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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戶外教育與海洋教育的教學理念與實務」研討會實施計畫 

 

一、 計畫依據 

依據「教育部補助師資培育之大學辦理學術研討會作業要點」辦理。 

二、 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 

(二)主辦單位：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三)承辦單位：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四)合辦單位：國立臺灣海洋大學臺灣海洋教育中心、教育研究所 

三、 研討目的 

「戶外教育」包含的面向甚廣，除了山、海、都市、國際不同場域之外，

也包含文化、部落、生態、農村、漁村、志工、體能等多元內涵，以新視角

認識自己居住的土地，深度體驗臺灣在地生活與文化，透過教學歷程，強化

引導措施，培養學生冒險犯難的精神，讓學生可普遍學習及體驗，持續推動

區域性小規模的體驗活動，探索戶外與海洋教育最佳場域，由近而遠提供適

合不同年齡學生的深度體驗。 

「海洋教育」更是十二年國教總綱明訂之議題，本校定位為「卓越教學

與特色研究兼具的海洋頂尖大學」，師資培育中心、教育研究所與臺灣海洋

教育中心共同肩負培育海洋特色師資的社會責任，提倡走出課室外、在真實

生活情境中學習，培育臺灣學生實現永續發展目標的關鍵。 

2021 年國教署發布「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實施戶外教育與海洋教

育要點」，進行戶外教育與海洋教育之整合發展，並協助各縣市將「海洋教

育資源中心」轉型為「戶外及海洋教育中心」，故透過研討會可進一步探討

並協助各縣市及各級學校思考如何進行整合與發展。 

根據上述，本研討會結合 12 國教課綱精神，將戶外教育與海洋教育的

探討聚焦於教學理念與實務，集思廣益，以引發各界關注討論及提供各界參

考應用，並期能積極發揮 12 年國教課綱之特色，展現追求尊重多元、同理

關懷、公平正義與永續發展的核心價值，以達培養學生自發、互動、共好之

核心目的。 

 

四、 研討子題 

(一)戶外教育或海洋教育的教學理念及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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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戶外教育或海洋教育的教學實例分析。 

(三)戶外教育或海洋教育之教學評量與成效評估。 

(四)戶外教育或海洋教育的師資培育相關議題。 

(五)戶外教育或海洋教育的教師專業成長相關議題。 

(六)戶外教育與海洋教育整合發展的理念與作法。 

(七)戶外教育與海洋教育整合發展的教材編製。 

(八)戶外教育與海洋教育整合發展的難題與解決方案。 

五、 徵稿與參加對象 

(一)各級學校教師。 

(二)各校師資生與研究生。 

(三)對研討議題有興趣者。 

六、 進行方式 

(一)參與人數：預計 50人。 

(二)專題演講：1場。 

(三)口頭論文發表：共計 3 場，計 11篇。 

七、 研討會相關日期 

(一)研討會舉辦日期：111年 6月 15 日(星期三)(視訊方式辦理) 

(二) 報名與截止日期：111 年 5月 1日至 5月 31日。 

八、 報名方式 

(一)在職教師：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 (https://www3.inservice.edu.tw/） 

(二)非在職教師：本校師育培育中心網站（https://tec.ntou.edu.tw/） 

 

九、 預期成效 

(一)提供師資生參與學術研討會及學習戶外教育與海洋教育的教學設計。 

(二)促進現職教師對戶外教育與海洋教育整合發展的思考和規劃。 

(三)提升中小學教師戶外教育與海洋教育議題教學與學術研究風氣。 

十、 連絡方式 

(一)聯絡人：戴碧玉小姐（e-mail：piyu@ntou.edu.tw） 

(二)電話：(02) 24622192 轉 2080 

https://tec.ntou.edu.tw/index.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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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傳真：(02) 24634416

(四)地址：(20224) 基隆市中正區北寧路 2號（師資培育中心）

十一、 其他 

全程參與研討會之教師，將依「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進修研習活動使用管

理規定」採計教師研習時數 6 小時(依實際核定時數)，於「全國教師在職進修網」

登錄研習時數。 

回目次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戶外教育與海洋教育的教學理念與實務」研討會 

4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戶外教育與海洋教育的教學理念與實務」研討會 

5 

 

