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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在又娟副教授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地理學系

摘要

教育部於民國 96年公布《海洋教育政策白皮書〉之後，進而於民國 97年將海洋教育納入

九年一貫課程七大學習領域的新興議題之一。由於海洋教育強調以海洋為核心，強化學校的

海洋教育內容、培養優質的海洋人才作為政策的目標，所以在各級學校中椎動相關的海洋教

育課程作為落實海洋教育的具體工作。四年多來，教育部及所屬的各縣市教育局I! p紛紛進行

海洋議題融入各學習領域的各種課程活動設計和主題研習，並設立海洋教育網進行海洋議題

的討論和資訊的提供，足見海洋教育新興議題在現今中小學教學場域椎動的積極性。然而第

一線的教師在面對依各領域主題軸、能力指標所編寫的教材時，如何從學科知識脈絡調整課

程，將海洋教育的能力指標融入課程中?本文以社會領域的地理科教學為討論對象，分析海

洋教育課綱和社會學習領域的關條、討論地理教材中的「海洋」地位、提出相對應的地理教

學策略。

分析結果:海洋教育課網中各主題軸的 13項能力指標可融入 8項的圈中社會領域能力指

標，其中以對應到社會領威「人與空間」主題軸下的指標為多數，有些社會學習領域的內容

可融入海洋指標，但未被列出。{基本內容〉中與海洋相關的內容有限，除了海岸地形是將

「海洋」視為主題之外，海洋通常是作為應用概念的客體，因此為了達到「親海、知海、愛

海」的目標，地理教學策略可分為二，首先是在一般課程中可強化「海洋」的影響作用，其

次利用彈性、空白課程的時間，設計將「海洋」視為一區域實體的課程，整合相關地理概

念，以鋪陳認識、親近、愛惜海洋的整體性目的。由於教學時數限制、課程規劃限制，田野

實察雄為實踐親海、知海、愛海的教學方法，仍須依賴其他課程時間配合。

關鍵詞:九年一貫、海洋教育、田野實察、地豆豆教學、社會學習領域

l 本文曾於2010年9月 25 日國家教育研究院主辦的「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社會領威學銜研討會」宣言實，承蒙

評論人吳進喜副教授、與會人員以及兩位匿名審查人給予的諸多精闕意見，提供參考，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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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1997, Marine education has been incorporated into the Important Issues of the Grade

1-9 Curriculum Guidelines. The Government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promote marine education

programs at all levels schools. But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s how to discipline, or

to adjust curriculum including the Competence indicators of marine education into the original

curriculum? As geography teaching of Social Studies learning Field an example, the aim in this

paper is to explore the Ability lndicators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arine Education Curriculum and

the Curriculum of the Social Studies learning Field, and to analysis the "Ocean" content written in

the Basic Text, to provide corresponding geographical teaching strategies.

The results of this analysis: there are 13 topics axis' ability indices of Marine Education

Curriculum can be integrated into the project of Social Studies learning Field competence indicators,

which corresponds to ‘the people and space' theme indicators for the majority, some other

marine ability indices which dido' t be written can be included stil l. Geography textbooks, only the

coastallandform unit is as the "ocean" the theme, the ocean is usually the applied 0句ect of concepts,

so in order to meet the goal of Marine Education, there are two geography teaching strategies' the

first , as "Ocean" a regional entity, to enhance the effect of the "Ocean" in the general curriculum,

the second, using other Curriculum Schedule to operating the "Ocean" course.

Keywords: Grade 1-9 Curriculum Guidelines, Marine education, teaching geography, field work,

Social Studies Learning 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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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序言

