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雄市107學年度「海洋教育週」活動計畫 

 

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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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貳、目標 

一、 結合世界海洋日，於學校課程或相關活動中，加強融入海洋教育。 

二、 增進學校師生之海洋素養與海洋科普相關基本知能。 

三、 喚起學校師生知海、愛海、親海、用海之意識，並以實際行動守

護海洋、關懷地球。 

參、辦理單位 

一、 主辦單位：教育局。 

二、 承辦單位：七賢國中(高雄市海洋教育資源中心)。 

肆、實施期程 

辦理時間為108年6月1日(星期六)至6月15日(星期六)。 

伍、辦理項目 

一、本市各級學校辦理「海洋教育週」活動： 

1. 發揮各校創意，辦理以推動海洋科普相關活動，可包含主題演

講、體驗活動、海洋教育影片賞析、海洋教育文本閱讀、繪本

導讀等活動。 

2. 各校將海洋教育週實施成果（格式如附件一）於108年6月20日

前交換或寄送紙本一份(實施成果表)與 E-mail實施成果電子檔至

本市海洋教育資源中心(七賢國中教務處)。(備註：若有實施計

畫、學習單、教學活動影片等，可一併寄送，影片規格請設定

成16:9畫素1920*1080，60p或60i皆可)。 

3. 臺灣海洋教育中心網站（http://tmec.ntou.edu.tw）設置「海洋教

育週」專區，提供海洋教育相關教學資源予學校教師運用於教

學。 

http://tmec.ntou.edu.tw/


4. 本市海洋教育資源中心網站（http://ocean.kh.edu.tw）提供相關

素材供教師連結或下載使用。海洋教育資源中心(七賢國中) 設置

相關教材、書籍與影片光碟供教師借閱使用。 

二、辦理「海洋科普書籍展覽」： 

1. 活動目的︰透過閱讀及活動參與，以推廣海洋科普知識，強化

全民海洋科學素養。 

2. 活動內容 

(1) 設置「海洋科普書籍」展覽專區：鼓勵本市圖書館及本市各

級學校配合海洋教育週，於108年6月1日至6月16日（可由各

圖書館規劃展出更長時間）設置專區展出海洋科普書籍，提

供民眾閱讀，以達海洋科普教育之效。 

(2) 鼓勵辦理海洋科普教育活動：於書展期間規劃辦理相關活動，

如海洋科普專題介紹、海洋科普有獎徵答、海洋科普專題演

講、海洋科普 DIY、海洋繪本說故事、親子共讀海洋科普

書籍…等，讓海洋科學知識生活化，強化海洋與生活的連結。 

三、各校繳交「海洋教育週」實施成果： 

1. 各校將海洋教育週實施成果（詳如附件一）於108年6月20日

（四）前交換或寄送紙本一份(實施成果表)與 E-mail實施成果電

子檔至本市海洋教育資源中心(七賢國中教務處)石佳芳小姐

(Chih6007@chihjh.kh.edu.tw)。 

2. 若有實施計畫、學習單、教學活動影片等，可一併寄送，影片

規格請設定成16:9畫素1920*1080，60p或60i皆可。 

 

陸、其他事項 

一、本活動計畫如有未盡事宜，主（承）辦單位得隨時補充，相關資

訊請留意本市海洋教育資源中心網站（http://ocean.kh.edu.tw）。 

二、如有任何疑問，請洽詢本活動計畫承辦單位聯絡窗口：七賢國中

張 靜 淑 主 任 （ 07 ） 5559329 分 機 12 ； E-mail ：

d93623003@ntu.edu.tw。 

三、本計畫執行完成後相關人員依高雄市立各級學校及幼兒園教職員

工獎懲標準補充規定辦理敘獎。 

 

柒、本計畫陳教育局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高雄市旗山區旗山國小107學年度推動海洋教育週實施成果 

