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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109年度海洋教育「保護海洋」教案設計格式 

（一）基本資料 

教案名稱 食魚好文化.海洋很保護 
設計者  

姓名  

林金山 

 

 

參加組別   □高中組 ■國中組 □國小組 □幼兒園組 教學領域  

（或科目）  

彈性學習課程 

(國中部八上海洋教育) 參加子題   □守護海岸  ■食魚教育  □減塑行動 

 

（二）教案概述 

教案名稱  食魚好文化.海洋很保護 

實施年級  國中8年級 節數  共 4 節， 200  分鐘。(1節課50分鐘) 

課程類型 i 

□議題融入式課程 

□議題主題式課程 

■議題特色課程 

課程實施  

時間  

□領域/科目：      

□校訂必修/選修 

■彈性學習課程/時間 

總綱核心

素養 ii 
A2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與課程綱要的對應  

領域/

學習重

點 i i 

核

心

素

養  

自-J-C1從日常學習中，主動關心自然環

境相關公共議題，尊重生命。 

社-J-A2覺察人類生活相關議題，進而分

析判斷及反思，並嘗試改善或解決問

題。 

綜-J-C1探索人與環境的關係，規劃、執

行服務學習和戶外學習活動，落實公

民關懷並反思環境永續的行動價值。 

海

洋

教

育

議

題
i 

核

心

素

養  

海 A2能思考與分析海洋的特性與影響，並

採取行動有效合宜處理海洋生態與環境

之問題。 

海 C1 能從海洋精神之宏觀、冒險、不畏艱

難中，實踐道德的素養，主動關注海洋

公共議題，參與海洋的社會活動，關懷

自然生態與永續發展。 

學

習

表

現  

自然 ah-IV-2應用所學到的科學知識與

科學探究方法幫助自己做出最佳的決

定。 

社3d-IV-3執行具有公共性或利他性的

行動方案並檢討其歷程與結果。 

綜 3d-IV-2分析環境與個人行為的

關係，運用策略與行動，促進環

境永續發展。 

學

習

主

題  

海洋社會(海 J4 )、海洋科學與技術(海 J14 ) 

、海洋資源與永續(海 J16、海 J19)。 

學

習

內

容  

自然 Lb-IV-3人類可採取行動來維持生

物的生存環境，使生物能在自然環境

中生長、繁殖、交互作用，以維持生

態平衡。 

公 Bl-IV-5不同分配資源的方法，各有

哪些優缺點？ 

家 AaIV-3飲食行為與環境永續之關

實

質

內

涵  

海 J4 了解海洋水產、工程、運輸、能源、

與旅遊等產業的結構與發展。 

海 J14 探討海洋生物與生態環境之關聯。 

海 J16 認識海洋生物資源之種類、用途、

復育與保育方法。 

海 J19了解海洋資源之有限性，保護海洋環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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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實踐策略及行動。 

學習目標  

基隆市是海洋城市，與海洋及漁業有著緊密的關係，為了永續海洋資源，以「地方創

生」的概念為初衷，結合基隆市政府出版品「食魚好文化」的教材，讓學生認識在地食魚

文化，進而「向海致敬」保育永續海洋資源，藉以實踐十二年國民教育之「自主行動」、

「溝通互動」及「社會參與」核心素養於本教學活動。 

本課程誕生的主要想法是以政府出版品結合12年國教課綱設計海洋教育彈性課程，連結

跨領域知識、生活經驗及行動實踐。希望透過本課程能讓基隆的學子更能認識基隆家鄉的

漁港及沿近海漁業、四季水產、漁業文化推廣活動、魚市場(挑海鮮)、水產品到餐桌的過

程、水產美食，以及了解「吃在地、吃當季」的重要性，願意把愛護基隆、愛護海洋當成

自己的責任，成為具有海洋資源永續價值觀及行動力的公民。 

教學資源  

1.教材來源：食魚好文化教學手冊(基隆市政府出版)、水產品(加工品)、自拍相片影片。 

2.教室資源：黑板、粉筆、布幕、單槍投影機、筆記型電腦、網路。 

3.教學媒材：自製 ppt、網路相片及影片、line群組、學習單、學生學習自評表。 

 

