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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度食農教育融入小學優良課程方案 

課程方案設計內容 
一、課程方案名稱─ 

「食在安康，魚見幸福」 

二、作品設計的特色(摘要)─ 
     屏東縣擁有全台最長的海岸線，得天獨厚的地理環境，成為西南沿海的養殖重

鎮，本校〈林邊鄉崎峰國小〉正位於此區域，周邊是典型漁村型社區，水漁產品在地

養殖、當季食材，是學童認識本土環境與人文產業的最佳教材，本校期望以「食在健

康，魚見幸福」議題為課程核心，辦理學童食魚教育教學，建立在地學童健康永續吃

魚觀念。 

  本校課程設計包括了育苗到收成各個階段、魚蝦生長歷程認識、環境與生態、在

地產業踏查、安全食品等各面向重要訊息，希望讓學童認識食材，了解食材健康與自

己身體的關係，再透過料理吃到健康食物。 

  在教學活動過程中，當學童探查了解家鄉文化特色及產業發展後，能進一步珍惜

家鄉資源，知道選取當地食材，縮短食物里程，培養愛護環境的信念；此外規劃學童

實作體驗，從捕撈、清洗、除餘、冷藏到烹調的過程，自己動手煮一道魚料理，從中

體會餐餐得來不易，學會感恩；同時在小組合作中進行溝通、討論、尋求解題策略、

思考更為深入，學習獲得更大加乘效果，正符合「學習共同體」的精神。 

 

三、課程實施對象基本說明（闡述課程對象基本屬性與現況、適合人

數與規模、適合領域或主題/方案） 
 

項  目 

（課程活動名稱） 
課程活動內容 活動時間  實施對象 適合人數 

學習領域 

與融入議題 

畫我漁鄉 
1、家鄉地理環境與

生活關係 

2、家鄉社區的特色

漁產品 

40分鐘 國小高年級 30人 
社會領域 

語文領域 

環境議題 

魚肉香民 
1、在地食材文化價

值及食魚調理 
80分鐘 國小高年級 30人 

綜合領域 

家政議題 

石斑達人 

 

1、漁業養殖達人經

驗分享 

2、關懷在地友善養

殖漁家 

40分鐘 國小高年級 30人 
自然與生活科技 

語文領域 

天才小釣手 

 

1、認識石斑養殖生

態季節 

2、體驗捉魚戲蝦樂

40分鐘 國小高年級 30人 
自然與生活科技 

綜合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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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 

魚見商機 
1、認識在地產業經

濟活動 

2、食物儲存加工的

變化 

80分鐘 國小高年級 30人 
健康與體育 

語文領域 

家政議題 

 

四、課程方案理念與目的（應闡述與校本課程關連、核心素養、領域

能力指標及議題融入、教學目標等） 

 

