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全民科學週-海洋Fun學趣 

活動報名簡章 

  為推廣全民科學普及教育，增加學生學習科學的興趣，海科館自 2015年開始辦

理由科技部補助之「科普活動：海洋科學週」計畫，以體驗式海洋科普設計闖關活動，

培訓海洋種子教師及海洋小老師，由國中小學生帶領同儕進行闖關活動，透過有趣科

普遊戲體驗海洋科技、海洋生物、海洋環境及海洋安全等議題內容，藉以提昇學生瞭

解海洋、親近海洋及愛護海洋之素養。 

一、活動目的： 

（一）增加學生科學學習的機會，透過體驗式活動，提昇科學的知識及興趣。 

（二）培養學生組織及表達能力，增加學習成就感。 

（三）提升教師海洋科學專業知能，啟發學生對科學與技術潛力。 

（四） 加強國人科學普及教育，推廣大眾科學及海洋教育。  

二、指導單位：科技部 

三、主辦單位：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基隆市政府教育處、新北市教育局 

四、協辦單位：中華民國水中運動協會、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匯豐銀行、 

     關渡自然公園、海龜點點名 

五、活動對象：基隆市、新北市國中小教師及學生 

六、 活動方式：報名學校薦派 1-2位教師，接受海科館培訓為海洋種子教師。返校指導

高年級學生擔任海洋小老師，於校內辦理科學週活動或校慶時擺設科普活動攤位等，

以闖關或競賽方式讓其餘校內學生體驗。 

七、活動辦理日期： 

活動 活動方式 活動對象 日期 地點 

科學週說明會暨

種子教師培訓 

(附件一) 

透過關卡體驗，熟悉本次海

洋科普闖關活動內容，瞭解

教學理念及教具操作方式。 

1.欲報名科學週 

2.欲瞭解活動詳情 

之學校教師 

(每校 2位) 

3月 7日（三） 

上午:國中場 

下午:國小場 
國立海洋 

科技博物館 

(附件三) 
3月 9日（五） 

上午:國小場 

下午:國中場 

海洋小老師培訓 

(附件二) 

由各校種子教師徵選學生

擔任海洋小老師，並教授學

生學習與操作闖關活動。 

在校學生 

(每校 6-9位) 

3月-4月 

(由各校自訂) 
各校校內 

科學週到校活動 

(附件二) 

由海洋小老師擔任關主，於

學校舉行科普遊戲闖關活

動，將核心知識推廣予校內

同儕。 

參與學校之 

全校師生皆可 

4月-5月 

(由各校自訂) 
各校校內 

學校辦理成果 

繳交 

領隊老師(種子教師)依各

校執行情形繳交活動成果。 

領隊老師 

(每校 1份) 

107年 6月 20日前 

各校執行完後，即可先依成

果報告格式以電子郵件回覆 



 

 

 

八、報名方式： 

（一）科學週說明會暨種子教師工作坊 

1. 參與對象：確認參加科學週活動之學校薦派教師參與，或欲瞭解活動

詳情皆可報名。 

2. 請任選場次報名參加，可複選場次。 

請欲參加之教師於各場次辦理前至「全國在職教師進修網」報名

http://www1.inservice.edu.tw/ 

課程名稱：2018全民科學週-海洋 fun學趣種子教師研習 

國中組課程代碼：2348937 (3/7)、2348939 (3/9) 

國小組課程代碼：2348934 (3/7)、2348935 (3/9) 

（二）全民科學週-海洋 Fun學趣 

以學校為單位，填寫報名表(附件二)以電子檔回傳至

whwang@mail.nmmst.gov.tw  

    

九、報名截止：即日起至 107年 3月 13日(二)止收件。 

十、其他：其餘未盡事宜，海科館保有變更調整權利。 

十一、 活動聯繫：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 展示教育組-王小姐 

電話：(02)2469-6000分機 7023、7025  

電子郵件：whwang@mail.nmmst.gov.tw 

 

