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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執行成果摘要 

一、 活動目的 

透過讓學生參與海洋體驗、學習海洋新知及感受海洋之美，以達親

海、愛海、知海之教育目的，了解人與海洋的和諧互動關係，進而導引

學生進行海洋文學之創作。 

二、 活動辦理單位 

1.主辦單位：國立臺灣海洋大學臺灣海洋教育中心 

2.協辦單位：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教學中心、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師資培育中

心、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 

三、活動辦理時間 

103 年 8 月 24 日至 8 月 26 日計三天兩夜。 

四、活動與會人數共計 74 人 

與會人員 人數 

學員 

（高中職學生） 

報名人數 

（包含網路及傳真報名） 
44 人 

繳交報名費人數 37 人 

實際參與人員 33 人 

工作人員 

教師 4 人 

行政人員 4 人 

小隊輔（海大學生） 1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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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會人員 人數 

講師 

大學教授 3 人 

高中教師 7 人 

民間教師 4 人 

講座助教 9 人 

五、活動之產出 

活動藉由參與獨木舟體驗、潮境公園與忘憂谷一○一高地日出巡

禮、八斗子漁村探訪、潮境公園潮間帶踏查等，讓學生直接感受自

身與海洋的互動關係，再藉由參觀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主題館）、

賞析海洋歌謠、攝影與紀錄片等活動以獲得新知，做為學生海洋文

學創作之基礎，讓 33 位與會的學員以海洋為主題進行文學創作，共

計產出 14 篇散文及 26 篇新詩，活動最後以滿滿的海洋文學作品畫

下圓滿的句點。 

 

 

貳、執行內容及成果說明 

一、提升品質策略目標及相關配套措施 

◎ 協辦伙伴之拓展 

本中心是為新設單位，人力資源較不足，在活動辦理過程中常有超時工

作之情事，長此以往不僅耗損人力，中心更易因人員疲勞而產生狀況。因此，

本中心往後若欲辦理類似之大型活動，應尋求更多協力單位共同辦理，以減

少狀況發生的機率，相對提升活動辦理之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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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際執行方式 

(一）招生宣傳： 

1.以 103年 6月 5日海洋教育字第 1030009980號公文函請全國高級中學及

全國高級職業學校轉知所屬教師踴躍推薦學生報名參加。 

2.登錄臺灣海洋教育中心網站（ http://tmec.ntou.edu.tw/files/40-1031-181.php ），

提供活動相關訊息。 

（二）參與活動之學員：本次「2014 高中職海洋文學體驗營」實際參與活動

之高中職學生共 33 名，來自臺北市立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臺北

市立木柵高級工業職業學校、臺北市再興高級中學、臺北市景文高級

中學、臺北市靜修女子高級中學、基隆市立中山高級中學、新北巿立

竹圍高級中學、新北市立中和高級中學、新北市立三民高級中學、新

北市立明德高級中學、新北市立金山高級中學、新北市國立華僑實驗

高級中學、桃園縣大華高級中學、國立新竹科學工業園區實驗高級中

學、新竹市曙光女子高級中學、國立羅東高級中學、國立臺東高級中

學、國立南投仁愛高級農業職業學校、國立南投暨南大學附屬高級中

學、臺中市立僑泰高級中學、臺南市立永仁高級中學等全國 21 所不

同的學校。       

（三）活動課程表 

◎ 第一天 

8 月 24 日(星期日)  

時間 課程內容 活動地點 

9:00~9:30 報到 

生命科學院南璋廳 

9:30~10:00 開幕：李副校長致詞、貴賓致詞 

10:10~11:40 
◎海海人生，人生海海 

主講人：廖鴻基先生 

11:40~12:10 
◎歸屬：小隊分組與任務說明 

主持人：值星隊長 

12:10~13:10 午餐 生命科學院 1 樓川堂 

http://tmec.ntou.edu.tw/files/40-1031-181.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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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0~14:00 
◎聽海：水手之歌 

