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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新竹市位於臺灣之西北部，西濱臺灣海峽，東與竹東鎮鄰接，南接苗栗縣之竹南鎮，

東北以頭前溪與新竹縣之竹北市隔岸相望；市內有新竹平原，是新竹地區最富庶之地帶，

本市極東為金山面，極西為港南，極南為南隘，極北為南寮。本市土地總面積為 104.0964

平方公里，約佔臺灣地區土地總面積0.29％，是目前台灣省五個省轄市中僅大於嘉義市者，

位居第四，工商業之發展甚有潛力。新竹原來是台灣原住民平埔族道卡斯族的美麗故鄉，

道卡斯族族人稱這美麗故鄉叫做「竹塹」。「竹塹」是海邊的意思。新竹市的海岸線北起南

寮里，南至南港，長約十七公里，屬離水堆積海岸，上千公頃的潮間帶是北台灣最大的海

濱溼地，孕育了大量的蝦蟹螺貝類，其中包括、紅樹林公園、香山濕地、金城湖賞鳥區、

南港半月型白沙灣等，將使全區具備生態資源、產業經濟、教學研究及環境品質指標等多

重價值。 

 

貳、國中小學海洋教育整體性課程發展架構和推廣策略： 
一、籌組海洋教育推動小組並定期召開會議： 

與不同專家及輔導團組成推動小組，結合新竹市資源及地方發展，建立新竹市地 方

特色的海洋教育，並定期召開會議檢討與改善海洋資源中心之維運。 

 二、建立海洋教育資源分享與服務之機制： 

    (一)協助各校教師將海洋教育融入課程教學中，引導學生對學生探索海洋的興趣與知識

的素養。對提出申請的學校，由海洋教育資源中心，藉由跨領域輔導團設計的＂到校

服務推動海洋教育~課程計畫＂，實際將各領域融入海洋教育的教學課程與觀摩，以

利各校推動海洋教育及各校師生海洋教育教學品質。 

    (二)藉由＂海洋互動網路平台分享計畫＂使本市海洋教育資源中心網站，與國內海洋網

站、各縣市海洋教育教學資源網站連結。並架設海洋教育數位資料、庫蒐集輔助教材、

教學媒體、教案設計，建置 E化教學資源平台；及建立學者專家、公私立機構、民間

社團、社區耆老及志工等海洋教育人力資源庫，以便各校推動海洋教育與學生學習海

洋知識之用。 

    (三)透過到校服務及交流，視察各校教學優良教師海洋教學，將海洋議題融入課程的 

        優良海洋教學教案於＂成果發表計畫＂中分享與發表，並將(1)優良教學教案與活動 

       (2)新竹市海洋節課程教材，集結成冊與匯結成影音檔供各校推動海洋教育之用。 

    (四)辦理海洋議題融入教學研習，接續去年辦理與社會領域及藝文領域結合的融入，101

年度將與國文領域及文領域結合，希望能將海洋教育真正融入於課程之中。 

    (五)辦理「新竹市國民中小學海洋教育特色發展工作坊」：引導各校發展自己的海洋教育

特色及課程，進一步將特色化文文字及圖片，作成宣傳摺頁，於新竹市海洋節活動

時發送給民眾了解各校發展的海洋特色。 

    (六)針對學生辦理「海洋知識大發現」的海洋科普演講，預定 200 人，對師生、家長及

民眾推動新竹的海洋教育。 

  三、辦理「新竹市海洋節」之新竹市特色海洋教育推廣活動： 

    (一)結合新竹市地理背景--十七公里海岸線、紅樹林公園、香山濕地、金城湖賞鳥區、

南港半月型白沙灣、南寮漁港、海山漁港等生態資源，設計在地化的海洋教育課程，

並與海洋輔導團結合工作坊，預計以三至五年計劃發展新竹市十七公里海岸生態學

習廊道。 

    (二)結合新竹的玻璃創意產業—融合＂新竹玻璃藝術節＂，在新竹市玻璃藝術館，設計

有地方產業特色的海洋教育推廣。以此落實全面對學生、家長、與新竹市民眾推廣

地方文化內涵與海洋教育的「新竹市海洋節」。規劃辦理活動如下： 

      1.「玻璃藝術與海洋天燈祈福饗宴」的體驗活動，結合新竹玻璃創意產業與世博，

進行海洋生物玻璃杯墊創作，設計海洋祈福天燈為海洋祈福，或用黑雕創作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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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海洋風貌。 