  

http://www1.inservice.edu.tw/
mailto:whwang@mail.nmmst.gov.tw
mailto:whwang@mail.nmmst.gov.tw


 

附件一 

2018全民科學週-海洋Fun學趣 

科學週說明會暨種子教師培訓-國小組 

107年 3月 7日(三)  

時間 國小組場次一 地  點 

12:50~13:00 報到 海科館 

教育中心 

F114教室 13:00~13:30 科學週介紹與操作方式說明 

13:30~14:20 A組活動 1/水下滑翔機 B組活動 1/曹沖秤象 
分組進行 

A組 F114教室 

B組 F115教室 

14:20~15:10 A組活動 2/螃蟹大豐收 B組活動 2/珊瑚大闖關 

15:10~16:00 A組活動 3/ICC淨灘大解密 B組活動 3/拋諸腦後  

16:00~16:30 
綜合座談 

回饋與建議 

教育中心 

F114教室 

16:30~ 快樂賦歸  

注意事項 

※A、B組課程同時進行，建議各校至少兩位老師參加。 

※為響應環保，上課當日請攜帶個人環保水杯等。 

※連絡電話：(02)2469-6000分機 7023、7025  

 

107年 3月 9日(五)  

時間 國小組場次二 地  點 

8:20~8:30 報到 海科館 

教育中心 

F114教室 8:30~9:00 科學週介紹與操作方式說明 

9:00~9:50 A組活動 1/螃蟹大豐收 B組活動 1/珊瑚大闖關 
分組進行 

A組 F114教室 

B組 F115教室 

9:50~10:40 A組活動 2/曹沖秤象 B組活動 2/水下滑翔機 

10:40~11:30 A組活動 3/大堡礁尋寶 B組活動 3/ ICC淨灘大解密 

11:30~12:00 
綜合座談 

回饋與建議 

教育中心 

F114教室 

12:00~ 快樂賦歸  

注意事項 

※A、B組課程同時進行，建議各校至少兩位老師參加。 

※為響應環保，上課當日請攜帶個人環保水杯等。 

※連絡電話：(02)2469-6000分機 7023、7025 



 

 

2018全民科學週-海洋Fun學趣 

科學週說明會暨種子教師培訓-國中組 

107年 3月 7日(三)  

時間 國中組場次一 地  點 

8:20~8:30 報到 海科館 

教育中心 

F114教室 8:30~9:00 科學週介紹與操作方式說明 

9:00~9:50 C組活動 1/海灘的隱形殺手 D組活動 1/大堡礁挑戰 
分組進行 

C組 F114教室 

D組 F115教室 

9:50~10:40 C組活動 2/有氣有力 D組活動 2/波浪發電大進擊 

10:40~11:30 C組活動 3/海漂物大解密 D組活動 3/給我一個穩 

11:30~12:00 
綜合座談 

回饋與建議 

教育中心 

F114教室 

12:00~ 快樂賦歸  

注意事項 

※C、D組課程同時進行，建議各校至少兩位老師參加。 

※為響應環保，上課當日請攜帶個人環保水杯等。 

※連絡電話：(02)2469-6000分機 7023、7025  

 

107年 3月 9日(五)  

時間 國中組場次二 地  點 

12:50~13:00 報到 海科館 

教育中心 

F114教室 13:00~13:30 科學週介紹與操作方式說明 

13:30~14:20 C組活動 1/海灘的隱形殺手 D組活動 1/大堡礁挑戰 
分組進行 

C組 F114教室 

D組 F115教室 

14:20~15:10 C組活動 2/有氣有力 D組活動 2/波浪發電大進擊 

15:10~16:00 C組活動 3/海漂物大解密 D組活動 3/給我一個穩 

16:00~16:30 
綜合座談 

回饋與建議 

教育中心 

F114教室 

16:30~ 快樂賦歸  

注意事項 

※C、D組課程同時進行，建議各校至少兩位老師參加。 

※為響應環保，上課當日請攜帶個人環保水杯等。 

※連絡電話：(02)2469-6000分機 7023、7025  



 

