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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計畫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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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學年度籌組戶外與海洋教育推動小組，並定期召開會議。 

(二) 發展『太平洋左岸~出海去』、『曼波海灣~漁視界』、『森川里海~

好生活』等海洋教育路線。 

(三) 辦理初階/綠階等海洋教育研習活動。 

(四) 建立海洋教育資源分享與服務之機制。 

(五) 配合中央及地方政府辦理相關活動。 

 

二、 實施過程（質化說明） 

(一) 結合教育行政人員及輔導團等資源，將戶外海洋教育融入不同學習領

域之中，讓各校將戶外海洋教育能融合各領域課程，讓學生能有多元

化學習，達到戶外海洋教育資源整合與花蓮縣在地文化的海洋教育。 

(二) 發展海洋教育路線，推廣花蓮縣中小學及縣民使用，配合各校校訂課

程、校本主題、特色發展等主軸，拓展課程之關聯性。 

(三) 藉由辦理綠階/初階課程等海洋相關教師研習，除建構海洋教育之理念

與論述，增進教師專業知能外，更拓展海洋教育學習場域，延伸學校

教育效益，以規劃符合學生學習需求之海洋教育活動。 

(四) 整合原有戶外教育網站與海洋教育資源中心網頁，定期更新與維護，

提供親師生戶外與海洋教育最好的線上學習資源與媒材，並成立花蓮

縣戶外與海洋教育 FＢ粉絲專頁，提升戶外教育與海洋教學推廣成

效。 

(五) 辦理 110 學年花蓮縣海廢創作比賽、海洋繪本縣內徵選活動，提升花

蓮縣國中小師生關於海洋永續的基礎素養，響應保護海洋的概念，藉

以瞭解、親近在地海洋，以激發「親海、知海、愛海」的行動力。 

 

三、 計畫成效自我評估與檢討 

(一) 花蓮縣戶外教育及海洋教育原本在規模與規劃上是相差極大的兩個組

織，透過推動小組每個月定期召開會議的磨合下，正逐步摸索出整合

的方向，相信未來能分工合作，共同推動花蓮縣戶外及海洋教育。 

(二) 由於受到 110 上半年疫情影響，許多活動都延至 110 下半年辦理，各

項活動容易受到擠壓，造成推廣的人數成效有限，盼未來能結合縣市

政府的大型活動，以達到較大規模的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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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加以 111 年 4~6 月國內疫情嚴竣，原定要進行的研習、課程、活動一

延再延，影響執行率甚劇，只能將經費繳回。 

 

四、 附件（詳細活動成果、活動照片、回饋單等）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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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置戶外與海洋教育諮詢輔導團隊，

入校輔導  10     校。 

 

1. 定期辦理戶外教育與海洋教育諮詢會

議，提供計畫辦理學校建議方針，協

助其順利執行計畫。 

2. 成立戶外教育與海洋教育 Line群組，

以利各校執行上的討論與諮詢。 

3. 透過入校輔導，協助學校研發戶外教

育與海洋教育課程，達成推廣辦理之

目的。 

 

 

 

 

 

 

 

 

 

 

 

 

 

定期辦理戶外教育與海洋教育諮詢會議 透過入校輔導協助學校辦理戶外與海洋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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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展課程      組（內含教案、

教材、教具等） 

2. 辦理體驗學習課程活動 
總場次         場 

總人次         人次 

國中學生        人次 

國中參與校數        校 

國小學生        人次 

國小參與校數        校 

 

 

(二 )發展

學習路線

（海洋教

育路線） 

1. 研發地方政府戶外教育學習路線 

路線名稱：太平洋左岸~出海去、

曼波海灣~漁視界、森川里海~好

生活 

發展課程 8 組（內含教案、教

材、教具等） 

1. 資訊彙整 

(1)透過官方網站及搜尋網絡蒐集相

關文獻、資料。 

(2)進行辦理路線體驗，讓各校教師了

解該場域之課程發展面向。 

(3)彙整相關資料以備課程研發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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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項目 量化成效 質性成效 

2. 辦理體驗學習課程活動 
總場次  9 場 

總人次         人次 

國中學生 30 人次 

國中參與校數 1 校 

國小學生 218 人次 

國小參與校數 7 校 

 

