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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區海洋教育實務研討與觀摩活動實施計畫 

 

 

壹、依據：教育部海洋教育政策白皮書及海洋教育執行計畫。 

貳、活動目的： 

一、落實海洋教育政策白皮書教育政策。 

二、增進花蓮縣暨台東縣教師認識海洋教育環境，教導學生維護海洋生態。 

三、提升花蓮縣暨台東縣教師海洋教育融入課程知能。 

參、委辦單位：教育部 

肆、承辦單位：國立成功商業水產職業學校 

伍、協辦單位： 

一、花蓮縣政府教育處。 

二、台東縣政府教育處。 

三、國立花蓮女子高級中學。 

四、行政院農業委員會水產試驗所東部海洋生物研究中心。 

五、黑潮海洋文教基金會。 

陸、辦理地點： 

一、台東縣梯次：國立成功商業水產職業學校暨台東縣海洋教育實地參訪。 

二、花蓮縣梯次：國立花蓮女子高級中學暨花蓮縣海洋教育實地參訪。 

柒、辦理日期：  

一、台東縣梯次： 98 年 6 月 2 日(星期二)。 

二、花蓮縣梯次： 98 年 6 月 3 日(星期三)。 

捌、參加人員：(每梯次各 100 人，共 200 人) 

一、教育部暨教育部中部辦公室人員。 

二、花蓮縣及台東縣政府教育處人員。 

三、花蓮縣及台東縣高級中等學校校長或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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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花蓮縣及台東縣國民中、小學校長或教師。 

註：參加人員請准予公(差)假登記。 

玖、辦理主題及方式： 

一、專題報告：花蓮縣暨台東縣海洋資源現況，傳達教師取得海洋教育資源

之管道，以及東區海洋教育資源可提供之訊息。 

二、海洋教育實務探討：以花東地區地域性推動海洋教育成功的經驗分享，

或實際遇到的問題加以探討，分成海洋教育推動現況之說明及需各校配

合事項、海洋教育融入課程教學演示、推動海洋教育實務討論等三個面

向辦理。 

三、實地參訪活動： 

(一) 台東縣：行政院農業委員會水產試驗所東部海洋生物研究中心觀摩學

習。 

(二) 花蓮縣：實地探索花蓮縣奇萊鼻海岸。 

四、綜合座談：針對專題報告、海洋教育實務探討及實地參訪活動進行雙向

溝通討論，藉以解決推動海洋教育所遭遇問題及凝聚海洋教育熱忱，以

顯現本活動辦理後之效能。 

拾、報名方式： 

一、報名時間：即日起至 98 年 5 月 20 日(星期三)。 

二、人員分配： 

(一)國中小校長或教師，每梯次 80 人，由縣政府教育處遴派。 

(二)高級中等學校校長或教師及其他人員，每梯次 20 人，請逕向國立成功

商業水產職業學校實習處實習組報名。（電話 089-850011#610，

E-Mail:ckvs610@mail.ckvs.ttct.edu.tw） 

拾壹、活動規劃、主題及方式： 

一、海洋教育實務探討： 

(一) 海洋教育實務探討規劃： 

1.海洋教育推動現況之說明，及需各校配合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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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海洋教育融入課程教學演示。 

