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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與澳洲高中生海洋教育認知之比較分析—以臺中一中與昆士蘭

州立菁英中學健康科學校區為例 

The Comparative Analysis on Cognition of Marine Education in Taiwan 

and Australia: A Study of Taichung First Senior High and Queensland 

Academy for Health Sciences 

摘  要 

本文以比較課程與問卷調查的量化分析等研究方法，探究兩地頂尖公立高中

生對於海岸地形單元課程的認知差異；研究發現，澳洲昆士蘭州立菁英中學健康

科學校區（QAHS）各問項平均數明顯高於臺中一中（TCFSH），「海岸地形課程

實用性」問項類別達到 3.68 為最高。單因子變異數分析顯示，性別、年級、個

性、嗜好與未來升學方向等，是造成兩地學生在海洋教育認知上差異的主因，而

兩校學生的個性與嗜好皆影響了課程的學習動機（P≦.05）。因此，未來國內高

中開設海洋教育選修課程時，可參考澳洲昆士蘭州海洋教材的設計理念，加入生

活化與實用性的元素，以提升學生的海洋教育認知。 

關鍵詞：海洋教育認知、高中生、量化分析 

 

Abstract 

The study aims to compare the cognitive difference of marine education between 

Taichung First Senior High and Queensland Academy for Health Sciences by methods 

of comparative curriculum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The result shows the students in 

QAHS do better in all items on questionnaires than those in TCFSH. Especially 

within the category of curriculum’s practicability QAHS scores up to 3.68. The 

analysis of One-way ANOVA shows some factors such as gender, grades, personality, 

hobby and future-studying, playing important roles in marine cognition and are more 

significant in TCFSH. Both factors of personality and hobby affect students’ motive to 

study on either side (P≦0.05). As a result, the curriculum which is more relative to 

livelihood and practicability like that in Queensland would be good as a reference for 

us in high school’s elective marine courses. 

Keywords: the cognition of marine education, high school students, quantitative 

analysis 

壹、 緒論 

四面環海的臺灣，由於海峽兩岸的歷史因素，近年來才開始積極推廣海洋教

育（marine education），而在高中階段，提及海洋意識的課程以地科、生物與地

理三科為主，其中，地理科具備人地傳統的學科特質，氣候、地形與水文等單元

觸及海洋、海岸對於人類生活的影響，足以展現高中地理課程對於海洋意識的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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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應具有相當程度的指標性意義（彭佳偉、李明燕，2013）。 

