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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109學年度海洋通識教育課程 
研習計畫第 1場次 

壹、緣起 

高雄市擁有河、港、海的豐富資源，是台灣唯一有海岸線與港口的直

轄市，不僅有世界第六大的貨櫃港－高雄港，以及世界第六大遠洋漁業基

地－前鎮漁港，左營軍港更是我國最大、最重要的海軍基地，海權國家的

三大基礎海軍、海運及漁業，均存在高雄市，加上國際機場形成海空雙港

優勢，在眾多優勢條件匯聚下，高雄市已成為全國最具代表性的「海洋首

都」。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身為海洋首都教育主管單位為落實海洋教育特訂定

海洋通識教育主軸，包含海洋經濟與休閒、海洋藝術與人文、海洋自然科

學、海洋永續發展等方向，透過正式課程、潛在課程陶冶學生使其認識海

洋豐富多變的內涵，發展海洋思維，讓高雄成為擁有文化美感與文明質感

的現代海洋首都。 

貳、目的 

希冀藉由研習課程，提升高雄市教育局各級學校教師，對於海洋通識

教育的知能，協助教師於教學上的豐富與多元性，以達配合教育局執行海

洋教育政策，教育海洋首都的學童能夠 更加了解海洋（知海）、貼近海洋

（愛海）、擁抱海洋（親海），落實海洋國家概念 之目的。 

參、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高雄市政府。 

    二、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三、承辦單位：高雄市立七賢國民中學。 

肆、參加對象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高中及國中小學校長、主任、教師，本場次參加人

數 40名（內含工作人員 5名）。 

伍、辦理日期 

    10月 31日（星期六）9時至 17時 40分。 

陸、辦理地點 



        援中濕地、漯底山自然公園及高雄彌陀海岸線，另集合地點為七賢國   

中校門口（高雄市美術東三路 110 號），請於上午 8 時 40分至 9 時準時至

集合地點（七賢國中大門口）報到，搭遊覽車前往參訪地點，逾時不候。 

柒、報名方法 

請於 10 月 23 日（星期五）中午 12 時開放報名，請至教育部全國教師

在職進修資訊網（網址 http://www1.inservice.edu.tw）線上報名，課程代碼：

2954240，參加人數以 35人為限，額滿為止。活動聯絡人：七賢國中教務處

黃美雲主任，聯絡電話：075559329分機 12。當天請穿著輕便服裝及運動鞋，

並攜帶遮陽帽及水，以便實地踏察。 

捌、課程內容 

走訪援中濕地、漯底山自然公園及高雄彌陀海岸線（課程表如附件一）。 

玖、預期效果 

一、提升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各級學校教師海洋教育通識內涵的知能，強化

教師海洋教育教學教材的豐富性。 

二、建構海洋教育專業內涵，以提升教師海洋教育之素質，進一步懂得去

珍惜、保護台灣的海洋自然環境。 

三、使師生熱愛海洋、善用海洋、珍惜海洋，提升維護跟保育海洋之價值

觀，以建立對海洋環境的尊重與維護。 

拾、經費需求 

本活動經費由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09 學年度補助高雄市政府教

育局推動海洋教育計畫經費項下支應。 

拾壹、附則 

參加人員及工作人員請給予公差假登記，全程參加人員核給研習時數 6

小時，並於一年內在不影響課務下補休一日，計畫執行完成後相關人員依

高雄市立各級學校及幼兒園教職員工獎懲標準補充規定辦理敘獎。 

拾貳、本計畫陳教育局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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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109學年度海洋通識教育課程研習 
 

第 1場次課程表 
 

辦理日期：10月 31日（星期六） 
 
集合地點（七賢國中校門口高雄市美術東三路 110號) 

時間 課程內容/講師 

8:40～9:00 報到 

9:40～10:00 始業式（車程） 

9:40～12:10 援中濕地 / 社團法人台灣濕地保護聯盟 

12:10～13:40 午餐（梓平社區活動中心風味餐） 

13:40～16:40 漯底山自然公園、高雄彌陀海岸線/ 
台灣海洋環境教育推廣協會黃宗舜理事長 

16:40～17:40 綜合座談（車程） 

17:40～ 賦歸 

 



 
 

 
 







