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8年度教育部體驗海洋教育活動研習實施計畫 

壹、 依據教育部『育英二號實習船航次計畫』，運用「育英二號」實習船，辦理國民中

學海洋教育種子教師海上體驗研習營及航商講座。 

貳、 目的：增進各國中教師對海上工作內容之了解，並鼓勵學生從事海上相關職業，

及優先選讀海事相關類科，特辦理體驗海洋教育活動，並期能配合各海事職校招

生宣導事務，提升學生及家長選擇海洋教育與志業之意願。 

參、 參與對象（每航次限60人次）： 

一、國民中學校長、輔導主任及教師。 

二、有志推展海洋教育的各級學校校長及教師。 

三、教育單位行政人員。 

四、參加人員請給予公(差)假派代，相關差旅費由各單位預算支應。 

肆、 主辦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承辦單位：國立基隆高級海事職業學校 

伍、 經費需求：參加活動者僅需自負保險費約新台幣壹佰元整，其餘經費由教育部國

民及學前教育署經費補助。 

陸、 報名時間與手續： 

一、 第1航次報名時間，即日起 至7月09日中午12點止（逾期恕不受理）。 

二、 第2航次報名時間，即日起 至8月05日中午12點止（逾期恕不受理）。 

三、 報名方式：由各直轄市及地方政府教育行政主管機關或學校填具報名表（如

表 單 第 一 梯 次 網 址 :https://pse.is/FETS8 、 第 二 梯 次 網

址:https://pse.is/G7P29），逕向基隆海事實習輔導處報名。如有疑問請洽

02-2463-3655 分機 711實習輔導處 船務組 吳艇長、何船務監督。 

四、 每航次各直轄市及地方政府教育行政主管機關得推薦1~3名人員參加，建議

以最近三年未參與本案活動者為優先推薦對象。 

五、 各航次將優先錄取各教育行政主管機關推薦人員，如有餘額，則以報名先後

順序為錄取之依據。 

六、 公告錄取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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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第 1 航次錄取名單於 7 月 16 日公告。 

             2.第 2 航次錄取名單於 8 月 09 日公告。 

             3.錄取名單將公告於本校網站上。 

             4.錄取名單請上 http://www.klvs.kl.edu.tw 公告處下載檢視，本組資料彙整後將會再 

                以電話個別通知。 

柒、 活動時間與報到時間： 

一、 第1航次─民國108年7月22-23日。 

二、 第2航次─民國108年8月13-14日。 

三、 航次當日10：00於基隆火車站北站對面郵局處有專車接送，或自行開車前往

(活動日前一日於基隆海事首頁公布活動地點位置)。 

註：參加學員請攜帶身份證、健保卡、個人衣物[含盥洗]（備有洗&乾衣機）；觀摩 

    體驗活動期間，有夜釣活動，保暖衣物、暈船藥、個人藥品請自備。 

捌、 航次計畫： 
       108年度育英二號海洋教育體驗活動航程計畫表 

航次 日期 天數 人 數 說 明 

海洋

教育

體驗

活動 

7月22日 

至 

7月23日 

2 預計60人 

 
7/22  1030 集合、報到及分配寢室。 
7/22  1200 午餐。 
7/22  1300 開訓典禮。 
7/22  1330推廣海洋教育宣導。 
7/22  1430 求生滅火演練。 
7/22  1530 出港部署。 
7/22  1600 出港航向澎佳嶼海域。 
7/22  1730 晚餐。 
7/22  1830 認識海洋活動。 
7/23  0700 早餐。 
7/23  0730 回程從海洋看台灣。 
7/23  0900 泊基隆港。 
7/23  0930 綜合座談會。 
7/23  1130 午餐。 
7/23  1200 學員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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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

教育

體驗

活動 

8月13日 

至 

8月14日 

2 預計60人 

 
8/13  1030 集合、報到及分配寢室。 
8/13  1200 午餐。 
8/13  1300 開訓典禮。 
8/13  1330推廣海洋教育宣導。 
8/13  1430 求生滅火演練。 
8/13  1530 出港部署。 
8/13  1600 出港航向澎佳嶼海域。 
8/13  1730 晚餐。 
8/13  1830 認識海洋活動。 
8/14  0700 早餐。 
8/14  0730 回程從海洋看台灣。 
8/14  0900 泊基隆港。 
8/14  0930 綜合座談會。 
8/14  1130 午餐。 
8/14  1200 學員賦歸。 
 

 

玖、 預期效益 

   體驗海洋教育活動，將以基隆港至澎佳嶼海域為活動範圍，內容包含認識海洋、夜間

釣魷魚及海洋看台灣等活動。綜合座談會將邀請航運界船長講述海事人力需求與未來就

業前景。 

本活動期待透過國民中學師生及教育相關人員的親自體驗與參與，瞭解海事行業及

海洋文化的特性。希望學員能在推展海洋教育活動方面及海事職校招生宣導方面提供國

中學生正面且正確的訊息。 

 
壹拾、獎勵：承辦學校及工作人員覈實辦理敘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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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程序表 

 時間 課    程 主持人 地點 

第

一

天 

09:30~10:00 基隆火車站集合 小艇艇長 基隆火車站 

10:30~12:00 報到、分配寢室 技術大副、技術大管 育英二號 

12:00~13:00 用餐 技術大副、技術大管 餐廳 

13:00~13:30 開訓典禮 校長 視聽教室 

13:30~14:30 講師講座 業界人士 視聽教室 

14:30~15:30 
求生滅火演練 

(示範救生衣穿著、救生艇吊放) 

技術大副、技術大管 甲板 

15:30~16:00 出港佈署 船長 
甲板 

輪機部 

16:00 
航向澎佳嶼 

(示範救生衣穿著、救生艇吊放) 
各部門人員 甲板 

17:30 晚餐 技術大副、技術大管 餐廳 

18:30~00:30 
分組活動介紹 

(海洋介紹影片播放、夜間魷釣) 
技術大副、技術大管 育英二號 

第

二

天 

06:00 起床、整理內務 技術大副、技術大管 寢室 

07:20 早餐 技術大副、技術大管 餐廳 

08:30~09:00 進港佈署 船長 基隆港 

09:30~11:30 講師講座 業界人士 視聽教室 

11:30~12:00 綜合座談 校長 視聽教室 

12:00 午餐 技術大副、技術大管 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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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注意事項 

 

為了關心您在活動行程中順利及確保本身的安全，我們誠摯的請您遵守     

下列事項： 

 

1.請參加人員務必攜帶身分證（或學生證）、健保卡、個人盥洗用具及換

洗衣物。 

 

2.如有胃病、氣喘、心臟病、過敏及暈車者，請自備隨身藥品。 

 

3.乘坐交通車、用餐、就寢、集合請準時，並請各組組長確實清查人

數，以免發生意外。 

 

4.行程中具有刺激性之活動，身體狀況不佳者，請勿參加。 

 

5.乘坐船舶或交通車，請確實遵守安全規定，扣好安全帶，不隨意走

動，上下車時請注意來車方向以免影響安全。 

 

6.團體活動對於個人難免有所不便，敬請諒解！並請與工作人員密切配

合。 

     7.請穿著包覆式的鞋子(勿穿涼鞋、拖鞋)，以免踢到硬物受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