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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計畫依據： 

一、教育部海洋教育政策白皮書。 

二、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 

三、教育部補助辦理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小學教學品質要點。 

四、教育部國民中小學精進教學計畫。 

五、南投縣國民中小學海洋教育推動小組會議決議。 

計畫目標： 

一、 展現並宣導海洋資源中心執行成果，以資源中心及特色學校力量永續發展在地海洋

教育。 

二、 整合地方政府內各單位、中心學校及輔導團等資源，扮演海洋教育資源整合平台。 

三、 結合大學、社教機構或民間機構規劃跨區策略聯盟，活絡海洋教育支援網絡及資源

共享平台。 

四、 加強校際間及跨地方政府海洋教育經驗觀摩及交流研習，提升教師、學生海洋教育

知能，以落實深耕在地海洋教育。 

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敎育部 

二、主辦單位：南投縣政府 

三、承辦單位：南投縣立鳳鳴國民中學 

四、中心學校：南投縣立鳳鳴國民中學 

五、協辦學校：南投縣立德化國民小學 

背景分析 

臺灣四面環海，海洋是我們依存的環境，是文化建構的要素，是經濟發展的利基，

對海洋的認知理解與關心有其重要性與必要性。海洋教育之推展，係基於對環境、文

化，以及人與人之間的關懷與尊重是人類共同的價值，因此海洋教育應培育下一代具

有「以生命為本的價值觀、以臺灣為本的國際觀、以海洋為本的地的思維。 

南投縣為台灣唯一不臨海之山地縣，學生對於鄉土的認知著重於河川、湖 

泊，對於海洋不甚瞭解，缺乏海洋寬廣視野，因此，培育學生海洋的思 

維是極重要的課題。100年度起海洋教育資源中心維運以分工、多元、 

專業、整合、資源共享為原則，以輔導團各學習領域課程出發，推動學 

校海洋課程、教材及活動。並整合縣內海洋教育資源及中部國立自然科 

學博物館、南部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及北部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等資源 

，建置海洋教育支援網絡及資源共享平台。並加強校際間及跨縣市海洋 

教育經驗觀摩及交流研習，提升海洋教育知能，以落實深耕在地海洋教 

育。 

貳、國中小學海洋教育整體性課程發展架構和推廣策略 



   目標 

一、落實本縣海洋教育推展，鼓勵學校發展海洋課程、教材及活動。 

二、營造優質海洋教育環境，培育學生對於海洋基本知能與素養。 

三、增進學生對海洋文化的認識，激發親海、愛海、知海的興趣。 

四、提升學生對海洋相關問題的意識，養成主動觀察、問題解決的能力。 

五、建立家長對海洋的正確價值觀，輔導學生正向的海洋職業試探。 

六、強化校長與教師海洋基本知能、素養，提升教師對海洋教學能力。 

背景說明 

1.南投縣為台灣唯一不臨海之山地縣。 

2.學生對於鄉土的認知著重於河川、湖泊，對於海洋不甚瞭解，缺乏海洋 

  寬廣視野。 

3.培育學生海洋的思維是極重要的課題。 

推動方向 

1.分工、多元、專業、整合、資源共享為原則。 

2.以各學習領域課程出發，推動學校海洋課程、教材及活動。 

3.配合中部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南部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及北部國立海洋科技  博物

