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中市海洋教育體驗路線 

路線名稱 農漁業歷史文化巡禮-梧棲區農會漁業展示館 

編撰者 臺中市北屯區文昌國小 廖衾儀老師 

適用年段 國小中高年級 

路線類型 
□生態環境  人文歷史  □休閒遊憩  □社區走讀 

場館參訪  □職涯教育  □水域活動 

教學目標 

1.探索臺中市農村文物與漁業發展歷史。 

2.瞭解漁業文化演進過程與人類生活的關係。 

3.自然生態鄉土藝術賞析。 

路線規劃 

*.地址：臺中市梧棲區文化路二段 85 號 

*.出發梧棲區農會產業文化綜合大樓→農村文物館(40 分)→漁業

文化館(40 分)→景觀瞭望台(20 分)一樓廣場農漁產品銷售區

(20 分)上車（全程約 2 小時） 

路線詳細說明與介紹 

一、行政支持與安全風險管理 

(一)活動前：(附件一至三：安全檢查表) 

1.行前檢查作業、場域勘查、戶外教育可行性及風險評。 

2.各項教具交通工具檢查等，進行相關預防性工作。 

3.學生行前安全教育及災害預防性演練，例如逃生演練、救護演練。 

4.行前檢查醫療及裝備用品並妥善保管。 

(二)活動中： 

1.帶隊教師與協同教師隨時提醒學生注意學習重點及安全注意事項。 

2.注意學生自備裝備運用方式及學習檔案紀錄情況，以維護學習活動順利進行。 

3.依據戶外教育突發事件標準流程處理突發事故，並隨時與學校保持聯繫。 

(三)活動後： 

1.學生及教師學習心得分享與回饋。 

2.海洋文化及海域生態環境探討與分享。 

3.依據活動內容及師生回饋，進行戶外教育實施過程檢討。 



(四)課程活動與教學提醒 

課程活動 地點 跨領域 核心素養 
海洋教育議題暨 

戶外教育實質內涵 
教學準備與教學提醒 

早期農民

生活型態

探索及藝

品賞析 

梧棲區農會

產業文化綜

合大樓 

農村文物館 

自然 

社會 

綜合 

藝術 

自-E-C3 

社-E-A3 

社-E-B3 

綜-E-B3 

藝-E-B3 

海 E4(海洋社會)認

識家鄉或鄰近的水

域環境與產業。 

海 E9(海洋文化)透

過肢體、聲音、圖像

及道具等，進行以海

洋為主題之藝術表

現。 

戶 E5 參加學校校外

教學活動，參訪生

態、環保、地質、文

化…的戶外學習。 

*.需於參觀三日前行

文梧棲區農會申請

參觀。 

*.學習重點：海線農

民生活型態與歷史

文物。 

*.安靜的欣賞藝術家

創作藝品及裝置藝

術。 

*.注意事項：除體驗

區外，展場各式展

品僅供觀察及欣

賞。 

漁業文化

歷史探索 

梧棲區農會

產業文化綜

合大樓 

漁業文化館 

自然 

社會 

綜合 

自-E-C3 

社-E-B3 

綜-E-C1 

綜-E-C3 

海 E4(海洋社會)認

識家鄉或鄰近的水

域環境與產業。 

海 E5 探討臺灣開拓

史與海洋的關係。 

海E7閱讀、分享及創

作與海洋有關的故

事。 

海E8了解海洋民俗

活動、宗教信仰與生

活的關係。 

戶 E5 參加學校校外

教學活動，參訪生

態、環保、地質、文

化…的戶外學習。 

*.需於參觀三日前行

文梧棲區農會申請

參觀。 

*.臺灣開拓史與海洋

的關係。 

*.探索漁業歷史與文

化。 

*.認識漁村生活及信

仰。 

*.海洋歷史故事。 

*.注意事項：除體驗

區外，展場各式展

品僅供觀察及欣

賞。 

農漁產品

銷售鏈 

 

梧棲區農會

產業文化綜

合大樓 

景觀瞭望台 

 