3.推動海洋教育實務討論。 

(二) 海洋教育實務探討主題： 

1.如何讓學生經由親海、愛海、知海的過程，加強對海洋的認識。 

2.花東地區學校推動海洋教育的優勢，並分享成功的經驗。 

3.花東地區推動海洋教育中實際遇到的問題，以及解決辦法。 

(三) 海洋教育實務探討主持人與引言人： 

1.台東縣梯次— 

(1)國小組 

主持人：台東縣成功國小張瑞群校長。 

引言人：台東縣博愛國小賴明治校長(教學演示—博愛國小蔡志

超主任，融入主題：浪花中的寶貝)。 

(2)國中、高中職組 

主持人：成功商水林明和主任。 

引言人：台東縣教育處陳建長教師(教學演示—成功商水戴正

雄，融入主題：花東地區潮汐的簡易算法)。 

2.花蓮縣梯次— 

(1)國小組 

主持人：花蓮縣新社國小李思明校長。 

引言人：花蓮縣康樂國小吳惠貞校長(教學演示—康樂國小吳惠

貞校長，融入主題：當曼波不再)。 

(2)國中、高中職組 

主持人：花蓮女中陳修平校長。 

引言人：花蓮縣教育處覃秀玲課程督導(教學演示—成功商水戴

正雄，融入主題：花東地區潮汐的簡易算法)。 

(四) 海洋教育實務探討效益： 

本主題關注三個面向，一是讓學員可以清楚了解所在地海洋教育

的推廣情況，讓學員可以事倍功半的推動；二是海洋教育融入式教學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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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提供學員不同的思維面向；三是分享海洋教育推動成功經驗，以及

遭遇問題的解決方式，藉由分組討論的方式達到交流的目的，以推廣及

提升海洋教育效能。 

二、環境觀摩方面： 

(一)台東縣梯次—參訪行政院農業委員會水產試驗所東部海洋生物研究

中心。 

1.臺灣東部海域魚類標本或數位典藏、及參觀台東海生館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水產試驗所東部海洋生物研究中心（前臺灣省

水產試驗所台東分所）座落於東部海域漁產量最高的成功鎮，該研究

中心集地利及專業研究人力之優勢，成立 30 餘年來已蒐集魚類標本

達 2,500 餘件，為國內典藏東部海域魚類標本最完整且具代表性的單

位。民國 94 年起，在國家科學委員會數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NDAP）

支助下，將典藏之魚類標本陸續予以數位化，2 年內已完成之魚類標

本數達 1,450 件，分屬 133 科 355 屬 645 種。數位化之資料已完整納

入水試所及中央研究院生物多樣性「臺灣魚類資料庫」網站，公開供

瀏覽、查詢、擷取與使用。相信此一魚類數位典藏資料庫之建立，使

得臺灣東部魚類標本這項重要資產得以永久保存，也為臺灣東部海洋

漁業資源之永續利用提供基礎之研究資料。 

學員學習參觀後，可以增進海洋物種的認識，對於爾後教學中，

除了可以更深一層了解海洋生物外，更清楚台東縣有如此可以增進海

洋教育的資源可資運用。 

2.小丑魚生態、繁殖與養殖 

小丑魚的可愛加上牠與海葵間的微妙關係確實令人著迷，牠的身

體還有臉上有著道厚厚的白色（彩色）斑紋，有點像馬戲團裡討小朋

友喜歡的小丑一樣，『小丑魚』的雅號就是這樣來的。 

台灣附近海域是小丑魚的天堂，其鮮艷的體色及討喜的外型極具

觀賞價值，是海水觀賞魚市場重要主角之一有創造觀賞魚市場經濟的

潛力。美國最賣座的動畫電影之一『海底總動員』，其中模樣可愛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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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人喜歡的主角尼莫父子－小丑魚，便成為最新的熱門寵物和家喻戶

曉的水中明星。 

小丑魚另一項非常迷人的特異功能是牠們有改變性別的能力，不

管牠們的性別如何，到了某一年齡，年輕的小丑魚開始支配同種中較

幼小的個體，並以追趕和咬嚙等攻擊行為，使較小的小丑魚在海葵內

受到了壓迫，而受壓迫的小丑魚會全身震顫，並且身體朝向一邊，因

為較小、較弱的魚會成為雄魚或無生殖腺，而較強大的魚則成為雌

魚。這也說明了為什麼小丑魚居住的海葵中，會出現一隻大的和多隻

較小的小丑魚。 

學員學習參觀後，可以更清楚魚類的生態與人大大不同的「變性」

機制，從性別轉變機制中，一方面可以了解生物繁衍的現象，進而察

覺生物傳宗接代的多面向，於教學中增加趣味的元素；另一方面對於

性教育，也提供了另一種思維的空間。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水產試驗所東部海洋生物研究中心一向關心

