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活動項目(名稱)：          汕尾國小推動海洋運動推廣成果            

活

動

目

的 

一、配合海洋教育提倡海洋運動。 

二、擴展學生海洋運動體驗學習機會，養成學生將海洋運動列為終生運動之選擇。 

三、推動汕尾國小成為高雄市海洋運動體驗中心。 

四、整合林園地區觀光資源，建立本區海洋運動特色。 

參

加

對

象 

全市暑期夏令營：開放高雄市各國小於網路

報名(高年級)，預計舉辦 4 梯次，每梯次 30

人，共 120 人。 

外校遊學體驗課程：邀請高雄市各國小有意

願體驗海洋運動的班級，以校外教學方式前

來體驗，講師鐘點費、保險費、午餐由本計

畫支付，交通費由各校自行籌措，高年級優

先參加。預計邀請 4 個學校前來體驗，每梯

次預計 30 人，共 120 人。 

本校學生體驗課程：本校 3-6 年級學生，利

用暑假進行體驗活動，預計舉辦 2 梯次，每

梯次預計 30 人，共 60 人。 

參與對象：合計 10 梯次 300 人，外校人數

240 人，占總人數 80%，本校學生 60 人，

活動時

間 

109 年 7 月~10 月，分 10

梯次辦理，每梯次 1 天，

時間均為上午 09：00 至下

午 16：00。 



占總人數 20%。 

活

動

方

式 

一、分別辦理 10

梯次體驗課程。 

二、地點：汕尾港

水域、汕尾國小       

備用場地：大鵬灣

帆船基地 

 

 

 

 

 

三、本校學生及外校遊學體驗活動課程表 

時  間 項  目 課程內容 活動地點 

08:10~08:30 學員報到 驗證、領取教材及教學編組 自然風養生館 

08:30~09:30 水域安全教育宣導 
水中自救及救生衣穿著、手勢

等宣導課程 
自然風養生館 

09:30~10:30 防溺訓練 
水中自救課程（救溺五步、防

溺十招） 
自然風養生館 

10:30~11:00 更換場地 搭遊覽車返回汕尾國小  

11:00~12:00 海洋運動介紹 
介紹樂觀（OP）型帆船、

SUP 立式划槳及獨木舟等 
汕尾國小 

12:00~13:00 午餐時間 享用午餐及休息 汕尾國小 

活動日期 活動項目 梯次 

109.07.20 本校學生體驗課程 第一梯次 

109.07.21 本校學生體驗課程 第二梯次 

109.08.03 全市暑期夏令營 第三梯次 

109.08.04 全市暑期夏令營 第四梯次 

109.08.05 全市暑期夏令營 第五梯次 

109.08.06 全市暑期夏令營 第六梯次 

109.09.08 外校遊學體驗課程 第七梯次 

109.09.15 外校遊學體驗課程 第八梯次 

109.10.06 外校遊學體驗課程 第九梯次 

109.10.13 外校遊學體驗課程 第十梯次 



13:00~15:30 
分組循

環上課 

獨木舟教學及體

驗課程 

各組由教練指導操作獨木舟並

完成體驗航行 
汕尾漁港 

SUP 立式划槳教

學及體驗課程 

各組由教練指導操作立式划槳

並完成體驗航行 
汕尾漁港 

OP 風帆教學及

體驗課程 

各組由教練指導操作風帆並完

成體驗航行 
汕尾漁港 

15:30~ 快樂回家 汕尾國小 

 