基於國際重視海洋環境的潮流及檢視

臺灣所處的海洋位置與資源，政府於民國90

年宣布《海洋白皮書> 2 ，宣示我國為「海

洋國家」、以「海洋立國 J '此後陸續發布

《海洋政策綱領》、《海洋政策白皮書》

教育部 (2007 )於民國96年公布《海洋教育

政策白皮書》之後，為了真體落實白皮書所

提各項策略及目標，教育部持續於96年6月

研訂五年期程之「海洋教育執行計畫 J (教

育部， 2007) ，叉於民國97年將海洋教育納

入九年一賞課程七大學習領域的新興議題，

和環境、人權、資訊、家政、性別平等、生

涯發展教育六大議題並列，成為七大新興議

題。由於海洋教育強調以海洋為核心，強化

學校的海洋教育內容、培養優質的海洋人才

作為政策的目標，因此在各領城中進行課程

規劃與設計、師資培訓、教學革新、設備改

進、學生能力的養成或培育、教學評量或證

照、宣導活動等，且實施相關配套措施、設

定逐年應達成的目標(教育部， 2007) 3 ,

以落實海洋教育的真體工作。兩年多來，教

育部及所屬的各縣市教育局即紛紛進行海洋

議題融入各學習領域的各種課程活動設計和

主題研習，並設立海洋教育網進行海洋議題

的討論、資訊的提供，足見在現今中小學教

學場域推動海洋教育新興議題的積極性。

然而第一線的教師在面對依各領域主

題軸、能力指標所編寫的教材之際，如何從

學科知識脈絡調整課程， if寺海洋教育的能力

指標融入課程中?即為實踐海洋教育的主要

關鍵。本文以社會領域的地理科教學為討論

對象，先從海洋教育的課程綱要中，比對其

能力指標和社會學習領域的融入關係，以分

析地理教學是依據哪些社會學習領域的能力

指標發展海洋教育?再進一步討論地理教材

中和「海洋」有關的內容為何?最後提出將

「海洋」議題納入現有地理教學活動的策

略。

貳、海洋教育課程綱要和

社會學習領域的關係

教育部的《海洋白皮書〉在分析當前

海洋教育問題中提到，當前教育政策偏重由

陸看海、國民海洋素養課程偏低、中小學教

科書的海洋概念偏低的現象，教材中缺乏對

海洋休閒活動、資源、海洋法的認識，普通

高中、非海事類職業學校及綜合高中課程中

所提供之海洋教育僅涉及一般基本概念，大

學通識教育開設的海洋教育相關課程甚少

(教育部， 2007) 4 ，為了落實政策，在揭

示「海陸平衡」、「知行合一」、「產學攜

手」、「資源共享」、「國際接軌」等理

念、目標之後，教育部叉擬定海洋教育課程

2 以下簡稱{海洋白皮書}。

3 97-100年度教育部海洋教育先導計畫。

4 其內文指出 r ...分析民國九十年以前國編版教科書之內容，國民小學教科書之海洋概念僅佔整體內容的2.86兒，因

民中學教科書中則為4.28% ... J 0

宮。中等教育第63卷第3期



海洋教育議題在圈中地理教學的實踐

Marine Education Issues Practiced in Junior High School Geography Curriculum王三三

綱要(教育部， 2008) 5 ，具體提出基本知

能、能力指標等具體內容，以納入七大學習

領域的教學活動。以地理教學而言，海洋教

育的各項能力指標與社會學習領域的對應關

係，即為地理教學實施海洋教育的參照項

目，在討論地理教學如何發展海洋議題之

前，有必要先分析〈海洋白皮書〉、〈海洋

教育課綱〉的目標，再進行比對與社會學習

領域各能力指標的對應關{系，以供在教學設

計時能夠明確依循。

一、海洋教育的政策、目標

《海洋白皮書〉提出海洋教育是立基

於「確立海陸平衡的教育思維」、「建立知

行合一的教育實踐」、「質現產學攜手的教

育願景」、「共築資源共享的教育網絡」、

「本土接軌國際的教育理想」等理念，為

落實上述理念，該書內容具體揭示了海洋教

育的目標有五項:

l各級教育行政機關因應區域發展需要訂

定海洋教育推動計畫及健全推動制度，

提升人才培育績效，以促進國家海洋社

會、產業及環境保護的發展。

2.各級學校加強海洋基本知能教育，培育

學生具備認識海洋、熱愛海洋、善用海

洋、珍惜海洋及海洋國際觀的國民特

質。

3.建立學生家長對海洋的正確價值觀，且

對海洋有充分的7解，並輔導依其性

向、興趣選擇適性的海洋所系科及行職

業。

4.各級海洋校院配合海洋科技及產業發

展，創新海洋教育人才培育制度內涵。

5.整合產官學研界共同的海洋教育資源，

合作培育符合業界需求的技術專業人

才，提升學生就業率及產業競爭力。

從上述五項目標所指對象，幾乎是從

教育行政機關、學校、家長、海洋院校、產

官學界全面動員進行對海洋議題的關注，甚

至是從上到下，從學校擴及民間社會的教

育推動。再以內容論，第2項提出強化海洋

知識，第 l 、 3 、 4 、 5等四項強調海洋人才培

育，可以想見海洋教育的目標，在普及國民

的海洋知識、增強情感之外，也強調培育海

洋事業領域的人才，作為貫穿「海陸思維一

教育實踐一產學合作一資源共享一國際接

軌」等理念的軌道，而教育實踐理念則有賴

各級學校進行普及性的海洋教育。

因此，有關學校普及海洋教育部分，主

要是落在第 l 、 2項目標的內容，各級教育機

關訂定計畫、各級學校加強基本知能，這兩

項目標分項擬定策略目標， (表 1 )充分說

明從上到下的教育體制推行架構，並在經費

上給予補助。在針對學校發展海洋議題的課

程、活動、教材等方面之具體目標，確立各

級海洋課程的銜接、要訂出國民 12 歲、 15

歲及 18 歲各階段的海洋能力、課程中海洋

教育內容的比例、納入教科書審查、發展其

特色的海洋教育學校、結合社區海洋資源、

規劃充實教師海洋基本知能的研習、鼓勵學

校發展有本位特色的海洋教育， (教育部，

2007)這些項目為海洋教育在各級教育體制

5 原綱要名為{報告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諜程網委重大議題(海洋教育) ) ，以下簡稱〈海洋教育課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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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以全面性施展的指導原則。換言之，當學 時，已經進入國家培育海洋人才的一環。

校教育推動各課程進行海洋教育議題的學習

表1 海洋教育政策中和學校教育有關的策略目標

、建立推動海洋教育之基礎平台

(一)健全各級教育行政機關海洋教育推動制度。

(二)建立推動海洋教育之整合及溝通平台。

(三)充分交流、分享與運用海洋教育相關資源及資訊。

二、培育學生海洋基本知能與素書

(一)增列高中職及國中小課程綱要的「海洋教育」重要議題，課程內涵比例應合理適切。

(二)鼓勵各級學校發展真有特色的海洋基本知能課程、教材及活動。

(三)鼓勵及支援各級學校發展兼顧知識、體驗及生活技能的海洋教育。

資料來源:海洋教育政策白皮書(教育部， 2007)

