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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海洋大學臺灣海洋教育中心 

藍階海洋教育者培訓課程「活動企劃」格式 (版本 B) 

活動名稱 

<海納百川系列> 

鰻魚慢魚之小鰻奇幻漂流記 

 

提案人 

姓名 林松貞 Sung Chen Lin 

姓名 林怡芳 Julia Lin 

活動緣起

與理念  

    在海洋科學家研究中發現生命起源可能與深海熱泉的古細菌有關，因此人類生命與海洋

有著密切關係。而有「福爾摩沙」之稱的台灣，四周環海擁有多樣、美麗的海岸地形，並孕

育出許許多多海洋物種。海岸是人與海洋最容易親近的地方，海陸交界處是海洋生物棲息、

經過、生存的地方，但也是最容易造成人類與生物彼此互相影響與競爭生存的空間。 

    出生自海洋的鰻魚是一種既神秘又傳奇的魚類，細小透明的鰻線，牠的生活史剛好與鮭

魚相反，牠是屬於降海型魚類，一生都是在河川生活，但為了孕育下一代會到海洋進行繁衍，

其中最特別是俗稱「白鰻」的日本鰻鱺會游到馬里亞納海溝附近海域產卵，每年冬至前後會

有大量鰻苗，隨著海流漂到台灣附近河口尋找適合的河川生存，許多漁民會到河口進行捕鰻

苗，鰻苗正是討海人口中的「白金」，因此台灣早期養殖鰻魚興盛，有著「鰻魚王國」稱號。   

但是近年來因為環境生態的改變及開發造成棲地破壞、河川農藥及污水污染、過度捕撈

等問題，造成數量大量銳減，鰻魚面臨生存威脅越趨嚴重；但因為種苗需要野生無法以人工

進行完全養殖，因此在「海鮮指南」中列為紅燈建議避免食用。 

希望透過此活動使學童能了解海洋生物多樣性、生物生存與人類活動息息相關及鰻魚文

化產業、河川與海洋環境污染等問題，進而引領學童重視並珍惜自然生態資源、理解永續海

洋河川環境的重要性，培養親近海洋、關心環境的行動力。 

 

 

 活動  

目的  

1.認識海洋環境、鰻魚生態與海洋、河川的關係。 

2.對早期捕鰻人文產業與養殖漁業有所認識，進而覺知近年來鰻魚因為過魚、海洋河川環境

變遷與污染影響造大量銳減。 

3.透過海鮮指南與遊戲學習如何讓海洋資源永續。 

4.因為人類活動造成環境污染，並以實際參與淨灘活動，讓環境變得更美好。 

活動時間 

與地點 

活動時間: 108年 9-12月星期二-五, 上午 8:30~15:30 

地    點: 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科教教室、主題館、潮境工作站教室、潮境公園海岸 

舉辦單位 

主辦單位 :  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  

指導單位 :  教育部、國立海洋大學、台灣海洋教育中心  

承辦單位 :  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    

參加對象 小學中 4-6 年級每班 25 人 ,共 20 梯次  

活動費用 總費用 :  130,000 元  

融入綠階 

海洋教育者 

專業內涵 

知識 

■L1-K1 海洋環境與永續發展: 

L1-K1-1: 單元一、二、四 

L1-K1-2: 單元二、三、四 

態度 

■L1-A1 親海意識: 

 L1-A1-1: 單元二、三、四  

 L1-A1-2: 單元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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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1-K2 體驗教學與水域安全: 

L1-K2-1、L1-K2-2 : 單元四 

■L1-A2 環境關懷: 

 L1-A2-1: 單元二、三、四 

 L1-A2-2: 單元二、三、四 

技能 

■L1-S1 教學設計與知識轉化: 

 L1-S1-1: 單元三 

 L1-S1-2: 單元四 

■L1-A3 服務熱忱 

 L1-A3-1: 單元二、四 

 L1-A3-2: 單元二、四 

活動 

行動方案 

一. 活動設計架構: 

  

 

 

 

 

 

 

 

 

 

 

二.活動時間流程表: 

時間 活動主題  活動流程 

8:30-9:20 

1.小鰻大冒險 

(科教教室) 

(50 分鐘後 

10 分鐘休息) 

1-1.魚便當之終極密碼 (5min) 

1-2. 海洋繪本: 小鰻來了、小鰻大冒險 (30min) 

1-3.影片: 消失的鰻魚(15min) 

9:30-11:10 

2.展廳體驗 

小鰻漂流記 

(主題館) 

(90 分鐘後 

10 分鐘休息) 

2-1.深海廳: 認識深海環境 (20min)          

2-2環境廳:探索黑潮、認識台灣河口環境(25min) 

2-3.文化: 體驗捕鰻苗文化 (20min) 

