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含行政院離島建設基金補助） 

109 學年補助連江縣政府推動海洋教育計畫申請書 
 

壹、計畫依據 

一、教育部頒布《海洋教育政策白皮書》。 

二、教育部公告「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 

三、106 年 4 月 24 日臺教國署國字第 1060040173B 號函公告「教育部國民及學前署補助直

轄市與縣（市）政府推動國民中學及小海洋教育作業要點」。 

貳、計畫目標 

一、完善海洋教育組織，充實海洋教育資源中心設備與資源。 

二、培育本縣海洋教育種子，精進教師海洋教育素養與教學能力。 

三、推動海洋教育遊學與體驗交流活動，增進本縣師生海洋教育素養。 

四、落實並推廣海洋教育，促進本縣海洋休閒與海洋產業發展。 

五、整合在地海洋教育資源成果，建置維護海洋教育支援網絡及資源共享帄台。 

參、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敎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主辦單位：連江縣政府教育處。 

三、承辦單位：連江縣立中山國民中學。 

肆、簡述前一學年(108)具體執行成果 

一、派員參加全國海洋教育成果交流研討會，共享各縣市優秀海洋教育的成果和經驗，並

選獲得評審團獎，足見近年推動海洋教育受到評審團的肯定與鼓勵。 

二、辦理國教輔導團海洋議題團-海洋教育議題教師研習活動 2場次，透過教師專業對話，

增進教師海洋教育知能與素養。 

三、結合社區資源，辦理海洋教育中心學校學生海洋四季課程(春繽、夏舟、秋岩、冬澳課

程）。其中夏舟課程結合「體驗戰地，探索海洋-推行海洋教育特色學校」計畫，由縣

府教育處專案補助辦理，課程自 6月 1日起進行為期三週的夏舟-獨木舟訓練課程。 

四、辦理連江縣國中小及縣外城鄉交流學校獨木舟體驗課程，本年度計有本縣敬恆、介壽、

中正國中及塘岐國小等學校參與體驗課程。 

五、配合海洋週，辦理芹壁沙灘師生淨灘活動。 

六、辦理北竿區國中小畢業生鐵人三項登龜島活動及國中九年級學生獨木舟跨島活動。 

七、建置並維護管理連江縣海洋教育資源中心網站。 

伍、組織運作 

一、本縣海洋教育整體發展架構： 

（一）整體發展架構： 

連江縣四鄉五島，自然環境資源豐富，海運交通頻繁，加以過去戰地任務遺留之

特殊人文風情，在在使得本縣推動海洋教育有其優勢及特殊性。惟本縣無論在學

校數、學校教師、行政人員或學生人數都呈現極小型態，如何以最具綜合效益的



教學行為來達到學生最佳的學習效果，一直是第一線教學現場思索的重要課題。

因此，本縣推動海洋教育的過程中，便以海洋教育為核心，融合環境教育、防災

教育、體健教育、本土教育等領域，以此推動既可行又具有馬祖特殊性的海洋教

育行動方案。 

海洋教育體健教育

防災教育

環境教育

本土教育

 

