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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NATIONAL KAOHSI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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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授課大綱　Syllabus  

部別 : 日間部碩士 110學年度第2學期 列印日期 : 2022/01/21

中文課程名稱 : 海洋休閒文獻閱讀 英文課程名稱 : Marine Leisure Documents Reading 授課教師 : 謝宜臻

 開 課 班 級 : 休閒所一甲   學　　分  : 2.0 授課時數 : 2.0

 合 班 班 級 : 實習時數 : 0.0

1.中文教學目標(Chinese Teaching objectives)

本課程旨在著眼於國際海洋產業的發展，以及政府政策如何響應其需求，和探索藍海策略，給未來的海洋休閒研究及從業人

員，提供更廣闊的視野。 

2.英文教學目標(English Teaching objectives)

This course aims to provide a broader perspective of how international ocean industries are developing and how

government policies respond to their needs and explore a blue ocean strategy. 

3.中文教學綱要(Chinese CourseDescription )

該課程將從《台灣海洋產業發展條例》起始，突顯未來海洋治理和工業發展的關鍵方向。 此外，本課程還將討論有關公海和經

濟海域中海洋資源的國際爭端，另外，也將涵蓋主要的國際海洋議題趨勢，包括石油、天然氣、礦產、海洋漁業資源以及不同

郵輪之間的競爭。 該課程也將探討洋旅遊和休閒活動的可持續性以及氣候變化對海洋的影響。 

4.英文教學綱要(English CourseDescription )

The course will start with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Taiwan Marine Industry Development Regulations. It will

highlight the key directions of future marine governance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Furthermore, the course

will discuss international trends regarding international disputes over the marine resource in high seas and

economic seas, including oil, gas, minerals, marine fishery resources, and the competition between different

cruise lines. The course also aims to explore sustainability in ocean tourism and leisure activities and the

impact of climate change on the ocean. 

5.中文核心能力

核心能力名稱 核心能力百分比

1 休閒管理 40%

2 海洋休閒資源管理 50%

3 海洋休閒運動 10%

6.英文核心能力

核心能力名稱 核心能力百分比

1 The Core Competence of Leisure Management 40%

2
The Core Competence of Marine Leisure Resource

Management
50%

3 The Core Competence of Marine Leisure Sport 10%

7.教科書

1

中文書名 : 2030的海洋經濟 (OECD, 2016)　英文書名：The Ocean Economy in 2030 (OECD, 2016) 

中文作者 : 　英文作者： 

中文出版社 : OECD　英文出版社：OECD 

出版日期 : 年 月　備註： 

8.參考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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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文書名 : 治理海洋資源：新挑戰和新興制度　英文書名：Governing Ocean Resources: New Challenges and

Emerging Regimes 

中文作者 : van Dyke, Broder, Lee, Paik　英文作者：van Dyke, Broder, Lee, Paik 

中文出版社 : 　英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 : 年 月　備註： 

2

中文書名 : 海洋政策與治理　英文書名：Ocean Policy and Governance 

中文作者 : 世界海洋理事會　英文作者：World Ocean Council 

中文出版社 : 　英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 : 年 月　備註： 

3

中文書名 : 海洋旅遊：發展、影響和管理　英文書名：Marine tourism: development, impacts and management 

中文作者 : Orams　英文作者：Orams 

中文出版社 : 　英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 : 年 月　備註： 

4

中文書名 : 台灣海洋經濟發展之研究　英文書名：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of Taiwan's Marine Economy 

中文作者 : 趙禹姿、蔡佩君、楊達鑫、吳秉叡,　英文作者：Zhao Yuzi, Cai Peijun, Yang Daxin, Wu Bingrui, 

中文出版社 : 　英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 : 年 月　備註： 

5

中文書名 : 海洋產業發展　英文書名：Marine industry development 

中文作者 : 邱文彥　英文作者：Chiu Wenyan 

中文出版社 : 　英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 : 年 月　備註： 

9.教學進度表

週次或項
目

Week or
Items

中文授課內容
Chinese Course Content

英文授課內容
English Course Content

分配節次
Assigned
Classes

備註
Note

1 台灣海洋產業發展條例 Taiwan Marine Industry
Development Regulations 

   

2 海洋產業發展條例重點 
Highlights of the Marine
Industry Development
Regulations 

   

3 海洋產業發展基⾦及⿎勵海洋
事業⾦融機制 

Marine industry
development fund and
financial mechanism to
encourage marine
industry 

   

4 海洋產業園區 Marine Industrial
Complex 

   

5 公海與經濟海域的差異 
The difference between
high seas and economic
seas 

   

6 國際經濟海域紛爭的案例 
International cases of
disputes in economic
seas 

   

7 ⽯油、天然氣、礦產與海洋的
關係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il, gas, minerals, and
the ocean 

   

8 海洋資源開發爭霸戰 Battling for marine
resource development 

   



9 期中考 Mid-term exam    

10 海洋漁業資源與永續漁業 Marine fishery resources
and sustainable fishery 

  開放觀摩 

11 永續海鮮指南 Sustainable Seafood
Guide 

   

12 觀光遊輪多樣化趨勢 
The trend of
diversification of ocean
cruises 

  開放觀摩 

13 海上運輸及航線 Maritime transportation
and routes 

   

14 永續海洋觀光及遊憩  Sustainable ocean tourism
and leisure activities 

  開放觀摩 

15 造船業種類及產值 Shipbuilding types and
output value 

   

16 氣候變遷對海洋影響 The impact of climate
change on the ocean 

  開放觀摩 

17 聯合國海洋法會議 United Nations Law of the
Sea Convention (UNCLOS) 

   

18 期末考 Final exam    

10.中文成績評定(Chinese Evaluation method )

期中考試35％ 期末考試35％ 參與度30％ 

11.英文成績評定(English Evaluation method )

Mid-term exam 35% Final exam 35% Participation 30%  

12.中文課堂要求(Chinese Classroom requirements )

出勤率至少70％ 研討式閱讀 條列閱讀重點 以英文討論為主 

13.英文課堂要求(English Classroom requirements )

Attendance rate at least 70% Seminar-form discussion Highlight reading result in a bullet point form English-

based discussion 

「遵守智慧財產權」 ﹔「不得非法影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