      2.「親清海洋&餐桌上的海洋生物學」活動藉由(1)親子漁場參觀、新竹海山漁港

魚市場活動。使我們更了解新竹當地漁港、周圍海域魚種及魚市場知識。(2)

香山溼地生態、金城湖賞鳥區辦理親子濕地賞鳥體驗活動，並推廣「親清海洋」

的淨灘活動、觀測紀錄這裡人群(觀光客)對生態的破壞與影響，進而使學生發

起、服務守護我們的海岸。 

 

參、人員組織： 

組織 

編制 
工作執掌 姓名 職稱 

現職服務 

機關系所 
電話 

召集人 行政統合領導 蔣偉民 處長 教育處 5216121-267 

總幹事 
研商、共同規劃及 

辦理本計劃 
黃玉梅 科長 學管科 5216121-278 

執行 

秘書 

整合資源，規劃與 

執行本案及分項子計劃 
林懿行 教師 學管科 5216121-273 

資源中

心代表 
領導、籌畫年度各項業務 黃小芳 校長 光武國中 5778784-100 

諮詢 

專家 

負責新竹市國中小學校 

課程與教學諮詢 

黃茂在 教授 
國立教育研

究院籌備處 
56711153 

陳彩文 督學 
新竹市 

國教輔導團 
5216121 

林茂成 主任 
自然領域 

中央輔導團 
5778784-700 

行政組 
計畫彙整、行政工作、 

文書製作、發文聯繫 

梁家銘 主任 光武國中 5778784-500 

魏子超 組長 光武國中 5778784-515 

資訊組 

1.網頁建置與維護、議題融

  入教學數位教材研發 

2.建置相關網路教材 

陳紀承 組長 光武國中 5778784-515 

廖文邦 教師 光武國中 5778784-606 

教學組 

 

1.研發議題融入教材教法

並推動分享教學演示 

2.負責領域課程與教學專

業發展 

3.研發該領域課程與教學

相關方案 

4.負責各領域課程與教學

相關資源整合，並建置

資料庫 

吳昇錦 
海洋議題 

輔導團員 
光武國中 5778784-513 

呂文銘 
海洋議題 

輔導團員 
光武國中 5778784-606 

張蔚雯 
國文領域 

主任輔導員
光武國中 5778784-512 

潘慧嵐 
英文領域 

主任輔導員
三民國中 5339825 

陳梅香 
自然領域 

主任輔導員
龍山國小 

5774287- 

112 

李采玲 
健體領域 

輔導團員 
光武國中 

5778784- 

513 

余慧真 藝文教師 光武國中 5778784-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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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全年度執行成果與活動紀錄： 

