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漁業活動與海洋資源的對話」教案設計 

壹、教案設計 

教學 

主題 
漁業活動與海洋資源的對話 

適用 

年級 
高二、高三 

適用 

科目 
地理科 

使用 

節數 
3節 

設計者 馮馨瑩 
所屬 

學校 
台中市立大里高中 

設計 

理念 

台灣四面環海，十分依賴貿易，有些人則非常依賴漁業。然而漁業在環境變

遷與日益龐大市場需求影響下，漁場的枯竭已是事實。本課程希望由透過認識

蘭嶼達悟人維護漁場的方式、近海漁業的漁獲量變化與遠洋漁業濫捕問題等三

個面向，讓學生了解漁業資源的利用方式，以及過度捕撈已造成海洋資源枯竭

的問題。希望學生透過欣賞文章、觀賞影片、分析資料建立基本知識架構，再透

過小組討論提出利用海洋資源時需具備的正確態度，進而在日常生活中採取行

動去愛惜、維護永續海洋環境。 

圖一 課程設計理念架構圖 

 



 
圖二 課程結構圖 

建構 

教學 

目標 

能力指標 教學目標 

（由「設計理念」結合「能

力指標」而形成） 

學習領域 

能力指標 

海洋教育 

能力指標 

(高職) 

1-1-1 台灣地理位置造成

的影響。 

1-1-2 能認識台灣景觀多

樣性與複雜性。 

(高中─地理) 

單元十六台灣的位置與環

境特色 

1-1 能認識臺灣地理位置

的過渡與交界帶的特色。 

1-2 能了解臺灣地理位置

造成的影響。 

2-1 能認識臺灣陸域及海

域景觀的多樣性。 

2-2 能欣賞臺灣陸域及海

域文化的多元性。 

(高中─應用地理) 

單元一 地理議題 

1-1能了解地理學的主要

觀點。 

1-2認識生活中的地理議

題。 

1-3 能從地理學觀點分析

地理議題。 

2-1 能認識當代重要的地

2-5-2 海洋經濟活動

對環境的衝擊。 

3-5-4 察覺生活中與

海洋相關之生活體

驗與文化。 

5-5-5 瞭解人為因素

對海洋生物造成的

影響。 

 

5-5-11 瞭解海洋環

境變遷、過度使用對

生態環境的影響，並

提出因應對策。 

一、認知目標 

1-1 能說出蘭嶼的位置與地

理環境上的特性。 

1-2 能認識蘭嶼達悟族的漁

業活動與特色。 

1-3 能理解現今蘭嶼維持漁

業環境所面臨的挑戰。 

1-4 能說出現代化發展對蘭

嶼海洋文化的影響。 

1-5 能比較蘭嶼捕魚方式與

商業性捕撈的差異。 

二、情意目標 

2-1 能察覺台灣近海漁業的

生產狀況。 

2-2能關心漁源枯竭問題。 

2-3 能從蘭嶼的海洋文學作

品中找出維持海洋環境的生

活態度。 

三、技能目標 

3-1 能整理資料表格並製作

統計圖。 

3-2 能培養學生分組討論如

何維持海洋資源穩定方法的

能力。 



理議題及背景。 

2-2 能認識當代重要的自

然資源分布及環境。 

災害的種類 

3-1 能了解地理學解決地

理議題的方法。 

3-2 能提出探究當代重要

地理議題的相關策略。 

單元八─海岸變遷 

2-2 能透過個案了解人為

活動對海岸地帶可能的影

響。 

2-3 能認識保護海岸地區

的政策及技術。 

2-4 能認識海岸變遷的現

況及海洋保護的重要。 

3-3 能分析台灣遠洋漁船的

捕撈狀況對台灣漁業長遠發

展的影響。 

學生 

能力 

分析 

1.國中學習過： 

1-2-4 測量距離、閱讀地圖、使用符號繪製簡略平面地圖。 

1-2-6 覺察聚落的形成在於符合人類聚居生活的需求。 

1-3-4 利用地圖、數據和其它資訊，來描述和解釋地表事象及其空間組織。 

1-4-9 探討臺灣四周海域的特色，分析海洋與居民生活的關係。 

1-4-10 瞭解海洋主權與經濟發展、國防、政治主權的關係。 

1-4-11 瞭解領海與經濟海域的管轄主權等海洋權益。 

1-4-12 認識水污染防治法、海洋污染防治法、國際海洋公約等相關法規的基本

精神。 

4-4-3 瞭解文化( 包含道德、藝術與宗教等)如何影響人類的價值與行為。 

7-3-4 瞭解產業與經濟發展宜考量區域的自然和人文特色。 

9-4-3 探討不同文化背景者在闡釋經驗、對待事物和表達方式等方面的差異，

並能欣賞文化的多樣性。 

2.(高中)高一學習過： 

地理概說(地理學三大研究傳統)、地圖(測量、應用)、地理資料(統計圖)、地理

資訊(環域分析)、地形(火山島、海蝕地形)等概念。 

教材 

來源 

1. 高中課本：高二下(台灣區域特色)、高三上(地理議題)、高三下(海岸變遷)。 

2. 網路資源 

(1)各新聞網、公共電視《誰來晚餐》《紀錄觀點》、原住民議題網站。 

(2)環境資訊協會、綠色和平組織。 

3. 書籍：夏曼‧藍波安《老海人》、《冷海情深》，《聯合文學》358 期主題：大

海浮夢。 

對應 

教學 

目標 

教 學 活 動 時間 
教學 

資源 

教學 

評量 



1-1 

1-2 

1-4 

3-1 

3-3 

第一節課 

 

一、引起動機 

學生於上課前先看過『誰來晚餐─蘭嶼』，完成學習單第一

部分。 

詢問學生以下問題： 

1. 蘭嶼當地傳統房屋的形式有哪三種，與氣候有什麼關

聯？ 

答案：地下屋、工作屋、涼亭。因為颱風影響，因此將主要

家屋建在低於低面的位置。又因為環境溼熱，因此有

涼亭可供休息。 

2. 影片中居民與觀光客使用的交通工具有那些？ 

答案：雙螺旋槳飛機、機車、小客車、船隻。 

3. 阿嵐與哥哥分別從事何種行業？是否下海捕魚？ 

答案：阿嵐開民宿，常潛水抓海膽、龍蝦；哥哥開雜貨店、

機車行、接送旅客，應該沒有抓魚。 

4. 阿嵐和爸爸去抓魚，抓到的赤尾鯛是給誰吃的？給女生

吃的魚有什麼特徵呢？(學習單) 

答案：給媽媽吃。女生吃的魚肉質比較細嫩、少腥味。 

5. 當晚餐來賓要來的那一天，阿嵐一家準備的食材有哪

些，各種食材是怎麼取得的？(學習單) 

答案：龍蝦、飛魚，阿嵐抓的。 

章魚，跟朋友買的。 

芋頭和番薯(主食)、青菜，自己種的。 

 

二、發展活動 

投影片播放與講述：顯示台灣行政區地圖，請學生找出

蘭嶼位置，說明蘭嶼位於台東縣，距離本島約 91公里，以

飛機和船隻往來台灣本島。另一張圖為台灣的火山地形，找

出蘭嶼的位置後，說明其氣候溼熱且容易有颱風侵襲，影響

其住屋型態。主要居民為達悟族人，達悟即是人的意思，屬

於南島語族。從誰來晚餐影片中可知其食物來源有在島嶼

上栽植的地瓜與芋頭、自家養的豬羊，並且由海洋中捕撈漁

獲，其飲食文化可謂山海兼具，甚至山重於海。 

由於蘭嶼位置相對孤立，早期易達性低，因此相對於其

他離島，過去缺乏市場交易食物，多數達悟族人仍保留較早

期的生活方式─自己栽種地瓜、芋頭，男子親自入海捕魚

等，達悟作家夏曼‧藍波安說：「達悟的男人是屬於海洋的」，

在蘭嶼，男子是負責從海裡把漁獲帶回家的角色。而建造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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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捕魚的船隻也是生活中重要一環，而魚的種類則以飛魚