（三）教學活動設計 
 

學習活動  時間  
備註  

第1節 認識基隆水產來源 
一、準備活動 

(一)課前準備 

1.至基隆各漁港並針對漁具漁法拍照攝影備用。 

2.備妥食魚好文化手冊單元一文本30份、學習單150份(雙面列印單元1與2)、

課程說明及教學簡報等教學資源。 

3.上課前學生分組，採自由分組，每組4-5人。 

(二)暖身活動 

1.教師說明本次課程、學習目標及評量方式。 

2.發放講義(每人1份)及任務學習單。 

3.詢問學生學校附近有甚麼漁港及對基隆的漁港有哪些? 

二、發展活動--學習內容-單元一認識基隆水產來源 

(一) 告知學生本次學習任務如下： 

1.知悉水產品定義，認識基隆的漁港。 

2.認識基隆沿近海漁業，並了解燈火漁業漁法所利用的生物特性。 

3.思考我們常吃的魚都是從哪裡來。 

4.省思漁業對於基隆的重要性及為什麼要了解基隆的漁業。 

5.延伸學習~全國知名觀光漁港及特色。 

（二）教師以自身經驗、ppt 講述學習內容並與學生互動生活經驗，引導學生

建立單元內容概念。 

（三）讓學生就討論的議題互相交流意見及分享，參考講義完成任務學習單。 

（四）各組擇一學習單的議題分享，議題不可重複。 

三、綜合活動-教師總結 

（一）教師歸納並回饋本次學習情形，請學生省思任務學習單內容。簡介下次

上課內容。 

（二）交代課後作業 

1.建立班級 line群組，資訊股長邀同學加入。 

 

課前 

準備 

 
 
 
 
 
5分鐘 

 
 
 
40分鐘 

 
 
 
 
 
 
 
 
 
 
5分鐘 

 
 
 
 

觀察評量 

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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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課後與家人分享本節課的學習內容。 

（三）收學習單評改並了解學生學習情形。 

 

第2節-了解基隆四季水產 
一、準備活動 

(一)課前準備 

1.至崁仔頂攝影拍照並買當季當地的水產冰凍(剝皮魚、四破)。 

2.備妥食魚好文化手冊單元二文本30份、學習單150份(使用前次準備的) 、

教學簡報及投影機等教學資源。 

3.上課前學生分組，採自由分組，每組4-5人。 

(二)暖身活動 

1.教師說明本次課程、學習目標及評量方式。 

2.發放講義(每人1份)及任務學習單。 

3.詢問學生認識幾種水產品?煎魚的經驗? 

二、發展活動--學習內容-單元二了解基隆四季水產 

(一) 告知學生本次學習任務如下： 

1.了解基隆四季水產。 

2.知悉基隆漁業文化推廣活動。 

3.認識頭足類 

(1)認識鎖管的生態特性(特徵)。(2)辨識頭足類基礎分類方式。 

4.了解如何選擇新鮮的水產品。 

5.省思怎麼告訴家人吃魚的好處以及如何買新鮮的魚？ 

6.思考如何鼓勵家人與同學一起參加基隆的漁業文化推廣活動？ 

（二）教師以自身經驗、ppt 及自拍短片照片講述學習內容並與學生互動生活

經驗，引導學生建立單元內容概念。 

（三）讓學生就討論的議題互相交流意見及分享，參考講義完成任務學習單。 

（四）各組擇一學習單的議題分享，議題不可重複。 

三、綜合活動-教師總結 

（一）教師歸納並回饋本次學習情形，請學生省思任務學習單內容。簡介下次

上課內容。 

（二）交代課後作業 

1.時限內錄製煎魚的過程影片並上傳至班級 line群組，資訊股長再邀尚未加

入的同學進群組，若無網路可請同學代勞。前3名上傳的學生有禮物。 

2.課後與家人分享本節課的學習內容。 

（三）收學習單評改並了解學生學習情形。印製請家長協助煎魚實作通知單，

並請學生寫在聯絡簿中。 

 