 一、各類型活動辦理之課程內涵與成效 

1、透過＂海洋教育推動小組會議＂及＂到校服務推動海洋教育~課程計畫＂，提供跨校、

跨領域輔導團海洋教育資源分享、交換機制之建立與，活絡資源中心各項資源及執行

成果之分享與運用，落實將海洋元素融入各項教學領域現場之規劃設計，並能

由此為各級學校推動教室內教授海洋教育之參考。 

2、透過與其他領域結合辦理海洋教育融入各領域的相關演講或是工作坊，讓海洋教育更

能實際融入校本課程或是領域教學之中。 

3、藉由＂成果發表＂觀摩學習、交流及親身體驗，擴大師生、家長海洋教育之思維及視

野，進一步地將海洋教育融入課程或是發展學校特色。 

4、透過＂新竹市國民中小學海洋教育特色發展工作坊＂引導各校發展自己的海洋教育特

色及課程，進一步將特色化文文字及圖片，作成宣傳摺頁，於新竹市海洋節活動時發

送給民眾了解各校發展的海洋特色。 

5、透過＂ 海洋知識大發現講座＂豐富師生民眾的海洋知識並建立正價值觀，並且辦理＂ 

新竹市海洋節＂發展本市本位整體推廣策略，整合豐富的人力與活動，形塑具在地特

色的海洋文化並累積觀光資產。 

6、透過與海洋輔導團結合發展新竹市十七公里海岸生態學習廊道，幫助各校發展海洋教

育相關課程及校外教學活動，讓學生透過實際體驗活動更能親海、愛海。 

7、透過＂海洋互動網路平台分享計畫＂聯結產官資源，持續充實海洋教育 e化平台，藉

由互 動交流及學習，加速海洋資訊的累積、擴展及流通利用。 

二、各類型活動辦理之課程場次與參加對象及人數 

項次 辦理主題名稱 辦理場次 參加對象及人數 

1 海洋教育推動小組定期會議 3 合計約 60 人 

2 到校服務推動海洋教育 6 合計約 60 人 

3 海洋議題融入領域教學研習 3 合計約 130 人 

4 101 年度海洋教育成果發表 1 合計約 70 人 

5 國民中小學海洋教育特色發展工作坊 3 合計約 70 人 

6 海洋知識大發現講座 2 合計約 1400 人 

7 新竹市海洋節 2 合計約 40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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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過程檢討與問題解決策略 

1、101 年度到校服務及海洋教育宣導共服務新竹市立建功高中國中部、新竹市立光華國

中、新竹市立新科國中、新竹市立北門國小、新竹市立龍山國小、新竹市立水源國

小共計 6所國中小，一切順利成功，同時也發現各校發展的不同特色，新年度希望

能繼續服務各校，鼓勵新竹市更多學校發現各自海洋教育的特色。為能更有效率推

展海洋教育，新年度會採取分區座談方式，讓更多學校能有機會彼此觀摩學習。 

2、101 年度海洋教育融入各領域工作坊的成效相當不錯，希望明年可以繼續這樣的模式

至其他領域，讓各校領域教師能透過工作坊的形式，將海洋教育的精神融入課程教

學之中。 

3、101 年度海洋教育作品徵集共有 25 件作品，其中國中 6件，國小 19 件，有些作品是

海洋議題融入領域教學的方式發展教案或課程，有些作品是以本位課程融入海洋議

題的方式來進行跨領域的結合，也有多元校外教學的方式進行，由成果可發現今年

進行的系列工作坊有很大的幫助，有好幾件作品就是由工作坊的過程引發的靈感。

此外，今年的發表作品都有非常棒的創意，執行的完整度也很成熟，連評審也對本

市的海洋教育發展十分肯定！ 

4、透過辦理新竹市國民中小學海洋教育特色發展工作坊讓各校觀摩學習，進而發展各校

海洋教育特色，並將各校特色彙整製作成宣傳摺頁，成效不錯！由成果發表可以發

現各校已經漸漸再發展各自在地的海洋教育特色，並且能夠確實已課程方式進行，

將海洋教育議題融入各領域教學之中。 

5、101 年度新竹市海洋節經過去年的建議修正，今年有十分良好的效果，第一天屬於靜

態活動的【玻璃藝術與海洋天燈祈福饗宴】就吸引了將近 400 人次的民眾參加，然

後宣傳第二天更精采的【親清海洋&餐桌上的海洋生物學】動態活動，民眾透過參與

體驗海洋教育活動，更加進一步的認識十七公里海岸的發展、金城湖的生態，更透

過淨灘活動親身體驗愛護大海的活動，也為海洋節畫下完美的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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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活動照片 

