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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臺灣是個四面環海的海洋國家，全球魚類約3萬多種，臺灣就有約3,130種，占全球魚

種的十分之一，因為漁業發達，加上漁民的辛苦捕撈，讓國人有幸能經常享用新鮮漁產。

位處「臺灣頭」的基隆市是座海洋城市，擁有豐富的海洋與漁業資源，從大明蝦、胭

脂蝦、白帶魚、鎖管到黃金蟹等，在這裡四季都能品嘗到不同的海鮮美味。基隆市不只有

海鮮文化，也有深厚的海洋文化，像在「臺版築地市場」──崁仔頂魚市，隨著糶手獨特

的喊價節奏，搭配不同議價手勢，讓剛上岸的魚貨能迅速成交，這種魚貨拍賣文化，是基

隆特有的人文風俗。另外，在基隆夏季夜晚的海上常可見點點漁火，原來是漁民利用鎖

管的趨光習性進行夜釣，這種北部盛行的棒受網漁法，也是基隆特有的漁業文化之一。

吃魚不僅是品嘗海味，對人體健康也有很大的益處，海鮮的營養價值不亞於禽類，

像魚肉中富含不飽和脂肪酸，其中的DHA更是健腦的食物。不過，隨著高效率漁法的大

量捕撈、氣候變遷影響、海洋環境汙染造成棲地破壞等，全球的海洋資源愈來愈少，因

此我們在享用時更應該以感恩的心，珍惜每條魚的價值。

為了追求永續海產，除了祭出季節性限漁等漁業管理政策之外，透過改變消費者的

習慣，如選擇海鮮的方式、不再只追求價格便宜等，讓漁夫願意改變撈捕水產品的方法

等，將有助於減緩海洋資源面臨的危機。

我們希望透過「食魚好文化」課程的設計，讓下一代能了解基隆的食魚文化、吃魚的

好處、水產品從產地到餐桌的過程、怎麼挑選新鮮好魚，以及「吃在地、吃當季」的重要

性，而且為了永續海洋，願意將保護海洋當成自己的責任。

我們相信，唯有了解自己所擁有的資源，才會更懂得珍惜。

基隆市市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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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對象 國小四～六年級學生 結合領域 綜合活動、自然科學

使用節數  4 融入議題 海洋教育、環境教育

學生經驗
認識水生動植物，知道水

產品是重要的營養來源
教學資源 基隆漁場地圖、圖卡、簡報

設計理念

與

課程架構

基隆市依山傍海，擁有豐富的漁業資源，生活在基隆的人們，是否能珍視、善

用這個大海的禮物呢？

經由 (1) 記錄一週食用的食物，分析自己或家庭食用水產品的飲食習慣；認識

基隆的漁場、漁港與常見的漁具、漁法，分析了解食用水產品與基隆地方漁業

的關係；(2) 透過水產圖卡認識基隆四季漁產，了解如何選魚與食用水產品的

好處，進而理解基隆漁業文化及推廣活動；(3)藉由觀察魚市場、探索漁村風貌，

認識傳統市場的特色，並了解基隆水產品與日常生活的關聯；(4) 引導學童認

知海洋面臨的困境，了解永續海鮮的原則、底食文化與里海概念，思考如何為

永續海洋資源貢獻一己之力。

四個主題四個學習活動，學生認知水產品的珍貴、理解海洋生物的困境，在運

用海洋水產資源與海鮮永續上能多想一想、多盡一份心力，並能在生活中實踐

愛護海洋的作為。

食魚好文化課程設計簡介
設 計 者：葉淑卿

十二年國教

領域

學習內容

﹝綜合活動﹞

Bc-II-1各類資源的認識與彙整。

Bc-II-2 個人日常生活問題所需的資源。

Cd-II-1生活中環境問題的覺察。

Cd-II-2 環境友善的行動與分享。

Cd-III-2 人類對環境及生態資源的影響。

Cd-III-3 生態資源與環境保護行動的執行。

Cd-III-4 珍惜生態資源與環境保護情懷

的展現。

Cc-II-2 文化與生活的關係及省思。

Cc-II-3 對自己文化的認同與肯定。

﹝自然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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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g-II-1 自然環境中有許多資源。人類

生存與生活需依賴自然環境中的各種

資源，但自然資源都是有限的，需要

珍惜使用。

十二年國教

議題

實質內涵

海 E4 認識家鄉或鄰近的水域

環境與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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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洋的汙染、過漁等環