生態、保育等面向，學員學習參觀後，於日後融入課程教學中，當有

一定的助益。 

(二)花蓮縣梯次—奇萊鼻海岸行旅 

奇萊鼻，一座突出海岸的美麗鼻岬，靜靜地佇立在七星潭與花

蓮港之間，導引著南來北往的船隻，提供海上的漂泊漁人一個安定的

指引。在她腳下，海岸的面貌正悄悄的改變著，你發現了嗎？ 

奇萊鼻此地區是一個特殊的地形景觀，因為位於歐亞大陸板塊及

菲律賓板塊交界帶的北端，受地殼板塊運動作用所抬起來的一塊台

地，地殼隆起造成六段海階，形成高低落差。 

海階地形的形成，都是一次次的第殼隆升所致，加上海水侵蝕，

就可以感受到大自然之鬼斧神工。海階地形可分階面和階崖兩部分，

七星潭海階較明顯的可分為六階，表示地盤曾閒歇上升六次，後來受

風化與侵蝕而崩塌，故階崖下常有落石堆，且崖面也因侵蝕作用而不

斷退後中。如果從海灘往高地望，此段海崖上的石頭方向皆仰天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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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神奇的喔！ 

在此可見地殼板塊運動推擠的軌跡，若您在仔細觀察崖壁上的岩

石都是珊瑚礁岩，在此景點我們可看見地殼的隆起、侵蝕、崩塌等變

化，是觀察海洋地質地形最佳地點之一。 

學員學習參觀後，可以在海岸地質、環境、生態保育上，有較為

深入的概念，進而可以融入於各個教學領域中，使學生可以在海洋教

育中有清晰的認識。 

拾貳、活動流程表： 

一、台東縣梯次：98 年 6月 2 日(星期二) 

內容及主題 
時間 

國小組 國中、高中職組 
地點 

08：00-08：30 報到 成功商水 

08：30-08：40 開幕式 成功商水 

08：40-10：10 

專題報告：花蓮縣暨台東縣海洋資源現況 

主持人：國立成功商業水產職業學校戴正雄校長 

報告人：行政院農業委員會水產試驗所東部 

海洋生物研究中心陳文義主任 

成功商水 

10：10-10：30 休息 成功商水 

10：30-12：00 

1. 海洋教育推動現況之說

明及需各校配合事項 

 

2. 海洋教育融入課程教學

演示 

演示人：台東博愛國小

        蔡志超主任 

主題：浪花中的寶貝 

 

 

3. 海洋教育實務探討 

主持人：台東成功國小  

       張瑞群校長 

  報告人：台東博愛國小

       賴明治校長 

1.海洋教育推動現況之說

明及需各校配合事項 

 

2.海洋教育融入課程教學

演示 

  演示人：成功商水職校 

          戴正雄校長 

  主題：花東地區潮汐的

簡易算法 

 

3.海洋教育實務探討 

主持人：成功商水職校

林明和主任 

報告人：台東縣教育處

陳建長教師 

成功商水 

12：00-13：30 午餐 成功商水 

13：30-16：10 實地參訪活動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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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座：何源興博士、江偉全博士 

（分兩組交替進行，一組標本館參觀講解，另一組小

丑魚繁殖暨養殖講解） 

水產試驗所東部海

洋生物研究中心 

16：10-17：00 

綜合座談 

（含實務探討結論報告） 

主持人：成功商水戴正雄校長 

成功商水 

17：00- 賦歸 請勿忘領取餐點 

 

二、花蓮縣梯次：98 年 6月 3 日(星期三) 

