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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女中美術科  林宏維教師

概述/契機

海洋篇章海洋女力崛起

        根據「臺灣海洋教育博碩士論文現況與議題趨勢之研究：2000~2018」論文研究
顯示，「目前臺灣海洋教育研究多集中於國小教育階段，而從國小到大學，教育程度
越高，研究數量越少。顯見目前在臺灣教育階段越高海洋教育越不受重視，也是造成
海洋教育在臺灣無法持續與深化的原因。」

        位居鄰近基隆港的基隆女中，在普通型高中升學體制下，自99學年度高中優質化
計畫子計畫「文藝女中‧在地關懷」課程規畫以來，以「海洋教育議題」為軸心，以「
藝術創作」為策略，研究範圍從學校出發，深入社區，延伸至港口、海洋與世界觀點
。期間經歷了三階段的模式轉換(如表一)，包含第一階段的「山河海的摸索期」僅30
%海洋教育元素(因前期整合校園、社區等元素，故海洋元素僅占少數)，到第二階段
「社區海洋資源思索期」發展至80%海洋元素(走出校園、深入社區、探訪港區資源，
提升開發海洋課程)，再到第三階段的「館校合作的探索期」提升至100%海洋教育議
題研發設計(因應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的正式營運，開始導入大量的館校合作至今)。
歷程中研發出許多多元精彩的課程設計，逐步拓展學生視野，開發出在地海洋教育世
界觀的海洋公民。

以國立基隆女中海洋教育教學經驗談起

 

海洋教育成果 

海洋教育課程地圖 

基 隆 女 中   課 程 模

    學校         →        社區         → 港口 /海洋 /世界

30% 

山河海的摸索

80%

社區海洋資源思索

100%

館校合作的探索



推動教學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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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篇章

  在普通型高中新課綱的施行與升學情境下，並評估校內資源與校外推動現況分析，
以本校學校與學生特質來規劃海洋教育推動策略，以「議題主題式課程」方式 ，整
合在地海洋資源與交流，孕育海洋女力素養的提升。以下針對推動教學策略簡要分述
介紹： 
(1)爭取計畫永續經營，教師社群增能精進

課程永續經營極需透過計畫挹注  (高中優質化、跨領域美感教育計畫…等)，來提升其
永續性和多元豐富性，並藉此媒合社區資源與館校合作的機會，提升學生學習視野、
加深學習廣度與多元性，成就學習成效與創作成果。

本校教師社群運作至今長達十年之久，雖有人員的增減，但參與社群的跨域教師群，
也因逐年課程的推廣與執行成效，也陸續有不同領域、不同教師間的合作機會與課程
研發，更利用專案計畫經費，辦理講座研習及實境探索活動，讓師生增能精進。

(2)議題主題式課程，全面性落實課程

雖然本校並無設置海洋相關專班、社團，但卻戮力於長期將海洋教育議題融入全年級
(甚至跨年級別)普高部定必修課程涉及之領域教學時間中實施(以藝術領域為核心並跨
域合作)，讓海洋教育議題融入受益的學生群非單一部分，而是更全面性地推動與往下
扎根。課程架構以學校(點)出發，透過社區資源(線)整合與合作，串連成完整的在地海
洋/世界觀(面)的架構。以點連線、以線成面，建構在地關懷與海洋公民議題。

(3)深耕海洋文藝美學，提升女力素養

有別於一般大家切入海洋教育課程的理性視角，我們企圖以「感性─美學」創新角度
切入海洋議題，補足海洋教育範疇的完整性開發，以藝術創作的設計思考歷程，在地
文史的跨域跨科學習，喚醒學生對於海洋議題、海洋教育課題的深度思考。
(4)跨域合作激盪，多元媒材美感

運用多元教學素材與媒體(行動顯微鏡、VR展場鑑賞、手機APP、雷切機輔助創作、
線上教學互動分享等) 輔助，增加學生五感學習提升，讓學生的創作更具想像力和完
成性。並透過跨科師資的合作，讓學生的學習更加深加廣，刺激靈感與促進行動，甚
至於疫情期間，達到停課不停學的目標，提升到實體授課無法達成的跨班分享與共學
的層次。
(5)館校合作接軌國際，發表舞台成果展現

課程進入館校合作的第三階段後，多次與海科館等展館合作，學校端克服課務與時段
限制，將學生帶入館務現場，五感深化具體學習。而博物館端克服交通與經費的限制
，為學生帶來一場有別於教室的深度探索。另外館方更積極推出入校服務機會，讓講
師、志工、甚至是國際藝術家進入校園，打破學習圍牆，打開學生視野。並藉由展館
平台，讓更多人看見學生學習厚度，成就學習 (如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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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與反思
        

(一)評估自身優勢，逆向操作全面性普及，發展海洋女力素養

考量本校女校條件，呼應｢基女人｣成為全人格適性發展，以「女力素養」能切入的視
角發展與導入，有別於一般切入海洋教育課程的理性研究視角，改以「感性─美學」
文藝角度切入，兼具海洋教育範疇科學與美學的完整性開發。考量現行高中機制中，
化阻力為助力，更積極於普通高中部定必修課程中來落實，進行全面性(全年級)普及
融入教學，讓受益和授課學生能更全面、更普及。