境問題。

環 E5 覺知人類的生活型態對

其他生物與生態系的衝

擊。

環 E15 覺知資源過度利用會

導致環境汙染與資源

耗竭的問題。

學習目標

1. 認識水產品、基隆漁港及常見漁法。

2. 認識基隆四季漁獲、水產品營養及選擇水產品的原則。

3. 了解水產與生活、產業發展的關係。

4. 覺知人類生活對海洋環境與生物造成的影響，主動關懷海洋、水產等相關

議題，在生活中實踐友善海洋的理念與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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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學習目標

1-1.認識水產品。

1-2.能記錄與分析一週的食物。

1-3.認識基隆的水產來源。

1-4.認識基隆常見的漁具與漁法。

1-5.引申性思考─基隆漁業與我們的關係。

二、教學資源

水產品圖卡、漁法圖卡、基隆漁港及漁場地圖、學習單

三、教學流程

(一) 準備活動

1.從臺灣及周邊海域地圖看基隆的地理位置，猜測基隆漁業工作場域。

2.複習人體所需營養成分，及經常食用的食物。

(二) 發展活動

1. 認識常見的水產品：名稱、營養價值。

2. 認識基隆較具特色、盛產的水產品。

3. 認識基隆的漁港：大武崙漁港、外木山漁港、正濱漁港、八斗子漁港、

 長潭里漁港、望海巷漁港。

4.了解基隆主要漁獲及相關的漁法，如：鎖管、蝦及捕撈漁法等。

(三) 綜合活動

1.複習從基隆的地圖中，找出基隆的漁港位置。

2.水產品及漁法對對碰，如：鎖管─棒受網、赤鯮─籠具。

3.指導學生習寫「我的食物紀錄」─一週食物記錄方式及注意事項。

四、教學評量

1.能舉例說明什麼是水產品。

2.能說出燈火漁業漁法所利用的生物特性。

3.能在地圖上指認基隆各漁港的位置。

學習任務

1 
認識大海的寶物 學習任務

2 
認識基隆四季水產

一、學習目標

2-1.認識基隆四季水產品。

2-2.認識基隆漁業文化推廣活動。

2-3.認識頭足類。

2-4.了解吃魚的好處。

2-5.了解如何挑選新鮮的魚或水產品。

二、教學資源      

四季水產品圖卡、鎖管季海報及活動簡報

三、教學流程

(一) 準備活動

複習時序─四季的概念，不同季節各有植物盛開花朵，如：春季杜鵑、夏季鳳凰

木、秋季臺灣欒樹、冬季梅花等；不同季節各有水果盛產，如：春季枇杷、夏季西

瓜、秋季柚子、冬季柳丁等。

(二) 發展活動

1.了解水產「產地」概念，認識基隆四季不同特色水產品。

2.認識結合基隆漁業與觀光業的特色活動─鎖管季：辦理時間、主要活動等內容。

3.了解魚的營養價值，吃魚的益處及挑選新鮮魚類的方法。

(三) 綜合活動

1.認識水產賓果遊戲：複習水產名稱及樣貌。

2.基隆四季水產賓果遊戲：複習水產名稱及盛產季節。

3.請同學於假日觀察住家附近市場中的魚及其他水產並作紀錄，如：魚的名稱、水產

種類與數量等訊息。

四、教學評量

1.能指認並說出基隆四季不同的水產品。

2.能了解如何選擇新鮮的水產品。

3.能辨識頭足類基礎分類方式及鎖管的生態特性。

4.能說出基隆漁業文化推廣活動辦理時間與活動查詢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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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學習目標