 

課前 

準備 

 
 
 
5分鐘 

 
 
 
 
40分鐘 

 
 
 
 
 
 
 
 
 
 
 
 
 
 
5分鐘 

 
 
 
 
 
 

觀察評量 

學習單 

 

 

 

 

 

 

 

 

第3節-探索基隆水產美食 
一、準備活動 

(一)課前準備 

1.至廟口、仁愛博愛市場拍照攝影，並購買水產加工品，讓學生實際品嚐。 

2.備妥食魚好文化手冊單元三文本30份、學習單150份(雙面列印單元3與4)、

教學簡報及投影機等教學資源。 

3.上課前學生分組，採自由分組，每組4-5人。 

(二)暖身活動 

1.教師說明本次課程、學習目標及評量方式。 

2.發放講義(每人1份)及任務學習單。 

3.頒發水產美食給前3名上傳煎魚影片的學生。 

 

 

 

課前 

準備 

 
 
 
5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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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詢問學生基隆廟口的廟名稱? 有無去過仁愛博愛市場? 

有哪些水產美食? 吃過那些? 

二、發展活動--學習內容-單元三探索基隆水產美食 

(一) 告知學生本次學習任務如下： 

1.搜尋住家附近購買水產品的市場或商店。 

2.認識基隆崁仔頂魚市(糶手)、市場及水產品的販賣方式。 

3.認識外木山漁村、八斗子漁村。 

4.了解基隆特色水產美食(廟口)。 

5.跟同學分享水產品販賣方式，思考基隆哪些特色小吃裡有海味。 

6.省思可以運用在地水產品做出哪些創意料理。 

7.延伸學習~我是直播主-水產美食實作介紹。 

（二）教師以自身經驗、ppt 及自拍短片照片講述並與學生互動生活經驗，引

導學生建立單元內容概念。 

（三）讓學生就討論的議題互相交流意見及分享，參考講義完成任務學習單。 

（四）各組擇一學習單的議題分享，議題不可重複。 

三、綜合活動-教師總結 

（一）教師歸納並回饋本次學習情形，請學生省思任務學習單內容。簡介下次

上課內容。 

（二）交代課後作業 

1.訂定錄製煎魚的過程影片並上傳至班級 line群組的最後期限。 

2.課後與家人分享本節課的學習內容，並請家人協助煎魚。 

（三）收學習單評改並了解學生學習情形。請服務股長發給學生每人一份水產

美食(可以鱈魚香絲替代)。 

 
 
 
40分鐘 

 
 
 
 
 
 
 
 
 
 
 
 
 
 
5分鐘 

 
 
 
 
 

 

 

學習單 

觀察評量 

實作評量 

短片拍攝製作 

第4節-保護海洋資源永續 
一、準備活動 

(一)課前準備 

1.備妥食魚好文化手冊單元四文本30份、學習單150份(使用前次準備的)、教

學簡報及投影機等教學資源。 

2.上課前學生分組，採自由分組，每組4-5人。 

(二)暖身活動 

1.教師說明本次課程、學習目標及評量方式。 

2.發放講義(每人1份)及任務學習單。 

3.播放部分學生煎魚的照片與短片，並告知食魚要永續大家要一起來保護海

洋才能資源永續，並提醒此項作業的配分比重與最後期限。 

4.詢問學生「魚線的盡頭｣影片在說什麼? 

