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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領域
(科目或名稱)

綜合領域、自然領域

1. 教學影片
2. 教學簡報
教 學 資 源 3. 臺灣漁業發展類型圖片(附件 1)

教學時數

3節

4. 臺灣常見的捕魚法(附件 2)
5. 鈴鼓、透明塑膠袋編網
海洋佔了地球表面的 70％，臺灣及其附近所有島嶼的誕生，都是海洋地理、地形變遷
的結果。民以食為天，依據聯合國糧農組織（FAO）估計，2030 年時全世界的平均魚類產
品消耗量，將由現今的每人每年 16.7 公斤，上升到每人每年 19~20 公斤，由此可見漁業的
產量、發展與未來食物的需求，息息相關。臺灣四面環海，先民從事漁業活動可追溯至
4000 多年前的史前時代，我們應該深刻思考海洋對臺灣人民的價值，漁業的永續發展，有
賴天然資源的維護，希望透過從小紮根對海洋的瞭解，進而真正知海，親海進而愛海、珍
惜海洋
將軍的孩子得天獨厚的生活在純樸的漁村，因此由生活環境中就地取材，本教案以學
生熟悉的海洋為核心，首先透過認識海洋的生態，讓學生對生命的生生不息與挑戰有所體
教學理念 悟，學習尊重生命；接著讓學生透過有趣的體驗活動，體會海洋生物生存的不易；而近年
發生有關的過度與違法捕撈事件，更可以帶領學生從時事中培養價值澄清與道德抉擇的素
養。最後教導孩子深刻思考海洋對臺灣人民的價值，漁業的永續發展，有賴天然資源的維
護。
本教案設計共三節課，可以連貫實施或獨立進行，教學者可以利用一週的綜合領域授
課節數進行教學，或是擷取教案內之活動融入其他領域實施。希望透過活動體驗取代老師
講述學生單向吸收的課程方式，讓學生知道人類活動對海洋的破壞，可能會導致棲息地的
消失、海洋魚類資源群量的枯竭、生態環境失衡等現象出現，進而從課程中學到知海，親
海進而愛海、珍惜海洋資源。
1.中高年級孩子已具備海洋文學閱讀、欣賞的能力。2.學過海洋相關知識：認識水中生物及
教學對象
其外型特徵、動物與棲地、植物與棲地。3.對將軍的環境生態有基本概念。4.會專注聆聽並
分析
分享個人感想。
海洋教育實質內涵
十二年國教
本教案 1. 認識海洋生態及魚類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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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指標 海 E4 認識家鄉或鄰近水域環境。
海 E6 了解台灣是海洋國家，強化臺灣海洋主權意

教學目標

識。
海 E7 閱讀、分享及創作與海洋有關的文章。
海 E11 認識海洋生物與生態。
海 E13 認識生活中常見的水產品。
海 E15 認識家鄉常見的河流與海洋資源，並珍惜自然
資源。
海 E16 認識家鄉的水域或海洋環境問題 (如汙染、過
漁等)。
教學領域核心素養表現
A2 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B1 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C1 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對應
教學目標
帶領學生透
過影片了解
台灣的海洋
危機，理
解目前人類
活動對海洋
生態破壞的
嚴重性。

教學活動流程
(數量可自行調整)

時間

一、引起動機
5分
（一）老師播放「銀魚的傳說」的影片。讓學童了解
在海洋裡，擁有許多的魚類資源。
（二）鼓勵學童發表對影片的想法。
二、發展活動
10 分
(一)臺灣的漁業
1.教師透過臺灣海岸地形的圖片，介紹不同型態的魚
類分佈。
2.接著說明台灣目前的漁業發展類型。可分成：「沿岸
漁業、近海漁業、遠洋漁業、養殖漁業」四種。
3. 鼓勵學童上台，指出臺灣漁業分佈的位置。
(二)常見的捕魚法
1.教師依漁業發展的類型，介紹幾個常見的捕魚法：
「延 10 分
繩法、圍網法、刺網法、拖網法」
2.請學童想一想，以上哪一種捕魚法，會影響到海洋
的生態？
3.說一說，你喜歡哪一種捕魚法，為什麼？
10 分
(三)DIY捕魚趣
1.教師事前在室內準備一個小型的充氣式游泳池（海
洋），裡面裝了需多乒乓球（小魚）和大的保麗龍球
（大魚）。
2.將學童分成四組，鼓勵學童們設計捕魚網。
3.捕魚的活動開始囉！看哪一組捕到最多魚即獲勝。
4.分享捕魚的過程和想法。
三、綜合活動
1.請學童回座。
2.教師歸納：
(1)因離海岸的遠近，會有不同的捕魚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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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分

受威脅與生存危機。
2. 從媒體與閱讀中建立多
元思考的價值觀。
3. 培養學生能從日常生活
飲食中，選擇符合環
保及永續的海鮮種類食
用。
4. 帶領學生透過影片了解
台灣的海洋危機，理
解目前人類活動對海洋
生態破壞的嚴重性。
5. 了解漁業過度捕撈行為
對海洋生物的影響，進
而以實際行動來響應
「慢魚運動」，最終目
標則是永續經營海洋文
化。
教學
教學
資源
評量
教學影片 口頭評量

