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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103年度甄選全國技專校院通識課程績優科目申請表 

 
 

壹、 科目目標與設計 

本課程名稱為「海洋文學之旅」。文學作品中，以「海洋」為論述重點的海洋

文學，東年曾經說：「海洋文學就是描寫海洋以及相關的現象、精神、文化以及人

在其中生活的意義。就此定義來說，西臺灣廣大農田外緣裙地上的沙洲、淺灘、

潟湖、海埔地、沙丘等地，都蘊藏有豐富的文學資源。」（《給福爾摩莎寫信》，頁

191）因此，凡是使用文學的筆法，敘寫與海洋有關的人、事、地、物的作品，都

屬於海洋文學的範圍。何謂「海洋文學」就是使用文學的筆法，敘寫與海洋有關

的人、事、地、物的作品，能表現出海洋廣闊的景色，冒險、自由和人類征服或

與之共存的精神，或是藉海洋描寫個人情懷思想的內容，就是海洋文學。 

 海洋是生命的起源，它佔了地球面積的百分之七十以上。在目前全球化的視野

下，對海洋的認識是我們每一個人必須要具備的。人類經由海洋彼此交流來往，

人與海洋的互動有不同的故事。臺灣為海洋國家，四面環海，擁有美麗的海岸風

景和豐富的海洋資源，這是我們的寶藏，也是人類最珍貴的資產。 

    希望本課程的講授，能引起學子重視未來海洋發展的契機，並以「海洋意識」

關心我們的土地和人類的環境問題。從知識性的認識，進而有情、意的陶冶，藉

以提升大學生的人格教育和擴大人文視野，成為本課程計畫規劃之構想。 

 

【課程目標】 

教育部顧問室 96-99 年通識教育中程綱要計畫揭櫫「精實基礎知識，鍛造新世

紀大學學生核心能力」，希冀推動基礎的教學，發展全人觀的大學生，學生整體性

思考個人生活與工作內外環境；教師扮演著學習的促進者與環境的建構者，引導

學生主動建構知識，協助學生將個人經驗意義化；以知識建構論的深化，形成學

生建構知識的學習情境。這點和通識教育強調「專業化」的核心精神相通。 

   二十一世紀是海洋世紀，設計此課程為因應時代趨勢，建構內化海洋的教育內

涵，從海洋出發，透過文學作品的欣賞，培養學生對生命、自然環境的尊重，發

揚海洋民族的特性，形塑海洋人文、海洋美學的文化色彩。 

 

【課程規劃】   

本課程之規劃與設計主要以學生為本位。以「專題」的方式介紹海洋文學，

從不同類型的海洋文學以及中西方對海洋書寫的文學作品介紹給學生。海洋文化

的特質是開放性的、多元的、包涵性的。在歷史的洪流中，我們見到人類大航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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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外國強權的侵入臺灣，以及後來明清時代，漢人大量移民進入臺灣。而今

日全球化的發展下，海洋是臺灣人民與世界接觸交流的一大媒介。海洋的美景除

了令人心神舒暢，海多變的性格，對人生的啟示，討海人、船員航行的艱辛，進

而由海洋論述到對環境生態的愛護關懷，將文學結合歷史、科技、產業、文化是

整個海洋文學課程規劃的重點。 

對海洋文學課程的規劃設計，可以分作「時間性」和「空間性」兩個方向來

談。 以下以圖表簡單說明： 

一、課程架構（外部） 

時間軸上，介紹西方海洋文學作品至現代海洋文學作品，以「海洋意識」關

心我們的土地和人類環境的問題，激發人文情感的建立。 

空間軸上，從本土出發，認識海洋及港口。對全球海洋環境與地理位置，能

有「世界觀」的開闊視野。 

二、課程連結(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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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科目實施與評量 

 

一、科目實施之教材與教法 

第一週、課程簡介 

 ■(一)內容： 

  1.課程內容：介紹本課程特色及學習型態、了解學習動機與選課心態，說明通識課程 

核心概念、修課要求、學期成績計算。 

2.教學方式：學生互相認識、組成學習小組、介紹教學助理、習作課程網頁。 

 

   

 ■(二)延伸閱讀      

 1. 東年（2004）《給福爾摩沙寫信》，臺北：聯合文學 

 2. 楊蓮福(2005)〈台灣海洋文化的歷史軌跡〉，《海洋台灣─人民與島嶼的對話》，     

國立歷史博物館 

 

