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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實施辦法 

2009 全國中小學生海洋教育知能暨體驗活動實施辦法 

一、依     據：海洋教育政策白皮書及海洋教育執行計畫內容及教育

部中華民國 98 年 4 月 14 日台研字第 0980062668 號函

「全國中小學生海洋教育知能暨體驗活動」辦理。 

二、宗     旨：為讓學生參與體驗海洋休閒活動與海洋文化的多樣化，

海洋休閒安全及救生常識之教育宣導，並藉由海洋休

閒活動增加親近大自然之機會，對海洋產業、文化、

科技能更加的了解，進而認識海洋豐富多變的內涵，

期望發展海洋思維的全民教育，凝聚全民共識，讓臺

灣成為擁有文化美感與文明質感的現代海洋國家。 

三、指導單位：教育部 

四、主辦單位：教育部教育研究委員會 

五、承辦單位：國立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六、協辦單位：高雄港務局、高雄市風景區管理所、台灣濕地保護聯盟、 

             高雄縣政府、高雄縣梓官鄉公所、高鼎遊艇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縣蚵仔寮漁會 

七、日    期：2009 年 6 月 4-5 日 (星期四、五)  

八、地    點：國立高雄海洋科技大學楠梓校區、高雄港、高雄蓮池潭

風景區、高雄縣蚵仔寮漁港南側海域。 

九、參加對象：全國各縣市公（私）立國中、小及高中、職學生與教育

部相關單位代表。 

十、報名手續： 

(一) 報名時間：即日起至 98 年 5 月 22 日（星期五）

止，以郵戳為憑。 

(二) 遴選： 

1. 遴選員額：全國各縣市公（私）立高中、職學生

各 20 名。全國各縣市公（私）立國中、小學生

各 16 名及老師各 8 名(2 位學生由 1位老師陪

同)，國小學生須為高年級（含）以上，合計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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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2. 遴選原則：以山區、偏遠地區或低收入戶(請附

證明)學生，能以（捷、蛙、仰、蝶）四式之ㄧ

游畢 15 公尺，依報名先後次序優先錄取，額滿

截止，並經就讀學校及班導師推薦，每校限推薦

學生人數不超過二人（含二人）。 

(三) 報名方式：本活動免報名費，請將遴派之學生報名

表（如附件一）及家長同意書（如附件二）以正楷

書寫，掛號郵寄： 

81143 高雄市楠梓區海專路 142 號 

國立高雄海洋科技大學海洋休閒管理系 涂澄棟

先生收 

聯絡人：涂澄棟 

電話：07-3617141 轉 3873  E–mail：

tctung@mail.nkm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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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活動流程 

2009 全國中小學生海洋教育知能暨體驗活動流程表 

98 年 6 月 4 日(星期四)   第 1 天 

時間 活動內容 地點 備註 

09：30 
/ 

10：00 
相見歡 

1.報到 

2.領取活動手冊 

10：00 
/ 

10：20 
開幕式 

貴賓致詞 
(教育部長官代表、承
辦學校代表) 

體驗活動簡介 
1.體驗活動說明 
2.水上安全教育宣導10：20 

/ 
12：00 生態階梯 

（海洋觀光及生態保育）

國立高雄海洋科技大
學楠梓校區學生活動

中心音樂廳 

1.學員不分組 
2.主持人 1 名、報告
人 1名 

12：00 
/ 

13：00 
細嚼慢嚥 

國立高雄海洋科技大
學楠梓校區學生餐廳

午餐 

逐浪高手 
(海洋教育體驗活動一) 14：00 

/ 
17：00 搖滾香蕉 

(海洋教育體驗活動二) 

1.學員分 2站進行 
2.配置專業教練 5 名
及安全暨工作人員
20 名 

17：00 
/ 

17：30 
“換＂然“衣＂新 

高雄縣蚵仔寮漁港 
南側海域 

請學員自備盥洗用具
及衣物 

17：40 
/ 

18：00 
漁故鄉 高雄縣蚵仔寮漁港 

海洋教育知能活動一
認識台灣沿近海魚類

18：30 
/ 

20：30 
港都風味餐 

20：30 
/ 

22：00 
蓮潭談心 

各組活動心得分享 

22：00 好夢連連 

高雄蓮潭國際會館 

1.晚點名 
2.就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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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全國中小學生海洋教育知能暨體驗活動流程表 

98 年 6 月 5 日(星期五)   第 2 天 

時間 議程 地點 備註 

07：30 聞雞起舞 起床 

08：00 

/ 

08：40 

早安晨之美 早餐 

08：40 

/ 

09：00 

整裝待發 GO~ 

高雄蓮潭國際會館 

健走至蓮池潭艇庫 

海洋小勇士 

(海洋教育體驗活動三

海洋獨木舟） 

藝術美學 

(海洋教育體驗活動三

魚拓製作及裱褙） 

09：10 

/ 

12：00 

生態尋寶 

(海洋教育知能活動二

洲仔濕地公園導覽）

1. 學員分3站同時進行
2. 配置專業教練 14 名

及安全暨工作人員
20 名 

 

12：00 

/ 

13：00 

 元氣補給站 

高雄市蓮池潭風景區 

午餐 

13：40 

/ 

14：50 

遊艇尋夢 

(海洋教育知能活動三

台灣遊艇製造原理）

高雄市旗津高鼎遊艇 
1. 學員分 2組進行 
2. 講師2名及隨行工作

人員 20 名 

15：20 

/ 

16：20 

港都巡禮 

(海洋教育知能活動四

高雄港都知性之旅）

學員不分組、講師 1名

及工作人員 20 名 

16：30 

/ 

17：00 

閉幕式 

高雄港 

問卷調查 

17：10 賦歸 國立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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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課程基本介紹： 

 生態階梯：觀光是台灣正在努力進步的一個方向，台灣四面皆為海

洋，身為 21 世紀的主人翁，應當對海洋觀光有近一步

的了解。對於世界污染之嚴重，生態保育為一大議題，

藉由讓學員認識自然、瞭解自然進而愛護地球，讓眼前

所欣賞的景觀延續下去。 

 逐浪高手：衝浪活動是屬於較不普遍的海洋運動，缺乏學習管道讓

人望之卻步，藉由讓學員體驗站在海洋上的感覺進而推

廣衝浪活動。 

 搖滾香蕉：香蕉船活動，由教練開著快艇在水中拖行香蕉船，學員

坐在上面，隨著教練開水上摩托艇，香蕉船隨著波浪起

伏，感受起起又浮浮的刺激，這時不來個 180 度迴轉技

巧甩人到海中，絕對是不會刺激的，香蕉船可是人稱的

不翻不好玩的喔。 

 漁 故 鄉：南寮漁港，是一個現撈的近海漁港，地點位於本鄉南寮

村，屬於彌陀區漁會管轄，南寮漁港北距興達漁港約十

二公里，南距蚵子寮漁港約四點五公里，彌陀漁會轄內

共有五個漁村，平時卸載魚獲及補給作業均依賴船筏，

漁港內設有假日魚市場、冷凍製冰廠、活魚蓄養池、曳

船道等。 

 海洋小勇士生態探索：雙人獨木舟以一對一的方式由專業的教練帶

領學員進行獨木舟體驗，魚拓製作是少有的文藝活動，

一張用心完成的魚拓是這趟旅程留下美麗的紀念品。 

 生態尋寶：洲仔溼地於民國 94 年已復育成功，落實都是自然生態，

高雄市政府在都市規劃時引入「生態廊道」規劃概念。

可以讓鳥類、昆蟲等動物可以在生態綠地中自由棲息，

並提升高雄公園綠地內涵。 

 遊艇尋夢：高鼎遊艇是由中信造船企業集團，2005 上半年遊艇總出

貨量排名全球第五，且持績往上攀升，高鼎遊艇目前打

造全球頂級 210 呎遊艇，列為亞洲之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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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都巡禮：搭乘高雄港觀光郵輪，了解高雄港周圍港灣形勢和港腹

建設，由專人導覽，由船上近觀各式船舶，無論是商船、

軍艦、貨輪或是漁船，每艘船隻都有不同的航海故事。  

十二、注意事項 

（一）海洋教育體驗活動（香蕉船、衝浪、海洋獨木舟） 

1.患有高血壓、心臟病、氣喘及身體不適者，不可搭乘。 

2.請穿著救生衣及頭盔再進行體驗。 

3.隨身貴重物品請勿攜帶下水。 

4.教學體驗時，請遵從教練指示。 

（二）經遴選錄取名單於 5月 25 日公布在國立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海洋

休閒管理系系網(網址：http://www.dmlm.nkmu.edu.tw/)，另寄

發書面報到通知。 

（三）本次活動相關經費由主辦單位支付，往返交通費由各單位自行負

擔，各校請同意帶隊老師公差假出席。 

（四）請自備健保卡、個人藥品、長袖薄外套、至少三套換洗衣物、零

用錢、電話卡、泳衣(褲)及個人所需用品等。 

十三、本辦法經教育部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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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課程內容 

當前海洋休閒教育之探究 
 

黃 聲 威 

 

摘 要 

 

海洋休閒教育是海洋性的休閒教育，較諸一般休閒教育學習與研究的範圍更為

廣泛，它涵蓋有海洋科學、休閒產業以及海洋運動等領域。海洋休閒教育不僅是一

種專業教育，更是從小學、中學、大學、到社會等的公民教育。 

一個國家的國民是否熱愛海洋休閒活動？或其海洋休閒產業是否蓬勃發展？

海洋休閒教育扮演了關鍵而重要的角色。我們當前的海洋休閒教育尚處於啟蒙的階

段，未來還有甚多發展的潛力與空間。 

 

關鍵字：休閒、海洋休閒、海洋休閒產業、海洋休閒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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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壹、緒論 

    自古以來，「休閒」對於人類的生活與生存非常重要，德國哲學家皮柏所闡述

休閒的觀念，常為許多學者引用：① 

1. 休閒是文化的基礎。 

2. 藉由休閒，我們可掌握到理解「整個世界及其最深遂本質」的契機。 

3. 休閒是比「勞動的生活」更高層次的生活，休閒不是為了工作的目的而存在，

但可提供給進一步工作所需的體能恢復或心靈復元某種新的動力。 

    1970 年，來自 30 個國家的 500 名休閒研究專家與政府代表聚集於比利時的布

魯塞爾召開「國際休閒會議」，通過了《休閒憲章》（Charter for Leisure）。該憲

章後經 1979、1983 年、2000 年三次之修改，2000 年 7 月第六屆世界休閒大會修正

通過的主要條款有：② 

1. 所有的人都擁有進行與他們同胞的社會規範與價值相互一致的休閒活動的基

本人權；所有的政府都有承認和保護公民這一權利的義務； 

2. 為提高生活質量所提供的休閒與健康、教育等一樣重要，政府應確保公民得

到最高質量的休閒與娛樂的機會； 

3. 個人是自己最好的休閒與娛樂資源，因此，政府應確保提供獲得這些休閒技

術與知識的途徑，使人們最優化他們的休閒體驗； 

4. 個人可以利用休閒機會來實現自我，發展私人關係，增進社會團結，發展社

團與文化特性，促進國際間的了解與合作，提高生命質量； 

5. 政府應該通過保持國家的自然、社會和文化環境的質量，確保未來實現休閒

體驗的可能性； 

6. 政府應該確保訓練專業人員來幫助個人獲得休閒技術，發現和發展他們的才

能，擴大他們休閒與娛樂機會的範圍； 

7. 公民必須擁有獲得所有形式的關於休閒性質和機會的休閒資訊，利用它們來

提高知識並影響本地和全國政策的制定； 

8. 教育機構必須盡最大努力傳播休閒的本質與重要性以及如何將這些知識溶入

個人的生活方式中。 

上述條款大略呈現了四項重要的概念： 

1. 人類擁有「休閒活動」的基本人權。 

2. 休閒對於個人及社會的積極作用。 

3. 政府賦有確保國民「休閒人權」的重責大任。 

4. 休閒教育的必要性。  

 

 



 