對達悟人的生活、文化影響最大。 

夏曼‧藍波安提到「達悟人以海洋的律動辨識季節」，

每年二到六月是飛魚季，只能捕飛魚，讓其他底棲魚類休

息；在飛魚季結束後稱為美麗的月，美麗的月也就是七月以

後，此時不可再捕飛魚、鬼頭刀，陸上根莖類也開始採收。

第三個季節是等待飛魚的季節，達悟人的一年共有這三個

季節。 

在長達半年的飛魚季，人們的生活，包含造舟、合作、

禁忌等方面均受到影響。在飛魚汛期之前，造舟工作必須完

成。飛魚季節期間，部落合力進行捕撈，用火炬、用掬網，

划十人大舟入海捕魚。傳統漁業受限於捕撈工具，加上部落

限制捕魚季節與類型，包括飛魚於二~六月捕捉，捕飛魚時

也可同時捕鬼頭刀，但不捕底棲魚類，且船隻的規模有限

等，捕獲量受到牽制且以自給自足為主，使魚群數量不致減

少，海洋環境得以平衡，達到永續利用的可能。 

這些捕魚的觀念，在蘭嶼相對孤立的環境中得以延續，

如夏曼‧藍波安書寫如《冷海情深》、《老海人》等書所描寫

的達悟人如何捕魚、與海洋相處。他在《老海人》中說到： 

「父祖輩給我的教育是，用『寧靜』觀賞海洋。 

我聽得懂他們的故事，他們划過的海我划過， 

他們潛過的海我潛過，它們走過的山林我走過， 

他們抓過的魚類我也都抓過。」 

下一輩對於魚類的知識來自長輩的教導與日常生活的

工作，孩子們從小就知道男人魚與女人魚的不同。 

《老海人》中也提到： 

「那個時候我們是八歲的小男孩， 

可是早已有了區分男性吃的魚 

和女性吃的魚的基礎常識， 

也至少知道十多種淺海魚類的名稱。」 

這些知識與觀念形成達悟人獨有的文化特性。 

時至今日，動力漁船已較為普及(註一)，但目前島上仍

有許多居民以傳統方式捕捉自己需要的漁獲，如夏曼‧藍波

安或是誰來晚餐裡的阿嵐。 

 

三、綜合活動 

(一)各小組從夏曼‧藍波安的文字中，整理達悟人傳統生活

中的哪些做法，可以維持魚群的數量。 

(二)將做法寫下，並視時間請 1~2組上台分享。 

 

 

 

 

 

 

 

 

 

 

 

 

 

 

 

 

 

 

 

 

 

 

 

 

 

 

 

 

 

 

 

 

 

 

 

 

 

 

 

 

 

 

 



參考答案：只在 2~6月捕飛魚和鬼頭刀，此時不捕底棲

魚類。拼板船較小，十人大舟已是最大的船，能捕的魚

獲量較有限。 

1-3 

1-4 

1-5 

2-1 

第二節課 

 

一、引起動機 

觀賞『獨立特派員─蘭嶼傳承』老人家教國中生抓魚、

分漁獲段落。也可從此段影片了解，由於生活條件改變、與

本島的互動更多，島上的新生代不再以傳統方式生活、不事

海洋生產，海洋文化的傳承也出現斷裂。 

口頭詢問學習單第二部分的問題： 

1. 獨立特派員蘭嶼傳承影片中，老師帶孩子們到海邊跟長

輩學習捕魚，男生和女生分別負責什麼工作？ 

答案：男生釣魚、女生在海灘採集。 

2. 捕到的魚如何分配？ 

答案：均分、但是有分女人魚、男人魚、老人魚、不能吃的

魚。 

3. 參與的學生對校外教學有什麼想法？ 

略。 

 

二、發展活動 

當第一艘快艇開始停泊在蘭嶼的海岸邊，現代化逐步影

響蘭嶼觀光客來了，觀光業的發展、捕魚及交通工具改變，

都使得蘭嶼捕魚的商業化色彩越來越濃厚，遊客到訪時熱

愛飛魚餐、網路上也能見到來自蘭嶼的宅配飛魚。觀光業對

漁業的影響是漁獲不再以家人需求為主，捕撈量因而增加。

其他受觀光業發展的影響又如有觀光客未經同意登坐或破

壞拼板舟，影響居民的漁撈活動，或是水上活動如水上摩托

車訓練，嚇走魚群，影響島嶼居民的漁撈作業。現代化與觀

光業帶來更多就業可能，但也的確造成文化的斷裂；夏曼‧

藍波安說： 

「這個逐漸現代化的島嶼， 

已看不見四十歲以下的年輕人 

參與釣鬼頭刀的船隊」 

除了年輕人前往本島工作，或轉為經營民宿、餐廳的現

象，島上使用動力漁船的數量與噸數也在成長，市場交易的

重要性逐漸重要，改變自給自足的捕撈習慣，拼板舟的製造

也不再是達悟男性必備的生活技能(註一)。 

然而除了島嶼上的改變，外圍海域的利用也出現爭議。

 

 

15 

 

 

 

 

 

 

 

 

 

 

 

 

 

 

15 

~20 

 

 

 

 

 

 

 

 

 

 

 

 

 

 

 

 

 

 

 

影片 

學習

單 

 

 

 

 

 

 

 

 

 

 

 

 

投影

片 

 

 

 

 

 

 

 

 

 

 

 

 

 

 

 

 

 

 

 

 



2016 年五月時，後壁湖漁港等地的船隻進入蘭嶼附近海域

作業。投影片中的新聞照片、報導文字提到後壁湖漁民抗議

台東縣政府限制大型漁船進入蘭嶼周邊六海浬海域捕捉漁

獲，蘭嶼居民則抗議後壁湖漁民破壞飛魚季的進行，與當地

的漁業活動及傳統領域產生的衝突。(註二)(註三) 

然而，實際上蘭嶼的漁產捕撈已非僅有傳統方式(註

四)，早已有動力漁船作業，只是船隻噸數較小。蘭嶼附近

是飛魚聚集的海域，但是由於當地船隻的噸數多在五噸級

以內，因此外來的大型船隻會帶來較激烈的競爭與漁源耗

損問題。在 2~6月飛魚季期間，為限制外來大噸數船隻捕撈

飛魚，農委會漁業署於 93年起即輔導台東縣政府進行飛魚

漁業資源管理措施，並陸續修正管理內容。(註五)(註三) 

 

比較雙方的捕撈方式與目的： 

商業性捕撈 

(以恆春後壁湖

為例) 

蘭嶼傳統捕撈 蘭嶼現代捕撈 

動力漁船 潛水/拼板舟 動力漁船 

以東港為批發

市場(註六) 

無市場可供交易 銷售台灣本島網

購 

供應市場(或觀

光需求) 

自給自足 供應市場(或觀光

需求) 

 

除了捕飛魚，台灣沿海還有收集海上飛魚卵的作業船

隻，根據黑潮基金會調查：「捕飛魚卵已有十六、七年的呂

先生，以及一家兩代從事飛魚卵收購生意的薛先生都表示，

如果東北角海域的潮流、水溫都適合，兩個月的飛魚卵產期

就能捕到上千噸的卵，原料產值近 2 億元；若海水環境較

差、端午節前後雨水不多，平均也有 600 噸左右的收獲。 

2008 年起，漁業署針對飛魚卵漁業進行總量管制，每年

總採捕量 280~350 噸（2015 年公告為 350 噸），採捕期為

5~7 月。相較於上述飛魚卵產業從業人員的說法，顯然官方

容許量遠低於此一產業的生產量。」(註七) 