主講人：黃琇苓老師、吳慧貞老師 
生命科學院南璋廳 

14:20~15:10 
◎走過：獨木舟環島的生命體驗 

主講人：海大獨木舟船隊隊長 溫正毅先生 

15:20~17:20 
◎搖擺：獨木舟體驗 

主持人：獨木舟教練林季燕教授 
海大小艇碼頭 

17:30~18:30 晚餐 人文大樓 602 教室 

19:10~20:00 
◎眺望：海洋紀錄片、詩歌創作 

主講人：顧蕙倩老師 
人文大樓 602 教室 

20:00~21:00 
◎當我們同在一起：小隊活動 

主持人：各小隊長 
人文大樓 302 教室 

22:00~ 吹熄燈號  

◎ 第二天 

8 月 25 日(星期一)  

時間 課程內容 活動地點 

05:00~06:00 
◎凝視：日初映象 

主持人：羅力導演 
忘憂谷 

06:00~06:30 早餐 八斗子漁村 

06:30~08:00 
◎尋․覓：漁村的生命活力 

主講人：羅力導演 
八斗子漁村 

08:00~09:00 晨間休息 海科館教室 

09:00~10:30 
◎攝․影：海洋的美麗與哀愁 

主講人：張順雄教授 
海科館教室 

10:40~12:10 

◎唱快人生：海洋文化在彈指之間 

主講人：江愛華教授 

民歌手：鄭舜成老師 

海科館教室 

12:20~13:40 午餐（含午休） 海科館教室 

13:40~14:30 
◎迴響：由藝術欣賞導入文學創作 

主講人：嚴月霞老師、白瑩潔老師 
海科館教室 

14:40~16:10 
◎邂逅：遇見潮間帶生物 

主講人：陳麗淑博士 
潮境公園潮間帶 

16:20~17:10 
◎迴響：由觀察海洋生物導入文學創作 

主講人：洪菁穗老師、林欣怡老師 
潮境公園潮間帶 

17:30~18:30 晚餐 人文大樓 602 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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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21:00 
◎星空畫語：海洋文學創作 

主持人：各小隊指導老師 
人文大樓 302 教室 

22:00~ 吹熄燈號  

◎ 第三天 

8 月 26 日(星期二)  

時間 課程內容 活動地點 

08:00~08:30 早餐 人文大樓 602 教室 

08:40~10:10 ◎海科館之旅(一) 

海科館 

10:20~11:50 ◎海科館之旅(二) 

12:00~13:00 午餐 人文大樓 602 教室 

13:00~14:00 
◎感動後的表白：作品發表 

主持人：洪菁穗老師、顧蕙倩老師 

人文大樓 602 教室 

14:00~14:30 

◎綜合座談 

海洋文學創作入選作品頒獎 

主持人：蔡國珍副校長 

14:30 賦歸  

 

 

（四）課程師資（依姓氏筆畫排列） 

姓名 服務學校 擔任課程 

白瑩潔老師 新北市中和高級中學 『靈動：來自海洋生物的消息』 

江愛華教授 臺北基督學院 『唱快人生：海洋文化在彈指之間』 

林季燕教授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搖擺：獨木舟體驗』 

林欣怡老師 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 『跨界：海洋人文與科技的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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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慧貞老師 臺北市萬芳高級中學 『聽海：水手之歌』 

洪菁穗老師 國立基隆女子高級中學 
『跨界：海洋人文與科技的對話』 

『凝視：漁村的生命力』 

黃琇苓老師 國立苗栗高級中學 『聽海：水手之歌』 

陳麗淑博士 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 『邂逅：潮間帶海洋生物』 

張順雄教授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攝․影：海洋的美麗與哀愁』 

溫正毅先生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獨木舟船隊 『走過：獨木舟環島的生命體驗』 

廖鴻基先生 知名海洋文學作家 『海海人生，人生海海』 

鄭舜成老師 福音歌手 『唱快人生：海洋文化在彈指之間』 

羅  力導演 映像生活個人工作室 『凝視：漁村的生命力』 

嚴月霞老師 新北市中和高級中學 『靈動：來自海洋生物的消息』 

顧蕙倩老師 國立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眺望：海洋紀錄片、詩歌創作』 

 