第二週、海洋文學的內容、定義、分類 

 ■(一)內容 

1. 海洋與我--海洋環境現狀介紹 

2. 海洋文學的內容、作品舉例與自然寫作 

3. 海洋文化的影響 

 ■(二)「論壇區」 

  貼上自己對臺灣海洋認識的心得感想，「我們可以為海洋做些什麼？」 

      (至少 100 字) 

 ■(三) 延伸閱讀： 

1.黃聲威〈海洋意象〉，《消失的海岸》，聯經出版，1999.11 

2.洪素麗(1986)〈海岸線〉，《守望的魚》，臺北：晨星出版社 

 

 

第三週、海洋報導文學作品導讀 

■(一) 內容 

1. 從報導文學中，認識海洋生態與人類面對海洋的態度 

2. 《海洋之歌》之「香港-美食天堂扮演生態殺手」 

3. 《大藍海洋》之「季節輪替」 

■(二)「論壇區」 

 你認為我們可以如何食用海洋的食物呢?  (至少 100 字) 

 ■(三) 參考資料： 

1. 卡爾.沙芬納(2000) (Carl Safina)《海洋之歌》，先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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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瑞秋.卡森（2006）(Rachell Carson)《大藍海洋》，柿子文化 

 ■(四) 延伸閱讀 

1. 邵廣昭（1998）〈海水魚的美麗與哀愁〉，《人與海─台灣海洋環境》聯經 

2. 劉康克(1998)〈水世界與人類的未來〉，《人與海─台灣海洋環境》聯經 

 

第四週、海洋小說作品導讀 

■(一)內容 

認識人類與海關係 

   導讀海明威《老人與海》(晨星，2003)、梅爾維爾《白鯨記》(桂冠，2005)、夏

曼藍波安《冷海情深—海洋朝聖者》（聯合文學，1997）等部分篇章。 填寫學習單。 

 

■（二）「論壇區」 

 到教學網頁的「論壇區」，討論原住民目前所面臨的生活困境。(至少 100 字) 

■（三）延伸閱讀： 

 1.賈福相編《人與海—台灣海洋環境》，聯經出版，1998 

 2.《臺灣的漁業》，臺北：遠足出版社，2004.7 

 

 

第五週 演講 

講題:南極探險之旅的研究與發現(林家興) 

主講人:林家興(海生館研究員) 

■(一)內容 

 2010 年由正修科大、海洋生物博物館合組團隊以及中國「雪龍號」極地考察學者

合作，同赴南極從聖研究計畫。(目前正修圖書館仍展示研究員在極地的裝備設施，

供人參觀) 

1.南極簡介 ：南極是地球上風最大的陸地，其冬天時的陣風時速可達 160 公里甚 

至曾有 327 公里的紀錄。它也是最乾燥的陸地，比非洲之撒哈拉沙 

漠還乾。 

2. 企鵝生態與企鵝島的介紹 

3. 南極研究站介紹：中國站、韓國站、烏拉圭站、俄羅斯站、智利站 

4. 南極環境的相關介紹：生物、地形、氣候 

■(二)學習單寫作。 

■(三)參考資料： 

           1.戴昌鳳(2002)《海洋生物》，泛亞國際文化 

      2.柯金源（2009）《前進南極》臺北：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金會(DVD) 

           3.南極相關資料網頁 ttp://will-south-polar.blogspot.com/ 

 

■(四)延伸閱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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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馬中欣《冰裸南極》，華文網股份有限公司，2001.9 

 2.羅智成《南方以南，沙中之沙-南極．北非印象》，天下遠見，2000.2 

 

第六週、海鮮文化與海洋文化--《海鮮的美味輓歌》(第一次討論課) 

1.海洋生物多樣性是需要的嗎？ 

2.我們該吃哪一種魚？珊瑚礁魚類是選項嗎？ 

3.臺灣「鮪魚季」的存在性？何謂海洋文化？ 

4. 請描述環境/海洋/人之間的關係。 

     

第七週、演講 

講題: 全球水族館產業的發展與管理 

主講人:方力行(前海生館館長，正修科大講座教授) 

 