 

海 科 館 X 基 隆 女 中   館 校 合 作 軸 線 模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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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際交流 

●國際交流 

●悠游數位 

海洋行動學

堂 

(表二)海科館X基隆女中館校合作軸線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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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跨域教學，跨界合作，向海洋求真求美

透過跨科、跨領域的知識學習整合與貫串；透過理性與感性的兼具思維，讓學生跨出
校園舒適圈，挑戰與社區與世界接軌，館校合作的教學模式，破除了學校圍牆內的學
習限制，迎來了校外社區與世界資源；豐厚了校內學習與五感體驗。呼應新課綱強調
的生活情境學習，引導學生開展與自我、與他人、與社會、與自然的各種互動能力，
提升學習興趣與終身學習能力，培植現代世界公民應該具備的「女力素養」。
(三)教師專長整合，學生海洋玩味，拓展海洋教育落實

在這活化課程中，第一線教師成為關鍵角色，教師運用多元媒材融入教學引導與創發
，透過跨領域的教學經驗共學，反映在學生顯著成果上，師生對於海洋議題都有不同
角度的認識與提升。看見學生超越教學者原本預估的表現或創作力時，是教學者堅持
與持續下去的關鍵動力。故期待下一階段能融入美國七大海洋素養面向的課程設計 ，
精進全球海洋的國際觀，完善更多教材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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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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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式課程2.議題主題式課程3.議題特色課程等三大類型。  
3.美國海洋教育素養強調學習者與全球海洋環境的關係，包含七大原則：1.地球擁有一個具有多元特徵的大洋2.海洋及
   其生物形塑了地球上的各種特徵3.海洋式氣象與氣候變化的主要影響之一 4.海洋創造出地球生物的棲息地5.海洋提供
   了生物多樣性的生態系統6.海洋跟人類是息息相關的7.大部分海洋仍未被探測。



      臺灣海洋聯盟大會於2021年10月於高雄中山大學國際研究大樓舉行，在一樓及二
樓分別有兩處研討場地，也安排了現場直播及Slido線上提問互動。許多海洋界的先進
們出席討論，議題涵括了海洋科學、聯合觀測、工程技術、海洋地質、海洋法政、氣
候變遷、生態永續、海洋產業、資料庫、研究船發展策略......等，跨域整合，多元豐富
，倡議提案，著實精彩，甚至有先進拄著拐杖也要來參與盛會。

        聯盟成立宗旨為推動臺灣海洋永續發展，旨由基層學研界的各領域參與規劃，建
立海洋支援體系，多元佈局前瞻海洋科技，挑戰跨域整合重大議題。2021大會主軸為
「臺灣海洋科學十年：海洋永續發展-海洋研究現在與未來」，透過各面向綜合性討論
，引導整合海洋相關領域重要議題，以制定適應變遷且以科學為基礎的策略。 

        在許多講座末了的討論中，談到未來
的發展，與後續的合作策略，常常都會不
約而同地提及：人才培育！各行各業的先
進們苦心孤詣，打拼奮鬥數十年，辛苦經
營起相當的成果後，後繼仍然需要生力軍
來接棒。放眼中長程的未來，要怎麼吸引
更多優秀學子，選擇投身海洋領域？樹人
大業，難求速效與立竿見影的KPI，更需
超前佈署，用遠見深耕投入。在冠蓋雲集
的會場中，既然提到了教育，我也就試著
發言分享：多年前我曾帶兩位學生到高屏
溪的河床上，探訪中油公司震盪車隊的現
場作業，被那人工地震搖過之後，一位讀
師大地科，一位讀中央地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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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習活動

人才培育！人才培育！
在許多非教育的場合，會後的展望，答案往往還是教育

中山大學附屬國光高級中學地球科學  謝隆欽老師 

2021臺灣海洋聯盟大會
https://photos.app.goo.gl/TKo8LgwthMcb2PJq5
https://spec.ntu.edu.tw/20211001-page-conf-earth/



研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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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先進們試著開放您的實驗室吧！讓更多有意願的師生們參與，讓年輕的心靈有
機會多方見聞。可以如開放日（Open House）般的年度推廣，也可以特別辦理如新
海研3號 「航向新時代」 的出海實做，也可以更常態簡便地，只需順道開放您的野外
行程，偶爾開放您的實驗室就好，這對求知若渴的師生而言，都是珍貴、難得的加深
加廣學習機會。
        若貴研究室有出海、出野外、調查測量、更新儀器、收取資料、邀請講座、辦研
討會、培訓課程....等，建議能提供部分的訊息，適度開放給有興趣的老師及學生們旁
聽、觀摩、參訪、實習、認識、提問、驚奇、領悟、感動，親自體驗海洋探索的過程
、樂趣、甘苦......。