 32 

    貳、海洋休閒教育的範疇界定 

一、休閒的界定 

學術界對於「休閒」（Leisure）從不同的角度衍生了許多定義，在此採用法國

社會學家布馬哲迪爾的定義，布馬哲認為人類活動的內容有四個基本面向：補償活

動、家務活動、社會宗教活動和自我實現活動，休閒是屬於自我實現活動的範圍。

休閒可包括三方面：
③ 

1. 放鬆：因為人類需要克服疲勞。 

2. 娛樂：娛樂使我們能夠脫離自我及所關注的事情，使我們超然忘我。 

3. 個人發展：休閒使我們的視野開闊，使人類的生命更有意義。 

布馬哲對於休閒的定義似乎從休閒活動的角度分析，提及休閒活動的範圍，其

與觀光、遊憩以及運動密不可分。 

所謂「觀光」（Tourism），WTO（世界觀光組織）指出，觀光是人們出於非移民

及和平的目的或出於導致實現經濟、社會、文化及精神等方面的個人發展及促進人

與人間的了解與合作等目的而做的旅行；觀光係利用休閒時間所做的旅行活動。 

「遊憩」（Recreation）含有休養、娛樂、消遣、恢復健康的一種行為。遊憩

活動被認為能夠消除人們精神和體力疲勞的日常休閒活動，從社會心理學的角度來

看，遊憩被認為是個體或集體在休閒時間內所從事的一種社會活動形式，它的過程

是自由鬆弛和令人愉快的。 

「運動」（Sport）是什麼？在早期，運動主要的內涵為競技和比賽，幾乎是運

動員個人的活動，所以稱之為「競技比賽的運動」。現代社會將運動擴充為大眾化

的活動，以身強體壯為目的，因此可稱之為「強身健體的運動」。新世紀的運動被

賦與了市場的內涵與功能，運動可以滿足廣大消費者的需求，因此運動在現階段亦

可稱為「休閒娛樂的運動」。□韋氏字典將運動定義為：以愉悅為目的而從事的一種

消遣或一種身體的活動。 

從休閒活動的功能包括精神的、肉體的、發展的、恢復的等面向，如圖 1-1

所示，□我們可以看得出來，休閒與觀光、遊憩、運動間的關係。該圖說明旅遊觀

光本來與人類的自我開發有關，它本質的影響偏向於精神心理層面，當然觀光旅遊

有時也包括遊憩與運動的活動。遊憩則偏重於消除由勞動所引起的精神和身體的疲

勞，因此遊憩的目的偏重於身體和精神的恢復方面。而運動主要偏重在身體的發

展，是鍛練身心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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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休閒與觀光、遊憩、運動之關係 

            （資料來源：李仲廣、盧昌崇，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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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海洋休閒的界定 

「凡是利用海洋的自然人文資源與環境人文空間，以進行休閒活動達到休閒目

的者」，謂之「海洋性休閒」或「海洋休閒」（Marine Leisure）。 

海洋休閒活動可以分為運動型、遊憩型及觀光型等三大類，其分類詳如圖 1-2

所示。 

 

 

 

 

 

 

 

 

 

 

 

 

 

 

 

 

 

 

 

 

 

 

 

 

 

 

 

 

 

 

圖 1-2 海洋休閒活動之分類 

海
洋
休
閒
活
動

運動型

帆船

遊艇

動力小艇

划船（獨木舟）

水上摩托車

衝浪

風帆

海釣（磯釣、灘釣、船釣、堤防釣）

遠泳

潛水（浮潛、水肺潛水）

沙灘排球

遊憩型

海水浴、日光浴、戲水等

海濱露營、沙灘漫步、觀察海岸生態

潮間帶活動

海濱散步、靜思、觀日、觀海

研習、參觀、遊覽（水族館、海洋公園、
海中瞭望塔、海洋生物館、船舶博物館、
海事博物館、玻璃船、渡輪等）

餐飲、購物（海鮮美食、觀光魚市等）

觀光型

海洋生態觀光

海岸景觀觀光

海洋產業觀光

海洋人文觀光

海洋運動觀光

郵輪觀光

島嶼觀光

海洋城市觀光

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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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海洋休閒的發展與存在，可以思考下面幾個面向： 

1. 海洋休閒是海洋國家人民的重要休閒方式與活動之一 

我國是海洋國家，利用台灣四面環海的先天有利條件來進行休閒活動應是

人民必然的選擇。日本有名的趨勢及策略學者大前研一曾經表示「歐美人的遊

艇擁有率遠比日本人為高，因此，他們都可以輕易的享受海洋休閒活動；無法

享受海洋樂趣的日本，是休閒生活的落後國家。」
⑦ 

2. 海洋休閒活動是培養國民海洋意識的重要過程 

海洋國家的國民必然擁有親海近水以及海洋國土等海洋意識，透過從小到

大、多元的海洋休閒活動，應是培養健全海洋意識的重要手段及過程。 

3. 海洋休閒產業是產值高、關連多的「海洋產業」或「休閒產業」 

休閒產業是近世紀以來產值最高的產業之一，發展海洋休閒產業，其相關

附屬的產業很多，而且海洋休閒產業也是利用海洋空間、海洋資源的新興海洋

產業，所以，海洋休閒產業是本世紀最值得發展的休閒產業。 

4. 海洋休閒教育是專業教育，也是公民教育 

一個海洋國家的國民是否熱愛海洋休閒活動，海洋休閒教育扮演關鍵而重要

的角色。海洋休閒教育不僅是海洋休閒產業從業人員的教育，而且對於國民從小

學、中學、大學一直到社會等公民教育，海洋休閒教育均應涉獵其中。 

三、海洋休閒教育的界定 

海洋休閒教育是海洋性的休閒教育，較諸一般休閒教育修習之課程範圍更為廣

泛，其特別強調海洋屬性與運動技能。完整的海洋休閒教育應包括下列範疇之教學

與研究： 

 海洋方面：海洋生態、生物、環境、氣象、管理、政策等。 

 休閒方面：休閒產業、管理、資源、政策、行銷、規劃等。 

 術科方面：海洋運動各項技能。 

 觀光方面：海洋觀光及觀光概論、解說導覽、行銷、規劃等。 

 遊艇港（Marina）、渡假村（Resort）、水族館、海洋生物館、海洋博物館等

之規劃、經營、管理等。 

 海洋休閒之哲學、倫理、歷史、社會、文化等觀點。 

 海洋休閒之經濟、產業、推廣、行銷等。 

 海洋休閒與海洋意識、人格養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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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海洋休閒教育現況 

    近十年來，台灣各大學院校不論高教體系或技職體系，在休閒、遊憩、觀光的

領域，所設立的相關科系所的數目增加快速、突飛猛進。目前至少有 60 所大專院

校設有相關領域的科系所，科系所的數目也至少在 120 個以上，其領域大約分為休

閒事業管理、觀光事業、餐旅管理、以及休閒運動等學門。 

    至於海洋休閒教育方面的學系並不多，只有 3 所院校的 3 個系，分別是 89 年

設立的中國海事商業專科學校的「海洋休閒觀光科」， 93 年設立的國立澎湖科技

大學的「海洋運動與管理學系」，以及 94 年設立的國立高雄海洋科技大學的「水域

運動管理系」。三校三系的課程，分別詳如表 3-1、2、3 所示。 

    中國海事商業專科學校的「海洋休閒觀光科」是二技學制，其第一學年專業課

程必修 28 學分、選修 16 學分，第二學年必修 30 學分，選修 14 學分。 

國立澎湖科技大學的「海洋運動管理學系」是四技學制，其專業課程分為三大

模組，第一是「海洋運動模組」，必修 35 學分、12 門課程，選修 24 學分、12 門課

程。第二是「海域遊憩模組」，必修 32 學分、11 門課程，選修 24 學分、12 門課程。

第三為「海洋運動與遊憩技能模組」，必修 25 學分、10 門課程，選修 26 個學分、

11 門課程。該系課程係以海洋運動的理論、管理以及技能為主。 

國立高雄海洋科技大學新設的四技學制之「海洋休閒管理系」的專業課程共分

為 3大面向，第一為「休閒管理模組」，必修有 30 學分、11 門課程，選修 30 個學

分、11 門課程。第 2 個專業是「水域休閒資源管理及規劃模組」，共 18 學分、8

門課程，選修 24 個學分、8 門課程。第三個是「水域運動技能模組」，必修 19 個

學分，8門課程，選修 18 個學分、有 13 門課程。水域運動管理系的課程規劃原則

上從水域休閒產業的角度思考，它強調的一個是休閒事業的經營管理，一個是水域

休閒資源的管理與規劃，另一就是水域運動技能的相關課程。 

    除了上述三所學校之外，部分學校的相關學系也開設一些，例如「海洋觀光」

或「水域運動」等零星的課程。總體而言，台灣現行各大專院校中關於海洋休閒或

觀光等教育所設的學科系所，實在不多，此亦意味著為了配合台灣「海洋國家」的

願景，海洋休閒教育這塊領域，應該有很大的發揮空間與潛力。 

    至於公民教育，尤其是中小學的教育，檢視其等教科書內容有關海洋環境概念

之比例均不超過 5％，頗不符合台灣四面環海的特性，且多偏重於自然學科方面⑧。

有關海洋休閒方面之教學，自然是微不足道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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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中國海事商業專科學校 海洋休閒觀光科專業課程表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中國文學賞析（2） 世界文化史（2） 

應用英文（2） 人際關係（2） 

台灣開發史（2） 英聽練習（2） 

海洋休閒與觀光（2） 海洋生態旅遊（2） 

海洋遊憩管理法規（2） 海洋休閒行銷（2） 

海洋生物保育學（2） 海洋遊憩活動設計與規劃（2） 

旅遊心理學（2） 旅遊文化（2） 

船艇駕訓與管理（一）（1） 旅遊產品策略與設計（2） 

船艇駕訓與管理（二）（1） 海洋休閒動力與非動力浮具操作 

（二上、二下各 2學分） 

休閒漁業（2） 觀光實務講座（2） 

海域遊憩活動與安全（2） 觀光遊憩解說設計（2） 

世界遺產學（2） 校外實習（0） 

國際會議與展覽活動經營管理（2） 觀光人力資源管理（2） 

生態學（2） 旅遊安全與風險管理（2） 

        

必             

修 

海洋休憩服務管理（2） 旅遊電子商務（2） 

合計 28 學分 30 學分 

台灣海洋文化（2） 進階觀光日語（二上、二下各 2學分）

進階觀光英語（一上、一下各 2學分） 民宿經營管理（2） 

潛水技術專題（一上、一下各 2學分） 節慶文化（2） 

產業休閒（2） 遊輪旅遊規劃（2） 

國際禮儀（2） 觀光財務管理（2） 

   

選         

修 專題製作（2） 觀光漁業（2） 

合計 16 學分 14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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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洋運動模組 海域遊憩模組 海洋運動與遊憩技能模組

海洋科學概論（3） 海洋科學概論（3） 海洋科學概論（3） 

海洋氣象與海洋學（3） 海洋氣象與海洋學（3） 海洋氣象與海洋學（3） 

海洋生態與環境（3） 海洋生態與環境（3） 海洋生態與環境（3） 

統計學（3） 統計學（3） 統計學（3） 

實習（2） 實習（2） 實習（2） 

海洋運動概論（3） 海洋休閒與遊憩概論（3） 游泳與水上救生（一）（1）

運動科學概論（3） 海域遊憩管理（3） 游泳與水上救生（二）（1）

人體生理學（3） 海域遊憩資源調查（3） 浮潛（一）（1） 

運動管理學（3） 海域遊憩活動設計（3） 浮潛（二）（1） 

運動行銷學（3） 遊憩行為（3） 操艇（一）（1） 

運動事業經營與管理（3） 風險管理與法律責任（3） 操艇（二）（1） 

海洋運動與遊憩設施概論（3）  水肺潛水（一）（1） 

  水肺潛水（二）（2） 

  風浪板（一）（1） 

        