內容及主題 
時間 

國小組 國中、高中職組 
地點 

08：00-08：30 報到 花蓮女中 

08：30-08：40 開幕式 花蓮女中 

08：40-10：10 

專題報告：花蓮縣暨台東縣海洋資源現況 

主持人：國立成功商業水產職業學校戴正雄校長 

報告人：行政院農業委員會水產試驗所東部 

海洋生物研究中心陳文義主任 

 

花蓮女中 

10：10-10：30 休息 花蓮女中 

10：30-12：00 

1. 海洋教育推動現況之說

明及需各校配合事項 

 

2. 海洋教育融入課程教學

演示 

演示人：花蓮康樂國小

        吳惠貞校長 

主題：當曼波不再 

 

 

3. 海洋教育實務探討 

 主持人：花蓮新社國小  

         李思明校長 

 報告人：花蓮康樂國小

         吳惠貞校長 

1. 海洋教育推動現況之說

明及需各校配合事項 

 

2. 海洋教育融入課程教學

演示 

演示人：成功商水職校 

           戴正雄校長 

   主題：花東地區潮汐的

簡易算法 

 

3. 海洋教育實務探討 

主持人：花蓮女子中學

陳修平校長 

報告人：花蓮縣教育處

覃秀玲課程督

導 

花蓮女中 

12：00-13：00 午餐 花蓮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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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0-16：10 

實地參訪活動 

講座：金磊、陳惠芳、葉祥溪 

（黑潮海洋文教基金會） 

（分三組進行講解） 

花蓮縣花蓮市 

奇萊鼻海岸 

16：10-17：00 

綜合座談 

（含實務探討結論報告） 

主持人：花蓮女中陳修平校長 

花蓮女中 

17：00- 賦歸 請勿忘領取餐點 

 

 

拾參、經費需求                         單位：新台幣元 

經費項目 單價（元） 數量 金額（元） 備註 

場地使用費 7,000 3 場×2 梯 42,000 
花蓮及台東活動會場地租借費用（每

場以 4小時計） 

主持費 2,000 3 人×2 梯 12,000 各場次主持人之主持費用 

講座鐘點費 1,600 
6人×2節×

2 梯 
38,400 

專題報告及實地觀摩活動講座鐘點

費（倘與主辦機關有隸屬關係之學校

人員，講座鐘點費單價則以 1,200

元計） 

膳食費 250 
116 人×2

梯 
58,000 

每人以 250 元（每梯次參加活動人員

90 名、講座人員 6名、工作人員 10

名及本部人員 10 名） 

11,000 3 車×2 梯 66,000 
遊覽車租金，接送參加人員赴研習場

所、外出觀摩參訪地點。 
交通費 

3,300 30 人次 99,000 
工作人員接洽活動業務、講座人員之

差旅費，核實報支。 

住宿費 1,400 20 人 28,000 
工作人員 10 名、本部人員 10 名之住

宿費，核實報支 

工作費 760 
10人×2梯

×2 天 
30,400 

文字繕打、會場服務、編輯活動手

冊、清潔、活動服務及協助其他事項

（含活動前一天）。依行政院所訂「全

國軍公教員工待遇支給要點」，凡屬

上述要點第 2點規定之適用人員，不

得支給工作費。 

業

務

費 

 

活動相關 

費用 

109,000 1 109,000 

1.會場佈置（旗幟、布條等）、邀

請函、海報的設計及印製，預估

50,000 元。 

2.活動手冊及資料袋等、會議實錄

成果報告等，預估 54,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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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估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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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小計 482,800 元 

雜支 24,000  24,000 

紙張、郵資、影印、碳粉匣、名牌

(套)、卡紙、照片、茶水及其他文具

用品等費用（業務費×5% 以內）。 雜
支 

小計 24,000 元 

行政管理費 21,000  2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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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以內） 

