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專校院遠距教學課程－教學計畫大綱 

填表說明： 

1. 依據大學遠距教學實施辦法第 6 條，各校開授遠距教學課程，應擬具教學計畫，送課程相關委員

會研議，提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並報教育部備查，且應公告於網路上供查詢。 

2. 教學計畫大綱如下，課程教學計畫連結網址，請填入教育部「大學校院課程網」或「技職校院課

程網」之「課程大綱」欄位，且能有效連結閱覽，才予以備查。 

3. 本件提報大綱為基本填寫項目，實際撰寫內容格式，學校可依需求進行調整設計。 

學校名稱： 國立屏東大學    

開課期間： 104  學年度 二 學期  (本學期是否為新開設課程： ■是  □否) 

壹、 課程基本資料 (有包含者請於□打) 
1.  課程名稱 台灣海洋環境與生態保育 

2.  課程英文名稱 Taiwan Ocean Environment and Ecology Conservation 
3.  教學型態 □非同步遠距教學 

□同步遠距教學主播學校   

請填列本門課程之收播學校與系所： 

(1)學校:                   系所: 

□磨課師教學（MOOCS） 

翻轉教室線上課程教學（SPOC） 

4.  授課教師姓名及職稱 鍾旭銘 助理教授 

5.  師資來源 專業系所聘任  □通識中心聘任  □以上合聘 

□其他 

6.  開課單位名稱 

(或所屬學院及科系所名稱) 

通識教育中心 

 

7.  課程學制 

 

 

學士班  □進修學士班   □學士班在職專班 

□碩士班  □碩士班在職專班  □博士班 

□學院（□二年制 □四年制） 

□專科（□二年制 □四年制） □進修專校   

□進修學院（□二技  □四技 □碩士在職專班） 

□學位學程（□二年制  □四年制  □碩士班） 

□學分學程 

8.  部別 日間部  □進修部(夜間部)  □其他 

9.  科目類別 □共同科目    通識科目   □校定科目 

□專業科目    □教育科目   □其他 

10.  部校定 

(本課程由那個單位所定) 

□教育部定 

□校定  □院定  □所定  □系定  □其他 

11.  開課期限(授課學期數) 一學期(半年)  □二學期(全年)  □其他 

12.  選課別 □必修  選修 □其他 

13.  學分數 2 

14.  每週上課時數 0.56 



15.  開課班級數 1~4 

16.  預計總修課人數 50 

17.  全英語教學 □是  否 

18.  國外學校合作遠距課程 

(有合作學校請填寫) 

國外合作學校與系所名稱:________________ 

□國內主播 □國內收播 □境外專班 □雙聯學制 

□其他 

19.  課程平台網址（非同步教學

必填） 

http://www.sharecourse.net/sharecourse/course/view/courseInfo/719 

20.  教學計畫大綱檔案連結網址 http://www.sharecourse.net/sharecourse/course/view/courseInfo/719 



貳、課程教學計畫 

一  教學目標 四面環海的臺灣，在得天獨厚環境下，擁有豐富的海洋資源，

近年來海洋環境因過度開發以及人為破壞等影響，造成海洋資

源與自然生態環境逐漸消失，希望藉由認識臺灣多采多姿的海

洋環境資源，培養學生對臺灣海洋環境資源保育之熱忱；課程

以認識海洋環境生態與海洋資源為起點，鼓勵學生可以多接觸

海洋且了解海洋，進而運用海洋資源與保育海洋環境生態。 

二  適合修習對象 1~4年級 

三  課程內容大綱 （請填寫每週次的授課內容及授課方式） 

週次 授課內容 授課方式 

第 

一 

週 

認識海洋(一) 
介紹海洋名稱，說明海與洋之

定義 

面授(兩小時) 

及 

遠距教學(一小時) 

認識海洋(二) 
地球形成後，海洋形成過程介

紹 

認識海洋(三) 
海水為什麼是鹹的，介紹變鹹

的原因 

認識海洋(四) 過去的海洋與現在改變了什麼 

第 

二 

週 

海洋與陸地環境差

異 

海洋生物生存在海水中，陸地

生物生活在大氣層下，探索兩

者差異 

面授(兩小時) 

及 

遠距教學(一小時) 

海洋與陸地生物差

異(一) 