自然 

社會 

綜合 

自-E-B3 

社-E-B3 

綜-E-B2 

海 E4(海洋社會)認

識家鄉或鄰近的水

域環境與產業。 

戶 E3 善用教室外、

戶外及校外教學，認

識生活環境（自然或

*.梧棲的今與昔。 

*.鳥瞰港灣景緻與生

活實境。 

*.注意事項：學生應

避免推擠及攀爬，

以維護安全。 



 

農漁產品銷

售區 

人為）。 

戶 E5 參加學校校外

教學活動，參訪生

態、環保、地質、文

化…的戶外學習。 

*.農漁產品產銷鏈與

人民生活。 

*.學習重點在於了解

多樣化的農漁產品

及銷售，非購買產

品。 

 

二、課程活動設計 

課程活動一：早期農民生活型態探索 

地點 梧棲區農會產業文化綜合大樓—四樓農村文物館 

時間 約 40 分鐘 

教學

目標 

1.認識海線農民生活史及生活工具。 

2.瞭解海線農民民俗與信仰。 

3.賞析農村生活畫作、農民工具創作美感及裝置藝術作品。 

4.體驗早期農民生活樂趣。 

學習

表現 

自然 

tr-Ⅲ-1 能將自己及他人所觀察、記錄

的自然現象與習得的知識互相連

結，察覺彼此間的關係，並提出自

己的想法及知道與他人的差異。 

pc-Ⅲ-2 能利用簡單形式的口語、文

字、影像（例如攝影、錄影）、繪圖

或實物、科學名詞、數學公式、模

型等，表達探究之過程、發現或成

果。 

社會 

2a-Ⅲ-1 關注社會、自然、人文環境與

生活方式的互動關係。 

綜合 

2b-Ⅲ-1 參與各項活動，適切表現自

己在團體中的角色，協同合作達成

共同目標。 

藝術 

3-Ⅲ-1能參與、記錄各類藝術活動，

進而覺察在地及全球藝術文化。 

學習

內容 

自然 

Ine-Ⅲ-1自然界的物體、生物與環境間

的交互作用，常具有規則性。 

Ine-Ⅲ-11 動物有覓食、生殖、保護、

訊息傳遞以及社會性的行為。 

社會 

Bb-Ⅲ-1 自然與人文環境的交互影響，

造成生活空間型態的差異與多元。 

綜合 

Bb-Ⅲ-2團隊運作的問題與解決。 

藝術 

視-P-Ⅱ-1 在地及各族群藝文活動、參

觀禮儀。 

視P-Ⅲ-2生活設計、公共藝術、環境藝

術。 

教學

流程 

一、教學引導： 

*.展館參觀現場皆有畫作及裝置藝術，可適時引導學生賞析。 



1.主題景觀區：展示先民生活情境照片及模型。 

(1)提示學生觀察重點，請學生分組觀察並紀錄最有興趣或覺得有趣的點。 

(2)早期先民農耕生活與水域資源的應用。 

(3)討論先民生活與現代生活的異同。 

◎學習經驗鏈結：社會五下-聚落與人口(翰林版) 

2.視聽區：認識梧棲區農會營運理念及農業發展歷史。 

3.農具展示區：水車、牛犁、碌晴、笳櫥等。 

(1)提示學生閱讀導覽文字，瞭解各類工具的功能。 

(2)創意討論：如果在現代，這些工具可能會有什麼新用途？ 

水車磨坊及其傳動原理(愛學網) 

https://stv.naer.edu.tw/video.jsp?p=300155 

4.二十四節氣神及臺灣歲時記：認識節氣神及人民的信仰。 

(1)節氣是古人觀察太陽運行週期、四季變化的氣候變遷所傳承下來的知識，為

農民耕作的重要依據，農民們依時耕作與生活，人們因對節氣的敬畏而幻化

出節氣神。 

 

(2)二十四節氣分別為：立春、雨水、驚蟄、春分、清明、穀雨、立夏、小滿、

芒種、夏至、小暑、大暑、立秋、處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立冬、小

雪、大雪、冬至、小寒、大寒。 

 

(3)俗諺：「穀雨有雨魚蝦多」、「穀雨有雨棉花肥」，意指此時節的雨有利農漁業，

穀雨節氣時，海水溫度逐漸升高，水中生物繁殖加速，繁殖及覓食需求增加

https://stv.naer.edu.tw/video.jsp?p=300155


而四處活動，是漁獲的好時機。 

5.農村生活文物區：先民生活歷史文物展示。 

6.休閒體驗區：體驗先民休閒生活，樹下乘涼

對奕閒談。 

7.生命與節慶禮俗禮：瞭解民間習俗與人生禮

俗，每個階段都是我們必經的旅程。 

 