課程方案理念 

與目的 

1、從人文關懷角度，引領學童認識在地養殖產業。 

2、了解在地水產品的來源及台灣沿近海漁獲量逐年衰退的現況。 

3、加強學童對我國生產之友善環境養殖水產品的認知與支持。 

4、發展在地漁村人文食漁教育，建立在地學童健康永續吃魚觀念。 

5、落實「友善環境養殖」及「食品安全」的真諦。 

教學主題 「食在安康，魚見幸福」 

教學目標 
1、引導在地學童培養愛護鄉土、關懷家鄉之情操。 

2、教育在地學童了解家鄉農產品--養殖石斑魚之特色及價值。 

3、建立社區人士及國人吃好魚、慢吃魚、健康吃魚之正確飲食觀念。 

4、協助漁鄉推廣在地水產品加工業，並進而促進在地社區經濟發展。 

核心素養 
1.能從聆聽中，思考如何解決問題 

2.能以具體行動實踐對環境的維護責任 

3.能選購包裝完整且有環保標章的安全食品。 

4.能在整理實驗記錄中歸納事物發展的規則。 

5.能透過參與校內或社區服務活動，分享互動歷程中之經驗與感受。 

6.參與舉辦學校或社區的環境保護與永續發展相關活動。 

7.選擇符合營養且安全衛生的食物。 

能力指標 
1.社會 1-2-1-2，2-2-1-1，5-3-1-1， 

2.語文 2-3-2-1，2-3-2-8，3-2-1-2， 

3.綜合 1-3-2-1，3-2-3-3，4-2-2-6， 

4.自然 1-1-1-1-2，1-2-5-2-1，2-1-2-1-6，2-3-2-2-2， 

5.健康 2-1-4-2，2-2-4-4，2-2-5-3， 

融入議題 
6.家政 1-1-3，1-2-1，1-3-4，1-4-2， 

7.環境 1-2-4，2-2-1，4-1-2， 

8.海洋 2-2-1，3-2-1，5-2-2， 

教學時間 
七節課（280分鐘） 

教學對象 
國小五、六年級 

教學流程 
1、【活動一】畫我漁鄉；2、【活動二】魚肉香民； 

3、【活動三】石斑達人；4、【活動四】天才小釣手； 

5、【活動五】魚見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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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量方法 
  本單元之教學評量，依其教學目標而設計，部分評量分散於各個活

動中之操作過程及記錄之中，亦即形成性評量。此外在活動流程的最

後，各個活動完成後，再給予一總結性評量。教學過程中，依據形成

性評量及總結性評量之結果，作為學生是否達成學習目標之依據，並

據以給予各個不同差異之學生個別化的指導。 

教具使用 
筆記型電腦、單槍投影機、教學光碟、圖片、訪談紀錄表、海報紙等。 

 

 

五、教學活動架構〈模組原型圖〉 

 

 

 

 

 

 

 

 

 

 

 

 

 

 

 

 

「食」在安康

「魚」見幸福 

漁鄉魚香 

魚肉香民 石斑達人 魚見商機 

年年有魚 

傳漁情 

在地食材

文化價值

及食魚調

理 

關懷在

地友善

養殖漁

家 

 

 

漁業養

殖達人

經驗分

享 

認識石

斑養殖

生態季

節 

體驗捉

魚戲蝦

樂趣 

 

認識在

地產業

經濟活

動 

 

食物儲

存加工

的變化 

畫我漁鄉 

家鄉地

理環境

與生活

關係 

家鄉社

區的特

色漁產

品 

愛在漁鄉的

季節 

天才小釣手

關懷 



 4 

◎模組結構及使用說明 

（一）模組之教學 

     概要圖 

 

 

 

 

 

 

 

 

 

 

 

 

 

 

                         

     

 

完成     達成         繼續研究 

 

 

觀察情境 

察覺問題 

 

引導討論 

確定問題 

綜合評鑑 

推廣運用 

 

分工合作 

進行探究 

 

分享經驗 

整合成果 

 

林邊鄉是台灣西南沿海的養殖重鎮，從帶領學童觀察及認識

家鄉魚塭養殖生態環境及漁鄉風貌。透過漁產加工了解在地

食材及食魚的文化價值，並融入均衡飲食建立在地健康永續

食魚觀念；進而對家鄉生產之友善環境養殖水產品的認知與

支持。由生活情境中，引導學生自由提出關於「食魚經驗」

的問題，例如： 

◎家鄉社區地理環境與特色漁產品有何關係？ 

◎石斑魚養殖生態季節如何透過調理成為在地食材？ 

◎友善環境養殖及食品安全，能否促進在地產業經濟活動？ 

 

根據以上的問題，歸納出可以探究的主要問題： 

1、沿海養殖業主要產品是那些？會遭受那些災害損失？會

關心在地養殖水產品的價格或購買的意願？ 

2、環境汙染會影響養殖魚蝦生長，直接影響人類食材來源。 

3、魚塭養殖環境，會影響魚食材的來源。認識友善的養殖

方式，能關懷在地友善的養殖漁戶。 

4、食材加工的重要性，如何在食品安全規範下選購健康食

品。 

 

 

安排系列的教學活動： 

◎畫我漁鄉（利用閱讀討論的方式，讓學生自由發表，喚起

學生關切家鄉的生活環境）。 

◎魚肉香民（指導學生認識食魚的部位，連結常見魚料理的

方式或烹調口味的舊經驗，實作體驗料理）。 

◎石斑達人（由在地石斑養殖達人分享在養殖過程的辛苦及

面臨銷售困境，也談到魚獲收成的喜悅）。 

◎天才小釣手（學生親身體驗捉魚餵蝦的樂趣）。 

◎魚見商機（蒐集水產品加工處理過程，學生了解並發揮創

意還有哪些方法可保存食物及增添食材美味）。 

 