行

政

管

理

費 
小計 21,000 元 

合計 527,800 元 

拾肆、辦理事項： 

一、規劃及承辦東區海洋教育觀摩暨實地參訪活動等相關事物（含公文發送

及確認報名情況等）。 

二、編印活動手冊及活動實錄成果報告。 

三、文宣海報、邀請卡暨回函之設計、印製等相關事宜。 

四、活動舉辦前聯繫並確認出席人員，並寄發邀請卡、活動議程等。 

五、會場佈置：各場次之設備器材準備、攝影、錄音、司儀、紀錄等；會場

服務人員安排、接待、簽到、停車引導、交通維護等；出席人員膳食安

排；規畫及辦理東區海洋教育觀摩暨實地參訪活動；遊覽車接送（含花

蓮縣及台東縣梯次）；專題報告講座、實地參訪活動講座及主持人與引

言人之聘請及鐘點費核支等事務性工作等。 

六、 海洋教育實務探討台東縣梯次國中、高中職組及國小組主持人與引言人

（含教學演示）之聘請，請台東縣政府教育處協助；花蓮縣梯次國中、

高中職組及國小組主持人與引言人（含教學演示）之聘請，請花蓮縣政

府教育處協助。 

七、 水上活動之安全宣導等。 

拾伍、預期效益： 

一、教師瞭解海洋教育的課程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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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瞭解東海岸海洋環境，提升海洋環境教育知能。 

三、教師實際體驗，涵養對海洋教育的另類思維。 

四、引發教師將海洋教育融入教學課程之意願。 

拾陸、獎勵： 

一、承辦暨協辦本次活動之單位及人員，敬請教育主管官署從優敘獎。 

二、全程參與教師發給 7 小時研習時數，教師參與本活動後之研習時數，由

承辦學校負責統籌登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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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東區海洋教育觀摩暨實地參訪活動報名表（台東梯次） 

 

服務單位/學校  

姓名及職稱  

出生年月日       年       月       日 

身分證字號  

電話 (公)                  (行動) 

E-Mail  

通信地址  

用餐    □葷食              □素食 

交通方式 

   □自行前往國立成功商水報到 

   □台東市文化中心前 06：50 開車 

   □鹿野火車站 06：30 開車，沿途停靠瑞源、關山、池上火

車站前（往北經玉長公路） 

身體有特殊情

況者請註明 

 

備註 

1. 活動日期為 98 年 6月 2日(星期二) 。 

2. 身分證字號與出生年月日僅為辦理保險之用。 

3. 國中小校長或教師敬請於 98 年 5月 20 日前向台東縣教育處

完成報名，報名方式由教育處決定。 

4. 其他人員敬請98年 5月 20日前以傳真或E-Mail方式向國立

成功商水報名。 

5. 洽詢方式： 

國立成功商水實習處實習組 089-850011 轉 610 

E-Mail：ckvs610@mail.ckvs.ttct.edu.tw 

傳真：089-854455 

6. 全程參與者發給 7小時研習時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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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東區海洋教育觀摩暨實地參訪活動報名表（花蓮梯次） 

 

服務單位/學校  

姓名及職稱  

出生年月日       年       月       日 

身分證字號  

電話 (公)                  (行動) 

E-Mail  

通信地址  

用餐    □葷食              □素食 

交通方式 

   □自行前往國立花蓮女中報到 

   □花蓮火車站前站 08：00 開車 

   □玉里火車站前站 06：00 開車，沿途停靠瑞穗、光復、鳳

林、壽豐等火車站前 

身體有特殊情

況者請註明 

 

備註 

1.活動日期為 98 年 6月 3日(星期三)。 

2.身分證字號與出生年月日僅為辦理保險之用。 

3.國中小校長或教師敬請於98年5月20日前向花蓮縣教育處完

成報名，報名方式由教育處決定。 

4.其他人員敬請 98 年 5月 20 日前以傳真或 E-Mail 方式向國立

成功商水報名。 

5.洽詢方式： 

國立成功商水實習處實習組 089-850011 轉 610 

E-Mail：ckvs610@mail.ckvs.ttct.edu.tw 

傳真：089-854455 

6.全程參與者發給 7 小時研習時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