二、課後學習統整/延伸課程： 

1.教師引導學生自我學習筆記及討論內容分享與統整。 

2.動手創作(附件四)：紙編海洋風置物籃。 

 

教學

提醒 

1.參觀需於三日前行文梧棲區農會，如需導覽請事先洽詢聯繫。 

2.提示學生觀察及學習重點，沿海居民除耕作外，魚獲也是重要的一環。 

3.注意展示區及體驗區的分別，並遵守參觀應有的禮儀。 

4.展館展示內容若有調整，建議依館方規劃略為調整。 

輔助

資源 

聯繫

窗口 

聯繫電話：04-26392611#151 黃璟峰主任 

參考資料： 

潘雅琳、曾石南、黃丁盛(2002)。台灣小百科春天的節氣。新北

市：稻田出版社。 

農村文物館影片 https://youtu.be/WZdRPBgq7Ow 

課程活動二：漁業文化歷史探索 

地點 梧棲區農會產業文化綜合大樓—五樓漁業展示館 

時間 約 40 分鐘 

教學

目標 

1.透過瞭解梧棲漁業文化及歷史脈絡，增進海洋文化素養。 

2.認識海洋開拓史及漁村習俗與信仰。 

3.觀察梧棲今與昔的異同。 

學習

表現 

自然 

tr-Ⅲ-1 能將自己及他人所觀察、記錄

的自然現象與習得的知識互相連結，

察覺彼此間的關係，並提出自己的想

法及知道與他人的差異。 

pc-Ⅲ-2能利用簡單形式的口語、文字、

影像（例如攝影、錄影）、繪圖或實物、

科學名詞、數學公式、模型等，表達

探究之過程、發現或成果。 

社會 

2a-Ⅲ-1關注社會、自然、人文環境與生

學習

內容 

自然 

INa-Ⅲ-10在生態系中，能量經由食

物鏈在不同物種間流動與循環。 

Ine-Ⅲ-1自然界的物體、生物與環境

間的交互作用，常具有規則性。 

Inf-Ⅲ-3 自然界生物的特徵與原理

在人類生活上的應用。 

社會 

Bb-Ⅲ-1自然與人文環境的交互影

響，造成生活空間型態的差異與多

元。 

https://youtu.be/WZdRPBgq7Ow


活方式的互動關係。 

綜合 

2b-Ⅲ-1 參與各項活動，適切表現自己

在團體中的角色，協同合作達成共同

目標。 

綜合 

Bb-Ⅲ-2團隊運作的問題與解決。 

教學

流程 

一、教學引導： 

1.漁業歷史與文化：海洋歷史故事、漁具漁船演進。 

(1)唐山過台灣：指的是中國大陸人民渡過

臺灣海峽到臺灣開墾的艱辛過程。 

(2)鄭和下西洋的歷史故事。 

(3)認識各類漁具與瞭解漁船的演進。 

◎學習經驗鏈結：社會五下-唐山來的拓

荒客(康軒版)。 

◎學習經驗鏈結：社會五上-唐山過台灣

(翰林版) 

2.海洋生態文化：各種經濟魚類、梧棲的烏金。 

(1)西部地區經濟魚種：依展場內容及導覽介紹，認識自己最有興趣的魚，學生

可能是喜歡魚的長相、欣賞魚美麗的色彩或是喜歡

吃的魚。 

(2)梧棲的烏金：中部外海是臺灣最主要的烏魚漁場，

烏魚季大約在每年 10月至 1月左右，烏魚製作的產

品最為大家所熟悉的是烏魚子，是很受歡迎的水產

加工食品。 

◎學習經驗鏈結：自然四上水生生物的世界(翰林版) 