館資源。 

4.規劃生態、人文體驗活動，增進學生及教師對海洋文化的認識，激發「親海、愛海、

知海」的興趣。 

5.藉由海洋教學教材的研發、彙整及活動體驗，提升教師對海洋教學的專業 

  知能，進而涵養學生及家長對海洋的認知、理解與關心，奠立海洋臺灣的深厚  基礎

及思維。 

推動海洋教育組織： 

一、海洋教育推動小組 

二、設置海洋教育資源中心 

三、執掌： 

（一）教育處處長、副處長：督導本計畫執行。 

（二）體健科科長：綜理海洋教育計畫相關業務，計畫審查與經費核撥、進  度與績效

管控、專業協助與諮詢等。 

（三）推動小組委員：擬定及推動本計畫之相關子計畫，指導各校擬定海洋教育實施計

畫、審查、專業協助與諮詢。 

（四）國教輔導團：協助海洋教育相關課程、教材研發、規劃辦理各領域教師海洋教育

研習、學生學習及相關活動等。 

（五）海洋教育資源中心：建置海洋教育教學資源網，充實資源中心各項資源辦理海洋

教育種子教師培訓及成果觀摩會等相關活動。 

     實施策略： 

 一、海洋教育理念宣導 



    （一）推動計畫研擬規劃 

    （二）運用各種媒體宣導 

 二、海洋教育推動小組 

    （一）召開海洋教育推動小組會議  

     (二) 實施各校海洋教育週活動 

 三、海洋教育資源中心學校 

     (一)成立南投縣海洋教育資源中心 

     (二)建立南投縣海洋教育資源網站 

     (三)加強學校游泳教學及教學發展 

四、 專業知能研習 

（一）辦理教師海洋教育研習 

（二）辦理督學、課長、校長等教育主管人員海洋教育研習 

（三）海洋教育種子教師培訓研習 

五、提升教師學生游泳學習－海洋之子學習列車 

（一）海洋教育融入各科(領域)教學中 

（二）訂定提升教師學生游泳能力計畫 

 (三) 學生游泳能力分級標準及教練認證 

六、辦理全縣觀摩會－整合海洋教育資源 

親海

知海 愛海

海洋
教育

海洋教育融入七大領域海洋教育融入七大領域

 

海洋教育教學活動海洋教育教學活動

（理念）
1.1.探索體驗探索體驗

2.2.知識結合知識結合3.3.知識應用知識應用

Learning

Cycle

 