2-4.水產: 養殖漁業與水產加工、 

          未來可以為海洋做什麼?  (25min) 

11:20-12:00 3.鰻天過海 

(科教教室) 

(40 分鐘後 

60 分鐘午餐) 

3-1.介紹海鮮指南使用方法 (5min) 

3-2. 互動遊戲: 鰻天過海(35min) 

13:10-15:30 4.許海洋一個

未來(潮境工

4-1.淨灘說明 (30min) 

4-2.淨灘 (90min) 

<海納百川系列> 

鰻魚慢魚之 

小鰻的奇幻漂流記 

 

一. 引發興趣與 

對環境覺知: 

小鰻大冒險 

(海洋繪本) 

二.體驗與環境知識: 

展廳體驗-小鰻漂流記: 

深海->環境-> 

文化->水產  

四.環境行動技能與

反思:  

許海洋一個未來 

 

三.環境行動經驗: 

鰻天過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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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站教室、潮

境公園海岸) 

4-3. 許海洋一個未來 (20min) 

(共 140 分鐘) 

三. 辦理方式與內容說明: 

1.辦理方式: 教育部轉知各級學校參加，時間定於每週二~五舉辦，共二十梯次。 

2.活動內容說明: 

【活動一: 小鰻大冒險】  

說明: 從破解魚類便當的密碼活動了解到鰻魚飯價格比一般較昂貴。另藉由海洋繪本認識鰻

魚的生態史與環境關係，並了解目前鰻魚所遭遇到的生態衝擊。 

1-1. 魚便當之終極密碼  

1-1-1.將學員分為五組，請問學員有吃過或買過便當嗎? 價格大約多少? 有哪些是魚類便

當?  

老師在白板上貼上五張圖卡與便當名稱 (圖 1-2），分別為鯛魚、𩵚魠魚飯、鱈魚、鮭魚、鰻

魚，請各小組在二分鐘內討論五種魚便當價格後，並派一位代表上台寫在白板上，最後由老

師公佈答案: 

鯛魚:90元、𩵚魠魚飯:90元、鱈魚:100元、鮭魚:100元、鰻魚:210元  

(以上價格會有波動，根據 107.9基隆池上木片便當仁二店所標示價格) 

1-1-2.看各組答對幾個答案，答對最多的組別給予鼓勵，請學員分享為什麼鰻魚便當會比一

般便當貴?  

1-1-3.老師說明講解原因: 鰻魚已經大量銳減，一尾鰻苗價位漲到 150-200元。 

讓我們一起透過繪本了解鰻魚吧! 

   

       (圖 1-2） (資料來源: 池上木片便當建國店、公視我們的島)       鰻魚便當 

1-2.海洋繪本: 小鰻大冒險 

1-2-1.每組各發一繪本分別: 小鰻來了（圖 3）、小鰻大冒險（圖 4），請小組共同閱讀繪本，

10 分鐘討論繪本中看到的鰻魚生長地點、生活方式、捕鰻苗的漁法與鰻魚生存的危機

等。 

1-2-2.一組派一個代表，回答一個問題，其他人可以補充。  

1-2-3.老師總結各組演示繪本內容，並給予嘉勉。 

        
               （圖 3）                      （圖 4）    (資料來源: 博客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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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影片: 來自深海的警訊 

1-3-1.老師播放影片: 公視我們的島-「消失的鰻魚」與「來自深海的警訊」 (片長各 5分

鐘)，了解鰻魚生活史、捕鰻苗、養殖鰻魚、生態衝擊。 

消失的鰻魚:https://www.youtube.com/watch?v=8aIh6Skql4g 

來自深海的警訊: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U9ItnmVPn4 

影片說明: 鰻魚，是種神秘而特殊的野生動物，即使到了今日，人類還是無法成功養育出鰻

魚苗，所以養殖場想要培育鰻魚，就必須依靠捕撈野生鰻苗。但事實是，我們捕撈的鰻苗已

經超過了牠自己能夠恢復維持的數量。更殘酷的是，如果沒有種鰻，就沒有下一代，這也是

鰻魚資源量長期下降的主要原因。 每年的十一月到隔年二月，是台灣捕撈鰻苗的旺季，但

今年的情況卻不太樂觀，根據台大漁科所長期的調查，20年來河川中日本鰻的數量，已經減

少了百分之 90以上，水質惡化只是其中一個主因。對習慣生活在河川中下游的日本鰻來說，

自然棲地遭到嚴重破壞而消失，更是造成鰻苗數量銳減最重要的因素。(資料來源: 公視-我

們的島) 