2019走在家鄉海之濱 海洋百工探尋 
 

社團法人台灣海洋環境教育推廣協會 
 

黃宗舜、郭兆偉 

    社團法人台灣海洋環境教育推廣協會，從 2009 年開始就為台灣的海洋環境教育走

出了一片天，『走在家鄉海之濱』活動的宗旨，是希望台灣民眾，能夠走到自己家鄉的

海邊，了解自己家鄉的海洋，進而更關心自己家鄉的海洋。再將關心轉化為行動力量，

用行為來改變目前環境的現狀，這是活動想達成的主要目標。從 2009、2010、2011、

2014、2017及 2019這六次走路環島，每一次都有不同的主軸面向，從地質、生態、產

業、文化及污染破壞各面向切入海洋環境教育。而 2019 走在家鄉海之濱海洋百工探尋

活動，以雙腳徒步方式，繞行台灣海岸線一整圈，用最緩慢、最細微的方式來進行海洋

環境教育，這一次我們就以產業的面向出發。 

    社會教育中常提到一句出自孟子滕文公的名言：「一日之所需，百工斯為備」，提醒

我們日常所需物資皆是許多人的付出、集眾力才能具備。身上穿的、嘴裡吃的、手上用

的，這一切都不是憑空掉下來，都是多少人花了力氣及精神去生產、製作、運送、處理、

銷售，傳過幾手才能到你我之手。社會上人與人的互動過程就是相互依賴、彼此分工合

作，進而互相學習、成長，建構平衡的社會，所以長輩都會從小教導孩子學著珍惜、學

著感恩。海洋也是一樣！環境也該被感恩！人類無法創造物質，都是靠經驗與智慧的累

積，學習轉化環境資源，我們享受的一切生活條件，都是環境給予的，身上穿的衣服不

論是棉、麻、蠶絲、尼龍等任何材質，嘴裡吃的任何米糧食物，都是動、植物所提供。

使用的交通工具無論汽車機車腳踏車，都會用到木頭、塑膠、金屬，也都是地球上的動、

植物與礦產，人類食衣住行上一切的生活所需都不是無中生有，全都仰賴地球環境以及

地球上的所有生命。健康的環境能提供陽光、空氣、水等生活必需，更能創造讓人開心、

療癒、心神祥和等重要價值。所以人活在地球上，身為地球上的公民之一，本就該與其

他生命相互依賴、彼此分工合作，本就該彼此學習、成長、相互尊重，才能建構平衡的

地球環境。所以「一日之所需，百工斯為備」的感恩惜福概念，除了用在人類社會中以

外，更應該擴展到對待一切的環境與各種生命，讓人學會感恩天地環境的賜予。 

    我們在今年海岸徒步環島的旅程中為伙伴們聯繫了許多達人，都很願意和大家分享

海洋產業的各種知識或甘苦，以往很少用文字來記述這樣的旅程，這次實在特別，特為

此旅程做了些許記錄！ 

一、啟程前的震憾－認識引水人 



在進到海大之前（大約 20多年了吧~）就有聽說有一種職業，這種職業非常高薪，

可以每個月收入一百萬以上，天啊！一百萬！~這種職業叫『引水人』，專業一點的話語

叫『領港』。每一個港口都有自己的水文特性，因此所有的大型船隻要進出港口，都要

由那個港口的領港來引導，同一位領港要在不同港口帶船，還要分別考照，這種職人就

叫引水人。 

在這次旅程出發前，特地邀請了船長公會理事長，也是前引水人公會理事長－丁漢

利先生，他從事領港工作已數十年，請他來談談這項工作中的各式各樣的喜怒哀樂，更

重要的是如果你想成為引水人，或你的小孩想成為引水人有那些方法可以達成呢？ 

活動特別安排大家搭上高雄港遊港船，讓丁領港的專業解說下，為大家介紹高雄港

的式各樣的船舶與港埠設施，講講不同船隻的有趣故事，真是難得的一次經驗。 

如何成為引水人呢? 