親親 海海~~技能技能

台灣四周環海， 您可曾經接觸、親近它？

照片來源 方琮民老師  

知知 海海~~認知認知

人與海洋的互動關係， 您了解了多少？

照片來源 方琮民老師  



愛愛 海海~~情意情意

海洋的景緻、澎湃、包容，可曾在你我之中留下回憶與永恆…

照片來源 方琮民老師
 

融入學習領域之建議 

(1)課程設計 

• A.課程設計應注意縱向銜接。 

• B.課程設計應兼顧「親海、愛海、知海」理念，並強化體 

     驗、省思與實踐，以涵養海洋通識素養。 

• C.課程規劃、設計以融入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相關學 

    習領域為原則。 

• D.學校得考量學校條件、社區特性、家長期望、學生需要 

    等相關因素，結合全體教師及社區資源，發展具創新 

    性、前瞻性與海洋特色的學校本位課程。 

(2)教材編選 

• A.編寫教材時，應注意中小學海洋基本知能，並注意教材內容應具時 

     代性與前瞻性。 

• B.教材編選應符合本議題課程目標，以周延與適切的材料，來幫助學 

     生親近海洋、熱愛海洋與認識海洋。 

• C.教材編選應以學生為本位，涵養學生海洋意識和能力，並兼顧海洋 

     休閒、海洋社會、海洋文化、海洋科學及海洋資源等五大主題。 

• D.教材內容之文字、圖片、資料應力求生動活潑及淺顯易懂，避免使 

     用過多的專業術語。 

• F.教材編選應儘量與生活經驗及時事相結合，力求生動活潑，著重體 

     驗與實踐，並配合學生生活背景，俾能學以致用。 

• G.教材編選應顧及各個年齡的階梯遞進的螺旋關係，並可參酌其他領 

     域及議題加以融合設計。 

(3)教學方法 

• A.教學應以學生為中心，靈活運用適當的教學策略或方法，提升學生學習興趣 

     與培養主動親近海洋的態度。 

• B.教學目標與活動設計，應兼顧情意、技能及認知的均衡發展，並重視學生個 



     別差異。 

• C.教學活動應與其他相關領域或學校行事活動結合，善用體驗活動或其他生 

     動活潑的方式，強調體驗、省思、實踐的歷程。 

• D.教學宜積極引導學生自主、合作的學習方式，讓學生有更多的機會體驗探 

     究的歷程，以增進其海洋意識和能力。 

• E.教學宜提供學生機會均等的學習情境，不應受家庭社經背景及學生個人學 

     業成績等因素影響。活動規劃務求周全，並顧及學生身心發展與安全措施。 

• F.教學宜結合學生舊經驗、生活情境或時事，整合知識學習和社會體驗學習， 

     覺察海洋與人類的關係並積極探究海洋的奧秘。 

• G.教學實施除於課堂講授外，應輔以校外實際體驗活動、參觀或其他方式，並 

     善用網路與其他資源。 

(4)教學評量 

• A.評量應依據活動目標及學習內涵，採用多元評量方法。 

• B.評量內涵應兼顧情意態度、知識技能及努力程度。 

• C.評量應兼重形成性評量與總結性評量。 

• D.評量宜採多元評量方式，如實作評量、檔案評量、口語 

    評量、高層次紙筆評量或其他評量方式等。 

• E.評量結果除由教師評定外，得適切參酌學生自評、同儕 

    評量、家長評量及其他相關人員的評量資料評定結果， 

    並應考量學生個別差異。 

• F.學校宜進行教學成效評量，做為教師改進教材、教法的 

    依據，以及實施個別教學和輔導的參考。 

(5)活動資源 

• A.善用學校各項教學資源，積極拓展社區資源， 

    營造良好教學環境。 

• B.得與社區內各級學校與機構，合聘師資，交換 

    或使用教學資源，或共用軟硬體設施。 

102年

融入式

七大領域

海洋教育

 

海洋教育的架構海洋教育的架構
•1.以「涵養海洋通識素

養」為一總目標。

•2.塑造「親海、知海

、愛海」的三情境

•3.兼顧「海洋休閒、海
洋社會、海洋文化

、海洋科學、海洋資
源」五大主題軸。

•4.發展出16細類。

•5.並達成116條能力指
標 。 116116項能力指標項能力指標

1616細類細類

五大主題軸五大主題軸

三情境三情境

總總
目標目標

 

 

 



參、南投縣 102年度海洋教育推動執行小組名冊： 

 
 
 
 
 
 
 
 
 
 
 
 
 
 
 
 
 
 
 
 
 
 
 
 
 
 
 
 
 
 
 
 
 
 
 
 
 
 
 
 
 

 
 
 
 

職稱 姓 名 服務單位及職稱 備 註 

主任委員 黃 寶 園 南投縣政府教育處處長 0921725995 

副主任委員 洪 文 卿 南投縣政府教育處副處長 0933566336 

諮詢顧問 陳 勇 輝 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博士 0914109592 

諮詢顧問 葉 蓉 樺 國立自然博物館科教組博士 0932199231 

諮詢顧問 林 海 清 中台科技大學文化事業所所長 0422391647-7270 

諮詢顧問 陳 麗 淑 國立海洋科技館博士 0224696000 

執行秘書 蔡 振 發 南投縣教育處體健科科長 0961052033 

副執行秘書 陳 國 樑 南投縣鳳鳴國中校長 0921310727 

執行幹事 劉 繼 舉 南投縣教育處體健輔導團科員 0928255772 

執行幹事 張 麗 君 南投縣教育處國教輔導團幹事 0921774923 

副執行幹事 蕭 維 欽 南投縣鳳鳴國中主任 0921334622 

委員 鄒 庚 辛 南投縣竹山國小校長 0933641622 

委員 吳 錦 謀 南投縣南投國小校長 0937815651 

委員 梁 有 章 南投縣德化國小校長 0937436509 

委員 袁 永 林 南投縣中寮國小校長 0919273138 

委員 張 振 肇 南投縣土城國小校長 0937481287 

委員 蔡 政 道 南投縣郡坑國小校長 0912356431 

委員 陳 恆 旭 南投縣宏仁國中校長 0928388905 

委員 戴 國 華 南投縣南投國中校長 0910571912 

委員 張 梅 鳳 南投縣明潭國中校長 0920022945 

委員 全 正 文 南投縣埔里國中校長 0988034952 

委員 魏 靖 育 南投縣北山國中校長 0937798381 

委員 陳 啓 儂 南投縣水里國中校長 0926226254 

委員 沈 春 木 南投縣集集國小校長 0963218616 

委員 趙 元 炤 南投縣德化國小主任 0936336712 

委員 王 慧 娟 南投縣明潭國中主任 0919805010 

委員 吳 昌 年 南投縣鳳鳴國中主任 0936041243 

委員 蔡 永 祥 南投縣鳳鳴國中教師 0963255007 

委員 賴 明 輝 南投縣埔里國中專業游泳教練 0932593967 

幹事 莊 政 訓 南投縣鳳鳴國中組長 0919136951 



肆、全年度執行成果與活動紀錄： 
海洋小組會議 

  

  

日月潭水域體驗遊學推廣艇球訓練 

  

  

 
 