江愛華、蔡秀枝（2009）針對臺灣與澳洲兩地高中海洋教育課程目標與能力

指標的研究指出，澳洲海洋教育多為海洋實務與技能教學，臺灣則以海洋知識的

傳授為主。相較於地大物博的澳洲，臺灣地狹人稠，1,566 公里的海岸線總長、

為國土面積 4.72 倍的領海範圍，四面的環海資源應更顯重要（行政院教育部，

2007）。但國人長期以來「依陸看海」的習慣，以及過去政府視海岸為禁區的相

關規定等因素，可能導致當前高中生對於海洋教育的認知有所不足（黃嘉郁，

1999；邱文彥，2000；蔡錦玲，2007；吳靖國，2012；王嘉陵，2015）。根據澳

洲新南威爾斯州（2008）公告的海洋課程第六階段（Stage 6, Marine Studies）與

昆士蘭州教育部課程發展局（Queensland Studies Authority, 2006）修訂的 11-12

年級海洋課程綱要（Marine Studies Senior Syllabus），高中階段海洋教育以培養

海洋環境議題的批判性思考與應用，並在安全考量下參與海洋體驗等目標為主。 

澳洲海洋教育課程的推動已行之有年，對於剛起步數年的臺灣，應有可供參

考之處，依此擬定研究目的如下： 

一、釐清臺灣與澳洲兩地高中階段，現行海洋教育課程內涵的差異性。 

二、分析兩地高中生在該單元課程中，海洋教育認知表現之差異性與原因。 

貳、 研究方法 

本研究透過質性研究與問卷統計分析，再依據認知學習理論中自覺性認知

歷程的概念，比較臺灣與澳洲昆士蘭兩地高中生海洋教育的認知差異及其主因。 

一、研究假設 

（一） 在完成中學階段地理課程中海岸地形的學習後（高一，10 年級），高中

生對於海岸地景資源、海洋觀光等海洋意識有所提升。 

（二） 高中生對於海洋教育認知的表現，沒有性別與年級（年齡）上的差異。 

二、分析內容 

本研究在課程規劃與設計的面向上，比對澳洲昆士蘭州海洋教材與臺灣地理

課程中的《海岸地形》單元，包括課程標準（綱要）、教授內容、核心概念等內

涵，並針對兩地高中生進行問卷施測。本研究以海岸地形課程單元之學習動機、

課程實用性、地形景觀與生態保育觀點、海岸資源開發與利用觀點等 4 大類別、

16 個問項的問卷作為量化分析的素材，進行描述性統計與各變項之顯著性分析。 

三、操作性定義與施測對象 

臺中第一高級中學（Taichung First Senior High School, Taiwan）為國內頂尖

公立高中；位於澳洲昆士蘭的州立菁英中學健康科學校區（Queensland Academy 

for Health Sciences, Australia，以下簡稱 QAHS），為該國少數可提供國際文憑大

學預科課程（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 Diploma Programme, IBDP）的菁英公立

高中。兩校在升學成就、國際學科競賽以及學術聲望等各方面皆甚突出，因此作

為本研究施測對象。施測時以系統化抽樣（systematic sampling）選擇樣本，依

在校學號，臺中一中在男學生中每間隔 20 號取一人為樣本，女學生人數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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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科學班與美術班招收女學生，每隔 2 號抽取一人為樣本；QAHS 因學校規模較

小，學生人數少且男女合校，故每間隔 3 號抽取一人為樣本。問卷的問項以李克

特量表（Likert scale）操作原理設計為非常同意、同意、普通、不同意與非常不

同意等五個等距尺度（給 5、4、3、2、1 分）；排除劃記不完整或有誤之樣本後，

2013 年、2014 年在兩校分別取得 152 份與 98 份有效問卷。 

四、分析方法 

對於有效問卷的計量統計，運用 SPSS 12.0 軟體中的描述性統計，進行施測

者個人基本資料分析，並利用比較平均數、單因子變異數與單一變數 T 檢定等

方法，分析各問項與不同受訪者群體間的認知水準以及產生差異的顯著性。 

參、 分析與討論 

一、高中階段海洋教育課程的差異性 

 （一）澳洲昆士蘭州高中海洋課程 

1.高中海洋課程標準 

昆士蘭州官方的教育研究機構（Queensland Studies Authority，2006）指出，

2007 年起中學 11 年級海洋課程與英文、數學等科目同屬必修學分，在其課程標

準（Marine Studies Senior Syllabus）中規定，學習時數為 2 學年/220 小時（表 1）。 

 

表 1 澳洲昆士蘭州高中海洋課程《核心與選修課程》授課時數規劃 

       

       資料來源：Queensland Studies Authority (2006) 

 

雖然 2013 年昆士蘭州的課程改革後，海洋課程（Marine Studies）更名為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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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科學（Marine Sciesce）1，但因為兩者之間的課程規劃原則、精神與架構相近，