 

學習

成就

評量 

 

教學

成就

評量 

 

延伸問題： 

1、如何鼓勵友善的養殖方式，關懷在

地友善的養殖漁戶。 

2、因應環境變遷，養殖生產調適。 

3、漁業生產永續，安全食材供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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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模組之系列教學活動 

   一、畫我漁鄉（利用閱讀討論的方式，讓學生自由發表，喚起學生關切家

鄉的生活環境） 

   二、魚肉香民（指導學生認識食魚的部位，連結常見魚料理的方式或烹調

口味的舊經驗，實作體驗料理） 

   三、石斑達人（由在地石斑養殖達人分享在養殖過程的辛苦及面臨銷售困

境，也談到魚獲收成的喜悅） 

 四、天才小釣手（學生親身體驗捉魚餵蝦的樂趣） 

 五、魚見商機（蒐集水產品加工處理過程，學生了解並發揮創意還有哪些

方法可保存食物及增添食材美味） 

〈三〉課程設計緣起 

    屏東縣擁有全台最長的海岸線，得天獨厚的地理環境，成為西南沿海的養殖

重鎮，本校〈林邊鄉崎峰國小〉正位於此區域，周邊是典型漁村型社區，水漁

產品在地養殖、當季食材，是學童認識本土環境與人文產業的最佳教材，本校

期望以「食在健康，魚見幸福」議題為課程核心，辦理學童食魚教育教學，建

立在地學童健康永續吃魚觀念。 

  本校課程設計包括了育苗到收成各個階段、魚蝦生長歷程認識、環境與生

態、在地產業踏查、安全食品等各面向重要訊息，希望讓學童認識食材，了解

食材健康與自己身體的關係，再透過料理吃到健康食物。 

  在教學活動過程中，當學童探查了解家鄉文化特色及產業發展後，能進一

步珍惜家鄉資源，知道選取當地食材，縮短食物里程，培養愛護環境的信念；

此外規劃學童實作體驗，從捕撈、清洗、除餘、冷藏到烹調的過程，自己動手

煮一道魚料理，從中體會餐餐得來不易，學會感恩；同時在小組合作中進行溝

通、討論、尋求解題策略、思考更為深入，學習獲得更大加乘效果，正符合「學

習共同體」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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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題探究活動 

「食在安康，魚見幸福」教學活動流程 說     明 

【觀察情境 察覺問題】 

林邊鄉是台灣西南沿海的養殖重鎮，從帶領學童觀察及認

識家鄉魚塭養殖生態環境及漁鄉風貌。透過漁產加工了解

在地食材及食魚的文化價值，並融入均衡飲食建立在地健

康永續食魚觀念；進而對家鄉生產之友善環境養殖水產品

的認知與支持。由生活情境中，引導學生自由提出關於「食

魚經驗」的問題，例如： 

◎家鄉社區地理環境與特色漁產品有何關係？ 

◎石斑魚養殖生態季節如何透過調理成為在地食材？ 

◎友善環境養殖及食品安全，能否促進在地產業經濟活

動？ 

【引導討論 確定問題】 

根據以上的情境探討，歸納出可以探究的主要問題： 

1、沿海養殖業主要產品是那些？會遭受那些災害損失？

會關心在地養殖水產品的價格或購買的意願？ 

2、環境汙染會影響養殖魚蝦生長，直接影響人類食材來

源。 

3、魚塭養殖環境，會影響魚食材的來源。認識友善的養

殖方式，能關懷在地友善的養殖漁戶。 

4、食材加工的重要性，如何在食品安全規範下選購健康

食品。 

【分工合作 進行探究】 

◎畫我漁鄉（利用閱讀討論的方式，讓學生自由發表，喚

起學生關切家鄉的生活環境）。 

◎魚肉香民（指導學生認識食魚的部位，連結常見魚料理

的方式或烹調口味的舊經驗，實作體驗料理）。 

◎石斑達人（由在地石斑養殖達人分享在養殖過程的辛苦

及面臨銷售困境，也談到魚獲收成的喜悅）。 

◎天才小釣手（學生親身體驗捉魚餵蝦的樂趣）。 

◎魚見商機（蒐集水產品加工處理過程，學生了解並發揮

創意還有哪些方法可保存食物及增添食材美味）。 

 

