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5 年度彰化縣海洋教育週系列活動 

彰化縣線西國民中學與弘光科技大學通識學院合作辦理星空

電影院-海洋之聲 活動企劃 
 

一、企劃背景 

線西國中與弘光科技大學長年合作辦理海洋教育議題，嘗試以淨灘、海洋電影欣賞、水

質監測等活動，打開學生學習視野並珍視海洋的重要性，105年線西國中亦接辦彰化縣海洋

教育中心，希望擴大學習影響層面，聯合其他學校及社區單位一起投入海洋教育。 

 

二、活動目的 

以電影欣賞為媒介，了解海洋的浩瀚、珍貴和危機，學習認知海洋並保護海洋，影片選

擇以能提供互動為主，邀請製作人或導演蒞臨現場分享及閒話海洋，連續安排星空海洋電影

營及海洋淨灘活動，團隊力量面對海洋與拯救海洋，達到認知、轉化、行動之學習目的。 

本活動參與學生將連續參加兩日活動，第一日星空電影院及第二日一線淨灘，完整體驗

海洋教育，紮根海洋教育之基礎。 

 

三、辦理單位 

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主辦單位：彰化縣政府 

承辦單位：彰化縣立線西國民中學 

協辦單位：弘光科技大學通識學院 

線西國中家長會 

 

四、活動時間：民國 105年 5月 27、28日(星期五、六) (6月 8日「世界海洋日」) 

五、活動地點：線西國中運動場、線西伸港海灘 

六、參與對象：線西國中水質監測學生 

線西國中學生志願服務學生招募 

全縣各國中對海洋議題有興趣之教師、學生 

社區關心海洋議題之人士 

參與學生全程參與將給予十小時志願服務時數，由中心學校發放證書。 

  



 

七、活動內容： 

時間 5月 27日(星期五) 時間 5月 28日(星期六) 

17：00～17：20 報到及分組 06：30～07：00 脫離舒適被窩 

17：30～18：30 

邀請宣傳單入社區發放 

掃街、感受星空夜街 
07：00～07：30 

到校報到 

Breakfast Time 

發放早餐 星空電影院準備工作 

18：30～19：00 席地入座、晚餐 07：30～08：00 
淨灘裝備整理 

行前說明 

19：00～20：25 星空電影院 08：00～08：30 遊覽車時間 

20：30～21：30 星空話語、海洋之聲 08：30～10：30 
彰化縣聯合淨灘 

一線淨灘～西海岸微笑了 

21：30～22：00 
隔日行程交代 

返家盥洗休息 
10：30～11：00 遊覽車時間 

22：00～ 賦歸完畢 11：00～12：30 
返校淨灘成果驗收 

成果分享、學習單 

  12：30～ 餐盒發放、賦歸 

八、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105年 5月 23日止 

九、報名方式： 

填妥報名表（附件一），本表由各校自行留存，報名資料請寄送電子郵件

(yichung1029@yahoo.com.tw or w_jane514@yahoo.com.tw )，以利彙整人數及辦理保險。 

十、報到及賦歸方式：5月 27日下午 17：00～17：20前由家長或教師載至線西國中集合地

點報到，晚上 21：45載回；5月 28日早上 07：15報到，中午 12：30至同一地點載回

學生。因活動時間較為特殊，請務必考量學生報到時間之便利及安全性始報名參加。 

十一、計畫經費：由敎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年度專案經費支應。 

十二、業務連絡人：線西國中李主任 7584129#16，王組長#34。 

十三、本活動經承辦單位報請主辦單位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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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 105年度海洋教育資源中心 

海洋教育「星空電影院，海洋之聲」報名表 
學校名稱  責任處室  

參與人數  聯 繫 人  

聯繫電話  電子信箱  

協辦教師  

參與學生名單（個人資料，保險用，請妥善保存) 

學生姓名 班級 出生年月日 身分證字號 備註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備註：1.學生資料務必完整以利保險。 

      2.學生淨灘活動期間，請以營隊分組方式進行，達到分組合作目的。 

      3.有任何疑問，請撥打電話 04-7584129#16 or 34 

4.電子郵件：yichung1029@yahoo.com.tw or w_jane514@yahoo.com.tw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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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 105年度海洋教育資源中心 

 生態保育「一線淨灘，西海岸微笑了」實施計畫 

 

一、依據： 

1.彰化縣 105年度海洋教育資源中心維運計畫。 

2.彰化縣推展海洋教育工作小組會議決議。 

 