考試院會舉辦國家考試，而且每次報考只能選擇一個港口應考。 

引水人的資格為： 

1.年齡未滿五十歲，且具備考試條件者即可報考。 

2.領有一等船長或二等船長證書。 

3.擔任三千噸以上船長三年以上。 

4.進出該港口一百次以上。 

引水人考試科目包括普通科目與專業科目： 

普通科目： 

1.國文 

2.中華民國憲法 

    專業科目： 

      1.詳繪說明當地水道港灣詳情 

      2.航政法規 

      3.引港學 

      4.船舶操縱 

      5.專業英文 

      6.體能測驗 

口試評分項目及配分： 

      一、見解及經驗（包括領航或航行經驗）四十分。 



      二、專業知識（包括當地引水所需學識技術）三十分。 

      三、英語會話（包括聲調、語言組織、表達能力）三十分。 

口試成績占百分之十。 

體能測驗：以引水梯攀登行之。 

引水梯攀登測驗之及格標準，以應考人在六十秒鐘內，徒手攀登高度九公尺繩梯

上、下各一次。其測驗規定如下： 

  1.攀上以腳踏於繩梯第一階踏板開始計時，至雙腳踏於標記九公尺之踏板始可攀下。 

  2.攀下以雙腳踏至第一階踏板為準。 

  3.第一次攀登不及格或與規定不符者，得再補行測驗一次。 

看完這些考試項目，不知您是否還想成為一位引水人呢？ 

    而要成為領港，其實先成為船長是最容易達成的方式，但並非所有的船長都想成為

領港，因為領港雖然薪水豐厚，但危險性也高，無論風浪晴雨，只要船隻進港就必須乘

著小型引水船接近龐大的來船，並僅倚靠著單薄的繩梯爬上船身，稍有不慎而落海，輕

則擦撞狼狽易染風寒，重則付出生命，是種風險很高的職業。但領港代表國家的門戶，

外國籍船隻不論來過本港多少次，不論該船船長經驗多豐富，一定要由本國領港帶船入

港，這是國家主權的延伸，代表的是國家的尊嚴。 

您想成為一位引水人嗎？ 

二、海洋百工初探－低溫養殖研究場域 

行程剛出發，除了工作人員和少數曾經參與過活動的伙伴們，幾乎所有人都還在找

尋自己走路節奏，大隊人馬來到高雄永安的台灣中油永安液化天然氣廠，在天然氣廠旁

有一不起眼的廠房，記得 2017 路過時內心有些疑問，想說為何有室內的養殖池設立在

此呢？如今終於得到答案，原來是海洋大學養殖系冉繁華老師和漁業署合作開發台灣低

溫養殖的場域。走進養殖場內發現裹面養了許多高經濟魚種，而這些魚種在一般養殖場

是不會出現的，例如鮭魚。也因為如此大部份伙伴都超喜歡這個行程，因為在炎熱的高

雄能有這麼清涼的環境，真是讓人開心。 

    低溫養殖，這個名詞在台灣的養殖業基本上是不會出現的產業，因為台灣沒有這樣

的天然條件，但為何會出現在這裏呢？秘密就在『天然氣輸送餘冷運用』，這名詞會讓

人有很多疑問，冉老師的學生說：液化天然氣儲存、運送需維持在攝氏零下 162 度 C

的狀態，但得回到常溫、氣態的情況下才能使用，因此必須引入海水把「冷度」帶走、

讓液化天然氣回溫。雖然過程中海水不受汙染，卻會降到攝氏 20度 C以下，為免干擾



海洋生態，中油得想辦法讓海水升到常溫才能排放，低溫海水形同沒有利用而遭排出。

而這時冉老師便利用這樣的環境取得低溫水源（每年有上萬噸低溫海水），再將這些海

水拿來養殖低溫的魚種，如：仿刺蔘、大西洋鮭魚等高單價魚種。 

    走進養殖場域時內心有許多的感受，心想國人在魚種消費上真是幸福，由於在海島

上，本身的漁獲己經非常多元，再加上台灣的學術單位在技術開發上持續精進，很多創

新且領先國際的技術，讓台灣在養殖或進口端都有很多的選擇，那我們是否該更努力的

推動海鮮文化教育工作，讓台灣人民對水產品有更充足的認知，才能吃對魚、買對魚、

才能年年有魚，讓每一個人都能有能力為海洋環境盡一份心力。 

    更有趣的是永安當地的民眾也非常喜歡這項研究，他們覺得這為他們的產業走出一

條不同的路，當地人都稱「永安的石斑是吹冷氣長大的！」，利用低溫水來改變海水溫

度，讓魚在低溫下生活，這樣就不容易生病，因此品質特別好，中油永安廠利用 LNG

低溫產業特性，無償供應冷排水資源回收再利用，使當地能夠養殖高經濟魚種，養殖戶

因此節省龐大開支更增加收益。這是永安地區才能擁有這全台絕無僅有珍貴的資源，當

地漁民都認為中油冷排水如鑽石般珍貴，故給予『鑽石水』之稱號。 

感謝冉老師讓伙伴們有機會了解台灣難得的低溫養殖產業，也希望未來能輔導民間

投入經營，加以量產，那國人選擇低溫水產時，就有較環保、碳排放較少、食物里程較

短的商品可以選擇。 

三、看了才知道吃是幸福的滋味－虱目魚採收 

這個行程是一個外掛的行程，因為有走路環島的程一向不太喜歡安排夜間行程，因

為這實在是累人的一種方式，但由於黃先生的好意，大家也都非常有趣想要了解家庭常

吃的魚種，到底是如何收獲的呢？於是一行人晚間 8:00 到路竹國小附近的一處虱目魚

養殖場，今晚剛好有虱目魚要採收，經黃瑞幸先生介紹，讓伙伴們可以見到難得一見場

