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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縣 104 年度海洋教育資源中心維運計畫 

子計畫二：104 年度全國海洋教育教學研習參訪活動 

壹、依據 

104 年度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國民中小學海洋教育資源中心維運計畫。 

貳、目的 

呈現金門縣在地海洋教育之執行成果，並觀摩全國其他縣市海洋教育優質方案與加強經驗

交 流，以利提升金門縣市海洋教育普及推廣，落實深耕海洋教育。 

參、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主辦單位：金門縣政府教育處。 

三、承辦單位：金門縣立金城國中。 

肆、活動時間地點 

一、時間：民國 104 年 10 月 29~30日。 

二、地點：基隆。 

伍、經費預算：如【附件 1】。 

陸、本計畫經奉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 1】 

PS:在總計畫經費不辨之下，各項目得以流用。 

 

 

 

 

 

子計畫二：104 年度全國海洋教育教學研習參訪活動經費預算表 

項目 單位 單價 數量 總價 備 註 

機票 人次 3,500 5 17,500  

交通費 人次 200 5 1,000 (含捷運、鐵公路車資，基隆-台北 64*2) 

住宿費 人次/日 1,600 15 24,000 5 人*3 日 

印刷費 本 500 20 10,000 年度成果印製(含海報、成果冊*20) 

雜支 式 3,000 1 3,000  

合 計 55,500  



金門縣 104 年度海洋教育資源中心維運計畫 

104 年度全國海洋教育教學研習參訪活動 

活動相片(一)  活動相片(二)  

  

活動相片(三) 活動相片(四) 

  

活動相片(五) 活動相片(六) 

  

 
 
 



 

金門縣 104 年度海洋教育資源中心維運計畫 

104 年度全國海洋教育教學研習參訪活動 
活動相片(七)  活動相片(八)  

 
 

活動相片(九) 活動相片(十) 

  

活動相片(十一) 活動相片(十二) 

  
 
 



與會代表回饋節錄 

1.首日抵達台北火車站由主辦單位專車接送到國立海洋科學博物館

(基隆市八斗子)。 

2.進行報到、資料領取與行李置放，隨即參與開幕式。 

3.首場演講由八斗子國小的退休校長進行該校參與教學卓越獎的經

驗分享，該校確實將海洋元素融該校各項活動，換句話說這是一所

辦理任何活動都有海洋元素的海洋學校。 

4.接著由海大吳教授開講，教授長年在海洋教育上付出，也看見了各

縣市的推動成果，他希望大家讓海洋教育更精緻化，並希望大家朝

向培養「成一個海洋文化人」的目標來推動海洋教育，更加提升海

洋教學能力前進。 

5.之後由海科館陳博士進行演講，博士說明著海科有著三大定位: 環

境教育、海洋教育以及科學教育，並說明海科館的展示與相關教育

規劃，鼓勵大家善用海科館。 

6.中午休息過後，則進行本縣海洋教育成果海報布置與攤位擺設，過

程也看見各縣市努力的在進行布置與擺設，相較之下，本縣的這部

份則略顯單薄。 

7.下午第一部分課程分組進行，部分與會學員選擇九年級海科館課程，

由許繼哲老師帶領，認識海科館的環境廳，並了解洋流、潮汐與相



關發電原理與應用，過程必須完成學習單。 

8.下午第二部分，進入到海洋劇場觀賞加拉巴哥群島的生物介紹與環

境由來，這是一處 3D 劇場，觀賞效果是相當震撼與精彩的，藉由

精細描繪影片，讓觀眾看見島嶼生物如何適應新環境，進而演化成

島嶼特有種。 

9.回到主場地進行演講課程，由科教館葉博士進行鯊魚教案說明，鼓

勵各校踴躍向科教館借洽。 

10.隨即，假海鮮飯店進行海洋之夜，各縣市在用餐之餘，增進交流。 

11.第二天上午分組實地參訪，中午用餐後隨即進行各縣市海報成果

交流與說明。 

12.閉幕典禮，進行各縣市海洋教育資源中心網站評比頒獎，本縣網

站榮獲佳作，接著進行 104年全國各縣市海洋影音競賽，本縣金鼎

國小榮獲佳作。最後，進行各縣市成果展評比頒獎。 

13.最後，綜合座談由陳勇輝博士主持，國教署長官提醒 105 年度海

洋計畫請於 11 月底前提出，文後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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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縣推動 104 年精進國民中小教學品質計畫評鑑表 