3-1. 透過實地踏查、觀察，認識住家附近市場的魚/水產。

3-2. 認識基隆著名的魚市場。

3-3. 認識基隆傳統漁村風貌。

3-4. 了解基隆廟口特色水產美食。

3-5. 引申思考─基隆特色海鮮。

二、教學資源

廟口小吃的圖照片簡報、製作吉古拉或天婦羅的影片

三、教學流程

(一) 準備活動

1. 請同學統計自己的食物紀錄表，圈出屬於水產品的食物，並完成資料分析。

2. 先請同學於組內分享紀錄與統計分析資訊，再邀請數位同學向大家說明。

(二) 發展活動

1. 認識崁仔頂漁市的地理位置及其發展歷史與作業時間。

2. 認識八斗子漁村處理漁獲的小型加工廠──漁寮。

3. 分享假日觀察住家附近市場的魚、水產的經驗。

4. 分析基隆廟口的攤位中，哪些與水產有關、又用了哪些食材。

5. 認識基隆特色海鮮──創意食品，如：海藻水餃、白鯧米粉、小卷醬等。

(三) 綜合活動

創意食品大挑戰：邀請同學想一想還可以有哪些創意料理。

四、教學評量

1.能分析並說明自己食用水產品的經驗。

2.能與人分享觀察市場的紀錄及想法。

3.能舉例說明基隆水產美食。

基隆水產美食特搜 為永續海洋資源盡一份心力

一、學習目標

4-1.了解海洋資源面臨的問題。

4-2.了解保護海洋資源的政策。

4-3.了解永續海鮮的原則。

4-4.了解食魚好文化──底食與里海。

4-5.能主動關懷海洋環境、讓更多人一同關注議題，並實際行動解決問題。

二、教學資源

海洋生物面臨危機的圖照片或影片、海報紙、彩色筆等

三、教學流程

(一) 準備活動

海洋環境面臨了一些難題，如：人類將垃圾拋棄到海裡威脅海洋生物的生存，或是

因為過度捕撈、氣候變遷等因素造成漁業資源減少等。

(二) 發展活動

1.海洋生物的困境：環境汙染讓牠們的棲地被破壞。

2.漁業資源不再是取之不盡，落實漁業管理才能永續利用。

3.吃美食也能做環保，永續海鮮讓海洋恢復健康。

4.了解底食文化的做法，從日常生活中培養良好習慣、孕育好的食魚文化。

5.思考永續運用海洋資源的方法，並在日常生活中實踐。

(三) 綜合活動

1. 創作一張資源永續利用的memo，可以貼在冰箱上提醒家人一起關懷海洋、照顧海洋。

2. 小組創作一張海報，可以在校園或社區中宣導，呼籲大家一起關懷海洋、照顧海洋。

四、教學評量

1.能檢視自己的生活習慣，分析影響環境的行為、習慣等。

2.能思考並分享在日常生活中減塑的具體做法。

3.思考並分享能夠影響他人，讓更多人關愛海洋且能實際付諸行動的方法。

學習任務

3
學習任務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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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產是指生存在海洋、河流或湖泊等水中的物產，如魚、蝦、蟹、貝、藻類等；

臺灣四面臨海，水產豐富而多樣。有些水產透過加工，有了不同的風味，也許我

們還吃不出它的「水產味」呢！

你認識哪些海鮮呢？請將含有水產品的菜餚圈起來：

認識水產品

鹽焗油雞 
蝦仁豆腐

紅燒鰻 
芋頭條

花枝排

五味軟絲

麻婆豆腐

天婦羅

炒蛤蠣

鮮魚湯

喜相逢

吉古拉

蒜泥白肉

炒時蔬

薑絲大腸

炒粄條

我的食物紀錄

星期 (日期 ) 早餐 午餐 晚餐

星期一 (         )

星期二 (         )

星期三 (         )

星期四 (        )

星期五 (        )

星期六 (         )

星期日 (         )

2.找一找，將水產品或是含有水產品成分的食物或食品圈起來。

3.一週當中，我食用水產相關食物/食品的比率大概是：               ％。

4.我常吃的水產品是：                                                   。

5.我喜歡吃的水產品是：                                                  。

1.記錄一週的早、午、晚餐的食物：

單元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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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業是人類賴以維生的重要方式，包含了人類運用水中的動、植物等資源，所產