普通班 

班級數 
25 班 實施年級 

一年級 四年級 七年級 十年級 

二年級 五年級 八年級 十一年級 

三年級 六年級 九年級 十二年級 

全校 其它______________ 

本次海

洋教育

活動實

施時間 

實施日期：__108__年__6_月__12__日星期_三__ 

實施時間：□融入領域課程實施晨光時間實施□彈性時間□綜合活動 

□校本課程實施□校外教學□其它_________________  

本次教

學活動

運用主

要之教

學策略 

講述法□繪本教學影片欣賞及討論□體驗活動□實作活動 

□校外參觀□分組討論與發表□其它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主要融

入領域 

(可複選) 

□國語文□英語□數學自然□社會健體□綜合□藝文□鄉土 

□資訊□閱讀□校本課程□家政□童軍□其它_______________  

校本 

課程 

學校是否以海洋教育為主要校本（特色）課程□是否 

海洋教

育教學

活動所

屬範疇 

□海洋休閒（水域休閒、海洋生態旅遊） 

□海洋社會（海洋經濟活動、海洋法政） 

□海洋文化（海洋歷史、海洋文學、海洋藝術、海洋民俗信仰與祭典） 

□海洋科學（海洋物理與化學、海洋地理地質、海洋氣象、海洋應用科

學） 

海洋資源（海洋食品、生物資源、非生物資源、環境保護與生態保

育） 

活動內

容及成

果照片 

  

活動說明：學生觀賞影片 活動說明：學生觀賞影片 



  

活動說明：學生觀賞影片 活動說明：學生觀賞影片 

教學省思 

 

    學校利用海洋教育週，鼓勵全校各班導師利用早自修時間觀看海洋保護之相關影

片，宣導海洋保護的重要性。並推廣屏東海洋生物博物館之有獎徵答活動，小小吸

管  大大危害之相關資訊公布，吸引許多學生一同參與。 

 

 

    
 

 

備註：如有校內實施計畫、學習單或其他附件成果，亦可一倂附上。 

 

 

 



    

   聯合國於2008年第63屆聯合國大會議定，自2009年起，每年

6月8日為「世界海洋日」，呼籲世界各國共同關心海洋與氣候變遷

的重要性，許一個讓後代子孫擁有健康海洋、美麗地球的未來。  

2019 年世界海洋日主題為「性別與海洋」 (Gender and 

Oceans)，隨著時代與社會的變遷，性別平等意識逐漸抬頭，強調

熱愛海洋不應具有性別歧視與區分，更深入挖掘各國漁村婦女於海

洋保育與資源永續發展的精采成就與貢獻，並呼應全球藉由發展跨

國合作消除貧窮、開發永續模式的耗用與生產，以及保護與管理自

然 資 源 的 永 續 發 展 目 標 。 

       

※※高雄市教育局以108年6月1日至6月15日為本市海
洋教育週，希望各校推展海洋教育，並於6/20前提報
施行成果。 

※※教學組要麻煩各位辛苦的老師，如果有空可以利
用下面的網路資源，撥放給孩子觀賞，並拍1-2張照
片傳給教學組。 

＊高雄市海洋教育資源中心—教案(有影片可連結喔!)、習單 

http://php.trying.com.tw/kunedu/03pedu03.php 

＊台灣海洋教育中心網站—繪本分享 

http://r016.ntou.edu.tw/p/404-1016-34595.php?Lang=zh-tw 

 

http://r016.ntou.edu.tw/p/404-1016-34595.php?Lang=zh-tw


※※國小三到六年級學生可以參加「小小吸管  大大

危害」有獎徵答活動，資料、問題與答案卷如附件

一。老師看完，如有興趣推廣，教學組可協助印答案

紙，並幫忙寄送國立海生館。 

附件一 : 【小 小 吸 管   大 大 危 害】  

文/陳勇輝 博士 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 科學教育組   

緣起 塑膠垃圾毋庸置疑已經衝擊危害到海洋生態與人類日常生活

了，專家估計每 年約有 800 萬噸的塑膠垃圾隨著河川進入海洋中。

自從大洋中的垃圾海造成各種 航海的危害後，全世界已經掀起一股

掃除海洋垃圾的風潮，然而其中不起眼的吸 管卻成了漏網之魚。  

  