可預見未來的飛魚族群數量勢必下降，危及海洋生態平

衡的狀況不得不重視。 

 

三、綜合活動 

新聞事件討論 

提供新聞報導與蘭嶼鄉公所發表聲明的公文(附件一)，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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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分組討論，根據報導回答下列問題： 

1. 恆春後壁湖的漁船與蘭嶼居民對禁漁區的衝突各自有

何看法？ 

2. 漁業署與台東縣政府訂定的蘭嶼周邊禁漁規定(如投影

片)，你認為是否合理，請說明理由。 

 與學

習單 

 

2-1 

2-2 

2-3 

3-1 

3-2 

3-3 

第三節課 

 

一、引起動機 

觀賞【守護海洋─小琉球漁民的故事】6’16”(全球漁源枯

竭問題)。 

 

二、發展活動 

上一節談到後壁湖漁民與蘭嶼居民的漁場之爭，為何後

壁湖漁民堅持進入禁漁區，恆春鎮總幹事提到(註五)近海

漁業的漁獲量在下降。下降的狀況到底有多嚴重，有沒有數

據可以說明？ 

不只近海漁業，遠洋漁業的蓬勃發展也是全球漁場枯竭

問題的一環，漁船濫捕問題加劇資源枯竭的速度。2015 年

九月遠洋漁船順得慶 888 號被綠色和平組織舉發於公海非

法捕撈，其漁獲「違反鰭不離身明顯「非法」（Illegal），

漁獲紀錄表和實際漁獲不符，以及未經核准海上轉載是「未

報告」（Unreported），經鑑定發現船上的鯊魚鰭包括黑鯊，

則是「未規範」（Unregulated）的漁業行為。」 

(http://www.greenpeace.org/taiwan/zh/news/stories/oceans/2015/4-

points-to-get-rid-of-yellow-card/)。 

歐盟執委會（European Commission）亦在十月一日將

台灣列入打擊「非法、未報告、不受規範漁業」（Illegal, 

Unreported, Unregulated, IUU）不合作國家的警告名單，

即黃牌警告。若未能於指定時間內改善漁業管理以達國際

標準，即列入黑名單（紅牌）。台灣的遠洋漁業經營存在著

危機。 

觀賞【臺灣遠洋漁業的三大黑幕？】2’05”。 

 

三、綜合活動 

學習單 

(一)發給學生漁業署歷年漁業生產量表格(主計處下載

https://www.fa.gov.tw/cht/PublicationsFishYear

/，本教案使用 103 年統計資料)，請同學比較近海漁

業從民國 48年(開始有記錄的年份)，到民國 103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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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化(每年宜更新資料)，將每一年的漁獲量輸入

Excle中製成表格，再繪製成統計圖(折線圖或長條圖

均可)。下圖為學生作業。 

 
時間若充裕，可再加上與遠洋漁業的變化一起比較。 

 

 

可說明近海漁業漁獲減少，但遠洋漁業漁獲持續增長。 

(二)從表格中找到近海漁業的飛魚卵漁業，回答下列問題： 

飛魚卵知多少(查詢漁業署統計表 2016) 

(1)飛魚卵漁業屬於  近海   漁業類型。 

(2)飛魚卵的數據始自  100  年，該年產值為 68,765,000

元，飛魚卵市價每公斤約  246.5   元。上網搜尋飛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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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市場價格，每公斤約 7、80~120(有卵) 元(資料日期： 

2013.4.23 ) 

(3)飛魚卵深受市場喜愛，可能造成什麼影響？海上的魚卵

減少後，影響魚群繁衍的數量，整體而言，漁源會逐漸枯

竭，未來魚卵及飛魚產量都可能銳減。 

(三)從遠洋漁業歷年統計資料，找出產量超過 800,000 公

噸的年份，並列出該年產量最多的漁業種類(如鮪延繩

釣、魷釣)，並比較各種漁業種類的發展差異，例如資

料最初的民國 48 年，已有鮪延繩釣，而魷釣則自民國

71年才出現。完成學習單上的題目。 

(四)順得慶事件說明了漁業法規與限制的重要性，請同學

討論哪些現象造成漁源枯竭、漁場破壞？ 

參考答案：捕捉受保護的魚類，使用的漁網網目太小。 

 

註一： 

目前仍有少數具有拼板舟製作技術者，絕大多數是五十歲以上的達悟男性。由

於下一代飲食習慣的改變與機動船的引進等因素，製作拼板舟不再是達悟男性

所具備的生活技能。(許寬容(2007)蘭嶼的觀光現象與地方建構，東華大學觀光

暨遊憩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p44) 

 

註二：漁業署網頁常見問答 更新日期:2012-02-16  

現行在台東縣蘭嶼外海從事追逐網漁業捕撈飛魚的作業行為，使用水上摩托車

驅趕飛魚，是否合宜？ 

答覆： 

一、臺東縣政府於 97 年 4 月 21 府農漁字第 0973011293B 號函公告每年 2月

1 日至 7 月 31 日，除無動力漁船筏外，禁止於蘭嶼沿岸 3 浬海域內（以蘭

嶼本島海岸線為基線，向外海延伸 3 浬；以下同）採捕飛魚。另禁止 10 噸

以上漁船於 6 浬海域內採捕飛魚，及 10 噸以下漁船（同漁筏）採捕飛魚

時，不得使用類似水上摩托車等高速水上載具驅趕飛魚。 

二、依據漁業執照登載核准兼營追逐網漁業者，並未規定得使用水上摩托車，爰

經查倘從事該漁業別載有水上摩托車者，則請海巡安檢人員口頭勸導，告知

船長不要配備水上摩托車出港。另倘海巡單位於海上遇有搭配水上摩托車從

事該漁業別，即實施全程錄影蒐證，並拍攝該漁船作業位置經緯度、作業過

程、使用機具、起網過程及卸下漁獲物之畫面。 

三、於該漁船起網完畢，並在海況許可下，登船檢查。明確告知船長以違反漁業

法第 9條，不得經營未經核准之漁業，並製作檢查記錄表，另應明確告知船

長所紀錄事項，倘其有異議，請忠實紀錄於異議欄列，返港復將查報資料（含

蒐證光碟）函送台東縣政府依法核處。) 

 

註三：捕捉飛魚季到了 蘭嶼三浬禁動力船捕飛魚 



更新：2008-04-23 【大紀元 4月 23日報導】（中央社記者盧太城台東縣二十三

日電）又到了捕捉飛魚的季節！台東縣政府日前公告蘭嶼三浬內禁止動力漁船

進入捕捉飛魚，但蘭嶼船隻除外；另外，六浬內禁止十噸以上的動力船進入。蘭

嶼當地縣議員江多利今天要求相關單位，對外縣市漁船越界侵入大肆捕撈，一

定要嚴格執行。 

蘭嶼海域每年都發生外來船隻和蘭嶼漁民的捕捉飛魚糾紛，台東縣政府為了

保護蘭嶼沿海漁業資源，及維護達悟族捕撈飛魚的傳統文化，每年會公告蘭嶼

六浬內海域禁止十噸以上動力船進入捕飛魚。 

不過，今年修訂內容，台東縣政府公告自四月二十一日起，蘭嶼三浬內海

域完全開放給蘭嶼鄉民或外來漁民以無動力漁船及拼板舟捕撈飛魚；六浬內開

放十噸級以下動力漁船捕撈飛魚，但是不得使用類似水上摩托車等高速水上載

具驅趕飛魚。 

台東縣議會今天召開「保護台東縣蘭嶼鄉漁業資源及維護達悟族捕撈飛魚傳

統文化」專案會議，蘭嶼鄉長周貴光要求，三浬內允許蘭嶼動力漁船進入，台東

縣政府同意修正；另外，江多利也要求相關單位，對外縣市漁船越界侵入大肆捕

撈，一定要嚴格執行。 

 

