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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海洋教育政策指標成果摘要 

 政策指標 成果簡述（件數、執行日期、參與人次、

教案教材名稱等具體描述） 

1 海洋教育資源中心網站定期更新專家人

才資料庫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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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研發國小、國中跨學科／領域主題式教

案。 

本學年度計編寫主題式教案11件。 

4 發展海洋特色課程（含非臨海學校融入

校內課程推動）。 

本縣已有三分之一學校加入海洋環境教育

課程與教學伙伴學校，共同努力發展海洋

教育特色課程，其餘學校亦每週至少一至

二節課以縣本海洋保育教材上作為課程教

學。 

5 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之教師研習

開放行政人員參與。 

1. 107年10月22日辦理海洋環境教育特色學

校聯盟成果分享發表會，29人參加。 

2. 107年11月3日辦理縣本海洋保育教材教師

增能研習，22人參加。 

3. 108年5月17-18日辦理海洋教育教師增能

研習，21人參加。 

4. 108年7月4日辦理澎湖本土文化海洋教育

素養提升暨教學增能研習，19人參加。 

5. 107年7月5日辦理海洋教育教師工作坊研

習，18人參加。 

6 成立或擁有海洋教育課程共備社群。 海洋教育課程與教學暨教材研發共備社

群，每月召開一次會議，社群人數2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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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團隊每月一會，透過討論，凝聚了以海

洋親海體驗與愛海行動為主軸的推動方

向，並研擬落實培養海洋素養的有效策

略，以推動海洋教育。 

8 鼓勵學校運用海洋職涯發展相關教材及

媒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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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本縣各級學校發起辦理世界海洋日聯合浄

灘活動，總計師生約1600人參加。 

2. 辦理世界海洋日 SUP 競速賽及水域趣味體

驗等親海活動，總計約145人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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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海洋產業資源與建

立戶外教育機制 
ˇ       

1-2 充實海洋教育人力資源 ˇ       

1-3定期辦理「海洋教育專

家輔導小組會議」 
ˇ       

主軸二：推廣海洋教

育縣本教材 

2-1海洋教育縣本教材彙編 
 ˇ      

2-2海洋教育縣本教材推廣

與實施 
 ˇ      

主軸三：協助各學校

推動親海體驗課程 

3-1 建立親海體驗基地，協

助本縣各校推動親海課程 
 ˇ  

 
   

3-2 培訓教師具備親海課程

教學知能 
 ˇ      

主軸四：推動海洋教

育者專業社群發展 

4-1開設海洋教育者培訓課

程 
 ˇ      

4-2組織各校海洋教育者專

業社群，推動教師交流 
 ˇ      

主軸五：研發海洋素

養教學模式 

5-1徵集海洋素養導向之海

洋教育教案設計 
 ˇ ˇ     

5-2 徵集海洋素養導向之教

學案例 
 ˇ ˇ     

主軸六：建置海洋教

育網路資源分享平臺 

6-1 持續更新充實海洋教育

資源中心網站 
ˇ       

6-2  E 化教學資源 ˇ       

二、本學年度執行項目 

1. 第一類：維運海洋教育資源中心計畫 

具體執行項目： 

（1） 持續健全海洋教育推動小組之運作機制，檢討及精進海洋教育推動策略。 

（2） 推動海洋教育年度主題及全國海洋教育週之相關活動。 

（3） 參與全國海洋教育成果展示交流研習活動。 

（4） 不定期充實海洋教育網路平臺，並強化師生使用網路平臺資源。 

（5） 設備維護及更新。 

2. 第二類：精緻海洋教育課程與教學計畫 

具體執行項目： 

（1） 盤點及建置地方海洋教育資源網絡，並落實提供各校運用於發展課程及

教學。 



（2） 研發及推廣具地方特色之海洋教育教材。 

（3） 鼓勵培養海洋教育教師，不定期增能；並組成海洋教育推動與輔導團隊，

研發海洋素養教學策略，賦予推動海洋教育之任務。 

（4） 組成海洋教育課程與教學共備社群，強化課程與教學之創新及實踐，並

每年至少出版一冊海洋教育教材供教師教學參考。  

（5） 辦理海洋教育增能研習，內容包括海洋法政、海洋戰略等議題，並鼓勵

行政人員參與。 

貳、執行成果與檢討 

一、執行成果彙整 

編號 
活動名

稱 
活動內容概述 活動對象 人次 主要成果敘述 

1.  

