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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2017 年海洋教育學術研討會:教學創新與優質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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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目的 

海洋帶給人類的發展和福祉不僅是物質、空間、權力層面上的（行

政院研考會，2006；邱文彥，2003），也是文化與心靈層面的（吳靖

國，2011；Carson, 1998; Kellert, 1996），尤其更涉及了永續生存的層

面（吳靖國，2011；邱文彥，2003；邵廣昭、楊瑞森等，1998；蔡錦

玲，2009）。從《海洋白皮書》（行政院研考會，2001）、《海洋政策白

皮書》（行政院研考會，2006）及《海洋教育政策白皮書》（教育部，

2007）中可以進一步掌握出「海洋」對社會及國家所帶來的影響包括

海權、國防、物資、能源、經濟、休閒、氣候等不同層面。而為何要

推動海洋教育，則可以從相關文獻中歸納為：個體生活之需要、物質

資源之需要、環境保育之需要、國家發展之需要、發展專業之需要等

五項主要理由（吳靖國，2014）。 

教育部從2004年提出《教育部2005-2008教育施政主軸》的〈確

立海洋臺灣的推動體系〉行動方案、2007年頒布《海洋教育政策白皮

書》、2008年頒布中小學海洋教育課程綱要，以及從2007年開始推動

兩個四年期的「海洋教育執行計畫」，經過將近十年之後，白皮書中

進行的三項檢討「海洋素養問題」、「教育政策問題」、「人才與產業落

差問題」（教育部，2007：15-20）卻仍然存在，原因在於「懼海」是

臺灣民眾生活與文化中形成的一種集體潛意識，推動海洋教育面臨的

真正問題是傳統文化與價值上的包袱，而《海洋教育政策白皮書》中

對於推動海洋教育的理想是期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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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2007：4），然而，在面對臺灣傳統文化與價值