伍、附件： 
南投縣 102年度國民中小學海洋教育資源中心維運計畫海洋教育推動執行小組第一次會
議紀錄 
主席:  蔡科長致詞 : (1)會議開始 
                   (2)依議程進行報告與討論 
業務報告 
蕭主任(海洋維運中心)：海洋維運中心本年度經費 22 萬元，其中競爭性項目 7 萬元由德
化國小承接。 
吳主任(海洋教育中心)：南投縣所轄學校游泳與自救能力教學實施現況 
   (一)依據教育部校安中心通報顯示，102 年截至 5 月 28 日你水死亡 11 人，比去年同

期 8 人高，請各學校多做水域安全宣導。  
(二)101 年接受教育部補助款項 1268160 元，約為 2113 名，本縣自籌款項中      再補

助 487 人，共計補助 2600 人。自籌財源中編列雜支以利計劃之推動與成果呈現。
鼓勵未申辦學校自籌財源辦理游泳與自救能力教學，102 年應可達成教育部訂定
之全年增加 2642 人之目標，使全縣高中職以下實施游泳與自救能力教學之學生
總數達到 22967 人。 

主席 : (1)101 年度海洋維運中心依規劃實施，亦請德化國小協助辦理。 
      (2)強化游泳自救目標，希望人數可逐年提升。 
主席 : 請各小組成員提出工作重點 
劉館長 : (1)102 年海洋教育中心業務還是委託鳳鳴國中辦理。 
        (2)針對 103 年度海洋活動競爭型活動，希望各委員提出計畫由中心匯整，在第
二次會議討論。 
        (3)訂定第二次會議時間。 
主席 : 102 年度計劃由中心學校提出，連結附近學校彙略聯盟，增加活動擴大參與範圍。
配合部裡的目標，規劃辦理，第二次會議訂於 11 月份於德化國小舉辦。 
陳國樑校長 : (1)感謝所有成員積極參與。 
            (2)維運中心經費不多，希望提出海洋教育連結。 
            (3)競爭型計畫本年度由德化國小承接，在日月潭實施，下次會議提出明年
度計畫討論由鳳鳴國中提報給縣府報部審查。            
主席 : 精進教學有的就不要重複提出。需提出府合海洋與維運的計畫精神。 
袁校長永林 : 要學習別人的優點轉變為我的們的內涵，南投不靠海，建議先推游泳與
自救，並規劃遊學路線，讓外地人知道南投河川湖泊。。 
吳校長錦謀 : 統整各校計畫，不臨海縣市推動反而比臨海縣市積極能發展我們的特色。 
主席 : 感謝各位委員的投入與付出，也感謝陳國樑校長的支持。 
劉館長：水域安全措施及相關配套措施：  

(一) 建立守望員制度：本縣另行編列預算，預計聘請中華民國水上救生協會所屬之講
師採授課講解及泳池實作方式，舉辦 2 梯次講習，每梯次 2 小時，訓練本縣國民
中小學教職員工、學校家長志工、游泳喜愛人士及退休教師等於游泳課時擔任守
望員職務。協助救生員察看游泳安全之工作。(以協助救生員為主、不擔任教學
工作)。全程參與講習後，參加人員登錄造冊並獲頒證書乙張，始能擔游泳池之
守望員。申辦此項計畫之學校，每校務必派 1 人參與守望員講習，並於學生實施
游泳教學時協助執行守望員工作。 

（二）對學生實施水域安全宣導：利用朝會、發放宣導單、校園跑馬燈、海(璧)報、影
片宣導或聯絡簿進行水域安全宣導。 

（三）南投縣鄰近危險水域之學校納入本計劃：申辦學校鄰近危險水域，優先納入本計
劃予以補助。 
主席 : 散會。 



 
 
 

南投縣 102年度國民中小學海洋教育資源中心維運計畫海洋
教育推動執行小組第二次會議討論題綱 

時間：102年 11月 13日上午 09：30 
地點：德化國小會議室 
主席致詞:  
蔡科長致詞 : 海洋維運中心本年度皆依照計畫實施完成感謝大家的付出與用心，於今

請大家來開會一則致感謝之意、二來請大家集思廣益 
             對於今年的活動提出檢討改進意見 
蔡主任(海洋維運中心)：，經費 22萬元，其中競爭性項目 7萬元由德化國小承接。 
本年度工作報告 

本年度推動要點： 

一、 推廣海洋教育：每年定期主動召開會議做年度工作計畫及檢討，並改進維護海
洋資源中心之維運，建立海洋資源中心分享與服務制度。提供教師知海、愛海、
親海的素養及培養在地海洋知識運用於課室並融入教學。 