<影片補充說明>: 鰻魚生活史 

鰻魚的生活史分為七個發育階段：卵、前期柳葉鰻、柳葉鰻、玻璃鰻、鰻線、黃鰻以及銀鰻

（圖 5）。日本鰻在陸地河川中生長 5-6年後，便從黃鰻階段變態為銀鰻，洄游到海洋中產卵，

體色的改變是為了適應降河洄游產卵時的深海環境。一生只產一次卵。產完卵後就葬身海底

結束其傳奇的一生（圖 6）。日本鰻產卵場與陸地相隔 5000 多公里，花半年時間長途跋涉到

大洋區的深海產卵場產卵，這是生物演化的一項奇蹟。大洋區生產貧瘠，天敵少，仔代活存

率高，再藉著海流分散風險將子代分散到東北亞國家的台灣、中國大陸、韓國及日本等地的

內陸河川的高生產區生長。這種巧妙的生活史策略，使得鰻魚在地球上不容易滅絕的原因，

但是目前鰻魚因為環境污染與棲地破壞、過度捕撈已經面臨生存危機。 

(資料來源: 鰻魚情報/鰻魚教室/日本鰻的洄游) 

     

                  （圖 5）               （圖 6） 

【活動二:展廳體驗-小鰻漂流記】  

老師將學員帶到展廳，請學員化身為鰻魚，透過經歷鰻魚的一生實際了解鰻魚生態、體驗捕

鰻苗、養殖漁業、環境變遷、河川與海洋污染: 

卵:從深海出生(深海廳)->柳葉鰻:隨黑潮漂流(兒童廳)-> 

鰻線:探索黑潮、認識台灣河口環境(環境廳)->捕鰻苗(文化廳)-> 

黃鰻:養殖漁業與水產加工(水產廳)->銀鰻(降海洄游):了解河川與海洋環境的變遷(環境廳) 

2-1. 深海廳: 認識深海與日本鰻在深海產卵環境: 

2-1-1. 深海廳入口---你認識深海嗎? 及垂直洄游  

日本鰻產卵場的第2個重要關鍵。海山是海洋中接近水面的島嶼，山的背流面水流比較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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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有隱蔽物，可能是雌雄鰻魚約會交配繁殖下一代的理想地點。將目前為止採獲日本鰻的

卵、前期柳葉鰻及產卵親魚的地點，描繪到海底地形圖上，則發現日本鰻的產卵場集中在西

馬里亞納海嶺的南端西側（圖7），稍往南就是全世界最深的馬里亞納海溝的挑戰者深淵。 

(資料來源: 鰻魚教室) 

<補充說明> 鰻魚白天深度500-700m，晚上深度150-300m之間規律的進行日業垂直洄游。  

          (資料來源:鰻魚傳奇) 

2-1-2.體驗活動: 請小朋友說一下馬里亞納海溝與鰻魚出生的位置、深度、感受深海黑暗、 

      壓力並操作垂直洄游互動遊戲(圖8) 

    圖8 垂直洄游日以夜繼–地球上最大規模遷徙 

圖 7日本鰻的產卵場位於西馬里亞納海嶺南端的海山 (資料來源: 鰻魚情報)                        

<補充說明>  

1. 何謂深海？深度 200 公尺以下。深海是黑暗、高壓且寒冷區域，鰻魚為適應深海環境， 

   會變態為銀鰻，眼睛會變大、體色變黑、腹部銀白與胸鰭會變黑。 

2.馬里亞納海溝深度約 11,040公尺 

 

2-2.環境廳: 探索黑潮、河川與海洋環境 

說明一: 探索黑潮 

2-2-1.黑潮，是北太平洋環流的一支（圖8）。北太平洋環流屬於風吹送流，成因是大氣中的低

緯度環流在海面上受到高低壓及柯氏力的影響，在低緯度間形成了信風帶。終年不止的信風提供

海流所需要的動力及前進方向，柯氏力則讓洋流得以在洋區循環，最終形成海洋環流。  

黑潮亦是臺灣附近最重要的海流，深深影響臺灣的氣候，乃至於農作、漁業甚至文化，而溫暖的

海水及深沉的顏色是黑潮的最大特色。由於黑潮本身是一股具有極大熱含量的海流，藉由觸碰燈

牆右側的感溫板，我們能瞭解不同季節氣溫對黑潮海面的溫度影響程度並不大，冬夏兩季最大平

均溫差僅約4oC。此外，黑潮由於其所含的懸浮顆粒及浮游生物量少，大部分的可見光都被吸收

或是穿透進入水中，僅有少部分的藍色光被反射，使得黑潮顏色看起來較深沉。若是在沿岸海水

或河口環境，因富含泥沙等懸浮物質，海水往往呈現略帶黃褐色，便是由於較多的黃光被反射所

導致。  

整面燈牆以循序漸進的閃爍模擬了黑潮的流向與流速 (圖 9)。黑潮洋流相當強勁，表面平均流

速可達每秒 1公尺，提供洄游性魚類一個快速便捷的路徑，包括鮪魚、鰹魚、飛魚及綠蠵龜等。

按下按鈕，觀察並感受不同交通工具、魚類與黑潮流速的比較。(資料來源: 海科館) 

<補充說明> 鰻苗隨黑潮來到台灣附近河口與韓國、日本各地河口 (圖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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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8)                     (圖 9)          (圖 10)(資料來源: 公視-我們的島) 

2-2-2.體驗活動: 請小朋友觸摸黑潮夏天與冬天溫度、說明感覺?  