子計畫類別 輔導團組織運作 執行單位 金城國中 

活動主題 金門縣 104 年度海洋教育資源中心維運計畫 

104 年度全國海洋教育教學研習參訪活動 

預定日期 104.10.28~29 執行日期 104.10.28~29 

預定金額 55,500 元整 執行金額 55,500 元整 

評 鑑 指 標 

小組評鑑 
優缺點與建議 

(含說明改善策略及如何具

體運用至後續研習規劃中) 

完
全
符
合 

大
部
分
符
合 

部
分
符
合 

有
待
努
力 

計

畫 

1.擬定中長程發展計畫     
 
＊優點 
1.分享本縣海洋教育成

果，並見習全國其他縣

市海洋教育成果。 
2.部分教授提出海洋教

育未來推展方想與新建

議。 
3.本縣參與本年度競賽

評比，兩項榮獲佳作。 
 
 

2.目標明確計畫周詳可行     

3.契合在地化與多元創意     

4.符合參與者適切需求     

執

行 

5.確實掌握計畫執行期程     

6.編列經費確實精準執行     

7.參與者能熱烈參與     

考

核 

8.能增進教材研發專業能力     

9.能激發教師改進教學動能     

10.能提昇多元評量研發素養     

評鑑單位：  
 



104 年度金門縣政府辦理海洋教育資源中心維運計畫績效表 

月份 研習/活動名稱 對象 人數 執行經費 備註 

九 月 獨木舟運動體驗營活動 國 中 師 生 60 53,100 子計畫三 

十 月 
「浯江溪口潮間帶踏查」

計畫 
國中小師生 70 36,000 子計畫四 

十 月 
全國海洋教育教學研習參

訪活動 

中心學校及

輔導團成員 
3 55,500 子計畫二 

十 一 月 舉行推動小組會議 小 組 委 員 25 29,680 子計畫一 

 

 

內容 時間 對象 活動簡述 備註 

海洋教育影音徵選 6.1~30 各國中小 1. 為響應海洋日之舉行，本縣

鼓勵各校將平日所進行之海

洋教育成果，以影音方式呈

現，並選出本縣作品參與全

國競賽。 

2. 此次影音徵選，可謂另類的

海洋教育產出，從此影音徵

選中，可看出本縣各國小在

海洋教育的推廣上，各有特

色且用心十足。同時，本縣

金鼎國小的「蚵骨銘心的邂

鱟」一片，更獲得全國海洋

影音徵選佳作，中心學校並

邀請金鼎國小於本縣海洋教

育年度活動中，進行分享。 

 

教師風帆體驗活動 7.10 國中小教師 1. 讓學員們對風帆運動的起

源，與風帆的基本操作原

理，皆有清楚的認識，並進

行實地操作課程。 

2. 藉由海上風帆操作與親海體

驗，能達到階段性提升中小

學教師的海洋教育知能，並

讓中小學老師了解自身與海

洋的友善關係，達到知海、

親海、愛海的目標。 

 

中心網站更新與宣導 8月~10 中心學校、輔 1. 本縣海洋教育網站成立已  



月 

 

導團 久，為使本網站的瀏覽速

度、穩定度、與位階提升，

中心學校、輔導團與縣網中

心，三單位攜手一起重建本

縣海洋教育網站，並放置於

縣網中心。 

2. 重建後網站，秉持海洋宣

導、資訊交流、經驗分享與

每日更新的精神，讓本縣海

洋網站的效益要更加發揮。 

3. 新網站更由輔導團進行宣導

與說明，鼓勵各校善用與進

行經驗分享。 

4. 本縣海洋網站於重新改建之

後，參與全國海洋教育資源

中心網站評選，更獲得佳

作，本縣網站會再接再厲，

讓本縣海洋教育資訊平台與

分享之功能更加彰顯。 

獨木舟運動體驗營活動 9.19 國中師生 1. 讓學員瞭解獨木舟運動，並

增進對水上運動的正確資訊

與觀念。 

2. 推展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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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本次活動中，分成上午室內