~ 議程 ~ 

 

111 年 6 月 15 日（星期三） 

時間 活動內容 

08:30－09:00 報到 

09:00－09:10 
長官致詞 

林泰源教務長(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09:10－10:10 

專題演講：戶外教育與海洋教育的整合發展 

主持人：張正杰主任（國立臺灣海洋大學臺灣海洋教育中心） 

主講人：吳靖國主任/所長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師資培育中心/教育研究所） 

10:10－10:20 中場休息 

10:20－12:00 

口頭論文發表（一） 

主持人：郭兆偉秘書長（財團法人臺灣海洋環境教育推廣協會） 

與談人：何昕家副教授（國立臺中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發表者： 

1.吳建霖：十二年國教環境教育議題課程設計之探討 

2.陳力豪、吳淑芳、陳琳琳、曾雯靖：霧失樓臺、月迷津渡：從臺南

市立新東國民中學校本課程談環境教育的實踐 

3.尤資齡：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SDGs14 在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

綱要之實踐－以海洋教育議題融入國民小學社會領域教

科書為例 

4.吳宏達、陳淑華、吳宇凡、陳佳欣：SDGs 引入海洋資源教育探討

學生學習成效 

12:00－13:00 休息 

13:00－14:40 

口頭論文發表（二） 

主持人：許籐繼副教授（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與談人：葉庭光副教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球科學系） 

發表者： 

1.許耀升、朱佩文：海洋教育融入國民中學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教學

之理論與實務 

2.劉承珏、陳鈺玟、黃惠香、趙友崧、謝金山：如何深化海洋塑膠汙

染及淨灘行動在科學教育中之內涵 

3.陳淑華、吳宏達、吳宇凡 ：開發學校永續課程(以海洋能為例) 

4.簡毓逵、李孟陽：以 STEAM 教學法運用於國小高年級海洋再生能

源課程 

參加本研討會發表者，將另行核發發表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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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0－14:50 
中場休息 

14:50－16:15 

口頭論文發表（三） 

主持人：嚴佳代助理教授（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教育研究所） 

與談人：林茂成校長（新竹市光武國中） 

發表者： 

1.林彥伶：「學習-共備-實踐」--從戶外教育學校本位課程探討教師專

業知能成長之研究 

2.趙錫清：以行動研究探究一所漁村小校之海洋教育校訂課程發展

3.周亞倩：海洋教育融入國小階段幼童軍社團課程規劃與設計之研究

16:15－16:25 公告優良論文得獎名單 

參加本研討會發表者，將另行核發發表證明 

回目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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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議事規則 ~ 

口頭論文發表（一） 

時段：10:20 – 12:00  

項目 時間 備註 

主持人引言 5 分鐘 

發表人報告 15 分鐘/人 滿 13 分鐘按鈴一響；滿 15 分鐘按鈴兩響 

與談時間 10 分鐘 滿 8 分鐘按鈴一響；滿 10 分鐘按鈴兩響 

綜合問答與總結 25 分鐘 滿 23 分鐘按鈴一響；滿 25 分鐘按鈴兩響 

口頭論文發表（二） 

時段：13:00 – 14:40  

項目 時間 備註 

主持人引言 5 分鐘 

發表人報告 15 分鐘/人 滿 13 分鐘按鈴一響；滿 15 分鐘按鈴兩響 

與談時間 10 分鐘 滿 8 分鐘按鈴一響；滿 10 分鐘按鈴兩響 

綜合問答與總結 25 分鐘 滿 23 分鐘按鈴一響；滿 25 分鐘按鈴兩響 

口頭論文發表（三） 

時段：14:50 – 16:15  

項目 時間 備註 

主持人引言 5 分鐘 

發表人報告 15 分鐘/人 滿 13 分鐘按鈴一響；滿 15 分鐘按鈴兩響 

與談時間 10 分鐘 滿 8 分鐘按鈴一響；滿 10 分鐘按鈴兩響 

綜合問答與總結 25 分鐘 滿 23 分鐘按鈴一響；滿 25 分鐘按鈴兩響 

回目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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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賓名單簡介 

一、主持人(按主持順序排列) 

