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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文化教育研討會實施計畫 

壹、 會議目的： 

台灣本島四面環海，管轄島嶼甚多，海岸線長達千餘公里，但以往「重陸

輕海」的觀念，使海洋的經營管理未獲重視。缺乏海洋意識，不但影響我們在

海洋教育、海洋研究等方面的發展，也讓我們對海權概念、國土範圍的認識等

方面產生偏差，阻礙了我們親近海洋、利用海洋、愛護海洋的行動。因此，積

極改善國人對於海洋的價值觀，強化每一個人的海洋意識，讓民眾得以正確地

與海洋互動，而透過海洋教育讓民眾對海洋獲得正確的認識，這乃是生長在四

面環海之台灣居民應該積極從事的基本工作。 

本計畫擬藉由召開公開形式之海洋高峰論壇，並聚焦於海洋文化教育之研討

會，期望藉由本研討會之舉辦得以達成下列目的： 

一、強化國民海洋教育意識。 

二、研討會所提意見，希能提供本部強化國民海洋教育意識之具體建議及做

法，俾便修正海洋教育政策白皮書及海洋教育執行計畫。 

本研討會將以專家學者、政府相關教育機構主管官員、地方政府基層海洋

教育推動工作者所組成的公開論壇討論幾個重要的海洋文化教育主軸，包含：(一)

海洋教育政策與推動成效說明、(二)推動海洋教育成果分享、(三) 海洋休閒觀光

文化產業之推動、(四)國民中小學基礎海洋教育推動與展望、(五)全民海洋文化

教育之推廣與落實。 

貳、 會議日期：97 年 10 月 23~24 日 

參、 會議辦理天數：兩天 

肆、 會議辦理單位： 

一、 主辦單位：教育部 

二、 承辦單位：國立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伍、 會議地點：國立高雄海洋科技大學致遠樓 5樓多功能會議室 

陸、 邀請對象：海事校院系所代表、海洋產業界代表、相關部會代表、縣市教

育局、非海事類學校教師代表、各級學校學生及本部相關單位等；另請國

內、外學者專題報告(約 200 人)。 

柒、 會議主題： 

一、海洋教育政策與推動成效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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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教育政策白皮書自 96 年 3 月 13 日公布以來，教育部所屬各司處均戮

力以赴以期達成政策目標。爰為積極落實海洋教育政策，更研訂 5 年實施期程

之「海洋教育執行計畫」，從課程規劃與設計、師資培訓、教學革新、設備改

進、學生能力的養成或培育、教學評量或證照、宣導活動等七大教育主軸規劃

具體執行內容，同時輔以多項相關配套措施，並設定逐年所應達成之績效目

標，希能為我國的海洋教育發展開創新局。本議題將安排由教育部簡報 96 年

至 97 年 8 月之海洋教育推動績效。 

 