生的經濟活動。

基隆沿岸海域漁場，如下圖所示，藍色區域為基隆區漁會專用漁業權水域。漁業

種類若依照作業距離來分類，除了沿岸漁業，還有近海漁業跟遠洋漁業。

依據行政院農委會之分類說明如下：

●沿岸漁業：在領海12浬內，或者是在沿海當日來回的範圍內，使用或不使用船筏，

從事漁撈作業的漁業。

●近海漁業：漁船在12∼200浬經濟海域內從事漁撈作業的漁業種類。

●遠洋漁業：在我國200浬經濟海域以外，遠渡重洋數日或數月之久的大規模漁業。
註：1浬=1.852公里

水產的來源—認識基隆的漁場 基隆的漁港

基隆市的海岸線綿長，共有6個漁港：

大武崙漁港、外木山漁港、正濱漁港、八斗子漁港、長潭里漁港、望海巷漁港。

資料來源：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
鎖管

基隆海域常捕捉到的漁獲
軟絲

大明蝦

赤鯮

白腹鯖

日本馬頭魚
白帶魚

大武崙漁港

外木山漁港

崁仔頂魚市

正濱漁港

八斗子漁港

長潭里漁港

望海巷漁港

仁愛/博愛市場

單元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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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常見的漁具和漁法 基隆沿近海漁業以棒受網、曳繩釣、籠具、一支釣漁業為主，也有撈

捕飛魚卵、採海藻，漁船設備較為簡單，出海作業多為當天往返。

你曾看過這些漁船嗎？知道漁民們怎樣捕魚嗎？想想看!

單元一

A B

C D

棒受網屬於燈火漁業，基隆常可看見夜間海上盞盞燈火，多為捕撈鎖管的棒受網

漁船。作業時，漁夫先利用集魚燈吸引小魚小蝦，引誘周遭鎖管接近，再用燈光

誘導鎖管進入網袋中。主要捕撈海洋表層、中層洄游性具有趨光性的生物，包括

鯖、鎖管等。

基隆海域主要捕撈魚種：鎖管

棒受網漁船

曳繩釣漁業是在漁船船尾曳行釣線與釣鉤等漁具，有曳行一條或數條釣線，也有

在釣線末端繫附多個釣鉤者，釣鉤上掛著擬餌或假餌，引誘魚兒上鉤。主要釣捕

游泳速度較快的中、大型魚類。

基隆海域主要捕撈魚種：齒鰆

籠具屬於陷阱類漁業，作業時先投入幹繩，幹繩每隔適當距離繫垂一條支繩，支

繩上繫附籠具。籠具用鐵絲編成半圓柱狀，內放餌料，引誘魚群入內，籠具易進

難出，常能撈獲底棲魚類、蟹類等。

基隆海域主要捕撈魚種：赤鯮

捕飛魚卵之草包是利用飛魚喜歡在海藻上產卵的特性，用稻草綁成一束束的草包

以竹竿固定，並以保麗龍增加浮力，誘使飛魚在其中穿梭產卵，然後收取附上的

魚卵。

基隆海域捕獲之飛魚卵，與蘭嶼海域之飛魚為不同種。

曳繩釣漁船

籠具漁船 飛魚卵漁業漁船

12 13



基隆四季水產

春 夏
冬 秋

飛魚/卵 劍蝦

大目鰱

白腹鯖

日本馬加鰆（馬加魚）

胭脂蝦

小卷

白帶魚

花腹鯖

竹筴魚（真鰺）

黃金蟹

齒鰆（煙仔虎）

剝皮魚
花枝

萊氏擬烏賊

（軟絲）

大明蝦

馬頭魚

赤鯮

春
3-5月

夏
6-8月

冬
12-2月

秋
9-11月

單元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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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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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時間及活動：