二、發展活動--學習內容-單元四保護海洋資源永續 

(一) 告知學生本次學習任務如下： 

1.了解海洋資源面臨的問題。 

2.了解政府搶救海洋資源的努力。 

3.可以永續海鮮的聰明吃魚法(底食原則)。 

4.培養海洋資源永續價值觀。 

5.省思在日常生活中要怎麼做才能愛護海洋資源。 

6.思考怎麼告訴別人愛護海洋資源的做法。 

7.延伸學習~愛護海洋資源的做法。 

（二）教師以自身經驗、ppt 講述、播放影片-魚線的盡頭(片段)並與學生互動

生活經驗，引導學生建立單元內容概念，及即將面臨食無魚的時代，我

們應該怎麼做才能愛護海洋資源，永續海鮮。 

 
課前 

準備 

 
 
 
5分鐘 

 
 
 
 
 
 
40分鐘 

 
 
 
 
 
 
 
 
 
 
 

 

 

 

 

 

學習單 

觀察評量 

學生學習自評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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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讓學生就討論的議題互相交流意見及分享，參考講義完成任務學習單。 

（四）各組擇一學習單的議題分享，議題不可重複。 

三、綜合活動-教師總結 

（一）教師歸納並回饋本次學習情形，請學生省思任務學習單內容及4節課所提

及的主要概念。 

（二）交代課後作業 

1.讓學生以 GOOGLE表單填答學習自評表，表單網址老師已傳送至班級 line

群組，點開即可填答。 

2.課後與家人分享本節課的學習內容，持續學習保護海洋資源且具體行動。 

（三）收學習單評改並了解學生學習情形。 

 

 
 
 
5分鐘 

 
 
 

 

