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年海洋委員會海洋保育署補助地方政府及團體辦理海洋保育推廣活動資訊彙整表(民眾閱覽版)
計畫名稱

縣市政府
承辦人及聯絡方式
辦理活動名稱
/NGO
110年新北市政府教育局東澳 新北市政府 新北市政府教育局工程及 向海致敬~萬金傳奇活力無限！
環境教育科何雅芬輔導員 109學年度萬里、金山地區國中
海洋生態教育園區教育推廣實
(02)26100305 分機330
施計畫(教育局)
小海洋教育推廣活動
AE4171@ntpc.gov.tw

110年度新北市海洋保育教育
推廣計畫(漁管所)

新北市政府 王振宇
02-24991270#23
AR8290@ntpc.gov.tw

珊瑚小學堂

110年度新竹市海洋保育教育
推廣及棲地保育計畫

新竹市政府 生態保育科王嘉偉技佐 愛護海洋小旅行戶外教學活動
03-5216121#480

110年苗栗縣海洋保育教育推
廣計畫

苗栗縣政府 農業處自然生態保育科 愛海宣言活動
陳奕全技士

活動說明
透過創意弄輦、獨木舟薪傳等
儀式，宣導海洋教育五大主軸
，展現萬里、金山區社群學校
海洋教育課程學習成果。

辦理地點

預定辦理日期

新北市萬里區野柳海王星 6/4(五)1300~1600
碼頭
自由參加，無需報名。

每年的暑假期間(7月)，舉辦一 新北市政府海洋資源復育 預計7/10(六)、7/11(日)、
7/17(六)、7/18(日)、
系列的珊瑚小學堂課程活動， 園區
7/24(六)、7/25(日)、
將本市貢寮鮑養殖場池內常有
7/31(六)、8/1(日)、8/6(五)
附生的珊瑚移至園區，作為開
早上10:30-14:00
辦「珊瑚小學堂」課程活動的
材料，帶領民眾認識東北角的
珊瑚，並進行珊瑚分枝和種植
，以達成推廣珊瑚海洋教育的
效益。
安排本市學校師生至香山濕地
辦理校外教學活動，透過生態
導覽、淨灘等實際行動，推廣
海洋保育。
自五月底起到六月八日世界海
洋日，宣傳一系列海洋保育行
動，民眾透過上傳行動照片實
際參與海洋保育行動，了解自
身生活中可以完成的各項保育
作為，並可換取精美紀念品

參考資訊(及報名網址等)

需報名，相關活動報名資
訊請參考官方網站
https://fishery.ntpc.go
v.tw/cht/

香山濕地

無預定日期，由各報名學校安 需報名，報名資訊待確認
排時間辦理。
後函文通知新竹市各級學
校。

苗栗縣境內

訂5月28日至6月8日期間辦理 請參考苗栗縣府農業處粉
絲專頁
https://www.facebook.co
m/%E8%8B%97%E6%A0%97%E7
%B8%A3%E6%94%BF%E5%BA%9
C%E8%BE%B2%E6%A5%AD%E8%
99%95-323160637886/，活
動內容尚在籌備暫無訊息
發布

110 年臺南市黃金海岸淨灘暨 臺南市政府 觀光旅遊局 觀光技術科 淨灘暨海洋環境保育教育推廣
海洋環境保育教育推廣計畫
科員 孫威弘 06(觀旅局)
6322231#6497

提倡環保與愛護海洋環境及保 黃金海岸方舟
育意識,透過結合實際參與減塑
淨灘活動,建立民眾對海洋環境
保育的觀念。

預計5/16(日)、5/23(日)、
6/8(六)共3日之PM12:00PM18:00

相關活動報名訊息請參考
FB粉絲頁：
https://www.facebook.co
m/GoldCoastArk/

110年高雄市海洋環境保育教
育計畫

高雄市政府海洋局(甲方)為將豐 高雄市各國中小學
富多元的海洋新知帶進高雄市各行
政區，使高雄市學齡兒童瞭解海洋
環境生態與資源保護的重要性，加
強海洋基本知能教育

預計5月至10月間辦理

由教育局遴選學校

高雄市政府 海洋局 海洋事務科 辦 海洋保育教育推廣
事員 張雅鈞 077995678#1881

110年度宜蘭縣海洋保育教育
推廣計畫

宜蘭縣政府 農業處 畜產科 技士 許 綠色博覽會-喚鯨迴廊展區
耿堃 03-9251000分機
1536
kenkunhsu@mail.eland.gov.tw

「喚鯨迴廊」從鯨豚保育的角
度出發，探討海洋生態的變化
與汙染，進入「13%的湛藍秘
境」動畫劇場，讓一角鯨帶你
探索豐富的海洋保育知識，一
起守護牠們的家園，成為海洋
環境的守護者！

宜蘭縣武荖坑風景區

臺東縣海洋傳統知識與環境教 臺東縣政府 陳哲明技士(089)343209 台東縣海洋傳統知識與環境保育 這是一場為蘭嶼在地中小學教 台東縣立蘭嶼高級中學
育推廣
，電子信箱：
教育推廣
師所設計的研習活動，主軸是
g3027@taitung.gov.tw 海洋保育教育活動(教師場)
雅美(達悟)族的傳統生態知識/
文化與海洋資源的可持續利用
，希望讓參與的教師認識或重
新體悟達悟族的海洋思維、漁
獵活動與文化，此次研習也會
分享全新設計的、以達悟海洋
傳統生態知識/文化為主體的海
洋保育教案，每堂主題除了講
述之外，也有實作、探究或自
然觀察的設計，以讓參與者手
腦並用，帶著技藝/記憶回校。
台灣生態環境影展