註四： 

(1)在長達七個半月的蘭嶼飛魚祭，其中的初夜漁起一個月是飛魚的盛產期，

每部落的漁船隊在日落時分，會抵達他們的漁場，趁天色漸暗片刻，點燃火

炬引誘飛魚，讓牠們撲向船上的燈火而捕之，這是最具古典特色的漁法，也

是觀光漁業的好賣點。又在 1962年後蘭嶼島民引進追逐網漁法，由於此漁

法在白天作業，使用兩艘式機動船佈網，再配合水中人群的追趕，使飛魚紛

紛進入網內，參與的人員多半是青年人，完全打破了傳統飛漁季的秩序。不

過現場的熱鬧氣氛，碼頭卸魚及分魚的情形，以及解剖、醃漬、晒乾等一連

串的過程亦是觀光漁業的好賣點。 (這種科學的漁法根據文獻記載，是 

1913 年就開始引用，而在 1954 年由琉球引進宜蘭、高雄地區，被應用於

捕捉飛魚。) 

http://www.oceantaiwan.com/foot/mag/003/003009.htm?siteId=101 

(2)蘭嶼綠島漁業活動及漁業資源調查研究 

年度 2009 

計劃名稱：蘭嶼綠島漁業活動及漁業資源調查研究 

中文摘要：(摘錄)漁業調查顯示兩地皆以流刺網及追逐網捕撈飛魚，但兩地之

作業方式及網具有些不同，以漁獲量較多的追逐網來看，蘭嶼的網目較細、人

力較多，故捕獲量較綠島為高；在作業時間上亦不同：蘭嶼為清晨作業，綠島

則為黃昏作業。在漁獲組成上，在漁季期間皆以紅斑鰭及白鰭飛魚為主，但蘭

嶼以前者居多。截至 11月止，已採得七屬十六種飛魚，其中以歸類為大烏的

白鰭、黑鰭、紅斑鰭飛魚及歸類為小烏的斑鰭、白短鰭擬、尖頭細身飛魚等為

最優勢種，而紅斑鰭飛魚可能為綠島、蘭嶼之特殊種。依已解剖量測之飛魚樣

http://www.oceantaiwan.com/foot/mag/003/003009.htm?siteId=101


本資料，優勢種之尾叉長與全長比例相近、雌魚體型大於雄魚；另已初步建立

其體長體重關係及 GSI分佈。 

大型海藻為綠島與蘭嶼重要的底棲生物；98年綠島共記錄到大型海藻 21

種，分別為：綠藻 8種、褐藻 2種、紅藻 11 種，種類較 96-97年調查種類顯

著減少，尤其是以潮間帶區域最為顯著。蘭嶼共記錄到 29種，分別為：綠藻

11種、褐藻 2種、紅藻 15種、藍藻 1種，98 年的調查之種類數較 96-97年的

數目減少，也是以 1m水深的區域最為顯著。因此，連續五年之調查結果顯

示，綠島及蘭嶼的大型海藻種類豐度減少，推測與人為活動可能有關，需進一

步證明。 

 

註五： 

由於台東縣蘭嶼海域為飛魚主要漁場，導致外縣市漁船常赴蘭嶼海域從事飛魚

捕撈作業，且均屬 10噸級以上的大型漁船，漁具規模較大，因此飛魚資源之漁

獲壓力也相對較高。而蘭嶼原住民從事飛魚捕撈的漁船噸位則均在 5噸級以內，

漁具規模不大，對漁業資源的漁獲壓力低；加以當地族人的文化祭祀活動以捕

撈飛魚為主，其飛魚資源的永續利用，攸關當地飛魚海洋文化的傳承。為保育蘭

嶼地區飛魚資源，並維護飛魚海洋傳統文化，同時考量避免大小船隻在小範圍

內競相作業發生碰撞危險，本會漁業署於 93年起即輔導台東縣政府進行飛魚漁

業資源管理措施，並陸續修正管理內容。有關台東縣政府 97年 4月修正公告漁

期及漁區之限制。(全文 http://www.coa.gov.tw/view.php?catid=18002) 

 

註六： 

恆春當地漁民多從事沿近海漁業，大多為季節性的，如每年 4-6 月飛魚季、鬼

頭刀、芭蕉旗魚…….等。談到近幾年的漁獲，鍾總幹事感歎地說：「現在和當初

我進來漁會的時候，漁獲量真的差太多了。」她說：「本地都是沿近海漁業，且

當天往返，所以漁貨非常新鮮。漁貨多加工作為魚排或魚酥」。 

對於魚類保育，鍾總幹事說：「目前漁會正在考慮以廢棄電線桿作為人工漁礁，

作為海洋復育。」 

目前因漁獲量少，漁民收入銳減，但餐廳業績卻長紅。主要因為觀光客較多，且

當地漁產都是當天的新鮮魚貨。在魚產行銷方面，鍾總幹事表示：因本地魚獲量

較少，所以目前沒有產銷中心，主要都運到東港去銷售。 

http://www.frs.gov.tw/newweb/fish1view.asp?id=371 

 

註七： 

台灣世界第一的「海上黃金」：談吃飛魚卵對海洋生態的意義 

飛魚卵漁業 

台灣與印尼、秘魯是飛魚卵全球三大產區，其中，台灣因保存及加工技術佳，飛

魚卵品質世界第一，口感和色澤超越其它產區，素有「黃金卵」美譽，口感 Q彈、

咬下去「卡滋卡滋」還會「爆漿」，擄獲饕客味蕾，絕大多數外銷日本、部份有

http://www.coa.gov.tw/view.php?catid=18002
http://www.frs.gov.tw/newweb/fish1view.asp?id=371


生產履歷者則銷往歐盟。 

現行採捕飛魚卵的主要漁法，係以稻草特製的「草包」串連漂浮海上，模仿馬尾

藻在海面隨浪起伏的特性，引誘母飛魚前來產卵，再回收草包收成成團的魚卵，

這成串的「草包產房」有時可綿亙達 1公里長。 

捕飛魚卵已有十六、七年的呂先生，以及一家兩代從事飛魚卵收購生意的薛先

生都表示，如果東北角海域的潮流、水溫都適合，兩個月的飛魚卵產期就能捕到

上千噸的卵，原料產值近 2億元；若海水環境較差、端午節前後雨水不多，平均

也有 600噸左右的收獲。 

2008年起，漁業署針對飛魚卵漁業進行總量管制，每年總採捕量 280~350噸（今

年公告為 350噸），採捕期為 5~7月。相較於上述飛魚卵產業從業人員的說法，

顯然官方容許量遠低於此一產業的生產量。 

飛魚群為什麼要產出那麼多卵？飛魚以浮游生物為主食，是大洋洄游性魚類，

也是其它更大型洄游魚類如鬼頭刀、齒鰹、鮪魚的食物，而鬼頭刀、鰹魚則是部

分鯨豚如偽虎鯨的食物。從這條食物鏈可以看出飛魚是底層魚種，是更高階掠

食者的重要食源。 

作為海洋食物鏈底層魚種，不但成魚是許多大型魚和鯨豚的食物，極大數量的

卵和孵化出的仔魚更是其它海洋生物的食物。台灣島不像蘭嶼島，後者有達悟

族人遵循禁忌限量捕捉和食用飛魚，台灣島上的飛魚卵漁業從業人員雖然比誰

都更想保持飛魚的族群量，但同時想要極大化飛魚卵採捕量，希望在二者間找

到恐怖平衡，賺取最多利潤。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6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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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學生學習單 

「漁業活動與海洋資源的對話」學習單 

★班級    組別     

☆組員座號+姓名：                                                  

 