必        

修 

  風浪板（二）（1） 

合計 35 學分 32 學分 25 學分 

δ海洋運動技能學程δ 
海洋運動訓練與指導（2） 海濱與水域遊憩活動管理（2）

晉級風浪板（一）（2） 

運動經濟學（2） 水域活動空間規劃（2） 晉級風浪板（二）（2） 

運動健康管理（2） 海域遊憩環境評估（2） 晉級水上救生（2） 

運動營養學（2） 海域遊憩解說（2） 航海與航儀實務（2） 

運動處方（2） 領導理論與實務（2） 船艇操作駕駛（2） 

運動傷害與防護（2） 水上休閒活動理論與實務（2） 小型帆船（2） 

運動心理學（2） 人力資源管理（2） 動力小艇（2） 

δ海域遊憩技能學程δ 
運動社會學（2） 服務品質管理（2） 

晉級水肺潛水（一）（2） 

運動科學選材（2） 運動俱樂部經營與管理（2） 晉級水肺潛水（二）（2） 

重量訓練（2） 休閒運動管理（2） 滑水（2） 

運動賽會管理（2） 休閒漁業（2） 水上摩托車（2） 

運動法規與行政（2） 生態觀光（2） 水中有氧（2） 

           
選          

修 

  釣魚（2） 

合計 24 學分 24 學分 26 學分 

表 3-2 國立澎湖科技大學 海洋運動與管理學系專業課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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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閒管理模組 水域休閒資源管理及規劃模組 水域運動技能模組 

管理概論（3） 海洋學（3） 運動生理學（3） 

經濟學（3） 海洋生態學（3） 游泳（一）（1） 

企業概論（3） 動力小艇（1） 游泳（二）（1） 

統計學（3） 導覽解說（2） 水域安全與急救（3） 

人力資源管理（3） 海洋觀光（3） 操艇（獨木舟）（3） 

會計學（3） 英文寫作（2） 浮潛理論與實務（3） 

休閒遊憩概論（3） 水域休閒資源規劃與管理（3） 水肺潛水理論與實務（3）

英文閱讀（2） 專題製作（二）（1） 觀光英文（2） 

行銷管理（3）   

休閒行政（3）   

必      

修 

專題製作（一）（1）   

合計 30 學分 18 學分 19 學分 

休閒事業管理概論（3） 海洋生物多樣性（3） 龍舟、輕艇（二擇一）（3）

國際禮儀（2） 旅遊安全與緊急件處理（3） 水中有氧運動（3） 

管理數學（3） 水域遊憩管理法規（3） 
游泳指導法、衝浪、釣魚

（三擇一）（3） 

觀光旅運管理（3） 生態觀光（3） 
風浪板、帆船、水上摩托

艇（三擇一）（3） 

管理資訊系統（3） 觀光心理與行為（3） 
滑水、溯溪、運動傷害防

護（三擇一）（3） 

顧客關係管理（3） 環境影響評估（3） 運動健康管理（3） 

服務品質管理（3） 遊憩衝擊與評估（3）  

餐飲與旅館管理（3） 電子商務（3）  

商業談判（3）   

財務管理（3）   

    

選    

修 

休閒事業講座（1）   

合計 30 學分 24 學分 18 學分 

表 3-3 國立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海洋休閒管理系專業課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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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海洋休閒教育的理念與策略 

一、海洋休閒教育之理念 

台灣的海洋休閒教育目前尚屬啟蒙摸索期，未來還有漫長的路要走，有待努力

的地方也甚多。首先闡述海洋休閒教育之理念如下： 

（一）海洋休閒產業之健全發展 

海洋休閒產業是一種綜合性的服務業，在台灣亦屬萌芽發展的階段，海洋

休閒教育可以培育該產業所需要的優質人才，不論在管理或操作階層，以促進

該產業的健全發展。 

（二）海洋休閒教育之完整建構 

目前雖然僅有三所院校擁有海洋休閒相關的系科，相信在未來，類似的系

科所會緩慢的增加，由於海洋休閒教育所需的設備投資較大，大量增加系科所

亦不可能，然而各校發展的過程，未來實有增設研究所碩士班或博士班的必

要，如此才能建構本教育的完整體系。 

（三）海洋休閒活動之質量提升 

經由全民海洋教育的推展，參與海洋休閒活動之人口自然增加，透過教育

也可使從事海洋活動的品質隨之提升，如此進行海洋休閒活動才可達到休閒的

目的，而且是安全無虞的。 

（四）海洋休閒文化之逐漸形塑 

國民參與海洋休閒活動者日益增加，長期演變下來自然會形成海洋性的休

閒文化，海洋休閒文化的最大特色就是「愛護海洋」，國人「親近海洋」的海

洋意識亦潛移默化隨之培養。 

（五）多元休閒人生之體驗實現 

休閒是人類生存重要的一部分，未來休閒與工作的界限將日益模糊，休閒

將扮演更重要的角色。提供多元的休閒是健全人生必備的條件，海洋休閒或陸

上休閒或其他方式的休閒，各種選擇提供國人，逐次規劃實現，以免人生有憾。 

二、海洋休閒教育之策略 

 （一）養成海洋休閒產業的經營管理人才 

1. 教授海洋與休閒學門之專業知識。 

 海洋學門著重於海洋生態、海洋資源、海洋環境、海岸管理、海洋生物

多樣性等領域。 

 休閒學門著重於休閒及觀光產業之概論、經營、管理、規劃等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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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學習海洋運動、遊憩活動之專業技能 

 技能方面之各種證照之取得。 

 海域安全及救生方面，亦為重點。 

3. 強化實習與實作課程之安排 

 有關海水浴場、遊艇港、海濱渡假村、郵輪等海洋休閒基地之經營、管

理、實務、操作等演練。 

 海洋休閒有關 NGO、NPO、協會組織之架構、運作、功能等之學習。 

4. 重視服務業基本素質之培養 

 人格特質方面之要求：主動、積極、紀律、熱情等。 

 基本能力方面：書寫、語言、電腦等之基本能力。 

（二）培育海洋休閒教育的專業師資及研究人才 

1. 逐步建置大學→碩士班→博士班之完整學制。 

2. 海洋專業師資培育休閒相關專業或技能之第二專長，成為海洋休閒教

學師資；反之亦然。 

3. 編撰海洋休閒教育之各類教材 

 學科方面：強調案例探究。 

 術科方面：強調多媒體教學。 

4. 向海洋休閒先進國家取經、借鏡 

特別是前往美國及澳洲學習 

（三）海洋休閒公民教育納入各級學制 

1. 小學教育 

 習得游泳技能。 

 介紹海洋對人類之功能，包括海洋休閒活動。 

2. 中學教育 

 體育課納入海洋運動之多元術科選修。 

 社會、公民、歷史教育中，納入海洋休閒運動之生活意識或卓越典範等

之課程。 

3. 大學通識教育 

 體育課應有海洋運動之選項。 

 廣設海洋休閒性之社團，鼓勵師生參與。 

 培育海洋休閒活動之「安全自主意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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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海洋休閒活動之安全是自我的責任，而非國家的責任。 

4. 社會教育 

 體委會、教育部應舉辦全國性「海洋競技運動會」。 

 公共電視等媒體應經常、系列播放海洋休閒、觀光、運動、遊憩等有關

節目。 

 國家應設置各項海洋運動技能之證照制度。 

（四）建構海洋休閒教育之「產官學協同網」 

1. 教育部為推展海洋休閒教育之主政單位，體委會為推展海洋休閒活動（運

動）之主政單位，兩部會應互通有無，溝通理念，步調一致，互為表裡。 

2. 經濟部、農委會漁業署、文建會、海巡署、交通部觀光局、國科會等中央

部會之業務，分別在遊艇業、休閒漁業、社造活動、海域出入與安全、海

洋觀光、海洋休閒學術研究等，均與海洋休閒教育及產業有關，自不能置

身度外。 

3. 現有海洋休閒教育相關之科系，應與業界加強「產學合作」 

學校走出校園與業界互動良好，才能了解產業界之需求與發展趨勢，進而

培育業界所需之優質人力，並爭取業界之資源，尤其是提供學生實習之機

會及場所或實作課程之教練師資。 

4. 學校應多辦理海洋休閒之推廣教育 

 高雄海洋科大或澎湖科大均應設立海洋休閒、運動科系之進修部學制，

滿足一般日間工作者，可以利用夜間進修。 

 兩校亦應向在地社區推出海洋運動之技能訓練課程，教授民眾海洋運動

的基礎操作能力，進而提昇其親海近水之海洋意識，達成海洋休閒社會

教育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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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海洋休閒教育的當前課題 

面對所謂 21 世紀是海洋世紀，以及台灣朝向海洋國家願景的發展趨勢，海洋

休閒教育屬於海洋教育的一環，必將日益受到重視。發展海洋休閒教育除依前述之

發展策略，循序漸近、分頭並行之外，當前海洋休閒教育中，最迫切需要解決的、

亟待有關部會單位如教育部與體委會大力支持學校或業界的課題如下： 

一、有關海洋休閒活動與產業之調查與研究 

迄今為止，有關台灣海洋休閒活動與產業的現況調查或學術研究實在不多，因

此政府應支持學術界進行類似之調查與研究，最好是比照國外出版每年的白皮書，

檢視每年最新之海洋休閒之實態與問題。至於學術研究，則應加強對於國外之先進

國家此方面之活動與產業或理論專業等之深入研究，如此才能建構海洋休閒教育之

堅實的基礎與學術背景。 

二、海洋休閒教育之教材編撰 

有關海洋休閒的教材目前為止非常少見，教育部應鼓勵教師從事類似教材之編

撰，以五年為期，有計劃、有系統的編撰海洋休閒教育，尤其是在理論、專業、經

營、管理以及技能術科等之教材，不論從事國外之教科書的譯著或教師本身之著作

等，這是刻不容緩的工作。 

教材之編撰應強調案例之探討，以及多媒體之應用。同時教育部可將教師之教

材著作列為評鑑之重要考核項目，以鼓勵教師進行類似之研究與努力。 

三、積極鼓勵現行之教師轉型或修習有關海洋休閒之第二專長 

海洋休閒教育屬於綜合性的教育，它涵蓋了海洋科學、休閒產業以及海洋運動

等領域，目前具備這三項學術或技能背景的教師並不容易。因此不論是修習課程或

另外修取學位之安排，都應受到學校或教育部的鼓勵，才能加速培育海洋休閒教育

之優良師資，進而使海洋休閒教育之體系由大學逐步成長至碩士或博士之研究所層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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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海洋休閒教育的未來展望 

全球有名的 Sony 公司創辦人盛田昭夫先生，67 歲的時候取得潛水執照，在琉

球潛水的時候，他高興的將 Sony 數位相數放入防水盒中拍攝海中艷麗的魚群，他

表示「因為無法到宇宙游泳，所以想透過潛水來體驗那種感覺。」⑨海洋休閒活動

或許較一般陸上休閒活動在技能上之難度較高，但台灣擁有四面環海的天然環境，

不論老少、不論性別、不論身份，我們都應該享受、體驗豐富的海洋休閒活動。海

洋休閒是一種活動、是一種運動、是一種生活的方式與態度，更是培育海洋國民、

海洋意識、海洋人格最自然、最有趣的方式，海洋休閒教育實在重要，雖然我們尚

在啟蒙的階段。 

海洋休閒教育術科方面所使用的運動器材與設備使用於岸上或在海上、海中

的，其成本耗費都不便宜，尤其為了活動安全所需的相關救生器材亦不可免，所以

海洋休閒教育較之一般的休閒教育、觀光教育或企管教育所需的成本、經費要高的

多，這或許也是迄今許多學校的休閒科系尚未轉型為海洋休閒科系原因之一，另一

原因則為相關師資嚴重不足。因此，不論私立或公立學校，今後宜多鼓勵其設立海

洋休閒科系或協助海洋休閒教育之設施充實，我們希望教育部或體委會能予以大力

支持。 

海洋休閒教育之基礎應從國民小學就開始，其實從國小到國中、高中以及大學

的通識教育甚至於推廣教育、社會教育等，都是海洋休閒教育的公民教育層次。從

事海洋休閒活動最重要的基礎在於「人人會游泳」，所以國小的海洋休閒教育不必

涉及過多的理論，只要每位同學都會游泳，不論在游泳池或在海水浴場，這應是最

重要的一步。我們常看到歐美許多小朋友在旅遊時，凡是到游泳池或海邊，都毫不

猶豫的縱身跳入水中，輕易享受海洋休閒的樂趣。然而在台灣經常看到、聽到的是

家長嚴禁小朋友接近海邊或游泳池，或者是小朋友年輕人偷偷到海濱戲水，由於不

會游泳或輕忽海洋休閒之倫理紀律而慘遭滅頂的悲劇發生。如果人人都有正確的海

洋休閒概念、倫理，或具備海洋休閒的基礎游泳能力的話，上述的情事應該不會經

常發生。 

海洋休閒教育是海洋教育中的一環，或許從學術的層級看來，其份量似不夠

重，但海洋休閒教育是綜合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以及人文科學等之教育，期望爾後

在海洋休閒教育相關之產官學各界的通力合作之下，讓我們每一個國民都能體驗海

洋休閒的「海海人生」。 

持續推動海洋休閒教育後，展望未來，下述願景希能漸次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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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滿足海洋休閒產業的人才需求。 