二、 理念宣導：辦理海洋知識宣導，以船艇競賽活化海洋文化，以觸動人心，引起
共鳴。 

三、 辦理師生游泳學習與體驗行動：本縣為全國唯一不靠海的縣市，學生缺乏對海
洋文化的了解與認識，難以培養海洋文化中那股廣闊與冒險的精神；本縣教師對
海洋教育的內涵與專業之能也有待提升。 

四、 辦理水域體驗遊學推廣活動：透過水與輕艇蜓的對話提高學生對海洋生態的認
識。 

五、 永續發展縣本海洋教育特色課程：以日月潭為中心發展水上活動，並全面推展
游泳與水上安全教育以健全及確保未來國民之健康，探究整合發展本縣海洋教育
特色。 

六、 為推動海洋教育，增進海洋教育教師增能，提升國民中小學海洋成效。特辦理
「南投縣 102年度海洋教育教師增能研習」。 

辦理重要活動 

一、南投縣 102年度海洋教育教師增能研習 

1.鼓勵各級學校發展具有特色的海洋基本知能課程、教材及活動。 

  2.營造優質海洋教育環境，培育學生海洋基本知能與素養。 

  3.增進學生對海洋文化的認識，並培養保存、傳遞及創新的觀念。 

  4.培育學生具備親海、愛海、知海的國民特質。 

  5.建立學生家長對海洋的正確價值觀，輔導學生正向的海洋職業試探。 

  6.強化教師海洋基本知能、素養，提升教師對海洋教學能力。 

全縣各國民中小學指派教師（自然領域或社會領域教師優先）102年 4月 16日辦理研

習 

承辦單位：南投縣鳳鳴國中  協辦單位：南投縣各國民小學 

 

二、辦理水域體驗遊學：以多元角度詮釋水海教育議題，培訓本縣水上運動，提升

水 



中安全認知與自救能力，降低從事水域活動的危險性，進而熱愛水域運動。 

1.結合日月潭地區自然水域環境特色，發展零汙染輕艇競速體驗遊學推廣運動。 

2.善用日月潭水域資源，結合日月潭區學校人力與物力資源，建置南投縣輕艇運動訓

練推廣中心。 

3.透過日月潭特色遊學圈策略聯盟，辦理輕艇競速及水球競賽推廣活動，讓師生樂於

嘗試各式水上運動。 

4.規畫水中安全與自救課程，降低教師與學生從事水域運動的危險性，進而終身熱愛

水域運動。 

承辦單位：南投縣德化國民小學  協辦單位：日月潭特色遊學圈策略聯盟學校 

南投縣各國民小學師生共計 100人參加 

三、 102年度國民中小學學生游泳與自救能力教學 

師資來源：1.各校校內體育教師  2.通過游泳與自救能力教學師資培訓教師 

3.外聘於各公私立游泳池擔任專業教練，且具 C級游泳教練證以上之人員。 

建立協同游泳教學教練制度：各校進行學生游泳與自救能力教學時，每超過 15位學生

可外聘一名師資進行協同教學，並配合學生程度進行分組。 

師生比：依規定生師比為 15:1，超過 15位學生可外聘一位教練協同教學。 

各校受補助參與游泳教學之學生，低收入戶、原住民、偏遠、山地，及身心障礙學生應

佔全體受補助學生人數 1/3以上為原則，全縣接受補助 1448名學生中，弱勢學生總數

達到 637人。共 14校參與自 7/1日—10/31日止 

 在教學期間內並通過測驗之學生，將獲得南投縣政府所製發之南投縣國民中小學游泳

分級標章之認證書，以供作學生游泳能力分級標章證書之證明。 

承辦單位：南投縣鳳鳴國中  協辦單位：南投縣各國民小學 

 