第一節課 蘭嶼的海洋文化與生活 

1.上網觀賞公共電視「誰來晚餐─蘭嶼」。 

2.蘭嶼當地傳統房屋的形式有哪三種，與氣候有什麼關聯？ 

3.影片中居民與觀光客使用的交通工具有那些？ 

4.阿嵐與哥哥分別從事何種行業？是否下海捕魚？ 

5.阿嵐和爸爸去抓魚，抓到的赤尾鯛是給誰吃的？給女生吃的魚有什麼特徵

呢？ 

6.當晚餐來賓要來的那一天，阿嵐一家準備的食材有哪些，各種食材是怎麼取

得的？ 

 

 

 

 

 

 

第二節課 蘭嶼文化的傳承 

1.獨立特派員蘭嶼傳承影片中，老師帶孩子們到海邊跟長輩學習捕魚，男生和

女生分別負責什麼工作？  

2.捕到的魚如何分配？ 

3.參與的學生對校外教學有什麼想法？ 

 

 

 

 

 

 

第二節課 禁漁的規定和爭議(請閱讀附件一) 

1.恆春後壁湖的漁船與蘭嶼居民對禁漁區的衝突各自有何看法？ 

2.漁業署與台東縣政府訂定的蘭嶼周邊禁漁規定(投影片)，你認為是否合理，

理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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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課 台灣─漁業大國資料來源： 

利用漁業署漁港統計資料(2016下載)回答下列問題。 

1.製作近海漁業漁獲變遷趨勢圖 

★步驟： 

(1)找出「近海漁業合計」，寫出民國 48年~103年近海漁業漁獲量(公噸)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2)找出最高產量年份是哪一年？ 

(3)48年至 103年漁獲變化長條圖/折線圖(使用 Excel製作) 

 

2.飛魚卵知多少 

(1)飛魚卵漁業屬於  近海   漁業類型。 

(2)飛魚卵的數據始自  100  年，該年產值為 68,765,000元 ，飛魚卵市價每

公斤約  246.5   元。上網搜尋飛魚的市場價格，每公斤約 7、80~120(有

卵) 元(資料日期： 2013.4.23 ) 

(3)飛魚卵深受市場喜愛，可能造成什麼影響？ 海上的魚卵減少後，影響魚群

繁衍的數量，整體而言，漁源會逐漸枯竭，未來魚卵及飛魚產量都可能銳

減。 

 

3.遠洋漁業類型變遷 

(1)找出產量超過 800,000公噸的年份及產量 

82 88 89 92 96 97 103 

834,964 824,738 863,475 853,455 988,617 828,534 899,040 

(2)列出該年產量最多的漁業種類(如鮪延繩釣、魷釣) 

82 88 89 92 96 97 103 

鮪延繩釣 魷釣 魷釣 鮪延繩釣 鮪延繩釣 魷釣 鰹鮪圍網 

(3)上題中出現的類型各自從民國幾年開始有漁獲記錄？ 

鮪延繩釣 48 

魷釣 71 

鰹鮪圍網 71 

(4)哪幾種類型自民國 48年就有？ 單船拖網、雙船拖網、鮪延繩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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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秋刀魚棒受網自 78  年有漁獲記錄為   12,036   公噸，至 103年為  

229,937  公噸，成長  19.10倍  。 

(6)加分題：以上一題的模式算出鮪延繩釣成長倍數。 

8,815→183,367，20.8倍 

4.順得慶 888號事件說明了漁業法規與限制的重要性，請同學討論哪些現象造

成漁源枯竭、漁場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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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禁漁爭議新聞 

標題一  屏東漁民不滿禁捕飛魚  蘭嶼：堅持保護文化  

2016-05-08 16:15 中央社  台東縣 8 日電  

飛魚季節蘭嶼海域進行漁業管制，引起屏東漁民不滿。蘭嶼鄉長夏曼‧迦拉

牧強調絕不妥協，飛魚文化不能被破壞。  

為了保護飛魚祭典文化，原民會規定每年的 3 至 6 月的飛魚季節，蘭嶼外海

6 海里內的海域禁止 10 噸以上漁船捕魚，也禁止使用流刺網、追逐網，或毒

魚、炸魚等手段。  

台東縣政府更進一步公告，每年 2 月 1 日至 7 月 31 日，其他船筏禁止於蘭嶼

沿岸 3 浬海域內捕魚，10 噸以上漁船禁止於 6 浬內採捕飛魚，10 噸以下漁船

不得使用類似水上摩托車等高速載具驅趕飛魚。  

由於這項限制也影響到屏東漁船到蘭嶼海域捕魚權益，日前恆春後壁湖漁民

不滿，揚言抵制旅客從後壁湖到蘭嶼。  

蘭嶼鄉長夏曼‧迦拉牧強調絕不妥協，迦拉牧說，飛魚文化架構整個達悟族

的文化，飛魚文化被破壞了，蘭嶼島上的生活、生態也會被改變，因此這個堅

持不能破壞。  

蘭嶼縣議員黃天德表示，保護飛魚季，不只是對外來漁船有限制，蘭嶼人也

開始討論要針對潛水業做規範。  

台東新港區漁會表示，飛魚靠岸洄游，限制 6 海浬外，事會影響到對屏東漁

船捕抓，但蘭嶼這時僅捕捉飛魚維生、文化相對珍貴，政府應讓雙方對話，找

出平衡點。  

客輪業者則感到很無奈，業者說，交通輪又不捕魚，沒立場干預捕魚的事，不

過 卻 無 端 捲 入 捕 抓 飛 魚 的 紛 爭 ， 建 議 政 府 介 入 協 調 。

http://www.cna.com.tw/news/asoc/201605080163-1.aspx 

標題二  蘭嶼「飛魚季」盼尊重  達悟族：原住民才是台灣的主人  

2016 年 05 月 26 日  東森新聞網社會中心／綜合報導  

一群台灣水上摩托車協會日前申請在蘭嶼海域演練救災，結果與達悟族人起

衝突。蘭嶼鄉公所表示，台東縣府相關業務單位應尊重蘭嶼飛魚傳統文化，

飛魚季期間任何單位申請相關水上活動，「請先知會本所及各部落、協會等，

以示尊重蘭嶼地區特殊的海洋傳統文化。」  

5 月正值飛魚季間，但協會帶領 20 幾台摩托車在海上狂飆，來來回回發聲巨

大的聲響，讓達悟族人覺得受侵犯，雙方爆發口角。事後，縣府表示，「水上

摩托車協會的確有申請 20 日、21 日在蘭嶼海域 8 梯次的海上救災訓練，沒想

到引起那麼大的反彈，目前已經和協會溝通，不要再出海。」  

對此，蘭嶼鄉公所指出，達悟族人已視此等行為嚴重違反達悟族人各部落傳

統領域於飛魚季期間、侵入達悟族傳統海域越界作業及任意遊憩的禁忌（如

同於胡亂侵入他人民宅）。協會雖是經臺東縣政府通過合法申請，但蘭嶼特

殊的飛魚季，是不可亂闖入其他部落之各自傳統港澳及海域。  

http://www.cna.com.tw/news/asoc/201605080163-1.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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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公所更痛心說，這是長期存在已久的文化霸凌，而處於文化、經濟弱勢的

蘭嶼達悟族人，相對於恆春鎮漁民以現代大型漁船大肆捕撈（有時數千尾漁

獲大小通吃），如何相比？這更是長期以來遭受的長期經濟霸凌（不止漁業，

如幾十年來外資入境如土地、民宿、觀光等）最痛的民族傷痕。  

http://www.ettoday.net/news/20160526/705102.htm  

 