每月一

會的海

洋教育

推動與

輔導小

組會議 

本中心邀集本縣國中小

校長主任教師及在地海

洋教育專家，每個月召

開一次會議，討論本縣

海洋教育推動及輔導問

題，在集思廣益的討論

中，凝聚推動共識，並

探討海洋教育輔導問

題，俾使海洋教育推動

更有成效。 

海洋教育

專家、本

縣國中小

校長主任

教師 

20 

在會議討論中，本小組凝

聚了以海洋親海體驗與愛

海行動為主軸的推動方

向，並規劃出版在地特色

的海洋教育教材，提供各

校教師教學參考。並以此

教材為本，辦理每年一次

為期三天的全縣學生海洋

教育夏令營活動。 

2.  

「海洋

素養導

向」海

洋教育

教案設

計徵選

活動 

為提升教師海洋教育教

學專業素養，並符應教

育部108課綱強調素養導

向教育政策，鼓勵教師

編寫「素養導向海洋教

育教案設計」，辦理本徵

選活動，計畫辦理徵件

之後，累積一定數量集

結成冊，以電子書方式

置於本中心網站，作為

海洋教育分享資源，提

供教師教學參考，減輕

教師教學負擔，以激發

更多教師投入海洋教育

工作。 

本縣國中

小及幼兒

園教師 

25 

透過教師編寫教案，在編

寫過程中，設計者本身為

了教學設計之需要，要閱

讀海洋教育相關文本，以

提升其海洋教育素養。 

教案產生後，更可提供他

校教師教學之應用，減輕

其他教師從事海洋教育工

作教學之負擔，使海洋教

育工作事半功倍。 

3.  

海龜繪

本作家

到校說

海龜 

戴碩毅老師對於海龜有

一份特殊的著迷，他花

了四年的心血，繪製出

版了「海龜之生」繪

本，他想藉由一幅幅可

愛又生動的海龜與海洋

本縣各國

小學生 
750 

從小朋友聚精會神的聽戴

老師講他花了四年的時

間，創作這本海龜之生繪

本的過程，小朋友感到非

常的佩服。在戴老師藉由

繪本說海龜與海洋的有趣



生態環境圖畫，跟小朋

友們描述一個有趣又吸

引人，以海龜為主角的

海洋故事。本中心特別

安排他到全縣各國小去

跟小朋友說親自說說海

龜與海洋的故事。 

故事時，小朋友專注的神

情，看出他們小小心靈的

嚮往和感動，相信戴老師

藉由繪本傳達給小朋友愛

護海洋環境和生態的訊

息，孩子是清楚的感受到

的。 

4.  

全縣國

民中小

學海洋

知識 PK

賽 

以本縣海洋教育資源中

心網站之電子書為學習

資源，邀請全縣國中小

學生上網自學。初賽以

筆試方式進行，決賽以

搶答方式分勝負，排定

名次後予以獎勵。 

全縣國中

小學生 
120 

藉由辦理競賽方式，請各

校鼓勵學生上網聯結本縣

海洋教育資源中心網站自

學海洋知識，以激發學生

自我學習動機，厚積海洋

知識，培養愛海情懷，以

提升海洋素養。 

5.  

出版八

罩島的

人文與

自然對

話海洋

教育教

材 

八罩島現稱望安島，島

上有著大自然與人類所

遺留的歷史風味， 一千

七百萬年前噴發的玄武

岩地質與侏羅紀末期生

長至今的綠蠵龜，落腳

超過300年的國家級重要

聚落花宅，都值得去探

索與瞭解。希望能藉由

本教材讓教師帶領小朋

友認識望安島的人文與

自然文化，並提升在地

海洋文化情感。 

全縣師生 
全縣

師生 

本教材用於教師實施海洋

教育教學之參考，以望安

綠蠵龜生態環境保護為切

入點，讓學生能理解海洋

生態保育的重要性。也由

花宅聚落的描述，讓學生

能瞭解先人生活的樣貌，

藉以提升學生之人文素

養。 

6.  