面。從一開始的佈網（利用夜間採收是有原因的，因為夜間可以降低魚的緊迫情形，也

能更容易引導魚進入網中）、將虱目魚集中（這時網中的魚密度相當高，魚在彼此推擠

下，一直在水面上跳躍，畫面真是非常壯觀）、將魚電暈（當通電時本來熱鬧的魚群瞬

間平息，每一雙魚都浮上水面，大家也都一起跟著安靜了下來，這時空氣也跟著冷凝，

直到工作人員又開始進行下一個步驟，氣氛才又開始熱絡了起來）、分級（一簍一簍的

魚排列整齊看起來還真是像一朵魚花）、去鱗（由於膠原蛋白的流行，現在這些鱗片己

經成為有價值的商品了，不像以前是被視為廢棄物，己到達全魚利用—所謂全魚利用指

的是所有魚身上的器官都能被人們所使用，沒有廢棄的部份。這是個重要的轉變，因為



變成廢物不只浪廢，還會污染環境）到上車，全程目擊，這樣的過程如果是夏天的夜間，

那可能還感到不那麼的辛苦，可是就在冬北季風強襲的低溫下，那真是一個辛苦又可怕

的過程，只是在旁觀看就己經感受到這魚得來不易啊！ 

聽黃先生解說，村裏已形成一個收成小組，每個人負責不同的角色，年青人下水趕

魚、拉魚網、集魚、將魚送上岸邊，是屬於體力活，上岸後魚的分級、分裝、去鱗、上

車，每一個人都分配到不同的工作，他們己經專業到池子的主人只要告訴收成小組今天

要收多少魚上岸，他們就能達成目標（這並不容易，如果有誤差將會造成重大損失）。 

    在生活中品嚐一口好吃的虱目魚湯真是幸福美好，但背後的一切實在辛苦漫長，虱

目魚從魚卵孵化開始就是一連串的專業，不對！是從連魚卵都還沒有，是一個空的魚池

就是專業了！池塘的清理、施肥、注水、養藻、排水一連串的程序，每一個細節都有其

專業知能，也都要花費很長的時間才能養成一位專業人員，由此可知一口虱目魚是需要

多少的心血和多少的專業再加上時間所組成的成果！如果大家下次吃虱目魚時，能想到

本次行程的見聞，並在內心產生對這些養殖達人們由衷的感恩，那協會在這次行程中一

切的辛苦、疲勞都是值得的~ 

四、另一場養殖的響宴－低密度生態養殖場 

    一行人己經慢慢找到走路的節奏了，臉上也看到走路輕鬆愉快的笑容，而到了七股

天氣也不像前幾天那麼的惡劣，太陽也出來為大家加油！伙伴們心情都不錯，而伙伴們

來到一處特別的養殖場，王啓森先生的低密度生態養殖場，這是由海洋大學養殖系黃振

庭教授介紹的養殖場，他希望籍由大家的眼睛和傳播來告訴其他人，台灣的養殖產業正

在向上提升中，和以往大家的認知己經不同，由王先生介紹他自己的養殖經驗和方式讓

伙伴們了解到，養殖是如何能降低污染而且還能利用生物本身的特性，達到應有的功

能。其實在過去王先生也曾進行一般的慣型養殖，想利高密度養殖來獲得最大利潤，但

在不斷的進步及嚐試之後發現，低密度生態養殖是一種不傷害環境而且可以有適當獲利

的養殖方式。 

所謂低密度生態養殖就是模仿自然中的生態系統，放養不同的物種來擔任各種生態

角色，如養殖虱目魚，那就會放養草蝦及文蛤來清除過多的飼料及養殖池中的藻類，再

加放養少數石班魚負責去除生病體弱的蝦子及虱目魚等，這樣同一池子會有多種養殖物

種，可以減少污染及用藥。 

在王先生未介紹前，說真的，眼下的養殖場和其他以前印像中的養殖場並無不同，

頂多少了養殖池特殊的味道而己，但經過介紹之後才知，原來要生態養殖，養殖池是必



須經過特殊設計的，深度及面積都有一定的要求，才能符合養殖物種在池中的生存條

件，所以蝦子、虱目魚、圓眼燕鯧、文蛤，每一種養殖物種都有自己的生態功能，而養

殖池只要提供對的空間及設計，加上適當營養來源，養殖的生物就不容生病，也不用像

過去的養殖方式要投放大量的藥物，讓民眾能安心食用！ 

最後王老闆還送給伙伴們好幾斤的大文蛤，無論認知、知識與味蕾，此行收獲實在

豐富，真心感謝王啓森老闆及黃振庭教授。 

五、外掛的職人參訪－無刺虱目魚的秘密 

    說來有趣，當大家都在注意海洋職人時，有許多的伙伴也一起幫協會注意這些訊

息，旅程接近南鯤鯓時，夥伴蔣大哥告訴大家，2017 年時曾在附近認識一位專門拔虱

目魚魚刺的專家，手工製作無刺虱目魚，這麼有趣的職人，怎能錯過？於是一行人說走

就走，立即前往。 

    這位達人是位外籍新娘，姓莊~大家都叫她阿莊，嫁到台灣後為了養家，己把辛苦

的拔虱目魚刺變成日常，大家都知道一尾虱目魚有很多刺，但到底有多少根刺呢？達人

告訴我們，一尾虱目魚竟多達 222根魚刺，這麼驚人的數字不打緊，還要用解剖用小剪

夾，將每一支的魚刺都挑出來，熟手的工資也只不過比基本工資多一些，這真是辛苦的

工作，下次在吃無刺虱目魚時，一定要知道這 222支的刺要骨肉分離是多麼辛苦的事，

一定要感恩再感恩，謝謝這些職人們在每一個位置發揮最大的功用，才能讓大家有美好

的食物可以享用。 

六、一直在身旁的海洋產業－養蚵 

    不管哪一次走海岸線，只要由南往北，從高雄跨過二仁溪進入台南直到彰化，海面

上就開始看見滿滿的蚵棚，這是台灣很重要的海洋產業－養蚵，放眼望去現今的養蚵依

照水位深淺與垂掛方式的不同，可分為三大類： 