故本研究以問卷施測時已完成學習的原課程標準為依據。例如：每學期授課時數

以 55 小時為原則，實際授課時數得依據學校整體課程規劃而微調，主要為一門

核心課程搭配一門選修課程，其中，每學年至少須完成 18 小時野外實作（field 

work）被視為課程中重要的一環。在核心課程裡，划船、航海、海洋通訊與臺灣

海事學校的課程設計較為接近，個人水上技能可能在大專院校的體育課程中出

現，而海洋學、海洋生態學與海洋資源管理等三門課程則與海洋工程、環境工程、

海洋生命科學或海洋資源管理等大學校系有關；而本文所引用的部分，為其海洋

學核心課程中的海岸地形主題，包括海岸地形、海灘形成的機制、海岸與海洋變

遷，以及海岸管理流程等，與臺灣現行高中地理第一冊海岸地形單元課程的內容

相似度甚高，成為本文主要的比較素材。就海洋教育課程標準而言，昆士蘭州海

洋課程注重與居民經驗結合、生活化、應用性與實地操作的課程內涵，以其海洋

核心課程的時數分配來看，划船、航海、個人水上技能等需要學生實作的課程比

例超過 50%，顯現澳洲著重於親海、愛海與近海的課程特徵；尤其個人水上技術

（personal water skills）比例達 14%，顯示澳洲高中生能透過課程的修習，獲取

生活中必要的知識與技能（圖 1）。 

 

         

圖 1 澳洲昆士蘭州海洋課程核心各類課程時數比例圖 

 

2.高中海洋課程設計 

昆士蘭州海洋課程以學生生活經驗為依歸，強調多元性的學科整合、課程的

實用性，並提供學生體驗海洋環境的機會（Queensland Studies Authority，2006）。

例如：海洋教育（Marine Education）屬於海洋課程中海洋學（Oceanography）的

範疇，利用 12 小時的室內課程讓學生瞭解海洋學的相關知識，課程內容廣泛涉

及了地理、地質、海洋與工程等領域，而野外實察與海岸變遷專題、海岸休閒與

觀光等課程的設計，可看出這門課希望經由觀察與欣賞海岸景觀資源，讓學生從

做中學，以吸收海洋教育中生活化的內容（表 2）。由此可知，澳洲昆士蘭州實

                                                
1 2014 年，昆士蘭州教育研究機構（Queensland Studies Authority）改制為昆士蘭州課程與評量  

 研究機構（Queensland Curriculum and Assessment Authority, QC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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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海洋教育課程的目的，在於讓學生認識海洋環境的敏感度、複雜性與脆弱性，

培養並激發學生的多元智能。 

 

表 2 海洋課程—海洋教育（Marine Education）專題 

      

      資料來源：Queensland Studies Authority (2006) 

 

 （二）臺灣高中地理科課程綱要《海岸地形》相關單元課程標準 

臺灣高中地理科課程自 2006 年起進入新課綱階段，高一與高二地理課程皆

為必修，合計 8 學分；其中與海洋教育最具相關性的課程單元包括地理第一冊海

岸地形與應用地理上冊海岸變遷等兩個單元，在課程規劃上，分別授課 2 小時與

4-6 小時（表 3），與前述昆士蘭州海洋教育課程中海岸地形（2 小時）與海岸變

遷專題（4 小時）的授課時數大致吻合。在國內現行高中地理科課程綱要的引導

下，課程的設計以與海岸互動的人地關係為主軸，再由核心向外擴散課程架構的

模式確立，但核心與周邊相關單元的連結性並未被強調。例如學生在瞭解海岸地

形的類型與特徵之前，需先透過在氣候學單元所習得的風浪、沿岸流與盛行風等

外營力概念；要瞭解海岸地區的土地利用特徵，需先行認識海岸的動力作用。這

些屬於地形學的課程內容，應與其形成海岸的營力條件—氣候學單元的相關概念

有所關連，但其間的連結軸線並不明確，而此課程設計無法讓學生理解海岸特徵

的成因或機制，甚至進一步預測未來的海岸變化。主因為國內現行的課程綱要僅

規定主要概念、具體目標與能力，並未強制規範各出版社的教科書撰寫章回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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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因而產生例如翰林版與南一版《地理一》教科書，先提地形學再論氣候學的

編排方式，可能出現在學習過程中，較無法具備整體性的海岸概念的問題（圖 2）。 

 

