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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08 學年補助彰化縣政府推動海洋教育計畫 

【第二類──精緻海洋教育課程與教學計畫】 

子計畫 9、彰化縣 108 學年度綠階海洋教育者培訓課程 

一、 依據： 

（一） 教育部頒布《海洋教育政策白皮書》。 

（二） 教育部公告「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 

（三） 106 年 4 月 24 日臺教國署國字第 1060040173B 號函公告「教育部國民及學前署補助直轄

市與縣（市）政府推動國民中學及小海洋教育作業要點」。 

二、 辦理單位： 

（一） 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 主辦單位：彰化縣政府 

（三） 承辦單位：彰化縣立成功高級中學 

三、 計畫說明： 

  綠階海洋教育者培訓課程，旨在培訓各級學校，能進行海洋教育推動與實踐海洋教育

推廣之教師。完成綠階海洋教育課程 16 小時之教師，將取得臺灣海洋教育中心頒予之結

業證書，並據以研送教案，經審核通過後能取得臺灣海洋教育中心頒授之「綠階海洋教育

者」資格，據以推動更深、更廣之海洋教育課程與活動。 

  本研習提供本縣有意推廣海洋教育之學校，推派種子教師，參與親海活動及提升海洋

素養，完成綠階海洋教育者之培訓。預計藉由培訓課程，激發教師之海洋服務熱忱及擴展

海洋思維，並促進現場教師持續從事海洋教育之研發、教學與服務。 

四、 實施對象： 

  綠階海洋教育者培訓課程為本縣學年度必辦研習，將逐年完成縣內國中、小之海洋教

育者培訓，108 學年度以溪湖鎮、埔心鄉、埔鹽鄉之國中小教師為培訓對象。 

  研習招收 30 名國中小教師，下列學校請指派 1 員教師參加，餘額則開放本縣有志推

動海洋教育之國中小教師參加： 

（一） 成功高中國中部、溪湖國中、埔心國中、埔鹽國中 

（二） 溪湖國小、東溪國小、湖西國小、湖東國小、湖南國小、湖北國小、媽厝國小 

埔心國小、太平國小、舊館國小、羅厝國小、鳳霞國小、梧鳳國小、明聖國小 

埔鹽國小、大園國小、南港國小、好修國小、永樂國小、新水國小、天盛國小 

五、 研習日期：109 年 3 月 31 日(二)至 109 年 4 月 1 日（三）。 

六、 報名方式： 

（一） 報名時間：自即日起至 109 年 3 月 13 日（五），為俾便研習準備，報名逾時不候。 

（二） 報名方式： 

請逕自全國在職教師進修資訊網報名網站：https：//www1.inservice.edu.tw/ 

https://www1.inservic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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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研習課程： 

3 月 31 日初八（二） 

時間 授課內容 講師 課程內容 上課地點 

08:00 ~ 8:40 報到 
成功高中 

08:40 ~ 8:50 始業式 

8:50 ~ 10:20 
海洋概論 

(2 節課) 葉蓉樺博士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1. 海洋教育理念

2. 海洋法政、海洋戰略議題
成功高中 

10:30 ~ 12:00 
海洋關懷 

(2 節課) 

3. 海洋與生活關係探討

4. 海洋環保素養建立

12:00~13:00 午餐／午休 

13:00~14:30 
海洋知識 

(2 節課) 游昊酃主任 

《鹿港高中》

1. 水產養殖教育認識

2. 海洋教育專題研究分享
成功高中 

14:40~16:10 
海洋服務 

(2 節課) 

3. 海洋環境保育工作近況

4. 海洋淨灘工作理念

4 月 1 日初九（三） 

時間 授課內容 講師 課程內容 上課地點 

8:00 ~ 8:30 報到 成功高中 

8:30 ~ 8:50 出發至芳苑潮間帶 

8:50 ~ 12:00 
親海教育 

(4 節課) 

魏清水老師 

《海牛學校》

1. 海洋休閒產業認識。

2. 海洋休閒場域實地體驗。

3. 心得分享回饋及教案討論。 

芳苑潮間帶 

12:00 ~ 13:00 午餐／午休 

13:00 ~16:10 
體驗教學設計 

(4 節課) 

林勝吉老師 

《中華民國自然生態保育協會》

1. 海洋教育教案分享。

2. 海洋教育教學演示。

3. 心得分享回饋及教案討論。 

成功高中 

【註】 

1. 課程預先安排如本表，在不影響學員權利下保留上課時間變動權利，日後如有變動依

實際情況辦理。

2. 完整參與16小時課程方可取得結業證書，並於課程結束一個月內繳交教案設計者，經

臺灣海洋教育中心評審審核通過後，將列入臺灣海洋教育中心「綠階海洋教育者」人

才庫，成為海洋教育推廣教師。

綠階海洋教育者網站：http://tmec.ntou.edu.tw/files/40-1031-809.php?Lang=zh-tw

八、 預計成效： 

（一） 整合各級學校教師、社教機構志工、海洋產業相關人員、民間海洋組織成員等從事海洋

教育工作者，彙集推動力量。 

（二） 建構海洋教育專業內涵，提供共同核心素質，以提升海洋教育工作者之素質。 

http://tmec.ntou.edu.tw/files/40-1031-809.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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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建立本縣海洋教育人才庫，促進系統性人力資源整合，並組成縣市海洋教育輔導團隊。 