（一）垂下式（站棚仔）：竹竿直立插入水中，每串蚵殼上端綁在竹竿上，直直垂掛下

來，整串蚵殼好像站著一般，所以稱為站棚，本養殖方法大多在水有一定深度或是潮溝

的地方。 

（二）平掛式（倒棚仔）：竹竿直立插入水中，每串蚵殼上下兩端都綁在竹竿上，像吊

床依樣的橫躺，整串蚵殼好像躺著一般，所以稱為倒棚。本方法多搭設在水深 1公尺左

右的潮溝裡面，可以適應最淺的水域，搭設、採收最容易，但因露出水面的時間最久，

出水後蚵仔無法繼續攝食，故這種方式的生長速度最慢。 

（三）竹筏式（浮棚仔）：在河口或水深更深的海域，竹竿已經無法插到底，所以蚵民



雇工將竹竿編成竹棚，底下塞入保麗龍，讓竹棚浮起來，所以稱為浮棚。這是目前海岸

線保麗龍大量來源之一。養蚵在台灣己是非常成熟的海洋產業，所以每一個步驟都有專

業的達人負責，例如：編竹棚的雇工是一種、育苗是一種、不同大小體型的養殖戶都不

同、採收上來後運送、配銷、剖蚵、販售等，都是不同的業者在負責。最初的採苗或稱

寄苗大部份在雲林海岸線完成，採收後再運往南部讓不同時期的養殖戶接手。除了這些

之外，外有很多臨時的工作，像颱風季節要搬蚵，要收成前要撿大蚵等等的專業步驟，

都是需要人力並精心照顧的。走到白水湖時，協會邀請到了一位鋟蚵達人－白水湖蚵學

家-陳長花小姐，為伙伴分享養蚵的種種辛勞，也親自示範鋟蚵。長花是新住民，但來

台多年講了一口流利的國台語，甚至還替不諳 3C產品的夫家經營粉絲團，在網路上訴

說每天下海工作的見聞，並販售自己養大、自己採收的鮮蚵，鋟（剖）蚵是把小刀插入

蚵殼縫隙，手腕一轉就將蚵殼打開，把肉挑出，看似簡單的動作，我們外行人做起來就

無比生澀，一不小心就會戳到手受傷流血，但長花做起來真的如行雲流水一般，在大家

的讚歎聲中，長花也客氣的謙稱自己並不厲害，村子裡的哪一位阿婆奶奶才是高手，剖

一枚蚵長花需要六秒，阿婆只要兩秒，阿婆走路講話都不太利索，但一拿起蚵刀後氣勢

完全不同，速度與產量都是村裡的冠軍，還上過電視訪問。 

    長花帶著我們認識養蚵的大大小小事，真的需要很多海洋職人在背後辛勤付出，才

能換得一份看似平凡常見的蚵仔煎、蚵仔湯，每一口的蚵仔都是這些蚵農的辛苦血汗所

換來的，我們吃蚵仔煎時真的都該用感恩的心，感謝這些為社會付出的海洋百工們，因

為有您們才有大家美好的生活和食物。 

七、曾經風光的海洋產業－九孔養殖 

    一行人走過東北角之後都會看到許多的廢棄養殖池，大家都在問，為什麼有那麼多

呢？這是一段台灣曾經風光的九孔養殖史。台灣自 1960 年代就已開始九孔人工育苗和

養殖，並在 1980年代產業化。曾一度創造年產值 20億新台幣，九孔又稱臺灣鮑魚，俗

稱雜色鮑、珍珠鮑，曾經是臺灣水產養殖產業的重要經濟養殖貝類，幾個主要養殖區域

中，新北市的東北角海岸多利用沿岸漲退潮區進行養殖；宜蘭、花蓮、臺東、屏東、高

雄、金門以及澎湖地區，則是採陸上養殖。然而自 2002 年開始，陸續發生附著期幼苗

大量落苗現象，接著連成貝也開始死亡，導致產量劇降，嚴重影響九孔養殖產業的發展。 

據漁業年報統計資料顯示，臺灣養殖九孔年產量從 2004年的 1,301公噸衰退至 2011年

的 116公噸，九孔養殖業者休養比例高達 60%。經過水試所多年研究發現，由於養殖九

孔近親繁殖，族群的基因歧異度遠低於野生族群，成貝未達上市體型即性早熟和幼貝大



量落板，皆與遺傳變異和基因歧異度下降呈正相關。許多研究結果證明，基因弱化使族

群對環境和疾病的耐受性不佳，容易導致大量死亡。也因為這些原因造成了在東北角海

邊有許多的廢棄的九孔養殖場。 

    但近年來靠著台灣養殖業者自立自強的精神，嘗試讓各種品種雜交，找出適應台灣

海岸的品種，有九孔及鮑魚產量己經慢慢恢復中。老闆張樹根先生在分享生產經驗時臉

上有許多的驕傲，但談到願景時又對政府對九孔養殖產業的不重視非常憂心，他覺得政

府對這個產業並不了解，而且還放任進口業者打繫好不容易克服困境的少數九孔業者，

他一直想呼籲政府，自想的產業應該要好好的保護，不要放任自生自滅，這樣對於努力

不懈想要求生存的業者並不公平。 

    其實業者在 2008 年開始引進日本野生九孔種貝與臺灣種貝雜交，逐漸改善九孔幼

苗附著期的落苗和成貝大量死亡問題，當然這中間遇到很多的困難，而從 2011 年起張

先生便在新北市東北角的海底池養殖的臺日雜交九孔，而且養成率和存活率均明顯有所

提升。2014 年東北角九孔年產量上看 180 公噸，是 2012 年的 10 倍，顯示九孔產業逐

漸復甦。臺日雜交九孔和臺灣長期自交的九孔，雜交可改善對環境耐受力。東北角海底

池養殖的臺灣自交九孔，約在 4月放養，到 10月底就必須全數收成，沒辦法渡過冬季

的低水溫期。然而，一樣從 4月放養的臺日雜交九孔，採補的期間可從 10月底持續間

捕至隔年的 2、3月，如果越晚採收則體型愈大，價格愈高。這也讓業者有持續的動力。 

八、不怕大家試吃的養殖場－新東洋白蝦養殖場 