表 3 臺灣高中地理科課程綱要《海岸地形》相關單元課程內涵 

      
  資料來源：整理自教育部普通高級中學「地理」、「應用地理」課程綱要（2008） 

 

      

圖 2 臺灣高中地理科海岸地形單元課程內涵與其知識連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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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小結 

相較於國內高中海岸地形單元的課程內容，澳洲昆士蘭州海岸地形選修課程

顯得完整許多，包括地形學、環境（工程）學、行政管理學以及海洋學的學理融

入其中，且是以海洋學作為基礎的先備智能，讓學生在擁有海水波能、海浪形成

機制以及海水與海岸的交互作用等概念之後，再針對水質與水污染、海岸物理與

工程學，以及海岸地形等三大領域擇一開設課程，利用海洋學的必修概念搭配上

述三者之一的選修概念，形成一套完整的「海洋學」課程（圖 3）。 

 

     
 

圖 3 澳洲昆士蘭州高中海洋教材海岸地形單元課程內涵與其知識連結性 

 

二、兩地高中生海洋教育認知的差異性 

相較於澳洲，臺灣在高中階段的海洋教育課程目前仍僅限於散佈在眾多學

科的現況，雖然已經成立海洋教育資源（學科）中心2，但海洋教育的推廣仍有

待公部門投注更多的心力，而探究與澳洲昆士蘭州高中生在習得海岸地形單元課

程後兩地高中生在海洋認知情形上的差異，亦是本研究的主要目的。 

 （一）問卷描述性統計分析 

1.試卷信度 

本文利用兩校相同問項的問卷進行量化的統計分析，就有效問卷的整體信度

而言，兩校樣本的 Cronbach’s α 係數分別為 0.770 與 0.708，符合社會科學問卷研

                                                
2 依據教育部 99 年 8 月 5 日臺中(三)字第 0990129959 號函，原設立於國立新店高中之「普通高

級中學課程地球與環境學科中心」，自 99 學年度（2010 年 8 月）起更名為「普通高級中學課程

海洋教育資源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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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信度水準須超過 0.7 的門檻（王文科，2000），且由於問卷的問項數僅有 16 題，

表示整體問項的信度具問卷內部的一致性（表 4）。接下來針對兩校問卷的描述

性統計結果進行論述。 

 

表 4 兩校問卷施作結果 Cronbach’s α 係數之判定標準 

子題數 問項類別 臺中一中 QAHS 

16 題 海岸地形課程單元之學習動機、海岸地形

單元之課程實用性、海岸地形景觀與生態

保育觀點、海岸資源開發與利用觀點 

N=152 N=98 

α 係數：0.770 α 係數：0.708 

 