二、推動海洋教育成果分享 

國際上海洋產業之發展，已由初級產品型、產品加值服務型、體驗服務型，

進階至高科技產業型產業等多元化、高科技化與綜合化之方向發展。傳統產業

面臨轉型發展與提升競爭力的課題，新興產業面臨創新發展的課題。有鑒於海

洋豐富的資源和戰略上的重要性，世界各國在科技上不斷向海洋拓展其探索能

力，提升對於海洋生態與環境的瞭解，強化海洋事務管理的效率，促進新興海

洋產業的形成與發展，未讓台灣能在海洋經濟與國際實力的發展中掌控與開創

新局，藉由落實海洋教育，以培育海洋相關產業之人才，已刻不容緩。 

由整體海洋教育政策之推展，將可充分落實人才培育成效。首先，培育產

業界所需優質人才，並積極投入海洋產業，提升國家海洋產業競爭力；促使全

民認識海洋、熱愛海洋、善用海洋及珍惜海洋。前瞻未來，教育策略應更發揮

臺灣的海洋環境特色，塑造具海洋風味的精緻文化，發展海洋思維的全民教

育，讓臺灣成為擁有文化美感與文明質感的現代海洋國家。 

討論議題： 

  （一）海洋生物博物館之海洋學校推動成效 

  （二）海洋休閒觀光的資源與成果 

  （三）北疆校園海洋之星 

三、海洋休閒觀光文化產業之推動： 

根據 93.10.13 行政院海洋事務推動委員會第二次會議中，通過擴大海洋

觀光遊憩為海洋政策綱領中發展海洋產業的重要一環。台灣及離島海岸區擁有

美麗的海灘、沙丘、溼地、潮間帶及海蝕地形，海洋中更擁有五顏六色的珊瑚

礁及海洋生物，這種天然的優勢實在是發展海洋觀光遊憩的重要資源。 

由於經濟快速成長，所得提高，休閒時間延長，從歷年消費型態及國民總

旅次中發現，國民休閒旅遊需求正逐年提升。而台灣四面環海，海洋遊憩觀光

儼然成為台灣觀光旅遊的主流，更是誓言成為「海洋國家」的表徵。目前政府

規劃了東北角海岸、東部海岸、澎湖、大鵬灣、馬祖、北海岸、觀音山及雲嘉

南等七處國家型的海域遊憩觀光資源開發案，配合各地特色發展若干海洋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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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游泳、衝浪、浮潛、水肺潛水、帆船、獨木舟、滑水、水上摩托車等等。此

外，有鑑於海洋資源逐漸枯竭、WTO 貿易自由化及兩岸三通的衝擊下，鼓勵漁

民轉型發展精緻休閒漁業，增加對漁業及漁村的體驗，搭配生態旅遊的套裝行

程，提供港口停靠交通遊樂船及遊艇，協調漁港朝向多功能的發展，以提升海

洋觀光遊憩品質，進而達到海洋教育的功能。由以上論述得知，海洋觀光產業

的層面廣泛，其經濟表現分散於相關聯的住宿、餐飲、交通運輸、旅行社、遊

艇船舶等，不但可創造更多就業與所得，對總體經濟面的貢獻更是不言可喻。 

討論議題： 

（一）如何擴大民眾參與海洋運動 

（二）海洋休閒觀光產業人力培育與展望 

 

四、國民中小學基礎海洋教育推動與展望： 

由於人類的主要活動空間是陸地，因此長久以來均以陸地為教育的中心思

維，缺乏海洋思維的認知，長期以來，台灣對海洋教育的藐視，致全民對海洋

的認知與理解未能符合全球競爭、科技脈動的國家發展需求，海洋人文價值認

知的落差。也由於以陸地思維為主的教育內涵，缺乏海洋思維的認知，長期以

來，對海洋教育投資的不足，在推動全國海洋教育上，缺乏全國資源的整體規

劃與分工、整合，亦缺乏系統性整合與前瞻性、未來性的海洋教育執行策略規

劃。 

海洋教育是教育的一環。依據行政院 94 年 5 月 16 日核定「海洋事務政策

發展規劃方案」，教育部所屬相關執掌業已陸續完成或正在執行中。但，在海

洋教育推展上仍有諸多須要大家集思廣益、共同努力，諸如，在正規教育體系

中，各階段教育（國小、國中、高中、大學）連結性不足，課程設計未盡理想，

海洋教育內涵及教材均顯不足。相關教育人才質與量都有待加強。社會教育資

源中，教育部部屬館所資源尚未能有效發揮輔助正規教育體系執行海洋教育的

功能。 

討論議題： 

  （一）海洋文化基礎教育之推動成果 

  （二）國民中小學海洋基礎教育之教師教學能力培養 

 