    從 2011 年的走路環島活動時第一次透過成功鎮宋明燕小姐的介紹，而進入拜訪，

往後只要走路環島經過時，一定會帶著伙伴走進到這個熱情的地方—新東洋白蝦養殖

場，聽老闆娘談起過往歷史，她說這裡以前本是養九孔的池子，但九孔得病後把錢都花

光了，在走頭無路時朋友給了一包白蝦苗，也因此讓老闆開始養起了白蝦，養著養著也

養出了心得，而且自我要求要以無毒方式養殖，而得到大家的肯定。老闆娘驕傲的說：

新東洋養殖場位於台東縣成功鎮長濱鄉（原住民語：加走灣）是ㄧ個好山好水、無污染

的濱海村莊，坐靠東部海岸山脈，面向太平洋，全台十大魅力漁港之一的『烏石鼻漁港』

就在這裡，人們也稱烏石鼻為『七里香的故鄉』（原名月橘，由於開花時香氣四溢，故

稱作七里香）。新東洋擁有全台最優越的養殖地理位置，在這天然無污染的環境下實為

最適合培育水產的好地方。而白蝦養殖在台灣技術已臻純熟，每一個養殖戶都有自己的

養殖心法，及不為外人道的養殖心酸，每個養殖都有很好的口才及好客的個性，如果有

時間，如果您很會聊天，又剛好遇到養殖戶的漁忙空檔，大部份的養殖戶都會很樂意與



大家分享各式各樣的養殖經驗，能跟老闆坐下來話家常，聽聽滿腹養殖經，那一定會是

個充實的時光喔！ 

    一行人試吃白蝦，從鮮蝦（第一次吃未退冰而且是生的白蝦，只是覺得太好吃了）

一直吃到熟蝦（大伙都發現原來新鮮的熟蝦是脆的，第一次有吃有驚豔的感覺），最後

還吃了蝦仁，買的買，寄回家的寄回家（連國小小朋友都打電話回家說這蝦太好吃了，

請媽媽一定要買），充實了各種養蝦知識，也滿足了五臟，滿心快樂的離開養殖場。 

    說起養蝦的歷史，臺灣在 1980 年代就己經領先全世界研發草蝦的人工繁殖及養殖

技術，在 1987年臺灣草蝦養殖的年產量高達約 8萬公噸，在當時就己接近全球總產量

的一半，這在當以臺灣的面積而言，真的轟動武林驚動萬教，因此台灣被譽為“草蝦王

國”。但好景不長經 4~5年的使用後，水質及底質環境逐漸的優養化，竟造成 1987~1988

年一年之間草蝦產量突然下降至原產量的五分之一。其實這個情形也不只臺灣的發生，

事後研究發現這是高密度養殖蝦很容易造成這樣的結果，全世界各地都如此。在健康及

環境關念的重視下，無毒的白蝦養殖漸漸受到重視，也在市場上佔有一席之地，從北到

南從東到西，也因為養殖進入了 AI的世界，養殖有了不同的面貌，因此在台灣各地的

養蝦場都會看到『無毒白蝦』這樣的標語。 

九、另一種海中的石滬－定置網 

這一路其實經過許多的定置漁網魚場，而也有很多的伙伴到這些漁場中買魚來讓協

會處理給大家加菜，定置魚場這次停最久的是花蓮迴遊吧！那定置漁場是什麼呢？定置

漁業是一種使用陷阱捕魚的漁法，將魚誘導進入迷宮般的網中而捕獲。這種捕魚方式歷

史悠久，日本富山縣為定置網漁業之發源地，據考證自 15世紀起，日本已有定置漁業，

發展至今已有 500年以上的歷史。在中國很早就有各式類似定置漁場的捕魚方式，有分

成：筌、笱、罶、箔旋、瀘及滬等均是。「筌」（音同：全）為中國最古老漁具，在四、

五千年前就存在了，有莊子雜篇外務為證：「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台灣的原住

民也懂得以相似裝置捕魚。 而「笱」（音同：苟）是竹材編製河道上的定置漁具，詩經．

齊風云：「敝笱在梁、其魚魴鯀」，先民在河道的橫面堤壩上設置「魚笱」，魚順水而下

流入魚笱之中。《詩經·邶風·谷風》：「毋逝我梁，毋發我笱。」，笱不僅是捕魚的裝置，

也是傳統的河川生態工法，清代施世榜父子出資募工疏鑿濁水溪旁八堡圳時，由自稱林

先生的老人所傳授的引溪水入圳工法就是笱，以竹編成竹筍狀，內填石塊增重以沉底，

在濁水溪河床引水入八堡圳口，灌溉整個彰化平原，成就了富饒的魚米之鄉。「罶」（音

同：柳）是類似笱的漁具，但腰身較細，主要捕捉小型魚類，詩經．小雅記載：「魚麗



於罶，鱨鯊」。箔旋、瀘及滬是很相似的設計，定置漁具漢稱「箔旋」、東晉稱「瀘」、

唐朝稱「滬」。石頭築起的稱石滬，竹子圍成的稱竹滬。「箔旋」由若干箔簾網連結，層

層相套引魚進入陷阱。東晉時的漁法－「瀘」，將築竹柵定置於海邊，利用潮水漲落攔

捕魚類，其實跟現在台灣西部河川常見的立竿柵網極為相似，古人的生存智慧至今仍在

靜靜的傳承著。臺灣府葛瑪蘭廳誌：「大網，口闊尾尖，即此地之蕃也，澎湖有之。每

口用大杉木二枝，堅豎港口長流之所，名網椼，以網掛於椼上，凡魚蝦之屬，盡藏其中，

潮退舉起，解網尾出之。滬，用石碎圍築海坪中，水滿，魚藏其內，水汐則捕之」，所

以在澎湖現在大家還是稱定置魚網為「大網」。 

目前台灣定置網的魚獲種類西岸和東岸不盡相同，西海岸台灣海峽水域有：高鰭帶

魚、大眼金梭魚、棘鰆、圓花鰹、平花鰹、扁鶴鱵、鰆、巴鰹、花腹鯖、齒鰆、白口、

白鯧、烏鯧、單角革單棘魨、褐籃子魚、雨傘旗魚、無斑圓鰺等。 

      東海岸太平洋水域有：正鰹、高鰭帶魚、巴鰹、棘鰆、平花鰹、脂眼凹肩鰺、扁