2-2-3.體驗活動: 請與黑朝比賽跑步看誰跑的快? 

說明二: 河川與海洋環境 

2-2-4.鰻魚分類於鰻鱺科，鰻屬，是陸海之間的洄游性魚類。全世界總共有 19種 (包含亞

種)，除了歐洲鰻及美洲鰻分布在北大西洋之外，其餘 17種皆分布在印度太平洋一帶。其中

日本鰻是東亞主要的養殖鰻種，僅有一個單一族群。其成年後變態為銀鰻，會離開原先棲息

的河川或是河口域，花費半年左右時間，游過 3000公里以上，最後到達馬里亞納群島西方

海域，約當東經 141-142度，北緯 12-16度區域之海山西側附近進行繁殖之後便死亡，而孵

化出來的柳葉鰻會從產卵場，順著北赤道洋流往西漂送，到了菲律賓東方海域之後，北赤道

洋流一分為二，向北之洋流為黑潮，向南之洋流則為民答那峨洋流。日本鰻之柳葉鰻主力往

北漂送，歷經 4至 6 個月後，途經台灣、中國大陸、韓國及日本的大陸棚水域後變態為玻璃

鰻 (鰻苗)，進入河川中成長。日本鰻因商業化之人工繁殖技術尚未建立，因此養殖所需大

量鰻苗全依賴河口捕撈。 

請參見台灣地區重要河川(圖 11)，台灣已確認之鰻魚共有 6 種，最常見者為日本鰻及鱸鰻，

而太平洋雙色鰻 (俗稱黑鰻) 為熱帶品種，台灣位於其分布邊緣，因此數量不多，另外於 2009

年發現一新種呂宋鰻 (又名黃氏鰻)，台灣很少見。此外，台灣亦曾發現西里伯斯鰻與內唇

鰻，但兩者在台灣極為罕見。日本鰻身上無花紋，為溫帶性種，其它 5種身上除太平洋雙色

鰻外皆有花紋，為熱帶性種，可藉由外部型態與 DNA進行種類鑑別。總括來說，日本鰻和鱸

鰻兩者合占台灣鰻魚資源 95%以上。而鰻苗靠岸的季節及持續時間，因種而異，日本鰻集中

在冬季 11-2月，而鱸鰻苗終年皆可捕獲，在臺灣主產期在每年 3-10月，正好與日本鰻錯開。

台灣日本鰻鰻苗分布以西海岸各縣市以及宜蘭縣為主，花東地區日本鰻苗很少。而鱸鰻苗則

主產於台灣東部地區與南部屏東的枋山溪以南。整體而言，台灣沿岸日本鰻鰻苗，以宜蘭縣

的產量為最多，約占台灣年產量 40%左右，台灣西部彰化至高屏地區約占台灣年產量 40%左

右，而台灣西部台中以北至淡水地區則占台灣年產量 20%左右，花東地區日本鰻苗很少。宜

蘭是台灣日本鰻鰻苗生產的第一重鎮，其地處冬季黑潮水與大陸沿岸水交匯的地區，有利於

鰻苗的聚集。且因宜蘭海脊隆起之故，由花蓮來之黑潮水在此處發生湧升現象，使此區域海

水溫度較花蓮低 2度左右，有利於日本鰻苗上溯。此外，海脊較淺的深度也有利日本鰻苗的

棲息與停留，此多重條件造就宜蘭地區豐富之日本鰻苗資源。在台灣西部地區，通常上游鱸

鰻比日本鰻多，而下游則相反，總體來說日本鰻多於鱸鰻。因西部河川汙染嚴重，加上堤岸

水泥化與上游引水，棲地破壞嚴重，鰻魚已經很少了，例如桃園公告之鰻魚保護河川老街溪

因汙染嚴重，並無鰻魚。多數河川過去有許多專業捕鰻漁民現在幾乎都消失了。相對來說，

台灣東部地區河川鰻魚資源量較西部豐富，其中宜蘭縣 30年前日本鰻遠多於鱸鰻，近年來

因日本鰻資源快速下降，宜蘭地區已轉為鱸鰻多於日本鰻。花蓮台東地區主要以鱸鰻為主，

但產量大不如前。相較於日本鰻，鱸鰻在河川資源量稍高於日本鰻，總體估計，台灣一年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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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川中捕獲之成鰻數量，日本鰻約在 1公噸以下，鱸鰻約在 5公噸以下，多由餐廳私下收購

