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2年海洋教育融入國文教學 教案設計    

壹、簡介 

適用科目

名稱 

國文、地理、 

綜合活動、環境教育 
單元名稱 

離騷：流離島影 

Floating Islands: Islands in 

Taiwan's Stream, Twelve versions of 

Paradise Lost 

教學時數 2 節  (120分鐘) 教案設計者 國立苗栗高級中學  黃琇苓 老師 

融入 

主題軸 

V 1海洋休閒 

V 2海洋社會 

V 3海洋文化 

□4海洋科學 

V 5海洋資源 

主要 

內容 

(能力或

知識) 

海洋休閒 

1-5-5 從生態旅遊中體認自然保育與人類生活的息息相

關。 

海洋社會 

2-5-2 評析海洋經濟活動可能對環境造成之衝擊。 

海洋文化 

3-5-5 分析海洋文學與海洋文化之間的關連性。 

3-5-7 善用各種寫作技巧及文體，創作以海洋為背景之

文學作品，表達自己對海洋之瞭解與情感。 

5-5-10利用不同時期的圖像分析臺灣海岸線，說明臺灣

海岸曾因人為與自然因素而變遷，並提出因應對策。 

5-5-13 評析海洋環境之倫理、社會與永續發展議題。 

教學目標 

海

洋

教

育 

(A) 

課程目標 

（一）參與並規劃水域休閒活動與水域生態旅遊。 

（二）瞭解海洋相關產業與經濟活動。 

（三）欣賞並創作海洋文學與藝術。 

（四）熟悉海洋科學的基礎知識。 

（五）知悉海洋資源之應用，促進海洋環境的永續發展。 

（八）建立海洋意識與積極關心國家海洋發展。 

養成核心

能力 

（二）參與並規劃水域休閒活動。 

（三）規劃設計並積極參與水域生態旅遊。 

（四）分析海洋相關產業，並評析其與經濟活動的關係。 

（五）瞭解海洋各級產業與科技發展的關係 

（七）瞭解並關心國家海洋政策。 

（八）評析臺灣與其他國家海洋歷史的演變、差異。 

(十四）瞭解海洋的基本觀測、海水運動，並分析其物理、化學特 

性。 

（十六）瞭解海洋結構與海底地形，探討洋流對環境的影響。 

（十七）探討海洋對臺灣各地氣候變化造成影響。 

（十八）瞭解當前探測海洋應用科學的基本技術與應用。 

（卄二）瞭解海洋環境變遷的成因，並提出因應對策。 

user
圖章



專

業

科

目

(B 

) 

國

文 

課程目標 

 

一、達成本國語文，聽、說、讀、寫之學科能力指標。（詳見下節） 

三、養成廣泛閱讀的習慣，理解文明社會的基本價值，經由文化經

典與當代生存環境的對話，開發文化反思的能力與尊重多元的精

神。 

養成核心

能力 

一、聽 

（二）分析與評論演講、報導的內容。  

（三）分析與評論各類影音資料的內容。 

二、說 

（二）善用口語表達技巧。  

（三）應用技巧表情達意，交換意見。 

三、讀 

（二）廣泛利用文化知識，輔助閱讀。  

（三）鑑賞與評論各類作品 

四、寫 

（三）創作結構嚴謹的作品。 

預期學習

成果 

一、提昇人文、社會與科技的知能。 

二、加強邏輯思考、判斷、審美及創造的能力。 

四、強化自我學習的能力及終身學習的態度。 

六、深植尊重生命與全球永續發展的觀念。 

設計理念 

1. 設計動機 

台灣的離島包括綠島、蘭嶼、澎湖、金門、馬祖等大大小小 165個，各自擁有其

獨特奧妙的地形景觀、風土民情及歷史經驗，例如蘭嶼的達悟文化、綠島的人權史事、

澎湖的玄武岩地形、金門的洋樓與傳統聚落、馬祖的戰地風情與閩東建築……等；《離

騷：流離島影》細細品味每個離島獨特的美麗與感動。 

2.教學要點與特色： 

a. 跨學科統合：國文、歷史、地理 

b. 利用教學資源：google earth、紀錄片 



 

c. 透過專題探討，喚起學生對離島的認識與離島開發議題。 

2. 教案整體主軸架構： 

 

 

 
 
 
 
 
 
 



貳、教學流程：  

      台灣的離島包括綠島、蘭嶼、澎湖、金門、馬祖等大大小小 165個，各自擁有其獨特奧妙的

地形景觀、風土民情及歷史經驗，例如蘭嶼的達悟文化、綠島的人權史事、澎湖的玄武岩地形、

金門的洋樓與傳統聚落、馬祖的戰地風情與閩東建築……等；《離騷：流離島影》細細品味每

個離島獨特的美麗與感動。  

 

