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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度全國高級中等學校海洋文學學生體驗營實施計畫  

一、 依據： 

（一） 行政院「國家海洋政策綱領」 

（二） 行政院「海洋政策白皮書」 

（三） 教育部「海洋教育政策白皮書」 

二、 目的： 

（一） 海洋關懷：透過營隊課程脈絡，帶領學生關懷海洋生態，傳承文化精髓。 

（二） 文學陶冶：透過海洋文學的解析與創作，提昇學生對海洋文化的深度認知。 

（三） 永續深耕：挹注學生宏觀海洋意象，培養永續關懷自然及人文的海洋素養。 

三、 辦理單位： 

（一） 主辦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 協辦單位：行政院海洋委員會、交通部觀光局 

（三） 承辦學校：國立臺東女子高級中學(以下簡稱臺東女中) 

（四） 協辦學校；國立成功商業水產職業學校、臺東縣私立公東高級工業職業學

校 

四、 辦理地點及時間： 

時間：107 年 7 月 9 日(星期一)～107 年 7 月 12 日(星期四) 

地點：臺東女中、臺東地區海岸 

五、 參加對象及名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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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就讀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對文學創作有興趣之高一升高二學生為參加對     

象，名額以 60 名為上限。 

（二）學生每 10 名為一小隊，每小隊編制 2 名輔導教師。 

六、 活動內容： 

（一） 本營隊以海洋文學與海洋文化為主題，採「專題講座」、「分組討論」、「影

片欣賞」、「外海體驗」、「文學寫作」、「心得發表」等方式進行，活動課程

表請參閱附件一。 

（二） 參加學員應至少完成個人文學創作 1 件及海洋攝影作品 1 件，始核予結業

證明。繳交作品之規範如附件二。 

（三） 學員繳交之作品著作財產權歸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所有，以利後續展

覽、製作作品集與成果光碟片等使用。 

（四） 請尊重智慧財產權，學員繳交之作品嚴禁抄襲，如經查證抄襲屬實，將追

回結業證書，作品亦不得參加公開展覽。 

（五） 為鼓勵學員投入創作，本營隊活動結束後，將遴選優秀的文字創作及攝影

作品辦理巡迴展。遴選分兩階段：初選由營隊輔導教師擔任評選委員，擇

優挑選文字創作及攝影作品各 30 件進入複選；複選則邀請學者專家進行審

查，擇優錄取文字創作及攝影作品各 10～12 件作品參加巡迴展。 

（六） 作品獲選巡迴者，由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頒發獎狀以資獎勵。 

七、 報名原則與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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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學生營隊以「推薦報名」為原則，請各學校依下列任一具體條件，推薦校

內 1～2 名學生報名參加： 

1.曾參加全國及縣(市)文學比賽之學生。 

2.曾參與校園刊物創作表現優異之學生。 

3.對文學創作有興趣之學生。 

（二） 參加學生應於營隊中創作作品，並同意前項創作及活動影片之著作財產權

為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所有。前項創作將陸續參加展覽、出版作品集、

製作成果光碟片等，以供大眾鑑賞與學校教學之參考。 

（三） 學生營隊採網路報名，請各校承辦人於 107 年 4 月 16 日至 4 月 30 日前，

至海洋文學營網頁（網址：http://igt.tgsh.ttct.edu.tw/podcasts/180）統一報名。

完成上述報名流程後，請務必來電 089-321268 轉分機 227 或 212 確認。 

（四） 參加學員以 60 名為上限，如人數超過，由承辦學校及營隊輔導教師依「學

校推薦表」、「學生自傳」及實際辦理情況遴選 60 名、備取若干名。 

（五） 正備取名單以 107 年 5 月 18 日 17:00 前於海洋文學營網頁公告為準，請自

行上網查閱。 

（六） 獲錄取之學生應填報「基本資料表」（請參閱附件三）並連同報名費匯款證

明，由就讀學校承辦人於 6 月 8 日前掛號郵寄至承辦學校（郵戳為憑）。 

（七） 承辦學校於 6 月 15 日前寄發行前通知，如有因故無法參加之缺額，由承辦

學校就備取名單或另推薦學生遞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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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如有報名或行程相關疑問，請洽承辦學校國立臺東女中教學組傅組長

（089-321268#212）或專案助理張小姐（089-321268#227）。 

八、 活動經費：由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專款支應。 

九、 獎勵：活動圓滿完竣後，辦理本案相關有功人員由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提

報敘獎，全程參與之學員核發參加證明。 

十、 本計畫陳奉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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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107 年度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學生海洋文學體驗營 課程表 