（五）活動花絮 

  

照片說明：8 月 24 日活動開幕式-李選士副校

長致詞。 

照片說明：8 月 24 日活動開幕式-臺灣海洋教

育中心許育彰主任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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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說明：8 月 24 日活動開幕式-大合照。 
照片說明：8 月 24 日廖鴻基老師主講「海海

人生.人生海海」。 

  
照片說明：8 月 24 日廖鴻基老師主講「海海

人生.人生海海」。 

照片說明：8 月 24 日廖鴻基老師與小粉絲們

合影留念。 

  

照片說明：8 月 24 日溫正毅老師主講「走過-

獨木舟環島的生命體驗」。 

照片說明：8 月 24 日溫正毅老師主講「走過-

獨木舟環島的生命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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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說明：8 月 24 日「獨木舟」體驗課程。 照片說明：8 月 24 日「獨木舟」體驗課程。 

  

照片說明：8 月 24 日「獨木舟」體驗課程。 照片說明：8 月 24 日「獨木舟」體驗課程。 

  

照片說明：8 月 24 日顧蕙倩老師主持的「眺

望：海洋紀錄片、詩歌創作」。 

照片說明：8 月 24 日顧蕙倩老師主持的「眺

望：海洋紀錄片、詩歌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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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說明：8 月 24 日顧蕙倩老師主持的「眺

望：海洋紀錄片、詩歌創作」。 

照片說明：8 月 24 日顧蕙倩老師主持的「眺

望：海洋紀錄片、詩歌創作」。 

  

照片說明：8 月 24 日顧蕙倩老師主持的「眺

望：海洋紀錄片、詩歌創作」。 

照片說明：8 月 24 日顧蕙倩老師主持的「眺

望：海洋紀錄片、詩歌創作」。 

  

照片說明：8 月 25 日「凝視-日初映象」體驗

課程。 

照片說明：8 月 25 日「凝視-日初映象」體驗

課程。 



12 

 

  

照片說明：8 月 25 日張順雄教授主講的

「攝.影-海洋的美麗與哀愁」。 

照片說明：8 月 25 日張順雄教授主講的「攝.影-海

洋的美麗與哀愁」。 

 
 

照片說明：8 月 25 日江愛華教授、鄭舜成
老師主講的「唱快人生-海洋文化
在彈指之間」。 

照片說明：8 月 25 日江愛華教授、鄭舜成老師主

講的「唱快人生-海洋文化在彈指之間」。 

  

照片說明：8 月 25 日江愛華教授、鄭舜

成老師主講的「唱快人生-海洋

文化在彈指之間」。 

照片說明：8 月 25 日江愛華教授、鄭舜成老師主

講的「唱快人生-海洋文化在彈指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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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說明：8 月 25 日嚴月霞、白瑩潔老師共同

主持的「迴響：由觀察海洋生物導

入文學創作」。 

照片說明：8 月 25 日嚴月霞、白瑩潔老師共

同主持的「迴響：由觀察海洋生物

導入文學創作」。 

  
照片說明：8 月 25 日嚴月霞、白瑩潔老師共同

主持的「迴響：由觀察海洋生物導

入文學創作」。 

照片說明：8 月 25 日嚴月霞、白瑩潔老師共

同主持的「迴響：由觀察海洋生物

導入文學創作」。 

  
照片說明：8 月 25 日嚴月霞、白瑩潔老師共同

主持的「迴響：由觀察海洋生物導

入文學創作」。 

照片說明：8 月 25 日嚴月霞、白瑩潔老師共

同主持的「迴響：由觀察海洋生物

導入文學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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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說明：8 月 25 日嚴月霞、白瑩潔老師共同