標題三  蘭嶼鄉公所聲明全文  

上千年來達悟族世居於蘭嶼島，全島各部落皆有固定的傳統漁場捕撈海域，

而《原住民基本法》第 19-23 條，明確定訂承認了原住民族所擁有之「土地及

自然資源權利」，原住民族得以在以傳統文化、祭儀或自用為前提之下利用

原住民傳統領域內之自然資源（包含傳統海域）；國家對於原住民族在其土

地上所擁有的自然主權是必須承認的，上述原住民權利政府更是明確立法保

障。  

每年的 2－6 月是蘭嶼達悟族歲時祭儀中重要祭典的飛魚季，達悟人視飛魚為

神賜予的禮物，在飛魚季期間只捕飛魚，不捕其它魚種，讓其他魚種有復育

並繁衍的時段。飛魚季期間所有的漁獲皆與部落族人分食共享的民族性，這

是達悟族人祖先代代傳承固有的生態保育概念及達悟族共享共用的優良傳統

文化。而飛魚文化從招魚祭至飛魚終食祭亦全是達悟族人延續傳統文化的核

心主軸，沒有了飛魚文化，達悟族傳統文化將無法延續，文化傳統將會走向

滅亡。  

2005 年 4 月，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為了保護達悟人的飛魚祭典文化，規定每

年 2－6 月蘭嶼外海 6 海浬內的海域，禁止 10 噸以上漁船捕魚，也禁止使用

流刺網、追逐網，或毒魚、炸魚等行為。臺東縣政府亦明定公告每年 2 月 1 日

至 7 月 31 日，其他機動船筏禁止於蘭嶼沿岸 3 海浬域內捕魚；10 噸以上漁船

禁止於 6 海浬內捕撈飛魚，10 噸以下漁船不得使用類似水上摩托車等高速載

具驅趕飛魚。  

針對 5/8 恆春鎮漁民對於政府公告 -台東蘭嶼沿岸 6 海里海域，政府禁止 10 噸

以上漁船捕撈飛魚，感到不滿，且認為政府為保護原住民而無限上綱。另近

日臺灣水上摩托車協會連續於 4/24、5/21 至蘭嶼水域受訓、任意侵入各部落

傳統海域港澳、傳統海域等。達悟族人已視此等行為嚴重違反達悟族人各部

落傳統領域於飛魚季期間、侵入達悟族傳統海域越界作業及任意遊憩的禁忌

（如同於胡亂侵入他人民宅）。  

該協會雖是經臺東縣政府通過合法申請，但蘭嶼特殊的飛魚季，是不可亂闖

入其他部落之各自傳統港澳及海域。亦請台東縣府相關業務單位，尊重蘭嶼

特殊的海洋飛魚傳統文化，飛魚季期間任何單位申請相關水上活動，請先知

會本所及各部落、協會等，以示尊重蘭嶼地區特殊的海洋傳統文化。蘭嶼地

處偏遠，近日相關蘭嶼達悟族人權益事件頻繁，是否也懇請臺東縣大家長多

http://www.ettoday.net/news/20160526/705102.htm


26 

 

關心偏鄉中的偏鄉 -蘭嶼，別讓蘭嶼鄉成了孤兒 !而代表原住民權益發聲的原住

民立委，不知是否聽到了蘭嶼達悟族人的心聲？  

對於恆春鎮民認為【政府為保護原住民而無限上綱】之說法，實在是不解，

【保障各國原住民基本集體權利及固有傳統領域使用權，是聯合國明確宣達

的世界普世價值，亦是我國原住民基本政策】，何來無限上綱之意？數百年

來蘭嶼達悟族人固有飛魚傳統魚場更長期忍受其他外縣市或外籍魚船以現代

大型漁船侵入傳統海域大肆捕撈飛魚及其他魚種，更使用流刺網、追逐網，

或毒魚、炸魚等行為。  

達悟族人捕撈飛魚只要足夠用於養活家族及使用於祭儀就會停止捕撈，而外

籍上噸現代漁船一網打進的捕撈方式，無情的破壞了珍貴的海洋環境生態資

源，更突顯了臺灣社會主流文化中原住民族文化權、集體權利及傳統領域使

用權 -長期被霸凌、剝奪、侵擾、不尊重。  

這是長期存在已久的文化霸凌，而處於文化、經濟弱勢的蘭嶼達悟族人，相

對於恆春鎮漁民以現代大型漁船大肆捕撈（有時數千尾漁獲大小通吃），如

何相比？這更是蘭嶼人長期以來遭受的長期經濟霸凌（不止漁業，如幾十年

來外資入境如土地、民宿、觀光等）最痛的民族傷痕。  

蘭嶼島海域是雅美達悟族人上千年來維繫飛魚傳統文化命脈的固有傳統海域。

我們將會堅定守護固有傳統海域，而也感謝為我門發聲、及愛護蘭嶼文化、

土地的台灣朋友，守護達悟族文化、守護蘭嶼這塊台灣最後一塊淨土，我們

不孤單。期盼新政府能落實原住民族各項權利之保障及維護，並落實轉型正

義，以鞏固和落實保障原住民基本權之普世價值，因為原住民是台灣真正的

主人，達悟族人才是 Ponso no Tao 的主人，敬希垂注，特此聲明。  

http://www.ettoday.net/news/20160526/705102.htm  

 

  

http://www.ettoday.net/news/20160526/70510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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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學習評量 

一、學生學習自評表 

學生自評表 

 

姓名： ___________ 班級：     年______班 組別： 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 

單元名稱：漁業活動與海洋資源的對話 

我的反思 (在適當的空格加 )  

我覺得自己：  表現出色  ○ 尚算滿意  △ 仍需努力  

自評項目  ○ △ 

1.我能說出蘭嶼的地理環境特色    

2.我從老師的介紹和影片的內容，能了解蘭嶼的漁業型態與生活方式    

3.我能說明現代化蘭嶼的現象與對當地文化的影響    

4.我能與同學討論並釐清蘭嶼周邊海域發生的漁場衝突問題    

5.我能比較蘭嶼傳統漁撈與現代化漁撈的差別    

6.我能與同學合作找出學習單要求的台灣近海漁業各項數據    

7.我能以統計軟體做出台灣近海漁業的漁獲變化圖    

8.我能上網收集飛魚卵的數據與報導，了解捕撈飛魚卵對海洋的衝擊    

9.我能根據數據說出台灣遠洋漁業的類別、產量與產值    

10.我能說出順得慶 888號非法捕撈的狀況    

11.我能與同學討論並提出維持海洋資源穩定的方法    

本自評表修改自 b1.rimg.tw/meichi0066/1b52acfa.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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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教師檢核能力指標達成狀況表 

 

檢核項目 同意 普通 
不同

意 

1. 學生能說出蘭嶼的位置與地理環境上的特性    

2. 學生能說出蘭嶼達悟族的漁業活動與特色    

3. 學生能列出現今蘭嶼維持漁業環境所面臨的挑戰    

4. 學生能說出現代化發展對蘭嶼海洋文化的影響    

5. 學生能比較蘭嶼捕魚方式與商業性捕撈的差異    

6. 學生能察覺台灣近海漁業的生產狀況    

7. 學生能關心漁源枯竭問題    

8. 學生能分析台灣遠洋漁船的捕撈狀況對台灣漁業長遠發展的影響    

9. 學生能從蘭嶼的海洋文學作品中找出維持海洋環境的生活態度    

10. 學生能整理資料表格並製作統計圖    

11. 學生能與同學討論並提出維持海洋資源穩定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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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師教學省思 

 