日期 時間 活動內容 主持人 地點 

7 月 8 日 

（星期日） 
15:00-18:00 行前會議 曹學仁校長 第二會議室 

7 月 9 日 

（星期一） 

13:00-13:30 相見歡(報到) 曹學仁校長 臺東女中 

13:30-14:00 開幕式 曹學仁校長 視聽一 

14:00-16:30 海洋文學名作賞析 廖鴻基老師 視聽一 

16:40-18:10 海洋民族與文化之認識 廖鴻基老師 視聽一 

18:10-19:00 晚餐 工作人員 第二會議室 

19:00-20:30 團體動力及破冰活動 經佩之老師 禮堂 

20:30-21:00 行程移動 

21:00- 晚安曲 工作人員 下榻飯店 

7 月 10 日 

（星期二） 

06:10-06:50 早餐 工作人員 下榻飯店 

06:50-08:00 行程移動 

08:00-12:30 

外海巡航體驗： 

太平洋尋鯨 
蔡安泰老師 成功漁港 

海洋社教場所參訪： 

海洋夢想館 
海洋夢想館 講師 海洋夢想館 

12:30-13:30 午餐 工作人員 成功商水 

13:30-14:30 
海洋文學創作：個人創作與

團體分享（分組教學） 
輔導教師 成功商水 

14:30-15:30 行程移動 

15:30-17:30 潮間帶生態考察（分組教學） 外聘講師 小野柳風景區 

17:30-18:30 行程移動 

18:30-19:30 晚餐 工作人員 臺東市區 

19:30-20:30 海洋文學創作（分組教學） 輔導教師 電腦教室 

20:30-21:30 夜訪鐵花村 工作人員 鐵道藝術村 

21:30-22:00 行程移動 

22:00- 晚安曲 工作人員 下榻飯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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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1 日 

（星期三） 

06:40-07:30 早餐 工作人員 下榻飯店 

07:30-08:00 行程移動 

08:00-10:00 
海洋文學創作 

（分組教學） 
輔導教師 第二會議室 

10:00-12:00 海洋歌與詩 汪啟疆老師 視聽一 

12:00-13:00 午餐 工作人員 第二會議室 

13:00-13:30 行程移動 

13:30-16:00  
海洋生態與資源認識： 

漂流木手作(分組教學) 
公東高工 教師 公東高工 

16:00-16:30 行程移動 

16:30-18:30 
海洋文學創作 

（分組教學） 
輔導教師 第二會議室 

18:30-19:30 晚餐 工作人員 第二會議室 

19:30-21:30 
海洋文學創作 

（分組教學） 
輔導教師 第二會議室 

21:30-22:00 行程移動 

22:00- 晚安曲 工作人員 下榻飯店 

7 月 12 日 

（星期四） 

06:40-07:30 早餐 工作人員 下榻飯店 

07:30-08:00 行程移動 

08:00-09:30 海洋保育與發展趨勢 臺東縣環境教育中心 視聽一 

09:30-10:30 
小組成果發表指導 

（分組教學） 
輔導教師 

 

10:30-11:30 
感恩與回饋 

(成果發表) 
曹學仁校長 視聽一 

11:30-12:30 綜合座談暨閉幕式 曹學仁校長 第二會議室 

12:30- 珍重再見 工作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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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107 年度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學生海洋文學體驗營  創作作品規範 

一、文字創作： 

1.創作類別：以下列四種文體為限。 

散文：文長以 1000 字至 3000 字為度。 

現代詩：全詩不含題目，至多 20 行。 

小說：文長以 3000 字至 8000 字為度。 

極短篇：文長以 500 字至 1300 字為度。 

2.檔案格式：請繳交電子檔。 

檔名：第○組-學校（四字簡稱）姓名(例如：第 7 組-臺東女中王小華) 

內文：請以電腦打字，直式橫書、字型標楷體，題目 16 級字、內文 12 級字，

標點符號請使用全形。 

二、攝影作品： 

1.創作內容：海洋為主題之攝影照片一幀，附 100 字以內的說明，文體不拘。 

2.作品畫素：1000 萬畫素以上。 

3.檔案格式：請繳交原始電子檔案。(為避免失真，勿張貼於 word 檔) 

影像檔請依「第○組-學校（四字簡稱）姓名-photo」命名，說明文字檔請依

「第○組-學校（四字簡稱）姓名-word」命名，範例如下： 

影像檔：第 7 組-臺東女中王小華-photo 

說明文字檔：第 7 組-臺東女中王小華-w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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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107 年度全國高級中等學校海洋文學體驗營學生基本資料表 (樣張) 

姓名  
生日 

(民國) 
       年       月      日 

學校名稱  年級班級  

身分證字號  聯絡電話  

地址  e-mail  

特殊飲食 

需求 

□葷 □素  

□其他：        

緊急聯絡人 

姓名及電話 
 

 

衣服尺寸勾選 ○ XS ○ S ○ M ○ L ○ XL 

胸寬 cm 47 48.5 51 54 57.5 

衣長 cm 66 68 70 72.5 77 

參加動機或 

自我期許 

(300 字內) 

 

恭喜您獲推薦參加【107 年全國高中海洋文學體驗營】，表示您在文學創作方面是相當優秀且受師長

肯定。我們的活動將在 7/9-12 舉辦，請注意下列事項，若無異議請下方      後簽名： 

一、本活動由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主辦，國立臺東女子高級中學承辦。 

二、本活動需完成文學創作，並無條件授權給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推廣、展示。 

學生簽名                             家長(或法定代理人)簽名 

 

 

請學校承辦人協助於 107 年 6 月 8 日前，將本表郵寄送達臺東女中，以利建檔。 

(※ 95047 臺東縣臺東市四維路一段 690 號 東女海洋文學體驗營承辦人 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