教學流程 
教學內容與詳細說明 

 

時間 

(分鐘) 

引起

動機 

離島的 

地理特性 

1. 中華民國島嶼列表 

2-1島嶼的地理特性：島嶼形成 

2-2台灣地貌：多面向台灣地質景觀 

 

20 

活動

內容 

離島的 

獨特氣息 

1. 島人夢話 

2. 離島之美 

3. 流離島影紀錄片 

4. 我們的島 環境紀錄短片 

5. 延伸學習：離島漫畫書 

30 

綜合

活動 

流離島影 1. 離島之歌 

2. 島嶼寫作~~分組，學習共同體 

任務一：島嶼主題書 

任務二：離島 swot分析 

任務三：島嶼之心 

 

50 

教學

資源

與素

材 

網路資源、PPT、影音：youtube 、google earth 

 



參、參考資料 
1.我要讀地理：台灣離島地形 http://www.tlsh.tp.edu.tw/~t127/topographytaiwan/tai06.htm 
2.台灣觀光年曆 台灣離島 http://travel.taiwan.net.tw/Tap_TwGuide/tap_twguide_02.aspx?vacant=23 
3.中華民國島嶼列表：WIKI 百科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8%8F%AF%E6%B0%91%E5%9C%8B%E5%B3%B6%
E5%B6%BC%E5%88%97%E8%A1%A8 
4.你的公共電視，流離島影：http://web.pts.org.tw/~web02/floating/ 
5.台灣電影往，流離島影：http://www.taiwancinema.com/ct_12151_38 
6.博客來，台灣離島嶼燈塔：http://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168339 
7.博客來，流離島影：http://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147599 
8.博客來，台灣離島之美：http://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256197 
9.台灣地理，WIKI 百科：

http://zh.wikipedia.org/zh-tw/%E5%8F%B0%E7%81%A3%E5%9C%B0%E7%90%86 
10.台灣地貌，國家自然博物館數位典藏

http://digimuse.nmns.edu.tw/taiwanlandform/east/page-pic-10.htm 
11.台灣的離島：

http://www.tnu.edu.tw/ge/ocean/PDF/14-1%E8%87%BA%E7%81%A3%E7%9A%84%E9%9B%A2%E
5%B3%B6-%E6%9E%97%E6%83%A0%E5%A8%9F.pdf 
12. 倪進誠，臺灣的離島，遠足文化公司，民國 93 年 10 月 
13.清末北台灣離島考：http://mapstalk.blogspot.tw/2010/09/blog-post_25.html 
14.背包客棧 台灣離島：http://www.backpackers.com.tw/forum/forumdisplay.php?f=64 
15.流離島影 漂泊邊界：http://ccsun.nchu.edu.tw/~intergrams/intergrams/052-061/052-061-chen.pdf 
16.四套離島漫畫書：http://blog.xuite.net/onecheng/bird/5335567 
17.公視 我們的島 環境紀錄短片：http://web.pts.org.tw/php/html/island/ 
18.鄭愁予，船長的獨步：http://www.epochtimes.com/b5/1/8/31/c4624.htm 
19.YOUTUBE 離島(田馥甄)：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qARyor3nFo 

http://www.tlsh.tp.edu.tw/~t127/topographytaiwan/tai06.htm
http://travel.taiwan.net.tw/Tap_TwGuide/tap_twguide_02.aspx?vacant=2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8%8F%AF%E6%B0%91%E5%9C%8B%E5%B3%B6%E5%B6%BC%E5%88%97%E8%A1%A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8%8F%AF%E6%B0%91%E5%9C%8B%E5%B3%B6%E5%B6%BC%E5%88%97%E8%A1%A8
http://web.pts.org.tw/~web02/floating/
http://www.taiwancinema.com/ct_12151_38
http://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168339
http://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147599
http://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256197
http://zh.wikipedia.org/zh-tw/%E5%8F%B0%E7%81%A3%E5%9C%B0%E7%90%86
http://digimuse.nmns.edu.tw/taiwanlandform/east/page-pic-10.htm
http://www.tnu.edu.tw/ge/ocean/PDF/14-1%E8%87%BA%E7%81%A3%E7%9A%84%E9%9B%A2%E5%B3%B6-%E6%9E%97%E6%83%A0%E5%A8%9F.pdf
http://www.tnu.edu.tw/ge/ocean/PDF/14-1%E8%87%BA%E7%81%A3%E7%9A%84%E9%9B%A2%E5%B3%B6-%E6%9E%97%E6%83%A0%E5%A8%9F.pdf
http://mapstalk.blogspot.tw/2010/09/blog-post_25.html
http://www.backpackers.com.tw/forum/forumdisplay.php?f=64
http://ccsun.nchu.edu.tw/~intergrams/intergrams/052-061/052-061-chen.pdf
http://blog.xuite.net/onecheng/bird/5335567
http://web.pts.org.tw/php/html/island/
http://www.epochtimes.com/b5/1/8/31/c4624.htm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qARyor3nFo


Floating Islands: Islands in Taiwan's Stream, Twelve versions of Paradise Lost 

 
國立苗栗高中  黃琇苓 



離島的 

地理特性 

離島的 

獨特氣息 

流離島影 

[

離]  

騷 



 



如果，以為台灣的離島都是一樣的，那就錯了! 
 