 

＊利用閱讀討論的方式，讓

學生自由發表，喚起學生

關切家鄉的生活環境。 

＊藉著專題研究，喚起學童

對家鄉養殖漁業與魚食

材來源的密切關連。 

 

 

 

＊分組討論魚塭養殖在現

代食材來源的利用。 

＊教師先指導學生認識魚

塭養殖環境。 

＊引導學童對魚塭養殖流

程做體驗實作，了解養殖

漁業的甘苦。 

 

＊學生能將搜尋的資料彙

整，並與同學討論，同時

利用編輯軟體，製作投影

片報告。 

＊教師先到考察地點進行

地形觀測，規劃參觀路線

及採集標本的適合地點。 

＊教師之間做好協同教學

的準備。 

 

 

＊教師提示學生生長環境

對養殖的重要性，會影響

健康安全食材來源。 

＊教師對學生提出的意見

要給予肯定與稱讚，並對

學生未提出的部分，可給

予適當提示引導。 



 7 

【分享經驗 整合成果】 

1.資料彙整後，指導學生了解家鄉海水資源豐富，養殖漁

業發達並有特色漁產品-石斑魚；但也發現校園周邊魚塭

部分養殖池逐漸荒蕪，急需資源挹注。 

2.指導學生能認識環境汙染會影響養殖魚蝦的生長，直接

影響人類食材來源，同時增進對食魚的價值，學童也了解

如何挑選健康石斑魚和蝦。 

3.體驗魚塭養殖的環境，影響魚食材的來源。體驗養殖漁

業生產的甘苦，能認識及支持在地養殖的價值與漁鄉發

展。 

4. 指導學生了解食品安全規範和食材加工是相輔相成

的，也能促進漁業生產永續，安全食材供給。 

【綜合評鑑 推廣運用】 

1、如何鼓勵友善的養殖方式，關懷在地友善的養殖漁戶。 

2、因應環境變遷，養殖生產調適。 

3、漁業生產永續，安全食材供給。 

 

 

＊指導學生如何利用圖鑑

來進行實驗觀察與對照。 

 

＊教師在指導學生做歸納

整理時，可說明如何將有

關食材保存的特性應用在

日常生活中。 

＊指導學生了解食品安全

規範和食材加工是相輔相

成的，也能促進漁業生產

永續，安全食材供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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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模組之系列教學活動－ 