3.生活習俗：魚食文化、漁村生活型態與信仰、天妃顯聖錄。 

(1)魚食文化：常食用魚種、各種料理的方式，寶島臺灣漁業與生活。 

(2)天妃顯聖錄：媽祖是臺灣民間的重要信仰，媽祖姓林名默，為福建人，民

間通稱天妃娘娘。媽祖過世後，鄉民為媽祖建立祠祀，爾後民間屢傳媽祖顯

神蹟，至今流傳千年，紀錄於《天妃顯聖錄》。在臺灣，媽祖在民間最通俗

的稱呼為「媽祖婆」，有些地方更暱稱為「婆仔」，是一種親密的稱謂，如同

家人一般。 

◎學習經驗鏈結：綜合四上戶外探索趣(翰林版) 

◎學習經驗鏈結：社會四上-家鄉巡禮(康軒版) 

4.現代科技：梧棲港的今昔，新世紀漁船與漁村。 

◎學習經驗鏈結：社會四上-家鄉的開發(翰林版) 

二、課後學習統整： 

1.學生分組討論，彙整小組成員間的學習經驗，並進行報告。 

2.學習單(附件五)：古農漁具新用途，現代聯想畫。 



教學

提醒 

1.教師預先分組，指派各組報告重點，漁業歷史與文化、海洋生態文化……。 

2.注意遵守參觀應有的禮儀。 

3.展館展示內容若有調整，建議依館方規劃略為調整。 

4.學生的學習單可能選擇農具或漁具做創意聯想，新式用途也可能發揮在各領域，建

議尊重及認同學生的創意，鼓勵學生自由發揮。如希望呈現出海洋教育領域內容，

建議先進行引導及說明。 

輔助

資源 

聯繫

窗口 

 

聯繫電話：04-26392611#151 黃璟峰主任 

漁業文化館影片 https://youtu.be/j6bc6mvlEDw 

課程活動三：農漁產品銷售鏈 

地點 梧棲區農會產業文化綜合大樓—九樓觀景台、一樓農漁產品展銷中心 

時間 約 40 分鐘 

教學

目標 

1.觀察港灣景致、街景及農會銷售點所在位置地緣關係。 

2.瞭解各式水產品、農產品種類及銷售。 

學習

表現 

自然 

tr-Ⅲ-1 能將自己及他人所觀察、記

錄的自然現象與習得的知識互相

連結，察覺彼此間的關係，並提出

自己的想法及知道與他人的差異。 

社會 

2a-Ⅲ-1關注社會、自然、人文環境與

生活方式的互動關係。 

綜合 

2c-Ⅲ-1 分析與判讀各類資源，規劃

策略以解決日常生活的問題。 

 

學習

內容 

自然 

Ine-Ⅲ-1 自然界的物體、生物與環境

間的交互作用，常具有規則性。 

Inf-Ⅲ-3 自然界生物的特徵與原理在

人類生活上的應用。 

社會 

Bb-Ⅲ-1自然與人文環境的交互影響，

造成生活空間型態的差異與多元。 

綜合 

Bc-Ⅲ-1各類資源的分析與判讀。 

教學

流程 

一、教學引導： 

1.景觀瞭望台： 

(1)景觀瞭望台位大樓頂樓端視野廣闊，可觀察臺灣海峽、火力發電廠、港灣景

緻、港區市集，學生可從觀察中了解地緣關係。 

(2)參觀展場的印象經驗與實際今日梧棲景緻印象對照。 

(3)學生經由鳥瞰風景加深景觀印象學習經驗，例如美術課創作街景意象。 

2.一樓農漁產品銷售點： 

(1)觀察各式農漁產品，例如生鮮海產、魚貨、加工食品……。瞭解海洋食材的

多元性。 

(2)串聯學生學習經驗：各類產品標章、食材的選購注意事項，各種食材的保存

https://youtu.be/j6bc6mvlEDw


方式。 

◎鏈結學生學習經驗：自然五下-防鏽與食物保存(翰林版)。 

◎鏈結學生學習經驗：自然六下-微生物與食品保存(康軒版)。 

二、課後學習統整： 

1.學生心得分享或學習討論。 

2.學生所拍攝照片或學習紀錄展示與分享。 

教學

提醒 

1.館方可能依營運考量及其他因素暫停開放瞭望台，參觀前請先確定是否開放。 

2.注意學生觀景安全，勿推擠或攀爬。 

3.參觀農漁產品銷售點前，務必提醒學生參觀學習重點。 

輔助

資源 

聯繫

窗口 

聯繫電話：04-26392611#151 黃璟峰主任 

 