姓名 張正杰 

現職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師資培育中心教授兼臺灣海洋教育中

心主任 

 

姓名 郭兆偉 

現職 財團法人臺灣海洋環境教育推廣協會秘書長 

 

姓名 許籐繼 

現職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師資培育中心副教授 

 

姓名 嚴佳代 

現職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教育研究所助理教授 

 

二、主講人 

姓名 吳靖國 

現職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教育研究所所長、師資培育中心主任 

 

三、與談人(按與談順序排列) 

姓名 何昕家 

現職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姓名 葉庭光 

現職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球科學系副教授 

 

姓名 林茂成 

現職 新竹市光武國中校長 

 

四、口頭發表人(按發表順序排列) 

姓名 吳建霖 

現職 國立政治大學教育學系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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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陳力豪 吳淑芳 陳琳琳 曾雯靖 

現職 國立成功大海

洋洋科技與事

務研究所博士

候選人 

台南市立新

東國民中學

教師 

台南市立新

東國民中學

校長 

台南市立新

東國民中學

教務主任 

 

姓名 尤資齡 

現職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國際文教與比較教育學系博士生 

 

姓名 吳宏達 陳淑華 吳宇凡 陳佳欣 

現職 宜蘭縣立員

山國中教務

主任 

宜蘭縣立員

山國中教師 

國立臺灣師

範大學化學

系 

國立中山大

學機械與電

機工程系 

 

姓名 許耀升 朱佩文 

現職 新竹市立南華國民中學教師 新竹市立南華國民中學教師 

 

姓名 劉承珏 陳鈺玟 黃惠香 趙友崧 謝金山 

現職 臺中市立

臺中女子

高級中等

學校教師 

臺中市立

臺中女子

高級中等

學校教師 

臺中市立

臺中女子

高級中等

學校教師 

臺中市立

臺中女子

高級中等

學校教師 

臺中市立

臺中女子

高級中等

學校教師 

 

姓名 陳淑華 吳宏達 吳宇凡 

現職 宜蘭縣立員山國

中教師 

宜蘭縣立員山國

中教務主任 

國立臺灣師範大

學化學系 

 

姓名 簡毓逵 李孟陽 

現職 臺北市立大學地球環境暨

生物資源學系環境教育與

資源碩士生 

臺北市立大學地球環境暨

生物資源學系助理教授 

 

姓名 林彥伶 

現職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臺灣海洋教育中心助理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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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趙錫清 

現職 屏東縣東港鎮海濱國小校長 

姓名 周亞倩 

現職 1.新北市汐止區崇德國小英語科任教師

2.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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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年國教環境教育議題課程設計之探討 

 

吳建霖 

 

國立政治大學教育學系 研究生 

通訊作者：ytgjay@gmail.com 

 

2015年，聯合國啟動「2030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提出 17項全球政府與企業共同邁向永

續發展的核心目標，其中的目標 4、15、16強調終身學習及海、陸

生態環境保育的重要性，由此可見，國際間對環境保育的重視，更

將此核心觀念列為須共同達到的目標。 

而我國早在 2003年教育改革進入「九年一貫課綱」時期，將環

境教育及海洋教育等七大議題納入國家課綱，實為我國國定課程變

革的重要階段。接續九年一貫課綱，108學年開始實施之十二年國

教新課綱，除保留原九年一貫課綱中的環境教育、海洋教育、性別

平等教育及資訊等四項議題課程外，另新增十五項新的議題教育，

稱其為「重要議題」，如：法治教育、品德教育等等。綜上可知，我

國對環境議題教育的重視。 

然實際教學現場，要將環境議題融入課程往往使教師望之怯

步，深感負擔及壓力。其原因不外乎，教師對設計融入議題課程之

教學計劃感到困難，或面對課程統整與資料蒐集時遇到障礙。 

本文建議可採實驗教育創新的精神來完成課程設計，在此提列

「在地特色課程」及「探索體驗課程」兩項。在地特色課程採用主

題課程或專題學習，結合當地文化或生態特色；而探索體驗課程重

視探險與團隊合作建構，將登山、單車環島融入課程，以激發學生

學習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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霧失樓臺、月迷津渡：從臺南市立新東國民中學校本課程談

