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6 學年度澎湖縣推動海洋教育重要執行成果報告 

壹、前言 

澎湖群島位於中國大陸與台灣之間的台灣海峽上，北緯 23°12 至 23°47，東經 119°19

至 119°43，是臺灣唯一的島縣，由 90座島嶼組成。澎湖縣縣轄有 1市 5鄉，包括馬公市、

湖西鄉、白沙鄉、西嶼鄉、望安鄉、七美鄉。澎湖縣土地總面積為 127.9636平方公里，土

地面積雖小，但擁有得天獨厚的海洋環境，靠海吃海，海洋遂成了本縣賴以生根發展的重

要命脈。 

近年來，因本縣特殊的玄武岩地質景觀，國際地質專家建議爭取列為世界遺產

或設置為國家地質公園，也由於特殊的歷史背景與地理環境，澎湖近年來也往觀光產業為

主及海洋運動為發展方向，因此本縣需更積極推廣海洋教育，提升本縣居民對海洋資源之認

知、運用及愛護，促進海洋之永續發展。澎湖海域蘊藏豐富的海洋資源，包括豐富的海洋生

態、獨特的地理景觀，以及先人披荊斬棘赴澎開拓，創造出讓人禮讚之海洋文化，都是值得

探索的珍藏，必頇透過適切的海洋教育模式，喚起民眾與學生的海洋意識，進而培養深厚的

海洋素養。 

貳、 背景說明 

一、整體發展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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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整體推動策略 

1. 增進海洋認知： 

（1） 配合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中小教學品質計畫，主動提供增長教師海

洋教育專業知能相關教學資源及人力資源協助，並彙整相關知能研習、體

驗活動，具體轉化為教學目標，產出教學參考教材供國中小學使用。 

（2） 海洋教育與課程結合：落實海洋教育的根本，需確實將海洋理念行諸教學，

本年度將海洋教育融入藝文、閱讀、鄉土課程，成為正常化課程教學，讓

學生能體認海洋教育的重要，並編撰教材，供縣內學校教學參考。 

（3） 辦理海洋知識 PK賽，充分利用網路平台教材，擴大海洋知識學習成效。 

2. 深度體驗活動： 

（1） 透過海洋文創大賽，刺激學生反思海洋環境問題，以創作體驗深化海洋情

懷。 

（2） 持續辦理國民中小學小泳士游泳學習活動。 

（3） 推動各項海洋體驗課程，培養親海技能，深化海洋情懷。 

3. 活絡網路資源： 

（1） 結合各機關團體資源，共同對本縣海洋生態、景觀、產業、人文及相關資

源進行教學合作，做為教學或推廣海洋知識及生態保育觀念使用。 

（2） 由海洋教育資源中心及教育網路中心，協助將本縣現有海洋相關資源轉換

為數位資源，並存放於網路平台，供師生及民眾使用。 

（3） 持續充實海洋教育資源網站，供各國中小學安排校外教學或課程融入時使

參考使用。 

（4） 強化網站教育功能多元化，激發入站使用動機，達到活化網站人氣目標，

以活絡海洋教育資源分享平台。 

4. 充實資源設備： 

（1） 充實「澎湖縣海洋教育資源中心」之情境設備與資料，提供本縣國民中小

學從事海洋教育之教學支持環境。編印海洋教育課程教材及海洋教育刊物

等出版品分送各校教學參考使用；積極編製各類文宣、海報、書籤發送各

界。充實海洋資源網站內涵，提供自學檢測機制，活化網站多元功能。 

5. 參訪交流分享： 

（1） 從學生的角度出發，推動海洋教育執行成果發表與分享，透過海洋教育的

相關議題行銷在地海洋特色。 

（2） 辦理縣內交流觀摩及親海活動體驗，亦歡迎縣外學校參訪，透過參訪教學

體驗課程活動，推廣中心資源共享機制，提升本縣海洋教育內涵與素養，

並行銷本縣海洋教育特色。 

（3） 藉由跨縣市海洋教育推動歷程與成果分享，行銷本縣在地特色課程，並觀

摩其他縣市做法，進而提升推動海洋教育成效。 



 

三、核定執行項目 

1. 第一類：維運海洋教育資源中心計畫 

具體執行項目： 

（1） 持續健全海洋教育推動小組之運作機制，檢討及精進海洋教育推動策略。 

（2） 推動海洋教育年度主題及全國海洋教育週之相關活動。 

（3） 參與全國海洋教育成果展示交流研習活動。 

（4） 不定期充實海洋教育網路平臺，並強化師生使用網路平臺資源。 

（5） 設備維護及更新。 

2. 第二類：精緻海洋教育課程與教學計畫 

具體執行項目： 

（1） 盤點及建置地方海洋教育資源網絡，並落實提供各校運用於發展課程及教

學。 

（2） 研發及推廣具地方特色之海洋教育教材。 

（3） 鼓勵培養海洋教育種子教師，定期增能；並組成海洋教育輔導團隊，研發

海洋素養教學策略，賦予推動海洋教育之任務。 

（4） 組成海洋教育課程與教學共備社群，強化課程與教學之創新及實踐。  

（5） 辦理海洋教育增能研習，內容包括海洋法政、海洋戰略等議題，並鼓勵行

政人員參與。 

3. 第三類：推動跨直轄市、縣（市）海洋教育合作計畫 

具體執行項目： 

（1） 蒐集國內外海洋教育新近發展、報導海洋教育相關理念、研究及教育方法

等，出版海洋教育刊物，推廣海洋教育議題探討及理念推廣。 

 

參、執行成果與檢討 

一、執行成果彙整 

編號 
活動名

稱 
活動內容概述 活動對象 人次 主要成果敘述 

1.  

