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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ionForeword 建館理念與願景
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以下簡稱海科館），位於基隆八斗子漁

港地區；地理位置面臨浩瀚海灣與擁有高地自然景觀，風景秀

麗，獨樹一格。

海科館建館創造多個全國甚至是全球第一的紀錄。國內唯一由

歷史建築改建而成的國家級博物館；國內唯一館舍以無圍牆設

計並融合於民宅之博物館；海科館之主題展示館是國內第一個

榮獲美國紐約建築協會建築設計榮譽獎都市設計首獎；全球唯

一融合海洋科學、科技、生態、文化、與在地環境等內容展示

於一身，並符合多元學習領域的博物館；國內唯一具有火車月

台建物之博物館。這些第一與自然優美山色海灣，冀望與基隆

市政府與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及鄰近漁港漁村社區融合合作，為

國人營造一處國內外知名之「知海」、「親海」、「愛海」的

海洋教育與觀光休閒園區。此外，海科館成立，完備了教育部

推廣博物館教育的版圖，也平衡了北、中、南、東國家級博物

館的配置。

海科館自成立籌備處至今，經歷多個寒暑，在孫寶年教授、黃

世昌教授及柯永澤教授 3位前主任、本處同仁及各界先進夙興
夜寐、戮力同心努力與協助，海科館於今順利開館。開館是海

科館擔任起繁榮臺灣大東北角區域整體發展及多元海洋教育的

起點，未來針對展示、教育、研究、典藏及休閒娛樂等面向的

內涵充實，仍需要海科館同仁及志工的努力及各界先進持續支

持指導，以為展現海科館於強化國人海洋科普教育之重要引領

機關，並奠基全民守護海洋之普世價值。

 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籌備處

 主任

中華民國一○二年十二月

「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簡稱海科館）」籌建計畫緣起於 68年
行政院所訂頒十二項建設計畫，成立宗旨為提昇國人海洋科學與

科技知識水準與精神內容，是一座兼具展示、教育、研究、蒐藏、

休閒娛樂功能，以激發國人「親近海洋、認識海洋、善待海洋」，

並使「海洋」得以永續發展為使命的國家級博物館。海科館將藉

著各項展覽、教育、研究和蒐藏活動，呈現與詮釋有關海洋科學

與科技的發展及應用、臺灣海洋文化的形成、海洋生態的演化，

以及人類與海洋的關係。海科館亦與世界各國海洋相關單位交流

與合作，所進行之海洋科技研究與典藏計畫，均支援博物館的展

示與教育推廣活動，以提升國人海洋科技知識水準，為我國成為

海洋大國紮根。

海科館館區位處於基隆市八斗子地區，緊鄰望海巷海灣。館區以

建構「博物館城」的概念出發，因此沒有圍牆、完全融入在八斗

子地區，是海科館的一大特色。八斗子地區之海洋相關研究、產

業、人文、歷史等元素極為豐富。海科館將結合周邊區域（碧砂

觀光漁港、八斗子漁港、漁村、濱海公園、海灣等），以及相關

單位（漁業署、水產試驗所、海洋大學、臺灣國際造船股份有限

公司基隆廠、基隆市政府、新北市政府、基隆區漁會、瑞芳區漁

會等）之研究與產業特色，形成一處以「海洋」為主題的教育與

觀光休憩廊帶，形塑區域成為一處具有獨特風格的「海洋教育與

觀光休閒園區」，提供國人親近海洋之場域，讓國人更了解海洋。

此外，海科館基地位置位於基隆地區、東北角海岸、九份、金瓜

石及瑞芳平溪風景區與金山萬里遊憩風景區所組成的「大東北角

風景帶」的核心，藉由位於核心樞紐之優勢，結合園區景點、周

邊觀光資源及海灣、水下遊憩等項目，創造出優質的海洋體驗，

吸引人潮匯集，提昇地區整體經濟發展，打造一處國際級之海洋

觀光休閒旅遊廊帶。

主任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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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區概述

海科館館區位處於自然景觀優美、生態環境豐富多

元的八斗子半島與望海巷海灣，翻新改裝歷史建築

北火電廠作為主題館，並結合主題館的設計而興建

的行政教育中心及研究典藏中心為核心區域；主題

館北方及西北方鄰海部份則以潮境海洋中心為基地，

結合望海巷海灣作為海洋教育示範區，此外本區涵

蓋潮境公園、復育公園、八斗子公園形成海岸生態

體驗園區；主題館南方為容軒園區及大客車停車場，

東南方為濱海休閒公園及預備停車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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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北火到海科