3/27(六)至5/9(日)
09:00 ~ 18:00

自由參加，無需報名。相
關活動訊息可參考官方網
站
https://greenexpo2021.c
ampaign.tw/

5/29(六)
09:20~21:00

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
(線上報名，網址
https://www2.inservice.
edu.tw/，報名日期：
4/26~5/7)

台灣野望自 蔡維庭秘書
頒獎典禮
然傳播學社 weitingtsaiwv@gmail.c
om
0937837948

邀請各界嘉賓蒞臨進行頒獎

信義誠品(110台北市信義 5/23(日)
區松高路11號)6F視聽室 下午14:00-17:00

開放民眾事先google表單
報名。請參考官方網站
https://www.wildviewtai
wan.org.tw/festival

影像論壇

邀請各界嘉賓蒞臨進行座談

信義誠品(110台北市信義 5/３０(日)
區松高路11號)6F視聽室 09:30-17:00

開放民眾事先google表單
報名。請參考官方網站
https://www.wildviewtai
wan.org.tw/festival

布袋戲演出

宜蘭縣羅東鎮中山公園

2021海洋保育環境教育布袋戲 五洲園掌中 黃昭婷
公開演出第一場
巡演-史大俠與小海龜
劇團
04-22370989
wu_chou2@yahoo.com.tw

6/19（六）晚上19:00-21:00 自由參加，無需報名。官
方粉絲頁：
https://www.facebook.co
m/wu.chou.puppetry/

海保金塔 知海門戶

金門縣島嶼 曾紹毓 082-326993
海洋教育田野調查、志工培訓
村落發展協 kmisland123@gmail.com
會

金門四面環海，不少地區早期
屬於漁村聚落，然而隨著環境
與產業改變，金門的漁村聚落
大幅減少，也因為觀光業與商
業的蓬勃發展，使得金門的海
洋文化或海洋傳統逐漸被淡
忘。然而，仍然可以在漁村發
現到傳統的海洋文化、敬海習
俗與海食藝術。為此將藉由訪
談來找到金門聚落的海洋文化
與海洋風俗。

海洋環境永續課程
貢寮區澳底海岸生態資源調查 中華永續發 詹淯淇
及在地永續海洋公民導覽員培 展交流協會 電子信
箱:falsehood@gmail.co
力計畫

隨海風而來的記憶

金門縣泗湖社區、後豐港 海洋教育田野調查5/16(日)
社區
14：30-15：30；16：00-17：
00 、
志工培訓5/12(三)
18：00-20：00

澳底國小

桃園市大園 總幹事梁進財
許厝港濕地淨灘-賞鳥-自行車之 希望大小朋友到我們美麗、富 許厝港濕地
區環保協會 (03)3863659/0937旅的活動
有生機的許厝港濕地進行淨灘082847
賞鳥-自行車的活動，欣賞海岸
sun2202268@gmail.com
濕地生態及美景，及感受自我
守護家園環境的責任感，配合
環境教育推廣，寓教於樂的學
習中，建立良好的家庭環境教
育與認知。

110年度人魚減塑藝術展演暨 海科館
水下機器人操作體驗教育課程
計畫

陳彥嘉 02人魚藝術減塑展演、海洋家族說 人魚海廢劇場」，透過傳說中
24696000*8024
故事
的神祕生物—人魚，引領觀眾
chenyenjia@mail.nmmst
進入奇幻的海底國度，由專業
.gov.tw
人魚表演者化身為海洋生物的
代言人，透過海廢劇場訴說人
造廢棄物對生物造成的影響。
針對兒童宣導減塑概念，使兒
童能夠自幼建立減塑的好習慣
，進而影響身邊的親朋好友來
共同達到減塑生活，故去年度
邀請專業講師裝扮成各式海洋
生物，透過生動的肢體與高潮
迭起的說故事技巧，大幅強化
活動宣導減塑海洋保育教育的
成效

國立海洋科技博物館

相關活動報名訊息請參考
FB粉絲頁：
https://m.facebook.com/
km.panshan/

預計6/1-2(二)9：00-16：00 相關活動報名訊息請參考
官方粉絲頁：
https://m.facebook.com/
%E4%B8%AD%E8%8F%AF%E6%B
0%B8%E7%BA%8C%E7%99%BC%
E5%B1%95%E4%BA%A4%E6%B5
%81%E5%8D%94%E6%9C%83100725895128822/

淨灘-賞鳥-自行車活動共5
需報名參加，相關報名方
場：5/29、6/26、7/31、
式請致電協會窗口。
8/28、9/25 上午8：00~下午
1：00

人魚海廢劇場 5/15-10/16 每
周六下午1400-1600 海洋家
族說故事: 6/5、7/3、10、
17、24、31、8/7、14、21、
28 早上1030-1130

自由參加，無需報名。
相關內容可+A1:I30參考官
方網站
https://www.nmmst.gov.t
w/ch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