■(一)內容 

1.水族博物館為最有吸引力的休閒產業之一，並以台灣海洋生物博物館為例，  

簡介其經營狀況。 

2.簡介水族館的演進，共分為六期，從單一物種的水族館到模擬生態系的水族 

  館，在發展出虛擬實境的娛樂效果，最後加入社會責任成為企業產業來經營。 

3.世界上的水族館：以商業性的亞特蘭大水族館和生態性的學習型水族館，漁人堡

水族館為例。 

■(二)學習單寫作。 

■(三)延伸閱讀： 

1.劉垚鑫〈徒手潛水〉、〈船舶的家〉，《鯊魚來了》華文網股份有限公司，2005.6.6 

2.廖鴻基〈黑與白—虎鯨〉，《鯨生鯨世》臺北：晨星出版社，1997.6.30 

 

 

第八週、海洋詩中的海洋意象 

 ■ (一)內容 

1.介紹與海洋相關的現代詩作：《海洋詩抄》、《瘂弦詩集》、〈如霧起時〉等。 

2.舉例寫作與海洋相關作品的詩人：蕭蕭、覃子豪、瘂弦、鄭愁予、余光中、汪啟

疆 

3. 說明海的意象： 

（1） 自然意象：海灣、海水、浪、貝殼…… 

（2） 人文意象：船桿、水手刀、船員、港口…… 

■(二)論壇區 

到教學網頁的「論壇區」，貼上自己最喜歡的一首海洋新詩。(至少 200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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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週 演講 

講題:臺灣航海史與海洋文化的關係 

主講者:李文環(高雄師範大學臺灣文化與語言研究所) 

  ■(一)內容 

1.說明文學、空間、海洋文化與海洋文化政策的意義。 

2.台灣歷史舞台於政策和空間上的特殊性：分別說明於清末和日治時期，台灣港口 

  與其經濟的發展關係。 

3.打狗築港前的政策、空間與海洋文化。  

4.港口現代化的貢獻與省思，以打狗港而高雄港為例新的空間觀：港市與海洋，這 

  是一種以生態系統為中心思考，除了強調環保概念之外，更應該加入人與港口 

  互動的生態，亦即港市關係的重建，當人們回到港口，消費性文化是值得投注 

  與關切的營造趨勢。 

  ■(二)論壇區 

    你可以為-高雄/港口/海洋文化塑造新的形象嗎？ 

  ■(三)參考資料: 

  1.吳密察（1981）《唐山過海的故事—臺灣通史》，臺北：時報文化 

  2.《全臺詩》冊一～冊五，國家臺灣文學館，2004 

  ■(四)延伸閱讀: 

  1. 達西烏拉彎.畢馬著（2003）《達悟族的神話傳說》，晨星出版社 

  2. 達西烏拉彎.畢馬著 (2003)《阿美族的神話傳說》，晨星出版社 

 

第十週、先民渡海來臺的圖像 

■(一)內容 

1.簡介臺灣海域的環境資料  

2.簡介中國古書中的臺灣 

3.介紹漢人移民來台的歷史 

(1)移民路線圖  

(2)從經濟與政治面看漢人來台的移民潮 

4.簡介黑水溝的環境與其記載--《全臺詩》中的「黑水溝」。 

5.介紹大陸來台的渡海諺謠、詩文 –客家歌謠〈渡海悲歌〉 

■(二)論壇區 

   就你所知簡單描述「燒王船」祭典或媽祖信仰文化。(200 字) 

■（三）延伸學習： 

  (1)媽祖文化信仰的認識 。王拓〈吊人樹〉、〈海葬〉小說。(提到基隆八斗子廟會

媽祖信仰的盛況) 

（2）王爺祭祀，東港燒王船的剪報、照片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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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楊蓮福〈臺灣海洋文化的歷史軌跡〉，《海洋臺灣》，國立歷史博物館，2005 

（4）吳密察《海洋文化與歷史》，臺北：胡氏，2003 

 

 

第十一週、 海洋歌曲與生活的對話—（第二次討論課） 

■(一) 內容 

希望藉由多種海洋歌曲不同的風格與切入，角度讓同學更認識海洋或海洋與人的

關係。我們如何形塑海洋面貌，如何看待海洋，海洋給予我們的心靈與生活上的

影響。 

1. 請寫出一首海洋歌曲的名稱：(包括作詞者) 