標， (表2) 從參與海域行動、海洋知識學

習、價值觀涵養等內容來看，上述六項目標

內容，不僅包含「親海、知海、愛海」教育

情境，同時隱含了技能、認知、情意三大目

標。其中，國中階段的海洋教育課程目標，

在技能方面已經從親水活動提高到進行水域

休閒活動，認知海域部分，涵蓋的對象涉及

自然資源、產業發展、法規、主權和海洋文

化、海洋科技，同時擴大地域知識，從家

鄉、臺灣海域，進而對臺灣和他圓的海洋文

化進行比較;情意方面則是涵養包含人類與

海洋關係的海洋思考。

二、海洋教育課程綱要中的

能力指標

在海洋政策的目標中，既已確認教育

實踐要透過各級教育行政機構、學校進行海

洋課程推動，進一步要將海洋教育內容具體

併入學生學習內容，則是透過(海洋教育課

綱〉的整體規劃'以邁向知行合一的教育實

踐。《海洋教育課綱》著重尊重自然環境、

海陸平衡思維、教育延伸向海洋、以臺灣為

立足點分享海洋資源等主要概念，提出國民

中小學應塑造「親海、愛海、知海」的教育

情境，同時訂出各階段海洋教育的具體目

表2 中小學海洋教育的課程目標

國小低年級 國小中年級

A喜歡親水活動，並 A.具備游泳基本

重視親水的安全 技能，並分享親

性。 水活動的樂趣。

72 中等教育第63卷第3期

國小高年級

A.熟練游泳基本

技能。

國中

A.熟練水域求生技

能，並從事水城休

閒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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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喜愛閱讀並分享海 B 瞭解家鄉的水產相 B 瞭解臺灣海洋資源

洋的故事。 關職業。 開發的概況。

B.瞭解海洋產業的結

構與發展，以及主

要海洋法規與海域

主權。

c.比較臺灣與其他國

家海洋文化的差

異。

D具備海洋自然科學

的基礎知識及瞭解

海洋科技發展。

E認識常見的海洋資

源與可再開發的再

生資源。

F涵養人與海洋和諧

共處的價值觀，培

養熱愛家鄉，熱愛

海洋的思想情感。

(教育部， 2007)

C.瞭解臺灣海洋文

化，並領略海洋冒

險、進取的精神。

E.瞭解臺灣基本的河

流與海洋資源，並

積極參與海洋環保

活動。

F.涵養熱愛海洋情操

與增進探索海洋知

識的興趣。

E.瞭解家鄉常見的河

流或海洋資源及其

保育方法。

c.認識水的特性及其

與生活的關係。

C.欣賞海洋文學與藝

術作品，認識海洋

民俗活動或信仰，

並嘗試創作海洋文

學、藝術作品。

D.瞭解河流或海洋環 D.認識常見的海洋生 D.瞭解海洋自然科學

境保護與生活的關 物。 的基礎知識。

係。

資料來源: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重大議題(海洋教育)

至於海洋教育議題的內容，則依次在 應用科學等四類;海洋資源則分海洋食品、

架構、知能、能力指標中浮現。海洋教育架 生物資源、非生物資源、環境保護與生態保

構分成海洋休閒、海洋社會、海洋文化、海 育等四類。五項主題軸和十六項細類，涵蓋

洋科學、海洋資源等五項主題軸，其下分細 了人類理解海洋、利用海洋資源而生的知

類，共十六項的細類(表3 )。海洋休閒下 識、活動、社會運作內涵，以這些主題軸作

分水域休閒、海洋生態旅遊兩類，海洋社會 為海洋教育的支架，進一步可鋪陳出海洋教

下分海洋經濟活動海洋法政兩類;海洋文化 育的學習內容，並建議融入的學習領域，其

下分海洋歷史、海洋文學、海洋藝術、海洋 中社會、自然與生活科技兩項為海洋教育各

民俗信仰與祭典四類;海洋科學下分海洋物 主題軸均可融入的學習領域。

理與化學、海洋地理地質、海洋氣象、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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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九年一貫課程綱要重大議題海洋教育的架構

主題軸 細類 主題軸

海洋休開 水域休閒

海洋生態旅遊 海洋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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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洋資源

海洋藝術

細類

海洋物理與化學

海洋地理地質

海洋氣象

海洋應用科學

海洋食品

生物資源

非生物資源

海洋民俗信仰與祭典 環境保護與生態保育

資料來源: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重大議題(海洋教育) (教育部， 2007)

在主題軸和細類之外，課程綱要另外再

羅列海洋基本知能6 、海洋能力指標7 ，至

此，海洋教育的內容，已經由具體的能力指

標轉化為可操作的教學活動設計依據，並以

這些海洋指標作為和各學習領域能力指標比

對，以及融入課程的基礎。海洋教育的分段

能力指標在小學的三階段分別有11 、 29 、 36

項，到國中的第四階段，則具有的項(附錄

I) ，從社會學習領域能力指標中可融入的

第四階段海洋能力指標，則有13項8 ，可見海

洋教育議題融入社會學習領域的課程，仍有

相當多的期待。但是融入社會領域課程的情

形是如何?以下再進一步分析兩者的融入對

應關係。

三、海洋教育融入社會學習

領域能力指標內容

海洋教育的能力指標9內容涵蓋了各大

且習領域，尤其是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知

識，甚至因為海洋的知識內容、社會學習領

域和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領域重複，從知識

論的角度來看，海洋教育議題缺乏學科的獨

立性。(洪如玉，2010) 然而作為「議題」

性質的學習內容， r海洋」雖不真有學科獨

立性，並不妨礙各科利用學科的知識體系概

念，將「海洋」融入課程設計。

6 中小學「海洋基本主。能」乃中小學學生所應具備基礎、核心、重要的海洋能力與知織。

7 中小學學生「海洋能力指標」的意 A 乃為促使全灣成為真正的海洋國家，中小學學生所應具備可觀察、可反映於

學習表現的能力，包括海洋休閑、海洋社會、海洋文化、海洋科學、海洋資源等五大主題軸的能力通常「海洋基

本如能」的名詞較大而廠 r 海洋能力指標」的名詞較小而精;兩者之動詞 l連學生年齡增加，其認知、技能或情

意之層次!這之提高。

8 舍小學階段共有39頃，國中有 13>頁，因 4-3-4 、 5-3-6 、 5-3-7等三項重壘，不重被計算。參考表四。

9 以下簡稱海洋能力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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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在現有的社會學習領域課程之中，