五、全民海洋文化教育之推廣與落實： 

2007 年 3 月，教育部正式公布「海洋教育政策白皮書」，其中擬定我國海

洋教育的五項重要政策目標大綱，其中包括各級學校加強海洋基本知能教育，

培養學生具備認識海洋、熱愛海洋、善用海洋、珍惜海洋及海洋國際觀的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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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質。而「海洋文化」是海洋知能教育的重要一環，不可偏廢，唯有從海洋文

學、海洋民俗、海洋宗教信仰、海洋政策、航海史、造船史等發展整體性與多

元性的「海洋文化」，才能在文化理論建構和文化產業的創意實務方面有所貢

獻。 

但是由於台灣傳承陸地思維文化的影響、長期施政以陸看海、嚴格管制海

域活動及國人未積極參與海洋社會等，海洋文化未受到應有重視。部分具有重

要人文意義的海洋生活與文化傳統（如蘭嶼達悟族的漁獵文化），也逐漸流失

凋零。顯然，海洋文化的發揚應該尊重與保存傳統智慧，從而衍生新而具有風

貌的文化。 

討論議題： 

一、 台灣海洋文化之發展方向與展望 

二、 如何鼓勵非營利民間組織加入海洋文化教育推廣之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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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 會議流程表： 

                     97 年 10 月 23 日（星期四）                  地點：高雄海洋科技大學多功能會議室

時間 內容及主題 

9：00~9：30 報到 

9：30~9：40 開幕及致詞      主持人：教育部教研會 柯執行秘書正峯

9：40~10：20 專題報告 主題：海洋教育政策與推動成效說明 
主持人及報告人： 

教育部教研會    柯執行秘書正峯 

10：20~10：40 休息及茶敘 

10：40~12：10 成果分享 

主題：推動海洋教育成果分享 

議題： 

一、海洋生物博物館之海洋學校推動成效

二、海洋休閒觀光的資源與成果 

三、北疆校園海洋之星 

主持人：教育部社教司 李簡任秘書光華

報告人： 

海洋生物博物館   陳勇輝主任        

中華娛樂漁船協會 邱理事長華興 

東引國民小學     王校長禮民 

12：10~13：40 午餐的饗宴 

13：40~15：10 
主題討論

（一） 

主題：海洋休閒觀光文化產業之推動 

議題： 

ㄧ、如何擴大民眾參與海洋運動 

二、海洋休閒觀光產業人力培育與展望 

主持人：教育部體育司 林專門委員哲宏

引言人： 

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施主任長和 

高雄縣農業處     黃處長聲威 

15：10~15：30 休息及茶敘 

15：30~17：00 
主題討論

（二） 

主題：國民中小學基礎海洋教育推動與展

望 

議題： 

一、海洋文化基礎教育之推動成果 

二、國民中小學海洋基礎教育之教師教學

能力培養 

主持人：教育部國教司 鄭副司長來長 

引言人： 

海洋教育資源中心 

台北縣和美國小   張校長伯瑲 

基隆市和平國小   趙校長蕙芬 

 

18：00~19：20 晚餐饗宴及住宿安排 

                      97 年 10 月 24 日（星期五）                 地點：高雄海洋科技大學多功能會議室

時間 內容及主題 

8：30~9：00 報到 

9：00~10：30 
主題討論

（三） 

主題：全民海洋文化教育之推廣與落實 

議題： 

ㄧ、台灣海洋文化之發展方向與展望 

二、如何鼓勵非營利民間組織加入海洋

文化教育推廣之活動 

主持人：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周校長照仁

引言人： 

中央研究院       陳研究員國棟 

黑潮文教基金會   金企劃總監磊 

10：30~10：50 休息及茶敘 

10：50~12：00 綜合討論 

主持人：教育部周常務次長燦德 

列席者：教育部教研會 柯執行秘書正峯、教育部中教司 蘇司長德祥、 

教育部技職司 陳明印司長、教育部體育司 王俊權司長、 

教育部中部辦公室 林主任樹全、教育部社教司 李簡任秘書光華、 

教育部高教司 蔡科長忠益、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周校長照仁 

12：00~13：30 午餐饗宴 

13：30~17：00 知性之旅 

17：00~ 賦歸 

玖、 辦理事項： 

一、承辦海洋文化教育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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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編印會議手冊及實錄成果。 