四、南投縣 102年度游泳池守望員安全講習 

1.提昇學校游泳教學安全，建立守望員制度，以協助救生員共同維護游泳池安全。 

2.增進學生游泳之安全已提升對水之喜愛進而增加對海洋文化的認識，並培養保存、傳

遞及創新的觀念進而來擴展，學生水域運動體驗學習機會，養成學生將水域運動列

為終       生運動之選擇。 

於南投縣立三和游泳池辦理共 2梯次,上下午各一場。 

3.講習時間：102年 8月１７ 日(週六 )上午 09：00-12：00 (3小時)。（30人） 

                          下午 13：00-04：00 (3小時)。（24人） 

承辦單位：南投縣鳳鳴國中  協辦單位：縣立三和游泳池及南投縣各國民小學 

五、南投縣國民中小游泳與自救能力師資培訓研習 

1.培養教師游泳能力，健全教師體魄並提升水中安全認知及自救能力。 

2.擴展學生水域運動增加學生體驗學習機會，鼓勵學生養成將水域運動列為終生運動之

選擇。 

 3.選擇在區域及地理相關合適之學校，整合資源建立區域性水域運動特色。 



 4.增進學生對水之喜愛進而增加對海洋文化的認識，並培養保存、傳遞及創新的觀念。 

 5.培育學生具備親海、愛海、知海的國民特質，輔導學生正向海洋職業試探。 

 6.配合教育部國民中小學游泳分級標準認證。 

7.研習時間地點：102年 8月 12日至 8月 16日於南投縣立三和游泳池，共計辦理 5

天。 

8.研習師資：教育部游泳專案小組成員或聘請縣內資深專業游泳教練。 

9.研習人員：（1）南投縣國中小教師，以尚未具備游泳教學能力之體育教師為優先，

本（102）年度受游泳經費補助之學校，每校務請派員參加，參與狀況將列入下年度

游泳經費補助參考。（46人） 

承辦單位：南投縣鳳鳴國中  協辦單位：縣立三和游泳池及南投縣各國民小學 

六.維運中心運作與服務：1.定期召開推動小組會議 2.設置南投縣海洋教育資源中心並

分享相關資源與到校服務機制 3.南投縣海洋教育資源中心既有網站維護與擴充服務機

制 

   於 102.6.13於鳳鳴國中召開第一次小組會議，並預計 102.11月 13日於日月潭德化

國小召開第二次會議。海洋教育資源中心網站及教育資源分享與服務持續辦理中。 

 

討論事項： 

1. 檢討今年度相關之活動優缺點。 

優點：活動有落實，執行徹底 

缺點：活動申請項目少了一點，能否突破現況帶領南投小孩去知海、親海、愛海，

讓南投不臨海的孩子在老師及專家的帶領下去認識海洋的美、海洋的偉大達

到海洋教育延伸至愛地球及環境教育的認知。    

2. 明年度海洋推動小組人員之增減聘事宜。 

一些委員因為職務調動，提出不再續任擬提出新任委員以作為替補。 

3. 如何提報 103年海洋教育資源中心維運計畫。 

維持原有維運成果再增加國中競增型項目遊鳴潭國中提出。 

4. 如何提報相關有關海洋各項研習及參訪活動，以精進計畫方式申請。 

辦理教師精進研習計畫 

5. 臨時動議 

參訪水沙連的美及民風和相關水域設施 

6. 自由發言意見交換 

餐敘 後參訪水沙連探索日月潭 

 

附件一   海洋系列叢書 



NO 品 名、書 名 
出 品 

處 

備

註 

1 

海報 --魚類 -硬

骨魚 

國立海

洋生物

館 

 

2 

海報 --魚類 -鯊

魚 

 

 

3 海報--魚類-魟   

4 

海報 --甲殼類 -

蝦類 

 

 

5 

海報 --甲殼類 -

蟹類 

 

 

6 

海報 --甲殼類 -

蝦蛄 

 

 

7 書籍--鯨類圖鑑   

8 

書籍--台灣常見

的棘皮動物 

 

 

9 書籍--招潮蟹   

10 書籍--高身固魚   

11 書籍—台灣產梭   



子蟹彩色圖鑑 

12 

書籍—台灣的淡

水蝦 

 

 

13 

書籍—台灣的淡

水蟹 

 

 

14 

書籍—恆春半島

的迷你貝及小型

貝類 

 

 

15 

書籍--台灣淡水

及河口魚類誌 

 

 

16 

書籍—台灣的仔

稚魚 

 

 

17 

讓 想 像 無 限 延

伸—台灣鹽博物

館知性導覽手冊 

 

 

18 

國立海洋生物博

物館世界水域插

畫集 

 

 

19 台灣鯨類圖鑑—   



海豚及其他小型

鯨 

20 

海生館風貌攝影

集 

 

 

21 

台灣濕地風情攝

影集 

 

 

22 濕地拼圖書   

23 老漁翁講魚故事   

24 

台灣淡水魚的來

龍去脈 

 