上的這種集體潛意識，絕不是透過幾年的推動就可以達成，尤其民眾

對海洋意識的覺察與海洋價值的轉變，至少需要有三個世代的教育歷

程（吳靖國，2012），所以需要進行一系列的研究、建置與發展，尤

其應該建立永續的機制來持續進行推動、反省、改善與深化。 

本校定位為一所「卓越教學與特色研究兼具的海洋頂尖大學」，

當前目標在「培育兼具人文素養之基礎與應用能力之人才」與「致力

於海洋相關領域之學術與應用發展」。而本中心結合學校發展目標而

將自我定位為「致力於發展具海洋教育特色之卓越師資培育中心」，

目標在於培養兼具海洋與人文素養的教育專業人才，致力於海洋教育

的學術與實務應用發展。據此，對於國內海洋教育的發展，本中心富

有強烈的社會責任。 

「海洋教育」的內涵包含了海洋專業教育與海洋普通教育兩個主

要面向。在海洋專業教育方面，本校自2013年設置臺灣海洋教育中心

為學校正式編制一級學術單位後，於2014年與本中心（及教育研究所）

合辦「2014臺灣海洋專業人才培育論壇」，並規劃長期針對海洋專業

人才培育辦理相關研討會；而有關海洋普通教育方面，則由本中心（及

教育研究所）自2007年開始辦理「親海、知海、愛海」海洋教育論壇，

2009年擴大辦理「海洋教育國際研討會」邀請日本、澳洲和挪威等國

的學者分享其海洋教育政策與法規，2011年辦理「海洋與環境的永續

發展」教育學術研討會，2012年辦理「海洋教育與文化」學術研討會，

並希望未來進一步聯合臺灣海洋教育中心共同合作持續辦理海洋普

通教育之相關研討會。 

國家教育研究院2014年二月提出的「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

要總綱草案」版本，除了技術型高中的海事水產類之外，其他內容並

沒有出現任何「海洋」相關字詞（國家教育研究院，2014a），也找不

到有蘊含海洋意涵之處，而經歷三個月的努力之後，「海洋」字詞終

於出現在五月份的版本中針對重大教育議題的列舉（國家教育研究院，

2014b，第10頁及第15頁），也就是說，「海洋教育」在未來十二年國



教中仍然會被關注和推動。 

基於上述，當務之急應該先探討海洋教育如何與十二年國教接軌，

包括從理念到內涵的融入、國小到高中的銜接、學校教育結合社會教

育的推展等；再者，應該進一步關注海洋教育師資的問題，包括師資

養成過程的課程與教學、教師在職增能、海洋教育校本規劃等；進一

步從學生對海洋教育的學習品質著手，包括教師的海洋教育教學創新、

海洋教育行動研究、學習共同體融入海洋教育等。據此，可以看出「融

入十二年國教→提升教師素質→促進學習品質」的推展脈絡，於是構

成了三年研討會的主題如下： 

1. 海洋教育—融入十二年國民教育（2015年，已辦理）。 

2. 海洋教育—職前教育與教師進修（2016年，已辦理）。 

3. 海洋教育—教學創新與優質學習（2017年，本次申請案）。 

 

2017年主題為「海洋教育—教學創新與優質學習」，重點在於探討如

何促進學生在海洋教育議題上的學習品質，其包含下列四個子題： 

1.海洋教育的行動研究與教學創新。 

2.海洋教育結合學習共同體。 

3.海洋教育的學習評量。 

4.其他提升學生海洋教育學習品質之相關研究。 

 

綜合上述，期待能夠在十二年國教中找到海洋教育推展的機制，

並引發海洋教育在師資、課程、教學、評量等層面的研討。具體而言，

研討會的主要目的如下： 

1.促進課程改革關注海洋教育議題，並尋求海洋教育融入十二年國教

之具體做法。 

2.經由研討歷程，提供海洋教育師資養成與在職教師能力需求之間的

對話與後續改革。 

3.透過各方論文之觀摩與交流，促進海洋教育之行動研究，並用於提



升學生的學習品質。 

4.透過理論與實務的辯證，協助師資生及研究生對海洋教育進行深度

思考。 

 

三、辦理單位 

1.指導單位：教育部。 

2.主辦單位：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3.承辦單位：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師資培育中心、教育研究所。 

4.合辦單位：國立臺灣海洋大學臺灣海洋教育中心。 

 

四、徵稿對象與研討會參加對象 

（一）徵稿對象： 

歡迎國內各大學相關領域專家學者、研究生、高中職以下在職教師

報名參加。發表之論文應為首次發表，論文若有抄襲爭議，概由發

表人自行負責。 

（二）研討會參加對象：每年預估參加人數約 50 人。 

1.全國各大學及研究單位學者專家。 

2.政府相關機關部會的行政及研究人員。 

3.師資培育機構學者專家。 

4.高中職、國中、小學各級學校相關領域教師。 

5.各校師資生、研究生及對本議題有興趣者。 

 

五、研討相關日期 

（一）摘要截稿日期：106 年 3 月 31 日。 

（二）摘要審查結果通知：106 年 4 月 14日。 

（三）全文繳交日期：106 年 5 月 20 日。 

（四）研討日期：106 年 6 月 14 日。 



（五）報名日期：106 年 4 月 1 日至 5 月 31 日止。 

六、研討地點與報名方式 

（一）研討會地點 

本校人文大樓 6 樓 602 教室。 

（二）報名方式：採網路報名 

1.在職教師：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http://inservice.edu.tw/) 

2.非教師者：本校師資培育中心網頁/線上報名

（http://www.edu.ntou.edu.tw/edu/）。 

七、研討會議程表 

2017 年 6 月 14 日（星期三） 

時間 活動內容 

08:30~09:00 報到 

09:00~09:10 開幕 

09:20~10:20 專題演講 

主持人：王嘉陵所長（本校教育研究所） 

講題一：打造全民的海洋教育－規劃、實施與展望 

主講人：羅綸新教授（本校師資培育中心） 

10:20~10:30 中場休息 

10:30~12:10 論文發表（一）： 

主持人：錢彩雲校長(退休校長) 