環境教育的實踐 

 

陳力豪 1 *、吳淑芳 2、陳琳琳 3、曾雯靖 4 

 

1.國立成功大海洋洋科技與事務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2.臺南市立新東國民中學教師 

3.臺南市立新東國民中學校長 

4.臺南市立新東國民中學教務主任 
*通訊作者：Na8061012@gs.ncku.edu.tw 

府城(臺南)帶領臺灣進入世界貿易體系，做為世界貿易體系的

重要門戶與樞紐，同時也帶給府城深厚的人文底蘊。藉此新東國中

為呼應 108課綱的要求發展校本課程與彈性選修課程「大新營學」，

期望可培育學生具有鄉土情懷，社區關懷，與社會參與行動實踐的

全人目標。 

大新營學係結合學校特色，與社區發展的全方位課程，而月津

港(鹽水)係屬絕佳大新營學課程發展的場址。藉由使學生瞭解體會

月津港的興衰過程，與其文化發展間的脈絡關係。本課程藉由教師

以協同教學的方式，將課程內容分為室內、橋式，與室外三個部分

的課程。室內課程由語文領域(文學)、藝術領域(視覺藝術)，與社

會領域(歷史與地理)所構成；橋式課程藉由閱讀巴代·《月津》小說

來使學生連結室內外課程，其讓學生能對「月港」具有統合性的理

解；戶外課程乃實際帶領學生走入「月港」，以回應室內與橋式課程

中所學，最後藉由問題導向式的學習方式，使學生能回應大新營學

月津港課程所學。 

此次課程對本校的學生有非常深刻的印象與學習成長，且對於

學生對於「大新營學」地區有更深的情感連結機會與體驗；而對參

與的教師而言對於 108課綱所要求之課程發展產生重要的意涵。此

外本課程亦式環境教育、海洋教育、戶外教育，與閱讀教育良好的

課程案例。期望藉有本課程的課程發展經驗能提供未來他校發展校

本課程與環境實踐的良好典範案例。 

關鍵字：108課程綱要核心素養、校本課程、環境教育、戶外教

育、閱讀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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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SDGs14 在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

要之實踐－以海洋教育議題融入國民小學社會領域教科書

為例 

 
尤資齡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國際文教與比較教育學系博士生 

通訊作者：freeyear@gmail.com 

 

聯合國在 2015年提出兼顧經濟、社會與環境的永續發展目標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簡稱 SDGs），共計 17項核心

目標、169項具體目標、230個參考指標，其中 SDGs第 14項核心目

標為－保育海洋及永續利用海洋資源，揭示「海洋教育」之重要

性。 

教育部 2007年訂定海洋教育政策白皮書，2008年起將「海洋教

育」納入九年一貫及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之重大議題之

一，以議題融入各學習領域方式實施海洋教育，塑造親海、愛海、

知海的教育情境讓學生親近海洋、熱愛海洋與認識海洋，奠定海洋

基本素養，使海洋教育扎根於基礎教育階段中。 

本研究採文件分析首先說明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SDGs14之內

涵，接著探討臺灣海洋教育的發展過程，並闡述十二年國民基本教

育課程綱要海洋教育議題之基本理念、學習目標、核心素養及學習

主題與實質內涵。其次，以海洋教育議題為焦點，從康軒、南一、

翰林三版本之國民小學社會領域教科書中彙整分析具備海洋教育議

題之學習主題與學習內涵。最後根據分析資料，歸納研究結果提出

建議，以供相關人員之參考。 

關鍵詞：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14、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

綱要、海洋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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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Gs引入海洋資源教育探討學生學習成效 

 

吳宏達 1、陳淑華 2、吳宇凡 3*、陳佳欣 4 

 

1.宜蘭縣立員山國中教務主任 

2.宜蘭縣立員山國中教師 

3.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化學系 

4.國立中山大學機械與電機工程系 

*通訊作者：40942125S@gapps.ntnu.edu.tw 

 