辦理打

造澎湖

成為無

柔珠海

域徵文

及漫畫

比賽活

動 

以「打造澎湖成為無柔

珠海域」為主題概念，宣

導塑膠微粒對海洋生態

危害，請教師指導學生以

作文或漫畫的方式，表現

如何使澎湖成為無柔珠

海域的概念，期能打動人

心，共同以行動一起來守

護海洋環境。 

 

全縣國中

小學生 
65 

藉由徵文和漫畫比賽活

動，使本縣師生關注並認

知柔珠（塑膠微粒）對海

洋環境生態造成的危害。

並激發師生願意愛護海洋

的情懷，並能宣導不使用

柔珠的能力。 

2.  

「海洋

科普繪

本創作」

為促進海洋教育融入

領域教學，鼓勵師生編製

海洋科普繪本，並將繪本

全縣國中

小教師及

學生 

325 

透過教師自行創作繪本

或經由師生對話，教師指導

學生創作繪本，並於課堂試



徵選活

動 

運用於教學實踐，以提升

學生海洋科學知能。藉由

辦理徵選優秀繪本作品

之活動，促進各校資源交

流與共享，讓親海、護海

的理念更為普及。於本縣

年度海洋教育成果交流

分享研習會提供創作經

驗之分享及交流與互動

之機會，藉以提升繪本創

作相關知能，並促進大眾

對海洋教育之認識。 

行教學，將繪本作為海洋教

育教材，活化學生學習動

機，使教學更具活潑性，學

生學習更有成效。 

3.  

海洋科

普書籍

展覽 

 

設置「海洋科普書籍」

展覽專區：配合 2017 海

洋教育週，於 106 年 6

月 1日至 6月 11日假本

縣海洋教育資源中心設

置專區展出海洋科普書

籍。 

並於書展期間辦理

海洋科普有獎徵答、海洋

繪本說故事、親子共讀海

洋科普書籍，讓海洋科學

知識生活化，強化海洋與

生活的連結。 

本縣民眾

及學生 
135 

藉由海洋科普書籍展

覽，提供民眾閱讀，以達海

洋科普教育之效。其中親子

共讀，除有助提升親子海洋

意識，亦培養親子閱讀力，

增溫親子情感，一舉數得。 

4.  

全縣國

民中小

學海洋

知識 PK

賽 

以本縣海洋教育資源

中心網站之電子書為學

習資源，邀請全縣國中小

學生上網自學。 

邀請專家出題，初賽

以筆試方式進行，決賽以

搶答方式分出勝負，並排

定名次，予以獎勵。 

全縣國中

小學生 
150 

藉由辦理競賽方式，請

託教師鼓勵學生上網聯結

本縣海洋教育資源中心網

站自學海洋知識，以激發學

生自我學習動機，厚積海洋

知識，培養愛海情懷，以提

升海洋素養。 

5.  

編輯大

航海時

代的風

櫃尾教

材 

本教材以 17 世紀荷蘭

艦隊司令雷爾松率隊佔

領澎湖風櫃尾，築建遠東

第一座軍事城堡為課程

背景，設計「揚帆起航」、

「多樣風櫃尾」、「從阿姆

斯特丹到風櫃尾半島」及

「紅毛人給澎湖的禮物」

四部分課程，內容涵蓋海

全縣師生 
全縣

師生 

各校學生從本教材教學

中，讓學生能瞭解澎湖十七

世紀以來國際海洋文化的

歷史脈絡與發展，除理解本

縣在地海洋歷史文化外，更

能擴增學生的國際視野。 



洋歷史、海洋文化、海洋

科學及海洋生態等層面。 

6.  

以海為

田-卲貝

嶼的石

滬與海

岸地景

變遷教

學 

石滬是本縣先民深具智

慧的漁法，其工法不僅勞

永逸，永久坐收漁利之

便，更是美麗的海岸人文

地景，而卲貝嶼的石滬數

量之多，更為全澎之冠，

故以卲貝嶼的石滬作為

海洋教材發想。 

本教材分為澎湖石滬概

說、卲貝的石滬、探究石

滬的捕魚原理及石滬之

美四個課程讓學生瞭解

及體驗本縣的石滬文化。 

 

全縣師生 
全縣

師生 

學生從本教材中可瞭解

先民建造石滬漁法的脈

絡，並從實地探訪石滬過程

中，想像前人以海為田，窮

數年至數十年之力辛勞建

造石滬，在實用之外，亦在

造型設計上兼顧美感，感受

前人的心血與智慧，效法前

人與海洋環境良好互動與 

7.  