鶴鱵、大眼金梭魚、鰆、無斑圓鰺、單角革單棘魨、花腹鯖、大眼鯛、魚署、雨傘旗魚、

白鰭飛魚、翻車魚、旗魚等。 

      迴遊吧的夥伴告訴我們，目前在台灣各個定置網設置都有其特性，每一個網具都

是獨一無二的，都必需要有專家來進行評估計算後才能設置，每一個網具的設置費用從

一千萬到上億台幣都有可能，當大家聽到這個金額都睜大了眼睛，這真是一種大額投資

的漁具漁法。行程中我們沿路經過了好幾個定置網，新竹海山港的明發定置網、東北角

石城、宜蘭東澳、南澳、花蓮崇德、七星潭、台東三和等地都有定置網業者在經營，以

宜蘭與花蓮最多，台東三和最老，是日治時期就設立至今，新竹明發是西海岸唯一的一

組，也是全台第一個魚獲不落地的魚港及魚市場，從看魚、買魚、殺魚有的連現場煮魚

都可以一貫完成，真是令人驚嘆！ 

十、和協會一樣的海洋職人－黑潮海洋文教基金會 

    從 12 年前第一次海岸環島的場勘開始，每次走到花蓮，一定會去拜訪（麻煩）花

蓮的優質夥伴團體－黑潮海洋文教基金會。 

      黑潮海洋文教基金會於 1998 年成立，是台灣第一個民間自發性的海洋生態環保

團體，一開始是從海上鯨豚調查記錄工作起家，進而以「關懷台灣海洋環境、生態與文

化」為宗旨，匯集台灣愛好海洋民眾的心力，如同一股陸地上的黑潮洋流，共同以穩定、

溫暖、堅持的態度，傳達與實踐海洋保育理念，期待讓大家親近、認識而珍惜海洋。黑

潮的宗旨和協會的目標很接近，也都一樣在意海洋環境與生態文化，無論在海岸線或大



海上，認真進行海洋環境教育的工作者也是非常重要的海洋百工之一呢。 

      每次環島旅程走到花連時，都會相約黑潮的夥伴一同完成一些有趣的事情，比如

進行一場鯨豚講座、比如在黑潮夥伴帶領下一起徒步走過各段花蓮海岸，在環保公園旁

討論海洋廢棄物的污染、在七星潭的礫石海灘上一起拜訪定置漁場、一起溯溪、一起陪

伴大學志工認識花蓮、甚至浪漫一點的在奇萊鼻燈塔旁讀一段寫給花蓮海岸的詩，或是

大家最期待的出海認識海中的鯨豚朋友，聽聽不同的黑潮夥伴拿著麥克風，用沈穩、清

晰、專業的語氣，訴說彼此對海洋的愛。我們從孩提時期開始就在父母、師長的引導下，

學習其他小孩交朋友、學習認識生活周遭的小動物，交朋友是需要學習的，孩子才會更

清楚的知道人與人相處的過程中需要分享、需要給予、需要相互尊重。正確認識海洋環

境與海中生命的方式也是需要學習的，人們才會更清楚的知道地球上生存的萬物絕非為

了人類而存在，也不能因人類的好惡就決定其他生命的生與死，他們本來就在那裡，海

洋就是海洋生物的家，甚至不是人類的家，我們親近海洋是去朋友家拜訪，如同去陸地

上人類朋友幾拜訪一樣，要有禮貌、守規矩、要學會『尊重』，比如去朋友家作客，不

能任意大聲嚷嚷、不能任意開主人冰箱、房門、任意拿取任何東西、甚至不告而取便為

偷，這都是不懂得『尊重』。進入山林、海洋裡不也是這樣嗎？一切的砂石草木、都是

蟲魚鳥獸的食物，是他們的家，不是我們的，我們能夠適度的取用我們需要的，但不應

也不能整碗端走吃乾抹淨，這都是自私與不尊重的表現，環境教育的核心精神是環境倫

理，環境倫理就是在講『尊重』，當人們可以看清楚人與環境之間的對待關係，並認知

到『環境不是為了人類而存在』、『人類真的是不地球上必要存在的生命』、甚至『地球

上沒有人類真的不會怎麼樣，只會越來越好』之後，如果人類真的可以看清楚這一點，

很多對待環境的方式一定會不一樣。 

      這次的旅程走到花蓮時，剛好遇到黑潮乘坐賞鯨船沿台灣海岸巡迴進行海洋廢棄

物調查的『島航』計畫正在進行，徒步隊伍走到磯崎、新社、豐濱那天，TAMEE環島

隊伍在陸地上走，黑潮夥伴乘坐多羅滿賞鯨船正好在身旁同一片海域拖網調查，兩方還

約好進行一場海陸連線的現場直撥，互相分享彼此對海洋所做的努力，真的是很難得的

緣分。用正確的方式進入海洋環境真的是需要學習、需要引導的，這個職業就是海洋教

育工作者，黑潮海洋文教基金會與 TAMEE台灣海洋環境教育推廣協會都是其中很認真

努力推動海洋教育，讓全民學會用尊重的心進入海洋、認識海洋環境。 

    2019 年 57 天海岸徒步環島--走在家鄉海之濱－海洋百工探尋的徒步旅程，雖然已

經結束，但協會持續記錄海洋百工、持續紀錄台灣海岸變化、持續推動海洋環境教育的



腳步不會停止，百工計畫的精神是感恩，環境教育的目標也是感恩，讓人學會感恩天地

萬物，讓人學會感恩眾人的互相成就，人是無法獨立完成所有事情，也無法獨自生存於

現代社會，是萬物共同的給予，是眾人互相的協助，我們才能擁有現在這樣的生活。海

洋的故事何其多，希望你我能一起繼續探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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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109學年度海洋通識教育課程研習第 1場次 
 