台灣四面環海，海洋對生活在這塊土地的人們有相當重大的意

義，聯合國永續發展計畫 SDGs目標 14保育及永續利用海洋與海洋

資源，以確保永續發展，說明海洋對人類永續的重要性。2002年教

育部開始推動永續校園，期將「永續生活教育」之理念根植校園，

若能夠適時結合永續概念於課程中，就可有機會改變國家經濟發展

方向，並進而提升國家競爭力。藉由海洋相關資源發展統整性教學

模組，藉以提升學習者在海洋相關科學知識與素養。 

本海洋教學模組課程分成四個部分，第一部分在於探討海洋形

成與構成、海洋生物演化等相關概念，內容包含海洋生物演化、洋

流的形成與對環境的影響及運用、波浪的形成與對環境的影響及運

用等：第二部分為海洋能源、探討現今已被廣泛討論的海洋能源及

其運作為原理，包含波浪能、流能、海洋溫差能等相關原理與及運

用的限制：第三部分探討食魚教育，包含海洋生物資源與海洋相關

生物的種類與物種特色等：第四部份則探討海洋資源保育，包含海

洋資源、海洋生態及海洋現今存在的危機與轉機，藉由海洋相關課

程的學習讓學習者有效地成為海洋資源的永續發展的種子。 

經由四個單元的教學活動，我們發現學習者在海洋相關科學知

識的前後測與海洋素養的前後測皆有一定的成效與改變。 

【關鍵字】海洋資源 1；食魚教育 2；海洋生態保育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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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教育融入國民中學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教學之理論與

實務 
 

許耀升*、朱佩文 

 

新竹市立南華國民中學教師 

*通訊作者：a8802116@gmail.com 

 

 

海洋教育為重要的議題之一，旨在提升全民海洋素養，期勉教

師能融入到各領域教學活動中，藉以增進學生對海洋教育的認知，

尤其，若能在青少年階段，從小培養學生對海洋教育具有正確的認

知與態度是相當重要的，因此，本研究以海洋教育為出發點，將海

洋教育落實及實際運用在課程的實踐上，並深入探討其融入教學的

運用方式，以期增進教師的教學知能。 

因此，在本研究中，研究者擬以多年在國中任教的經驗，首先

從海洋教育的本質來切入，探討海洋教育在國中自然與生活科技領

域所扮演的角色、國中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課程教學的特性，並進

一步分析將海洋教育融入課程的方法，最後並提出實際的教學案

例，以期與教師們分享多年的教學心得。期望教師們對於教學環境

的改變，能積極創新，不僅融入到國民中學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教

學活動中，甚而融入到其他領域教學之中，如此一來，不僅有助於

海洋教育融入教學的推動，提升教師的教學效能和學生的學習成

效，也進而增進師生對海洋教育具有正確的認知。 

 

關鍵字：海洋教育、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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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深化海洋塑膠汙染及淨灘行動在科學教育中之內涵 

 

劉承珏*、陳鈺玟、黃惠香、趙友崧、謝金山 

 

臺中市立臺中女子高級中等學校教師 

*通訊作者：cutestar@ms.tcgs.tc.edu.tw 

 

海洋塑膠垃圾的議題在近十年間討論熱度急速上升，因此成為

許多學校教育課程的重要素材或議題主軸。此議題多出現在跨科的

選修或必修課程中，切入的角度則有從環境教育、永續概念或綠色

科學等方向；除了在課室中進行教學，往往也會搭配淨灘或踏查來

增加學生的體驗。 

但在這些實踐經驗中，科學教師中也出現一些聲音，由於該議

題本身屬性上具有既定的環境保護道德信念，科學論證或科學推理

有時較難在該議題的課堂上有更深的教學設計，但此議題的確是科

學教育很好的載體，因此本文嘗試透過一課程案例，解析在海洋塑

膠議題上深化科學教育的可行方式，提供其他教師實踐經驗，使該

案例的模式有更多類型的應用。 

本課程通過公民科學（citizen science）為中介，將淨灘的重

點放在其抽樣的本質及塑膠垃圾分類的統計意義上，並在最後詮釋

數據。如同 Silvertown (2009)對公民科學的詮釋，公民科學家是

收集和/或處理數據作為科學探究的一部分，因此將能使海洋塑膠垃

圾的學習活動更具科學意涵。本課程實施對象為中部某都市型高中

學生，課程開設在高一年段的多元選修，學生為自由選修，每周的

課程中包含了海洋議題的各種面向，塑膠垃圾的議題會出發前往淨

灘前進行，時長兩小時，淨灘則利用周末在大安海水浴場實施。 
 

Reference 

Silvertown, J. (2009). A new dawn for citizen 

science. Trends in ecology & evolution, 24(9), 467-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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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學校永續課程(以海洋能為例) 
 