2.受試者特性分析 

在臺中一中所取得的有效問卷裡，由於本文採用的抽樣方式為系統抽樣，故

取得的女學生問卷比例達到20.4%，希望能藉此消弭問卷抽樣上的性別誤差，而

QAHS的問卷抽樣性別比則接近全校男、女學生的比例（4:6）。在填答者年級分

布上，由於臺灣高中的海岸地形單元編排於高一課程進行，為求學習成就與印象

的關連性，本文選擇較多的問卷樣本來自於高一與高二；而由於昆士蘭州的課程

標準將海岸地形單元（海洋學）設定於高二教授，故QAHS的抽樣中以高二及高

三為主（表5）。在現居地的部分，由於臺灣與澳洲的高中生或居民，在定義「區

位」或「地區位置」上有些許的出入，例如所謂的「黃金海岸內地」，當地的高

中生多將並非位在沙灘旁的地區皆視為「內地」，例如距離沙灘僅1公里處盡是

沼澤與內陸的水道，居民亦會以動力船作為對外交通工具，因此現居地僅作為描

述性統計的資料來源，後續的顯著性分析則不納入考量。此外，在升學方向上，

因臺中一中的抽樣樣本為顧及性別的平衡，填答者有較多的美術班女學生，故升

學方向出現與全校以理工、醫科為主要升學目標的現況有所偏差的結果；同時，

因為QAHS的學生，經過激烈競爭而取得入學資格的最終目的，便是能在三年後

成為大學醫學院的新生，故其填寫「其他升學方向」的比例高達62%。 

（二）課程意見分析 

1.問項子題的平均數比較 

比對兩校學生在問卷各問項上的答題狀況，則可發現較為顯著的差異性，並

可藉此推估兩地高中生在海岸地形單元課程之後，對於海洋教育理念的認知情形

或態度的轉變。在第一個問項類別裡，QAHS 於第一題「覺得海邊的風景總是讓

心生嚮往」的作答認同度極高，平均數高達 4.01 分（標準差 0.69），與臺灣高中

生的作答平均數差距最大；顯示在心裡層面的認知上，澳洲昆士蘭州高中生普遍

對於海邊的風景產生好感並心生嚮往，但臺灣高中生則可能受到從小對於「海邊

是危險地帶」的印象，以及臺灣山高水深的景觀亦具有吸引力，而認為山景優於

海景的結果。第二個問項欲探究海岸地形單元課程之實用性，呈現出較為複雜的

統計結果，其中，臺灣高中生認為可以充分掌握課程重點的表現優於澳洲昆士蘭

州的高中生，且對於瞭解海岸地形的相關概念有助於政府進行整體性海岸規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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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知平均數亦高於昆士蘭州，但在海岸活動的安全性與沿岸地區觀光業發展的認

知上卻呈現了相反的作答特徵；本研究推測，臺灣高中生對於「海邊比較危險」

這樣的觀念可能根深蒂固，尤其在少子化的現代，父母親不會輕易讓學生靠近海

邊的觀念亦是無法鬆動，此外，臺灣民眾普遍具有希望政府公部門施以由上而下

的政策性推展，海岸管理與保育亦是如此，但澳洲則已擁有由在地居民或民間團

體做起，共同維護當地海岸景觀資源的習慣，此與 Clarke（2006）與 Stepath（2006）

提到的相關研究結果非常近似（表 6）。 

 

表 5 問卷受訪者基本資料（臺中一中：N=152；QAHS：N=98）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此外，第三個問項類別探討到海岸地形景觀與生態保育觀點，顯示在「居民

共同維護海岸環境，有助於凝聚社區意識與共思未來發展之方向」的問項上出現

了較大的作答平均數差距，澳洲昆士蘭州高中生以 3.63 分的表現遠優於臺灣高

中生的 2.91 分，呼應了前述關於澳洲居民已習慣由在地的力量進行海岸管理或

保育的論點，也表示台灣在這方面的確需要投注更多努力的結果。而此問項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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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後一題：「海岸保育與開發之間應可找到平衡點」，與第四個問項類別的最末

一題：「開發海岸或海洋資源時，運用地理學的地傳統將可避免破壞生態的悲

劇」，兩者皆顯示為整份問卷中，臺灣與澳洲昆士蘭州兩地高中生作答的平均數

雙低的結果，這表示無論是以海洋立國的澳洲，或是才正準備要迎向海洋的臺

灣，對於海岸地區「人地互動」的平衡點，都無法有較為正面的想法，雖然仍高

於問項 1/2 的平均數（2.5 分），在問卷的各子題裡卻著實呈現了偏低的趨勢。再

者，若以子題作答的標準差數據來看，「應用海岸地形的概念，政府對於海岸保

育的規劃與執行可更具整體性」「瞭解海岸地形的成因與特色，有助於在海岸地

帶遊憩或工作時的安全」、「海洋資源是類不可或缺的一環，所以類應學習如何適

應海岸環境」以及「海岸環境具有高度之敏感性，發展各種產業皆應謹慎為之」

等問項呈現兩地高中生作答的一致性。 

 

表 6 兩地高中生問卷各問項比較平均數統計分析（N=152 / N=98）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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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整體問項的比較分析 