2. 請寫出最能代表整首的一段歌詞： 

3. 歌曲中的「海洋意象」是什麼？ 

4. 試述海洋歌曲中的形式與內容(藉由海洋表達何種感情)。 

■(二)延伸閱讀： 

1.汪啟疆著《用詩拍攝》，春暉出版社，2009.7.1 

2.余光中《夢與地理》，洪範出版社 

3.余光中《高樓對海》，九歌出版社 

 

第十二週 情境教學 –遊高雄港 

■(一)航行路線： 

高雄港→中山大學→柴山壽山→旗后山→高雄燈塔→中興商港區、第四貨櫃中心

→本港信號區→大林商港區（十萬噸運煤碼頭）→大林發電廠→十萬噸油輪碼頭

及大林埔煉油廠→中鋼公司、十萬噸礦砂碼頭→中船公司、百萬噸大船塢→大仁

商港區、第五貨櫃中心→八萬噸穀倉、第三貨櫃中心→前鎮漁港→前鎮商港區、

第二貨櫃中心→加工出口區、第一貨櫃中心 

旅程結束。 

■(二) 填寫學習單。 

■(三)延伸閱讀： 

1.廖鴻基等著《臺灣島巡禮》，臺北：聯經出版社，2005 

2.楊玉姿、張守真《哈瑪星的文化故事》，高雄市文化局，2004 

 

第十三週 演講  

講題：全球海洋產業與脈動 

演講人：高雄市海洋局陳文超課長 

■(一)內容 

1.各國海洋產業定義及分類：美國、加拿大、澳洲、日本、中國大陸 

2.我國海洋產業分類：海洋調查、海域工程、環境保護、交通運輸、海岸工程、

漁業技術、資源技術、能源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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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我國海洋漁業 

（1）海洋漁業分類－領海基線概念  

（2）海洋漁業分類－依漁場遠近：遠洋漁業 、近海漁業、沿岸漁業、水產加工、

養殖漁業 

4.我國海洋漁業發展現況 

5.海洋漁業面臨問題 

6.新興海洋產業－遊艇遊憩產業 

（1）遊艇定義：遊艇一般是以休閒、觀光、運動及競賽等為其航行目的之船舶的

統稱。 

（2）遊艇經濟 

（3）遊艇經濟對國家形象及經濟的影響 

■(二)學習單寫作。 

 

第十四週 漁人碼頭 

■(一)內容 

1.介紹十大漁港：梧棲漁港、蚵子寮漁港、苑港漁港、南方澳漁港、彌陀漁港等

。 

3.介紹陳列〈漁人碼頭〉(聯經出版社)：作者以疏離的文字以及寬廣的胸襟,關懷行 

  船人在海上或回到岸上的生活，藉此帶出漁人生活的哀愁與美麗。 

4.《南方澳海洋紀事》訴說的是人與海洋的故事。深刻描繪人類與海洋生物的互動， 

  呈現的是漁民的海洋性格。本片亦是首部橫越台灣本土與台灣北部海域的紀錄 

  片。(2004，導演李香秀，金馬獎最佳紀錄片) 

■(二)論壇區 

 高雄附近有哪些港口，你去過哪一個港口，請你描述一下那裡的景色和設施。 

■延伸閱讀： 

1.簡媜(2002)〈天涯海角—給福爾摩沙〉《天涯海角—給福爾沙》，聯合文學 

2.蔡素芬（1994）《鹽田兒女》，臺北：聯合文學 

 

第十五週 演講   

講題：面對責任制漁業管理制度的台灣 

主講者：高雄大學劉文宏助理教授 

■(一)內容 

1. 臺灣漁業歷史沿革。 

2. 臺灣漁業現況：光復初期以恢復漁業生產為目標。現況則以臺灣在遠洋漁業超

低溫鮪魚產量居全球之冠。 

3. 責任制漁業管理制度  

4. 我國因應責任制漁業管理制度之實際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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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習單寫作。 

■(三)延伸閱讀：東年(1985)《失蹤的太平洋三號》，臺北：聯經出版社 

 