二、培育海洋休閒教育的各級師資。 

三、實現健全的海洋休閒教育體系。 

四、造就世界級海洋運動競技高手。 

五、提昇海洋休閒的學術研究與專業研發能力。 

六、促進海洋休閒各級產業之蓬勃發展。 

七、人人成為充分享受海洋休閒之快樂玩家。 

八、打造台灣海岸空間之親水性、休閒性、魅力性。 

 

柒、引用文獻 

 

① 李仲廣、盧昌崇，2004，《基礎休閒學》，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頁 18-19 

② 劉森堯譯，2003，《閒暇：文化的基礎》，立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頁 94-97 

③ 同①，頁 88-89 

④ 樓嘉軍，2005，《休閒新論》，立信會計出版社，頁 48-49 

⑤ 盧泰宏，2003，《行銷體育》，四川人民出版社，序言（頁 2-3） 

⑥ 同①，頁 131-133 

⑦ 陳柏誠譯，2006，《OFF 學，會玩，才會成功》，天下雜誌股份有限公司，頁 38 

⑧ 范雪凌，2000，《海洋環境教育概念階層表之建構及中小學教科書涵括海洋概念

之研究》，中山大學海洋環境及工程研究所碩士論文 

⑨ 同⑦，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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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介紹—逐浪高手(衝浪) 

一、衝浪運動之演進 

(一)十五世紀，夏威夷人詩歌中，曾有關衝浪的記載。 

(二)1820 年，美國一教派傳入夏威夷，並指責衝浪會使人玩物喪志，

令衝浪成為當時的黑暗期。 

(三)1898 年，美國為發展夏威夷的觀光事業，致力於推廣衝浪文 

化。 

(四)1911 年，夏威夷「衝浪俱樂部」正式成立。 

(五)1912 年以後，夏威夷青年杜克．卡哈那摩古在世界各地極力   

推展衝浪運動。 

(六)1959 年，玻璃纖維制之衝浪板問世。 

(七)台灣 60 年代戒嚴時期，即有駐台美軍在金山、野柳海灘，以 

衝浪娛樂活動。 

(八)1979 年，閃電衝浪俱樂部組織，首先成立。 

(九)1988 年，中華民國衝浪協會成立，全台衝浪人口約有兩千人。 

 

二、衝浪運動之特色 

  衝浪運動是一項高技術的運動，而靈敏的平衡能力即是衝浪運動的

先決條件。因衝浪板毫無動力，更無操舵盤，想隨心所欲地駕馭操縱，

則依賴重心的移動及良好的平衡能力。衝浪運動與滑雪、滑溜板等運動

雷同，皆順滑斜坡而得到動力；唯一最大的不同之處，即水波不但具有

斜坡，且具有強大的推力。 

三、衝浪之裝備 

(一)短板(Shortboard):長度在 5 呎 9 到 6 呎 8 之間，頭部呈尖銳三

角型，浮力小，需要推力夠、形狀佳的浪才能

玩得痛快，屬於技術板，轉向靈活,可做花式動

作。 

(二)長板(Longboard):長度在 8 呎 6到 11 呎之間，於頭部呈半圓

形，浮力大、速度慢, 浪小也能玩 , 適合台灣

夏天的浪況及初學者練習用。 

(三)槍板(The Gun):或有人稱為大浪板，長度和 Longboard 接近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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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尖尾尖，速度最快。用來衝 10 呎到 30 呎的大浪，

台灣很少見到使用，可能只有東部沿海或颱風前後

才有機會展現 Gun 的威力。 

(四)魚板(The Fish):但可能稱「大肚板」比較貼切，長度 5 呎 6到

6 呎 11 之間。基本上也算是 Shortboard 的一種，

板子通常比 Shortboard 寬而厚。台灣的夏天浪

消去時，因為 Fish 的浮力稍大，會比 Shortboard

在小浪中來得容易。 

 一般來說，愈長愈厚的板子愈容易上手，但也愈難做出漂亮的

動作。前面說過，每個人需要的板子不同，和你個人的身高體

重都有 絕對的關係。所以，如何選擇板子也是學習衝浪的必要

課程之一。 

(五)舵(Fin):衝浪板一定要配合舵來使用，舵有分單、三片或五片

式。通常 Longboard 使用單片較大的 Sngle fin，其他的

板子多用三片的 Tri fin system 

(六)腳繩(Leash):這是從事衝浪運動唯一能保證您生命安全的東

西，當您落水(wipe out)時，可藉著它尋回您的衝浪

板，而且你的板子也不會隨浪衝回岸上或打到其他

人，讓您在海上有個依靠，一般長度以與板子稍長。 

(七)蠟塊(Wax):將蠟打在衝浪板上，可增加板身與人體的摩擦力，

可讓您在板子上站得更穩，才不至於滑倒！ 

(八)防寒衣(Wetsuit):多是用一種合成橡膠(neoprene)做的，如果

你想在台灣在天氣變冷時浪比較好的時侯衝

浪，您需要一件防寒衣。材質、厚度(3mm-5mm)

及長短的不同，抗寒能力也不同。短袖的比較

輕便，叫 shorty 或 spring suit。  

(九)防磨衣(Rash Guard):就算水溫不冷，衝浪者多半會穿一件防磨

衣，不然長時與板子磨擦不是很舒服。防磨

衣其他的好處：防水母、保暖及防日曬。 

(十)防滑墊(Trackion):之前有提過您若不想在整張衝浪板上面打

蠟的話，就可以貼這個東西，一般人都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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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板的板尾貼一塊防滑墊，這樣比較好控制

板子做花式動作。 

(十一)鼻頭(Noseguard):衝浪板最容易撞壞的地方就是板頭和板

尾，鼻頭是一個橡膠塊可以保護你板頭的

部分，也可以保護其他人不會直接被你的

板子傷到。 

四、衝浪入門 

(一)切記從事衝浪或任何水域遊憩活動絕對不可單獨行動 

(二)認識水性，熟悉水域及起浪區的地形，認識

衝浪器具使用方式，學習基本的海上求生技

巧。由於衝浪需消耗體力，初學者須先有簡

單的體能訓練。 

(三)在沙灘上學習衝浪基本動作技巧，如浪板起

撐、越浪、坐姿、平衡臥姿、轉彎等。先在

岸邊趴在浪板上，練習用雙手大幅度滑水動

作，是學會衝浪的基本條件。 

(四)下海學習「人體衝浪」的技巧。不利用工

具，讓身體的自然曲線來馭浪前進，適應

海行特性。尤其遇上大浪來襲，假如能善

加利用人體衝浪，將可順著海浪的推力，

順勢沖回岸邊，解除溺水危機。 

(五)用軟式沖浪板練習趴板衝浪，熟悉後開始

練習硬式衝浪板，下水前將浪板打臘防滑，

做熱身運動，綁好連接浪板安全繩，想站上

衝浪板，要懂得抓準浪頭，用身體律動找平

衡感，不慎跌下水也不需驚慌，出水前先舉

單手示意，避免與其他衝浪者或水上運動者

碰撞。 

(六)熟悉越浪技巧，並能成功站上浪頭後，可晉

升改玩短浪板，靈活度較高，也需要較高的

技術，但遇上大浪時，短浪板更能展現衝浪的美感，從美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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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浪中衝，就是很過癮。 

資料來源: 

台灣 e 家族-台灣極限 http://www.e-kin.com.tw/image-a/05/05b05.htm 

台灣蜘蛛衝浪俱樂部 http://www.spidersurfing.com/aboutus.asp 

HOT 墾丁旅遊網 http://www.hotk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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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介紹—搖滾香蕉(香蕉船) 

  香蕉船是驚險、刺激的海上娛樂活動之一，一個類似香蕉形狀的橡

膠皮筏因而得名為「香蕉船」。由教練開著快艇在水中拖行香蕉船，遊

客坐在上面，隨著教練直衝快速飆艇，香蕉船隨著波浪起伏 ，感受起

起又浮浮的刺激，這時不來個 180 度迴轉技巧甩人到海中，絕對是不會

刺激的，香蕉船 可是人稱的＂不翻不好玩的喔＂。 記得當香蕉船即將

要翻覆時，雙手不要緊握著把手不放棄(會碰撞同行友人)；捏著鼻子、

閉上眼睛、嘴巴，就讓它自然下海吧！ 

獨家祕招:香蕉船好玩在"壓船"及"翻船"，翻船在精不在多，翻多不一

定好玩而且累，業者省更多呢，上船時跟教練說"我要玩壓船跟翻 2 次

"，保證你可以享受到真正的香蕉船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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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介紹—蓮潭談心 

一、 活動內容 

(一)小組討論 

(二)小組成員心得分享 

二、討論與分享內容 

(一)這次活動內容對於您在海洋教育知能方面的收穫為何? 

(二)這次的活動內容會不會成為您未來休閒遊憩的選擇方向? 

(三)這次的活動內容您最喜歡哪一個?為什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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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介紹—海洋小勇士(獨木舟) 

 

一、前划（Forward Stroke） 

  前划的動作是所有輕艇運動中最常用到的動作，幾乎每十次的划槳

動作中就有九次是前划，前划有時又被稱為「有力量的划」（Power 

Stroke）（Krauzer，1995）。前划動作的重點是划槳時槳的路徑，最有

效的前划划法其槳葉路徑應是沿一靠近艇邊的線，並且盡可能的和輕艇

的中心線平行。 

 

 

 

 

 

 

前划的動作要點： 

（一）在背部肌肉開始拉槳期之前槳葉必須完全地進入水面。 

（二）槳葉應沿船中心線平行向後拉。 

（三）和拉槳的手臂同邊的腳應去踩（推）腳踏板。 

（四）下面的手拉，上面的手帶動。 

（五）頭應是靜止的。 

（六）划槳者應舒適地坐著且身體稍微前傾。 

（七）船應保持平穩。 

 

二、後划（Reverse Stroke） 

  後划提供了輕艇向背後方向的移動，隨著新規則的來臨，後划的移

動更重要了，很多的移動都需要伴隨著一好的後划划槳的動作。不過，

缺少信心和柔軟度在很多可能會用到背後划槳的狀況時，會因後划技術

的不熟練而造成時間的浪費，並且徹底地影響表現。 

海洋休閒管理系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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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划動作注意重點： 

（一）使用槳的背面來推水，且施力的方向應與輕艇的中心線平行。 

（二）要轉動軀幹，使移動槳葉時能夠更有效率。 

（三）保持檢查兩邊的肩膀高度是否有同高？隨時注意要去檢查的一 

      邊肩膀，以使兩邊的出力平均。 

（四）在大約膝蓋的位置將槳葉移開，同時應注意要避免船尾過度地  

      左右移動。 

  此外，在這部分還要稍微談到停止（Stopping）的槳法，由於前划

和後划是相反的動作，作用也是相反，所以艇在前進時，若要停止的話，

用幾個後划的動作便可以使艇停止；反過來說，若艇在後退時，連續用

幾個前划的動作便可以使艇停止。 

 