材編製之用。 

2. 連結課程 

(1)檢視各領域教材與學習點之關聯

性，以相關單元為基礎進行延伸學

習之規劃。 

(2)依據 12年國教課程領綱學習內容

與學習表現指標，規劃素養導向之

課程。 

(3)配合各校校訂課程、校本主題、特

色發展等主軸，拓展課程之關聯

性。 

3. 課程推廣 

(1)運用戶外教育與海洋教育中心資

源網，分享學習路線相關課程資

訊。 

(2)藉由戶外教育與海洋教育申請說

明會，進行學習路線課程分享。 

(3)利用環境教育、童軍教育、海洋活

動等活動場域，實施課程推廣。 

 

 

 

 

 

 

 

 

 

 

 

 

 

辦理路線體驗讓教師了解該場域之課程發展 利用環境教育、童軍教育等活動推廣課程 

(三)提升

教學專業 

（戶外教

育） 

 

1. 研發增能課程      組。 

2. 辦理研習 

 場次        場 

 人數        人次 

 參與校數        校 

3.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群 

人次        人次 

參與校數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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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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組。 

2. 辦理研習 

 場次 2 場 

 人數 60 人次 

 參與校數 11 校 

3.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1 群 

人次 19 人次 

參與校數 5 校 

 

1. 藉由辦理綠階/初階海洋教育者培訓

課程研習，建構海洋教育之理念與論

述，增進教師專業知能，強化海洋教

育之實踐系統。 

2. 拓展海洋教育學習場域，延伸學校教

育效益，規劃符合學生學習需求之海

洋教育活動，使學生有效學習並普遍

受益。 

3. 受疫情影響，原定 4月底安排一場研

習課程，關於縣內外相關海洋產業及

文化特色，然而因疫情加劇無法辦

理，實為可惜。 

 

 

 

 

 

 

 

 

 

 

 

 

 

辦理綠階初階海洋教育者培訓課程 拓展海洋教育學習場域，延伸海洋教育效益 

(四)建構

資源網絡 

1. 戶外教育網路平臺（含人才庫）

網址：                 

 最後更新日期         

2. 海洋教育網路平臺（含人才庫）

網址：https://hoe.hlc.edu.tw/   

最後更新日期         

 

1. 開發及充實戶外教育與海洋教育資源

網之數位內容、展示媒體。 

2. 召開共識會議，進行戶外教育與海洋

教育網路平臺整合。 

3. 成立花蓮縣戶外與海洋教育 FＢ粉絲

專頁，提升戶外教育與海洋教學推廣

成效。 

1. 跨縣（市）資源交流/策略聯盟 

 合作單位         

 合作項目         

2. 跨校資源交流/策略聯盟 

 合作單位         

 合作項目         

3. 跨機構資源交流/策略聯盟 

 合作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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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項目 量化成效 質性成效 

 合作項目         

 

 

 

 

 

 

 

 

 

 

 

 

 

進行戶外教育與海洋教育網路平臺整合 成立花蓮縣戶外與海洋教育 FＢ粉絲專頁 

(五 )呈現

推動亮點

（戶外教

育） 

 

1.年度主題活動 

 活動名稱         

 日期         

 場次        場 

 人數        人次 
2.全國教育週活動 

 活動名稱         

 日期         

 場次        場 

 人數        人次 

 

 

(五 )呈現

推動亮點

（海洋教

育） 

 

1.年度主題活動 

 活動名稱 撿塑.減塑-海廢創作

比賽 

 日期 111.4.29  

 場次 1 場 

 人數 70 人次 
2.全國教育週活動 

 活動名稱 海洋繪本縣內初選  

 日期 110.6.30  

 場次 1 場 

 人數 49 人次 

 

1. 定期進行資料蒐集並彙整與檢討計畫

執行成果，並針對各個子計畫工作項

目執行進度進行管考工作。 

2. 辦理 110學年花蓮縣海廢創作比賽，

提升花蓮縣國中小師生關於海洋永續

的基礎素養，利用海廢創作來響應保

護海洋的概念，藉以瞭解、親近在地

海洋，以激發「親海、知海、愛海」

的行動力。 

3. 辦理全國海洋繪本縣內徵選活動，教

師帶領參賽者實際從事海洋文化相關

體驗活動，啟發學生表達自身對海洋

的觀察力、想像力及創造力。 

4. 受疫情影響，原定 7月全國海洋教育

成果觀摩活動延至 10月辦理，原編列

之相關經費無法結核，只能繳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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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表可自行增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