本課程首先透過位置相對孤立且漁業文化迥異於本島的蘭嶼，來講述能達

到生態平衡的傳統漁業，公共電視的相關影片甚多，非常適合搭配在此教學主題

中。此外加入學生國文課本出現過的作家─夏曼‧藍波安的文字，帶領學生認識

人與海洋的和諧關係。本課程僅從夏曼‧藍波安的作品中找出蘭嶼傳統生活與漁

撈的敘述加以介紹，若能與國文科老師合作應能使此教案更添豐富性。 

當進行現代近海及遠洋的介紹與活動，學生能夠很快整理好數據、操作統

計軟體，出圖的效果非常好，學生除了做完老師要求的圖表(近海漁業漁獲量變

化圖)，又提出不同的圖表(遠近海漁業的堆疊長條圖)。學生在這個活動發揮許

多創意，建議老師們能多讓學生查詢數據、分析數據，身為數位原住民的高中學

生應該都會有很好的發揮，且在大數據時代引領學生從數據中找出線索也十分實

用。製作圖表時，大部分的學生並未使用過 Excel的圖表製作功能，卻能舉一反

三，製作出許多不同樣式的統計圖，且玩得很開心，非常推薦老師們實施此實作

課。學生做完數據分析後反應：原來台灣漁獲量與獲利可以那麼高！透過此活動，

學生除了對漁業的產量與產值都較有概念，也能從漁獲量增加的幅度去體會龐大

市場需求的影響。 

遠洋漁業的濫捕問題也是一大隱憂，台灣漁船在公海上的不當行徑，反映

保育環境的教育有待加強，堆滿鯊魚鰭的畫面讓學生感到憤慨，能讓他們感受到

濫捕的危害，進而了解依賴海洋資源的台灣在海洋保育上應負起的責任。 

地理教科書中較少提及漁業活動如何影響海洋環境，但漁業卻與我們的日常飲食

選擇密切相關，從蘭嶼的沿岸漁業到遠洋漁業的認識，讓學生知道目前全球漁源

枯竭的問題與市場消費喜好有極大的關聯。由於消費影響生產，學生在了解生產

手段與體系對環境的影響、海洋資源透支的問題後，希望種下將對海洋環境保護

的觀念。 

教案實施的對象為高三人文社會班，學生的學習態度較佳，參與度及積極

度十分高。加上自高一到高三一直是筆者任教，因此有較佳的默契，應該是實行

順利的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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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教學活動照片 

  
學生觀賞影片─獨立特派員‧蘭嶼傳承。 學生整理近海漁業數據。 

 
 

學生從影片中找答案；製作近海漁業統計圖。 學生根據漁業署統計表，在 EXCEL 中製作統計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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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教學補充資料 
 

一、影片資源 

1. 誰來晚餐-蘭嶼 (20120713)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iCyN5dTjHM 

2. 獨立特派員 蘭嶼傳承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4K4DspxzU6s 

3.【守護海洋】小琉球漁民的故事 6’16”(全球漁源枯竭問題)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p7YnQDmFU 

4. 臺灣遠洋漁業的三大黑幕？2’0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KnbUgMOWNY 

5.我們的島 第 761集 蘭嶼特區大開發 (2014-06-16)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HuFhQg-dX0 

 

二、參考資料 

（一）參考文獻 

1.余光弘(1993)雅美人食物分類及其社會文化意義，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所集

刊，第 62期，21-42頁。 

2.許寬容(2007)蘭嶼的觀光現象與地方建構，東華大學觀光暨遊憩管理研究所

碩士論文 

3.漁業署(1989)海岸新生之漁港疏浚及多功能漁港開發規劃(開元港資訊) 

https://www.fa.gov.tw/upload/173/2012010212503687100.pdf 

4.103年漁業統計年報 

https://www.fa.gov.tw/upload/261/2016051011064870018.zip 

 

（二）相關網站 

蘭嶼文化 

1.《藝想世界》導演鄭有傑談夏曼‧藍波安的《老海人洛馬比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_VQIOgomr5g 

2.陽光書坊：夏曼．藍波安談《老海人》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hRnBNd0sas楊照專訪 

(1)飛魚訊 2-6月：不抓底棲魚 

(2)結束的季節就是夏天，美麗的月：不抓飛魚，大家要面對下一個季節 

(3)等待飛魚的季節，共三季 

3. 閱讀時光 ★ 老海人 ~ 五分鐘紀錄片 (導演：施岑諺)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A8vXdEfTdM 

4. Janet Fun Taiwan 瘋台灣 蘭嶼 2007061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49BHfUvi8Pc 

解說如何造拼板舟、訪問陳建年、台北媳婦在蘭嶼、綠蠵龜產卵孵化  

5. EP04 感恩節目-我要對你說謝謝‧夏曼藍波安‧海洋的孩子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iCyN5dTjHM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4K4DspxzU6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p7YnQDmFU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KnbUgMOWNY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HuFhQg-dX0
https://www.fa.gov.tw/upload/173/2012010212503687100.pdf
https://www.fa.gov.tw/upload/261/2016051011064870018.zip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_VQIOgomr5g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hRnBNd0sa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A8vXdEfTdM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49BHfUvi8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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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youtube.com/watch?v=_G4ydtdmhjc 

女子甩髮舞 與海洋的互動 

6.拼板船下水 http://titv.ipcf.org.tw/news-18815 

7.夏本奇博愛雅部落格 

http://siyapenjipeaya.pixnet.net/blog/post/26664096 

8.雅美族的歲時曆法(蘭色大門 https://travel.lanyu.info/) 

蘭嶼的一年可分為三個季節，夏季、冬季與飛魚季。 

[資料出處 蘭嶼生態人文之旅 董森永] 

雅美曆 國曆月份 祭儀、重要行事 

Kapowan 約二月時 上山砍伐飛魚架 採荖藤、檳榔、姑婆芋 

整理船隻 舉行飛魚祭 舉行飛魚祭儀 

首船及各船舉行聚餐儀式 圍籬笆 

Pikawkaod約三月時 舉行把飛魚送到家裡儀式 海上招喊飛魚儀式 

Papataw 約四月時 月初小船招魚祭 開始小船晝間繩釣 月中螃蟹祭儀 舉行

收小米儀式 太太採芋頭預備作芋頭糕 

Pipilapila約五月時 飛魚乾儲存 造臼造杵 月初祈福祭 計畫建屋、造船的人

開始耕地種水芋 

Apiavean 約六月時 舉行收穫節儀式 寶物指點祭儀儀式 

Omood do約七月時 主屋、工作房、涼台的落成禮 

Piavean          一人、二人、十人大船的落成禮 

Pitanatana約八月時 採陶土 陶器製作 燒陶器 

Kaliman 約九月時 月中飛魚終食祭 

Kaneman 約十月時 製作石灰 燒山 

Kapitoan 約十一月時 祭神節 小米播種 蘆葦莖的採伐 

Kaowan 約十二月時 冬季 各種手工藝品的製作 

Kasiaman 約一月時 舉行大節日 大船的修護 捕捉海鳥 理頭髮 

9.部落格人之島蘭嶼─傳統地下屋篇 

http://howard1107.pixnet.net/blog/post/30439646-

%E4%BA%BA%E4%B9%8B%E5%B3%B6%E8%98%AD%E5%B6%BC-

%E5%82%B3%E7%B5%B1%E5%9C%B0%E4%B8%8B%E5%B1%8B%E7%AF%87 

10.「最相愛的魚」鬼頭刀！《少年 PI》不得已打昏牠而淚奔 

http://travel.ettoday.net/article/137554.htm 

蘭嶼與後壁湖之爭 

1.台灣原住民族圖書資訊中心

http://www.tiprc.org.tw/epaper/01/01_flyingfish.html 

2.MATA台灣 為何蘭嶼人最近心情不美麗？8 張圖秒懂蘭嶼最近發生什麼事！ 

BY 部落好朋友 2016/06/02 

http://www.matataiwan.com/2016/06/02/whats-happened-in-ponso-no-tao/#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_G4ydtdmhjc
http://titv.ipcf.org.tw/news-18815
http://siyapenjipeaya.pixnet.net/blog/post/26664096
https://travel.lanyu.info/
http://howard1107.pixnet.net/blog/post/30439646-%E4%BA%BA%E4%B9%8B%E5%B3%B6%E8%98%AD%E5%B6%BC-%E5%82%B3%E7%B5%B1%E5%9C%B0%E4%B8%8B%E5%B1%8B%E7%AF%87
http://howard1107.pixnet.net/blog/post/30439646-%E4%BA%BA%E4%B9%8B%E5%B3%B6%E8%98%AD%E5%B6%BC-%E5%82%B3%E7%B5%B1%E5%9C%B0%E4%B8%8B%E5%B1%8B%E7%AF%87
http://howard1107.pixnet.net/blog/post/30439646-%E4%BA%BA%E4%B9%8B%E5%B3%B6%E8%98%AD%E5%B6%BC-%E5%82%B3%E7%B5%B1%E5%9C%B0%E4%B8%8B%E5%B1%8B%E7%AF%87
http://travel.ettoday.net/article/137554.htm
http://www.tiprc.org.tw/epaper/01/01_flyingfish.html
http://www.matataiwan.com/2016/06/02/whats-happened-in-ponso-no-t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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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什麼，你也愛台灣原住民？！We Love Taiwanese Aborigines 