三、側划（Draw Stroke） 

  側划可允許輕艇做橫向的移動，側划的動作要領為：較低的一手向

外伸出約一手臂的長度，約比髖部略高，並使槳葉完全進入水中，槳面

向內用力；另一手要高舉越過軀幹，如此才能獲得較有效的側划位移。

拉槳至接近艇身時應有一轉槳葉的動作以切水至下一個側划的起始動

作位置。良好側划動作是要多加練習的。 

 

 

 

   

 

 

另外一種能夠提供與側划同樣功效的划法稱為搖櫓（Sculling Dr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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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槳葉入水的位置約與側划一般，但開始動作時是以槳葉的路線是向船

身的方向，連續劃八字型，如圖。 

四、前划轉彎（Forward Sweep Stroke） 

 這是一很簡單但高度有效的轉彎划法。槳葉入水位置約與前划的動作

相似，但槳面是稍向外面的，在划的時候同時手臂要向外伸直，應利用

軀幹的旋轉來帶動，從船首一直到船尾的位置，劃一個半圓形的弧，槳

葉的路線如圖。此划法可提供船身做 90 度的旋轉。 

 

 

 

 

 

 

 

 

五、前拉轉彎（Bow Rudder） 
  前拉轉彎提供了另一種轉彎的方式，其做法為手臂向右前方或左前

方 30-45 度的地方伸直，槳面朝向船頭的方向，然後使槳面向船頭方向

移動，待槳面快接近船頭時，要有一個類似側划轉槳葉方式的轉槳面動

作，使槳葉向外切出到下一個入水處，如此可再進行下一個循環。 

 

  這個變換方向的槳法所能轉向的角度較前划轉彎小，但是若在槳快

接近船頭時，改變槳葉的角度使槳葉位在前划的位置上，然後做出前划

的動作，這個方式可提供在輕艇前進時，在不會損失過大的速度的情況

時，可以做小角度的轉彎變換方向。前拉轉彎的動作在輕艇激流標桿中

的應用情形非常地普遍，尤其在通過迴轉標桿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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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後划轉彎（Reverse Sweep Stroke） 

  手臂應向後方伸直，槳背面向外側，進行後划轉彎時，槳的路徑是

如圖般畫一從後往前的圓弧，記得要使用軀幹旋轉的力量。在做有效的

後划轉彎動作時，身體也應保持直立。 

 

  後划轉彎的動作經常會和後划的動作相混淆，後划的動作時槳葉較

靠近船的中線，且吃水較深；而後划轉彎的動作則是槳葉偏外側且吃水

較淺。 

 

 

 

 

 

 

  最後，若如圖所示，將槳置於艇的側邊或尾部，這也是另一種槳法，

在激流中這樣的方式有類似掌舵的功用。 

 

七、平衡（Balance） 
  在激流中由於水流不斷地在變化，船的相對位置也在變化，而不容

易維持平衡；然而缺少平衡將有損船的速度，因此維持良好的平衡值得

強調的，良好的平衡需要長時間的練習以得到必須的經驗。一般來說有

兩種平衡的方式，一種是低手平衡（Low Brace），一種是高手平衡（High 

Brace）。有兩個特徵來分辨這二者：(1)低手平衡時槳背向下而高手平

衡時則是槳面向下；(2)低手平衡時手肘軸的位置高於槳桿而高手平衡

時則低於槳桿（Krauzer，1995）。平衡的技術可從較穩的旅遊型（Tourist 

canoe）或輕艇水球用的輕艇開始練習會較容易。 

 

八、低手平衡 

  低手平衡的方式，是利用槳背去壓水，此時槳桿位置較高手平衡更

接近水平，如圖；初學者所必須學習的控制槳面和做支撐平衡的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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便是了解如何在水面上使用槳葉並用槳背去壓水做支撐平衡。 

 

 

 

 

 

 

九、高手平衡 
  另一種為高手平衡，槳桿與水面有較大的角度，經常伴隨著前划轉

彎或搖櫓等的動作，只不過槳葉會多一個壓水的動作，此種划法可以在

船身傾斜角度更大的時候仍能使船保持平衡，如圖。 

 

 

 

 

 

 

十、翻滾（Roll） 
  由於輕艇激流活動或輕艇激流標桿比賽所使用的場地不是靜水，而

是流動的水或是更大的激流，無論是為了獲得更多樂趣或是為了安全的

理由，從事激流活動的人需要有著更進一步的技巧，其中有一個很重

要、很重要的「進一步的技巧」亦應絕對要包含在激流划輕艇所要求的

基本技術內，它便是指純熟的愛斯基摩滾（Eskimo Roll）的翻滾動作。

由於愛斯基摩滾的重要性，因此在國外甚至用專書來介紹這個技術。 

 

  愛斯基摩滾也是從事輕艇運動者所耳熟能詳的名詞，雖然在翻艇後

把艇翻正的技術除了愛斯基摩滾外，還有壓槳翻滾、徒手翻滾等，不過

由於流水的狀況非常地不同於靜水，後二者技巧在靜水中才能有效的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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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因此，在激流中還要再加上水流變數的話，只有愛斯基摩滾能提供

最有效的力量來讓艇翻正。愛斯基摩滾是指在翻艇後利用划槳的力量使

艇翻正的技術，在激流中是絕對應具備的技術，在所有的翻滾動作中，

它最具代表性且也最實用。 

  要進行愛斯基摩滾技巧的學習時，最好要在靜水中來開始，可以在

游泳池裡一步一步地學好這個動作，由專人進行指導的話，成效會較

快。待愛斯基摩滾的技術能在靜水區域作的很熟練後就可以到較小的激

流裡實地練習了！ 

愛斯基摩滾的技術（摘自 Krauzer，1995） 

  實際在激流中時，會翻艇的情形經常是很難預料的，所以要切記在

翻艇後要保持冷靜不要驚慌，然後把槳葉擺到正確的位置後再做出「愛

斯基摩滾」翻滾動作，如果動作完全的話把艇翻正應不會很困難的。另

外，依個人經驗，只有完整的「愛斯基摩滾」翻滾動作才能在激流裡提

供足夠的動力而使船翻正，所以必須去捨棄其他在靜水所使用的翻滾技

巧，而把愛斯基摩滾做的很純熟，而且有時若一次無法翻正還須嘗試個

一兩次以上。 

  但若水流的力量大過手臂划的力量或連續翻正後又被浪打翻的情

形就要趕快脫困，等待別人的救援了。 

愛斯基摩滾的技術連續動作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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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槳的構造 
在獨木舟運動裡面，用槳應該是最重要的一部分。因為獨木舟是靠

槳的運動來航行，用槳的效率直接影響到獨木舟航行的速率。用槳不正

確，可能在花費許多氣力之後，速度還是跟不上。用槳的不正確或技巧

不熟練，在海上有風浪時也極易造成翻覆。所以先讓我們來認識槳的構

造吧。一般海洋舟通常都是用單桿雙葉式的槳，兩端左右槳葉，中間是

槳桿，構造如下圖。 

 

 

 

讀者可以發現兩邊槳葉並不是呈現平行，而是有個角度差約 70-90

度。這樣的設計是考慮當你在划槳時，撥水的槳葉在水中，而另一端槳

葉是在空中。如果兩邊的槳葉是平行的話，在空中的那端槳葉便會造成

風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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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槳的用法 
一般來說握槳時兩手正握槳桿，對稱地放在頭頂上，上臂與兩肩平

行，肘關節屈成 90 度角。這時雙手的位置便是握槳的位置。不過這是

一般輕艇運動比賽，技術上的說法。筆者則認為最適當的握槳位置是因

人而異，在經過長時間的練習及熟練後，操槳者自行調整自己最適合的

位置。 

由於兩槳葉之間有 70°~90°的角度差，所以如何轉動手腕便是需要

去學習的。根據筆者的經驗，以右槳划水時，右手握緊槳桿，將右槳葉

向前伸出至適當距離，肩膀微向前傾，插槳入水並結合身體旋轉的力量

向外划水。槳葉入水的深度勿超過一個槳葉，而上半身應保持挺直稍微

前傾。槳葉入水後右手做拉槳的動作，結合腰部的轉動進行拉槳。而右

腳應蹬緊腳踏板，有一種用腳把獨木舟往前推的感覺。而左手虛握槳

桿，上方手指放鬆並打開，以拇指和手掌施力於握柄，向前做推槳的動

作。 

拉槳槳葉運動的方向是向後、向下、向外。向外划動可以增加船隻

的穩定性，當槳葉到達大腿部份時，右手肘彎曲並準備出水。右槳葉出

水後，左槳準備入水拉槳，此時右手腕隨著轉動調整左槳葉入水的角度。 

  划槳並不是光用手臂的力量，而是結合整個身體軀幹的轉動來帶

動。光看文字其實不容易理解，而是得靠認真的練習，如果有教練在旁

指導，則會更迅速進入狀況。而最好的操槳法，筆者認為是能以最省力

的狀況，達成最佳的巡航速度。玩海洋舟不是在比速度飆快，而是希望

在變幻莫測的海流狀況下，能以最省力的划法，增加巡航的距離以期能

達到預計的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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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介紹—生態尋寶(洲仔溼地公園導覽) 

一、洲仔濕地的緣起  

  洲仔濕地位於左營區蓮池潭畔洲仔路上，在洲仔路上原是水稻與菱

角田輪耕的窪地。洲仔濕地原是市府編列為左營第一號公園，簡稱「左

公一」，原規劃為「民俗技藝園區」，然而洲仔村居民反對而延宕，而打

算改為開闢成簡易公園，後經濕盟等團體以「水稚返鄉計劃」為名，聯

合向市府爭取還原土地原貌，而設立濕地公園，企圖開闢台南官田水雉

復育區以外的棲地，獲得市府工務局認同，洲仔濕地一詞也因此而誕

生。市府與濕盟以生態工法共同打造出一座濕地公園新典範，以回歸都

市荒野和生態棲地，建構一座具有菱角、芡實、蓮花等浮葉植物與動物

共生共存的淡水埤塘生態系。 

   不同於以往單一性、同質性高的一般公園設計，洲仔濕地是高雄

市頭一座專門為自然生物量身打造的公園，設計的概念是以生態環境、

棲地營造、創造生物多樣性的多樣性，以其他生物的需求為出發點，園

區內的棲地通通以生物的需求為第一優先考量，例如在園區中處處可見

以樹枝搭建而成的圍籬或是以珊瑚礁岩堆成的矮牆，這些都是為了尊重

生物距離而做的設施，也是最好的證據。 

   濕地的水難道都不用換嗎?就像是一攤死水一樣?水要是不流動可

是會發臭會滋生蚊蠅的耶!放心，洲仔濕地的水絕對是活的，而且他還

有自己的一套天然的淨水系統喔。洲仔濕地的水就近取自他的鄰居蓮池

潭，可是蓮池潭近年來因為嚴重的污染造成了高度的優養化，不能直接

取用到洲仔濕地的主要水域，不然對裡面的生物將會是一場浩劫，於是

專家們設計了一套濕地水體循環系統，讓蓮池潭的水先經過人工的草澤

濕地再進入樹澤濕地，最後才進入到洲仔濕地的主水域中，經過這樣的

一連串淨化，水質大大的改善了，而改善的結果也吸引了更多的生物前

來定居。 

  除了自己之外，洲仔濕地還可以跟週遭的連池潭、內惟埤文化園

區、原生植物園、柴山、半屏山連成一個完整的綠地空間，提供生物更

大更完整的棲地與庇護所，構建穩定生態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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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溼地的類型 

  上面講了那麼多的溼地類型，那麼在台灣可以看到那幾種的溼地

呢，底下就將一些台灣比較有名的溼地與他所屬的類型，整理成表格，

相信年看完之後應該會對於台灣的溼地更加的清楚喔。 

 

