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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年度全國海洋教育成果交流暨教師研習活動 

研習手冊 

 

 

 

 

 

 

  

 

 

主辦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承辦單位：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高雄市海洋教育資源中心(七賢國中) 

        高雄市海洋教育核心學校 

       研習日期：106 年 11 月 3 日(五)~4 日(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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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年度全國海洋教育成果交流暨教師研習活動實施計畫 

壹、依據 

一、106 年 4 月 28 日臺教國署國字第 1060043629 號凾 

二、106 年 5 月 03 日高市教中字第 10632692500 號凾 

三、106 年 8 月 25 日高雄市海洋嘉年華活動籌備會 

四、106 年 8 月 31 日全國海洋成果交流暨教師研習活動工作小組會議 

貳、目的 

一、教學精進：透過觀摩及經驗分享，增進海洋教育知能，優化學生學習品質。 

二、跨域合作：整合縣市政府、大學、社教及民間機構與海洋教育資源中心及輔導團等，

活化海洋教育資源網絡及平台。 

三、經驗交流：集結各直轄市、縣(市)海洋資源中心及特色學校執行成果，促進與會人員

相互分享與學習。 

四、資源創新：援引在地資源，創新教學、深化學習內涵，擴增海洋教育成效。 

參、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承辦單位：高雄市政府教育局、高雄市海洋教育資源中心(七賢國中)、高雄市海洋 

              教育核心學校 

三、協辦單位：高雄市政府海洋局、文化局、觀光局、旗津區公所、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漁業署、海洋國家公園管理處、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國立海洋生物博 

              物館、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 

              學、國立中山大學、正修科技大學 

肆、辦理日期：106 年 11 月 3 日(星期五)至 4 日(星期六) 

伍、活動地點：高雄市政府旗津區公所 5 樓大禮堂(805 高雄市旗津區旗津三路 2 號 5 樓)、高 

              雄市愛河學園(光榮國小，803 高雄市鹽埕區大智路 150 號)、二二八和平紀念 

公園、駁二藝術特區(803 高雄市鹽埕區大勇路 1 號) 

陸、參與對象(全部名額限 120 名)： 

一、選派代表：各直轄市、縣(市)選派 4 至 6 名代表參與研習，其中需包含教育局(處)業務

承辦人、資源中心學校人員、輔導團員或現場推動教師。 

二、自由報名：本研習如有空餘名額得開放其他有興趣教師自由報名參與，本校僅提供會

議資料，其他費用請自行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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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課程內容：                      第  一  天 

時間 11 月 3 日（五） 主講人/主持人 地點 

10:00-10:30 報  到 接待組 

旗津區公所 

5 樓大禮堂 

10:30-11:00 

開幕典禮（附件一） 

1.學生特色團隊展演(一) 

2.介紹貴賓及長官致歡迎詞 

3.學生特色團隊展演(二) 

4.團體合照 

行政組、場地組 

11:00-12:00 海洋教育政策說明 國教署、台灣海洋教育中心 

12:00-13:10 午餐及休息 接待組 

13:20-15:00 搭乘遊艇探訪高雄港(含茶敘) 
活動組、 

遊艇公司 

高雄港 

(探索館碼頭登  

船) 

15:00-16:30 旗津海洋文化景點參訪 活動組 旗津地區 

16:30-17:00 飯店入住、報到 交通住宿組 

旗津道 

沙灘酒店 

17:00-18:30 各縣市海洋教育交流分享 各縣市與會代表 

18:30-20:30 海洋首都之夜-聯誼餐敘 交通住宿組 

20:30- 休息、港都體驗(自由行) 交通住宿組 

第  二  天 

時間 11 月 4 日（六） 主講人/主持人 地點/備註 

08:10-08:30 集  合 交通住宿組 
旗津道 

沙灘酒店 

09:30-12:00 

參加海洋教育嘉年華、水域活動分

組體驗 

(海洋教育教學成果展示) 

活動組、愛河學園 
二二八和平紀

念公園 

12:00-13:10 午餐(鹽埕小吃)及休息 行政組、接待組、場地組 光榮國小川堂 

13:30-14:30 駁二藝術特區參訪 活動組、文化局講師 駁二藝術特區 

14:50-15:30 

閉幕典禮（附件二） 

1.長官致詞(10’) 

2.綜合座談(20’) 

3.任務交接-國教署年度計畫說明
(10’) 

行政組、場地組 
駁二藝術特區

電影院 

15:30 豐收賦歸     明年再會 行政組 至左營高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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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實施方式 