如何融入「海洋議題」的各主題軸、細類的

內容?兩者的對照關係為何?在{海洋教育

課綱〉中所羅列的海洋能力指標中，處理了

融入各學習領域能力指標10的對照。從海洋

/社會能力指標兩者的對照中， (附錄2)

可真體將39項海洋能力指標融入28項社會領

域能力指標，以國中地理教學而言，第四階

段則僅有13項海洋指標可以對應9項的社會

學習能力指標，依此，國中階段的社會領域

可融入的海洋能力指標已經大為縮減。

以海洋的各項主題軸能力指標和社會

學習領域主題軸能力指標的對應性來看(附

錄2 、表4) , r 海洋休閒」能力指標共有7

項，國小指標5項，園中指標2項，其中可對

應的國小社會領域能力指標有5項，園中有

l項，偏重融入「人與空間」主題，內容涵

蓋對環境的認識、參與、比對等的社會領

域能力指標。「海洋社會」能力指標共有 10

項，國小指標4項、國中指標6項，其中可對

應的國小社會領域能力指標有4項，園中有5

項，融入內容著重於「人與空間」的交通、

經濟、主權、污染等議題 r海洋文化」能

力指標共有 13項，國小指標8項，國中指標

5項，其中可對應的國小社會領域能力指標

有6項，國中有 l項，融入內容並未強調「人

與空間 J '而是以融入「人與時間」、「意

義與價值」兩項社會領域能力指標為主;

「海洋科學」能力指標共有3項，國小指標

3項，國中則無海洋指標融入社會領域學習

內容，其中可對應的國小社會領域能力指標

有 l項，國中指標 l項，內容以融入「人與空

間」社會領域主題軸為主 r海洋資源」能

力指標共有6項，國小指標6項，國中指標無

該主題的海洋指標，其中可對應的國小社會

領域能力指標有4項，國中未列出可融入的

社會領域學習項次，內容以「人與空間」

「全球關聯」、「生產、分配與消費」

「意義與價值」四項社會學習領域主軸呈

現。

整體而言，海洋能力指標可融入的社會

領域教學的內容，以國小的課程內容居多，

共有26項海洋指標對應了20項社會領域學習

內容，國中較少，共有13項海洋指標對應了

8項社會領域學習內容，以多項的海洋指標

融入次數較少的社會領域指標，有融入內容

相對集中的現象，尤其是國中課程，海洋指

標在國中課程社會領域的融入主題，集中於

「人與空間」的5項、「人與時間」、「生

產、分配與消費」各一項，以及基本內容中

的「畫，灣的自然環境」。以海洋指標對應的

社會領域學習主軸來看，全部28項當中，則

以「人與空間」最多，共有13項 r生產、

分配與消費」為其次，共5項 r 人與時

間」、「意義與價值」居第三，各有4項;

「人與時間」、「全球關聯」各一項 r演

化與不變」、「自我人際與群己」、「權力

規則與人權」、「科學技術與社會」四項主

題軸並未列入。由海洋指標融入社會領域指

標的分析結果，大致看出社會學習領域要發

10 以下各學習領織能力指標，簡稿某科能力指標﹒如社會能力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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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海洋教育議題的課程，並非是以多項的指