台灣島嶼的面貌萬千，風韻各異， 

除了有火山島、珊瑚礁島，還有變質的花崗岩島， 
 
有些孤懸於季風強勁的茫茫大海裡 
有些貼近於資源豐富的大陸邊緣邊， 
有些置身於人煙罕至的生物棲地中。 
當然~~  還有屬於你我記憶中的夢想島嶼 
          



中華民國島嶼列表~WIKI 
 臺灣地質上屬於大陸島，和蘭嶼、綠島、小琉球、龜
山島、棉花嶼、彭佳嶼、釣魚臺等共22個島嶼。 

 澎湖島嶼共90個，71個島嶼為無人島。地質上屬於火
山島，岩石構成為玄武岩，此乃因南海曾短期海底擴
張所造成。 

 馬祖島嶼共36個，金門島嶼共14個，地質上屬於大陸
島。 

 東沙群島、南沙群島(3)，地質上屬於珊瑚島。實際管
轄島嶼合計165個。 

 2000年為促進離島建設發展並改善離島地區生活制定
《離島建設條例》 











台灣的離島---火山島 
   (1) 成因：屬於火山作用形成的島嶼。 

    (2)例子： 

      a. 澎湖群島 

      b.本島周圍大多數的附屬小島 

        (綠島、蘭嶼、龜山島等等) 

  

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 x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

  綠島 海參坪 

蘭嶼 雙獅岩 



台灣的離島---珊瑚礁島 
   (1) 成因：由海底的珊瑚礁露出海面    

                   所形成的島嶼。 

   

 

 

 

  (2)例子： 

       a.小琉球嶼 

       b.南海諸島,如東沙島、太平島  
  琉球嶼  珊瑚礁岩 



台灣的離島---大陸島 
   (1) 成因：沿海丘陵受到海水上升，    

        以致沒入海中而形成的島嶼。 

    

  (2)例子： 

       a.金門 

       b.馬祖 

 

        

  金門  





參考資料：
http://www.tlsh.tp.edu.tw/~t127/to
pographytaiwan/tai06.htm 





‘離’島意味著什麼？ 
 那是另一個地方（another 

place）？或者說，是一個別
的地方（an/ other place）？
（Rabinowitz, p.21） 

 藉由《流離島影》系列紀錄短
片的仲介（agency）與再現
（representation），閱聽者
不只可以談論「它們」，還可
以藉由紀錄影像的空間呈現和
媒介散佈看到「它們」。 



 











《流離島影》系列紀錄片 
 沈可尚導演的北方三島＜噤聲三角＞ 
 黃庭輔導演的金門＜0304＞ 
 李志薔導演的小琉球＜浮球＞ 
 陳芯宜導演的釣魚台＜誰來釣魚＞ 
 李孟哲導演的東沙島＜南之島之男之島＞ 
 郭珍弟導演的蘭嶼＜清文不在家＞ 
 許綺鷰導演的綠島＜我的綠島＞ 
 朱哲賢導演的澎湖＜西嶼坪＞ 
 吳介民導演的基隆嶼＜基隆嶼的青春紀事＞ 
 簡偉斯導演的馬祖＜馬祖舞影＞ 
 周美玲導演的烏坵＜輻射將至＞ 
 李泳泉導演的龜山島＜鄉愁對話錄＞。 
 
《流離島影》系列紀錄片曾於2000年的台灣國際紀錄片雙年展作專題映
演，其後又於公共電視台放映。該系列影片代表民間自發的對土地的認
同與紀錄，相當值得重視。 



緣起 
 1999年，一群生命力旺盛的影像工作者，在不顧後果
的奇想之下，齊聚一堂，著手推動一項台灣史上最龐
大的紀錄片拍攝計劃－《流離島影》。在螢火蟲映像
體的策劃之下，這個計劃集合了國內時二位紀錄片創
作者，分頭出海到台灣周圍十二個離島上，從金門、
澎湖、北方三島…到東沙、釣魚台等,做一次35mm的
全紀錄演出，希望藉由親近這些離島，實地用影像去
紀錄、觀察，能有最真實的體會和呈現。（《流離島
影影像書》，p.2） 