核心領域 結合領域 說明 

海洋教育 

環境教育 

本縣海洋生物資源豐富，倡議學校以在地場域操作課程或

活動，藉此教導學生瞭解海洋生物（如藍眼淚）、海洋環

保議題，以厚植學生環境素養。 

防災教育 

本縣四面臨海且海航運輸頻繁，藉由學校充分教導學生各

種海象災害（如海嘯、船難）及其因應之道，以提升自我

災防意識。 

體健教育 
本縣以健康島嶼為施政主軸，學校充分利用在地的海陸場

域進行舟艇或三鐵運動，以養成學生運動能力及習慣。 

本土教育 

本縣四面環海且曾經歷戰地政務，學校進行本土教育時，

便得以海洋教育為核心理念來引導學生認識家鄉馬祖這

塊土地上的人文歷史。 

（二）組織架構： 

以連江縣立中山國民中學為海洋教育資源中心學校，並建立策略聯盟學校。 

1.行政規劃組-連江縣立中山國民中學 

2.活動推廣組-連江縣立中山國民中學、東引國民中小學、塘岐國民小學 

3.課程發展組-連江縣立中山國民中學、東引國民中小學、塘岐國民小學 

二、本計畫推動組織及分工： 

組織編制 姓名 職稱 
現職服務 

機關系所 
學校電話 行動電話 

召集人  陳冠人  處長  教育處  0836-25171  

副召集人  蕭建福  校長  中山國中  0836-55223  



組織編制 姓名 職稱 
現職服務 

機關系所 
學校電話 行動電話 

委員  陳振興  副處長  教育處  0836-25171  

委員  羅煜傑  
教育處  

承辦人  
教育處  0836-22067  

委員  王禮民  校長  東引國中小  0836-77208  

委員  陳紫開  校長  敬恆國中小  0836-88179  

委員  吳健忠  校長  介壽國中小  0836-22192  

委員  林元忠  校長  中正國中小  0836-22196  

委員  劉碧雲  校長  東莒國小  0836-89043  

委員  陳君業  校長  仁愛國小  0836-25226  

委員  陳功德  校長  塘岐國小  0836-55420  

秘書  陳其光  教導主任  中山國中  0836-55223  

執行秘書  曹玉舫  訓導組長  中山國中  0836-55223  

組員  詹惟中  輔導主任  中山國中  0836-55223  

組員  林國欽  總務主任  中山國中  0836-55223  

組員  劉金俤 事務組長  中山國中  0836-55223  

組員  林亞聲  
教導處  

幹事  
中山國中  0836-55223  

 

三、本計畫推動策略 

本縣以健全組織運作、提升教師專業、發展課程教學、落實學生學習為海洋教育

推展主軸，除申請海洋教育資源中心維運計畫外，另結合中心學校、策略聯盟學校校

訂課程、精進國中小教師教學計畫等經費，分別辦理學習、體驗與宣傳活動。其中校

訂課程以推動本校及策略聯盟學校學生學習四季海洋課程及解說員培訓為主，另推動

本縣其他學校學生、社區人士、台灣蒞校遊學學生體驗獨木舟及海洋競技活動。 

精進國中小教師教學計畫則以提升教師課程教學能力及獨木舟操作等海洋休閒體

驗課程為主，培養各校海洋教育種子教師與推廣人才。本學年度本計畫賡續以健全組

織運作為首要目標，其次為維護更新網站作為本縣海洋教育推廣與交流的帄台，再者

開始嘗試設計本校特色課程及遊學體驗課程，並安排本縣輔導員及本校承辦相關人員、

各校種子教師赴台進修研習、參與各項觀摩、交流活動，為未來本縣海洋教育輔導團

及海洋教育社群運作奠定基礎。 

陸、計畫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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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組織架構 ˇ       



健全組織

運作 

1-2定期召開會議 ˇ       

1-3研商年度計劃 ˇ       

1-4檢討執行成效 ˇ       

主軸二： 

提升教師

專業 

2-1精進教師研習  ˇ      

2-2融入教學觀摩  ˇ      

2-3教師交流參訪  ˇ      

2-4發展專業社群  ˇ      

主軸三： 

發展課程

教學 

3-1整建資源中心 ˇ ˇ      

3-2充實教學資源 ˇ ˇ      

3-3研發海洋課程  ˇ      

3-4豐富網站帄台 ˇ ˇ      

主軸四： 

落實學生

學習 

4-1建立海洋特色  ˇ      

4-2推廣遊學體驗  ˇ      

4-3鼓勵學生參與  ˇ      

4-4學生交流參訪   ˇ     

 ※註解：第一類－維運海洋教育資源中心計畫（必辦） 

           第二類－精緻海洋教育課程與教學計畫（必辦） 

           第三類－推動跨縣市海洋教育合作計畫（選辦） 

 

二、本學年度計畫內容 

（一）執行項目一：定期召開會議(第一類：維運海洋教育資源中心計畫) 