或是供自家食用，市場公開販售野生鰻魚已經不常見了。 (資料來源: 國立臺灣大學漁業推

廣委員會) 

(以上因時間因素可以簡短說明台灣鰻魚種類、分佈縣市河川與區域即可) 

(圖11) (資料來源: 經濟部水力局/台中辦公室) 

2-3.文化廳: 體驗捕鰻苗與算魚栽 

2-4-1.捕鰻苗: 海風下的容顏 

每年一入寒冬，北台灣到東台灣的大小河口，處處可見以捕撈魚苗為生的族群。有些地方受

限於環境，只能架設定置網（圖12），任小魚苗自己入網；也有地方適合用三角網或手扒網

撈捕，這樣的河口，甚至可以形成一個小小的流浪部落，如蘭陽溪口。酷寒的夜裡，撈魚苗

人為了生活，不約而同地聚居到這些河口，挺立在河口，利用最簡單的漁具，從黃昏撈捕到

天明。不論管是虱目魚苗、烏魚苗或鳗魚苗，都是隨著海洋而來，上天賞賜的禮物，尤其鰻

魚苗的價格極高，是靠海吃飯人們口中的「白金」。 (資料來源: 海科館) 

2-4-2.體驗活動: 請一位同學體驗捕鰻苗人的生活，套上青蛙裝，拿起三角網（圖13-14）， 

並說出如果在寒風刺骨的東天要穿青蛙裝下海同時要拿三角網在岸邊撈鰻，真的

很吃力！ 

<補充說明> 

1.冬天東北季風非常寒冷，漁民穿上青蛙裝無法禦寒，還要拿沉重的三角網或手扒網，萬一 

  大浪打上來可能人都會被捲下去，但因為鰻苗價格高漲，許多漁民仍然會冒著生命危險下 

  海捕鰻苗。  

2.定置網:可以說是鰻魚殺手，一來讓鰻苗無法溯溪回到河口生活，也造成銀鰻無法降海產

卵， 

         可以說是一網打盡，政府應該有所管制。  

                
（圖12）(資料來源: 蘋果日報)             （圖13-14）                      

2-3-3.算魚栽:  

在人工孵化技術尚未成熟時，人工捕撈魚苗是養殖業漁業唯一的來源。因此人工捕撈上岸或

人工養殖魚苗售出前就要數魚苗，因為魚苗很細又很透明，一不小心就會捏死，所以必須要

用容器一舀一舀來計算。同時買賣雙方為免計算錯誤，便發明一種數魚苗的特有方法，以一

種類似唸唱方式，用數字搭配韻腳傳唱，配合手勢及眼力的快慢，成為一種歌唱藝術。「六

尾啦，三尾，你共啊九尾，九尾啦，這個三尾算十二…」也就是以唱歌般的唸唸有詞，幫助

記憶，逐一數著細如髮絲的魚苗，每數一百尾便在地上作記號，或用筷子、竹片、蘆竹或草

http://cfe-fish.blog.ntu.edu.tw/
http://cfe-fish.blog.n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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菁等當計數的工具，但隨著鰻苗減少算魚栽的文化已漸漸失傳（圖15-16）(資料來源 海科

館) 

2-4-4.體驗活動: 請小朋友聽聽看展場錄音的曲調，感受沒有計算機也可以算術。 

<補充說明> 算魚栽就是數學中的加法，漁人為了方便以唱韻方式來計算。 

      算魚栽（圖 15）    鰻苗（圖 16） 

2-4.水產廳: 養殖漁業與水產加工 

2-4-1.養殖王國－臺灣:  

臺灣水產養殖迄今已有三百多年的歷史，總產量自1,960 年（49,000 噸）開始逐年成長， 

現今總產量已達當年的五至六倍以上；而隨著沿近海漁業資源枯竭，水產養殖更成為水產 

品之重要來源，總產量及總產值約佔總漁獲生產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 

臺灣水產養殖早期主要由虱目魚、鰻魚與草蝦等養殖奠定了產業基礎，其後餌料生物培養、

人工繁殖、水產機具、維生系統、水產用藥、水產加工及運銷、企業化模式等技術與人才皆

發展成熟，加上國際市場的開拓與新繁養殖種類研發，使臺灣得以成為「養殖王國」。 

淡水養殖魚種:  

尼羅口孵非鯽﹙吳郭魚﹚、日本鰻鱺﹙鰻魚﹚（圖17-18）、美洲大嘴鱸﹙美洲鱸﹚、日本

真鱸﹙七星鱸﹚、香魚、草魚、鰱魚、鯽魚、鯉魚、麥奇鈎吻鮭﹙鱒魚、虹鱒﹚ 

<補充說明> 其中日本鰻鱺﹙鰻魚﹚因為無法商業化人工完成養殖面臨數量銳減危機。 

    （圖 17-18）(資料來源:農傳媒) 