1.論文題目：一所國小發展海洋教育之特色課程策略 

2.論文題目：透過夏日樂學計畫延伸及深化海洋教育內涵探討 

3.論文題目：普通高中如何設計海洋教育課程提升學生投身海洋產

業意願之行動研究 

4.論文題目：高山與海洋的幸福共同體：以一所特偏山區小學

推展海洋教育學習共同體課堂教學及素養導向

課程設計為例 

5.論文題目：海洋科普桌遊設計與推廣之研究 

12:10 ~ 

13:20 

午餐及休息 

http://www.edu.ntou.edu.tw/edu/


 

八、投稿須知 

稿件採公開徵稿，請依下列規定繳交稿件： 

一、摘要投稿 

（一）採摘要審查制，中文或英文摘要 1,000 字以內，於 106 年 3 月 31 日

前將「論文摘要」（同時繳交 word 檔及 pdf 檔）及「投稿者資料表」寄

至 piyu@ntou.edu.tw，信件主旨為「投稿 2017 年海洋教育學術研討會_

作者姓名」。 

（二）版面使用 Microsoft Word，格式為 A4，上下左右邊界各 2 公分、單

欄、單行間距、中文字體標楷體、英文以 Times New Roman 書寫（題目

16 號、內文 12 號）。 

（三）投稿者資料表：詳附件或請至本校教育研究所網頁

http://www.edu.ntou.edu.tw/下載，通過審查者請於研討會當日繳交正

本。 

（四）摘要通過審查之名單公布於本校教育研究所網頁，並以 e-mail 通知。 

二、全文繳交 

（一）全文以 12,000 以內字為限，於 106 年 5 月 20 日前以 e-mail 方式提交

論文全文（同時繳交 word 檔及 pdf 檔）。 

（二）版面使用 Microsoft Word，格式為 A4，上下左右邊界各 2 公分、單

欄、單行間距、中文字體標楷體、英文以 Times New Roman 書寫（題目

16 號、小標題 14 號、內文 12 號）。 

13:30~15:00 論文發表（二）： 

主持人：許育彰助理教授（本校退休教師） 

1.論文題目：現象描述分析兒童畫中的海洋概念 

2.論文題目：阿美族海洋教育觀--以都蘭為例 

3.論文題目：運用海洋博物館提升學童海洋公民精神之研究 

4.論文題目：海洋教育中的全球化流動觀：以海洋移民社會的

多元文化社會工作主題為例 

15:00~15:10 中場休息 

15:10~16:30 論壇：海洋教育教學創新經驗分享 

主持人：吳文德校長（關渡國小） 

與談人：許恒禎校長（和美國小） 

與談人：林佩佩教師（臺中神岡國小退休教師） 

與談人：李弘善教師（新北市三芝區橫山國小） 

與談人：許繼哲主任（基隆市建德國中） 

16:30~17:00 綜合座談 

17:00~ 閉幕～賦歸 



（三）撰稿格式請參照 APA 第六版格式撰寫。 

（四）授權書：請至本校教育研究所網頁 http://www.edu.ntou.edu.tw/下載，

並請於研討會當日繳交正本。 

九、預期成效 

(一)教育人員方面： 

本研討會提供給專家學者以及師資培育機構學者、行政及研究人員、

各級學校教師參與，故透過海洋教育主題的研討，讓教育人員了解

海洋教育的發展與實踐情形，以提升參與人員對海洋教育認識，並

期待進一步落實於自身的教育現場。 

(二)學生方面： 

本研討會提供師資生大專學生及研究生參與，讓他們有機會了解臺

灣海洋教育的相關主題與論述。再者，也讓未來即將擔任教師工作

的師培生，將海洋教育融入未來教學活動中，預期能夠拓展與深化

海洋教育教學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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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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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公告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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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本校師資培育中心網頁(http://www.tec.ntou.edu.tw/) 

（三）本校教育研究所網頁(http://www.edu.ntou.edu.tw/) 

十二、經費預算：如附表。 

十三、其他 

全程參與研討會人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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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