知能、戶外動作操練、下午

下水實作與分組競賽，地區

學生更在首次嘗試獨木舟的

經驗中，都划出了 600公尺 6

分鐘的紀錄，見證地區學生

的水上運動潛能。 

 

全縣海洋教育成果彙整 9月~10

月 

各國中小 1. 由輔導團協助本縣各國小進

行年度海洋教育成果彙整，

包含課程教案、戶外參訪、

與各機關到校宣導等等資

料。 

2. 並將相關成果彙整放置海洋

教育網站，供各界分享與參

考，讓本縣各校有彼此學習

 



與觀摩的機會。 

金門潮間帶低碳產業之

探討 

10.24 國中小教師 1. 首先，由水試所課長進行金

門潮間帶概論說明。 

2. 其次，進行金門海洋產業認

識與說明，並與學員進行對

話與交流，讓學員從海洋產

業面向來觀看金門的潮間

帶。 

 

金門海岸生物認識與保

育開發 

10.24 國中小教師 1. 由水試所技士進行金門特有

海洋生物-鱟的認識與說明。 

2. 除了講解之外，講師安排 Q&A

與有獎徵答方式，加深學員

對於鱟的認識。 

3. 最後，針對近年來金門海岸

開發議題進行對話與討論，

讓與會學員深思海岸開發議

題與保育之間的兩難或兩全

的永續之道。 

 

海鮮文化與動手做「鱟」 10.24 國中小學生 1. 由水試所專員進行新年度的

教案--「海鮮文化」的課程

活動，與會學員透過海鮮店

的菜單，來重新認識海洋生

物與產業利用。 

2. 同時，藉由產業利用與海洋

生物保育之道德兩難觀點，

引發學生思考與討論。 

3. 最後，進行地區特有生物「紙

鱟標本」製作，透過實作課

程瞭解「鱟」特徵與棲地特

色。 

 

浯江溪口潮間帶踏查 10.24 國中小師生 1. 由地區人士陳西村先生帶領

學員進行本次踏查，踏查點

從浯江溪口至建功嶼。 

2. 過程中講師針對紅樹林生態

系進行重點說明與講解。 

3. 講師更將浯江溪口周圍地景

史進行解說，並教導學員附

近地名與金門俗諺，藉以說

明金門人與海之間的關連。 

4. 本中心更將次踏查路線與紀

 



錄，進行地圖繪製，並將此

地圖以線上地圖方式呈現，

放置於本縣網站上，讓踏查

成果再現於網路上，發揮地

理資訊融入海洋教育之應

用。 

5. 最後，將學員學習單收回，

進行整理與分析，藉以瞭解

學員的學習狀況與學習情

形，以作為下次活動辦理之

參考。 

全國海洋教育教學研習

參訪活動 

10.28-29 國中小教師 1. 為展現與宣導金門縣在地海

洋教育之執行成果，中心學

校與輔導團合作，一同商討

成果展呈現方式與海報設

計。 

2. 本次重點在於發現金門各國

中小推廣海洋教育的特色與

經驗分享，並同時宣示金門

即將重返海洋。 

3. 海報設計強調：中心維運計

畫成果、金門海洋史、各校

推廣海洋教育特色、策略聯

盟情形、地區海洋議題與走

向。 

4. 本次參與成果展，除了與各

縣市交流與經驗觀摩外，並

於會場中學習到許多來年進

步與提升的借鏡之處（喚醒

海洋意識、融入海洋產業、

國高中更要加入、翻轉海洋

教育等）。 

 

海洋教育資源中心推動

小組會議 

11.05 海洋教育資

源中心小組

成員 

1. 暸解推動海洋教育方案及執

行之概況，作為檢討改進之

參考依據。 

2. 協助學校推展海洋教育工

作，並提升教師教學品質與

學生學習成效。 

3. 本次會議各委員提出許多具

體且可行的建議，如：與金

 



大合作海上休閒之推動、中

心計畫要有年度主題、海岸

地質的教學資源開發、成果

展應朝向「聚焦」、「整合」

與「精緻化」三方面來進行、

應著重於實際的體驗與踏

查、藉助民間社團等議題來

推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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