2-4-2.罐頭加工─鮪魚、鰹魚、鯖魚、鯵魚、海鰻、虱目魚和鰮魚等。 

․調味罐頭─使用番茄醬、糖、醋、醬油、膠質、咖哩等調味或添加蔬菜等副原料

的產品，種類包括番茄漬鮪魚罐頭、蔥豆魚罐頭、紅燒鰻罐頭（圖 19）、筍魚罐頭、

小卷調味罐頭、魚肉醬罐頭、苦瓜魚罐頭等。 

請見識一下殺菌斧殺菌作業： 

A.水產品先裝入罐頭。 

B.送進殺菌斧用超過100℃高溫的加壓沸水或蒸氣進行殺菌。 

C.殺菌完成待罐頭冷卻後，進行樣品檢測，確認是否殺菌完成。若檢驗不合格，該批產品 

  全數銷毀。 (資料來源: 海科館) 

2-4-3.體驗活動:請小朋友推一下滅菌斧，了解罐頭製作時會進行殺菌作業。 

<補充說明一> 我們常吃的鰻魚罐頭是哪一種鰻魚? 海鰻。 

<補充說明二>罐頭添不添加防腐劑？沒有，因為已經過高溫殺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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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9） 

2-4-4.未來我們可以為海洋做什麼? 

隨著全球漁業資源急遽減少，人類已發現環境變遷及過度開發的嚴重性，並透過各種方式進

行挽救。例如：區域性漁業管理組織針對主要漁獲種類進行配額管理，同時設法減少混獲。

各國增設海洋保護區、保育法，來維持生物多樣性及健全海洋生態系。漁業單位透過自我約

束，選擇適當漁法，限期、限量進行捕撈作業。加工廠、零售業及餐廳等只販售對環境友善、

符合生態保育的商品；消費者也應選用具有生態標章的水產品；環保團體則推廣各種永續觀

念。相信在多方共同努力下，漁業資源將能在利用及保育間達成永續平衡。 

分享: 請學生分享未來能夠為海洋保育行為。 

<補充說明> 

1. 以上說明都是鰻魚遇到的生態衝擊。 

2. 展廳時間需掌握，如時間不夠可將內容縮減。 

 

【活動三: 鰻天過海】  

說明: 透過鰻魚互動遊戲，學習參考海鮮指南說明讓海洋資源能永續發展。 

3-1.準備海鮮指南(圖 22) ，老師說明海鮮指南使用方法、燈號代表意義如何選擇永續的魚

種。 

  綠燈:建議食用 黃燈:再思考 紅燈:避免食用 

   <購買海鮮時，建議依循以下原則> 

   3-1-1.常見種（量多） > 稀有種。 

   3-1-2.銀白色魚種 > 有色彩的魚種。 

   3-1-3.迴游種 > 定棲種 (前者種類少數量多)。 

   3-1-4.泥沙棲性物種 > 岩棲性物種 (後者種類多數量少)。 

   3-1-5.不買遠道而來的海鮮（耗能）。 

   3-1-6.不買長壽的大型掠食魚（汞等重金屬量高）。 

   3-1-7.養殖魚 > 海洋捕撈魚 (野生魚類已經越來越少)。 

   3-1-8.不買養殖的蝦、鮭、鮪（其餌料為魚粉或下雜魚）。 

   3-1-9.購買養殖的吳郭魚、虱目魚等(其餌料為植物性餌料)。 

  3-1-10.購買食物鏈底層的海鮮—底食原則。 

  3-1-11.不買非使用永續漁法撈捕的漁獲。 

(圖 22)海鮮指南: 紅燈-鰻魚 

3-2.遊戲: 鰻天過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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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各組分配一隻魚旗，配合海鮮指南，進行鰻天過海遊戲(圖 23-24) 

3-2-2.如同一般大富翁遊戲，只是主題以台灣宜蘭壯圍海邊為出發，格子、機會及命運等。

決定分組後，各組於起點放上魚旗，然後每組輪流投擲骰子，決定前進點數，並一起念出走

到的那一格所遇見的[事件、任務]。 

若走到機會與命運，則抽取機會或命運卡一張，依上頭的[知識、事件、任務]進行。也

可能有機會在過程中拿到功能卡，如指定卡、CALL OUT卡等。 

 卡片說明 

1. 指定卡可以指定任何一個人幫你完成任務。 

2. CALL OUT卡除了尋求關主協助外，遇到因不當行為或選擇而被懲罰的狀況，CALL OUT 

現場所有人與你一起接受處罰(進行表演)，而增加了遊戲的刺激及深刻感受。 

3.可視彈性調整遊戲規則，如已經過兩次起點者為優勝。   

附件一：遊戲規則說明單與地圖及機會命運卡   

           