1.教學影片
2.教學簡報
3.學習單

口頭發表

1.小型的 分組演示
充氣式游
泳池
2.乒乓
球、保麗
龍球
3.透明塑
膠袋編網

(2)臺灣因海洋地理位置，因此擁有豐富的魚類資源。
3.教師統整：擷取海洋的資源時，應考量到魚類的再
生和繁殖問題，不可以大魚小魚通通抓，如此海洋
才可以生生不息，資源永續喔！
【活動1 結束，本節完】

了解漁業過 一、 引起動機： 影片守護海洋─小琉球漁民的故事
度捕撈行為
http://www.youtube.com/watch?v=-wp7YnQDmFU 10 分
對海洋生物
片長：6 分 17 秒
的影響，進
討論影片內容：
而以實際行
1. 過度捕魚的結果？
動來響應
2. 人類長期捕捉單一魚類的結果？
「慢魚運
3. 根據是自然保育連盟估計，中西太平洋中有
動」，最終
哪幾種鮪魚是瀕臨絕種？
目標則是永
4. 看完影片的想法。
續經營海洋 二、發展活動：
30 分
文化。
1. 介紹漁夫捕魚方式：以下的捕魚方式會破壞
海洋生態。
(http://library.taiwanschoolnet.org/cyberfair2005/accks/m
ethod/d5401.htm#6)
(1) 流刺網：刺網分單層與多層。多層刺網可能由
二、三、四重以上不同網目之刺網組成；刺網依
使用水層之深淺以及漁法可分為底刺網、浮刺
網、流刺網、圍刺網四大類。流刺網俗稱『放綾
仔』，將長條狀的網流放入海中，待魚自行上網，
通常只在近海捕捉一些雜魚，而沙腸仔是主要漁
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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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種捕魚 1.口頭評量
工具的圖 2.作業評量
片

1.活動評量
2.口頭評量

(2) 延繩釣：俗稱「放滾」，細長漁線綁上無數的釣
鉤，再綁上釣餌，然後逐一放入海中，並立有訊
號燈或旗，釣勾或沉或浮，可釣赤鬃、加臘，釣
表層的魚如煙仔魚。淺水延繩釣上置浮標下掛重
錘，能同時兼釣表水面及底層之魚類。著底延繩
釣專以底棲大型魚為對象，有時又叫深海一支
釣。離底延繩釣多在珊瑚礁使用，釣鉤離底不會
糾纏珊瑚而造成損失。

(3) 焚寄網：俗稱『三腳虎』，用集魚燈在晚上作業，
吸引魚群後下網圍撈，在「三腳虎」的漁船，因
為不拖網，所以馬力較小，捕獲的魚以表層洄游
的魚居多，天亮就回港拍賣漁獲。船上有許多大
型燈泡可作辨識。

(4) 底拖網 ：一船作業叫單拖，雙船作業叫雙拖。構
造與中層拖網類似，但網口上不加浮標，網口下
反加鐵鍊，又名掃海索，其鏈之構造不一而足，
用來撞擊海底發聲，甚至有通電流者，將潛於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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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之魚蝦嚇出而入網，只在沙泥底海域作業。

2.可保護海洋生態的捕魚方式

一支釣：最保護海洋生態的捕魚法，可以針對魚種作
釣，一次一尾，而釣起的多為高經濟魚種；用一支釣
捕魚，不管是潮汐、風向、魚礁、魚汛週期等皆要有
精準的判斷，唯有技術高超的釣手才能有好的收穫，
因其捕獲數量有限，更顯得珍貴。
3.問題討論：
(1)認識了不同的捕魚方式，哪些方式會破壞生態？
(2)會使海洋遭受到哪些生態的破壞？
綜合活動：請孩子完成學習單
一、引起動機：小朋友，你知道海洋漁業也是許多國家 10 分
的重要產業，全球仰賴漁業為生的人口多達 2-3 億
人。五十年前，人們認為漁業資源亦不會枯竭。但
半世紀後，大家都已同意由於種種的破壞已使得
漁業資源持續匱乏。在各項破壞海洋因素中，又以
『過度捕撈』最為嚴重。如果我們再不積極採取行
動，四十年後，人類將無海鮮可以享用。
教師播放兩則新聞影片「《中天》世界上根本沒有
魩仔魚！」及「《公視》魩仔魚吃下肚恐吃掉海洋
生機」
，與學生討論「魩仔魚」究竟是什麼？多吃
「魩仔魚」真的能「補鈣」嗎？過度捕撈、食用「魩
仔魚」對海洋生態會有什麼影響？
二、 發展活動：
20 分
教師提問是否曾經到海鮮吃到飽的餐廳呢？最
喜歡吃的魚或海鮮是什麼？有沒有聽過東港鮪
魚季？新北萬里蟹活動？海膽吃到飽等等海鮮
季活動？教師與學生共同討論這些海鮮季活動
帶來什麼隱憂？對海洋生態會造成什麼嚴重影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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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說明「慢魚運動」的由來及意涵，並讓學生
了解吃魚的最新態度：吃在地：鼓勵重永續捕撈
與養殖，減少碳足跡。吃當季：品嚐海鮮最佳風
味，讓魚種休養 生息。吃適量：減少特定魚種滅
絕危機。讓魚種休養生息。吃適量：減少特定魚
種滅絕危機。
10 分
3.教師發下學習單請學生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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