 

教學實施 

學習單 

學習心得分享與討論 

□平台網站 

教學影片(依教師教學規劃安排學生課前、課中或課後觀賞。) 

預期效益 

1.知海： 

（1）透過農漁業歷史文化參訪活動，學生能鏈結學校學習課程，

進行加深加廣的學習。 

（2）學生能了解臺灣海洋開拓史以及海洋與人類生活的關係。 

2.愛海： 

（1）感受海洋豐富人類生活，與人類生活互愛共存。 

（2）學生能找尋自己喜歡的魚種或欣賞各式不同魚類。 

 

 

  



附件一：臺中市戶外教育可行性及風險評估表 

壹． 戶外教育可行性評估： 

基 本 條 件 

 領隊及協同領隊人力是否充足？ 是 否 

 學生負擔經費是否恰當？ 是 否 

 學生是否會期待本次校外教學活動？ 是 否 

 教師對於本次教學是否有工作或心理上的負擔？ 是 否 

時 間 

 日期是否與學校行事衝突？(考試、發表會等) 是 否 

 日期是否遭遇特殊停課？（補假、民俗假日等） 是 否 

 舉辦時機是否符合課程進行？ 是 否 

 課程及活動進行時程是否充裕？ 是 否 

 課程活動之安排是否過多？過於緊湊？ 是 否 

地 點 

 距離是否太遠（車程過久）？ 是 否 

 行經道路是否有可能塞車之路段？ 是 否 

 行經道路近期是否曾發生無法通行之事故？ 是 否 

 下車後（停車場、公車站）步行距離是否太遠？ 是 否 

主要教學場域

教 學 關 聯 性 

 與教學之領域單元是否相關？ 是 否 

 是否渉及領域或議題課程的真實呈現(主學習)？ 是 否 

 是否提供領域或議題課程的延伸補充(副學習)？ 是 否 

 是否有助於前項以外的學習（輔學習）？ 是 否 

教學方式□導覽、參觀 □實作、體驗 □其他        

註：本表由評估人依主觀意識填記，僅供辦理校外戶外教育活動可行性評估之檢核參考，非

關決策之依據。 



貳． 戶外教育風險評估： 

 帶隊人力是否充足（填入人數）？ 

□教師 □家長 □護理人員 □小隊輔 □小組長 

是 尚可 否 

依行程特性評估 

 天候是否恰當（恰當者畫）？ 

□氣象預報 □季節因素 □地形因素 □其他 

是 尚可 否 

天氣因素綜合考量 

 行經道路是否有潛在危機（就所知填記，符合者畫

）？ 

□大雨後山地 □陡坡 □狹路 □土石流潛勢區 

□曾發生崩塌 □交通流量過大 □其他 

是 尚可 否 

畫記越多越不利 

 活動場域管理單位：□政府機構 □企業公司 □公益團體 □個人 □無 

 活動場域如為民間場域，是否合法經營？是否辦妥相關

登記？             （可參考官網資訊） 
是  否 

 活動場域是否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是否有相關保

障措施？             （可參考官網資訊或電話詢問） 
是 未查證 否 

 近期是否為重大傳染病流行期？（如腸病毒、流感等） 是  否 

 活動場域是否處於前項傳染病之高風險區域？ 

活動場域是否即為高風險場域或易生群聚效應之場域？ 
是  否 

 活動場域管理單位是否處於正常管理狀態？ 

（可參考官網資訊） 
是 尚可 否 

 活動場域若處於山坡地，坡地是否安全（如坡度、步

道）？              （可參考官網資訊或電話詢問） 
是 尚可 否 

 活動場域是否鄰近危險水域（如無人看管之溪塘、海

域）？                        （可參考官網資訊） 
是 尚可 否 

 活動場域如有水域，防護或救生措施是否充裕（如圍

籬、救生設備、救生員或現場管理員）？ （可參考官網

資訊） 

是 尚可 否 

註：本表僅供辦理校外戶外教育活動可能風險之檢核參考，非關決策之依據。 



附件二:臺中市辦理戶外教育活動程序檢核表 

活動名稱或地點： 實施日期：  月  日 

辦理戶外教育活動程序檢核表 

編號 檢核項目 填記 備註 

1 提出校外教學申請 □完成□免辦  

2 發下校外教學活動報名表暨家長同意書 □完成□免辦  

3 製作校外教學參與人員暨保險名冊 □完成□免辦  