新竹市 101 年度國民中小學海洋教育資源中心 

到校服務推動海洋教育成果照片 

活動照片 

2/14 與龍山國小海洋團隊進行交流 3/20 與水源國小海洋團隊進行交流 

4/24 與建功高中進行交流及意見交換 9/28 與北門國小進行交流及意見交換 

11/2 與光華國中進行交流及意見交換 11/20 與新科國中進行交流及意見交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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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 101 年度國民中小學海洋教育推廣活動 
海洋議題融入領域教學研習及海洋教育特色發展工作坊成果照片 

 

3/2 海洋議題融入社會領域 

海洋中心分享相關運用資源 

3/5 海洋議題融入英文領域 

三民國中分享海洋議題融入相關教學經驗 

12/11 海洋議題融入國文領域 

邀請作家廖鴻基到場分享海洋文學 

3/13 海洋教育特色發展工作坊一 

廖文邦老師分享海洋教學的經驗 

 

4/10 海洋教育特色發展工作坊二 

大湖國小蘇育會老師分享海洋教育經驗 

5/1 海洋教育特色發展工作坊三 

南寮國小彭東烈老師分享海洋教育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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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 101 年度國民中小學海洋教育資源中心 

海洋知識大發現講座及海洋教育成果發表成果照片 

 

2/16 看啥小魚可以吃 

講師-海洋環境教育推廣協會郭兆偉 

11/29 海洋環境教育的現況與省思 

講師-實驗中學 李清垣主任 

12/5 成果發表香山國小校長開場致詞 12/5 海洋教育成果發表現況 

12/5 海洋教育成果發表現況 12/5 海洋教育成果發表評審講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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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 101 年度國民中小學海洋教育資源中心 
海洋教育推廣活動~「新竹市海洋節」成果照片 

時間：11/17 

地點：南寮旅遊服務中心 

 

承辦學校光武國中校長歡迎參加的民眾 余慧真老師講解祈福天燈的製作 

呂文銘老師介紹海洋生態環境 參與海洋節的民眾不分年齡層 

完成作品 全家一同參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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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 101 年度國民中小學海洋教育資源中心 
海洋教育推廣活動~「新竹市海洋節」成果照片 

時間：11/18 

地點：南寮旅遊服務中心、南寮漁港 

 

廖文邦老師介紹十七公里海岸線風光 蔡明曉老師介紹金城湖候鳥棲息概況 

市場巡禮 蔡明曉老師講解金城湖棲地的水鳥 

民眾不畏風雨的參與 沿途撿拾垃圾淨化海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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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推動小組會議紀錄 