1.  5∼7月「探訪飛魚原鄉」
2.  6∼8月「夜訪鎖管」
3.  7∼10月「夜釣白帶魚」
4.  農曆6月18日「海上王爺祭民俗體驗活動」

頭足類是海洋中的軟體動物，是魚類之外很重要的蛋白質來源。家族成員都有相

同的特徵：身體兩側對稱、足位於頭部，並特化成許多觸腕。你知道怎麼分辨牠

們嗎？

其實小卷、中卷、透抽、鎖管都是同一種頭足類生物，只是年齡、體長的不同

喔！我們習慣將鎖管的幼體稱為小卷（或小管），將成體稱為中卷（或透抽）。

頭足類生長快速，幾乎是吃多少食物長多少肉，除了眼珠和內殼無法食用外，全

身都可食用，是永續海鮮名單中名列前茅的選擇。

認識頭足類

基隆市政府為推廣觀光產業及漁業文化，推出海洋/漁村主題系列活動，讓民眾深
度體驗漁業文化的獨特魅力。

單元二 基隆漁業文化推廣 

小常
識

魚身像一把武士刀，銀白色閃閃發光的白帶魚，

是北部沿岸春夏季重要的海釣魚種，夜間及清晨

會游到海水表層覓食。體長可到1.5公尺，體型較
大者通常會分段出售。刺少、肉質細膩，脂肪含

量低，乾煎白帶魚是最常見的料理方式。

認識白帶魚

【頭足類兄弟姊妹大集合】

魷魚（鎗烏賊）

體型大，尾部與

身體皆呈三角形

透抽（中卷）

長大的小管，

體型修長成直筒狀

小管（小卷）

通常指未達15公分
的鎖管，體型最小

花枝（烏賊／墨魚）

體型圓胖，墨量

最多，身上有花紋

軟絲（軟翅仔）

與花枝形似，體形

橢圓，體內無硬殼

章魚（八爪魚）

頭大、有八隻腳，

是最大的特徵

【分辨小技巧】

魷魚：
三角形直接到底

透抽：
尾端有突出

花枝：
較圓有花紋

軟絲：
橢圓無花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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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魚的好處

水產品含有許多營養，而且水產生物比牛、豬、禽類等生物的蛋白質轉換率高，

是對環境相對友善的肉食品。根據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統計，國人每人每年平

均約食用34公斤的海鮮產品。我們一起來看看，吃水產品有哪些好處：

一、魚的熱量通常比肉類低，吃魚較容易控制體重。

二、魚肉的蛋白質、鈣質及維生素含量高。

三、魚肉由獨特的脂肪酸組成，2000年美國心臟醫學會曾建議心臟病人多吃魚。

四、魚類所含的DHA(一種脂肪酸)，可維持視網膜正常功能，促進嬰兒視力健全
發展，也對人腦發育及智能發展有極大的助益，倘若缺乏DHA會造成記憶力
和學習能力降低。

五、海藻類含有纖維質，可促進排泄；牡蠣、蜆、蛤蜊及秋刀魚等富含維生素，

可防止視力下降，增強身體的免疫力；墨魚、章魚等頭足類及貝類富含牛磺

酸，可降低血液中的膽固醇含量、調整血壓。

魚眼及周圍
富含維生素及多醣體，眼

睛內側的半透明體含EPA及
DHA(均為脂肪酸)。

魚骨
富含礦物質及膠

原蛋白。

皮下組織
含豐富的EPA及DHA，
可降低膽固醇的含量。

魚皮
含維生素A及B1。

內臟
富含維生素D，使魚肉
的鈣及磷能有效吸收。

魚肉
擁有含量豐富的案白質。

軟骨及筋
具有軟骨素。

挑選新鮮的魚

【眼】

（1）落地的魚貨不買：地板上充滿細菌、塵土，我們不
會把食物直接放在地上，魚貨也不應該直接放地

上，這更是對生命的尊重。

（2）妥善的保鮮環境：對人體有害的病菌在環境7℃以
上會大量增長，會加速水產品的腐敗；魚貨一定要

擺放在冰箱內或是有足夠的冰塊保存。

【耳】

選購文蛤、海瓜子和蜆這類二枚貝，可以將相同的兩顆

輕輕互敲。如果發現幾顆聲音較低沉，代表那顆的品質

比較不好，打開可能只有泥沙或腐敗貝肉。

單元二

一條新鮮的魚，是討海漁人的自豪。一條新鮮的魚，是食安衛生的基本。

而買一條新鮮的魚，是我們健康美味的保障。

【手】

手抓魚頭，把全魚呈水平橫躺姿勢，魚身尾段越下垂，

就代表越不新鮮。

【鼻】

聞魚鰓、聞蝦頭，處理過的魚可以聞腹腔內的溝槽，輪

切塊可以聞魚皮、血合肉或中間骨頭；這些都不可以有

刺鼻的腐臭味。

參考資料來源：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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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產特搜 崁仔頂魚市與仁愛／博愛市場

