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8 年度評選各直轄市、縣（市）107 學年度推動海洋教育成果實施計畫 

一、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委辦「108 學年度協助地方發展海洋教育計

畫」。 

二、目的： 

（一）鼓勵各直轄市、縣（市）海洋教育資源中心統整相關資源，以及彙整各

校海洋教育實施情形。 

（二）促進直轄市、縣（市）持續更新與充實所屬海洋教育網頁內容，以提供

各校應用網路資源。 

（三）鼓勵直轄市、縣（市）呈現其海洋教育特色及成果，促進不同縣市間之

相互觀摩、交流、學習與應用。 

三、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承辦單位：國立臺灣海洋大學臺灣海洋教育中心。 

四、評選對象及評選範圍： 

  全國 22 縣市於 107 學年度推動海洋教育成果（含書面成果、成果展示及網

路帄臺）。 

五、評選期程： 

（一）網路帄臺及書面成果：評選時間為 108 年 9 月 23 日至 108 年 9 月 27 日。 

（二）成果展示（縣市推廣暨教學成果展示）：評選時間為 108 年 10 月 17 日

（108 年度全國海洋教育成果觀摩與教師研習會議活動）。 

六、評選項目及方式： 

（一）107 學年度縣市推動海洋教育書面執行成果 

1. 請各直轄市、縣（市）提供 107 學年度推動海洋教育計畫成果報告（格式如

附件一）。 



2.  107 學年度執行概況簡報：請各直轄市、縣(市)準備 3-5 分鐘 107 學年度執行

概況精采簡報，閉幕典禮中將邀請特優縣市(3 名)上台分享。 

3. 以上資料於 108 年 9 月 17 日前，以 PDF 檔（檔名：107 學年度海洋教育執行

成果報告 -縣市名稱）寄至信箱臺灣海洋教育中心陳克蕾助理信箱

（claire0609@email.ntou.edu.tw），以回覆電子郵件方式進行確認。 

（二）縣市推廣暨教學成果展示（108 年度全國海洋教育成果觀摩與教師研習會

議活動） 

1. 執行成果壁報展： 

請各直轄市、縣（市）製作 2 張 90cm(寬)*150cm(高)的壁報，簡要重點說明

107 學年度計畫要點、重要活動（對象、時間、地點、活動評量問卷等）及精

彩活動照片選輯。現場展示區塊（空間及桌面尺寸依活動主辦單位新竹市政府

公告為準）可供展示重要書面成果與其他縣市交流宣傳品，如成果實物、刊物

等。 

2. 課程實施及學習成果展示： 

縣市團隊中須含實施海洋教育課程之教師代表，現場請提供教學簡易過程紀錄

或學生學習綜合成果資料，如：教學影像紀錄或影片、學生學習素材或成果等。

（現場所需布置及電子設備如延長線、筆記型電腦配置等，請依活動主辦單位

新竹市政府規定配合辦理） 

3. 現場說明及交流： 

評審委員依「各直轄市、縣（市）107 學年度推動海洋教育成果評選標準」（附

件二），於全國海洋教育成果觀摩與教師研習會議期間進行評選。評審時，請

各直轄市、縣（市）代表在現場向評審說明 107 學年度推廣海洋教育成果，並

回答問題。 

（三）縣市海洋教育網路帄台 

1. 請各直轄市、縣（市）海洋教育資源中心於 107 學年度學期結束後更新網站，

完成該學年度推動海洋教育週之成果上傳（包括相關計畫書、代表性作品、活

動照片、影片…等），網址如有異動者請於 108 年 9 月 17 日前填覆「各直轄市、



縣（市）海洋教育資源中心網站網址異動/更新調查表」（附件三）寄至信箱臺

灣海洋教育中心陳克蕾助理信箱（claire0609@ email.ntou.edu.tw）。 

2. 評選期間：108 年 9 月 23 日起至 108 年 9 月 27 日止，共一週，並請各網站維

持網路暢通及穩定運作。 

3. 網站評選項目如附件四。 

八、獎項： 

（一）選出特優 3 名、優選 5 名。 

（二）特優及優選之直轄市、縣（市），依據「教育部國教署補助直轄市與縣（市）

政府推動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海洋教育作業要點」規定分別於次一學年度

調高補助基準額度。另由推動海洋教育資深委員依該學年度各縣市執行成

果之狀況，評估是否額外增加特殊獎項（無補助獎勵），以鼓勵縣市推動

人員付出之辛勞。 

（三）於 108 年度全國海洋教育成果觀摩與教師研習會議活動中公開表揚獲獎縣

市。並請評選結果特優縣市上台分享，特優縣市得由國教署提報至海洋教

育推手獎「地方政府獎」接受表揚。 

（四）評選結果報部由國教署頒發獎狀予獲獎縣市，並發函獲獎縣市政府教育局

（處）就得獎有功人員酌予敘獎。 

九、其他事項： 

（一） 相關問題請洽臺灣海洋教育中心聯絡窗口：陳克蕾小姐（02）2462-2192

分機 1245； Email: claire0609@ email.ntou.edu.tw。 

（二）承辦單位得經國教署同意後視需求增訂、修改、調整本實施計畫之細節。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07 學年度(縣市名稱)地方政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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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符合該項目成果者再填入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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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發展海洋特色課程（含非臨海學校融入

