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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構）介紹
金門縣水產試驗所（以下簡稱金門
水試所）位於金門縣金城鎮，設有行政
課、海洋漁業課、養殖漁業課及會計
室，並管理65公噸級漁業試驗船一艘。
其職掌金門縣各項漁業試驗調查工作的
策劃與推動，包括漁業技術改進、漁場
調查開發利用、漁具漁法改進試驗、海
洋生態環境調查、魚蝦貝類繁養殖、水
產技術訓練及水產資訊諮詢服務等工
作。
金門水試所在生態調查的過程發
現，海洋資源與過去相比，已明顯下
降，發現盡力去做資源復育的工作，仍
然比不上人類對棲地的破壞，或是對於
海洋資源過度的使用，惟有對民眾進行
環境教育，才有機會使得資源量再度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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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故秉持著這樣的理念，將專業的技
術透過科普的方式教育民眾，以既有的
生物資源作為教育民眾的最佳教材。
同時配合地方特色石蚵產業，於每
年春季舉行石蚵小麥文化季，然每年僅
此節慶時展示相關文物實為可惜，故
金門水試所102年結合金門過去戰地背
景，注入地方產業文化，融合為文化藝
術，於金門縣最大石蚵養殖地區「古寧
頭」規劃深具金門特色的「石蚵產業文
化館」，期望透過「石蚵產業文化館」
的系統性、完整性、知識性、觀光性與
永久性的展覽裝置，提供民眾有關石蚵
產業文化的環境教育知識，希望藉此帶
動當地休閒漁業與觀光產業發展。
近年來由於過度撈捕，加上民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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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構）組

參觀鱟生態文化館，探討人類如何與海洋和平相處

飲食方面不僅求有，更是開始追求精緻
美食，也導致沿海的海洋資源逐漸匱
乏，金門水試所也為復育周邊海域漁業
資源盡一己心力。
金門水試所推動環境教育已有多年
時間，於104年時提出系統化的教案並
申請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105年正
式取得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為展現
金門水試所推動環境教育的決心，每年
鼓勵機關內部員工參加訓練取得人員認
證，目前取得環境教育人員認證共有6
位，共有4個教案通過認證。

利用觀察課程，瞭解潮間帶生物因為
人類因素而面臨的危機

推動環境教育事蹟
三棘鱟保育、復育與教育
鱟曾廣泛分布於臺灣各島嶼，但隨
著經濟建設的高度發展，臺灣本島已難
見其蹤跡，僅剩金門與澎湖及嘉義等地
還能發現其倩影，尤其是金門，因位處
九龍江口，河海交界水域營養鹽豐富，
成為許多海洋生物的優良孵育場所，擁
有豐富海洋生物資源，尤其是西、北海

海洋生態解說服務團隊增能培訓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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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潮間帶棲地，更是鱟在金門的優良生
長繁殖場所。目前鱟已成為金門的代表
生物之一，金門水試所積極從事鱟的復
育與繁養殖技術精進，更在古寧頭劃設
400公頃的保護區，讓鱟能夠永續的在
金門繁衍生存，且每年培育1至2齡稚
鱟，擇定適宜稚鱟生活的潮間帶進行野
放。野放時會邀請各機關與學校參與，
希望經由這項活動來瞭解鱟、愛護鱟，
達到生態教育宣導之效。

石蚵產業文化與教育
石蚵產業在金門已有4百多年的歷
史，石條式養殖的引進、高峰期與沒落
都與人類的生活習性有關，其中金門
傳統石條式牡蠣有4個養殖過程步驟，
依序為倒石→車石→豎石→收成（擎
蚵）。戰地政務時期的石蚵養殖其衍生
歷史文化，是一部具有在地特色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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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可以從目前石蚵養殖分布與現況，
讓金門在地人瞭解石蚵產業發展與石條
式養殖與生活的重要性；尤其石條式
養殖過程及使用工具如何讓石蚵生生不
息，建立石蚵資源的永續利用與環境生
態關係。

花蛤保育與教育
花蛤是金門常見的海產之一，藉由
花蛤顏色觀察，讓學員暸解不能以顏色
對花蛤進行分類，期能經由親近生物而
懂得愛護與尊重生命的重要性。在教育
方面，經由不同季節花蛤的生長情形，
講解花蛤因應環境的生存策略，瞭解基
本的生態原則，並喚起民眾保育的重要
性，也讓花蛤可以被下一代來永續利
用，並以此宣導小於10元硬幣大小的花
蛤別採集，去海邊享受挖花蛤的樂趣但
別帶走的環境友善行動。

提升學習者知識層面，進而珍惜海洋環境資源

製作屬於自己風格「鱟造型票卡套」

推廣漁村見學體驗及宣導漁業資源永續利用

結合說故事方式，介紹鱟的棲地、
生活環境及歷史常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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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構）組

介紹鱟有趣的生態及鱟與人食衣住行育樂的各種關係

棲地維護與教育
「互花米草」是強勢的外來入侵植
物，會改變海（河）岸生態系的生態功
能而使溼地陸化，並危害紅樹林成長，
且不僅改變地形地貌，更影響原本生活
其上的生物，干擾潮間溼地生態系。為
維護金門濱海溼地，金門縣政府歷年來
投入外來種「互花米草」移除，成效卓
越。

經濟魚種放流與教育
金門縣政府近年來為恢復及保護漁
業資源，致力推動魚苗放流計畫，以豐
富漁業資源，其中金廈海域蘊藏豐富的
漁業資源，亦是漁民賴以維生重要漁
場，為此縣府責成金門水試所擔負此項
重要工作。
增殖放流對於環境的影響可大可
小，金門水試所針對金門地區物種進行
調查研究，利用金門水試所試驗船捕撈
種魚、種蟹等，進行培育研究，評估區
域海域適合的物種、棲地及環境，進行
增殖放流計畫。藉此活動，除了可以
增加海域資源量外，也可以藉此教育民
眾，哪些是在地的魚種，哪裡是適合這