教學活動設計 1 

模組名稱 食在安康、魚見幸福 單元名稱 漁鄉魚香 

活動名稱 畫我家鄉 適用對象 五、六年級 

時間 40 分 設計者 郭希得、許淑銘 

教學器材 筆記型電腦、單槍投影機、剪報資料、學習單、 

教學理念 屏東縣擁有得天獨厚的地理環境，成為西南沿海的養殖重鎮，本校

〈林邊鄉崎峰國小〉正位於此區域，周邊是典型漁村型社區。藉由

搜尋有關沿海養殖的資料及請教社區耆老互動中，引導學生上網搜

尋編輯的方法與能力。如能配合校外教學，參觀在地魚蝦養殖場，

讓學生有更深一層體會家鄉地理環境與生活產業經濟的密切關係。 

學習活動 說 明 

◎準備活動： 
1、教師上網搜尋有關家鄉〈林邊鄉〉的

地理位置。 

2、引導學生了解家鄉的地理位置。 

3、地理環境影響當地居民的經濟活動。 

4、教師準備許多有關「林邊鄉遭受莫拉

克風災肆虐」的剪報資料，引發學生

舊經驗。 

◎發展活動： 
1、教師播放投影片，鼓勵學生發表對家

鄉的印象。 

2、教師發給各組一張海報紙，鼓勵學生

以學校為中心，劃出學校周邊的養殖

魚塭。 

3、各組將海報紙貼在黑板上，並將各魚

塭所養殖的魚蝦種類標示。 

4、各組討論，發表觀察的心得，並將資

料記錄在學習單上。 

◎綜合活動： 
1、家鄉位於台灣西南沿海，地利之便及

海水資源豐富，養殖漁業發達。 

2、家鄉社區養殖魚塭生產的特色漁產

品。 

3、學生畫出校園周邊魚塭發現部分養殖

池逐漸荒蕪，急需資源挹注。 

4、學生進行學習單操作，了解主要養殖

─石斑魚特徵。 

＊利用閱讀討論的方式，讓學生自由發表，喚

起學生關切家鄉的生活環境。 

＊ 教師先上網搜尋有關地理位置及風災造成

家鄉經濟損失新聞資料，加入到「我的最

愛」，利用課堂上播放給學生閱覽，以節省

搜尋的時間。 

＊教師引導學生發表自己曾經聽過長輩述說

莫拉克風災的經歷，造成在地產業經濟損

失，了解在地產業經濟對家鄉生活的影響。 

＊進行學習單的實作評量。 

 

＊教師對學生提出的意見要給予肯定與稱

讚，並對學生未提出的部分，可給予適當提

示引導。 

＊喚起學生多關懷多觀察社區周邊環境養殖

漁業的興衰。 

＊喚起學生對平日在家或學校食魚的舊經驗。 

 

 

＊教師引導學生思考討論：沿海養殖業主要產

品是那些？會遭受那些災害損失？會關心

在地養殖水產品的價格或購買的意願？ 

＊資料彙整後，指導學生了解家鄉海水資源豐

富，養殖漁業發達並有特色漁產品-石斑

魚；但也發現校園周邊魚塭部分養殖池逐

漸荒蕪，急需資源挹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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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設計 2 

模組名稱 食在安康、魚見幸福 單元名稱 漁鄉魚香 

活動名稱 魚肉香民 適用對象 五、六年級 

時間 80分 設計者 郭希得、許淑銘 

教學器材 筆記型電腦、單槍投影機、學習單、圖片、料理工具等 

教學理念 家鄉魚塭養殖產品以石斑魚為大宗，透過在地食材及食魚文化的介

紹及經驗分享，關懷漁鄉的風土人情；同時教導學童如何挑選健康

石斑魚，親自料理品嘗鮮美豐魚大餐，提升食魚意願及漁產需求量。 

學習活動 說 明 

◎準備活動： 

1、教師準備石斑魚及白蝦圖片，分別將魚

及蝦各部位名稱標示出來。 

3、教師引導學生思考討論：喜歡吃魚或蝦

嗎？喜歡食魚的部位？常見魚料理的方

式或烹調口味？ 

4、告知學生下次課程即將進行石斑料理小

廚神活動。 

◎發展活動： 

1、各組成員分別用五官觀察，魚和蝦各部

位名稱和功能？可食用的部位在哪裡？

鼓勵學生能從外觀判斷。 

2、各組討論設計一道魚料理，先在家烹調

練習，在體驗活動中互相觀摩分享料理。

教師收齊各組學生料理草稿資料後，邀請

家長到校協助。 

3、學生準備材料及工具進行魚料理製作。 

4、學生分組製作魚料理，請家長在旁觀看，

注意學生使用工具，烹調過程中安全性。 

5、魚料理完成上桌，讓學生逐一發表介紹

烹調過程，藉以訓練口語表達能力。 

◎綜合活動： 

歸納學生討論的結果： 

1、家鄉魚塭養殖產品以石斑魚為大宗，我

們卻常忽略在地魚食材，在關懷漁鄉的漁產

也同時教導學童如何挑選健康石斑魚，親自

料理品嘗鮮美豐魚大餐，提升食魚意願及漁

產需求量。 

2、帶領學童認識均衡飲食重要及食魚價值。 

3、由學生討論中，引導其關心週遭環境水

質是否乾淨， 

◎引導思考討論： 

＊利用圖片的方式，讓學生體驗養殖魚蝦

的特性。 

＊指導學生認識食魚的部位，連結常見魚

料理的方式或烹調口味的舊經驗 

＊學生發表的內容，教師將要點板書整理。 

＊進行學習單的實作評量。 

 

