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