(圖 23)                        (圖 24)<附件一> 

<補充說明> 機會命運卡: 資料需要在補充 

【活動四: 許海洋一個未來】 

4-1.淨灘說明: 以實際參與行動為海洋環境努力 

4-1-1. 淨灘意義與注意事項 ppt 後(註一)，發给各組 ICC 淨灘看板(圖 25)各類物件，請各組

派代表上台說明正確的分類。 

→生活垃圾與遊憩行為        

→ 醫療/個人衛生用品  

→ 抽菸與檳榔:  

→ 漁業與休閒釣魚:  

→ 當地關心的廢棄物: 

 

 

 

<註一>淨灘意義與注意事項 ppt 因考慮到版權因素，可上網參考 T.O.C.A.網站。 

 

4-2. 進行淨灘活動: 

一般淨灘流程 

(圖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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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前置作業 

1.器材準備: 

1.1.1 淨灘: 每人一支夾子、每人手套一隻、咖仔袋 2 人一個、醫藥箱、麥克風(總指揮用)、

布條、淨灘單位牌(需事先列印) 

1.1.2 分類: 每組一個記錄板及記錄表(ICC 表)(附件二)、筆、秤、黑色垃圾袋、分類垃圾

架、厚垃圾袋(碎玻璃專用)、其他顏色垃圾袋及油布。 

1.1.3 清潔: 刷子、橘桶、藍色籃、掃把及畚斗 

1.2 人員分配: 

1.2.1 學員分組約 8-10 人一組 

1.2.2 講師+每組 1 位志工指導員+機動人員一位(安全維護)  

(清潔物品準備如:橘桶裝水)+拍照記錄一位 

4-2-2.淨灘執行 

2.1 淨灘  

2.2 淨灘方法  

2.2.1 課程: 由環教講師解說ICC 由來、目的、活動流程 

2.2.2 指導員說明: 強調安全重點、帶領至指定位置、維護學員安全 

2.2.3 團體照 

2.2.4 淨灘 

2.2.5 團體照 

2.2.6 秤重 

2.2.7 分類 

2.2.8 記錄 

2.2.9 整理垃圾(可回收及不可回收) 

2.2.9.1 可回收物品: 完整的玻璃瓶、寶特瓶 

2.2.9.2 不可回收物品: 保麗龍、瓶蓋…….等除可回收的以外。 

2.2.9.3 特別回收物品: 浮標、浮球(乾淨的)、外國漂流物 

2.3 清潔說明及執行(由指導員指導學員洗曬手套、夾子、咖仔袋，地板清潔處理)  

2.4 學員淨灘分享 

2.5 注意事項: 時間的掌控。 

3 結束作業 

3.1 志工物品歸位 

3.2 志工活動後分享 

 

4-3.許海洋一個未來 

淨灘結束後，回到教室每人發下一張小卡，發揮想像力畫出你想要守護的海洋生物並寫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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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話，說明未來可以為環境所能付出的行動或努力。最後一起將卡片綁在教室的海洋祈福樹

上，請小朋友分享卡片中所要表達的意義或分享淨灘後的心得感想(圖 26)。 

 (圖 26) 

 

活動規劃 

與執行 

 

活動主題 負責人員 設備與器材道具清單 

1.小鰻大冒險 兩位-老師與場控 電腦、投影機、麥克風、投影筆、繪本:小鰻來了、 

小鰻大冒險各六本 

2.展廳體驗 四位-兩位老師與兩位安全

維護 

小蜜蜂、投影筆 

3.鰻天過海 兩位-老師與場控 鰻天過海教具 

4.許海洋一

個未來   

五位: 

一位老師與三位小組長與

一位安全維護 

電腦、投影機、麥克風、投影筆、淨灘工具(手套、

夾子、笳子袋子、ICC淨灘記錄表、ICC 大板子)、 

海洋祈福卡 
 

活動廣宣 

策略與 

執行方式 

活動對象五感體驗 活動主題 廣告宣傳效益 

視覺 展廳體驗-深海廳黑暗  了解深海奧秘 

聽覺 展廳體驗-文化廳算魚栽  聽口訣算數 

觸覺 展廳體驗-環境廳黑潮  體驗海洋黑潮溫暖海流 

味覺 展廳體驗-中午鱈魚便當  體驗大海的味道 

嗅覺 展廳體驗-水產廳水產加工  分辨水產加工品哪些 

 有是有加調味料 
 

我會做努力做好環保，愛護海

洋讓你們不再受到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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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危機 

應變與規劃 

 

活動主題 活動危機 應變與規劃  

1.小鰻大冒險 教室同學間互動討論繪本時

意見不合  

 給予協調及提供意見 

2.展廳體驗 1.各展廳動線需走階梯，行進

間會不甚跌倒  

2.小朋友好奇會用手觸摸展廳 

 展示品 

3.有些展廳燈光較暗會有肢體

碰撞 

1.請小朋友注意腳步慢走 

2.請小朋友勿碰撞不能觸摸的

展示品 

3.請小朋友行進間請保持間距 

. 