1.內容說明 

(1)定期召開會議，凝聚共識，落實本縣海洋教育推動與推廣。 

(2)研商 109 學年度本縣海洋教育工作計畫。 

(3)檢討 109學年度本縣海洋教育工作執行成效。 

2.具體工作項目與辦理方式 

(1)邀請本縣各校校長及承辦人員參與會議，透過討論凝聚共識，健全本縣海洋教育

推動小組運作，推動與推廣本縣海洋教育工作。 

(2)建立海洋教育資源中心、策略聯盟學校及推廣學校之夥伴關係。 

(3)每學年至少辦理 2 次海洋教育推動小組會議，期初邀請小組委員及各校承辦人員

研商年度海洋教育工作計畫；期末辦理年度執行成效檢討。 

3.執行進度 

工作項目 
發展進程(月份) 

8 9 10 11 12 1 2 3 4 5 6 7 

1.健全本縣海洋教育

推動小組運作 
            

2.定位各校夥伴關係             

3.研商年度計劃             

4.檢討執行成效             



4.具體產出指標 

(1)海洋教育推動小組會議簽到表、會議照片及會議記錄。 

      5.經費概算表 

 

（二）執行項目二：提升教師專業(第一類：維運海洋教育資源中心計畫) 

1.內容說明 

(1)辦理教師海洋教育研習 

(2)核派及鼓勵教師參加全國海洋教育成果交流會議及海洋教育相關教師研習。 

(3製作 109學年度海洋教育成果海報、簡報及影片。 

2.具體工作項目與辦理方式 

(1)配合國教署精進教師教學計畫，本學年度由輔導團海洋教育議題小組申請辦理教

師研習至少 2 場次，內容以教案撰寫、素養導向教學及獨木舟操舟實作等課程為

主。（如附件 2、3） 

(2)配合海洋大學「臺灣海洋教育中心」學年度計畫，推派教育處、學校承辦教師及

各校種子教師參加各項研習與會議，透過觀摩交流以推廣本縣海洋教育工作。 

(3)申請海洋教育維運計畫補助，製作本縣 109 學年度海洋教育成果海報，以供教師

交流團隊赴台成果觀摩解說、宣導使用。 

3.執行進度 

工作項目 
發展進程(月份) 

8 9 10 11 12 1 2 3 4 5 6 7 

1.辦理教師海洋教育

研習 
            

2.參加成果觀摩與研

習等相關會議 
            

3.製作海洋教育成果

海報、簡報與影片 
            

4.具體產出指標 

(1)本縣各校至少推派承辦人員 1人與會並培養海洋教育種子教師 3人。 

(2)提升參與成果交流與研習會議教師人數，以增進本縣教師海洋教育知能與素養。 

(3)彙整海洋教育中心、策略聯盟及推廣學校實施成果，製作海報、簡報、影片等。 

5.經費概算表 

項目一：定期召開會議 

項次 科目 項目 單位 單價 數量 金額 說明 

1 經常門 膳費 元 100 50 5,000 

每學年召開至少 2次

推動小組會議。 

50 人*2次 

合計 5,000  

項目二：提升教師專業 

項次 科目 項目 單位 單價 數量 金額 說明 



 

（三）執行項目三：研發海洋課程，豐富網站帄台(第一類：維運海洋教育資源中心計畫) 

1.內容說明 

(1)重組本縣海洋教育議題輔導團。 

(2)委外管理與更新維護本縣海洋教育資源中心網站。 

2.具體工作項目與辦理方式 

(1)重新甄選海洋教育議題輔導團輔導員，遴選 2-3 位輔導員，進行海洋教育課程研

發。 

(2)申請海洋維運計畫，委外管理維護本縣海洋教育資源中心網站，網站能將在地化

的海洋知識及海洋教育相關課程、活動訊息，透過網網相連的特性與各地分享。 

(3)定期更新與維護中心網站，能將各校與在地海洋教育課程、活動訊息，透過網站

與各地分享。 

3.執行進度 

工作項目 
發展進程(月份) 