（四）教學實踐、教學省思與建議 

教學實踐  

情形與  

成果  

一、教學實踐 
本課程結合基隆市政府出版的「食魚好文化 ｣教學手冊，從108學年度開始國中七年級

1個班進行教學實踐，再於109學年度第1學期的第二週起在國中八年級5個班實施，進行4

週教學活動，利用彈性學習課程實施教學，藉由學習單及學習自評表，瞭解學習成效。 

(一)以行動研究為本的教學設計~從議題融入式課程到議題特色課程 

1.議題融入式課程 

原設計以1節4個單元內容融入國中7年級自然課，讓學生採自由分組，每組3人，擬定

每人負責工作。小組將抽到1個單元進行閱讀自主學習任務的內容並寫好學習單，各組在

10分鐘內完成(每3分鐘，就討論的議題互相交流意見及分享)。教學實踐後發現，常態編

班的自由分組，囿於學生的生活經驗不足、不擅小組合作討論、文本閱讀與答題時間不

夠及對基隆家鄉認知有限等因素，雖能完成學習單，卻未能有各組報告分享的時間，難

以達到「自發、互動、共好」的目標。是以反思，再設計部分單元內容結合自然課程進

行教學實踐，以25分鐘時間結合國中7年級食物鏈、能量塔及生物多樣性單元內容，讓學

生以4人為一組的方式進行延伸學習，結果發現學生能在時間內完成學習單部分內容，仍

舊未能有各組報告分享的時間。 

2.議題特色課程 

既然以議題融入式課程部分時間及1節課的方式無法達到學習目標，即思考調整課程

及教學對象，設計國中八年級的彈性學習課程4節，經過4週20節(每週5個班)的教學實

踐，從課室觀察、學生課堂回饋、學習單、實作作業及學生學習自評表，發現學生能達

成學習目標，也能有各組自由報告分享的時間。 

（二）課程規劃與教學實施情形 

1.讓彈性學習課程有效學習 

沒有教科書的國中彈性學習課程，老師應該要怎麼教?學生又應該要怎麼學?本人藉由

教室觀察發現學生有種無所歸依的陌生感，學習成就較佳的學生能將學習的焦點放在老

師的教學上，而其他的學生要嘛散發著迷茫眼神，要不藉機與旁邊同學講話。有鑒於

此，原本評估學生對本課程內容提及有關基隆在地的資訊，應該能與其生活及成長經驗

結合，讓師生如魚得水的教與學，然而本人在第1節上課時發現事與願違，進入課程發展

活動前的詢問互動學生有關單元的核心概念名詞，每班的學生竟所知有限，甚至半數學

生未曾經驗，我想應該是學區的位置不在市中心，且剛升上國二的學生也未必有這些接

觸。因此，為了讓學生能在這四節課的四課單元有效學習，本人做了教學調整(1)以親身

經驗紀錄當週主題的影音圖像並製成教學簡報，輔以輕鬆對話的方式引導講義知識(2)讓

學生熟悉教師的教學流程模式，知道自己要學習什麼，設計教學活動流程為認識學習目

標、教師簡報講述、實物體驗(買魚讓學生觸摸觀察、品嘗水產加工品)、完成學習單(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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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基本分數)、小組自由發表分享、簡介下次上課主題。(3)每節課以學習單聚焦單元主

題核心概念，加深刻印學生了解食魚好文化及保護海洋應有的作為。 

2.口頭補充太多，學生回饋熱烈 

生活於基隆，對課程中提及的知識內容，學生各有其生活經驗，當老師提及一個地

點、一種水產、一道美食、一個活動、一位網紅、一個特別或新興議題時，學生反應熱

烈，當然學生也能感受老師準備課程的用心與努力，課室回饋此起彼落，導致有班級未

能小組分享。課後也有學生在校園中遇到本人時，分享基隆水產與美食的生活經驗。 

3.實境解謎，讓學生體察真實的基隆在地生活 

雖然初衷以「食魚好文化 ｣教學手冊四個單元為本印製講義及自製 PPT，但覺得少

點”實境”的感覺，覺得身處基隆而以文本及簡報輔以教師講述及學生自學的課室學

習，難以讓學生有身歷其境的感覺，於是開始實地踏察拍攝，光是崁仔頂就跑了4次(清

晨早起不容易，身心煎熬…)，買魚冰凍讓學生體驗當季當地的水產品…等，開始以自編

教材 PPT與短片說明及發放「食魚好文化」四個單元的講義及學習單，素材新鮮當週現

拍現教，為了讓學生體驗真實的基隆在地生活，希望藉此導入「地方創生」的概念，運

用議題為中心，讓學生小組內討論交流分享，藉以喚起學生對食魚好文化的重視與喜

愛，認知自己對海洋保育的責任，培育未來建設與創新基隆的明日公民。 

 