主持的「迴響：由觀察海洋生物導

入文學創作」。 

照片說明：8 月 25 日嚴月霞、白瑩潔老師共

同主持的「迴響：由觀察海洋生物

導入文學創作」。 

 

照片說明：8 月 25 日「星空畫語-海洋文學創作」。 

 

 

照片說明：8 月 26 日海科館之旅。 照片說明：8 月 26 日海科館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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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說明：8 月 26 日海科館之旅。 照片說明：8 月 26 日海科館之旅。 

  

照片說明：8 月 26 日海科館之旅。 照片說明：8 月 26 日海科館之旅。 

  

照片說明：8 月 26 日海科館之旅。 照片說明：8 月 26 日海科館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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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說明：8 月 26 日蔡副校長頒發海洋文學創

作得獎作品。 

照片說明：8 月 26 日許主任頒發海洋文學體

驗營團隊精神獎。 

 
 

照片說明：8 月 26 日謝玉玲老師頒發感謝狀給

與會的高中國文老師。 

照片說明：8 月 26 日許主任頒發結業証書給

海洋文學體驗營與會的學員。 

  

照片說明：8 月 26 日許主任頒發結業証書給海

洋文學體驗營與會的學員。 

照片說明：8 月 26 日海洋文學體驗營結業式

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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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如何規劃或修正 

（一）招生宣傳方式與面向之調整 

1. 活動宣傳之媒介：除了透過公文及主辦單位、協辦單位的網站宣達活

動訊息外，亦可利用社群網路平臺（例如 Facebook、部落格等）擴大

宣傳層面。 

2. 招生對應窗口之選擇：在公文發送時，可以依照營隊需求的學員屬性

（文學、歷史、英語…）直接發送給特定科系之科任教師，可避免發

生公文直接被忽略的情況。 

（二）課程規劃與時程安排之調整 

1. 營隊時程之配置應考量宿舍規定之作息：因宿舍有既定的熄燈時間，

因此為維護學員使用宿舍公用設施（浴室、廁所）之安全及顧及學員

休息時間之充足，應提前每日課程結束之時間。 

2. 課程時間之安排應考量學員之體力：雖多數學員皆認可此一豐富而緊

湊的體驗課程，但往後仍須考量少數體力不勝負荷之學員。 

 

四、實施方式檢討及未來改進方向 

序號 實施方式檢討 未來改進方向 

1 

營隊作息時間之安排與校方大門

車輛門禁管制時間之配合。 

調整營隊作息或提前申請或尋找替

代方案 

說明：因為營隊第二天安排到潮境

公園『看日出』的行程，必

須在清晨 4:50 開始（以休旅

車）分批將學員乘載至潮境

公園，但因為主辦單位不知

道校方有車輛方面的門禁管

制，因而對值班的駐校員警

說明：為避免造成困擾，可調整方

案如下： 

(1) 取消類似（避免門禁時間內進出

校門）之活動。 

(2) 詢問是否可透過提前申請的方

式，尋求駐校員警的協助，以避

免造成駐校員警的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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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困擾，感到非常抱歉！ (3) 讓學員以步行方式自宿舍走至校

門口搭車，避免麻煩員警開門。 

2 

為處理學員臨時狀況而觸怒值班

的駐校員警，感到萬分抱歉！ 

請家長自行帶學員就醫、請學員忍耐、

請學員自行從校門口步行回宿舍。 

說明：因某位營隊女學員於晚間十

點時突然告知咽喉部位疑似

遭魚刺扎到，感到相當不

適。經聯繫家長後，家長希

望營隊能協助學員就醫，因

此由營隊兩位工作人員陪同

就醫。但因候診時間較長，

返回學校時（23:59）已屆車

輛 管 制 的 門 禁 時 間

（24:00），大門（拉門）早

已關閉而值班員警正要離

開。為能安全將學員送返宿

舍，遂請求員警能將車輛放

行，並允諾立即出來，唯令

人遺憾的是，該員警在一陣

厲聲責斥後才開門放行。 

說明：為避免造成類似之困擾，或

許可調整方案如下： 

(1) 聯絡學員家長，請家長自行來學

校帶學員就醫（但，因部分學員

來自外縣市，故此一方案恐有困

難）。 

(2) 請學員暫時忍耐，隔天校門開放

後再帶其就醫（但，因學員頗為

不適，恐有風險）。 

(3) 請學員下車由工作人員陪同步行

回宿舍。 

 