（四） 培訓學校海洋教育推廣教師，深入校園推動，以建立永續從事海洋教之機制。 

九、 經費來源： 

  以「教育部國民及學前署補助直轄市與縣（市）政府推動國民中學及小海洋教育作業

要點」編列之經費支應（詳如附件三所列）。 

十、 本計畫辦理完畢後，將依彰化縣政府暨所屬機關公務人員平時獎懲標準表對辦理有功人員

敘獎。 

十一、 本計畫經承辦單位報請主辦單位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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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臺灣海洋教育中心協助縣市辦理綠階／初階海洋教育者培訓課程 

作業流程及注意事項 

一、培訓目的 

  臺灣海洋教育中心（以下稱本中心）於 105 年度起開始發展「海洋教育者培訓計畫」，其

中綠階/初階海洋教育者培訓課程（以下簡稱綠階/初階課程）為最基礎之培訓課程，目的吸引

參與者投入海洋教育之推動，並激發參與者的海洋服務熱忱及擴展海洋思維。因此參與綠階／

初階課程培訓後，希望參與者能夠成為在各級學校及工作崗位上擔任單位內持續進行海洋教育

推動與實踐之海洋教育推廣教師。 

  有鑑於各縣市海洋教育資源中心缺乏人力從事海洋教育，也未能進行系統性人力資源整合，

本中心亦期望能藉由協助縣市辦理海洋教育者培訓課程，促使各縣市建立海洋教育人才庫。 

二、辦理流程 

（一） 各縣市辦理單位參考本中心所提供之綠階／初階課程專業內涵、課程大綱、教案格式及

講師手冊，擬定辦理日程及課程內容。 

（二） 各縣市辦理單位如在規劃課程中有任何疑問，可向本中心諮詢。 

（三） 本中心發函至各縣市教育局處正式邀請各縣市辦理綠階／初階課程，而各縣市之辦理單

位函覆確認版綠階／初階課程實施計畫及講師授課教案。 

（四） 經本中心確認符合綠階／初階培訓課程架構，即可依照計畫書內規劃日程開始辦理。 

（五） 課程辦理前一周，各縣市辦理單位請提供參與者之基本資料，由本中心先行製作綠階/

初階課程結業證書，以供綠階/初階課程後核發給 16 小時全程參與者。 

（六） 參與者於課程後一個月內，向本中心繳交教案設計，經委員審查後，將列入綠階/初階海

洋教育者人才庫名單中，請辦理單位鼓勵參與者踴躍繳交，亦促進各縣市擴充海洋教育

推廣教師。 

（七） 課程結束後，各縣市辦理單位於一個月內提供全程參與者名單、回饋單及成果報告書送

至本中心。如本中心補助部分經費，亦請將收據、領據等寄回本中心，以利後續核銷。 

三、注意事項 

（一） 綠階／初階課程包含海洋概論、海洋關懷、親海教育、海洋服務及體驗教學設計等五大

課程面向，每門課程皆有其對應之專業內涵，授課講師授課時頇融入專業內涵之能力指

標，請參考綠階／初階海洋教育者培訓課程說明。 

（二） 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直轄市與縣（市）政府推動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海

洋教育作業要點」，辦理海洋教育增能研習，內容頇包括海洋法政、海洋戰略等議題，

課程規劃時請特別留意。 

（三） 課程講師以當地師資優先選擇，如有講師需求亦可參考本中心講師團隊名單。 

（四） 以各縣市各級學校教師為主要招生對象，可接受教師跨縣市報名參加，預計招生對象教

師 20 名，師資培育生 5 名。 

（五） 由於本中心將收集所有參與者基本資料，並需於課程開始前提供本中心以製作結業證書，

如使用全國在職教師進修網報名將無法取得身分證字號及生日等資料，請各辦理單位評

估報名方式。 

四、有關綠階／初階課程相關資料皆放置於「海洋教育者網路專區」 

http://tmec.ntou.edu.tw/files/13-1031-37730.php?Lang=zh-tw。 

五、如有任何問題請洽臺灣海洋教育中心張瑋倫計畫專員，電話 02-24622192 轉 1244，電子信箱：

vera7197@email.ntou.edu.tw。 

http://tmec.ntou.edu.tw/files/13-1031-37730.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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