三、邀請卡及文宣海報之設計、印製等相關事宜。 

四、寄發邀請卡、會議手冊、文宣海報，並回收統計出席人員。 

五、會場佈置、司儀、紀錄、會場服務人員安排、簽到、主持人及引言人出

席費等事務性工作。 

六、活動結束經費報部核結。 

 

拾、經費概算： 

經費項目 單價(元) 數量 金額(元) 備註 

場地使用費 27,500 2 天 55,000 研討會場地租借費用 

主持費與引言

費 
1,000 8 人 8,000 各場次主持人之主持費用 

撰稿費 1,000 4 篇 4,000 
各場次引言人之撰稿費用（每人須

撰擬文稿約 1,300 字，每千字之撰稿

費為 770 元） 

攝影剪輯費 40,000 1 式 40,000 
各場次之錄影與後製作並剪輯為可

上網供點閱之 flv 格式 

膳食費 250 240 人/2 天 120,000 
2 天膳食每人以 500 元計（含工作人

員，但不含教育部人員） 

8,000 5 車/2 天 40,000 
遊覽車租金－接送學者往來機場、

車站、住宿飯店及外出參訪地點，

檢據核實支應 交通費 

4,500 8 人 36,000 
遠道與會專家之交通費，檢據核實

支應 

住宿費 1,400 200 人 280,000 
遠道參加人員住宿費（不含教育部

人員） 

工作費 760 20 人/4 天 60,800 
文字擅打、會場服務、編輯會議手

冊、清潔及協助其他事項（含會議

前、後一天） 

會議相關費用 300,000 1 式 300,000 

1.會場佈置(旗幟、布條等) 、邀請函、海報

之設計及印製。 
2.研討會手冊及資料袋、會議實錄成

果報告及光碟。 
3.保險費（活動期間參與人員及工作

人員投保意外險及意外醫療險，

公務人員及公立學校教師依行政

院規定不另辦保險）。 

業
務
費 

小計 943,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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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支   47,190 
紙張、郵資、影印、碳粉匣、名牌（套）、

卡紙、照片、光碟片、茶水及其他文具用

品等費用（業務費×5％以內） 
雜
支 

小計 47,190 

行政管

理費 
行政管理費   59,010 

支付不屬前述費用之水電費、電話

費等（以領據結報），本項經費不得

流用（業務費與雜支合計數×8％以

內）。 

 小計 59,010 

合計 1,050,000 

 

拾壹、預期效益： 

一、從認識台灣的海洋生物及環境多樣性，發現台灣的海洋之美。 

二、從因襲臺灣居民的海洋習俗、宗教，發現台灣的海洋文化之美。 

三、從務實的海洋教育，全方位培養海洋產業所需之人才。 

四、愛護海洋為起點，推展與創新海洋產業。 

五、藉由辦理海洋文化論壇，培訓海洋文化產業種子教師，並探討海洋文化

之文學、技藝、民俗、宗教等，使海洋文化發展可以深耕。 

六、體現島嶼國家在海洋宗教信仰、藝文、科技、民俗與海洋產業在文化發

展現況，與尚有待努力發展之領域。 

七、此論壇不僅提供各與會教師與社會人士，認識、了解海洋文化教育的重

要性，對於我國海洋文化教育的推動、發展及研究的提昇，具有相當助

益。 

八、海洋文化教育對於我國海洋人文、技藝、宗教、民俗與社會產業等歷史

演變認知、教育與研究領域，具有指標作用。 

九、加強各級學校海洋文化教育人員的海洋文化基本知能與素養，培養教師

與學生具備認識海洋、熱愛海洋、善用海洋、珍惜海洋及海洋國際觀的

國民特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