溼 地 類 型 地         名 

紅樹林濕地 

台北關渡、嘉義東石、台南縣北門、七股、台

南四草、鯤魚身、高雄縣永安、竹滬、高雄市

後勁溪、左營海軍軍區、屏東大鵬灣等。 

河口三角洲濕地 以曾文溪河口黑面琵鷺棲地最為著名。 

淺海灣、潟湖濕地 
屏東縣大鵬灣、台南縣北門三寮灣、七股網子

寮汕、頂頭額汕、高雄縣興達內海等。 

鹹水沼澤濕地 
嘉義鱉鼓農場的鹹水沼澤最為著名，雲林金湖

海水倒灌區亦屬之。 

海灘濕地 
澎湖望安島上綠蠵龜產卵地，台灣西南沿海潮

間帶亦屬之。 

岩石海灘峭壁濕地 
墾丁國家公園內的龍坑、佳樂水、貓鼻頭、澎

湖本島的海蝕平台等。 

小型島嶼濕地 澎湖貓嶼、大倉嶼。 

淡水湖泊濕地 
墾丁龍鑾潭、美濃中正湖、台南縣葫蘆埤、番

子田埤、高雄縣觀音湖、八卦寮等。 

溪流濕地 高屏溪、曾文溪、等河川行水區及洪水平原。

鹽田濕地 台南縣七股、北門鹽田。 

 

 

 

資料來源: 

高雄的秘密花園-洲仔溼地

http://library.taiwanschoolnet.org/cyberfair2005/shsps/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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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洲仔鳥類 
(一)水雉 

  水雉俗稱菱角鳥，因為在菱角池畔常常可以見

到它的蹤影，故而得名。主要分於中國大陸南部一

直到印度、菲律賓及印尼的爪哇島，在臺灣可以在

平地地區發現，不過會因為季節變化而有小小的變

動，但是它可不是候鳥喔，在臺北的郊區、宜蘭、

桃園、大肚溪口、東部花蓮、臺東、南部之八掌溪(嘉

義)、急水溪畔、高雄、左營和屏東的林邊等，都可

以見到他們的蹤跡。平地郊外的菱角池、有布袋蓮

的池塘、蓮花池、沼澤池以及繁茂水草之河川等，都是他們喜歡的棲息

地，不過比較特別的是，根據統計有 85％的水雉分布於菱角池，選擇

以菱角池作為他們的棲息之所。 

    水雉全長 52 公分，尾羽就占掉了一半的長度，約 26 公分左右；雌

鳥和雄鳥的顏色相同，要在野外判別他們是有點困難的。不過還是有一

些些的線索可循的，例如:雌鳥比雄鳥稍微大上一些。水雉為了便於水

草上之行動，所以它的腳、趾和爪都很長。叫聲很像貓叫，有著美麗的

身材與色紋羽毛。  

(二)蒼鷺 

  蒼鷺因為它巨大的體型，在鷺鷥群之中特別的搶眼。

牠們對棲息與活動的場地非常依戀，除非是受到很大的干

擾，不然是不會輕易的遷移活動地點，因此你很有可能在

整個渡冬期中，都在同一個區域看到牠們。 

  碩大的體型，使得蒼鷺在動作上會有點遲緩：牠們飛

行時經常是緩緩地乘風翱翔，走起路來也是慢條斯理的；

看起來就是一副悠閒的樣子；在覓食的時候，則是動也不

動的站在水中央， 守株待兔的等待著小魚送上門來。牠

們常常在同樣的地點上，一站就是好幾個小時，因此又有 

海站仔、老站的別稱。除了魚兒之外，濕地沼澤中的其他動物，如蛙類、

蝦蟹等甲殼類和一些軟體動物也是蒼鷺的食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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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洲仔植物 

(一)濕生植物 

 

 

 

 

 

 

(二)水生植物 

 

 

 

 

 

 

 

 

 

 

 

 

 

 

 

 

 

 

 

 

茭  空心菜的花 

睡蓮 
香水蓮 

田字草 
 

水鱉  

白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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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艇產業簡介」綱要 

呂學信 

國立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海洋工程科技研究所 

1. 遊艇產業對國家的形象及經濟之貢獻 

 已開發國家之遊艇親水活動---法國遊艇之家--- 

 建設觀光旅遊相關產業之軟硬體，繁榮國家經濟 

 MIT (Made in Taiwan)是國際上名牌遊艇的簡稱 

 在八○年代，台灣有「遊艇王國」之美稱 

 2000 年之後，台灣遊艇每年出口值均達台幣 50 億元以上 

48

62

103

141

114

194
205

194

36
43

36
44 46

59 63

82

99
103 100 103

129 133
145

39
47

68
74

69 70

103
98

141

45
40

62
73

84
91

118122

72 71

95

139

104

240
263

364

435 413
445

593
636

718

0

20

40

60

80

100

120

140

160

180

200

220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年

訂

單

數

量

(
艘

)

-50

50

150

250

350

450

550

650

750

80'-89'
90'-99'
100'-119'
120'-149'
150'+
Total

訂

單

總

量

(

艘

)

 

2. 咱臺灣的遊艇製造產業 

 遊艇產業在台灣發展已超過三十年 

 台灣遊艇產業集中在南台灣，深具潛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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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期 1960~1979
 

成長期 1980~1988

‧ 市場需求大 
‧ 從頭建立產業 
‧ 大量投入 
‧ 人工薪資低廉 

衰退期 1989~1994

‧ 過度集中美洲市場 
‧ 產品重疊性高 
‧ 台幣升值 
‧ 工資和原物料價上漲 
‧ 海運費增加 

轉型期 1995~1998

‧ 分散市場 
‧ 產品區隔 
‧ 遊艇大型化 
‧ 品質和研發 
‧ 追求附加價值 

再成長期 1999~ 

‧ 市場需求大 
‧ 船廠體質較佳 
‧ 朝巨型遊艇發展 
‧ 強化品牌和行銷 
‧ 專業分工 
‧ 策略聯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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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高雄市發展遊艇產業之優勢 

 全台灣最具規模的遊艇產業在高雄 

 高雄港位於興達港及大鵬灣間，水域運動之地理位置佳 

 最適合遊艇內銷市場 
 

 

 

4. 未來遊艇產業發展之方向及展望 

 遊艇為奢侈品而非消耗品，往往跟隨著世界景氣的走向 

 巨型遊艇的設計是世界趨勢，安全、舒適、品味和環保問題等

必須考量 

 三高(高成長、高附加價值、高創新利益)、三優(人力相對優勢、

技術相對優勢、資源運用優勢)、三低(低耗能、低耗材、低污

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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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介紹-港都巡禮(高雄港都知性之旅) 

航線週邊景點介紹 

一、高字塔 

  從地圖上看，「高字塔」文化園區離市區

似乎很近，但是實際前往，卻要向南繞過整

個旗津島的外圍，將近 1個小時的車程，才

能抵達大名鼎鼎的紅毛港。高字塔裡面有展

示廳、咖啡館與販賣部，但是平日因為遊客

罕至，所以只有假日才對外開放。塔外的園

區氣氛浪漫，每到晚上，是相當受情侶們青

睞的約會勝地。 

 

二、 高雄港 

  高雄港位於本市西南沿岸與旗津半島

間，為一座深水港，整個港區分為最初興建

的第一港口，與戰後興建的第二港口兩部

份。得力於優越的地理位置，高雄港成為東

南亞、印度洋與?北?間海上航運的重要轉運

中心。不但是台灣第一大國際港，貨運量在

國際上亦居於前列（曾經僅次於新加坡、香

港而排名第三）。 

三、愛河口 

  愛河出海口，與高雄港交界處，可謂為

「愛河之珠」，可以眺望對岸的十三號碼頭

區，有如日本的大阪港、澳洲的雪梨或是美

國的巴爾的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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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85 大樓 

  2000 年啟用的高雄 85 大樓，就立在高雄

的街道上，在台北 101 完成之前也是台灣最高

的建築物，曾經名列世界 前十高樓，目前是台

灣第 2高樓。 大樓擁有特殊的貫穿設計，將兩

座 35 層的結構合併成單一 的塔並上升到 85

層的尖頂，在中央塔下方留下空間，如此的設

計狀如這座城市的名字——「高」 

 

 

資料來源: 

高雄港漁人碼頭 http://www.dakawei.com.tw/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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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成果展示 

  

校門口歡迎布條 開幕式海報 

  

活動流程表海報 活動會場 

  

會場報到處 學員簽到 

  

周校長照仁致詞 教育部顏主任寶月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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林杏麗教授講解活動流程 活動小隊輔介紹 

  

黃聲威教授演講 學員聽講情形 

  

學員認真聽課 蚵仔寮活動現場 

  

工作人員協調活動事宜 蚵仔寮淨灘活動事前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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蚵仔寮淨灘活動 教練講解衝浪運動 

  

教練示範衝浪動作 水上摩托艇準備下海 

  

學員練習衝浪動作 學員等候體驗香蕉船 

  

救生衣及頭盔穿戴講解 學員體驗香蕉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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蚵仔寮 CPR 活動現場 CPR 心肺復甦術安全講習 

  

學員參觀蚵仔寮觀光漁市 學員參觀蚵仔寮展示中心 

  

獨木舟活動講解 學員學習操槳 

  

學員體驗獨木舟 學員體驗獨木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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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驗結束 漁拓體驗解說  

  

學員製作漁拓 漁拓體驗 

  

洲仔溼地生態導覽解說 園區內導覽解說 

  

高鼎遊艇導覽解說 參觀遊艇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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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觀遊艇工廠 參觀遊艇製造過程（一） 

  

參觀遊艇製造過程（二） 遊艇廠人員解說 

  

學員搭乘遊艇參觀高雄港 結業式 

  

活動結束 全體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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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活動概況 

本次活動主辦單位為教育部，承辦單位為國立高雄海洋科技大學，協辦單位

為高雄港務局、高雄市風景區管理所、台灣濕地保護聯盟、高雄縣政府、高雄縣梓

官鄉公所、高鼎遊艇股份有限公司、高雄縣蚵仔寮漁會，參與學員為全國各縣市公

（私）立國中、小及高中職學生，人數共計九十人。 

本活動主要目的在於讓學生參與及體驗海洋休閒活動，認識海洋文化多樣

性，宣導海洋休閒安全及救生常識，並藉由海洋休閒活動增加學生親近大自然之機

會，以期對海洋產業、文化、科技能更加的了解。 

第一天上午 8點開始工作人員至高鐵左營站及台鐵高雄火車站二地，迎接來自

全台各地參與本活動之學員。開幕式由國立高雄海洋科技大學周校長照仁代表本校

致歡迎詞，並由林杏麗教授介紹本次活動流程及相關注意事項。隨後邀請高雄縣農

業處黃聲威處長進行海洋觀光及生態保育之演講，精采的演講內容引起參與學員高

度之興趣及熱烈之回應。當天下午全體學員在蚵仔寮漁港南側海域進行一場別開生

面之海洋教育體驗活動，包含香蕉船、水上摩托艇及衝浪等體驗活動，除讓學員親

身參與及體驗海洋休閒活動之樂趣，也藉由 CPR 心肺復甦術安全講習及救生常識之

宣導，達到海洋教育之目的。最後，前往蚵仔寮漁港參觀魚貨拍賣，使學員了解傳

統魚貨拍賣過程，第一天於蓮潭會館用餐、談心、就寢後結束。 

第二天上午至蓮池潭進行獨木舟、魚拓制作及洲仔濕地公園導覽三項體驗活

動，學員分三站同時進行，藉由動態的活動、靜態的導覽及自已動手 DIY 等三種不

同的方式，讓學員從各方面去感受海洋文化的多樣性，並且藉此培養學員體能、藝

術及知性三方面之能力。下午參觀高鼎遊艇廠，由廠方進行台灣遊艇製造及發展之

解說，學員們在此了解台灣被稱為遊艇王國之原因，及台灣遊艇工業的盛況。結束

遊艇的行程，登上遊港船，進行港都巡禮，由船上導覽人員針對高雄港之週邊發展

進行詳盡之解說。最後進行閉幕式，頒發結業證書，為活動留下一個完美的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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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學員參與之滿意度狀況 