標廣泛融入各課程中，最能展現海洋指標的

主要是集中於「人與空間」主題，能真體融

入的海洋主題軸以「海洋休閒」、「海洋社

會」、「海洋文化」三項的能力指標為主。

如上分析，雖然海洋教育能力指標與

社會學習領域對應，有明顯的集中性，但若

再回頭審視未被列入可融入社會領域的其他

海洋能力指標，似有可發揮卻未被羅列的指

標;例如「海洋社會」的 r 2-4-1認識臺灣漁

業轉型與發展的現況和未來，如海洋科技產

業對漁業影響。」一項，應當可以融入「生

產、分配與消費 J r海洋科學」的 r 4-4-1

瞭解水循環的過程、 4-4-6 瞭解臺灣海岸地

形的種類與海岸災害(如海嘯、地層下陷、海

水倒灌)的成因，並提出永續利用的方法、

4-4-7 認識氣溫與氣壓的交互關係(如風和

雲的形成原因)、 4-4-8 認識臺灣的氣候型

態(如春雨、梅雨、颱風等)與海洋的關

係。」則可以融入臺灣的自然環境 r海洋

資源」的 r 5-4-4暸解人工養殖的現況，並積

極維護環境、 5-4-8 瞭解科技發展與海洋資源

永續發展的關係。」則可融入「生產、分配

與消費」。

從社會學習領域、海洋教育課綱兩者的

能力指標對照，海洋教育融入社會學習領域

主題的內容，有侷限於少數指標的現象，但

是，檢視社會領域各科的教學內容中，可以

融入海洋議題的真體事項，並不限於課綱中

所列。因此，海洋議題在社會領域的課程內

容，應該可以有所發展。對於社會領域內的

地理教學而言，也有可參考發揮的依據。

表4 圈中小社會學習領域能力指標與海洋教育各主題軸的對應

海洋主題軸
社會領域能力指標 海洋指標

/能力指標

國小項次 項數 國中項次 項數 國小項次 項數 國中項次 項數

海洋休閒 1-2-25 5 1-4-7 <1-2-4> 5 <1-4-6> 2

1-2-2 < 1-2-5 > <1-4-7>

1-3-15 <1-3-5 >

1-3-6 <1-3-6>

7-3-4 <1-3-8>

海洋社會 1-3-1 4 1-4-6 5 <2-2-1 > 4 <2-4-2 > 6

1-3-12 1-4-10 <2-3-1 > <2-4-3 >

7-2-1 1-4-11 <2-3-3 > <2-4-4 >

7-3-4 1-4-12 <2-3-4> <2-4-6>

7-4-1 <2-4-5 >

<2-4-7 >

76 中等教育第63卷第3期



海洋教育話題在國中地理教學的實踐

Marine Educ(l tiQn Issues Practiced in Juniorl!ig些豆豆 hool Geography Curriculum

社會領域能力指標 海洋指標
海洋主題軸

/能力指標

海洋文化 2-2-1 6 4-4-3

2-3-1

2-3-2

2-4-1

4-3-2

4-3-3

海洋科學 1-3-8 七年級基本 l

內容﹒臺

灣的自然

環境

<3-2-2 >

<3-3-1 >

<3-3-2 >

<3-3-3 >

<3-3-4 >

<3-3-7 >

<3-3-8 >

<3-3-9 >

<4-3 -4>

<4-3-7 >

<4-3-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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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資源 1-3-10 4 O<5-1-2 > 6

<5-2-7 >

<5-2-8 >

<5-3-4>

<5-3-6 >

<5-3-7 >

合計 20 8 26 日

資料來源: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重大議題(海洋教育) (教育部， 2007)

*【4-3-4】、【5-3-6】、【5-3-7】在該主題軸中出現兩次，此處僅作一次計算。

4-1-1

7-2-2

9-3-4

參、地理課程的「海洋」
內容與教學應用

既然海洋能力指標可融入社會領域的數

量有39項，可融入國中課程的有13項，以作

為社會學習領域一環的國中地理教學而言，

真有明確空間實體的「海洋 J 在議題或和

領域知識重複的內容中，如何發展海洋相關

O

知識，以作為培育日後海洋人才的搖籃?

一、國中地理教材中的「海

洋」內容與融入教學

海洋教育政策白皮書提到現有國中小

課程中的海洋概念僅有4.28%' (教育部，

2007) ，以〈社會學習領域基本內容》各主

題軸的單元主題來看， ，.人與空間」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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軸下的「臺灣的位置」、「臺灣的自然環 海洋概念(表5) ，所以根據基本內容為基

境」、「臺灣的環境問題與保護」、「臺灣 礎的地理教學的教材，真有融入海洋教育議

的產業 J '以及「全球關連」主題軸下的 題的單元並不多。

「東北亞」、「全球性議題 J '具有明確的

表5 社會學習領域基本內容中與海洋議題有關的單元

主題軸 內容 說明

人與空間 臺灣的位置 2.臺灣的範圍

臺灣的自然環境 2.臺灣的氣候

4.臺灣的海岸與島嶼

臺灣的環境問題與保護 I.臺灣的環境問題與保護

臺灣的產業 I.臺灣的農漁業

全球關連 東北亞 2. 日本和南韓產業發展的背景和分布特性

全球性議題 全球環境議題

資料來源:國中小學九年一實課程綱要社會學習領域， (教育部， 2008)

再以國中社會南一出版社第一冊(上)

有關地理的「臺灣的環境」內容為例，與海

洋有關的課程，分別是「第一章地理位置與

範圍」談及臺灣環海的位置、「第三章海岸

與島嶼」的海岸的種類、臺灣的海岸及臺灣

的離島、「第四章天氣與氣候」中視海洋為

一影響氣候的因素、「第五章水文」的視海

洋為水循環的一部份。「第六章自然生態與

環境保育」則是在海陸位置接觸帶、海岸生

態體系、地層下陷等單元提到「海洋」。雖

然和「海洋」有關的內容分散於各章節，但

仍可在主題中直接看到海洋。再以同一版本

的國中社會第一冊(下)的內容分析，對照

海洋教育能力指標，僅有「第二章產業的分

類與結構」的漁業、「第四章聚落與交通」

的水運與空運才和「海洋社會」主題軸有

關。第三冊的中國地理各章內容， r海洋」

概念更是隱於各主題之內，例如距海遠近概

78 中等教育第63卷第3期

念、東部經濟帶的近海特性。第四冊「世界

概說」的「全球的海洋與陸地」即是以海洋

為主題的單元，其他單元論述亞洲各圈，通

常是說明位置時提及海域，唯有對日本特別

強調海洋資源。

如以上的分析，國中社會領域地理課本

中海洋教材所占的比例，以第一、二冊部分

單元為主，要藉以發揮海洋知識有所侷限，

甚至如果主題並非海洋， r海洋」的影響為

何，更有被簡化的可能性。例如世界地理中

臨海國家的位置特性，若只被視為背景說

明，即進到另一單元，也就忽略了海洋的重

要性。

雖然基本內容中以海洋為主的份量雖

低，並不表示課程缺乏對「海洋」的認識，

透過海洋/社會領域兩者能力指標比對，

「海洋議題」可以透過各項能力指標中融入

不同單元，可視為分散於各主題軸中的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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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而以「融入」的方式將海洋帶進課程