二、目的： 

1.各校組隊同步參與，強化共襄盛舉之觀念，讓愛鄉愛土情操永續。 

2.透過人文關懷、鄉土參訪，體驗環境教育之意涵。 

3.激發愛海、護海之心念，從而落實到生活中愛護海洋之具體行動。 

4.以垃圾分類、物品分析之操作，實際了解人類對海洋所造成之破壞。 

5.以反思檢討會議為終結，讓學生提供回饋，實際了解淨灘涵義。 

 

三、指導單位：敎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四、主辦單位：彰化縣政府 

五、承辦學校：海洋教育資源中心(線西國中) 

六、協辦單位：弘光科技大學通識學院 

七、活動時間：105年 5月 28日星期六（6月 8日「世界海洋日」) 

八、活動地點：線西肉粽角、伸港灘地、福寶灘地、漢寶灘地、 

芳苑灘地、大城灘地 

九、參加對象： 

1.本縣推動海洋教育特色學校之國中學生可優先報名。 

2.本縣國民中學學生，性別不拘，身心狀態可進行長時間行進動作者，對海洋

生態教育有興趣，經家長同意者。 

3.由弘光科大及東海大學學生以營隊小組方式辦理，現場協助指導垃圾蒐集與

分類，集結後秤重以為後續分析。 

4.參與學生另給予五小時志願服務時數，由承辦學校發放證書採納為十二年國

教比序積分。 

 

十、名額： 

1.學校團體：全縣各國中學校依實際辦理規模進行籌組，籌組 40 名學生及 2

名帶隊教師為原則，由中心學校派車接送，並可選擇至鄰近海岸進行活動。 

2.個人參加：各校協助統籌欲參加之學生，填報報名表格後電郵至中心學校，



此部分請自行前往承辦學校報到集合。 

十一、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105年 5月 20日止 

 

十二、報名方式： 

填妥報名表（附件一），本表由各校自行留存，報名資料請寄送電子郵件

(yichung1029@yahoo.com.tw or w_jane514@yahoo.com.tw )，以利彙整人

數及辦理保險。 

 

十三、報到及賦歸方式： 

學校團體：活動當日派車上午 07：30 前至中心學校集合完畢，活動完畢

由遊覽車接回原學校上車處。 

個人參加：由家長或教師載至各承辦國中集合地點報到；於活動當日中午

12：30至同一地點載回學生。 

 

十四、活動內容及方式： 

 

 

 

 

 

 

 

 

 

 
【備註】活動辦理前由承辦各校連繫當地清潔隊，約於 10:30 到場地協助

清運垃圾與資源回收。 

 

十五、計畫經費：由敎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年度專案經費支應。 

十六、業務連絡人：線西國中李主任 7584129#16，王組長#34。 

十七、本活動經承辦單位報請主辦單位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時間 5月 28日(星期六) 

07：30～08：00 
淨灘裝備整理 

行前說明 

08：00～08：30 遊覽車時間 

08：30～10：30 
彰化縣聯合淨灘 

一線淨灘～西海岸微笑了 

10：30～11：00 遊覽車時間 

11：00～12：30 
返校淨灘成果驗收 

成果分享、學習單 

12：30～ 餐盒發放、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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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彰化縣 105年度海洋教育資源中心 

生態保育「一線淨灘，西海岸微笑了」報名表 

學校名稱  責任處室  

參與人數  聯 繫 人  

聯繫電話  電子信箱  

協辦教師  

參與學生名單（個人資料，保險用，請妥善保存) 

學生姓名 班級 出生年月日 身分證字號 備註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備註：1.學生資料務必完整以利保險。 

      2.學生淨灘活動期間，請以營隊分組方式進行，達到分組合作目的。 

      3.有任何疑問，請撥打電話 04-7584129#16 or 34 

4.電子郵件：yichung1029@yahoo.com.tw or w_jane514@yahoo.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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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 105 年度海洋教育資源中心海洋生態體驗營 

芳苑潮間帶生態體驗暨福寶生態教育園區賞鳥實施計畫 

一、依據： 

1. 彰化縣 105年度海洋教育資源中心維運計畫。 

2. 彰化縣推展海洋教育工作小組會議決議。 

二、目的： 

1. 鼓勵學生及家長認識海洋、體驗海洋以增進海洋的國際觀，培育具有海

洋素養的公民。 

2. 透過營隊方式加強學生愛鄉愛家觀念，充實學生沿岸養殖生態觀念。 

3. 介紹彰化縣海洋教育館人文、生態，並與大自然戶外教室配合，以實際

體驗的互動方式，讓學生進一步瞭解海洋自然生態。 

三、辦理單位： 

1. 指導單位：教育部。 

2. 主辦單位：彰化縣政府。 

3. 承辦學校：線西國中。 

4. 協辦單位：彰化縣西海岸環境教育保護協會(芳苑鄉王功村漁港六路 38號) 