 《流離島影》中所再現的異質多元島嶼空間，，一方
面藉由極度風格化的運用音像、訪談與口白，策略性地
建立游離於虛實之間，具有反思效果的「異質空間」，
戲仿／反諷來自本島的國家機器意識型態和權力運作的
粗暴與荒謬；一方面也持續誘導閱聽者去面對並關注現
實的離島空間中種種社會問題。 

 《流離島影》如鏡像般反射出離島在台灣現代性發展進
程中，不斷搖擺於開放觀光的矛盾及其一再被「邊緣化」
命運，同時也在畫面之外暗暗指涉當前台灣本島處在後
資本主義和全球化的時空脈絡／權力架構／消費場域之
下，所佔有的位置以及必須因應／對抗的相似窘境，在
這裡《流離島影》的「電影眼」也許創造了一種類同
（analogy）。 



 









”清文不在家” 
要呈現的是一個蘭嶼家庭的悲歡離
合。也期待能透過如此感性的生活
影像，觸及離島原住民在城鄉發展
失衡的社會結構中，長久以來所面
臨的困境。 





















 http://web.pts.org.tw/php/html/island/search.php 



延伸學習：四套離島漫畫書 
 

 大自然的海島一向令人嚮往，適合生活與養老的快樂地方，
但是絕大部分的人並不願意選擇離島長期居住，為什麼？
在此推薦四套與「離島故事」有關的漫畫套書： 

 「廢校危機與轉機」： 
     《光之島》 1-8集完 尾瀨朗 著 尖端出版 
 「醫療貢獻與志業熱忱」： 
     《離島大夫日誌》 1-18集未完 山田貴敏 著 青文出版 
 「人際與環境的適應之道」： 
   《琉璃之波風沈默的艦隊~海江田四郎青春譜》 1-4集完 川  
口開治著 尖端出版 
 「離開島嶼的人生旅途」： 
  《Glaucos~深海奇蹟》 1-4集完 田中亞希夫 著  東立出版 





我覺得這樣的距離很好 
就隔著一片海互不打擾 
我是一座離島人海邊的離島 
世界和我禮貌微笑 
 
不擔心我這島居民太少 
人口的密度就這樣剛好 
我是座小小島裝不下大煩惱 
觀光客們下回請早 
 
怎麼會這樣 我也不知道 
謝謝誰為我祈禱 可是我並不困擾 
誰能夠決定誰 怎樣最好 
我疏離得很舒服 不想治療 

 



你住的小小的島我正思念， 
那兒屬於熱帶 屬於青青的國度，淺沙上 老是棲息著五色的魚
群， 
那兒的山崖都愛凝望 披垂著長藤如髮那兒的草地都善等待，鋪
綴著野花如果盤， 
那兒浴你的陽光是藍的 海風是綠的、 
則你的健康是鬱鬱的 愛情是徐徐的、 
 
雲的幽默與隱隱的雷笑，林叢的舞樂與冷冷的流歌， 
你住的那小小島我難描繪，難繪那兒的午寐有輕輕的地震， 
如果 我去了 將帶著我的笛杖，那時我是牧童而你是小羊， 
要不 我去了 我便化做螢火蟲， 
以我的一生為你點盞燈… 
                                                                   ~~鄭愁予 /小小的島 
 





任務一：島嶼主題書 
 Google EARTH 空拍圖、相關資訊 
 島嶼小檔案：面積、地理、組成、土壤、氣候、河川 
 隸屬：行政區、管理機構 
 居民：人口、人種、宗教、民間信仰 
 經濟：產業結構、土地利用、聯外方式 
 島嶼圖說：概況、專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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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島嶼圖說 

 





範例：主題圖說 

 





任務二：離島SWOT分析 
 
 



任務三：島嶼之心 
                                   ~生態、島民、遊人 
 吉里巴斯(Kiribati)是太平洋中西部的一個島國，她的
總統曾說：「人們越早停止以 “天堂”這個字眼來形
容島嶼地區越好，因為太平洋島嶼被視為天堂部過世
遊客和媒體的長期想像罷了。……..島嶼是充滿問題的，
只有當你不長期住在這些島嶼，才會覺得他是天堂，
而我住在這裡，就會面臨許多真實的問題」 

遊客原始
海島想像 

島民生活
福祉需求 



 面對島嶼的未來 
 不應再以激進的改革來期待 
 或許應該以理性的溫和來改造 
 理性的立場   並非消極 
 溫和的力道   並非無能 
 而是 契合島嶼的現勢 
 讓島民內心得以依循的定位 
 對島嶼來說 
知足的安然遠比無意的損毀    來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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