 

25 

海洋生物科技特

展專輯—來自海

洋的契機 

 

 

26 

台灣地理百科—

台灣的老港口與

老碼頭 

遠足文

化 

 

27 

台灣地理百科—

台灣的養殖漁業 

 

 

28 台灣地理百科—   



台灣的漁港 

29 

台灣地理百科—

台灣的湖泊 

 

 

30 我的海洋大探索 

天下遠

見出版 

 

31 海洋行旅 

天下雜

誌 

 

32 大藍海洋 

柿子文

化事業 

 

33 台灣的海洋 

遠足文

化 

 

 

編

號 
書名 出版社 備註 

1 一滴水到海洋 九歌   

2 魚類的奧祕 人類   

3 潛浮海洋探家園+學習手冊【ZA003】 大地地理   

4 台灣常見魚類圖鑑 1.珊瑚礁魚 戶外生活   

5 台灣常見魚類圖鑑 2.深海底棲魚 戶外生活   

6 台灣常見魚類圖鑑 3.岩石海岸魚 戶外生活   

7 台灣常見魚類圖鑑 4.砂質海濱魚 戶外生活   

8 台灣常見魚類圖鑑 5.溪流與河口魚 戶外生活   

9 海的表情 世茂   

10 鮑魚不是魚？海洋生物的新鮮事 可道書房   

11 魚類大搜奇 台灣東方   



12 擁抱海洋 玉山社   

13 
海洋之歌──全球海洋生態發現之

旅 
先覺   

14 海洋求生歷險記 印刻   

15 海洋遊俠－台灣尾的鯨豚 印刻   

16 意識的海洋 多識界   

17 
自然科學驚異奇航系列-神祕海洋-

碧海藍天下的驚奇 
如何   

18 
史前時代立體動物大百科：鯊魚和

其他海洋生物 
尖端-叢書   

19 文化台灣繪本－愛河 東華   

20 魚類的生活 林鬱   

21 大國崛起-葡萄牙、西班牙 海洋時代 青林   

22 讓湍河流走 青林   

23 海豚之歌 冠品宏文化   

24 海洋的國家 前衛   

25 海洋，海 皇冠   

26 波浪傳奇──不可思議的海洋波浪 科技   

27 來自大海的朋友：象鼻海豹 時報   

28 救救海洋 時報   

29 藍色星球：一部海洋的自然史 時報   

30 
再見福爾摩沙：大航海時代荷蘭人

與台灣的歷史 
格林   

31 深海奇珍 商周   

32 7/10 海洋說故事 晨星   

33 台灣海岸溼地觀察事典【ZA001】 晨星   

34 台灣淡水蟹圖鑑 晨星   

35 花蓮賞鯨地圖【ZA001】 晨星   

36 海洋中的哲學家們 晨星   

37 海洋的智慧 晨星   

38 藍貓海洋世界大探險(1-6 集) 新手父母   

39 
相遇新高雄─海洋首都的躍升與蛻

變 
新自然主義   

40 海洋大觀園 瑞昇   

41 台灣的水庫 遠足   



42 台灣的河流 遠足   

43 台灣的海岸 遠足   

44 台灣的海洋 遠足   

45 台灣的湖泊 遠足   

46 台灣的漁港 遠足   

47 台灣的漁業 遠足   

48 台灣的養殖漁業 遠足   

49 台灣的鮪魚文化地圖 遠足   

50 水中傳奇─巨演化與生命的轉變 遠流   

51 我的海洋酷朋友 遠流   

52 
深海潛魚 4 億年--追蹤活化石腔棘

魚之謎 
遠流   

53 海洋動物篇 學思堂實   

54 招潮蟹 親親   

55 世界貝殼圖鑑（全新美耐版） 貓頭鷹   

56 世界鯨豚圖鑑 貓頭鷹   

57 世界觀賞魚圖鑑（全新美耐版） 貓頭鷹   

58 台灣漁小百科 貓頭鷹   

59 鯊魚 貓頭鷹   

60 鯨與海豚圖鑑 貓頭鷹   

61 觀賞魚圖鑑(三版) 貓頭鷹   

62 十三座海洋 聯經   

63 中國海洋史論集 聯經   

64 台灣河川之美 - 淡水河 聯經   

65 海洋生物博物館導覽 聯經   

66 海洋的故事 聯經   

海洋教育書單 
 

序

號 
品名 出版社 