全市暑期夏令營活動課程表 

時  間 項  目 課程內容 活動地點 

08:50~09:00 學員報到 領取教材及教學編組 大鵬灣 

09:00~09:30 活動說明 著裝及今日活動介紹 大鵬灣 

09:30~10:00 水域安全教育宣導 
水中自救及救生衣穿著、手勢等宣

導課程 
大鵬灣 

10:00~11:00 
防溺訓練 

（分3組進行） 

水中自救課程（救溺五步、防溺十

招） 
大鵬灣 

11:00~12:00 海洋運動介紹 
介紹樂觀（OP）型帆船、SUP 立式

划槳及獨木舟等 
大鵬灣 

12:00~13:00 午餐時間 享用午餐及休息 大鵬灣 

13:00~13:50 
分

三

組

循

環

上

課 

獨木舟教學及體

驗課程 

各組由教練指導操作獨木舟並完成

體驗航行 
大鵬灣 

13:50~14:40 
SUP 立式划槳教

學及體驗課程 

各組由教練指導操作立式划槳並完

成體驗航行 
大鵬灣 

14:40~15:30 
雷射及 OP 風帆

教學及體驗課程 

各組由教練指導操作雷射及風帆並

完成體驗航行 
大鵬灣 

15:30~16:00 結訓頒發證書及合影留念 大鵬灣 

16:10~ 快樂回家（請家長親自將孩子帶回）  

 

四、水域安全宣導手冊 



 

 



 

 

 

 

 



活動

效益

(質

性或

量化

描

述) 

一、執行成果一覽表 

成果項目 原計畫場次 辦理場次 量化成果及非量化成果 

1.本校學生體驗課程 2 1 

計畫申請人數 60 

實際參與人數 29 

2.全市暑期夏令營 4 3 

計畫申請人數 120 

實際參與人數 106 

3.外校遊學體驗課程 4 6 

計畫申請人數 120 

實際參與人數 196 

總計 10 10 

計畫申請人數 300 

實際參與人數 331 

 

二、執行成果簡述 

   (一)往年辦理績效：今年首次辦理 

   (二)本次辦理績效： 

     1.培養學生正確面對海洋的態度。 

     2.學生能了解水中自救的方法。 

     3.推動海洋教育，培養學生海洋基本知能。 

     4.結合各地海洋教育資源，營造本市海洋教育環境。 

     5.增進學生海洋運動技能。 

     6.學員能喜愛海洋運動，且有入門的海洋運動能力。 

   (三)是否達成預期效益：已達成 

 

三、各場次成果報告 

 



 



 



 



 



 



 



 



 



心

得

回

饋 

◎本校學生體驗課程 

1.本校原有的 OP 風帆是由高雄市帆委會無償讓學校使用的，後來在校長的積極經

營下，透過教育局及運發局的協助，爭取到了體育署前瞻計畫的補助，添購了多種

船型並讓碼頭設施更為完善，朝推動汕尾國小成為高雄市海洋運動體驗中心努力。 

2.今天辦理的活動進行順利，在教練群的細心指導下，學生能喜愛海洋運動，且有

入門的海洋運動能力。 

◎本市暑期夏令營 

1.聘請的教練是領有證照的水域安全及海洋運動的專家，透過他們的介紹，讓學生

認識了水域安全及具有基本的海洋運動能力。 

2.因大鵬灣距離市區很遠，所以參與的學生都是由家長開車載送來上課，約有一半

以上的家長都會留在現場和孩子一起上課，透過本活動，也讓家長認識到海洋運動

以及正確的水域安全觀念。 

◎外校遊學體驗課程 

本系列活動參與學校踴躍，也獲得參與學校一致好評，一直詢問下學期是否還能再

來參加，可見孩子們是很喜歡海洋運動的，只是缺少了場域與師資的配合，本校也

企盼能持續推廣海洋運動，並結合各地海洋教育資源，營造本校成為優質的海洋教

育體驗與學習中心。 

 



檢

討

與

建

議 

一、水域運動具有危險性，所以在辦理前再加上水域安全宣導及防溺訓練，不僅能

讓活動更完善，也能藉此推廣水域安全教育課程。 

二、為讓廣大的高雄市民及林園區在地社區民眾有更多的海洋運動體驗，用假日親

子體驗營方式辦理是可以努力的方向。 

三、夏令營辦理方式是對全市各國小開放，但有部分同學報名後卻沒來參加，因場

次人數皆有限制，以致影響到其他同學參與的權利，建議酌收保證金，當天準時參

加即退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