8 9 10 11 12 1 2 3 4 5 6 7 

1.重組海洋議題團，

研發海洋教育課程 
            

2.管理維護本縣海洋

教育資源中心網站 
            

2.定期更新海洋教育

中心網站資訊 
            

4.具體產出指標 

(1)海洋教育議題輔導團輔導員，遴選 2-3 位輔導員，每學期每位輔導員至少產出 1

1 經常門 印刷費 元 5,000  2  10,000  

編輯設計及印製 109

學年度海洋教育成果

及推廣宣傳海報、文宣

品等，5,000 元*2張

=10,000 元。 

2 經常門 國內旅費 元 12,000 7 84,000 

召開本縣推動小組會

議及核派教職員參加

海洋教育研習、交流活

動及觀摩、研討會等差

旅費：馬祖各島、台馬

來回交通、住宿及膳雜

等費用。 

3 經常門 雜支 元 6,000 1 6,000 

文具、紙張、隨身碟、

電池、影印機碳粉等活

動或行政相關物品支

出。 

合計 100,000  



份教案或教材。 

(2)網站委請專人管理維護，網站能將各校與在地海洋教育課程、活動訊息，透過網

站與各地分享。 

(3)網站能呈現 108學年度本縣各校海洋教育實施與推廣交流成果。 

5.經費概算表 

 

（四）執行項目四：發展海洋特色課程，推廣遊學體驗。(第二類：精緻海洋教育課程與

教學計畫) 此項目已由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離島建設基金補助

（離島建設基金：探索海洋，體驗戰地－推動海洋遊學特色學校計

畫) 

1.內容說明 

(1)結合 108課綱校訂彈性課程，發展本校海洋特色-夏舟(獨木舟)課程。（如附件 4） 

(2)規劃夏舟(獨木舟)體驗課程，邀請本縣介壽、中正、敬恆國中及塘岐、仁愛國小

等校及其他縣市國中小學生參與遊學體驗，以逐步推廣本縣的海洋教育。（如附件

5） 

2.具體工作項目與辦理方式 

(1)配合海洋週及本校夏舟課程，每學年 5-7 月利用體育課程、校訂彈性課程及第八

節，七-九年級各班進行為期三週，每週每班 4小時的獨木舟特色課程。 

(2)課程分三年段設計，從水域安全宣導、帄台舟海洋舟裝備認識、獨木舟操舟動作

練習到繞島、跨島實作練習等，共計 36小時。 

(3)由本校健體教師(海洋種子教師)搭配外聘台灣獨木舟協會專業教練 3 人進行協同

教學與安全戒護。 

(4)規劃每次 4 小時為一單元的獨木舟體驗課程，內容計有水域安全宣導與潮污、洋

流的認識、各式獨木舟造型與功能的認識、帄台舟操舟技巧指導及實作練習，近

項目三：研發海洋課程，豐富網站帄台 

項次 科目 項目 單位 單價 數量 金額 說明 

1 經常門 網站維護費 元 25,00  12  30,000  

委外維護管理及更新

本縣海洋教育資源中

心網站，2,500元*12

個月=30,000 元。 

2 經常門 教材、教具 元 6,000 15 90,000 

海洋教育相關課程及

研習使用。釣竿、捲線

器等，6000元*15組

=90000 元。 

3 經常門 雜支 元 5,000 1 5,000 

文具、紙張、隨身碟、

電池、影印機碳粉等活

動或行政相關物品支

出。 

合計 125,000  



距離海上編隊練習等。 

(5)本學年度規劃共 6次 24小時的體驗課程，分別提供本縣及其他縣市國中小學生遊

學體驗。 

(6)總計申請海洋維運計畫專案補助夏舟及體驗課程教練鐘點費 180 節，以進行專業

教學及維護學生海上學習安全。 

3.執行進度 

工作項目 
發展進程(月份) 

8 9 10 11 12 1 2 3 4 5 6 7 

1.規劃本校校訂課程

-夏舟(獨木舟) 
            