第十六週  廖鴻基《領土出航》 

■(一)內容 

(1)作者介紹：廖鴻基致力於台灣海洋環境、生態及文化工作，曾隨台灣魷釣船遠   

   航至南大西洋記錄台灣遠洋漁業，2005 年隨貨櫃船執行「台灣海運隨船報導」。 

   著有《討海人》、《鯨生鯨世》等。 

(2)內容介紹：本書為作者廖鴻基先生跟隨著楊明海運公司的「竹明輪」，航行海洋 

   四十七天的旅程。 

■(二)課堂作業： 

1.繪製此艘貨輪的航行地圖 

2. 請描述貨輪的大小型制、載重人數、限制與船員一天生活的描述。  

■(三)延伸閱讀： 

1.廖鴻基(2003)《漂島：一段遠航記述》，臺北：印刻出版 

2.張祖德（2008）《航向看不見的島嶼 : 獨木舟澎湖百島航行手記》，臺北：墨刻 

出版 

 

第十七週  海洋文學的新視野（港口/城市/海洋）—（第三次討論課） 

■(一)內容 

1.請描述你對高雄港的印象。 

2.從海洋看陸地，其意義與開啟的觀點。 

3.請描述全球海洋產業，你們可能投入的產業為何？ 

4.請設計一條遠洋航線，說明你們希望的旅行航線。 

5.本學期的上課心得。 

■(二) 延伸閱讀：傅小芸編（2001.12）《大航海時代》，臺北：錦繡出版社，2001.12 

 

第十八週 期末考 

 

 

一、 科目評量方式與評分基準，如下說明 

1.課堂討論與論壇區( 30%) 

 「討論課」為 6 人一組，分為 10 組，有固定的研讀講義作為討論的內容，共三次

討論課，討論成績屬小組成員的共同成績，佔 20%。網頁區的論壇為個人發表心

得的園地，佔 10%，為個人成績。 

 

2.作業(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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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學習單(課程內容與演講摘要)、繪製地圖等、心得寫作等，多方面的引領學

生以小組或個人共同完成作業。 

3.期末考試( 20%) 

  就全學期上課內容，作一次紙筆考試。 

 

4.平時成績( 10%) 

  平時成績包括出缺席、作業繳交正常、上課態度等。 

 

參、 科目特色 

本科目實施方式已在上項說明。以下特別介紹本科目之實施特色。 

一、 能將海洋產官學相關師資整合起來，給予學生較為完整、全面的認識與說

明。如海洋環境的方力行教授、海洋科技的林家興博士、海洋法政事務的

劉文宏教授、海洋人文的李文環教授、海洋產業的陳文超課長。(圖 1) 

 

二、「討論反饋」的對話設計。 

    此項分為討論三週「討論課」以及論壇區的文章發表，設定題目與同學互動， 

    有助於學生在一個單元的學習後，有一個統整的學習概念和反饋的園地。 

 

三 、情境教學—體驗海洋 

本課程開課至今，從 98 年接受教育部補助至計畫結束，有不同的情境體驗

方法。其一：帶領同學走出室內空間，體驗航行貫串海洋的認識與海洋的

精神，並藉此對海洋寫作有一些引導作用。其二：藉由影片的引導，如《南 

      方澳海洋紀事》（導演：李香秀）介紹漁村，引導高雄附近的漁村生活作連 

      結。(圖 2) 

四、「文創作業」的設計： 

    本課程依計畫經費而有不同的作法。98 年度此課程獲補助，教師帶領學生坐 

渡輪至旗津海邊，朗誦余光中海洋詩，作業即是海洋詩歌創作。 

    99 年度此課程再次獲得補助，我們以航行高雄港的方式，請導覽介紹高雄港 

    的環境、產業現況，作業為有關海洋所見的生活紀事。之後，海洋歌曲中的 

    海洋；海洋圖片的標語、短文寫作；到海洋文創作品的呈現，都是這個課程 

    想透過「海洋」的概念，傳達給學生的內在涵養與知識內化的。(圖 3) 

五、課程影音檔的錄製，有助於學生課後複習或學習了解。 

 

本課程於 99 年曾獲教育部顧問室海洋教育先導型計畫辦公室補助，申請補助經費 

187,652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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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以下為產官學學者參與課程講座) 

 

陳文超課長講解全球海洋產業 李文環教授介紹高雄港的歷史

變遷 

 