活動問卷滿意度調查分四部份，第一部份為活動內容滿意度調查、第二部份為

授課情形調查、第三部份為學員自我幫助、第四部份為服務品質調查。 

根據問卷調查結果學員對於生態階梯、逐浪高手、搖滾香蕉、漁故鄕、生態尋

寶等五項活動滿意度為尚可，對遊艇尋夢、港都巡禮、海洋小勇士、藝術美學等四

項活動滿意度為滿意，其中生態尋寶因活動前一天下雨，造成蚊蚋較多，因而評價

較低。詳細資料如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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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活動檢討 
本次活動圓滿落幕，整體而言，學員對於本活動的滿意度高。以下依活

動舉辦之內容提出優缺點，以作為改進檢討之依據。 

 

 一、優點： 

（一）透過活動前密集聯繫，讓學員達到活動現場過程相當順利。 

（二）學員對海洋活動、水上體驗很感興趣，對於本活動學員相當配合。 

（三）活動前的淨灘活動可以加深學員環保概念。 

（四）蓮潭會館住宿品質及用餐品質佳。 

（五）小隊輔對學員照顧相當良好，能於晚間晚點名確認人數，隨時留意學員

狀況，並協助排除。 

（六）小隊輔危機處理能力甚佳，可於學員半夜發燒時，將學員緊急送醫，做

好妥適之處置。 

（七）小隊輔與學員的互動良好。 

（八）學員對高鼎遊艇參觀活動及高雄港都巡禮活動滿意度極高，日後舉辦時

間可加長且可進行更深入的講解。 

（九）學員親手製作魚拓作品相當有趣，成果又可帶回家留念，極富教育意義。 

（十）透過二天之活動，使學員能充分了解蓮池潭周邊景觀、特色及生態環境

及認識高雄之美。 

 

三、 缺點： 

（一）第一天水上活動體驗，流動更衣室無隔間，應於下次活動時增加流動更

衣室隔間，以避免學員尷尬。 

（二）進行海域衝浪活動時，部分學校帶隊老師有插隊行為，導致海上衝浪活

動進行不易，影響學員安全。帶隊老師應該儘量與工作人員相互配合，

讓活動流程更加迅速及安全。 

（三）參觀漁市場時，導覽人員不太明確。分組欠周詳。 

（四）學員年齡層過大，活動時較難統整及幫助學員互相融合。 

（五）應將國小學生安排與老師同房，以方便照顧。 

（六）洲仔溼地導覽時由於第一天下雨，導致第二天蚊子過多，導致學員多處

被蚊子叮咬。應於下次活動時通知學員穿著長袖衣物，並塗抺防蚊液，

以避免同樣情形發生。 

（七）洲仔溼地導覽安排時間過短，學員無法走完全程，實為可惜。 

（八）遊覽車可透過學員搭乘之交通工具來分類，將有助學員減少移動行李次數。 

（九）活動規劃過於緊密，可增加空檔時間之安排，讓活動過程更為從容，學

會感受會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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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效益評估 

（一）海洋小勇士的活動讓學員體驗海洋休閒活動，落實海洋國家概念，加強海

洋休閒運動發展之普及性。 

（二）宣導生態保育，增加學員對動、植物之知識，讓學員了解如何做好生態保

育，維持生態平衡。  

（三）搭乘高雄港遊艇，讓學員看到高雄之美，更透過參觀高鼎遊艇廠，了解台

灣遊艇產業及其製造過程。 

（四）藉由各項動態的活動、靜態活動，讓學員從各方面感受海洋文化之多樣

性，並且藉此培養學員體能、藝術及知性三方面之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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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工作職掌 

2009 全國中小學知能暨體驗活動 
事務人員(含工作人員)工作分配表 

組別 工作事項 負責同仁 備註 

總召：施長和 老師 

1.佈置會場  

2.準備相關電腦設備器材  

3.準備餐點、便當及茶水  

4.準備醫療器材  

5.準備水上活動相關器材  

6.準備水上救生相關器材  

7.參加人員住宿安排  

總務組 

組長： 

陳慧穎 老師 

8.場地復原及清潔 

陳昱臻、蘇郁芬 

林詩源、吳亦凡 

 

1.召開籌備會  

2.連絡教學演示教師及教授  

3.確認議程及準備歡迎海報、

布條(含旗幟)、指引路標 

 

4.聯絡參訪地點  

5.綜合座談問卷設計印製  

6.準備及發送教學演示教師  

7.午餐及晚餐聯繫與準備  

行政組 

組長： 

林杏麗 老師 

8.參加人員報名事宜及通知 

蔡函蒨、黃冠崴 

彭法誌、胡聞勒 

 

1.指派隨車人員及聯絡交通車  

2.報到及接待參加人員  

3.接待貴賓  

4.交通引導  

5.活動攝影  

6.衝浪、香蕉船場所暨海域勘

察 

 

7.導覽解說之相關申請  

8.遊艇廠參觀相關事宜聯繫  

9.漁市場場地勘察  

活動組 

組長： 

高興一 老師 

10.魚拓製作相關準備 

蘇郁芬、陳昱臻 

黃敏郁、張秋稜 

邱詩文、楊惠婷 

邱政廉、李文獻 

鄭植邦、賴奕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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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工作事項 負責同仁 備註 

1.確定參加人員名單  

2.資料建檔、製作名片  

3.活動資料匯整及印製  

4.準備簽到單及供參加人員簽

到 

 

5.活動後相關報告製作  

文書組 

組長： 

李孟璁 老師 

6.籌備會議相關記錄 

許雅雯、陳妙青 

邱智豪、葉力彰 

 

財務組 

組長： 

涂澄棟 老師 

相關財務支出  涂澄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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拾、人員名冊 

10 工作人員 涂澄棟 男 國立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甲    

11 工作人員 林杏麗 女 國立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甲     

12 工作人員 高興一 男 國立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乙     

13 工作人員 何黎明 男 國立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乙     

14 工作人員 戴堯種 男 國立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乙     

15 工作人員 林佳姿 女 國立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丙     

16 工作人員 陳璋玲 女 國立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丙     

17 工作人員 李孟璁 男 國立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丙     

18 工作人員 陳慧穎 女 國立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丙     

19 工作人員 邱政廉 男 國立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20 工作人員 李文獻 男 國立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21 工作人員 鄭植邦 男 國立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22 工作人員 賴奕銘 男 國立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23 工作人員 林詩源 女 國立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機動 丙    

24 工作人員 吳亦凡 女 國立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機動 丙    

25 工作人員 彭法誌 男 國立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26 工作人員 胡聞勒 男 國立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27 工作人員 邱智豪 男 國立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28 工作人員 葉力彰 男 國立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29 小隊輔 蔡函蒨 女 國立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1 甲 621  

30 小隊輔 陳妙青 女 國立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2 甲 621  

31 小隊輔 許雅雯 女 國立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3 甲 621  

32 小隊輔 張秋稜 女 國立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5 乙 818  

33 小隊輔 黃敏郁 女 國立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7 丙 818  

編號 身份 姓名 
性
別 單位 組別 車次 房號 備註

1 教育部人員 柯  正 男 教育部   甲    

2 教育部人員 顏寶月 女 教育部   甲    

3 教育部人員 賴羿帆 男 教育部   甲    

4 教育部人員 陳錦慧 女 教育部   丙    

5 教育部人員 林怡萱 女 教育部   乙    

6 教育部人員 邱聖婷 女 教育部   乙    

7 教育部人員 蔣鎮宇 男 教育部   丙    

8 教育部人員 堯貴珍 女 教育部   丙    

9 工作人員 施長和 男 國立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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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身份 姓名 性
別 

單位 組別 車次 房號 備註

34 小隊輔 邱詩文 女 國立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6 乙 818  

35 小隊輔 楊惠婷 女 國立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4 乙 818  

36 小隊輔 黃冠崴 男 國立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機動 乙 620  

37 小隊輔 蘇郁芬 女 國立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8 丙 621  

38 小隊輔 陳昱臻 女 國立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9 丙 818  

39 學員 曾婉菁 女 北市南湖國小教師 7-1 丙 716  

40 學員 蔡青邑 男 北市南湖國小學生 7-2 丙 318  

41 學員 張天譽 男 北市南湖國小學生 7-3 丙 318  

42 學員 盧性亨 男 基市八斗國小教師 7-4 丙 319  

43 學員 沈明廣 男 基市八斗國小學生 7-5 丙 318  

44 學員 簡煥宸 男 基市八斗國小學生 7-6 丙 318  

45 學員 鄭清海 男 永安國小教師 7-7 丙 319  

46 學員 莊政勳 男 永安國小學生 7-8 丙 320  

47 學員 黃士銘 男 永安國小學生 7-9 丙 320  

48 學員 邱棻 女 西屯國小教師 8-1 丙 716  

49 學員 鄭雅儒 女 西屯國小學生 8-2 丙 719  

50 學員 黃翎瑋 女 西屯國小學生 8-3 丙 719  

51 學員 許雪櫻 女 四湖國小教師 8-4 丙 716  

52 學員 吳怡萱 女 四湖國小學生 8-5 丙 719  

53 學員 吳世婷 女 四湖國小學生 8-6 丙 719  

54 學員 陳志斌 男 長平國小教師 8-7 丙 319  

55 學員 陳柏達 男 長平國小學生 8-8 丙 320  

56 學員 陳安綺 女 長平國小學生 8-9 丙 721  

57 學員 洪詩南 女 墾丁國小教師 9-1 丙 716  

58 學員 邱韻菱 女 墾丁國小學生 9-2 丙 721  

59 學員 張子萱 女 墾丁國小學生 9-3 丙 721  

60 學員 馬紹.德步爾 男 東河國小教師 9-4 丙 319  

61 學員 陳麒晉 男 東河國小學生 9-5 丙 320  

62 學員 李惟恩 男 東河國小學生 9-6 丙 321  

63 學員 李香慧 女 馬蘭國小教師 9-7 丙 718  

64 學員 楊凱喬 女 馬蘭國小學生 9-8 丙 721  

65 學員 施昆佑 男 鹿港國中學生 8-10 丙 321  

66 學員 黃天助 男 鹿港國中教師 9-10 丙 518  

67 學員 陳吉霖 男 洛津國小學生 9-9 丙 321  

68 學員 陳彥良 男 大業國中教師 6-4 乙 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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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身份 姓名 性
別 單位 組別 車次 房號 備註

69 學員 陳霈伃 女 大業國中學生 6-5 乙 717  

70 學員 陳佑任 男 南安國中教師 6-6 乙 518  

71 學員 蔡有文 男 南安國中學生 6-7 乙 321  

72 學員 許績贊 男 金城國中教師 6-10 乙 518  

73 學員 戴紹恒 男 金城國中學生 6-8 乙 516  

74 學員 陳高 男 金城國中學生 6-9 乙 516  

75 學員 朱兆偉 男 建臺中學教師 6-1 乙 521   

76 學員 徐慧雯 女 建臺中學學生 6-2 乙 717   

77 學員 賴俊銘 男 建臺中學學生 6-3 乙 516   

78 學員 吳政穎 男 水里商工教師 1-1 甲 521   

79 學員 林建智 男 水里商工學生 1-2 甲 516   

80 學員 許文馨 女 水里商工學生 1-3 甲 717  

81 學員 遲月速 男 育民工家教師 4-6 乙 521  

82 學員 曲寶鈞 男 育民工家學生 4-7 乙 517  

83 學員 鄧文傑 男 育民工家學生 4-8 乙 517  

84 學員 黃仁宏 男 國立員林家商教師 1-4 甲 521  

85 學員 詹家政 男 國立員林家商學生 1-5 甲 517  

86 學員 邱鴻仁 男 國立員林家商學生 1-6 甲 517  

87 學員 鄭麗卿 女 國立北港高中教師 5-7 乙 718  

88 學員 許愉翔 男 國立北港高中學生 5-8 乙 519  

89 學員 林瑞馳 男 普門中學教師 3-9 甲 617  

90 學員 詹凱文 男 普門中學學生 3-10 甲 519  

91 學員 周亮君 男 普門中學學生 3-11 甲 519  

92 學員 黃正泰 男 台南海事教師 1-7 甲 617  

93 學員 姚思文 男 台南海事學生 1-8 甲 519  

94 學員 潘聖興 男 台南海事學生 1-9 甲 520  

95 學員 郭秀玲 女 國立台南高工教師 2-1 甲 718  

96 學員 鄭惟嘉 男 國立台南高工學生 1-10 甲 520  

97 學員 邱建宇 男 國立台南高工學生 2-2 甲 520  

98 學員 鄒其信 男 國立旗山農工教師 2-3 甲 617  

99 學員 蔡安綺 女 國立旗山農工學生 2-4 甲 817  

100 學員 林宥汝 女 國立旗山農工學生 2-5 甲 817  

101 學員 陳怡心 女 鳳山商工教師 5-9 乙 718  

102 學員 李宜庭 女 鳳山商工學生 5-10 乙 717  

103 學員 涂乙平 男 東港海事職校教師 2-6 甲 617  

104 學員 蔡品軒 男 東港海事職校學生 2-7 甲 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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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身份 姓名 性
別 單位 組別 車次 房號 備註