2.規劃體驗課程並邀

請各校學生參與 
            

4.具體產出指標 

(1)規劃撰寫三年段夏舟課程進度表，具體描述說明課程內容，每年段至少產出 1 份

教案或學習單。 

(2)規劃設計 4小時獨木舟體驗課程表，並統計學年度參與課程學校數與學生人數。 

(3)於網站呈現 108學年度夏舟課程及體驗課程照片、影片或教材、教案。 

5.經費概算表 

此項目由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離島建設基金：探索海洋，體驗戰地－推 

動海洋遊學特色學校計畫)。 

柒、預期整體效益 

一、充實並提升本縣海洋資源中心教學資源與服務效能，透過海洋教育實務經驗與成果的

推廣，將經驗分享他校參考，並提供諮詢帄台，成為推廣本縣國中小海洋教育的基地。 

二、強化學校主題特色，有效整合學校、家庭、機關單位與社區等各項資源，建置網絡帄

台，提供學校教師教學良好的支持系統。 

三、持續彙整海洋教育相關資料並邀請學者專家指導，撰寫符合馬祖在地需求、深具特色

之海洋教育課程教材，以提供教師參酌運用於教學。 

四、精進教師海洋教育專業知能、課程設計與教學能力，參酌其他縣市推廣經驗，務實推

展本縣海洋教育課程。 

五、增進學生對海洋文化的認識與暸解，對生活的土地產生認同，進而培養關心海洋與環

境保育的行動能力。 

六、辦理各項親海體驗活動，讓更多的師生都能有不同種類的親海機會，從體驗中學習海

洋的知識與感受海洋的魅力。 

捌、經費預估 

由敎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學年度專案經費支應，經費明細表詳如附件 1。 

玖、附件 

一、附件 1-經費明細表 

二、附件 2-國教輔導團海洋教育議題輔導小組計畫－認識馬祖濱海生物與磯釣實務操作 



三、附件 3-國教輔導團海洋教育議題輔導小組計畫－海洋教育課程設計分享與獨木舟實作 

四、附件 4-「體驗戰地 探索海洋」中心學校獨木舟課程實施規畫 

五、附件 5-推廣遊學體驗—獨木舟教學課程表 

  