些魚種生活的地區，以及這些魚種的其
他相關訊息。
金門水試所從85年以來，一直有計
畫進行黑鯛增殖放流作業，期能在漁業
資源復育上帶來成效。為使民眾瞭解海
洋資源永續觀念，從105年起進行黑鯛
標識放流作業，並進行宣導推廣，期盼
民眾一同為此項計畫努力。

推動心得
金門水試所多年來一直致力於環境
教育宣導工作，但因人力有限，推動效
果亦受到侷限。在縣府及中央支持下，
逐年編列環境教育相關經費，希望能透
過在地的志工招募及培訓，提供更有彈
性的環境教育宣導工作。同仁透過環境
教育人員訓練課程，結識了許多志同道
合的夥伴朋友，配合花蛤季辦理花蛤環
境教育儲備講師及志工招募說明會，未
來會針對不同課題持續招募志工，建立
起夥伴資源庫。另開設多堂與金門在地
相關的課程，提供有意願協助金門水試
所推動環境教育的夥伴增能教育，提高
金門海洋環境教育的廣度及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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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保育的重要性

次，也感謝工作人員
及家長不斷的講解，
讓他們從小即瞭解不
同的魚棲息的環境，
才不會放生變成殺生
的慘案。故金門水試
所會繼續設計及推動
更多貼近生活的環境
教育方案，讓民眾都
願意參與環境教育。
海洋可以調節全
球的氣候，海洋孕育
瞭解石蚵產業與環境相互依存關係，並培養學生重視環境
生物多樣性，海洋亦
可以提供人類食物的
來源。近年來，海洋相關的研究在醫學
推動環境教育時，民眾的參與及反
上都有重大的突破，或是許多海洋生物
映是最好的回饋。金門水試所在從事各
仿生學上的研究，例如與國立清華大學
項環境教育時，使用淺顯易懂的說明方
合作，進行有關鱟血清的研究，其實海
式比艱深的專業知識，更能引起共鳴，
洋與人類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並非只
並根據活動的舉辦及民眾的回饋，調整
有食用，還有許多實用的功能。在人們
環境教育的內容，提供最有趣又具有環
與海洋這樣密切相關的情況下，金門水
境教育的方案。
試所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教育著民眾如
另外，還推出小小魚兒要回家的益
智活動，以放流的角度去告訴民眾，每
何愛護海洋，對於環境相關知識的教
個物種應有的棲地，如果亂放的話，會
育，以及如何永續利用海洋資源，都是
對環境造成影響。遊戲過程很簡單，深
金門水試所積極推廣及教育民眾的；因
受幼兒的喜愛，在攤位前面重複玩許多
此，積極辦理環境教育到校宣導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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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環境教育從小扎根；在地特色石蚵產
業文化，配合節慶推出擎蚵及創意美食
料理等體驗課程，不定期辦理石蚵環境
教育課程，向民眾介紹在地石蚵養殖文
化；依據在地海域環境，評估適合物種
由野外收集種魚後進行增殖試驗，並依
據其棲息區域及季節進行放流，增加物
種數量上的豐富度，且不破壞原有環境
的基因庫，而民眾於參與放流的過程，
亦可學習到哪些是在地的物種，哪些區
域是適合這些物種生活的環境，由參與
活動的過程就能學習到相關環境教育的
知識。金門水試所期盼未來持續扮演民
眾與海洋資源利用之間知識傳播重要的
橋樑。

未來展望
利用現有4個具有金門在地特色之
教案，持續辦理環境教育，並針對金門
縣內之機關、學校等單位，持續推動海
洋環境教育，鞏固金門縣環境教育基
盤。執行環境教育過程，依據參與人員
互動情形及回饋，隨時修正教案，期能
將課程完美呈現，達到環境教育的實
際功效；希望透過在地的義工招募及
培訓，提供更有彈性的環境教育宣導工
作。
為串聯金門縣各具在地特色之環境

機關（構）組

瞭解石條式養殖過程，傳達資源
再利用可行性

慶祝母親節，邀請親子學習，讓孩子體認
到與海共生的重要

教育，金門水試所將橫向連結不同團
體，推出漁村見學計畫，專業且實務的
深度環境教育研習之旅，不僅認識金門
最道地的海洋生態資源與漁村文化，同
時可以反思海洋生態問題。希望能藉由
該活動，使得與會人員一起為守護海洋
環境，採取正確而落實的行動。
與社區間的聯繫可以提供更多感動
人的故事，經由故事的包裝，環境教育
可以更引起民眾的共鳴；經由在地居民
維護環境、生態、產業與物種的各項奮
鬥史，可以喚起更多志同道合的人一起
加入環境教育及守護環境的行列。已建
立的夥伴關係更加強化，各夥伴之間具
有不同的專業，整合以後可以提供更完
善且有效率環境教育方案。
金門水試所將推動「海之賓‧海之
兵」觀念，教育民眾我們是海洋招待的
來賓，對於海洋資源不該過度利用，對
於海洋資源的利用應取之有道，用之有
節。將積極邀請民眾擔任守護海洋的尖
兵，在這逐漸枯竭的情況下，使得資源
量有機會恢復，並以深入淺出的方式，
將海洋資源的保護向下扎根，希望民眾
從小就瞭解如何友善海洋及如何維護海
洋資源，使得民眾把友善海洋成為習
慣，並以金門為基地，推向全國甚至全
亞洲，以達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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