二、學生的學習情形 
(一)事實認知與情意培養： 

學生能以生活經驗回應教師提問的暖身活動問題，能引起學生學習動機，藉由教師講

述說明、短片播放及學習單評量，學生能知道並完成基隆水產來源、四季水產、水產美

食及保護海洋資源永續四單元的檢索擷取、統整解釋及省思評鑑，進而增進對基隆在地

知識的事實認知，並認知食魚好文化的重要性及保護海洋的迫切性，學生能專心聽講並

發問。讓有些學生從只知道「全聯｣、「好市多｣、「吳郭魚｣、「白帶魚｣，到認識基隆魚市

場與水產名稱。 

男女學生對觸摸剝皮魚最感興趣，有學生還跟我要魚拿回家煮；本人買的跑了2間全

聯買光鱈魚香絲，替代廟口的水產美食，下課後學生吃的最開心。上課時，有學生批評

老師的短片拍得太晃，邊走邊拍要使用防手震器材。 

從學習自評統計發現：學生給自己的自評成績在70分以上；給老師的回饋有-能表達

對老師上課用心準備表達感謝(24人)、對教學正向回饋、知覺學習有成、提升學習海洋

知識興致及教學建議；未回饋16人，填答截止時間仍有學生未填答。 

 (二)自我省察與具體行動： 

透過任務學習單分組討論及分享，學生需彼此交流及省思學習單中的議題，學生學習

自評統計中有80%以上的學生滿意自己的學習。藉由學習單及學習自評統計表，學生能省

思與自我評量，亦能喚起學生對保護海洋的省思與覺察，並藉此學習過程於生活中實

踐。 

「煎魚」能檢視學生執行「當地當季與底食原則 ｣情形。第1節課時發現，5個班的國

中學生僅有不到10人有「煎魚」的經驗，讓原本設計在單元三的延伸學習~我是直播主-

水產美食實作介紹，經與導師討論後指定以「煎魚」作業進行，有學生反應不想露臉，

所以調整只需露出雙手，證明是自己煎的魚非假他人之手。多數學生都是第一次煎魚，

覺得新鮮有趣也對老師指定的作業有所抱怨。有幾位學生回饋阿嬤、媽媽、姊姊在旁邊

看不下去，嘮叨關心的指導…。對於學生家中沒有開火、父母皆忙於工作、家人不給動

手及個人因素，讓「煎魚」這項動手做的作業有些阻力，當然也有少數未完成此項作

業。此項實作能培養學生「知而行」的行動力，學生能自己煎魚都非常興奮，同學間還

會在下課時的互動說「你煎魚了沒?」。學生回饋統計中，對老師指定煎魚這項作業表示

感謝。另也表示在未來會以行動來保護海洋，讓人類可以永續食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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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省思