101 海洋教育推動小組第一次定期會議會議紀錄 

時間：民國101年9月3日星期一 

地點：光武國中會議室 

會議紀錄： 

1、上學期結合海洋輔導團已經進行訪視服務三所學校、參訪台中海洋資源中心、高美濕地，

並辦理海洋教育特色發展工作坊三場，海洋場域課程工作坊三場及網站的建置等。 

2、訪視服務三所學校依序為龍山國小、水源國小及監工高中國中部。 

3、本學期預計結合海洋輔導團繼續進行訪視服務三所學校、參訪彰化海洋資源中心、芳苑濕

地，並辦理單車課程發展工作坊四場、海洋教育成果發表及新竹市海洋節活動。 

4、本學期預計到校服務及宣導之時間及對象如下： 

   (1)101 年 9 月 28 日：新竹市北門國小 

   (2)101 年 11 月 2 日：新竹市光華國中 

   (3)101 年 11 月 20 日：新竹市新科國中 

5、本學期校外參訪地點為彰化海洋資源中心、芳苑濕地，請昇錦老師負責聯繫時間及活動行

程規畫。 

6、四場工作坊的時間為 9/26、10/3、10/17、10/31，聘請香山濕地養蚵達人擔任講師，希

望透過工作坊的形式將海洋教育融入校外教學之中。 

7、新竹市海洋節辦理日期確定為 11/17 及 11/18，第一天活動為【玻璃藝術與海洋天燈祈福

饗宴】，利用海洋生物圖鑑與視聽設備，使民眾來認識海洋生物並親近海洋，且結合新竹

玻璃創意產業與世博，進行海洋生物玻璃杯墊創作，設計海洋祈福天燈為海洋祈福，或用

黑雕創作繪出海洋風貌。第二天為【親清海洋&餐桌上的海洋生物學】動態活動，民眾透

過參與體驗海洋教育活動，更加進一步的認識十七公里海岸的發展、金城湖的生態。 

8、新竹市海洋節工作分配： 

  (1)海洋節系列活動場地協調請文邦老師及子超老師負責 

(2)整體活動之文宣及【玻璃藝術與海洋天燈祈福饗宴】之材料準備請慧真老師負責 

(3)海洋知識大發現活動講師聯繫及活動宣傳由子超老師負責 

(4)親清海洋&餐桌上的海洋生物學活動之設備及路線規劃由昇錦老師及文邦老師負責 

(5)活動宣傳及對外工作協調請茂成主任及家銘主任負責。 

推動計畫說明及細節討論 相關事務安排及分工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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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教育推動小組第二次定期會議會議紀錄 

時間：民國101年9月22日星期六 

地點：光武國中會議室 

會議紀錄： 

1、本學期到校服務及海洋教育宣導已經與三所學校確認時間無誤。 

2、本學期校外參訪彰化海洋資源中心、芳苑濕地時間已經確定為 101 年 11 月 9、10 日兩天

一夜，預計上午先至中心學校芳苑國中交流，下午至芳苑濕地參訪。隔天為彰化縣一年

一度的跑水節，會與當地民眾共同參與盛大活動。 

3、海洋教育融入各領域教學已於 3/2 與社會領域共同辦理研習，3/5 與英文領域結合辦理優

良教案分享，12/11 預計與國文領域結合辦理多元文本之教學，邀請到海洋文學作家廖鴻

基分享海洋文學之美，12/5 辦理海洋教育成果發表。 

4、新竹市海洋節辦理日期確定為 11/17 及 11/18，地點為南寮旅遊服務中心、十七公里海岸

線、金城湖溼地，第一天活動為靜態的【玻璃藝術與海洋天燈祈福饗宴】。第二天為動

態的【親清海洋&餐桌上的海洋生物學】，相關報名事宜至 11/15 截止，由子超老師負責

統計參加人次。 

5、新竹市海洋節工作確認： 

  (1)海洋節系列活動場地為南寮旅遊服務中心，場地使用請文邦老師確認。 

   (2)新竹市海洋節之宣傳海報、文件夾、相關文宣貼紙、宣傳摺頁請文銘老師聯繫廠商設

計製作並掌握時程，後續校稿請子超老師、慧真老師協助確認。 

   (3)海洋節課程部分：請文邦老師協助港口文化部分、文銘老師協助生態課程解說部份、

慧真老師協助藝術創作部分，另外會安排童軍協助現場活動進行。 

   (4)【親清海洋&餐桌上的海洋生物學】當天金城湖生態解說請明曉老師擔任講師，當天活

動路線請子超老師及文邦老師負責事前確認，當天工作人員請家銘主任、明曉老師、

紀丞老師、文邦老師、昇錦老師、子超老師擔任。另外，請昇錦老師準備 6隻對講機

以利當天活動聯絡事宜，紀丞老師則負責當天活動紀錄。 

6、海洋成果發表預計於 12/5 進行，徵集作品預計於 11/15 截止收件。 

新竹市海洋節工作分配 新竹市海洋節活動流程及細節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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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教育推動小組第三次定期會議會議紀錄 