https://www.facebook.com/Pure.Taiwan/posts/1067856493302740 

4.〔新聞稿〕護主權勿忘「人之島」 Kolas Yotaka：海巡應護蘭嶼人漁權 

http://ppt.cc/W2ZXy 

5.蘭嶼遊客損拼板舟 無法出海耆老怒 2016-05-24 SaySiyat TITV 原視族語新

聞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_4jp4U4wsX4 

遠洋漁業 

1. 【守護海洋】岌岌可危的太平洋鮪魚群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pMCFhUyRoA 

2. 順得慶 888號非法在太平洋上進行漁業新聞帶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D6Q89dVSJk 

3. 順得慶 888號遭罰 15萬 環團：非法捕撈改革慢 恐重創漁業

(2015/10/24)http://e-info.org.tw/node/111053 

4. 遠洋漁業管制不力 歐盟對台灣舉黃牌 

http://e-info.org.tw/node/110493 

5. 中華民國對外漁業合作發展協會 

https://www.ofdc.org.tw/webs/list.aspx?main=10 

 

三、補充資料 

1.海洋生物資源永續發展課程─飛魚 

內容關於達悟人的飛魚傳說、飛魚種類、飛魚減量與限漁問題的現況。 

https://smbrcourse.wordpress.com/flyingfish/ 

2.動力漁船種類 

http://www1.cyhg.gov.tw/Upload/UserFiles/2243-03-01.doc 

(一)單船拖網漁業：指在遠洋漁場，使用二塊網板，利用船側或船尾拖曳漁網

以撈捕水產物之作業。 

(二)雙船拖網漁業：指在遠洋漁場，使用漁船二艘（不用網板張開網口）合力

拖引一張漁網撈捕水產生物之作業。 

(三)鰹鮪圍網漁業：指在中太平洋海域等漁場，使用漁船一艘或二艘以上共同

操作長方形漁網包圍鰹魚、鮪魚群之作業。 

(四)鮪延繩釣漁業：指在太平洋海域、大西洋海域或印度洋海域等漁場，使用

漁船遠行重洋以主幹繩及支繩釣捕大型鮪、旗、鯊等魚類之作業。 

(五)魷魚釣漁業：指在北太平洋海域或西南大西洋海域等漁場，使用自動魷釣

機裝置釣捕魷魚之作業。 

(六)刺網漁業（包括流刺網）：使用動力漁船，將網橫遮水流，以待魚群刺上漁

網而捕獲之作業。有固定及隨流漂動兩種（俗稱定刺網為綾子，流刺網為

掃綾）。 

(七)鯖鰺圍網漁業：使用動力漁船船團（主船、燈船及運搬船組成）在近海合

力使用漁網包圍魚群之作業。俗稱日式圍網。 

(八)巾著網漁業：使用動力漁船二艘（台灣地區均為二艘式）以上在近海合力

使用長方形漁網包圍魚群之作業。 

(九)鯛及雜魚延繩釣漁業：主要為釣捕近海鯛及雜魚類之延繩釣漁業。 

https://www.facebook.com/Pure.Taiwan/posts/1067856493302740
http://ppt.cc/W2ZXy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_4jp4U4wsX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D6Q89dVSJk
http://e-info.org.tw/node/111053
http://e-info.org.tw/node/110493
https://www.ofdc.org.tw/webs/list.aspx?main=10
https://smbrcourse.wordpress.com/flyingfish/
http://www1.cyhg.gov.tw/Upload/UserFiles/2243-03-01.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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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支釣漁業：指使用動力漁船用一根或數根釣線上結縛釣鉤在釣線從事釣

捕水產生物之漁業。 

(十一)曳繩釣漁業：使用動力漁船一艘，於船尾拖曳釣繩，繩之末端結釣鉤，

曳行海中釣捕魚類之作業。 

(十二)鏢旗魚漁業：使用動力漁船一艘，以鏢槍鏢捕魚類之作業。 

(十三)追逐網漁業：指使用動力漁船二艘以上，由漁夫入水驅逐或趕魚群使其

進入網內而捕獲之漁業。 

(十四)火誘網(焚寄網)漁業: 指使用動力漁船一艘或二艘以上，以燈船、網船

在夜間利用燈光誘集魚群於燈下，供網船捕獲之漁業（俗稱火熷）包括

棒受網及叉手網漁船。 

(十五)漁業加工：從事水產品加工。 

(十六)漁獲物運搬：從事漁獲物之運搬工。 

(十七)定置漁業作業：將漁網定置於一定漁場，其網由袋網及翼網二部份所構

成，兩翼左右張開，並藉沙包、錨或石塊固定其位置，以圍住魚群進入

袋網而捕獲之作業。 

(十八)養殖漁業作業：在淺海或內陸從事水產動植物之養育或蓄養作業。 

(十九)公務用：執行公務用，包括漁業試驗、訓練及巡護等。 

(二十)其他漁業：指不屬於上列各種方式採捕水產生物之漁業。 

(二十一)船質別： 

1.木殼:以木質為材料建造者。 

2.鋼殼:以鋼板為材料建造者。 

3.塑鋼殼:以玻璃纖維(FRP)為材料建造者。 

 

3-1.台東縣動力漁船統計數據(99年) 行政院主計總處 

漁業之動力漁船艘數：係指漁船的推進器固定裝置在船體內者，包括動力舢舨

及專營娛樂漁船，但不包括裝設有船外機的漁筏與舢舨。 

99 年漁業之動力漁船艘數按鄉鎮別 

分             單位：艘 

年份 99 

  漁業之動力漁船艘數 

  漁業之動力漁船艘數 

鄉鎮別   

臺東縣臺東市 64 

臺東縣成功鎮 93 

臺東縣關山鎮 0 

臺東縣卑南鄉 2 

臺東縣鹿野鄉 0 

臺東縣池上鄉 0 

臺東縣東河鄉 2 

臺東縣長濱鄉 2 

臺東縣太麻里鄉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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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東縣大武鄉 7 

臺東縣綠島鄉 50 

臺東縣海端鄉 0 

臺東縣延平鄉 0 

臺東縣金峰鄉 0 

臺東縣達仁鄉 0 

臺東縣蘭嶼鄉 4 

3-2台灣各鄉鎮動力漁船數量 

99 年漁業之動力漁船艘數按縣市別 

分                     單位：艘 

年份 99 

  漁業之動力漁船艘數 

  漁業之動力漁船艘數 

縣市別 全台共 9,549 

新北市 1,330 

臺北市 124 

臺中市 176 

臺南市 249 

高雄市 1,901 

宜蘭縣 921 

桃園縣 195 

新竹縣 48 

苗栗縣 103 

彰化縣 103 

南投縣 45 

雲林縣 23 

嘉義縣 14 

屏東縣 1,208 

臺東縣 226 

花蓮縣 160 

澎湖縣 1,784 

基隆市 503 

新竹市 150 

嘉義市 17 

金門縣 86 

連江縣 1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