社團法人彰化縣環境保護聯盟(芳苑鄉斗苑路頂後段 170 號) 

四、參加對象： 

1. 本縣推動海洋教育特色學校之國中學生可優先報名。 

2. 現就讀本縣國民中學學生，性別不拘，身心健康，對海洋教育生態有興

趣，經家長同意者。 

五、活動時間及地點： 

1. 活動時間：民國 105年 6月 8日(星期三) 

2. 活動地點：福寶生態教育園區、王功漁港陽光水棧、芳苑潮間帶 

六、名額： 

1. 依報名順序錄取 40名，但每校每梯次以不超過 5名學生及二名帶隊教

師為原則，額滿為止。 

2. 承辦學校參加學生數不受限制，可補足參加不足額之人數。 

七、報名方式：填妥報名表（附件一），本表由各校自行留存，報名資料請寄送

電子郵件至承辦學校。 



八、報到及賦歸方式：請於活動當日上午 6：50前由家長或教師載至線西國中

報到，7：00準時出發；當日下午 16：00至同一地點載

回學生。 

九、活動內容及方式：如附件二 

十、活動須知及注意事項： 

1. 活動期間不得脫隊，如有特殊情況，應事先請假登記。 

2. 活動時請注意安全，並遵守老師、輔導員指導。 

十一、經費來源：由敎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年度專案經費支應，經費明細表

詳如附件。由教育部年度專案經費支應。 

十二、聯絡人：線西國中學務處李主任 7584129#16、王組長#34。 

十三、本計畫陳請 上級核定後施行。 
 

附件一 

彰化縣 105 年度海洋教育資源中心海洋生態體驗營 

芳苑潮間帶生態體驗暨福寶生態教育園區賞鳥實施計畫 

                                                         編號： 

姓名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性別 □男□女 

家長姓名  學生身分證字號  

聯絡住址 
 連絡 

電話 

家用： 

手機： 

家長 

同意書 

茲同意                  參加 彰化縣 105 年度海洋教育資源中心海洋生態

體驗營-「芳苑潮間帶生態體驗暨福寶生態教育園區賞鳥實施計畫」，並遵守營

隊一切規章。 

家長簽名： 

※本申請表請詳細填寫後寄E-mail(yichung1029@yahoo.com.tw)至線西國中

學務處李主任，辦理人數有限，故將以申請之先後順序為主要錄取標準，錄

取後將由線西國中通知聯絡人。 

※各項資料請詳填，以便辦理保險事宜。 

※「編號」欄位由線西國中人員填寫，學校請勿填。 

※本報名表請各校自行留存。 



附件二： 

彰化縣 105 年度海洋教育資源中心海洋生態體驗營 

芳苑潮間帶生態體驗暨福寶生態教育園區賞鳥實施計畫 

課程表 

時間 地點 講師 授課內容／備註 

06：50~07：00 報到 承辦單位 點名簽到 

07：00~08：00 

車程 承辦單位 活動流程簡要說明 

參加學員配合事項 

08：00~10：00 

芳苑潮間帶 外聘講師 

彰化縣西海岸

環境教育保護

協會 

魏清水先生 

 

1.專人解說各種魚類介紹及漁船

的機具，牽罟介紹。 

2.介紹海灘牽罟的歷史及漁撈作

業之器具。 

3.耕田的牛、採蚵的鐵牛車，都

化作觀光推手，坐牛車、洗牛

車，感受在地文化。 

4.領略芳苑農漁村風情、潮間帶

生態文化，獨特又有趣。 

 

10：30~12：00 
王功漁港陽

光水棧 

外聘講師 

魏清水先生 

蚵殼串鍊藝術，廢物利用的藝文

體驗，食做合一精神 

12：00~12：30 午餐 承辦單位  

12：30~13：00 休息 承辦單位  

13：00~13：30 
車程 承辦單位 活動流程簡要說明 

參加學員配合事項 

13：30~15：00 

福寶生態教

育園區 

外聘講師 

社團法人彰化

縣環境保護聯

盟 

蔡嘉陽理事長 

 

野鳥生態解說，鏡頭下的鳥類英

姿，愛牠就保護牠。 

溼地鳥類家族：小燕鷗、赤足鷸、

尖尾鴨、東方環頸鴴、高蹺鴴等。 

同步進行園區植物認識。 

 

15：00~15：40 賦歸 承辦單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