中，顯見「海洋」並不是一定要成為獨立的

學習主題，在一般教學活動中，即可進行海

洋教育議題的操作。就地理科教學內容而

言，如果不將「海洋」視為一個課程單元的

主體，而是地理概念融入課程中的客體?我

們是不是會看到更多的「海洋」概念?廣泛

的將海洋指標納入地理概念的教學設計之

中，也是實踐海洋議題融入地理教學的真體

操作，例如，進行「漁業發展」單元時，在

強調認知漁業分類、分析漁業經營特性、發

展脈絡時，其中有關海域的養殖業、海洋漁

撈業，可以融入「海洋社會」、「海洋資

源」主題軸，也就是將沿岸、沿海、遠洋視

為一個區域，理解海洋提供的漁業活動場域

特性、海洋經濟環境的多重性;再者如「水

文」中的「水循環」、「水資源」概念，也

包含了海洋，如果學習重點不只是純粹瞭解

水氣形態和移動、用水分配、效益，可以強

調河流與海洋系統的相關性，加強海洋知

識、海洋環境保育、資源共享等理念。

因此，教材中可供連接海洋議題的內

容多寡，並非實施海洋教育的限制，對於地

理教學而言，根本問題在於面對「海岸」

「海洋」等相關概念時，檢視地理相關概念

和「海洋」主題軸的能力指標的結合，而不

是在講述內容中有提到海洋，或舉例帶過。

例如將地形中的「海岸分類、臺灣的海岸」

單元與「生態系統和環境保育」作課程的連

結，同時建構地理概念、海洋知識體系，而

在面對通論、區域或國家的「產業活動」

時，不只是分類強調第一、二、三級的特

性，而是將產業發展放到區域互補、交流的

作用，對於跨海性的運輸、質易等交流所帶

來的影響作一討論，此為一平時課程中即可

調整的教學設計。此種教學設計在各縣市鼓

勵的創意教案中，為常見的安排。11在地理

學科的教學中，要實踐海洋教育強調的「海

陸平衡」思維，需要強化地理概念如何在區

域間運作的思考，以擴大學生認識世界的視

野，以及提供多種觀看角度。

二、利用本位、彈性課程時

段的海洋教育地理教學

實踐

海洋教育在國中的地理教學實踐，除

了從一般的課程融入海洋指標之外，若要進

行以海洋為主體的課程設計，通常需要利用

彈性課程或空白課程，或結合其他學習領域

的內容。近幾年來，教育部為7推動海洋教

育議題，鼓勵大專院校提出相關計畫(教育

部年度先導型計畫，各年度) ，並從各級教

育行政機關、學校展開各項鼓勵、補助計

畫。基於教育部、縣市教育局國教輔導團的

推動，鼓勵中學教師們以各地教學環境為基

礎，設計出一些合海洋教育議題的課程，課

程的實施多以學校的鄉土教育、本位課程出

發，設計許多相關的海洋課程，例如臺南縣

II 例如台南縣2008海洋教育創意幸企業的優選作品(rf這「風」漂「洋J ) ，即是將海洋相關概念作結合的教學設

計。台南縣海洋教育資源、綱， 2010年8 月 31 日取自 http://sea.owes.tnc.edu.tw/xoops/modules/mydownload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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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年推動海洋教育即徵求人文的海洋、歷史

的海洋、自然的海洋等三項主題的課程內容

與教案，累積T r臺南縣的治海拓殖及其產

業」、「臺南縣治海的湖汐與洋流」等課程

內容， (臺南縣)這些課程男外設計學習

單，結合重要概念與鄉土中的重要景觀與

物，本位課程的時段成為進行海洋教育的重

要媒介。

何以地方國教輔導團所推動的海洋教育

課程，要以本位或彈性課程等時段進行?

要是因為這些課程設計通常是以特定海洋或

海域為主體，讓學生學習海洋環境、產業、

文化習俗產業等知識，內容包含多項主題軸

或細類、多項海洋指標，屬於整合和深入探

討基本內容不同單元之間的地理概念和海洋

知識，由於需融合「知海、親海、愛海」的

理念，也要達成認知、技能、情意等教學目

標，往往需要數堂課才能實施教學活動，以

現今社會領域各科每週教學時數僅有一小

時，且一名教師要教授十多個班級的條件來

看，教師要進行海洋議題課程實有操作上的

困難。

衡諸專題設計的海洋教育課程實施不

易，地理教師在一般地理教學實踐中，要融

入海洋教育議題，應在平時的地理課程中，

針對「海洋」的重要性，透過教真、影片、

照片、增加引導的內容，以提高學生對海洋

的關注。

三、以田野實察進行海洋教

育的地理教學

海洋教育課綱中強調塑造「親海、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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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愛海」的情境，在一般的地理教學活動

中，室內課程中為經營「知海、愛海」的場

域，田野實察的課程，為具體實踐「親海」

的教學活動。以特定地理主題，或是海洋議

題為主的海洋教育融入地理田野實察，學生

活動內容或許會因主題有知識概念建構或海

岸區域特色之別，而有區域範圍、海洋比

重、知識涵蓋內容差異，活動的設計，均1、

脫離以地理概念作為調查或觀察內容的設

計。

以特定地理概念為主的海洋教育田野

質察，融入「海洋」的影響機制，以高雄市

的海洋教育為例，如果高雄市的國中社會領

域課程，嘗試將高雄市海洋議題融入地理教

學中，高雄港、碼頭、瀉湖、海岸、造船

業、漁業等重要景觀將會成為觀察重點。如

果是以海洋為主體的田野實察活動，在擇定

的海岸或海域，將相關的海洋主題與指標，

以地理概念分析，讓學生在地理學的人地、

空間、區域三大傳統脈絡下，實際接觸到海

洋、海岸、港口、漁船、商船、漁/工/商

業活動、漁村文化，實察活動就具有整合技

能、認知、情意三大教學目標的功能。例如

高雄市教育局在「海洋城市」概念下，於民

國96年鼓勵各校舉辦「水岸花香一深化本土

教育」的相關活動，當時以高雄市深具特色

的地理條件作為鄉土考察的對象，正能結合

認識鄉土--海洋城市與深化學習都市地理兩

個目標，所以利用港區與河岸作為地理實察

的重心，在哨船頭、漁人碼頭、香蕉棚、掘

江商場等景點的觀察、調查、記錄、訪問

中，瞭解海洋/海港/都市/產業發展的連



海洋教育議題在園中地理教學的實踐

三三三三三 Marine Education Issues Practiced in Junior High School Geography Curriculum =一