回饋單統計 
A、課程方面 

 
（一）對研習「主題」安排之滿意程度？ 

      
     非常滿意 65.5 %  滿意 34.5 %  尚可  0  %  不滿意  0  %  非常不滿意  0  % 

 
（二）對研習主題「內容」安排之滿意程度？ 

 
非常滿意 58.6 %  滿意 41.4 %  尚可  0  %  不滿意  0  %  非常不滿意  0  % 

（三）對研習主講者表現之滿意程度？ 
 
非常滿意 58.6 %  滿意 37.9 %  尚可 3.4 %  不滿意  0  %  非常不滿意  0  % 

（四）對主講者回應整體表現之滿意程度？ 
 
非常滿意 58.6 %  滿意 37.9 %  尚可 3.4 %  不滿意  0  %  非常不滿意  0  % 

B、整體安排方面 
 

（一）對研習時間安排之滿意程度？ 
 

非常滿意 72.4 %  滿意 27.6 %  尚可  0  %  不滿意  0  %  非常不滿意  0  % 
 
（二）對服務人員態度之滿意程度？ 
 

非常滿意 86.2 %  滿意 13.8 %  尚可  0  %  不滿意  0  %  非常不滿意  0  % 
 

（三）對此次研習了解程度？ 
 
非常滿意 48.3 %  滿意 51.7 %  尚可  0  %  不滿意  0  %  非常不滿意  0  % 

C、本次研習之建議： 
 

1.下次再往北一點，永安 LNG冷排水養殖很值得看！ 
2.希望以後的研習也能像今日一樣有走讀行程，會比較深刻認識自己的家鄉。 
3.太棒了！多認識一些植物、蟹類，開心！希望能多辦類似的研習，收穫良多，感恩！ 
4.感謝承辦人的用心，工作人員辛苦了，多了解高雄的漁港，謝謝。 
5.喜歡戶外實地走訪的行程，good！ 
6.午餐美味健康又營養，紀念品有特色。 
7.戶外行程踏青互動多，中餐不錯。 
8.辛苦了！ 
9.講師多帶領海岸線活動。 
10.期待下一場，謝謝！ 



11.非常期待下一場課程！ 
12.Bravo！謝謝辛苦的七賢團隊！ 
13.安排用心到位，辛苦了，收穫甚豐！ 
14.非常棒，謝謝承辦人員，辛苦了！ 
15.辛苦了，可繼續推廣辦理。 
16.感謝主辦單位的用心。 
17.可繼續辦理，辛苦了。 
18.多多辦理，Thanks！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109學年度海洋通識教育課程講習會回饋單統計表（第 1場次） 
 

親愛的校長、主任、老師： 
    感謝您參與本次研習活動，期盼藉此對您在未來推動海洋教育能更有幫助，耽誤您幾分鐘時間填
寫這份回饋單，以作為敝單位往後規劃相關研習活動的參考。請您在離開會場前，將此回饋單交給在

場的工作人員，由衷感謝您的協助與配合！ 
 
壹、研習時間：12月 11日 13:00～17:50 
 
貳、研習意見調查： 

項   目 

分數 

1 2 3 4 5 

(低)    (高) 

研習主題 

u看見海岸－以在地連結推動海岸管理〈廖文弘簡

任技正〉 

v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辦理「海洋教育創新教

學優質團隊」獲獎團隊經驗分享 

w走出來的海洋教育（郭兆偉秘書長） 

0% 0% 15.38% 38.46% 46.15% 

 
 

0% 
 
 

0% 

 
 

0% 
 
 

0% 

 
 

0% 
 
 

0% 

 
 

46.15% 
 
 

7.69% 

 
 

53.85% 
 
 

92.31% 

研習安排 

u研習訂定之時間恰當，方便參加。 

v研習課程內容充實且淺顯易懂。 

w此場研習安排適當之講師。 

x研習場地規畫及座位安排恰當。 

0% 0% 15.38% 15.38% 69.23% 

0% 0% 0% 38.46% 61.54% 

0% 0% 0% 30.77% 69.23% 

0% 0% 0% 30.77% 69.23% 

課程內容 

u研習課程不至於太艱深難懂，偏離實際需求。 

v講師講解清楚，深入淺出且生動有趣。 

w講師與聽眾有良好的互動且能耐心回答問題。 

x課程內容能吸引我的注意，使內容精采充實。 

0% 0% 0% 53.85% 46.15% 

0% 0% 0% 30.77% 69.23% 

0% 0% 0% 38.46% 61.54% 

0% 0% 0% 38.46% 61.54% 

 

參、相關意見及建言： 

◎研習的整體活動安排，我覺得最大的收穫是什麼？ 

1.對於如何落實海洋教育有更具體的想法。 
2.因為郭兆偉秘書長的講座，能自省人類，用心走出海洋教育（家鄉海岸）。 
3.場地舒適、講者專業、分享者優、聽者銘心。 
4.認識海洋教育，知海、親海、互動、共好。 
5.海洋教育的實務運作（於學校課程或活動）。 
6.了解海洋教育。 

◎我想給主辦發展單位的建議有（從報名至研習結束的所見所聞，都歡迎提供建議）： 

1.感謝主辦單位邀請具有教學實務經驗的講者進行分享。 
2.感謝主辦單位的用心，辛苦了！ 
3.主辦單位很棒，七賢國中團隊很優！ 



4.感謝大家！ 

◎期待您提出想聆聽的海洋教育通識課程，以作為教育局邀請專家之參考。 

1.希望能邀請郭兆偉秘書長作海龜專題的演講，還有實際走訪高雄海邊。 
2.台灣四面海底資源的開發現狀為何。 
3.實作課程。 
4.食魚教育。 
 

※由衷感謝您的回饋！您的回饋是我們進步的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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