3.鰻天過海 1.遊戲中會因為興奮而產生肢 

體接觸，大聲喧鬧 

2.產生意見不合 

1.請小朋友遵守遊戲規則 

2.給予協調及提供意見 

4.許海洋一個未來 1.潮間帶岩石不平或溼滑容易 

  跌倒 

2.看到潮間生物會好奇觸摸 

3.撿拾到危險物品(如針筒、 

 尖銳的物品、重物) 

1.請小朋友小心地面，專心行 

進 

2.請小朋友不可觸摸海洋生物 

3.遇到任何危險或物品，請老師 

  協助 

 

預期效益與

結語 

  企劃案前 企劃案後 

好處-量化的數據 

(以一個梯次說明) 

1.對鰻魚便當價格不清楚-25 人 1.了解鰻魚便當價格比一般便 

當貴-25 人 

2.不了解鰻魚生活史-25 人 2.了解鰻魚生活史-25 人 

3.不了解鰻魚銳減原因-25 人 3.了解鰻魚銳減原因- 25 人 

4.不認識深海環境-25 人 4.認識深海環境-25 人 

5.不了解鰻魚與黑潮關係-25 人 3.了解鰻魚與黑潮關係-25 人 

6.不了解海鮮指南中鰻魚已列為 

避免食用-25 人 

6.了解海鮮指南中鰻魚已列為 

避免食用-25 人 

7.不了解如何使用海鮮指南-25 人 7.了解如何使用海鮮指南- 

25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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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不了解垃圾污染對海洋的嚴重性

-15 人 

8.了解垃圾污染對海洋的嚴重 

性-25 人 

結語: 

寫鰻魚教案是因為先前上課聽過講師說到鰻魚傳奇的一生，對於在深海出生的柳葉鰻能夠隨

著黑潮一路以漂流方式來到台灣附近河口，讓我感到不可思議而想要對鰻魚有所認識。在尋

找有關鰻魚的各種文史資料中，發現了小鰻體型竟像青蛙一樣會完全變態，生活史真的非常

特殊。但是現今鰻魚因為人類的種種行為而面臨到數量銳減的危機，讓我想起十八世紀度度鳥

已絕跡，生物不斷面臨到人類所給予的衝擊，許多物種已悄悄的從我們身邊消失卻不自覺。

在環保先驅與海洋生物學家瑞秋卡森所寫＜寂靜的春天＞一書中不斷提醒人類應該要保護

環境，認真思考以什麼樣的態度對待環境，環境也會以相對的方式回饋我們。在完成此教案

前，有幸閱讀到瑞秋卡森所寫的<海風下>，其中第三部曲就是專門寫到鰻魚生態，原來在五

十年的海洋生物學者就對鰻魚生態感到著迷並進行研究，但是當時親眼目睹大量成鰻降海洄

游的她，可能沒想到如今卻鰻魚大量減少，其中歐洲鰻鱺在 IUCN紅色名錄內列為極危物種。

因此希望藉此教案讓我們共同思考人類可以如何調整生活的方式，以友善態度對待環境，更

期待大家共同為大地與海洋的永續發展來努力! 

活動時程表

/甘特圖 

 

工作項目 

108年 108年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資料收集             

主題討論             

資源盤點             

現地環境場勘             

課程設計             

專業知能培訓             

宣傳推廣             

教學教具製作             

課程方案試行與調整             

教學方案活動執行             

計畫成果報告             
 

活動預算表 

  

預算項

目 
單價 

數

量 

單

位 

金額

(元) 
活動方案 備註說明 

影像 

記錄 

30,000 1 元 30,000  全程 影像拍攝剪輯含音樂授權 

便當費 80 600 元 48,000 中午 

 

工作人員 5人＋學員 25人＝ 

30人＊20＝60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IUCN%E7%B4%85%E8%89%B2%E5%90%8D%E9%8C%8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5%B5%E5%8D%B1%E7%89%A9%E7%A8%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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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雜支 2,000 1 式 2,000  

 

雜支 

教具費 20,000 1 元 20,000 小鰻大冒

險、鰻天過

海 

小鰻大冒險、小鰻來了各六本、 

鰻天過海教具各六套、海鮮指南 600

份 

材料費 50 600 元 30,000 許海洋一個

未來 

空白明信片、彩色筆、鉛筆、淨灘

工具 

   共 1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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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