結性，感受到高雄城市發展和海洋的緊密關

係。(許淑娟， 2007 )

雖然地理科教學以田野實察活動，可以

實踐「知海、親海、愛海」等海洋教育議題

的精神，但要在國中現行課程中實施地理實

察，有課程時數不足的限制， (張國禎等，

2010)一般而言，高中地理課程尚有兩章地

理實察，而國中社會學習領域的課程中，並

無田野實察單元，如果地理教學要以田野實

察進行海洋教育，需要有其他彈性、本位、

鄉土等課程的時數配合或其他教師的人力支

援。

肆、結論

海洋教育是衍自國家「海洋立國」海洋

政策的新興議題，其理念在「海洋立國」精

神之下，培育海洋人才、涵養國民的海洋知

識、情懷等目標，需要實際的教育行動才能

落實，因此在〈海洋教育白皮書〉、《海洋

教育課綱〉逐一公布後，從教育部以降，各

級學校開始進行將海洋議題融入課程的學習

調整。以園中社會學習領域的地理教學實踐

而言，根據兩者的能力指標比對，可融入13

項海洋指標的社會學習領域內容，主要集中

於「人與空間」、「生產、分配與消費」主

題軸等8項指標中，從《社會學習領域基本

內容〉分析，有關海洋教育的內容並不多，

除了海岸地形是將「海洋」視為主題之外，

海洋通常是作為應用概念的客體。但以海洋

指標作為融入的路徑來看，國中地理教學中

有廣泛且明確可融入的海洋概念內容，教師

可特別強調「海洋」主題、「海洋」的影

性，結合相關的海洋概念，達到海洋教育能

力指標。因此，為了達到「親海、知海、愛

海」的目標，地理教學策略可分為二，首先

是在一般課程中可強化「海洋」的影響作

用，其次利用彈性、空白課程的時間，整合

相關地理概念;此外，可以利用其他彈性、

本位課程，設計將「海洋」視為一區域實體

的課程，應用地理概念，將學校附近的相關

海洋議題納入彈性課程設計，以鋪陳認識、

親近、愛情海洋的整體性目的。不過受限於

國中地理課程的結構，地理教學要在基本的

上課時數外，以田野質察進行海洋教育，需

要運用彈性、本位、鄉土等其他課程的配

.b-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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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休閒

附錄 l 九年一貫課程海洋教育第四階段能力指標

主題軸 細類 第四階段能力指標

水域休閒 1-4-1 參與一種以上水域休閒活動，體驗親水的樂趣。

1-4-2 學習從事水域休閒運動的知識與技能，真備安全自救的能力。

1-4-3能以正確姿勢換氣游泳。

1-4-4瞭解海岸型觀光資源，拓展自己可參與親海休閒活動。

1-4-5規剖自己可行之親海休閒活動，並樂於分享其經驗。

海洋生態旅遊 1-4-6參與水域生態旅遊活動，體會地方人文風情。

卜4-7參與水域生態旅遊，學習環境保護與休閒活動平衡共存的解決

方卦。

海洋文學
海洋文化

海洋法政

海洋歷史

海洋社會

海洋經濟活動 2-4-1認識臺灣漁業轉型與發展的現況和未來，如海洋科技產業對漁

業影響。

2-4-2瞭解航運與經濟發展的關係。

2-4-3瞭解海洋各級產業結構的現況，探索海洋經濟活動帶來的影

響。

2-4-4認識國內水產或海洋產業經濟活動的運作概況。

2-4-5認識水污染防治法、海洋污染防治法、聯合國海洋公約等相關

法規的基本精神。

2-4-6瞭解我國領海主權與經濟海域權利的內涵。

2-4-7瞭解畫灣海洋主權與經濟發展、國防、政治主權的關係。

3-4-11暸解臺灣地理位置在航運史上的重要性。

3-4-2分析臺灣海洋拓展史之演進與未來發展。

3-4-3聆聽、閱讀、欣賞各式以海洋為主題之文學作品，瞭解臺灣海

洋文學的內涵與特色。

3-4-4嘗試以海洋為素材，並利用寫作技巧，從事文學創作以表達自

己對海洋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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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教育議題在國中士的里教學的實踐

Marine Education Issues Practiced in Junior High School Geography Curriculum一一

細類

海洋藝術

海洋氣象

海洋食品

生物資源

主題軸

海洋科學

第四階段能力指標

3-4-5分析臺灣海洋藝術的內涵與精神。

3 -4-6能運用音樂、 l視覺藝術、表演藝術等形式，鑑賞與創作海洋為

海洋文化 主題的藝術。

海洋民俗信仰3-4-7瞭解海洋民俗信仰及傳統祭典與當地社會發展之關連。

與祭典 3-4-8能藉由認識海洋民俗信仰，體認人與大自然互生共存的關係。

海洋物理與化4-4-1瞭解水循環的過程。

學 4-4-2認識海水的化學成分。

4-4-3認識海水的物理性質(如密度、比熱、浮力、壓力等)與作用

(如波浪、潮汐、洋流等) ，及其對海洋生物分布的影響。

海洋地理地質 4-4-4認識海洋在地球上的分布、比例及種類。

4-4-5 瞭解板塊運動與海底地形(如大陸棚、中洋脊、海溝等)的關

係。

4斗6 暸解臺灣海岸地形的種類與海岸災害(如海嘯、地層下陷、海水

倒灌)的成因，並提出永續利用的方法。

4-4-7 認識氣溫與氣壓的交互關係(如風和雲的形成原因)