【附件 2】 

連江縣 109學年度精進國民中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計畫 

國民教育輔導團海洋教育議題輔導小組計畫－認識馬祖濱海生物與八卦網實務操作 

壹、依據： 

  一、教育部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作

業要點。 

  二、連江縣 109學年度精進國民中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整體推動計畫。 

  三、連江縣 109學年度國民教育輔導團整體團務計畫。 

貳、目的： 

    提升教師海洋教育知能，加強海洋教育的認知、情意與技能，為邁向海洋國家而努力。  

參、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主辦單位：連江縣政府 

  三、承辦單位：連江縣國教輔導團海洋議題輔導小組 

肆、辦理日期： 

    110年 03月 13日(六) 08：30-17：30。 

伍、辦理地點： 

    中山國中會議室、北竿島週邊海域。 

陸、參加對象： 

    本縣各國中小推動海洋教育教師或有興趣參與教師，每校至少核派 1名。 

柒、報名方式：逕上「全國教師在職進修網」報名，全程參與者核予研習時數 8小時。 

捌、研習內容： 

時間 研習內容 地點 主持人/講座 

08：00-08：30 報到 
中山國中 

會議室 
輔導團 

08：30-10：30 
海洋教育增能研習－ 

細說馬祖濱海生物 

中山國中 

會議室 

外聘講師： 

邵廣昭老師 

10：30-12：30 
海洋教育增能研習－ 

濱海生物與編織教學 

中山國中 

會議室 

內聘講師： 

林亞聲老師 

12：30-13：30 午餐時間(海洋教育經驗分享) 
中山國中 

會議室 
輔導團 

13：30-17：30 八卦網實務操作 
中山國中 

操場 

內聘講師： 

陳益貴老師 

17:30- 賦歸  輔導團 



玖、經費來源與概算：本案所需經費由教育部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

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計畫專款補助（經費概算詳如附件

09-1-1）。 

拾、成效評估之實施： 

  一、每場次研習均製作問卷進行檢核與回饋，以利評估本場次研習之效益。 

  二、能認識馬祖濱海生物(魚類及貝類等)，並能結合傳統漁歌了解其差異及盛產時節。 

  三、透過認識漁撈技巧，實地操作傳承八卦網技藝。 

拾壹、預期成效： 

  一、結合鄉土漁業教材，增進教師海洋相關專業知能，提供學生更多元的學習管道。 

  二、透過教師增能活動，激發教師海洋教學能力，提升海洋教學的品質。 

  三、建構教學輔導專業社群，深耕海洋教育教學團隊。 

  四、培養本縣各國中小海洋教育人才，擔任種子教師回到各校推廣海洋教育。 

拾貳、獎勵與考核： 

  一、參加研習之教師請所屬服務學校於研習期間惠予公差假登記出席參加。 

  二、參加研習之教師承辦單位得依實際出席狀況核予教師研習進修時數。 

  三、承辦學校工作人員表現優異者，得依連江縣教育專業人員獎勵基準規定予以敘獎。 

  四、本研習可列入環境教育 4小時。 

拾參、本計畫奉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 3】 

連江縣 109學年度精進國民中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計畫 

國民教育輔導團海洋教育議題輔導小組計畫－海洋教育課程設計分享與獨木舟實作 

壹、依據： 

  一、教育部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作

業要點。 

  二、連江縣 109 學年度精進國民中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整體推動計畫。 

  三、連江縣 109學年度國民教育輔導團整體團務計畫。 

貳、目的： 

    提升教師海洋教育知能，加強海洋教育的認知、情意與技能，為邁向海洋國家而努力。  

參、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主辦單位：連江縣政府 

  三、承辦單位：連江縣國教輔導團海洋議題輔導小組 

肆、辦理日期： 

    110年 05月 29日(星期六) 08：30-17：30。 

伍、辦理地點： 

    中山國中會議室、北竿島週邊海域。 

陸、參加對象：本縣各國中小推動海洋教育教師或有興趣參與教師，每校至少核派 1名。 

柒、報名方式：逕上「全國教師在職進修網」報名，全程參與者核予研習時數 8小時。 

捌、研習內容： 

時間 研習內容 地點 主持人/講座 

08：00-08：30 報到 
中山國中 

會議室 
輔導團 

08：30-10：30 
海廢藝術回收及改造- 

經驗分享 

中山國中 

會議室 

外聘講師：  

O2 Lab 海漂實驗

室 

10：30-12：30 
海廢藝術回收及改造– 

 實作篇 

中山國中 

會議室 

外聘講師：  

O2 Lab 海漂實驗

室 

12：30-13：30 午餐時間(海洋教育經驗分享) 
中山國中 

會議室 
輔導團 

13：30-17：30 
海洋運動體驗與教學－ 

獨木舟實務操作 

北竿島 

週邊海域 

外聘講師、外聘助

理講師各 1名： 

台灣獨木舟協會講

https://www.facebook.com/profile.php?id=286830221657167&ref=br_rs
https://www.facebook.com/profile.php?id=286830221657167&ref=br_rs
https://www.facebook.com/profile.php?id=286830221657167&ref=br_rs
https://www.facebook.com/profile.php?id=286830221657167&ref=br_rs


