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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計畫三：推動海洋教育課程  

成果報告 
 
 

一、 申請計畫內容簡述（與申請計畫應相符） 

 ▓ 3-1. 研發海洋教育教材 

   ▓3-1.1 召開定期會議暨參加全國海洋教育與教學研討會(定期會議已全數召開完畢，全國

海洋教育與教學研討會延後辦理。) 

   ▓3-1.2 海洋繪本工作坊(已辦理完畢) 

   ▓3-1.3 海洋科普繪本創作徵選(已辦理完畢) 

   ▓3-1.4 海洋教育教案教材競賽(已辦理完畢) 

   ▓3-1.5 縣本教材影片試教競賽(已辦理完畢) 

 ▓ 3-2. 提升教師海洋教育素養 

   ▓3-2.1 專家學者輔導專題講座(已辦理完畢) 

   ▓3-2.2 海洋教育融入課程規畫增能研習(已辦理完畢) 

   ▓3-2.3 綠階/初階海洋教育者培訓課程計畫(疫情嚴峻，無法辦理完畢) 

   ▓3-2.4 海洋教育者共備社群(已辦理完畢) 

 ▓ 3-3. 辦理學生海洋體驗課程活動。 

 ▓3-3.1 魚市場參訪及海洋環境探索(已辦理完畢) 

 ▓3-3.2 學生海洋體驗課程活動(疫情嚴峻，無法辦理完畢) 

 ▓3-3.3 海洋嘉年華—學生體驗暨社區推廣活動(疫情嚴峻，無法辦理完畢) 

 

二、 實施過程（質化說明） 

     計畫執行前均邀請戶外及海洋教育中心及 3 所海洋教育夥伴學校之代表參與工作會議，

待確認計畫內容並分工協調完畢後，請教育處提供行政支援，落實推動各項子計畫，並依循

下列原則辦理： 

 (一)持續性原則：因應海洋教育重大議題融入各學習領域之規劃，使各領域教師具備海洋教

育知能。  

 (二)專業化原則：強調專業導向，透過海洋科學、海洋生態保育、及海事發展，增進教師海

洋教育專業知能，提升教師參與課程內容規劃之品質與專業，及重視海事人才培育。 

 (三)對話機制原則：著重專業對話之進行，以促進知識分享與轉化效益。 

 (四)理念實務並重：兼顧精神內涵之瞭解，實務學習，提升教師自我省思及尋找解決問題策

略之能力。 

 (五)整體規劃原則：強調運作歷程之整體與延續性，積極融入新課綱課程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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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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海洋教育在十二年國教中強調融入各領域教學，但在各校校訂課程計畫中，還是缺乏

這方面的討論與具體作法，使教師有心、推動無方，造成成效不一；且因為海洋教育

為議題性課程，每每辦理教師增能硏習或相關課程融入研習時，大部份學校無法配合

指派相關領域教師參加，以致在各校種子教師推動上面陷人無人可用的冏境！ 

    2、每年辦理之海洋教育議題的教師增能研習、學生海洋文藝活動、教師與學生之海洋體

驗活動，所參與活動的教師及學生，均抱以高度的肯定，但惜未能有效永續推動及提

昇應用能力，使學生對海洋教育的範疇仍屬探索階段。 

    3、疫情嚴峻，導致諸多教師研習活動及學生體驗活動無法辦理。 

 (二)總體自我評估與檢討（說明整體效益評估與檢討） 

    1、透過會議討論、專家諮詢與分享，提升專業素養，促進海洋教育永續發展。 

    2、精進海洋教育推動策略，透過觀摩及經驗分享，增進教育人員海洋教育知能，以  優

化學生學習品質。 

    3、藉由藝術家巡迴研習課程之實作分享，培訓藝術種子教師，提高教師創新專業知能，

俾能增進教學品質之提升。 

    4、鼓勵教師以苗栗在地特色及海洋議題為故事背景，發揮創意描繪出具有海洋教育內涵

的故事繪本，並擇優獎勵及推廣，以增進孩童認識家園環境。 
    5、促進現場教師務實地從現有課程中，發掘在地海洋教學的元素，持續從事海洋教育之

研發、教學與服務。 

    6、落實苗栗縣縣本課程在教學場域的實踐。 

    7、透過海洋教育重點發展學校經驗分享，結合課綱理念、目標、能力指標融入學習領域

的引導及觀摩，強化學校海洋教育在地化整體規劃能力。 

    8、引發更多教師增能共學，共同探究與分享交流辦學實務彙成集體智慧 

    9、藉由海洋休閒體驗為核心同時佐以海洋相關知識的融入，使學生充份瞭解水域運動安

全知識及親近海洋。 

   10、藉由對於不同季節魚獲的觀察與增進對觀光魚市場這個場域的熟悉，培養在地認同的

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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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附件（詳細活動成果、活動照片、回饋單等） 

海洋繪本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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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學者輔導專題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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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教育融入課程規畫增能研習-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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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教育融入課程規畫增能研習-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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魚市場參訪及海洋環境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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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中區開放水域運動教育中心「海上搖滾之旅-海洋衝浪運動」體驗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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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苗栗慢魚海岸成果系列活動 

  

  

  



11 
 

辦理紫斑蝶生態營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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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小小紫斑蝶觀察家活動 

  

  

  

 



13 
 

推動海洋教育課程成果彙整表 

3-1 研發海洋教育教材(下表可自行增列) 