附件二 

2018全民科學週-海洋Fun學趣 

活動報名表 

 
學校名稱：基隆市/新北市      國小/中 海洋小老師 學生(6-9名)  

學校領隊教師 

(科學週聯繫窗口 1) 

 

姓名： 
1 

    年   班  

姓名： 

電話(公)：             分機： 
2 

    年   班 

手機： 姓名： 

E-mail： 
3 

    年   班 

 姓名： 

學校領隊教師 

(科學週聯繫窗口 2) 

 

姓名： 
4 

    年   班 

姓名： 

電話(公)：             分機： 
5 

    年   班 

手機： 姓名： 

E-mail： 
6 

    年   班 

 姓名： 

依國小或國中 

選擇闖關方案 

(於右方表格打勾) 

國小 國中 
7 

    年   班 

        姓名： 

A組 B組 C組 D組 
8 

    年   班 

水下滑翔機 曹沖秤象 海灘的隱形殺手 大堡礁挑戰 姓名： 

螃蟹大豐收 珊瑚大闖關 有氣有力 波浪發電大進擊 

9 
    年   班 

ICC淨灘大解密 拋諸腦後 海漂物大解密 給我一個穩 姓名： 

預計培訓學生期

間 
   月   日至   月   日 每週        上/下午   ：   ～   :    

預計執行活動時

間 

   月   日至   月   日 上/下午   ：   ～   :    

是否配合學校其他活動：□無，僅科學週活動 □校慶日 □其他活動＿＿＿＿ 

預計執行活動人

數 
預計辦理場次：   場 預計參加人數：   人 

其他備註 
 

注意事項 

※欲報名參加科學週活動之學校，請派 2位教師報名參與 3/7、3/9任一場次種子教

師培訓 (建議依國中小組別選擇)。 

※本報名表請於 107年 3月 13日前以電子信件回覆 whwang@mail.nmmst.gov.tw繳交。 

 

mailto:whwang@mail.nmmst.gov.tw


 

附件三 

※上課地點地圖： 

 

 

※交通資訊： 

公車客運 

✔基隆市公車：搭基市公車 103至海科館(碧水巷)即可到達。 

✔基隆客運：搭乘「1051國家新城-瑞芳」，於八斗子或 海科館(碧水巷)下車。 

✔基隆客運：搭乘「791國家新城-福隆」，於八斗子或 海科館(碧水巷)下車。 

✔基隆客運：搭乘「R66七堵車站-海科館」，於八斗子或 海科館(碧水巷)下車。 

✔大都會客運：搭乘「2088基隆女中(八斗子)-市府轉運站」，起點臺北市捷運 5號(藍)

板南線市政府站，(29公里，約 50分鐘)於海科館站(終點站)下車。 

 

自行開車 

路線 1→ 

中山高速公路 → 基隆端 → 中正路 → 正豐街→祥豐街→北寧路→海洋大學→碧

砂漁港→北寧路→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海洋劇場停車場）。 

 

路線 2→ 

中山高速公路 → 大華系統交流道 → (往瑞濱) 台 62線快速道路 → 台 2線濱海公

路左轉(往基隆) → 深澳 → 北寧路(369 巷過後靠右) →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海

洋劇場停車場）。 

 

路線 3→ 

中山高速公路 → 大華系統交流道 → (往瑞濱) 台 62 線快速道路 →(瑞芳過後靠

右)八斗子匝道→調和街 → 北寧路(右轉過後靠左) →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海洋劇

場停車場） 

 

更多交通資訊：海科館官方網站 http://www.nmmst.gov.tw/chhtml/content/441 

http://www.nmmst.gov.tw/chhtml/content/4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