師及助理   

17:30- 賦歸  輔導團 

玖、經費來源與概算：本案所需經費由教育部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

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計畫專款補助（經費概算詳如附件

09-2-1）。 

拾、成效評估之實施： 

  一、每場次研習均製作問卷進行檢核與回饋，以利評估本場次研習之效益。 

  二、透過實地淨灘，解析海漂垃圾來源及海廢藝術再造。 

  三、了解獨木舟之緣起，並能分析各式舟型及其相關裝備。 

  四、進行獨木舟操舟實作，前進及後退槳之控制，手部及腳部帄衡協調訓練。 

拾壹、預期成效： 

  一、結合獨木舟運動，增進教師海洋相關專業知能，提供學生更多元的學習管道。 

  二、透過教師增能活動，激發教師海洋教學能力，提升海洋教學的品質。 

  三、建構教學輔導專業社群，深耕海洋教育教學團隊。 

  四、培養本縣各國中小海洋教育人才，擔任種子教師回到各校推廣海洋教育。 

拾貳、獎勵與考核： 

  一、參加研習之教師請所屬服務學校於研習期間惠予公差假登記出席參加。 

  二、參加研習之教師承辦單位得依實際出席狀況核予教師研習進修時數。 

  三、承辦學校工作人員表現優異者，得依連江縣教育專業人員獎勵基準規定予以敘獎。 

  四、本研習可列入環境教育 4小時。 

拾參、本計畫奉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 4】 

中山國民中學 109學年度「體驗戰地 探索海洋」獨木舟課程實施規畫 

 

  日期

時間 
七年級（第一週） 八年級（第一週） 九年級（第一週） 

13：10 

| 

17：10 

1.水域安全宣導 1hr 

2.帄台舟裝備認識 1hr 

3.上下舟練習 1hr 

4.握槳說明及示範 1hr 

1.水域安全宣導 1hr 

2.獨木舟運動安全須知

1hr 

3.支持性划法 2hrs 

(1)低壓槳 

(2)高壓槳 

(3)搖櫓式划法 

1.水域安全宣導 1hr 

2.潮污、水流急風對獨木

舟之影響 1hr 

3.海洋舟之簡介 1hr 

(1)防水裙穿著 

(2)船艙踏板調整 

(3)艙內排水操作 

4.海洋舟上下舟練習 1hr 

  日期

時間 
七年級（第二週） 八年級（第二週） 九年級（第二週） 

13：10 

| 

17：10 

1.岸上操舟練習 1hr 

2.前進槳動作分解及修正 

3.後退槳棟棟分解及修正 

4.海上操舟實務練習

2hrs 

1.轉向式划法 2hrs 

(1)前掃槳 

(2)後掃槳 

(3)壓槳轉向 

2.直線及繞島練習 1hr 

3.分組比賽 1hr 

1.帄衡練習說明及示範

1hr 

2.直線操槳練習 1hr 

3.轉向划法練習 1hr 

4.繞島練習 

5.個別指導 

  日期

時間 
七年級（第三週） 八年級（第三週） 九年級（第三週） 

13：10 

| 

17：10 

1.個別動作修正 1hr 

2.前進槳直線練習 1hr 

3.後退槳及急停動作練習 

4.繞島練習 1hr 

5.三週課程省思與分享 

1.側划 1hr 

2.翻滾 1hr 

3.獨木舟長征訓練(芹壁

至橋仔往返)2hrs 

4.三週課程分享 

1.翻船復位練習 1hr 

2.獨木舟跨島訓練（芹壁

至大坵往返）3hrs 

3.三週課程分享 

 

  



【附件 5】 

109學年度連江縣 

海洋教育計畫—「推廣遊學體驗—獨木舟教學課程表」 

     

場次 辦理日期 時間 參與學校 備註 

第一場次 109年 5-6月 13:10-17:10 介壽國中(A)  

第二場次 109年 5-6月 13:10-17:10 介壽國中(B)  

第三場次 109年 5-6月 13:10-17:10 中正國中  

第四場次 109年 5-6月 13:10-17:10 敬恆國中  

第五場次 109年 5-6月 13:10-17:10 塘岐國小  

第六場次 109年 5-6月 13:10-17:10 仁愛國小  

 

遊學體驗教學內容： 

1.水域安全與獨木舟運動安全宣導（1hr）。 

2.認識帄台舟及槳法示範練習(握槳、前進槳、後退槳、轉向、急停等)（1hr）。 

3.海上操舟體驗學習（2h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