教材名稱 教材簡介 教材性質(可多選) 

海洋科普繪本—

淨塑「水」世界 

 

◇創作理念 

  --------希望傳遞一份愛地

球、愛海洋的訊息給小讀者們。 

    故事中的海洋渡假村是個虛

構的地點，但是這裡發生的污染

現象卻早已在整個地球蔓延。繪

本製作群希望以最貼近兒童心靈

的圖畫，再輔以簡單的文字，讓小

讀者了解到原來塑膠垃圾，已經

多到危及海洋，甚至生活在其中

的生物逃都逃不掉，生命嚴重受

到威脅。同時，也希望小讀者清楚

的覺察到這些塑膠垃圾，都是我

們人類製造的。最後，製作群衷心

期盼小讀者良善的心靈能受到繪

本內容的啟發，真摯地想要保護

它們，因而願意選擇過綠色生活。 

 

◇教學應用 

--------傳遞希望工程─環境

永續經營─的觀念給下一代： 

1.先激發兒童們關愛生命、友善

環境的情懷。 

2.進一步引導他們去體會，原來

保護環境、拯救海洋，可以從自己

開始。 

3.再請兒童們思考要如何採取綠

色行動，減少使用塑膠製品。 

4.最終目標是希望愛地球、愛海

洋的觀念往下紮根，地球子民能

從小培養天人合一，與大自然和

諧共存的開闊胸襟，讓這份關懷

天地萬物的心代代傳承下去， 期

盼地球---青山常綠、海洋---綠

水長流。      

☐教學策略▓書面教材☐影視媒材☐其他＿

＿＿＿＿＿ 

▓國小低年級▓國小中年級▓國小高年級☐
國中階段 

▓縣本教材☐校本教材☐跨縣市 

▓地方特色課程☐非臨海學校融入校內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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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教育教案 1. 穿越古今-詩海奇緣(特優) 

2. Swim in the Colorful Ocean(特

優) 

3. 無塑海洋，永續發展(優等) 

4. 鮟鱇魚彩色影子戲偶創作(優

等) 

5. 【聽！海洋的故事】(優等) 

6. 從老鷹不飛---談垃圾減量(甲

等) 

7. 神奇海龜平安歸(甲等) 

8. 我們不一樣(甲等) 

☐教學策略▓書面教材☐影視媒材☐其他＿

＿＿＿＿＿ 

▓國小低年級▓國小中年級▓國小高年級☐
國中階段 

▓縣本教材▓校本教材☐跨縣市 

▓地方特色課程▓非臨海學校融入校內課程 

縣本教材影片 1. 搶救海洋大作戰–減塑活動

(特優) 

2. 穿越古今–詩海奇緣(特優) 

3. 一顆海龜蛋的神奇之旅(優等) 

4. 我們不一樣(優等) 

5. 海洋塑塑叫(甲等) 

6. 塑膠島(甲等) 

☐教學策略☐書面教材▓影視媒材☐其他＿

＿＿＿＿＿ 

▓國小低年級▓國小中年級▓國小高年級☐
國中階段 

▓縣本教材▓校本教材☐跨縣市 

▓地方特色課程▓非臨海學校融入校內課程 

 

活動名稱 活動類型 活動日期 場次/梯次 人數 

定期會議 
▓工作坊/會議 

☐教材推廣課程/活動 

110.08.13 
110.10.08 
111.02.25 
111.06.24 

4 40 

戶外與海洋教育中心圖

書、媒體資料借閱服務 

☐工作坊/會議 

▓教材推廣課程/活動 

110.09.01 
~111.07.01 5 20 

 

3-2. 提升教師海洋教育素養(下表可自行增列) 

活動名稱 活動類型 活動日期 場次/梯次 人數 

專家學者輔導專題講

座 

▓海洋教育增能研習/工作

坊/相關活動 

☐培養海洋教育種子教師 

☐海洋教育課程共備社群 

111.06.01 1 48 

海洋教育融入課程規

畫增能研習 

▓海洋教育增能研習/工作

坊/相關活動 

☐培養海洋教育種子教師 

☐海洋教育課程共備社群 

110.12.22 
111.02.09 
111.05.04 

3 109 

海洋教育者共備社群 

☐海洋教育增能研習/工作

坊/相關活動 

☐培養海洋教育種子教師 

▓海洋教育課程共備社群 

110.8.1~111.6.20 3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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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學生海洋體驗課程活動(下表可自行增列) 

活動名稱 活動類型(可多選) 活動日期 場次/梯次 人數 

海上搖滾之旅-海洋衝浪運動 

▓縣市層級▓校本層級 

▓國小☐國中☐家長/社

區民眾 

☐開放外縣市報名 

▓水域休閒運動 

☐產業技術 

▓環境探索 

☐食魚教育 

▓海洋保育 

☐藝術文化 

☐職業試探  

▓淨灘活動  

☐場館參訪 

☐校際交流 

☐其他＿＿＿＿＿＿ 

111.09.08 2 60 

魚市場參訪及海洋環境探索 

▓縣市層級☐校本層級 

▓國小☐國中☐家長/社

區民眾 

☐開放外縣市報名 

☐水域休閒運動 

☐產業技術 

▓環境探索 

▓食魚教育 

▓海洋保育 

☐藝術文化 

☐職業試探  

☐淨灘活動  

☐場館參訪 

▓校際交流 

☐其他＿＿＿＿＿＿ 

111.03.15 
111.07.01 

2 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