一、報名與執行成果資料統整 

(一) 報名：由各縣市聯絡人統一報名，繕打報名表(如附件三)後於 106 年 10 月 13 日

星期五 17：30 前，以電子郵件寄至 d93623003@ntu.edu.tw 信箱。如有疑義，

請洽高雄市七賢國中教務處張靜淑主任 07-5559329 分機 12。 

(二) 如需核發研習時數，除電子郵件報名外，還需上全國在職進修網報名，課程代碼

為「2260814」；研習名稱為「106年度全國海洋教育成果交流暨教師研習活

動」。 

(三) 住宿訂房：本次活動特約飯店為旗津道沙灘酒店(805 高雄市旗津區旗津三路

1050 號 3 樓)，兩人一室含早餐，一室特約價 3200 元，請於 106 年 10 月 13 日

星期五 17：30 前自行向旗津道沙灘酒店訂房（電話:07-5721818）。會場與住宿

地點之接駁由承辦單位以遊覽車接送。 

二、研習活動分組 

Ａ組：臺北市、新北市、基隆市、連江縣、新竹縣、桃園市、新竹市。 

Ｂ組：金門縣、臺中市、苗栗縣、南投縣、彰化縣、雲林縣、嘉義市、嘉義縣。 

Ｃ組：臺南市、高雄市、屏東縣、臺東縣、花蓮縣、澎湖縣、宜蘭縣。 

   三、研習時數核發及注意事項 

       (一) 請依時限至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報名。 

   (二) 全程參與本研習活動者，核給 16 小時研習時數。 

   (三) 請自備環保杯、筷，現場不提供瓶裝水與紙杯。 

 

玖、工作職掌 

 

組別 職稱 服務單位/職稱 姓名 工作重點/內容 備註 

行
政
組 

組長 科長 楊智雄 

1. 召集成果展各項工作之推動。 

2. 督導各項工作之進行。 

3. 工作手冊印製。 

4. 開通全國教師在職進修網研習報

名。 

 

副組長 專員 鄭義勳 

執行秘書 七賢國中校長 羅振宏 

副執行秘書 旗津國中校長 張振義 

副執行秘書 光榮國小校長 李哲明 

總幹事 七賢國中主任 張靜淑 

副總幹事 候用校長 黃俊傑 

副總幹事 候用校長 柯盛洋 

副總幹事 七賢國中主任 黃啟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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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動
組 

組長 七賢國中主任 黃彥樺 
1.安排遊艇探訪高雄港 

2.安排駁二藝術特區導覽 

3.安排參加海洋教育嘉年華事宜 

4.安排水域活動分組體驗 

 

副組長 七賢國中組長 章順慧 

副組長 七賢國中組長 林妍妏 

組員 七賢國中組長 黃柏維 

場
地
組 

組長 旗津國中主任 洪瑞振 
1. 會場佈置、環境清潔、茶水、餐

點供應 

2.開閉幕事宜。 

 

副組長 七賢國中教師 歐宗賢 

組員 七賢國中教師 吳昆榮 

醫 

護 

組 

組長 七賢國中校護 李孟潔 1.準備醫藥箱。 

2.協助簡單包紮及護理。 

 

組員 旗津國中校護 李佳陵 

 接 

待 

組 

組長 旗津國中主任 蔡佳靜 
1. 教育部長官及貴賓交通聯繫及引

導。 

2. 來賓簽到、接待、引導工作。 

3. 學員報到後之座位引導。 

4. 研習餐盒發放。 

5. 名牌製作。 

 

組員 旗津國中組長 卓政宏 

組員 旗津國中組長 林冠儒 

交 

通 

住 

宿 

組 

組長 七賢國中組長 林佳弘 1. 規畫、執行學員交通住宿事宜。 

2. 交通接送點：高鐵站二樓大廳 

3. 指定住宿點。 

4. 排定跟車人員。 

 

組員 七賢國中幹事 鐘貴芝 

組員 七賢國中幹事 葉念樺 

攝 

影 

組 

組長 七賢國中主任 周志忠 

活動記錄與整理 

 

組員 中芸國小主任 陳俊強 

組員 七賢國中教師 張耀仁 

導 

覽 

組 

組長 甲仙國中校長 鍾文杰 

海洋嘉年華分站體驗導覽 

第一組 

組員 七賢國中主任(兼) 黃啟賓 第二組 

組員 七賢國中主任(兼) 黃彥樺 第三組 

組員 七賢國中主任(兼) 周志忠 第四組 

組員 蚵寮國小校長 陳建利 第五組 

組員 楠梓國中校長 邱從益 第六組 

組員 鳳林國中校長 黃景良 第七組 

組員 七賢國中校長(兼) 羅振宏 第八組 

總 

務 

組 

組長 七賢國中主任 石佳芳 

經費執行與核銷 

 

組員 七賢國中組長 管寶發 

組員 七賢國中組長 邱雅鳳 

拾、經費概算：詳如經費申請表。 

拾壹、本計畫經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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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開幕典禮流程 

 
時    間 流    程 備    註 

10：30~10：37 
開幕表演 

學生特色團隊展演 

行政組、場地組 

七賢國中管弦樂團 

10：37~10：40 長官致歡迎詞 
國教署 

教育局 

10：40~10：45 介紹與會貴賓 
教育局 

行政組、場地組 

10：45~10：50 與會貴賓致詞 行政組、場地組 

10：50~10：55     學生特色團隊展演 
行政組、場地組 

旗津國小太鼓隊 

10：55~11：00 
禮成 

大合照 
場地組、攝影組 

 

附件二 

閉幕典禮流程 

 
時    間 流    程 備    註 

14：50~15：00 長官致詞 
國教署 

教育局 

15：00~15：20 綜合座談會議 
國教署、教育局 

行政組、場地組 

15：20~15：30 任務交接 國教署 

15：30 禮    成 行政組、場地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