辦理全

縣 SUP

競速賽 

分社會組、國中組及國

小組及區分性別分組競

賽，參與者在競賽的激

烈情緒之外，也充分感

受親近海洋的愉快心

情。 

全縣民眾 145 

SUP 是易學又好玩的水上

載具，不管男女老少在接

觸之後，都覺得非常好

玩。當天參加者在充滿陽

光沙灘和湛藍清澈的海水

中，情緒高昂的競技，也

愉快的度過一天的親海生

活，從參與者的言談神情

觀之，他們會很難忘親海

競技的感受。 

7.  

縣本海

洋保育

教材教

師增能

研習 

本縣三年前出版縣本海

洋保育教材，提供全縣

國小作為推動海洋教育

之用，並規定每週一節

課實施教學。為使各校

教師均能深刻瞭解教材

內涵及實施方式，故全

全縣國小

教師 
25 

教師參與本研習後，普遍

認為本研習課程讓他們對

海洋環境有更多的理解，

對海洋教育教學有幫助，

也願意繼續充實海洋相關

知道，讓自己的教學更專

業化。 



縣分區辦理本教材教師

增能研習，以提升學校

教師海洋教育教學專業

能力。 

8.  

海洋教

育教師

增能研

習活動 

透過講座與實地踏查活

動，讓參與教師瞭解海

洋生態環境的現況；並

安排親海教學體驗，激

發教師與海洋互動的熱

情，藉以提昇其海洋素

養，並有意願從事海洋

教育工作。 

全縣教師 21 

參與研習教師，對本縣海

洋海洋生態，有更深刻的

理解和體驗，並願意嘗試

將所理解之海洋概念，適

切融入到課程中。 

9.  

海洋教

育教師

工作坊

研習 

本研習安排講座讓教師

瞭解澎湖內海環境活化

的問題，探討海洋生物

棲地復育與應用，也安

排實地踏查體驗方式，

帶領教師夜間探索潮間

帶生物，讓參與教師瞭

解及感受夜晚的海洋生

態環境與日間之差異。 

全縣教師 18 

誰殺了澎湖灣？2013年商

業周刊以這標題報導澎湖

內灣海洋水質的惡化情

形，用像「一個堵塞沖不

掉的馬桶水」。參與教師

經由講師的圖片說明，深

刻瞭解海洋環境保護與海

洋生物棲地復育的重要

性。並藉由夜間課程的安

排，引領教師夜間探索潮

間帶，大部分教師均是第

一次夜間來到潮間帶探

索，興奮之情不下於小朋

友，參與者的感受是非常

深刻的。 

10.  

澎湖本

土文化

海洋教

育素養

提升暨

教學增

能研習 

本研習課程以澎湖特有

的硓古石文化為主題，

安排講師介紹本地特殊

的硓古石建築景觀文

化，使參與教師瞭解先

民在生活上與海洋之依

存關係。另外也帶領教

師實際體驗以硓古石為

材料，在潮間帶堆疊而

成「鱠仔厝」，再以小圍

網捕捉棲息其間的石斑

魚的傳統漁法，讓老師

體驗先民的智慧。 

全縣教師 19 

硓古石是珊瑚成礁的遺

骸，先民在澎湖這塊資源

不豐的土地就地取材，利

用硓古石來建造房屋及擋

風牆，改善生活。也利用

硓古石堆疊成魚厝捕魚，

充分發揮智慧改善經濟。

在講師的講解及引領下，

參與教師充分瞭解及感受

人與海洋之間的依存關

係，也深刻理解海洋與生

活的密切關係。 

11.  

辦理

107學

年度海

洋教育

以綠蠵龜生態為切入主

題，邀請全縣國小學生

參與海洋生態環境課程

學習，並帶領學生至望

全縣國小

學生 
40 

參加學生對於本海洋教育

夏令營在參與過程中表現

積極參與學習的態度，於

學習成果分享會都能對綠



夏令營 安鄉綠蠵龜產卵地，實

地踏查產卵地之環境變

遷，讓學生深刻理解環

境對綠蠵龜保育的重要

性。 

蠵龜生態說出心中的理

解，也表達願意關心海洋

環境的態度，家長對於教

學課程的設計也非常滿

意，給予高度的肯定。 

12.  