啟航-澎

湖的海

洋戶外

體驗教

育 

本書以海洋環境規

劃著眼，從場域/資源的角

度切入兼論及其他系

統，課程（方案）、行政

（社區及學校）、輔導（人

員訓練）及後勤（住宿型

戶外教育）等，期能呈

現，澎湖能為以海洋與環

境為主題，發展優質戶外

體驗學習場域之可能性。 

 

全縣師生 
全縣

師生 

教育部海洋教育政策白

皮書（2007）中提到，當今

海洋教育問題其中之一為

海洋體驗及活動不足。培育

海洋的知能、情意及行動，

有賴海洋體驗，而現今各級

學校海洋體驗活動並不常

見。 

 

8.  

海洋教

育教師

增能研

習活動 

透過講座與實地體

驗，讓教師認知海洋文化

及海洋生態環境，並示範

課堂教學模式，使參與教

師參考海洋教育教學方

式。 

全縣教師 25 

參與研習教師，對本縣海洋

文化及海洋生態，有更深刻

的理解和體驗，並願意嘗試

將所學適切融入到課程中。 

9.  

出版海

洋教育

季刊 

邀請海洋教育專家

及教師，撰寫有關海洋議

題及課程教學經驗分

享，以推廣海洋教育理

念，並提供教學參考。 

各界 

學校

及各

界人

士 

各界人士在收到本海洋教

育季刊之後，對於季刊內容

除陸續表達肯定外，亦給予

許多意見回饋，以作為日後

賡續出刊之參考。 

10.  
辦理 106

年海洋

以「大航海時代的風

櫃尾」教材為藍本設計三

全縣國小

學生 
50 

參加學生對於本海洋教育

學習體驗營在參與過程中



教育學

習體驗

營 

天課程，邀請全縣國小學

生參與課程學習及海洋

體驗。 

均表現極為積極和熱忱的

態度，反應極佳，家長對於

教學課程的設計也非常滿

意，給予高度的肯定。 

11.  

辦理 107

年海洋

教育學

習體驗

營 

以「以海為田-卲貝嶼

的石滬與海岸地景變遷

教學」教材為藍本設計四

天課程，邀請全縣國小學

生參與課程學習及海洋

體驗。 

全縣國小

學生 
50 

本課程因設計夜間探訪潮

間帶之課程，需至卲貝島住

宿，對教師教學更具考驗。

但在教師的精心安排規劃

下，並結合社區資源協力運

作，讓課程運作順暢。 

學生在參與過程中亦大多

表現積極的態度，反應良

好，家長也給予滿意的肯

定。 

 

二、問題檢討與改善計畫 

1. 逐步擴展，擴大海洋教育層面： 

歷年來本縣在推動海洋教育方面，組成海洋聯盟，並逐年拓展參與規模，希望

透過聯盟學校的連線全面推廣並落實海洋教育成為澎湖國中小學校的基本，並

支持各校發展其在地海洋特色，塑造本縣多面向的海洋教育。 

2. 將文化材轉化成學習材： 

本中心擁有很多海洋文化材，透過這幾年來的努力，將其轉化成國中小適合學

習的學習材，並積極編寫教材，陸續編寫「大航海時代的風櫃尾」、「以海為田-

卲貝嶼的石滬與海岸地景變遷教學」及「啟航-澎湖的海洋戶外體驗教育」，並

出版「海洋教育季刊」，作為各校推動海洋教育教學參考教材，減輕教師準備教

材之負擔，並擴大影響層面。 

3. 培訓各校海洋教育種子教師： 

規劃完整的海洋教學體驗課程，透過鼓勵，要求各校至少培訓一位種子教師，

讓海洋教育能扎根各校。然參與教師仍無法感受參與推動海洋教育之熱忱，教

育之成敗，教師是關鍵，如何喚起教師對海洋教育之熱情，尚待努力。 

4. 知識觀念的建立到具體行動： 

這幾年來透過海洋知識 PK賽、網路 E學院的推動，海洋相關的觀念知識漸漸紮

根。並將知識轉成具體行動，藉由師生共同設計海洋公民行動課程，帶領學童

思考、設計、改變，去走近人群、實際宣傳保護海洋的想法，讓引起大眾更擴

大的共鳴。然仍未具普遍性，仍待努力深化與推廣。 

5. 多樣性的親海課程體驗： 

本縣各校已陸續推動多種親海課程，如游泳、輕艇、獨木舟、SUP、浮潛、石滬、

潮間帶探索課程、抱礅等，並藉由努力的落實與深化，參與學生在海洋素養上，

確有明顯之提升，頗有成效，甚至有學校更獲得教學卓越獎之肯定。但深入檢

討之，有參與校數仍不夠全面之問題，此為爾後繼續加強努力之目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