陳淑華 1、吳宏達 2、吳宇凡 3* 

 

1.宜蘭縣立員山國中教師 

2.宜蘭縣立員山國中教務主任 

3.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化學系 

*通訊作者：40942125S@gapps.ntnu.edu.tw 

 

工業革命後人類大量使用化石燃料，造成空氣污染、熱輻射、

酸雨等污染物質，甚至改變地球氣候型態，因此各國積極開發替代

能源與再生能源，  諸如：太陽能、水力能、風力能、生質能、地

熱能、海洋能、……等等。根據 Hsing Hung Chen、Amy H.I. 

Lee(2014)研究指出，台灣四面環海成就了發展海洋能的最佳條件，

台灣目前可開發之海洋能潛能量(非蘊藏量)分別為海洋溫差能

(30000MW)，其次為波浪能(10000MW)、海流能(3000MW)、潮汐能

(1000MW)。根據我國 2014 年能源產業技術白皮書(2014)中之規

劃，已建立海洋能 2020、2030、2050 之裝置容量目標。 

2002年教育部開始推動永續校園，期將「永續生活教育」之理

念根植校園，若學校能夠適時結合永續概念於課程中，就可有機會

改變國家經濟，並進而提升國家競爭力。加上 108課綱的彈性課程

不再是科目加深加廣，期許各校建構特色課程，本校經課程發展委

員會決議，學校在國語文、自然科學及社會領域中納入永續議題。

本次內容將以八年級能源與生活海洋能為例，說明學校實施海洋能

課程的方式與實施的內容，並由這些老師來實際教學，藉此進行教

材教法的研發與修正，而學生則經由實際操作海洋能相關作品，使

其對能源與海洋的關係有更深刻體驗，甚至指導學生參加海洋能相

關實作競賽，如此良性的循環，讓教師與學生在安排的環境均有所

成長。 

【關鍵字】永續課程 1；海洋能 2；能源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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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STEAM教學法運用於國小高年級海洋再生能源課程 
 

簡毓逵 1*、李孟陽 2 

 

1.臺北市立大學地球環境暨生物資源學系環境教育與資源碩

士班研究生 

2 臺北市立大學地球環境暨生物資源學系助理教授 

*通訊作者：G10810003@go.uTaipei.edu.tw 

 

學生在未來面對問題上，不再像過去只要了解知識就能解決，

需要統整運用所學知識。STEAM教育強調動手做、跨領域統整、應

用於生活並解決問題，進而提升學生學習動機。STEAM教學法與海

洋教育之研究中，較多關注海洋文化、海洋藝術方面，甚少探討海

洋科學議題，故本研究特選擇此主題討論。本研究旨在探討以

STEAM教學法融入海洋再生能源議題，如何提升國小生的學習動機

及學習成就。 

研究以國際間近年備受關注的再生能源議題設計課程，教學內

容為海洋科學教育議題之海洋能源主題 ，以「海洋能不能？」為

題，並以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域再生能源聯盟中心團隊所提供

「點吸收式波浪能發電教具」設計波浪能教學課程。研究過程採用

準實驗研究法，選取某地區公立國小六年級兩班學生為研究對象。

一班為實驗組，採用 STEAM教學法教學；另一班為對照組，採用講

述式教學法，以探討教師如何透過 STEAM教學法融入能源教育之統

整課程教學活動，引導學生統整所學，提升其問題解決能力。研究

工具為自編之學習動機量表，此量表包含注意、相關、信心、滿足

四個面向，輔以海洋能源知識測驗問卷，用以診斷學生在海洋能源

課程的學習成效。 

研究結果可得知不同教學法對學生的影響差異，以及能源教育

利用 STEAM教學法設計跨領域課程實施成效，研究結果未來可供教

育工作者設計跨領域課程之參考。 

關鍵字：STEAM教學法、海洋再生能源、能源教育、國小高年級、

課程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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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共備-實踐」--從戶外教育學校本位課程探討教師