崁仔頂魚市    /    位置：基隆市仁愛區孝一路

崁仔頂是清領時期就有的魚市場，日治時期時漁民以搖櫓的小船停靠在旭川運河

旁的魚行卸貨、進行買賣。目前崁仔頂仍聚集多家魚行，凌晨開市，是魚貨專業

批發市場，當季新鮮肥美的漁獲在這裡都能找到。

仁愛／博愛市場    /    位置：基隆市仁愛區愛三路、仁四路

在愛二路與仁四路交叉口，一邊是仁愛市場，一邊是博愛市場，一樓主要為生鮮

蔬果魚肉攤商，二樓則有許多美食、小吃。據說仁愛、博愛市場在日治時期就以

「博愛團」的市集型態營業，是基隆市歷史悠久的傳統市場，96年度獲選為經濟
部商業司示範市場。

賣魚專家──糶手
「糶手」是魚貨拍賣員，能依據漁獲的大小、

新鮮度等分類叫賣，叫賣時的聲音饒富韻律，

被稱為魚市場的「饒舌歌手」。

小常
識

單元三

天還未亮就熱鬧滾滾的崁仔頂魚市。
找找看，左邊照片裡的糶手在哪裡？

住家附近市場的魚 /水產
﹝尋魚趣小任務﹞

    踏查活動紀錄

一、日期：

二、陪同者：

三、地點/市場名稱：

四、觀察紀錄：將看到的魚/水產品打

□蛤蜊                  □海參                 □海帶                 □透抽 

□海菜     其他：                                                         (寫出名稱)

□魚：                                                                             (寫出名稱)

五、觀察市場

聽到：                                                                 看到：

聞到：                                                                 感覺到：

六、印象深刻的景象：照相或繪圖

請家人帶你到附近可以買到魚的地方進行觀察與記錄，並
完成學習單「住家附近市場的魚/水產」。

找找
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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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三

跟著水產美食走──基隆廟口夜市
位於基隆奠濟宮周圍的廟口夜市，在交通部觀光局
「2010年特色夜市選拔」活動中，以最美味、最友善兩
個項目勝出，成為全臺夜市最大贏家。

奠濟宮廟口小吃的源起時間，並無文獻記載，而廟埕兩

旁固定攤販，可以追溯至日治時期晚期。臺灣歷史各時

期多元的飲食、小吃文化等，成為基隆廟口特別的味

道，從米食、麵食、海產類到甜點等，吸引許多觀光客

前來品嘗。

想想
看

有空時，記得和家人朋友一起到廟口逛逛、嘗嘗鮮喔！

這些攤位的食材運用了哪些水產品呢？

A B C

D E F

G H I

探索漁村風貌──八斗子漁村

我們可以到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區域探索館走走，看看八斗子漁村早期的活

動與樣貌。也可以實地探訪漁村，除了觀察漁港、漁船之外，或許還能看到路邊

地上曬著石花菜呢！

再找一找以前用珊瑚當作建材的咾咕石古厝，或是沿著魚香味尋訪八斗子小型水

產加工廠──「漁寮」，感受一下漁村的特色文化！

拜訪八斗子漁村 八斗子漁寮

咾咕石古厝 鎖管一夜干製作

曬石花菜曬飛魚卵草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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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特色海鮮─

找找
看

這些小吃裡有哪些海味？

A B C

D E F

想想
看

你知道這些海味創意食品，
是用什麼原料做出來的嗎？

一、魚漿→魚丸、吉古拉、天婦羅

二、海鮮→海鮮醬料（干貝醬、鎖管醬、飛魚卵醬）

三、蝦的幼苗→蝦皮；紅蝦→蝦米

單元三

市民小吃、創意食品 全球漁產量從1990年代起便迅速衰退，其中過漁及誤捕、環境污染和棲地破壞
等，是重要的人為因素。

人類的垃圾進入海洋，造成海洋環境的汙染，而海洋汙染最大宗的來源是塑膠。

人類大量使用塑膠，但有許多塑膠未經回收便流入大海，經過太陽曝曬等作用

後，塑膠碎裂、分解成微塑膠，這些微塑膠不會消失，而是愈變愈小，最後被海

洋生物捕食或吸收，進入許多生物的身體裡，再隨著食物鏈進入更大的掠食者體

內，並累積在食物鏈上層的動物體內，最後也有可能進入人類的飲食中。

超過 30％的海洋經濟物種已無法永續利用

日益減少的海洋資源
單元四

天婦羅 飛魚卵香腸 吉古拉

飛魚卵醬 花枝水餃、透抽水餃 紅糟鰻

圖片提供：心干寶貝 圖片提供：Johnson Wang

資料來源：聯合國糧農組織(FAO)2016年調查

單位：年

單位：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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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四