校內課程推動）。 

 

5 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之教師研習

開放行政人員參與。 

 

6 成立或擁有海洋教育課程共備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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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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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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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 ○○○○○○○○○○   ˇ     

1-2 ○○○○○○○○○○  ˇ      

1-3         

主軸二： 

○○○○○ 

2-1         

2-2        

附件一 



2-3         

二、本學年度執行項目 

參、執行成果與檢討 

一、執行成果彙整【請依各執行項目所列之具體產出指標進行成果彙整，可包括課程發展、

教學實踐、研發成果、活動內容與照片、意見回饋等】 

二、問題檢討與改善【過程檢討、問題發現、解決或改善策略等】 

肆、附件 



各直轄市、縣（市）107 學年度推動海洋教育成果評選標準 

項目 說明 
評量比例 

(權重) 

1. 書面執行成果資料 
縣市學年度計畫摘要及重

要執行成果報告 
20% 

2. 現場推廣暨教

學成果展示 

壁報展示、課程實

施及學習成果 

1. 現場壁報之學年度成果

重點及特色呈現 

2. 現場展示教學簡易過程

紀錄或學生學習綜合成

果資料 

30% 

現場說明及交流 
縣市代表於現場向評審說

明學年度推廣成果及交流 
20% 

3. 縣市海洋教育網路帄台 該學年度網站評選分數 30% 

 

  

附件二 



各直轄市、縣（市）海洋教育資源中心網站網址異動/更新調查表 

請各縣市海洋教育資源中心業務承辦人協助於 108 年 9 月 17 日前查填下表並

Email 至 claire0609@ntou.edu.tw 陳克蕾小姐信箱，以利評選活動之辦理。感謝

各位的協助！ 

※請更新網站各項資訊如活動成果、教材教案、專家人才資料庫等。 

縣市 海洋教育資源中心網站網址 
異動/更新後之網址 

（無異動者免填） 
備註 

基隆市 http://ocean.kl.edu.tw/main.htm(已失效)   

臺北市 http://cms2.kdps.tp.edu.tw/   

新北市 
https://w3.sdec.ntpc.edu.tw/files/11-1000-97.ph

p?Lang=zh-tw 
  

桃園市 http://www.yaes.tyc.edu.tw/ocean/TaoyuanSea/   

新竹市 http://163.19.106.86/web/sea/default.asp   

新竹縣 http://163.19.69.4/ocean/web/index.php   

苗栗縣 https://website.mlc.edu.tw/wzd004379   

臺中市 
http://140.128.212.24/(資料久遠請確認是否

為現今網站) 
  

彰化縣 
https://sites.google.com/a/hhjh.chc.edu.tw/cmer

c/(資料久遠請確認是否為現今網站) 
  

南投縣 
http://seaedu.twsport.org.tw/Module/Home/Ind

ex.php 
  

雲林縣 http://163.27.178.167/web/(已失效無法開啟)   

嘉義市 https://chiayicity-ocean-education.weebly.com/   

嘉義縣 http://ocean.cyc.edu.tw/   

臺南市 http://163.26.2.34/(已失效無法開啟)   

高雄市 http://ocean.kh.edu.tw/(已失效無法開啟)   

屏東縣 https://pt-marine.blogspot.com/   

宜蘭縣 http://blog.ilc.edu.tw/blog/blog/6372   

花蓮縣 http://teacher.hlc.edu.tw/?id=156   

臺東縣 http://etea.boe.ttct.edu.tw/seaweb/bin/   

澎湖縣 http://www.ocean.phc.edu.tw/   

金門縣 http://ocean.km.edu.tw/wordpress/   

連江縣 http://www.sea.matsu.edu.tw/   

附件三 



 

 

各直轄市、縣（市）海洋教育網路帄臺評選項目 

項目 標準項目 說明 
評量比例 

(權重) 

基本項目 

（介面維運項目） 

（40%） 

版面親和度與 

內容完整性 

1.網站版面的分類簡

單、適切，易於親近、

使用。 

2.提供的表格、文章、數

據等資料皆無殘缺與

瑕疵。 

20% 

資訊即時性與 

資料正確性 

1.網站公告之內容、資料

及訊息能正確無誤。 

2.網站內容都能定期更

新。 

20% 

學年度發展成果 

（60%） 

執行成果豐富度 
執行成果豐富多元且令

人驚豔。 
15% 

107 學年度海洋教

育週活動成果 

當學年執行之海洋教育

週成果專區呈列。 
15% 

學習內容趣味性 
網站內容有趣，可充分

引發學習動機。 
15% 

縣市特色創意度 

將所在縣市海洋特色元

素融入網站內容或網頁

設計。 

15% 

 

附件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