4-4-8 認識臺灣的氣候型態(如春雨、梅雨、颱風等)與海洋的關

{系。

海洋應用科學 4-4-9認識海水淡化及其應用。

4-4-10認識潮汐、風力等發電方法對經濟發展與環境的重要。

5-4-1 瞭解日常生活中水產的來源與製作過程。

5-4-2 瞭解水產可用食品特性與營養價值。

5-4-3 I陳解水域或海洋生態系的特性，物種之間相互依存的關係'以

及能量流動與物質循環的特性。

5-4-4 瞭解人工養殖的現況，並積極維護環境。

海洋資源非生物資源 5-4-5 認識海洋再生資源及其在生活中的運用。

環境保護與生 5-4-6 認識常見的環境污染指標生物與生物累積作用，察覺人類活動

態保育 對生物與自己的影響。

5-4-7 察覺海面活動、海岸工程及陸地廢棄物排放對生物生存所造成

的阻力，並提出可行的防治方法。

5-4-8 暸解科技發展與海洋資源永續發展的關係。

資料來源: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重大議題(海洋教育) (教育部，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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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2 海洋教育議題融入七大學習領域之對應表

海洋主題 社會學習領域能力指標 海洋指標

l 人與空間 < 1-2-4>

1-2-1 描述居住地方的自然與人艾特性。 < 1-2-5 >

卜2-2 描述不同地方居民的生活方式。

l 人與空間 <1-3-5 >

海洋休閒
1-3-1 瞭解生活環境的地方差異，並能尊重及欣賞各地的不同特色。 <1-3-6>

1-3-6 描述鄉村與都市在景觀和功能方面的差異。

1.人與空間 <1-4-6>

卜4-7 說出對生活空間及周邊環境的感受，並提出改善建言或方案。 <1-4-7>

7.生產、分配與消費 <1-3-8>

7-3-4 瞭解產業與經濟發展宜考量區域的自然和人文特色。

1.人與空間 <2-3-3 >

1-3-11 瞭解臺灣地理位置的特色及其對臺灣歷史發展的影響。 <2-3-4>

1-3-12 瞭解臺灣具備海洋國家發展的條件及優勢。

1 人與空間 <2-4-2 >

卜4-6 分析交通網與水陸運輸系統的建立如何影響經濟發展、人口分

布、資源交流與當地居民的生活品質。

1.人與空間 <2-4-7 >

1-4-10 瞭解海洋主權與經濟發展、國防、政治主權的關係。

1.人與空間 <2-4-6 >

海洋社會
1-4-11 瞭解領海與經濟海域的管轄主權等海洋權益。

1.人與空間 <2-4-5 >

1-4-12認識水污染防治法、海洋污染防治法、國際海洋公約等相關法

規的基本精神。

7生產、分配與消費 <2-2-1 >

7-2-1 指出自己與同儕所參與的經濟活動。

7 生產、分配與消費 <2-3-1 >

7-3-4 瞭解產業與經濟發展宜考量區域的自然和人文特色。

7生產、分配與消費 <2-4-3 >

7-4-1 分析個人如何透過參與各行各業與他人分工、合作，進而產生整 <2-4-4 >

體的經濟功能。

海洋文化
2.人與時間 <3-2-2>

2-2-1 瞭解居住地方的人文環境與經濟活動的歷史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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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主題 社會學習領域能力指標 海洋指標

2.人與時間 <3-3-1 >

2-3-1 認識令昔臺灣的重要人物與事件。 <3-3-2 >

2-3-2 探討臺灣文化的淵源，並欣賞其內涵。 <3-3-3 >

<3-3-4 >

I.人與時間 <3-4-1 >

2-4-1 認識臺灣歷史(如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層面)的發展過 <3-4-2 >

海洋文化
程。

4.意義與價值 <3-3-8 >

4-3-2 認識人類社會中的主要宗教與信仰。 <3-3-9 >

4.意義與價值 <3-3-7 >

4-3-3 瞭解人類社會中的各種藝術形式。

4.意義與價值 <3-4-5 >

4-4-3 瞭解文化(包含道德、藝術與宗教等)如何影響人類的價值與行 <3-4-7 >

為。 <3-4-8 >

l 人與空間 <4-3 -4>

1-3-8 瞭解交通運輸的類型及其與生活環境的關係。 <4-3-7 >

【 4小8 】

(五)七至九年級基本內容 <4-3-4 >

海洋科學 七年級基本內容

主題軸:人與空間

內容:臺灣的自然環境

說明: 3.臺灣的河流

說明臺灣河流的特色、功能及其開發與保育。

I.人與空間 <5-3-6 >

1-3-10 舉例說明地方或區域環境變遷所引發的環境破壞，並提出可能 <5-3-7 >

的解決方法。

4.意義與價值 <5-1-2 >

4-1-1 藉由接近自然，進而關懷自然與生命。

海洋資源
7生產、分配與消費 <5-2-7 >

7-2-2 認識各種資源，並說明其受損、消失、再生或創造的情形，並能 <5-2-8 >

愛護資源。

9.全球關連 <5-3-4 >

9-3-4 列舉當前全球共同面對與闕，心的課題(如環境保護、生物保育、 <5-3-6>

勞工保護、飢餓、犯罪、疫病、基本人權、經貿與科技研究 <5-3-7 >

等)

合計 28 42

資料來源:教育部， 20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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