中央研究院開放日（Open House）
https://goo.gl/photos/SRZRcmNTxDnmvfo78
新海研3號「航向新時代」出海實做
https://photos.app.goo.gl/MGPw8rpcenXBW9SQA
動手玩科學_海研一號
https://photos.app.goo.gl/CmVhOZv4nlGu7qWo2
開放課堂／實驗室 
https://photos.app.goo.gl/KxYJeJh8umDWmPLo7
海洋科學的種子，可能就這麼默默地，播撒在學子的心田了。
或許有一天，我們播下的種子，就會接下我們的棒子。
若您願意開放貴實驗室出海、野外見習的機會，歡迎善用「戶外探究與實作」作為訊
息公告的窗口
https://www.facebook.com/outdoorinquiry/



海洋新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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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諾維

智慧與力量的結合
磯釣之夢幻目標─石鯛

        「石鯛」一名，釣魚愛好者聽到想必為之雀躍，為何？牠可是眾多釣客魚獲名單
中夢寐以求，不惜以「重磯釣」的方式挑戰性的明星魚種！石鯛屬於肉食性魚類，偏
好攝食海膽、貝類、螃蟹等海洋無脊椎動物，為了迎合牠的菜單，單是用餌成本就可
不便宜了。也正因食性關係，石鯛那與生俱來，像鸚鵡喙嘴般強而有力的板齒，能輔
助牠輕易咬碎主食的外殼，可想而之要咬斷釣線或釣鈎，對牠來說根本是輕而易舉的
事，若非加強或特製的釣線及釣鈎，休想把牠請上岸！有了高檔的釣餌及厲害的釣組
就好了嗎？非也，喜好棲息於
岩礁區的石鯛，因湧潮暗浪的
環境使牠練了一身壯碩的體格
，一旦上鈎後，死命往礁石堆
裡衝時的牠，爆發力可不容忽
視，如果沒有一支好釣竿甚至
石鯛專用竿，加上穩妥的馬步
及老到的釣魚經驗，還是很大
機會敗在牠手上！看來想要釣
獲牠，除了要多繳一點釣具費
外，還要三分的運氣加上七分
的技巧，「磯釣皇者」一名並
非浪得虛名！

條石鯛目前於台灣有進行人工繁養殖。（黎諾維 攝）

「磯釣皇者」─ 釣魚人的夢想

        台灣目前有分佈紀錄的石鯛一共有 2 種，牠們獨特的花紋方便我們進行辨識：身
上佈有大小黑點的是斑石鯛 Oplegnathus punctatus，同時因盛產於日本石垣島，故

台灣的石鯛種類



斑石鯛成魚身上的點紋會變得細小，同時嘴巴呈白色。
（黎諾維 攝）

條石鯛成魚身上的條紋大多會消失，同時嘴巴呈烏黑色。
（黎諾維 攝）

條石鯛與斑石鯛雜交後的石鯛，身上同時擁有斑點及條
紋，野外個體於市場上甚為少見。（黎諾維 攝）

亦被稱為「石垣鯛」；身上擁有 6-7條黑色條
紋的則是條石鯛 O. fasciatus。湊巧地，兩種
石鯛的花紋都會隨成長出現微妙的變化：斑石
鯛成魚身上的斑點會愈變愈細，嘴巴也會逐漸
變白，老年魚變白的範圍甚至延伸至臉頰；條
石鯛成魚身上大部分或全部的條紋會慢慢消失
，僅存的條紋會於尾柄部若隱若現，嘴巴也會
逐漸變得烏黑。石鯛在食用市場上的價格一直
居高不下，目前兩者在台灣均有進行人工養殖
，希望在未來以較親民的價格供應龐大的水產
品市場。除此以外，市場上偶然會出現身上同
時擁有斑點及條紋的石鯛，不難推斷這是石鯛
雜交後的的模樣。其實早在1973及1981年，
日本就曾經在野外紀錄過雜交石鯛，繼而韓國
也在2008年從野外收集到雜交石鯛個體，此證
明了條石鯛跟斑石鯛在棲地重疊、繁殖行為相
類似及相近親源關係的情況下，牠們於野外進
行自然雜交有著一定的機率，只因為魚類繁殖
機制還是建基於同種上進行，所以雜交的機率
還是相對較低。直至近年，台灣水產試驗所在
2017年成功開發雜交石鯛的繁殖技術，希望可
以透過雜交，培養出能耐高溫的品種，使雜交
石鯛能於台灣南部這個氣候溫和的養殖重鎮進
行飼養，同時也能在觀賞市場上培育出多一種
觀賞品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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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族表演的主角

        在日本，石鯛與剝皮魨被飼養員視為與海
獅擁有相同智商的海洋生物，是水族館重點訓
練的魚種。透過餵食獎勵的方式，飼養員會訓練石鯛做出一系列有技巧的動作如拉出
海報、踢足球及頂球，甚至游進一系列懸吊在水中的圓圈裡，有趣的是，只要中途沒
有成功游進連續的圓圈內，石鯛會返回起點重新進行。這種表演雖然沒有讓人與魚類
有親身的接觸，但卻成為魚類與飼養員之間互動的橋樑，亦顛覆遊客對魚類智慧或
「只有短暫記憶」的印象，為參觀水族館留下深刻且另類的體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