★漁業管理 ★

為了避免漁業資源過度利用，我國漁業管理工作包含：減少對資源之捕撈壓力、

創設良好生態環境、增殖漁業資源、建立國人保育觀念等。

基隆在海洋資源保育及漁業管理的工作推動上，更是不遺餘力：

1.珊瑚復育：
    與海科館合作，以東北角原生的軸孔珊瑚為復育對象，進行珊瑚礁復育。
2.棲地復育：
成立「望海巷潮境海灣資源保育區」，全面實施禁網、禁釣、禁採捕，是基隆

第一個完全禁止採捕的海洋保育區。

3.漁具漁法管理：
本市首開全國之例，自2018年元月起要求基隆市籍或進入轄管海域作業之刺網

漁船，必須在浮球上標識漁船名稱、編號及刺網層數等，落實漁具實名制的積

極管理，以減少產生海洋垃圾，維護海洋環境。

4.漁獲限制：
宣導漁民遵守對生物大小及捕撈總量的規範，如：依不同種類的螃蟹訂定禁止

捕撈標準──甲殼寬未滿八公分的紅星梭子蟹，或甲殼長未滿六公分的旭蟹不

得捕撈；以及對漁船捕撈飛魚卵採取總漁獲量管制。

5.漁期管理：
宣導漁民對魩鱙漁業、飛魚卵漁業、鯖鰺漁業等之禁漁期管制措施。

除了希望政府立法設立保護區、禁漁區、禁漁期等並落實管理外，更需要大家

──包括漁業從業人員及一般民眾都能了解漁業資源保育的重要性：漁業從業人

員遵守保育措施，一般民眾在生活中支持資源永續，如：適量購買水產品、選擇

當季當地的漁獲等實踐海洋資源保育的做法。

海洋中的生物從植物、細菌或有機物開始，從靠植物維生的

動物到各級食肉類動物，形成了掠食者與被食者的關係，這

就是食物鏈。

食物鏈的第一層是由植物性浮游生物構成的基礎生產者；第

二層是以植物性浮游生物為食的動物性浮游生物；第三層是

攝食動物性浮游生物的海洋動物；最後是海洋中的食肉類動

物，如：旗魚、鯊魚等，牠們是最高層的消費者。由於一種

食物往往會有不同的消費者，錯綜複雜的食物鏈結構，就形

成了食物網。

頂級掠食者

三級掠食者

二級濾食者

初級消費者

基礎生產者

搶救海洋資源

小常
識

認識海洋食物鏈

參考資料來源：邵廣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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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會選擇海鮮，是永續海產的第一步，下列原則要好好記住喔！