動物經由長時間演化後，介紹

海洋與陸地動物型態與生活的

改變 

海洋與陸地生物差

異(二) 

植物經由長時間演化後，介紹

海洋與陸地動物型態與生活的

改變 

海洋與陸地生態差

異 

海洋與陸地因環境不同，生物

種類不同，進行不同的生態系

統比較簡介 

第 

三 

週 

海洋與氣候(一) 波浪形成與氣候的關係 

遠距教學 

海洋與氣候(二) 地球上洋流變動與氣候的關係 

海洋與氣候(三) 
颱風的形成原因與海洋之間關

係介紹 

海洋與氣候(四) 
電影明天過後當中海洋與極端

氣候之探討 

第 

四 

週 

台灣與海洋(一) 

四面環海的臺灣，與海的關係

非常密切，地理位置與海洋之

介紹 

遠距教學 

台灣與海洋(二) 

介紹環繞台灣四周的太平洋、

台灣海峽、東海與巴士海峽等

海洋 

台灣與海洋(三) 

台灣的東西部海域皆有強勁海

流，周圍海流可分為三個不同

之系統，針對台灣周圍洋流的

介紹 

台灣與海洋(四) 

介紹台灣周圍澎湖群島、龜山

島、綠島、蘭嶼與小琉球等離

島形成原因。 

第 台灣海底地形(一) 台灣東臨太平洋水深平均四千 遠距教學 



五 

週 

公尺深，介紹台灣東部海域之

地貌 

台灣海底地形(二) 
介紹台灣南部水深達三千公尺

深海域高屏棚坡地形 

台灣海底地形(三) 

介紹台灣西側平均水深約60公

尺深的台灣海峽，其海底地形

平緩，底質除澎湖群島玄武岩

外，其餘為沙質地形 

台灣海底地形(四) 
介紹台灣東北方外海琉球弧溝

之地貌 

第 

六 

週 

台灣海岸地形(一) 珊瑚礁地形與形成原因介紹 

遠距教學 
台灣海岸地形(二) 海蝕地形與形成原因介紹 

台灣海岸地形(三) 沙丘地形與形成原因介紹 

台灣海岸地形(四) 潟湖地形與形成原因介紹 

第 

七 

週 

認識海洋生物(一) 
脊椎動物-魚類型態與習性介

紹 

遠距教學 

認識海洋生物(二) 
脊椎動物-低棲性魚類型態與

習性介紹 

認識海洋生物(三) 
脊椎動物-鯨豚型態與習性介

紹 

認識海洋生物(四) 
脊椎動物-海洋哺乳類型態與

習性介紹 

第 

八 

週 

認識海洋生物(五) 
脊椎動物-海鞘型態與習性介

紹 

遠距教學 

認識海洋生物(六) 
軟體動物-螺貝類型態與習性

介紹 

認識海洋生物(七) 
軟體動物-頭足綱動物型態與

習性介紹 

認識海洋生物(八) 
軟體動物-海蛞蝓型態與習性

介紹 

第 

九 

週 

認識海洋生物(九) 
腔腸動物-造礁珊瑚型態與習

性介紹 

面授(兩小時) 

及 

遠距教學(一小時) 

認識海洋生物(十) 
腔腸動物-軟珊瑚型態與習性

介紹 

認識海洋生物(十

一) 

腔腸動物-海葵型態與習性介

紹 

認識海洋生物(十

二) 

棘皮動物-海星型態與習性介

紹 

第 

十 

週 

認識海洋生物(十

三) 

棘皮動物-海參型態與習性介

紹 

遠距教學 

認識海洋生物(十

四) 

海綿動物-海綿型態與習性介

紹 

認識海洋生物(十

五) 

節肢動物-蝦蟹型態與習性介

紹 

認識海洋生物(十

六) 