◎教師提問並說明： 

＊指導學生正確用五官觀察，例如用手觸

摸、眼睛觀察，但不可輕易用嘴巴嘗試。 

＊在討論過程中可利用學習手冊進行體驗

活動，讓學生想像魚蝦生長活動情形，

並體驗在循環過程中可能遭遇污染的狀

況。 

◎體驗活動： 

＊學生回家與家人討論設計料理，增加親

子互動，學習融入生活。 

＊學生穿上廚師服，極力表現拿手料理，

培養學童學會選擇健康食材的能力。 

 

 

◎歸納說明： 

＊資料彙整後，指導學生能認識環境汙染

會影響養殖魚蝦的生長，直接影響人類食

材來源，同時增進對食魚的價值，學童也

了解如何挑選健康石斑魚和蝦。 

＊由食魚過程引導其關心養殖環境水質是

否乾淨，爲下一個教學活動「石斑魚達

人&天才小釣手」的專題研究佈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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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設計 3 

模組名稱 食在安康、魚見幸福 單元名稱 愛在漁鄉的季節 

活動名稱 石斑達人&天才小釣手 適用對象 五、六年級 

時間 80分 設計者 郭希得、許淑銘 

教學器材 筆記型電腦、單槍投影機、圖鑑、學習單等。 

教學理念   帶領學童觀察及認識家鄉魚塭養殖生態環境及漁鄉風貌。經由在

地石斑養殖達人分享在養殖過程的辛苦及面臨銷售困境，也談到魚

獲收成的喜悅，學童能知道魚蝦養殖也應配合四季的變化，在面臨

魚群感染的處理方式，體認相互合作，共同分工享受養殖的樂趣；

進而關懷家鄉在地友善養殖漁家並予以支持。 

學 習 活 動 說  明 

◎準備活動： 

1、教師準備參訪養殖魚塭的路線圖，請

各組學生準備訪談紀錄表及觀察紀錄表。 

2、向學生說明即將到社區養殖魚塭進行

採訪，分組討論設計題目。 

3、教師介紹紀錄表格，教導學生如何記

錄採訪內容。 

4、前往目的地進行採訪。 

◎發展活動： 

1、教師引導學生認識魚塭周邊環境設施。 

2、全班分成兩組，一組先參觀石斑魚養

殖過程；另一組到由養殖場主人撈起魚

蝦，由學生親身體驗捉魚蝦的樂趣；最

後全班再一起與養殖場主人分享養殖

的甘苦談。 

3、學生依預先擬定問題請教魚塭養殖主

人分享養殖的經驗？並指導學生辨識石

斑魚的特徵？ 

4、請魚塭養殖主人示範正確餵養及捉放

的方法？請同學發表是否有捉養或

餵食魚蝦的經驗。 

◎綜合活動： 

1、說明漁塭養殖的現況，良善環境會影

響魚食材的來源。 

2、認識友善的養殖方式，能關懷在地友

善的養殖漁戶。感受養殖漁業生產的甘

苦，能認識及支持在地養殖的價值。 

◎引起動機並進入學習主題： 
＊教師先到社區附近養殖魚塭觀測地形，規

劃參觀路線及採集標本的適合地點。 
＊教師之間做好協同教學的準備。 

＊教師先利用學生的生活經驗，喚起學童對

生活中食魚經驗的關切，再展開本專題研

究。 

◎教師說明並提問： 
＊引導學生進行圖片指標的認識與實作並

踴躍說出自己的心得。 

＊指導學生用眼睛觀察、用手搧聞，有什麼

發現？ 

＊學生在参觀的過程中，能主動發覺魚蝦的

養殖環境，同時教師舉例學生在校園活動

與社區生活中是否有接觸魚蝦的經驗，並

引導學生是否曾經關心它們的養殖水質

是否潔淨？ 

＊學生能仔細聆聽漁場主人得經驗分享，並

鼓勵發表及提問。 

◎歸納說明： 

＊各組體驗活動完畢，討論魚塭養殖環境的

重要性，以及如何讓很多人多認識養殖漁

業及石斑魚，並說明環境汙染會影響養殖

魚蝦的生長，直接影響人類食材來源。 

＊歸納養殖漁業生產的甘苦，能認識及支持

在地養殖的價值與漁鄉發展。 

＊分組報告，並記錄在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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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設計 4 