4 製作、發放收費單，並收取學生費用 □完成□免辦  

5 行前勘查(視實際狀況自行評估辦理) □完成□免辦  

6 實施行前安全教育 □完成□免辦  

7 校外教學分組教學及安全維護管理 □完成□免辦  

8 校外教學當日人員課務處理 □完成□免辦  

9 營養午餐異動處理 □完成□免辦  

10 未參加學生之安置(事先提供學生名單) □完成□免辦  

11 備妥簡易醫療用品 □完成□免辦  

12 辦理活動保險、租車、購置門票及相關採購 □完成□免辦  

13 車輛安全檢查 □完成□免辦  

14 逃生演練 □完成□免辦  

15 指導學生完成相關作業及批閱 □完成□免辦  

16 辦理經費核銷及進行檢討 □完成□免辦  

※本表請自申辦活動即開始依執行實況填記。 

戶外教育團隊： 承辦人：        

 



附件三：學校辦理戶外教育活動租(使)用交通工具 

 年 班(第 車)出發前檢查及逃生演練紀錄表 

編號 檢查項目 檢查紀錄 備考 

1.  

行車

執照 

牌照號碼  1至 10項由駕駛人員填

寫，交由檢查人核對。 

有無先行講解車輛安全

設施及逃生方式 

可請駕駛或隨車服務人

員解說 

2.  車號  

3.  出廠年月日 年 月 日 

4.  最近檢驗時間 年 月 日 

5.  
車輛

保險

資料 

投保公司  

6.  投保項目及金額  

7.  保險期限至 年 月 日 

8.  保險證號  

9.  駕駛

執照 

駕照號碼  

10.  姓名  

11.  駕駛
精神
狀態 

有無酒味 □無  □有 以下各欄由檢查人填寫 

12.  精神 □正常 □不佳 以目視判別 

13.  安全門窗是否正常開啟 □合格 □不合格 

具安全門者免設安全窗 14.  安全

窗 

車身兩側至少各五面安全窗 □合格 □不合格 

15.  車窗擊破裝置至少兩具 □合格 □不合格 

16.  

逃生

演練 

有無先行講解車輛安全設施
及逃生方式 

□有  □無  

17.  是否有安全編組 □有  □無  

18.  有無實施逃生演練 □有  □無  

19.  滅火器使用期限是否符合規定 □合格 □不合格  

20.  前大燈 □正常 □損壞  

21.  尾燈 □正常 □損壞  

22.  剎車燈 □正常 □損壞  

23.  轉向指示燈（方向燈） □正常 □損壞  

24.  雨刷 □正常 □損壞  

25.  喇叭 □正常 □損壞  

26.  輪胎外觀 □正常 □不良  

27.  有無易燃物品 □無  □有  

檢查合格交予總領隊後，方可出發。（本表留存學校一年） 

檢查人簽名：             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隨車領隊簽名：            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資料參考：國家教育研究院出版之戶外教育實施指引 



附件四：紙編海洋風置物籃製作說明 

一、準備活動： 

(一)各色紙條：可使用各類回收紙、紙袋裁切成一樣大小的紙條。 

(二)工具用品：剪刀、白膠或雙面膠等。 

(三)裝飾用品：依個人喜好準備，例如亮片、貝殼、彩帶。 

二、教學引導： 

(一)引起動機：參觀過農漁用具後，我們發現早期人們生活用品工藝尚未發

達前，常使用編織的方式來製作容器，例如捕蝦(魚)籠、置物籃。 

(二)發展活動：(四角編織紙籃：https://youtu.be/Qr-_j49c-uE)  

1.將紙條整齊的交互相疊，維持一上一下的排列。 

2.注意紙籃底座要編在紙條中間段。 

3.完成編織後，依個人創意，布置上海洋風裝飾。 

  

(三)綜合活動：學生作品展示與分享。展示結束後，學生能在生活中使用自

己的作品放置物品或文具，將海洋藝品融入生活中。 

https://youtu.be/Qr-_j49c-u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