與建議  

一、彈性學習課程的挑戰與收穫： 

(一)結合政府的海洋教育出版品(書本、手冊)，可以加深教師及學生對家鄉更進一步的認

識，也能閒話家常般的對談在地的食魚生活經驗，藉此提升海洋保護的意識與行動。如

果政府能建立完整的市定特色課程並建立各學制完整教學資源，讓學校老師方便使用。 

(二)體力的挑戰：一天連續5節課的挑戰(加上課後輔導其實是連6節)，5個班在一天內都上

同一個單元，可以減少重複準備教材資源的時間，還可以當日即時修正教學不足之處，

值得推薦一個學校中找4位老師共同開課，只是要累個4-5週。 

(三)備課的挑戰：設計彈性學習課程能讓教師自成長及增能，對自己身處的城市有更深一

層的認識，也知道具有認識家鄉素養能力對學生的重要性，如同讓學生親自動手煎魚一

樣，建議為師者在新課綱的浪潮下，親自設計幾節有關食魚教育的彈性學習課程，一起

來保護海洋永續食魚。 

(四)水產保存與美味的挑戰：水產生物實際觀察及水產加工品品嚐，要帶進課室有點難

度，本想背個裝滿海鮮的冰箱及水產美食的袋子(今晚我想來點…)，到班級教室給學生

驚艷與經驗，除了一天的冷凍保存不易，濃濃的海味恐怕影響當日的班級授課；水產加

工品通常為熱食較有風味，連續5節授課連喝水上廁所都要趕緊把握時間，就算一早即

準備好，難以再為天婦羅、吉古拉及魚板等水產美食加熱，冷掉的水產加工品恐不能是

美食，只好買其他的水產加工食品代替，並交代學生課後去體驗。 

(五)情境與實作的挑戰雖然：有學生認真的建議「老師帶我們去吃｣，本人也知道實作或體

驗課程能與實際生活結合，讓學生有效學習，然而在有課程進度壓力下的國中教學，不

敢貿然進行一個班的校外教學，更何況整個年段五個班!因此，以課後延伸學習的方式

進行，一來能增加親子互動，二來能提升家庭教育功能，惟學區若是家庭不利因素的學

生較多，實施上有些阻力。 

(六)學習單能讓每位學生專注聽講與學習，未來會嘗試加上素養試題、解謎遊戲或桌遊來

評量學習成果，以提升食魚教育與海洋保護。課後紀錄課室觀察與教學心得，能檢視教

學內容、精進教學品質及提升教學成效；評改學習單能了解學生上課專注及學習情形。 

二、小組分享交流囿於時間及小組成員組成(同質性優劣立見、異質性少數人主場)，未能

讓不同組的學生有多一點的分享交流，未來還是實施並增加分享時間。 

三、雲端與通訊平台使用可延伸課後學習： 

(一)建立班級 line 群組的優勢，讓教師能掌握學生學習及作業繳交進度、補充相關訊息及

家長能以此為助力；學生能利用課後延伸學習、同儕良性競爭與相互提醒。 

(二)學生開始上傳煎魚的影片，令本人相當期待他們的實作情形與魚種，雖然還要花許多

下班後(也發現有些學生晚睡)及假日的時間給予上傳影片的學生正回饋，還是滿心期待

他們自主學習的成果。 

(三)以 line群組傳送 GOOGLE表單位置，讓學生以 GOOGLE表單填答學習自評表，教師便於

資料建置及統計，亦可收節能減碳之效；缺點是未能於課堂實作，少數學生課後不理，

需一再督促，該項成績方可獲得。 

 

（五）附錄(資料如 p8-p20) 

1.教學簡報4節 

2.活動照片-(1)班級 line群組(2)學生學習情形 

3.學生作品-(1)照片(部分)-學習單、煎魚 (2)短片-檔案一覽 

4.評量工具-(1)學習單(2)學生學習自評表 

5.教師自製媒體素材 

6.學生回饋與學習自評統計-(1)學生回饋統計(2)學生自評學習成績(3)學生學習自評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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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學簡報 

第1節-認識基隆水產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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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節-了解基隆四季水產 

 

第3節-探索基隆水產美食 

 
第4節-保護海洋資源永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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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活動照片 

※建立彈性學習課程的班級 line 群組 

 

 

※第1節(連上6節，忙到忘記沒拍到) 

※第2節學生學習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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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節學生學習情形 

 

※第4節學生學習情形 

 



第12頁  共20頁 

 

3.學生作品 

(1)照片(部分) 

1-1學習單掃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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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學生煎魚照片(部分) 

 

 

(2)短片-學生煎魚影片檔案一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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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評量工具(1)學習單-1 

食魚好文化 任務學習單1 (認識基隆水產來源) 

參考「食魚好文化｣教材，在限時之內，可就以下的議題互相討論、交流意見及分享，並寫出。 
 

單元一 

※檢索與擷取 

1.寫出水產品的定義。 

2.找一找地圖並寫出基隆的漁港。 

3.找一找並寫出基隆沿近海漁業以哪些為主？ 

 

※統整與解釋 

想一想並寫出燈火漁業漁法所利用的生物特性。 

 

※省思與評鑑(思考與討論以下的問題) 

1.我們常吃的魚都是從哪裡來的？ 

2.漁業對於基隆的重要性是什麼？ 

3.為什麼我們要了解基隆的漁業？ 

 

 

4.評量工具(1)學習單-2 

食魚好文化 任務學習單2 (了解基隆四季水產) 

參考「食魚好文化｣教材，在限時之內，可就以下的議題互相討論、交流意見及分享，並寫出。 

 

單元二 

※檢索與擷取 

1.找一找並寫出基隆四季不同的水產品。 

（認識四季不同的水產品，有助於養成選擇當地、當令食材的好習慣！） 

2.找一找並寫出基隆有哪些漁業文化推廣活動。  

3.找一找並寫出鎖管的生態特性(特徵)。 
 

※統整與解釋 

1.想一想並寫出如何辨識頭足類基礎分類方式。 

2.想一想並寫出如何選擇新鮮的水產品。 

 

※省思與評鑑(思考與討論以下的問題) 

1.怎麼告訴家人吃魚的好處以及如何買新鮮的魚？ 

2.如何鼓勵家人與同學一起參加基隆的漁業文化推廣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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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評量工具(1)學習單-3 

 

食魚好文化 任務學習單3  (探索基隆水產美食) 