時間：民國101年11月27日星期二 

地點：龍山國小龍山龍四樓會議室 

會議紀錄： 

1、101 到校服務及海洋教育宣導 6所學校已經全部訪視完畢，一切順利成功，也發現各校發

展的不同特色。明年建議採分區訪視方式進行，可以讓更多學校彼此觀摩學習。 

2、本學期校外參訪彰化海洋資源中心學校彰化縣芳苑國中，從校長對彰化縣海洋教育的介紹

及教育理念分享獲得許多寶貴經驗，也激發一些不同的想法。下午團隊至芳苑濕地參訪，

了解當地蚵農生態及文化。第二天的跑水節可以看到彰化縣對於各單位的統整與結合，

讓資源能更加有效的發揮效益。 

3、透過上學期海洋教育特色發展工作坊成果彙整的宣傳摺頁，可以看出各校已經逐漸再發展

各校的海洋教育特色，希望明年能透過分區交流分享讓更多學校能有更棒的課程或是方

案發展，也更加發揮新竹在地特色。 

4、新竹市海洋節，第一天活動為靜態的【玻璃藝術與海洋天燈祈福饗宴】，讓民眾可以全家

親子同樂共同創作，一起共享天倫。第二天為動態的【親清海洋&餐桌上的海洋生物學】，

透過單車廊道的方式讓民眾體驗海洋生態之旅，兩天的活動都相當成功， 

5、101 年度海洋教育作品徵集共有 25 件作品，其中國中 6件，國小 19 件，有些作品是海洋

議題融入領域教學的方式發展教案或課程，有些作品是以本位課程融入海洋議題的方式

來進行跨領域的結合，也有多元校外教學的方式進行，由成果可發現今年進行的系列工

作坊有很大的幫助，有好幾件作品就是由工作坊的過程引發的靈感。此外，今年的發表

作品都有非常棒的創意，12/5 成果發表將邀請評審現場指導。 

6、101 年度海洋教育融入各領域工作坊的成效相當不錯，希望明年可以繼續這樣的模式至其

他領域，讓各校領域教師能透過工作坊的形式，將海洋教育的精神融入課程教學之中。

預計 12/11 將辦理最後一次海洋議題融入國文領域之研習，邀請到海洋文學作家廖鴻基

與大家分享海洋文學之多元文本的應用。 

活動執行成果報告與討論 綜合討論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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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新竹市海洋資源人才資料庫 

 

講師姓名 課程名稱 
課程主題 

概述 
所屬機構 職稱 聯絡電話 電子信箱 

廖鴻基 

1.台灣海洋環

境與海洋生

態  

2.台灣海洋文

化與海洋精

神  

3.依海為生 

--- 談台灣漁

業  

4.海洋文學 

1.台灣海洋環境

簡介海洋鯨靈介

紹、海洋生態、

文史調查 2.台灣

海洋文學與海洋

精神簡介 3.談台

灣漁業發展現況

4.海洋政策介紹

及海洋教育之重

要性 

黑潮海洋 

文教基金會

自由作家、

東華大學講

師 

03-8334133 
laut@ms46.hinet.

net 

鄭佩馨 
海洋環境教

育 
海洋環境教育 

黑潮海洋 

文教基金會
  03-8578148   

林智謀 潮汐 潮汐 
荒野保護 

協會 

汐湖連絡處

負責人  
  

廖坤靜 海洋學 海洋學 海洋大學 教授 
02-24622192 

分機 7013 

Aooll@mail.ntou.

edu.tw 

蔣國平 海洋生態 海洋生態 海洋大學 教授 
02-24622192 

分機 5019 

kpchiang@ mail 

ntou.edu.tw 

龔國慶 海洋生態 海洋生態 海洋大學 教授 
02-24622192 

分機 5019 
  

林茂成 自然探索 自然探索 光武國中 主任 
03-5772402 

分機 16 

yalisten@yahoo.c

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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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資源中心分享運作機制及縣市可運用之海洋資源清單 

 

1.海洋教育資源分享平台網址： 

http://163.19.106.86/web/sea/ 

 

2.可運用教學媒體教材清單網址：(海洋教育資源中心書籍、影音媒體資源借用說明) 

http://163.19.106.86/news/u_news_v2.asp?id={E31AC585-A922-4EF9-BEA

8-19CB9BCE86B5}&newsid=52 

 

3.可運用教學範例網址： 

http://163.19.106.86/editor_doc/editor_docview.asp?id={7BD462A9-D5

45-4BD9-9E85-2AEC40650CE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