若以問項類別的整體性作答情形來看，則可發現澳洲高中生的作答平均數普

遍高於臺灣高中生的特徵，其中以第三個問項類別（海岸地形景觀與生態保育觀

點）的平均數差距最大，達到了 0.4 分的差距，「海岸地形單元課程的學習動機」

問項類別的差距也頗為顯著，達到 0.36 分，可知就生態或景觀資源永續發展的

理念來看，澳州高中生所表現的認知情形仍優於臺灣（圖 4）；本研究推測，其

原因可能包括居民天性或格特質、海洋環境的親近度、內心對於海洋的態度，以

及政府海岸管理方式的差異性，而天性影響著對於海洋的態度，政府海岸管理方

式則主控著海洋環境的親近度。 

 

圖 4 臺中一中與 QAHS 整體問項類別認知表現曲線圖 

 

相對來說，兩地對於第二個問項類別（海岸地形單元課程之實用性）與第四

個問項類別（海岸資源開發與利用觀點）的作答情形則較為相似，平均數的差距

僅有 0.21 分與 0.06 分，可見在課程教學目標中的「技能」一類上，兩地高中生

的認知情形差距甚小，表示透過海岸地形課程的實施，目前仍未具「技能」的教

學成效；反倒是第一與第三個問項類別，分別牽涉到「認知」與「情意」層面的

教學目標，澳洲昆士蘭州教材達成教學目標的程度則明顯優於國內。 

 （三）差異顯著性分析 

對於臺灣高中生的統計結果顯示，「性別」在問項中位居主要影響因子的顯

著性最高，包括第 1 題、第 6 題、第 7 題、第 10 題、第 12 題及第 15 題都達到

顯著水準，其中第 1 題甚至達到 P=0.005 的極高顯著性（表 7）；由此可知，雖然

由於臺灣與澳洲昆士蘭州兩地高中生在性別組成上具有顯著差異性，故本文以海

洋教育認知沒有性別差異作為假設，但本研究發現，性別仍是主要的差異因子，

究其原因，可能與女學生對於海邊的憧憬或是擁有較大的想像空間有關。同時，

學生的「個性」亦是主要的影響因子，且出現顯著差異性的問項與上述的「性別」

因子雷同，可知個性樂觀、開朗的學生，在學習動機、海岸生態保育觀點甚至海

岸開發與利用等問項上，應會與個性內斂甚至悲觀的學生有所差異。而「嗜好」

影響因子所造成的差異性，全部都分佈在第一個問項類別之中，可知喜歡旅遊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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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的學生，作答的特徵與假日也是足不出戶的學生有顯著的差異。 

 

表 7 臺中一中問卷各問項分析結果（N=245） 

       

 

相較於臺灣高中生在有 17 個具顯著差異的問項，澳洲高中生則僅有 8 個問

項在差異性上屬於顯著水準（表 8）。因此，以作答的整體性而言，澳洲昆士蘭

州高中生的一致性較高；其中僅「個性」一項在學習動機的問項類別中，同時出

現兩個子題具有差異顯著性的特徵，由此可知兩地高中生的認知特徵極為相似，

個性樂觀、開朗的學生可接受較大比例海洋教育的課程內容，對於海岸地形單元

課程（或可謂是海洋教育課程）的學習動機亦較高。 

三、小結 

研究發現，臺灣與澳洲昆士蘭州兩地頂尖高中生對於海岸地形單元課程的認

知情形並不相同，QAHS 於四個問項類別的作答平均數皆高於臺中一中，且其在

海岸地形單元課程的學習動機，以及對於海岸地形生態保育觀點等兩個問項類別

的認知情形明顯優於臺中一中，而後者的作答結果，則顯示在性別因子上產生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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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差異性的特徵之外，國習慣於由政府公部門採取由上而下的政策性海岸管理方