1. 選擇鮮度好的水產品

這些水產都是為讓人類溫飽而犧牲生命，鮮度好代表牠們在上餐桌前

有受到尊重的對待，珍惜食物與妥善利用是最基本的永續。

2. 選當季、吃當地

每個季節都有不同的海味，選擇當地當季水產品，除了肥美鮮甜且價

格經濟實惠，還能避開非法走私或過期的冷凍貨，符合低碳足跡更環

保。

3. 不吃珊瑚礁魚

珊瑚礁魚是身上有斑點或花紋，以及黃、綠、藍、白兩種以上顏色組

合的小型魚，如基隆常見的鸚哥魚。不吃珊瑚礁魚的理由：

（1）風味：肉質偏糜爛帶藻臭味，食用有中毒風險。

（2）生態：牠們是維護珊瑚礁海域的小園丁。

（3）漁具漁法：來自非法潛水捕捉和刺網捕撈。

（4）永續觀光財：棲息地很適合潛水觀光。

4. 優先選擇小型魚、成熟期短的魚種

像鯖魚、沙丁魚等，魚群成熟期短，可以很快恢復族群的數量。

5. 優先選擇底層水產

選擇吃食物鏈底層的水產，如：文蛤、鎖管。

聰明吃魚──永續海鮮
單元四

底食是鼓勵大家多吃位於食物鏈底層，也就是營養階層較低的物種。位於食物鏈頂層的大型

肉食性魚類，如黑鮪魚，牠的成長需要食用許多海洋生物，當我們吃1公斤的黑鮪魚，實際上

等於消耗了1000公斤以上的海洋底層生物資源喔！

食物鏈底層的物種數量較多、生命週期短、再生速度快，體內的重金屬累積也少，吃牠們對

環境與健康都比較友善。如養殖的牡蠣、蜆、文蛤和九孔，基隆潮間帶盛產的石花菜、蜈蚣

藻和麒麟菜都是好的選擇。

改變飲食習慣，崇尚底食文化，也能夠影響漁業。例如多食用在地捕撈的鯖魚，等於鼓勵近

海作業的小型漁法，可以讓大型魚類有繼續生存與繁衍的機會。

1000階層一

100階層二

10階層三

1階層四

鯊魚

旗魚 鮪魚

鬼頭刀

秋刀魚

飛魚

鯡魚

水母

文蛤

鎖管

蝦螃蟹

★ 底食 ★

海洋能量塔

海洋營養階層數字代表「能量」與「生物量」的比例

想想
看 以底食原則而言，下列水產品，哪些是較佳的選擇，

請在□中打    ：

□蝦子       □旗魚      □鮪魚      □海藻      □牡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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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四
為永續海洋資源貢獻一己之力

為了兼顧生物多樣性與資源永續利用，需要大家一同努力。

小朋友永續運用海洋資源的辦法：

1.發揮「海洋管家」的精神，主動告知家人、朋友選擇水產品的原則。
2.落實選擇本港當季漁獲的做法。
3.主動關心海洋或漁業相關議題、參與基隆漁業相關活動。
4.將保護海洋當成自己的責任。

攝取營養
身體健康

支持在地
漁業發展

保護海洋
環境與資源

從心開始關愛海洋

將我們的生活與海洋、多樣的生物連結起來

岩屑

（如浮游生物的遺骸）海底生物

人類生活森林

營養液

浮游植物

浮游動物

魚類

鳥類

漁業

物質循環流 想想
看

經過四次課程，是否已經了解「食魚好文化」的概念了呢？請思
考以下的問題，讓我們一起為重要的海洋資源作一點貢獻吧！

 ★ 我如何將愛護海洋資源的做法與他人分享？

「里海」（Satoumi）的概念來自日本多年前提出的「里山」，將永續經營森林和

土地的觀念延伸應用到海岸及海洋生態系。強調人與海的結合，透過人為的經營管

理，與當地居民的傳統漁業結合，同時兼顧產業的發展，與人民的需求，在符合資

源永續利用的基礎上，達成維持生物多樣性、保育棲地及保存文化地景三贏。

★ 認識里海 ★

 ★ 我如何在日常生活中愛護海洋資源？

30 31



單元一

學習完本單元後，你們有達到以下的目標嗎？

1. 能說出水產品的定義。

2. 能說出燈火漁業漁法所利用的生物特性。

3. 能在地圖上指認基隆各漁港的位置。

另外，也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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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元二

學習完本單元後，你們有達到以下的目標嗎？

1. 能指認並說出基隆四季不同的水產品。

2. 能了解如何選擇新鮮的水產品。

3. 能辨識頭足類基礎分類方式以及鎖管的生態特性。

4. 能知道基隆有哪些漁業文化推廣活動。

另外，也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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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頭足類動物可以做成什麼產品？

單元三

學習完本單元後，你們有達到以下的目標嗎？

1. 認識住家附近購買水產品的市場或商店。

2. 能夠跟同學或家人分享水產品的販賣方式。

3. 認識崁仔頂魚市與八斗子漁村。

4. 了解基隆廟口特色水產美食。

另外，也請思考與討論以下的問題：

1. 基隆有哪些特色小吃裡有海味？

2. 還可以運用在地水產品做出哪些創意料理？

單元四

學習完本單元後，你們有達到以下的目標嗎？

1. 了解海洋資源面臨的問題。

2. 了解政府在搶救海洋資源上所做的努力。

3. 掌握可以永續海鮮的聰明吃魚法。

另外，也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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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魚好文化》教學手冊

發  行  人：林右昌

編　　審：臺灣永續鱻漁發展協會理事長　白尚儒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教育研究所教授  嚴佳代

企劃製作：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公司

教案設計：基隆市仁愛國民小學老師 葉淑卿

行政統籌：林睿彬、戴立雯、陳建彰、廖挹永 

特約主編：林宜諄

美術編輯：王又右

繪　　圖：夏綠蒂

出版機關：基隆市政府（產業發展處）

出版日期：107 年 10 月

發  行  所：基隆市中正區信二路 301 號 3 樓

電　　話：(02)2422-5800

網　　址：https://economy.klcg.gov.tw/

單元四
檢視學習目標與延伸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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