106 學員 楊東衡 男 恆春工商教師 4-9 乙 619  

107 學員 李正翔 男 恆春工商學生 4-10 乙 616  

108 學員 陳國芳 男 玉里高中教師 3-1 甲 619  

109 學員 吳俊旋 男 玉里高中學生 3-2 甲 616  

110 學員 連柔琪 女 玉里高中學生 3-3 甲 817  

111 學員 李宜珊 女 花蓮高農教師 2-9 甲 720  

112 學員 賴燕綺 女 花蓮高農學生 2-10 甲 817  

113 學員 謝書旻 女 蘇澳海事學生 3-4 甲 816  

114 學員 賴凱榮 男 蘇澳海事教師 3-6 甲 619  

115 學員 黃心妤 女 蘇澳海事學生 3-5 甲 816  

116 學員 蘇綉真 女 宜蘭特殊學校教師 3-7 甲 720  

117 學員 陳建瑋 男 宜蘭特殊學校學生 3-8 甲 616  

118 學員 方采禾 女 桃園農工學生 5-4 乙 720   

119 學員 李昌毅 男 桃園農工學生 5-5 乙 618   

120 學員 魏國賓 男 桃園農工學生 5-6 乙 618   

121 學員 黃麗真 女 基隆海事教師 5-1 乙 720   

122 學員 孟崴 男 基隆海事學生 5-2 乙 618   

123 學員 林冠賢 男 基隆海事學生 5-3 乙 618   

124 學員 施燕萍 女 國立高學工業園區實驗高中教師 4-1 乙 816   

125 學員 戴郁璇 女 國立高學工業園區實驗高中學生 4-2 乙 816   

126 學員 趙吉敏 男 啟聰學校教師學生 4-3 乙 619   

127 學員 黃靖凱 男 啟聰學校學生 4-4 乙 620   

128 學員 李忠諭 男 啟聰學校學生 4-5 乙 620   

129 學員 涂雅雯 女 陽明國中 6-11 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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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滿意度統計結果表 

非常滿意=5 滿意=4 尚可=3 不滿意=2 非常不滿意=1 

一、 總平均分數：4.22 

二、 每組平均分數與每小題平均分數 

A.活動內容 

項目 滿意度 

高中 尚可（3.85） 

國中 尚可（3.71） 

國小 滿意（4.12） 
生態階梯 

平均=尚可（3.92） 

高中 滿意（4.00） 

國中 尚可（3.64） 

國小 尚可（3.94） 
逐浪高手 

平均=尚可（3.91） 

高中 尚可（3.85） 

國中 尚可（3.86） 

國小 尚可（3.53） 
搖滾香蕉 

平均=尚可（3.70） 

高中 滿意（4.00） 

國中 滿意（4.34） 

國小 尚可（3.76） 
漁故鄉 

平均=尚可（3.78） 

高中 滿意（4.35） 

國中 滿意（4.29） 

國小 滿意（4.24） 
海洋小勇士 

平均=滿意（4.28） 

高中 滿意（4.31） 藝術美學 

國中 尚可（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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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 尚可（3.91） 

平均=滿意（4.00） 

高中 滿意（4.00） 

國中 尚可（3.21） 

國小 滿意（3.41） 
生態尋寶 

平均=尚可（3.58） 

高中 滿意（4.42） 

國中 滿意（4.32） 

國小 滿意（4.29） 
遊艇尋夢 

平均=滿意（4.35） 

高中 滿意（4.38） 

國中 滿意（4.29） 

國小 滿意（4.32） 
港都巡禮 

平均=滿意（4.34） 

總平均=尚可（3.98） 

 

B.授課情形 

項目 滿意度 

高中 滿意（4.35） 

國中 滿意（4.21） 

國小 滿意（4.18） 

講師授課內容充 

實性與教材設計 

平均=滿意（4.24） 

高中 滿意（4.27） 

國中 滿意（4.00） 

國小 滿意（4.09） 

講師(導覽人員)與 

學員有互動及回應 

平均=滿意（4.14） 

高中 滿意（4.31） 講師(導覽人員)表達 

清晰，學員容易瞭解 國中 滿意（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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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學員自我幫助 

 

國小 滿意（4.00） 

平均=滿意（4.12） 

高中 滿意（4.50） 

國中 滿意（4.07） 

國小 滿意（4.18） 

講師(導覽人員)的授 

課能增進海洋概念 

平均=滿意（4.27） 

高中 滿意（4.46） 

國中 滿意（4.07） 

國小 滿意（4.18） 

整體而言，對於講師 

(導覽人員)整體授課 

的方式與內容 
平均=滿意（4.26） 

總平均=尚可（3.98） 

項目 滿意度 

高中 滿意（4.54） 

國中 滿意（4.29） 

國小 滿意（4.29） 

有增進我現有的知 

識與進一步的瞭解 

平均=滿意（4.38） 

高中 滿意（4.50） 

國中 滿意（4.07） 

國小 滿意（4.21） 

對於日後的 

課程有所幫助 

平均=滿意（4.28） 

高中 滿意（4.50） 

國中 滿意（4.07） 

國小 滿意（4.21） 

對於日後的 

課程有所幫助 

平均=滿意（4.36） 

總平均=滿意（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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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服務品質 

項目 滿意度 

高中 滿意（4.38） 

國中 滿意（4.21） 

國小 滿意（4.12） 
活動前的聯繫 

平均=滿意（4.23） 

高中 滿意（4.19） 

國中 滿意（4.29） 

國小 滿意（4.29） 
場地空間感受 

平均=滿意（4.26） 

高中 滿意（4.31） 

國中 滿意（4.07） 

國小 滿意（4.26） 
活動教學設備 

平均=滿意（4.24） 

高中 滿意（4.50） 

國中 滿意（4.43） 

國小 滿意（4.76） 

活動工作人員 

的服務與態度 

平均=滿意（4.61） 

高中 滿意（4.77） 

國中 滿意（4.29） 

國小 滿意（4.74） 
住宿環境品質 

平均=滿意（4.66） 

高中 滿意（4.77） 

國中 滿意（4.79） 

國小 滿意（4.76） 
餐飲品質 

平均=滿意（4.77） 

高中 滿意（4.65） 整體而言，對此活動的

整體滿意度 國中 滿意（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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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 滿意（4.68） 

平均=滿意（4.59） 

總平均=滿意（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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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全國中小學生海洋教育知能暨體驗活動報名表 

姓      名  學 校 名 稱  

身 分 證 字 號  出生年月日  

聯 絡 電 話  年 齡  血 型  

通 訊 地 址  

E - m a i l  

監 護 人 姓 名  聯 絡 電 話 (宅)          (手機) 

緊 急 聯 絡 人  聯 絡 電 話 (宅)          (手機) 

交 通 方 式 

□ 自行開車 

□ 搭乘火車 

□ 搭乘客運 

推 薦 學 校  

用 餐 
□ 葷 

□ 素 
推 薦 導 師  

衣 服 尺 寸 □ XS   □ S   □ M   □ L   □ XL   □ 2L   □ 3L   □其他

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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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全國中小學生海洋教育知能暨體驗活動 

家長同意書 

茲同意       （市）               （學校名稱）      年      

班學生                       參加教育部委託國立高雄

海洋科技大學辦理之「2009 全國中小學生海洋教育知能暨

體驗活動」，並願配合以下事項： 

一、 叮嚀子弟在活動期間遵守及注意安全，並應遵從

師長及承辦單位指導。 

二、 身體不適長途旅行且有宿疾者，請告知師長及承

辦單位如何協助照顧，並在同意書上註明。(宿

疾：                      ) 

三、 若有破壞公物或重大偏差之行為，除應照價賠償

外，另責請所屬學校依相關規定議處。 

 

 

 

                                家長簽章：                    

 

 

                                聯絡電話：                    

 

 

                                學生簽章：              

 

中   華   民   國   9 8  年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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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全國中小學生海洋教育知能暨體驗活動 
行前通知單 

各位老師、家長及同學： 
本系以最快樂的心情歡迎您參加「2009 全國中小學生海洋教育

知能暨體驗活動」，您是否早已迫不及待想要開始準備這次活動的行
囊，請依照以下提醒的注意事項做最後的準備及確認，千萬不要遺漏
物品了喔！ 

國立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海洋休閒管理系 敬上 

※活動注意事項： 

活動注意事項(請詳細閱讀) 

1. (6/4)早上 10：00-10：20 於國立高雄海洋科技大學行政大樓 7F 報到，(6/5)回程下午約

1700~1730 抵達本校門口解散。 
2. 住宿資料：蓮潭國際會館 

電話：07-3413333 
地址：高雄市左營區崇德路 801 號 

※各接送時間和地點： 

接送車時間 接送車地點 聯絡人 

9:00-9:30 高鐵 左營站 

(左營站大廳書局前) 

台鐵 新左營站 

(高鐵左營站大廳書局前) 

陳小姐  

0963-188409 

黃小姐 

0980-203226 

9:00-9:30 台鐵 高雄站 

(前站出口處) 

黃先生  

0934-323838 

張小姐 

0920-562200 

9:00-9:30 統聯客運 興楠站 

(興楠站門口) 

邱小姐 

0921-574409 

楊小姐 

0931-324789 
※ 務必攜帶物品： 

□ 2 天的換洗衣物(約三至四套)及泳衣(褲)。請穿著上衣及輕便短褲。 

□ 健保卡(如臨時需要就醫使用)。 

□ 電話卡。(若學員自行攜帶手機請妥善保管，如有遺失本單位恕不負責。) 

□ 個人用品。 

□ 個人藥物。如：防曬乳、防蚊液、感冒藥、腸胃藥、…等等。 

□ 零用錢。(請學員妥善保管，如有遺失本單位恕不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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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穿球鞋或運動型涼鞋、輕薄外套。 

※注意事項： 

□ 凡患有心臟病、高血壓、氣喘病、癲癇等慢性疾病不宜劇烈運動或外戶活
動者，請家長告知切勿勉強。違反規定者應要自行負責。 

□ 若有特殊生活習慣之小朋友，請於活動時請主動告知隊輔人員。 
□ 活動當天請攜帶本通知單，準時於國立海洋科技大學行政大樓 7F 報到並

領取活動資料。 

※請配合事項 

□ 請勿攜帶危險物品 (如：刀子…)如經查獲一律沒收，並於活動結束後歸還。 
□ 貴重物品請妥善保管，若有遺失恕不負責。 

※ 活動負責人之聯絡方式如下： 
◎ 詢問活動專線： 

   07-3617141#3873 
0910-679431     涂先生 

◎ 交通方式：搭乘大眾運輸工具 
＊捷運於後勁站下車。 

                    ＊火車於新左營站或高雄站下車。 
                    ＊客運於統聯興楠站下車。 
                    ＊高鐵於左營站下車。 
[南下]：楠梓(大社工業區出口)下交流道->直行至楠陽路->右轉直行上楠陽路橋->

下橋左轉接加昌路->（第一個紅綠燈）右轉海專路。 
[北上]：楠梓(右邊仁武出口)下交流道->左轉鳳楠路->至楠陽路->左轉上楠陽路橋

->下橋左轉接加昌路->（第一個紅綠燈）右轉海專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