塑膠危害四處可見 近來網路盛傳一段影片，片中研究人員小心地將

插入海龜鼻孔的吸管拔出來， 過程中涓涓血液從鼻孔流出，海龜面

露痛苦的表情實在令人不忍，誰都沒想到小 小的吸管居然會插進海

龜鼻孔中，讓牠無比的痛苦。而誤食塑膠袋造成海龜或鯨 豚假飽卻

餓死的案例更是時有所聞，吸管只是其中的塑膠共犯之一。 海洋垃

圾無國界之分也沒有深淺之別，以台灣為例，台灣西岸在冬季會有

大 陸沿岸海漂垃圾隨著冷水團入侵，夏季時沿岸地區會有來自東南

亞國家的垃圾飄 浮，甚至在將近一萬公尺深的馬里亞納海溝中也發

現塑膠垃圾，連居住在其中的 深海魚類(如鮟鱇魚)腹中都有塑膠垃

圾。 塑膠分解速度相當緩慢，裂解成塑膠微粒之後又被魚蝦貝類的

幼生吞入腹中， 隨著食物鏈過程的累積，又回到人類餐桌的海鮮

中。英國科學家發現，以過濾水 中有機物顆粒為食的二枚貝，體內

累積了上萬顆的塑膠微粒，更令人擔心的是常 用於料理的食用鹽已

經混有塑膠微粒的情況了。雖然當前並沒有明確的醫學研究 證實塑

膠微粒對人體健康的威脅，但是盡量不攝入無法消化的塑膠微粒畢

竟是最 安全的策略。  

  

吸管微小 容易被忽略  劉備說莫以惡小而為之，吸管常出現在淨灘

垃圾中是因為它體積小，人們常 存在一種一支小吸管不可能會造成

危害的迷思，因此就算不經意地掉落地面也不 在意，然而在手搖杯

飲料風行的台灣，環保單位估計每年國人損耗約 30 億支吸 管，就

算實際使用量為三分之一，消耗量也相當驚人，加上吸管體積小和



難以清 洗，所以很難回收再利用，最終只能送入焚化爐中製造有毒

廢氣和空氣汙染。全 球各國紛紛制定法規限制吸管使用，我國環保

署預計在今年七月一日在公部門等 4 大場所不再提供內用，逐年擴

大實施使用限制至 2030 年全面禁用吸管，希望大 幅降低吸管的使

用量，減緩對生態環境的衝擊。  

  

改變生活習慣 實施源頭減量  

 日常生活所帶來的垃圾量目前已經超出當前資源回收系統所能處理

的乘載 量，垃圾掩埋場堆積如山的垃圾成了不定時的環境炸彈，垃

圾源頭減量才是根本 解決之道。簡單來說，就是改變使用習慣，例

如使用環保吸管，拒拿(用)吸管， 萬不得已需要也應選擇環保的替

代材質，最後就是確實將吸管歸類至一般垃圾中， 避免它掉落環境

之中，危害無辜的海洋生物。  

  

 

「小小吸管 大大危害」 問題與答案卷 

1. 請問每年有多少公斤的塑膠垃圾由河川進入海洋:（                      ）  

2. 科學家發現那一種海洋生物鼻孔被插入吸管: (                   )  

3. 那些海洋生物體內(如肚子)中有塑膠垃圾 請任寫三種： 

（                    ）(                      ）(                     )   

4. 小小的吸管為何容易被忽略認為不會危害海洋生態? 

（                                                                    ） 

 5. 據初步估計台灣每年損耗約多少支塑膠吸管（                      ）  

6. 請發揮創意寫出不使用吸管喝飲料的環保三種方法:      

 (                                                       )  

 (                                                       )  

 (                                                       )  

7. 環保署預定 108 年幾月幾日開始執行禁止內用飲料吸管的規定    

(                                                                       )  



8. 得知本活動消息來源：請自填 (                                          )  

  

9. 對活動的其他建議:(                                                    ) 

 -------------------------------------------------------- ---------------------------------------

----------------- 

  

姓名：            年級/年齡：          就讀學校/機構：            

  

通信地址：(       )                                              

  

聯絡電話：（   ）                 簽名:                  日期：            

＊參加者資料：(聯絡地址不正確或不詳者 視為自動放棄抽獎資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