參考「食魚好文化｣教材，在限時之內，可就以下的議題互相討論、交流意見及分享，並寫出。 
 

單元三 

※檢索與擷取 

1.找一找並寫出基隆的魚市與市場。 

2.找一找並寫出什麼是「糶手」？ 

 

※統整與解釋 

1.想一想並寫出住家附近購買水產品的市場或商店。 

2.想一想並寫出崁仔頂魚市與八斗子漁村的特色。 

3.想一想並寫出基隆廟口特色水產美食。 

 

※省思與評鑑(思考與討論以下的問題) 

1.跟同學分享水產品的販賣方式。 

2.基隆有哪些特色小吃裡有海味？ 

3.還可以運用在地水產品做出哪些創意料理？ 

 

 
 
4.評量工具(1)學習單-4 

食魚好文化 任務學習單4 (保護海洋資源永續) 

參考「食魚好文化｣教材，在限時之內，可就以下的議題互相討論、交流意見及分享，並寫出。 

 

單元四 

※檢索與擷取 

1.找一找並寫出海洋資源面臨的問題。 

2.找一找並寫出政府在搶救海洋資源上所做的努力。 

3.找一找並寫出可以永續海鮮的聰明吃魚法。 

 

※統整與解釋 

想一想並寫出底食原則。 

 

※省思與評鑑(思考與討論以下的問題) 

1.在日常生活中要怎麼做才能愛護海洋資源？ 

2.怎麼告訴別人愛護海洋資源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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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評量工具(2)學生學習自評表 

(GOOGLE 表單) https://forms.gle/r6MJQkpe83691PL48 

表單說明:填寫「學習自評表」，檢視自己的學習情形，並省思食魚好文化.海洋很保護的作法，認知

自己對海洋資源永續的責任。 

學生學習自評表(GOOGLE 表單) 

班級：       座號：       姓名：            

項

次 
評量項目 

學生自評 

（請勾選） 

很
滿
意 

滿
意 

普
通 

待
改
進 

1 我能知道水產品定義。     

2 我能認識基隆的漁港及沿近海漁業。     

3 我能暸解燈火漁業漁法所利用的生物特性。     

4 我能知道基隆四季水產及漁業文化推廣活動。     

5 我能辨識頭足類基礎分類方式及鎖管的生態特性。     

6 我能選擇新鮮的水產品。     

7 我能知道基隆魚市場及住家附近購買水產品的市場或商店。     

8 我能暸解基隆崁仔頂魚市、市場及水產品的販賣方式。     

9 我能知道木山漁村、八斗子漁村。     

10 我能暸解基隆特色水產美食(廟口)。     

11 我能暸解海洋資源面臨的問題及政府搶救海洋資源的努力。     

12 能知道永續海鮮的方法並建立海洋資源永續價值觀。     

13 我會分享愛護海洋資源的做法。     

14 我能仔細聽講，並發表自己的看法。     

15 我能盡心小組分工並用心完成學習單及實作影片。     

16 我能利用書籍、網路等參考資料延伸學習及自主學習     

17 我給自己的學習成績。 分 

18 我想給老師的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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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教師自製媒體素材 

(1)基隆的漁港照片短片 

 

(2) 了解基隆四季水產照片短片 

 

(3)崁仔頂照片短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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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廟口照片短片 

 

(5)博愛仁愛市場照片短片 

 
(6)基隆全家福餐廳海鮮料理照片 

 

(7)全聯水產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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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學生回饋與學習自評統計(截至109.10.4) 

(1)學生回饋統計，如下表。表達對老師感謝24人最多，未回饋16人其次，知覺學習有成有11人。 

項次 類別 數量(人) 

1 表達對老師感謝 24 

2 教學正向回饋 8 

3 學生知覺學習有成 11 

4 學生知覺提升海洋興致 2 

5 教學建議 6 

6 未回饋 16 

7 其他 2 

總計 69 

 

(2)學生自評學習成績，如下圖。學生給自己的學習成績在70分以上。 

 
(3)學生學習自評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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