林家興博士介紹南極經驗 方力行教授介紹水族館的經營 

劉文宏教授講解責任制漁業管理 教授與同學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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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產官學學者專家，讓海洋文學的面向能結合環境、科技、法政、產業與人文。 

 

圖 2 情境教學—99-1 校外教學「遊高雄港」 

 

  99 學年度 高雄港之旅全體留念 同學在船上聽解說員講解高雄港 

 

出港了！從海上看陸地的新觀察。 船長為大家解說員介紹高雄港與產現況 

 

圖 3 課堂活動 

99 學年度 助理帶領學生課堂討論 同學課堂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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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圖書館展示-本校研究人員南極探勘

的裝備 教師引領同學討論並提問 

 

101 學年度 課程教學-繪製地圖 地圖繪製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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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學年度 文創作業-學生發表製作理

念與精神 
利用回收物品製作環保概念的「食物鏈」

作品 

 

101 文創作業-學生製作「受汙染的烏賊」

燈飾 
小組同學收集海灘上破碎的貝殼，製作

臺灣地圖 

 

99 年海洋文學之旅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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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授課教師通識教育經歷與成就 

申請人由 99-101 學年度共開設通識科目有「國文」、「實用中文」、「歷代文選」、

「文學與人生」、「海洋文學之旅」等五門課程。 

 

    與海洋有關的「臺灣文學中的海洋印象」獲得 98 學年度教育部海洋教育先導

型計畫 168,300 元經費。「海洋文學之旅」獲得 99 學年度教育部海洋教育先導型計

畫 187,652 元經費。 

    另外語文教學方面，申請人於 100 學年度獲得教育部全校性閱讀書寫課程推動

與革新計畫 B 類，「大一國文—閱讀寫作的生命啟航」445,200 元補助；101 學年度

獲得教育部全校性閱讀書寫課程推動與革新計畫 B 類「大一國文—生命與閱讀的

書寫對話」，1,073,292 元補助。 

    申請人認為，所有的教育都是通識教育。通識教育必須擴展學生的視野，並

使之反思自己的行為生活對環境生活的影響，因此在課程內上，重視學生重視知

識、情意的涵養，以及技能的培養，鼓勵學生由生活經驗反省，強調人文、社會、

科學、自然等領域的對話，期望學生能成為具備基礎科學、擁有人文關懷，和世

界視野的現代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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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人將學術成果融入教學課程，並申請計畫補助，進一步改進和提升自己

的研究和教學，作為不斷精進的目標。從 99 年起至今，共發表期刊三篇。國外期

刊 1 篇，〈The effects of an instructional experiment in Chinese reading and writing.〉，(序

位第一)  ，Asian Journal of Management Sciences & Education, 3(1), 49-57. (2014/01)。               

國內期刊 2 篇，為：〈葉適「書序」散文之美學〉，《正修通識學報》第八期，

2011.6 與〈沈光文詩文集中的台灣圖像〉。 

    研討會共四篇。國外研討會 2 篇，〈葉適記體散文中「建築」意象之內涵〉，

《譜寫新世界：東亞文化歷史與遠景》，東亞文化交涉協會第五屆年會，香港城市

大學，2013.5.10；〈Effects of Chinese Reading and Writing Instruction: Case Study of a 

Technology University.〉，(第二作者)，2014 The Asian Conference on Language Learning 

(ACLL 2014), Osaka, Japan。以及國內研討會 2 篇，分別為〈大一國文生命書寫與閱

讀的對話〉，2013 高雄文化及通識教學學術研討會，2013.4.29(文藻外語學院)、〈海

洋文學的課程規劃與心得分享〉，2010 高雄文化及通識教學學術研討會,2010.3.19(文

藻外語學院)。 

    102 學年度，獲得教育部績優教學研究人員(彈性薪資)的榮譽。今年獲邀於鳳

山社區大學開設「海洋文化課程」，對海洋文化的推動與教學，受到肯定。 

 

 
近三年教學評量 (海洋文學之旅) 
 
 
 

99-1  平均數 4.16 

99-2   未開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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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2 平均數 3.99 

101-1 平均數 4.06 

101-2 平均數 3.81 

正修之學生滿意度調查表採五等第制，申請人每年的教學滿意度平均分數均在 3.5
以上，以本科而言，近三年滿意度是在 4 分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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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99 年度海洋文學之旅的核

定清單 

配合時事資料製作 PP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