模組名稱 食在安康、魚見幸福 單元名稱 年年有魚，傳漁情 

活動名稱 魚見商機 適用對象 五、六年級 

時間 80 分 設計者 郭希得、許淑銘 

教學器材 筆記型電腦、單槍投影機、學習單、簡報資料 

教學理念 藉由參觀在地水產加工廠及銷售超市，認識進口、養殖或捕撈水產

品之不同特性，並與石斑養殖及加工議題做聯結，落實永續海鮮、

食材安全及地產地銷的食農教育真諦。 

學習活動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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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備活動： 
1、教師準備參訪水產品加工廠的路線圖，

各組學生準備訪談及觀察紀錄表。 

2、向學生說明即將到社區水產加工廠進行

採訪，分組討論設計題目。前往目的地

進行採訪。 

3、水產加工食品如何保存，是否符合安全

健康食材，在我們日常生活中有哪些可

認證標章。 

◎發展活動： 
1、請加工廠解說員說明工廠生產製作銷售

的項目？ 

2、詢問學生是否有吃過或買過類似的食

品？了解是由何種食材加工製作嗎？ 

3、請解說員說明加工廠一貫化的作業流

程？或從捕撈、清洗、冷凍、包裝、

運送、消費者食用的食材運送與保存。 

4、請同學發表是否有相同的經驗或對哪一

個流程感興趣？。 

5、全班分成兩組，一組先參觀加工廠作業

過程；另一組到體驗實作區，由學生親

身體驗魚食材加工、添加物、保存、運

送的的樂趣；最後全班再一起與加工廠

老闆分享水產品加工的甘苦談。 

6、將訪問蒐集的資料，進行彙整，下次課

程中進行報告。 

◎綜合活動： 
1、各組體驗活動完畢，討論食材加工延長

食品保存及消費者選擇多樣性及重要性 

2、學生看得懂食品包裝說明，並在食品安

全規範下選購健康食品。 

3、分組報告，並記錄在學習單，並引導後

續相關研究問題： 

〈1〉食材加工解決生產過剩，養殖漁業生

產調適。 

〈2〉漁業生產永續，安全食材供給、消費

者安心食用及多樣選擇。 

◎引起動機： 
＊教師課前蒐集水產品加工處理過程，向

學生說明，讓學生了解並發揮創意還有

哪些方法可保存食物及增添食材美味。 

＊教師介紹紀錄表格，教導學生如何記錄

採訪內容。 

＊學生能踴躍參與，並且尊重團體規範。 

＊學生能用心完成作業。 

＊從食材加工過程，了解食材保存安全期

限及增加美味的多種方式，引導學童注

意安全食品認證標章。 

◎體驗活動： 

＊各組能說出加工廠的功能，並提出食物

保存及運送的方法。 

＊在操作過程中，讓學生了解加工食品及

添加物安全的重要性。 

＊ 學生能感興趣與別人分享他的創意點子

或搜尋的簡報資料。 

＊學生能將搜尋的資料彙整，並與同學討

論，同時利用編輯軟體，製作投影片報

告。 

＊評量：在形成性評量過程中，建立食品

選購與飲食安全的正確觀念。 

＊學習單觀察與紀錄（食品安全標章的認

識與圈選）。 

◎學生發表及歸納說明： 
＊學生會依食品裝說明選擇保存期限及安

全添加物的加工食品。 
＊學生瞭解透過食材加工作業可解決在地

養殖過剩滯銷情形，並增加養殖漁家的

收入，同時促進在地觀光和養殖業的興

盛。 

＊指導學生了解食品安全規範和食材加工

是相輔相成的，也能促進漁業生產永

續，安全食材供給。 

〈六〉參考資料： 

1、http://news.ltn.com.tw/news/focus/paper/1122919。 

2、https://www.peopo.org/news/43366。 

 

http://news.ltn.com.tw/news/focus/paper/1122919
https://www.peopo.org/news/43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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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單（一）石斑魚之旅 