刺絲胞動物-水母型態與習性

介紹 

第 

十一

週 

海洋生態系(一) 
淡水與海水交界-河口生態系

介紹 

遠距教學 海洋生態系(二) 
生產力旺盛區域-紅樹林生態

系介紹 

海洋生態系(三) 
附著性生物最愛區域-礁岩生

態系介紹 



海洋生態系(四) 
生物多樣性最高區域-珊瑚礁

生態系介紹 

第 

十二

週 

海洋生態系(五) 
水鳥過冬的住居-草澤生態系

介紹 

遠距教學 

海洋生態系(六) 
水中生物育兒區域-泥灘生態

系介紹 

海洋生態系(七) 
大自然濾水器-濕地生態系介

紹 

海洋生態系(八) 
大型魚類遊樂場-大洋生態系

介紹 

第 

十三

週 

海洋食物資源(一) 漁業資源使用與開發介紹 

遠距教學 
海洋食物資源(二) 養殖漁業過去與發展介紹 

海洋食物資源(三) 藻類資源使用與開發介紹 

海洋食物資源(四) 海洋健康食品開發與產業介紹 

第 

十四

週 

海洋藥物資源 海洋藥物開發與未來介紹 

遠距教學 

海洋化學資源(一) 
鹵素(碘與溴等)微量元素開發

與使用 

海洋化學資源(二) 甲烷水合物開發與未來展望 

海洋化學資源(三) 
深海區的稀土礦物資源開發與

展望 

第 

十五

週 

海洋再生資源 潮汐與波浪發電開發與展望 

遠距教學 
其他海洋資源 海水淡化與食鹽運用與開發 

其他海洋資源 貨物運輸介紹 

其他海洋資源 觀光遊憩介紹與使用 

第 

十六

週 

海洋生態危機(一) 
來自陸地上經由河川或人為造

成的汙染 

遠距教學 

海洋生態危機(二) 
海岸過度建設如堤岸工程與人

造防風林 

海洋生態危機(三) 過魚及誤捕造成海洋資源威脅 

海洋生態危機(四) 

水體中有過多植物營養物進入

造成優養化現象，造成水生生

物與魚類死亡 

第 

十七

週 

海洋生態危機(五) 

往返於世界各國的油輪，若是

不幸發生意外，對海洋生態環

境最嚴重的影響就是油污污染 

面授(兩小時) 

及 

遠距教學(一小時) 

海洋生態危機(六) 
外來種入侵與動物放生造成的

影響 

海洋生態危機(七) 
環境賀爾蒙過度使用造成水中

生物生長出現異常現象 

海洋生態危機(八) 
全球暖化造成海洋環境變化，

促使珊瑚白化等生態危機 

第 

十八

週 

海洋生態保育(一) 海洋牧場建立與實施 

面授(兩小時) 

及 

遠距教學(一小時) 

海洋生態保育(二) 海洋生物復育近況與展望 

海洋生態保育(三) 

海洋生物因誤捕或受傷等因素

無法在自然界生活，建立收容

所等待康復，在野放回大自然 

海洋生態保育(四) 
海洋教育執行，讓全民對海洋

保育能更加落實 
 



四  教學方式 

 

（有包含者請打，可複選） 

□ 1.提供線上課程主要及補充教材 

 2.提供線上非同步教學 

□ 3.有線上教師或線上助教 

 4.提供面授教學，次數： 5 次，總時數： 10 小時 

□ 5.提供線上同步教學，次數：＿次，總時數：＿小時 

□ 6.其它：（請說明） 

五  學習管理系統 呈現內容是否包含以下角色及功能 

（有包含者請打，可複選） 

1.提供給系統管理者進行學習管理系統資料庫管理 

□ 個人資料 

 課程資訊 

□ 其他相關資料管理功能 

2.提供教師(助教)、學生必要之學習管理系統功能 

□ 最新消息發佈、瀏覽 

 教材內容設計、觀看、下載 

□ 成績系統管理及查詢 

 進行線上測驗、發佈 

□ 學習資訊 

□ 互動式學習設計(聊天室或討論區) 

□ 各種教學活動之功能呈現 

□ 其他相關功能（請說明） 

六  師生互動討論方式 教師時間：星期五 1~2 

E-mail信箱：shiuanmin@mail.nptu.edu.tw 

對應窗口：教師與助教 

七  作業繳交方式 （有包含者請打，可複選） 

□ 1.提供線上說明作業內容 

 2.線上即時作業填答 

    3. 作業檔案上傳及下載 

□ 4.線上測驗 

□ 5.成績查詢 

□ 6.其他做法（請說明） 

八  成績評量方式 出席狀況(40%) 

各單元課後測驗(30%) 

期末議題討論(30%) 

九  上課注意事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