專業知能成長之研究 
 

林彥伶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臺灣海洋教育中心助理研究員 

通訊作者：linyenling0619@gmail.com 

 

臺灣自 2014年發布《戶外教育宣言》，是以行政、場域、後

勤、教學與課程等五大系統作為行動策略，並配合十二年國教的推

動，納入議題教育，戶外教育正式揭櫫重要里程碑。近年來，配搭

政策進程發展，仍有許多教師擔心自身缺乏專業知識、顧慮課程安

全度與實際操作能力的不足等，未能積極實施戶外教育。為此，本

研究目的旨在探討透過戶外教育學校本位課程的推動歷程，探究教

師對於戶外教育專業知能的成長。採用立意取樣，選取 4位推動戶

外教育具有 5年以上教學經驗，且具有優質校本課程事蹟之學校教

師作為研究對象，透過教學檔案與深度訪談進行資料蒐集。經分析

結果發現，學校教師結合實踐精神來增進自我專業，雖受限過往學

科知識的經驗，但不影響對於「戶外專業知識的滿足」；其次，相關

研習應符合校本課程重視之「在地情境學習的培養」，用以建立戶外

課程設計之概念與能力；最後，戶外校本課程執行歷程，需保持

「教與學回饋管道的暢通」，用以增進教師跨學科/領域的實作經

驗。本研究結果有助探究教師實踐戶外教育的關鍵要素，深化對於

戶外教育專業知能發展的認識，用以提供職前培育的調整、在職培

力的推動以及戶外教育的增能，協助現場教師擔負起未來一波波教

育改革的浪潮。 

【關鍵詞】戶外教育、學校本位課程；教師專業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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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行動研究探究一所漁村小校之海洋教育校訂課程發展 
 

趙錫清 

 

屏東縣東港鎮海濱國小校長 

通訊作者：fulla8578@gmail.com 

 

本研究的目的是在探究海濱國小海洋教育校訂課程的困境與籌

劃情形、領導策略之歷程、結合異業聯盟發展實際情形、以及型塑

成為海洋特色學校的策略與成效，以一所漁村小校為研究對象。 

探討研究者實際帶領海濱國小實踐校訂課程的困境與籌劃情

形，探究海濱國小從無到有的海洋教育校訂課程與教學之領導策略

發展歷程，了解海濱國小結合異業聯盟發展之實際情形，以及探究

型塑成為海洋特色學校之策略及成效，並發覺發展海洋教育校訂課

程中所遇到的問題，解決之方式及內部師生及外部人員之看法及回

應等綜合性之問題。本研究為質性研究，透過行動研究方法，以訪

談、觀察與文件檔案分析等方式，進行各項與海洋教育校訂課程發

展過程有關資料的蒐集、分析、整理與討論。本研究依據研究之結

果與討論，提出研究後相關之建議，提供教育主管機關、學校與後

續研究者之參考。 

關鍵字：海洋教育、校訂課程、異業聯盟、領導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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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教育融入國小階段幼童軍社團課程規劃與設計之研究 
 

周亞倩 
 

新北市汐止區崇德國小英語科任教師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生 

通訊作者：clairechou98@gmail.com 

 

台灣是四面環海的島國，海洋資源豐富，因早年國人對海洋的

知識不足及海洋觀念的錯誤傳達，以至於現今學生在海洋意識較為

薄弱。另一方面，台灣童軍教育多以山野課程為居多，海洋教育課

程略少。童軍教育概括戶外教育、水域活動、海洋教育等領域之學

習內容，故研究者認為若能在幼（女）童軍社團將海洋教育理念與

幼（女）童軍進程作結合，規劃期課程，將能引起學生在社團學習

動機及提升學生對海洋知能之學習。 

本研究以 108課綱海洋教育議題為主，輔以幼（女）童軍進程

與海洋教育五大學習主題進行課程規劃與設計，搭配海洋素材與海

洋時事，透過體驗與實作課程，探究學童經過海洋教育融入幼童軍

社團教學後，海洋意識有何轉變，最終達到親海、知海、愛海之海

洋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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