式，亦可能造成海洋教育觀念無法迅速普及於全國的主因。因此，依據上述的研

究結果，本文推論在高中階段理想的海岸地形單元課程，應與海洋教育意涵有所

連結，亦即在經過課堂上抽象性，與野外實察所見、所聞、所觸摸的具體化課程

內容之後，思索營力塑造地形的不易而對於海岸地形的敬畏態度油然升起，接著

產生對於環境生態保育實際作為的技能（圖 5）。更有甚者，其關連性不應只是

單向的、純粹認屬於知層面的，因為在昔日國內的地理教科書裡，過多屬於認知

層面的課文內容，導致學生在學習地理課程的過程中，長久以來便產生了強記背

誦的刻板印象；雖然近年來新課綱的實施已有相當程度的改善，不過若能夠仿效

澳洲昆士蘭州《海洋教材課程標準》的課程優點，在 107 學年度將有重大變革的

新課綱裡，規劃一套臺灣本位導向的高中海洋教材，亦是課程發展上的一大步！  

 

表 8 QAHS 問卷各問項分析結果（N=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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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理想的海岸地形單元課程與海洋教育意涵之關連示意圖 

 

肆、 結論與建議 

相較於澳洲昆士蘭州的課程規劃與設計，國內高中階段的海洋教育課程目前

為各學科分散教學的情形，無法以單科進行完整一至二個學期的教材教學。本研

究結果顯示，澳洲高中生對於海岸地形課程內容的精熟掌握度並未優於臺灣，但

在課程學習之後，對於海洋環境教育的認知特徵卻明顯優於國內，可知除了澳洲

高中生在海洋環境親近性以及政府的海岸管理策略等方面皆優於臺灣之外，課程

設計的完整性亦甚為重要。而根據黃炳煌（1989）對於現行課程的批評，學科本

位式的課程設計可提升學生對於課程內容完整性的吸收，但在「科際整合」上則

遭遇到明顯的問題，由於學科邏輯的重要性，各學科之間的邏輯共通性便因此降

低；由此可知，國內現行將海洋教育的相關知識與概念置於各個不同學科內，包

括地科、地理等科目，雖然設立了海洋教育資源中心，卻可能無法解決學科之間

的整合問題。臺灣在 2010 年正式進入 99 新課綱之後，地理科的教學逐漸往人類

生活中的實用智能與技能靠攏，但以最具備「應用性」的高三海岸變遷課程為例： 

 

2-1能了解環境變遷對海岸及島嶼的影響 

2-2能透過個案瞭解為活動對海岸地帶可能的影響 

2-3能認識保護海岸地區的政策及技術 

 

由課綱在應用地理上冊「海岸變遷」章節中的規定可知，雖然名為「應用地

理」，但課綱中的單元教學具體目標仍多屬於「瞭解」、「認識」等「認知」層面

的陳述，在「考試引導教學、學生不能不學」的潮流之下，臺灣高中地理課程能

置入多少的海洋教育意涵尚不得而知，但可以預期的是，政府不斷強調「海洋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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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海洋國家」施政方針的同時，將近幾年來國中小已有不少成果的海洋教育

融入學科教學往高中階段賡續推廣，進而如李其鴻、柯佳伶、洪偉豪、陳國川等

人（2015）提到，以鄉土地理實察課程為途徑，讓高中生瞭解海洋教育之意涵，

應是公部門接下來相當重要的努力方向。此外，吳靖國（2016）曾針對國內海洋

教育應以投入「海洋素養」作為「提升海洋意識」與「養成海洋文化人」之間的

銜接橋樑之論點，方能有所實現。此外，在國內高級中學 107 新課程綱要即將正

式實施之前，目前各校多已進入課程研發與盤整的前期準備階段，向來以學業與

升學成就著稱的頂尖高中，能否在升學考試科目、校訂選修科目與現行眾多的特

色課程中找到平衡點，或者取得較佳的領頭作用，將海洋課程或海洋教育融入相

關學科的教科書或教材裡，甚至開設深具科際整合性質的海洋課程，也是培育學

生「海洋素養」的重要觀察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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