五、學生學習具體成效 

海洋文學體驗營為豐富營隊的產出，創造營隊之特色，特於活動之尾聲

辦理海洋文學創作比賽，鼓勵學員們透過在營隊活動中所體驗到的感受進行

發想，創作出有別於以往的海洋文學作品。在學員們熱情的參與下，共計產

出 14 篇散文及 26 篇新詩，也邀請蔡副校長蒞臨頒發了各組（散文組、

新詩組）表現優異的作品。 

六、成果回饋 

學員給予許多正面的回饋，除了在問卷中得到許多正向的回應外，學員們

直接、間接的言語中，也帶給團隊很多的肯定。活動結束當天，除了許多離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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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依的畫面外，甚至出現有學員詢問是否可以多繳一些學費讓他多留兩天這般

可愛卻又感人的話語。後續甚至有學員以電子郵件方式寄來一長篇令人感動許

久的書信。這種種的回饋都滿滿的撫慰了所有工作人員的疲憊，雖然勞累，此

時卻感到無比的滿足。 

七、其他相關建議 

◎ 希冀校內餐飲設施更趨完善 

      在營隊的辦理上，與會人員餐點的安排經常是主辦單位較為關注的項

目之一，對於為期兩天以上的營隊而言，更是一項頗為費心的工作。因此，

倘若在暑假期間，校園中仍有數個信用、品質良好的商家可供選擇，不僅

對營隊的辦理有很大的助益，對於營隊人員的用餐衛生也更有保障。 

 

參、預期成效指標及評估機制達成狀況 

雖實際參加學員僅 33 名，未達原訂招收（50 名）之數額，但學員們在透

過參與各項海洋體驗活動、學習海洋新知、及感受海洋之美等課程後，導引出

許多優秀的海洋文學創作，33 位與會學員共繳交了 40 份海洋文學創作（新詩、

散文）作品，遠超過計畫所預期之效益。 

      另依活動問卷調查之統計（表 4-1）結果顯示，所有項目之滿意度調查平

均分數皆於 4.0（同意）以上，說明活動辦理之成效不論是整體營隊之規劃、

講師授課之內容、工作人員之表現等，都有相當不錯的評價。 

肆、滿意度調查統計分析表 

為瞭解參加學員對本活動之滿意程度，以作為日後辦理相關活動參考，針對

學員進行意見調查，調查統計結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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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103 年度海洋特色營隊 

2014 高中職海洋文學體驗營隊 

滿意度調查統計表 

營隊學員人數 33 人，1 人早退，1 人未交， 

共計回收 31 份 

非常 
同意 
5分 

同意 
 

4分 

普通 
 

3分 

不同意 
 

2分 

非常 
不同意 
1分 

平均 
分數 

1、整體而言，參與此次海洋特色營隊對我有助益。 14 12 4 1 0 4.29 

2、整體而言，我可以接受營隊規劃的活動內容及
安排。 14 12 4 1 0 4.32 

3、整體而言，講師教授內容是我想得知的。 11 13 6 1 0 4.19 

4、我對於本次營隊工作人員及隊輔表現是滿意的。 19 12 0 0 0 4.74 

5、如果有機會，我會推薦其他同學參加國立臺灣
海洋大學所辦理之海洋特色營隊。 16 13 1 1 0 4.58 

6、如果有機會，我願意再次參加國立臺灣海洋大
學辦理之其他精心規劃的營隊活動。 15 13 2 1 0 4.55 

7、此次活動讓我對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有進一步的
認識。 12 16 2 1 0 4.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