1 創造大地之腎-人工濕地 大愛 

2 大甲溪生態之美 大愛 

3 海洋花園-墾丁珊瑚礁 大愛 

4 秀姑巒溪之大江東去 大愛 

5 岬灣風雲 大愛 



7 血色海灣(The Cove)(DVD) 台聖-家用版 

8 生命的海流-上 DVD 台聖 

9 生命的海流-下 DVD 台聖 

10 在海裡飛翔 DVD 台聖 

11 救鯊行動 DVD 台聖 

12 與鯨魚共舞 DVD 台聖 

13 黑色海灣-能源浩劫 DVD 台聖 

14 搶救鯨魚大作戰 DVD 台聖 

15 生命之水 套裝 DVD 台聖 

18 消失的藍色星球 DVD 台聖 

20 全新的地球 DVD 台聖 

22 熟男減碳日記 DVD 台聖 

23 跟著潛水達人去探索(上部,1-4 集) 4DVD 昇龍 

24 跟著潛水達人去探索(下部,5-9 集) 5DVD 昇龍 

25 果，綠色地球的最後遺產 4DVD 昇龍 

28 海洋救援隊 DVD(Ocean Rescue Australia) 采昌 

30 野性海洋：抹香鯨天堂 DVD 采昌 

31 野性海洋：殺人鯨王國 DVD 采昌 

32 潟湖生物追追追 DVD 采昌 

33 深海探秘 DVD 采昌 

34 同心協力救地球：深海吸碳 DVD 采昌 

36 地球大觀：夏威夷 DVD 采昌 

40 大自然發威時:水 DVD 采昌 

42 聚焦台灣：米靈岸‧莫拉克颱風 DVD 采昌 

43 建設大未來：尋找水源 DVD 采昌 

44 台灣綠生活:搶救自然生態 DVD 采昌 

45 生態之城(6 Disc) DVD 采昌 

52 珊瑚世界的探索與了解 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 

53 海洋巨獸 DVD 得利 

55 海底深淵 DVD 得利 

56 深海迷宮 DVD 曜新穎 

57 九寨溝-實境之旅 BD 曜新穎 

60 全球最美的 100 世外桃源 大旗 

61 Formosa 海平面下：浮潛台灣婆娑之洋．美麗之島 山岳 

62 超級掠食者的大屠殺真相：沒有魚的海洋 山岳 

64 減少、回收、再利用：這樣做，垃圾變綠金！ 山岳 



68 橫渡黑潮拜訪臺灣 [2DVD] 
內政部營建署海洋國家

公園管理處 

69 觀念地球科學 I：地質．地景 天下 

70 觀念地球科學 II：地殼．地震 天下 

71 觀念地球科學 III：海洋．大氣 天下 

72 觀念地球科學 IV：天氣．天文 天下 

73 台灣水生與濕地植物生態大圖鑑(上)+(中)+(下) 天下 

74 看漫畫，學環保(改版) 天下 

76 與孩子分享自然：２０週年紀念版 心理 

79 鮭鮭向前衝 幼獅文化 

80 台灣的海洋歷史文化 玉山社 

82 
一個潮池的秘密：跟著生態觀察家一起探索台灣東北角潮

間帶 
行人 

84 HOME：地球降溫手冊 行人 

85 搶救家園計畫(書+完整版 DVD) 行人 

86 北極熊不哭 讓生態永續的生物多樣性 東販 

88 
鳥的觀點：每一次飛行，都是意想不到的冒險！空中攝影

×地理資訊發現台灣的 100 個故事 
流行風 

97 豚出沒注意！鯨豚保育者的海陸空體驗 商務 

99 不可思議的生態系【圖解版】 晨星 

103 
環保一年不會死！不用衛生紙的紐約客減碳生活日

記 
野人 

110 守望：環保人間道，永續地球村 經典 

112 血色海灣：海豚的微笑，是自然界最大的謊言！ 漫遊者 

115 暖化的真相：如果北極熊滅絕了，下一個會是人類嗎？ 遠足文化 

117 台灣海龍宮：探訪千奇百怪的海洋生物 遠流 

122 水資源地圖 聯經 

123 海洋臺灣：歷史上與東西洋的交接 聯經 

124 能源真相揭密：一場遲來的氣候正義 寶鼎 

125 歐洲綠生活：向歐洲學習過節能、減碳、廢核的日子 釀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