辦理

108年

海洋教

育週全

縣國中

小聯合

浄灘活

動 

以還給海洋一個美麗環

境為行動出發點，聯合

全縣各國中小響應本浄

灘活動。本縣大批海漂

垃圾充斥海岸，破壞美

麗海岸景觀，我們教育

學生以行動展現愛海的

決心，並激發他們的行

動力，為美麗的海岸景

觀盡一份心力。 

全縣國中

小師生 

約
1450

人 

浄灘的主要目的是還給大

自然一片浄土，也是人與

自然和諧共存的治標手

段，但浄灘之後沒多久，

發現海飄垃圾又堆滿海

岸，參與浄灘的師生在不

久之後重回浄灘之地，都

會如此的反思：如何能治

本的解決海飄垃圾的問

題？大家不約而同的想到

一個答案，若無人棄置，

就不會有充斥於海岸的垃

圾，這必須要從提高每位

民眾的公民素養做起。 

 

二、問題檢討與改善計畫 

1. 擴大海洋教育參與層面問題： 

歷年來本縣在推動海洋教育方面，組成海洋環境教育課程與教學伙伴學校，並

逐年拓展參與校數，希望透過伙伴學校的連線全面推廣並落實海洋教育成為本

縣國民中小學的基本教育工作，以塑造本縣多面向的海洋教育。但參與推動的

校數仍嫌不足，本中心透過與縣府主管機關的溝通，利用研習及會議場合，不

斷鼓勵各校，希望能擴大參與，目前漸有起色，但仍待繼續努力。 

2. 教師應用海洋教育教材問題： 

本中心擁有多項海洋文化材料，透過這幾年來的努力，將其轉化成國中小適合

學習的學習材料，並積極編寫，陸續編寫「大航海時代的風櫃尾」、「以海為田-

吉貝嶼的石滬與海岸地景變遷教學」及「啟航-澎湖的海洋戶外體驗教育」、「八

罩島的人文與自然對話海洋教育教材」，並出版「海洋教育季刊」，作為各校推

動海洋教育教學參考教材，減輕教師準備教材之負擔，但應用層面仍有不足，

本中心計畫辦理海洋教育教材研習，鼓勵教師參與教材應用學習，希望藉此增

進教師使用教材於教學之意願。 

3. 培訓教師成為海洋教育者： 

本縣各校的海洋教育師資仍不足，亦不夠專業，在推動與落實海洋教育仍有困

難，欲改善此問題，計畫依據臺灣海洋教育中心規劃之海洋教育者培訓計畫辦

理綠階海洋教育者培訓研習，鼓勵教師參與培訓，並通過認證，成為海洋教育

者，提升其專業性及榮譽感，使教師成為海洋教育的重要推手。 



4. 海洋知識概念的建立到具體行動： 

這幾年來透過海洋教育資源中心網站的充實教學參考教材電子書的建置，提供

教師從事海洋教育工作重要參考資料，使教師教學更加有著力點。也因年年辦

理海洋知識 PK賽，推動網路 E學院的學習，使海洋相關的知識概念漸漸紮根，

並將知識轉成具體行動，藉由師生共同設計海洋公民行動課程，帶領學童走近

人群、實際宣傳保護海洋的想法，引起大眾的共鳴。然我們仍發現願意上網站

取用資源的師生人數仍不多，普遍性亦不足，更待努力推廣與深化。 

5. 多樣性的親海課程體驗： 

本縣各校已陸續推動多種親海課程，如游泳、輕艇、獨木舟、SUP、浮潛、石滬、

潮間帶探索課程、抱礅等，並藉由努力的落實與深化，參與學生在海洋素養上，

確有明顯之提升，頗有成效，甚至有學校更獲得教學卓越獎之肯定。但參與的

校數及師生人數，仍須有更佳的策略來有效提升親海人數，這是本中心爾後亟

待努力之目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