     （     ）年（    ）班（   ）號  姓名（        ） 

◎單元名稱：石斑達人 

◎活動名稱：找尋石斑魚的家－參觀養殖魚塭設施及飼養流程 

◎參觀時間：106   年      月       日 

◎參觀地點：崎峰社區石斑養殖場 

◎石斑養殖場位置圖： 

 

 

◎石斑魚餵養過程： 

 

 

 

 

 

 

 

 

◎參觀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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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單（二）石斑魚的自畫像 

   請你實地参觀石斑魚的家後，利用顏色筆畫出你感覺石斑魚看起像

什麼，接下來再畫出牠有何特徵！ 

 

 

 

 

 

 

 

 

 

 

 

 

 

 

 

 

 

 

 

 

 

 

 

 

 

 

 

 

 

 

 

 

 

 

 
 

 

 

 

 

 



 15 

§學習單（三）認識食品安全標章 

◎小朋友你會從食品上的包裝認識符合健康食品的標章嗎？ 

 

項次 健康食品標章   標 章 名 稱 

1. 
食品良好作業規範/台灣優良食

品(104年 6月起適用) 

 

2. 深層海水自願性產品驗證標章 

 

3. 正字標記 

 

4. 優良農產品標章 

 

5. 有機農產品標章 

 

6. 產銷履歷農產品標章 

 

7. 吉園圃臺灣安全蔬果標章 

 

 

https://consumer.fda.gov.tw/Files/foodlogo/food_logo_01.html
https://consumer.fda.gov.tw/Files/foodlogo/food_logo_03.html
https://consumer.fda.gov.tw/Files/foodlogo/food_logo_03.html
https://consumer.fda.gov.tw/Files/foodlogo/food_logo_04.html
https://consumer.fda.gov.tw/Files/foodlogo/food_logo_05.html
https://consumer.fda.gov.tw/Files/foodlogo/food_logo_06.html
https://consumer.fda.gov.tw/Files/foodlogo/food_logo_07.html
https://consumer.fda.gov.tw/Files/foodlogo/food_logo_08.html
https://consumer.fda.gov.tw/Files/foodlogo/food_logo_0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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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崎峰國小辦理 106 年食農教育推廣計畫成果照片彙編 

辦理地點 林邊鄉崎峰國小 辦理時間 106.9.29 

執行單位 
崎峰國小&國立高雄海洋

科技大學 

參加人數 學生 30人 

教師：8人 

輔導員〈大學生〉：17人 

  

照片〈1〉食農教育課程開課由郭希得校長主持 照片〈2〉食農教育課程郭希得校長與參加學員

合影 

  

照片〈3〉食農教育食材料理由郭希得校長說明 照片〈4〉食農教育學生體驗實作食材料理 

  

照片〈5〉食農教育學生體驗實作食材料理 照片〈6〉食農教育學生體驗實作食材料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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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崎峰國小辦理 106 年食農教育推廣計畫成果照片彙編 

辦理地點 林邊鄉崎峰國小 辦理時

間 

106.9.29 

執行單位 
崎峰國小&國立高雄海洋科技

大學 

參加人

數 

學生 30人教師：8人 

輔導員〈大學生〉：17人 

  

照片〈7〉食農教育學生體驗實作食材料理 照片〈8〉食農教育學生體驗實作食材加工 

  

照片〈9〉食農教育老師體驗實作食材加工 照片〈10〉食農教育進行海洋魚類生長環境介紹 

  
照片〈11〉食農教育進行海洋魚類生長環境介紹 照片〈12〉食農教育進行海洋魚類生長環境介紹 



 18 

屏東縣崎峰國小辦理 106 年食農教育推廣計畫成果照片彙編 

辦理地點 林邊鄉崎峰國小 辦理時間 106.9.29 

執行單位 
崎峰國小&國立高雄海洋科

技大學 

參加人數 學生 30人教師：8人 

輔導員〈大學生〉：17人 

  

照片〈13〉食農教育進行海洋魚類生長環境介

紹 

照片〈14〉食農教育進行學生學習單指導說明 

  

照片〈12〉食農教育進行學生有獎徵答 照片〈12〉食農教育進行食品安全標章介紹 

  
照片〈17〉食農教育學生體驗實作食材料理 照片〈18〉食農教育進行海洋魚類生長環境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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