從北火到海科

北部火力發電廠舊稱北部火力發電所，為日據時期臺灣電力株式會

社於昭和 12年（民國 26年）開始建造，昭和 14年（民國 28年）

落成，總發電量為三萬五千仟瓦。政府遷臺後，於民國 42年擴建廠

房，44年完成新廠建設，發電量增加四萬仟瓦。電廠經多年營運，

於 72年除役，基隆市政府向台電租用北火電廠廠址後，於 82年撥

交教育部供興建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使用。

籌備處秉持創造「科技與人文意象的融合」、「人造環境與自然環

境的共生」，發展兼具海洋科技研究、教育推廣與遊憩功能之規劃

原則，使「火力發電廠」脫胎換骨轉化為兼具「追隨歷史軌跡，邁

向未來願景」之新世紀博物館，賦予北火電廠新的生命。

北部火力發電廠的前世今生

為連接「臺灣島」與「八斗子島」中的狹長水道上，成為臺灣第

一座「填海造陸」構築而成的火力發電廠。

當時為亞洲規模最大且設備最新的北火電廠，扮演著穩定供應臺

灣電力來源的重要角色。

發電廠需要大量冷卻水降溫。北火電廠從長潭里港進水，由八斗

子漁港出水，為國內首座利用海水冷卻之火力發電廠。

為強化當時臺灣的供電系統而興建的北火電廠，是推動臺灣新興

工業發展的重要建設。

民國 70年舉行閉廠儀式後，北火電廠就這樣無聲無息，湮沒在荒

煙漫草中，逐漸被人遺忘。

民國 86年教育部與基市府簽約，將北火電廠遺址與周邊基地規劃

為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並成立籌備處。枯木逢春的北火電廠，

被賦予全新的生命，更在 93年被基隆市政府指定為歷史建物。

填海
造陸

規模
最大

天然
冷卻

經濟
基石

功成
身退

嶄新
生命

攝影／陳添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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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探索館

海科館主題館區

潮境公園

潮境海洋中心

環保復育公園

101 高地

八斗子公園

80 高地

望幽谷

65 高地

四階平臺

度天宮

Guide Map全 區 導 覽 圖
預 測 步 行 時 間

10 min

15 min

5 min

5 min

20 min

15 min

15 min

15 min

25 min

20 min

20 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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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區配置簡介
主題館區、行政中心、教育中心及研究

典藏中心

主題館區設有海洋環境廳、海洋科學廳、船

舶與海洋工程廳、水產廳、海洋文化廳、深

海影像廳、深海展示廳、兒童廳、區域探索

廳、特展廳等 10個展示廳及 IMAX 3D海洋
劇場，是海科館展示的核心區域。行政中心

則位於主題館東南側，供海科館行政教育人

員辦公使用。

教育中心緊鄰行政中心，位於主題館南側，

設置有圖書館，收藏與海洋主題相關的書籍

供大眾閱覽；圖書館旁設置海洋探索學習室，

提供兒童進行海洋探索或是繪本說故事等活

動的場地；另為配合大型活動之需要，設有一間可容納 120人的國際會議廳，可供各種研討會或影展使用；國際會
議廳旁尚有兩間科學教育教室，可供研習及科教活動使用；此外，教育中心還設有兩間海洋實驗室，可進行相關的

海洋實驗及 DIY活動空間。
研究典藏中心則位於主題館西北側，主要作為海洋科學、海洋科技、海洋生態及海洋人文蒐藏品的典藏處所。

容軒園區及大客車停車場
容軒園區包括大客車停車場、碧水會館、容軒招待所及臺鐵海科館站

月台。本園區最著名之景點為「綠色隧道」及在容軒辦公室旁生態步

道之頂點「觀景平台」，可俯瞰整個海科館主題館區及美麗的望海巷

海灣。而容軒園區內更有全國第一個博物館火車站「海科館站」，可

從瑞芳轉搭深澳線到海科館。位於北寧路上的大客車停車場可供到館

參訪的大客車停放。停車場旁的「臺灣水準原點」更有特殊意義，是

臺灣丈量海拔高度的計算原點。

濱海休閒公園及預備停車場
面積約為 1.4公頃，原為公車停車場，地勢平坦。已
興建濱海休閒公園及預備停車場，同時也設有濱海教

室，作為發展海域活動及潮間帶生態觀察活動之場域。

潮境海洋中心及海岸生態體驗園區
潮境海洋中心位於潮境公園旁，緊臨望海巷海域，為

海科館進行海域環境監測、生態資源復育、海洋生物

繁養殖研究、水下技術發展重要基地。中心分成五大

區塊，分別為潮境工作站、南棟實驗室暨典藏大樓、

空橋研究室、北棟實驗室暨科教教室，以及海水儲水

槽暨抽水站等設施。潮境公園、復育公園、八斗子公

園所形成的海岸生態體驗園區結合主題館區、容軒園

區及濱海休閒公園，規劃有六條環境解說步道。



常設展廳介紹

海科館設有「海洋環境廳」、「海洋科學廳」、「船

舶與海洋工程廳」、「水產廳」、「海洋文化廳」、

「深海影像廳」、「深海展示廳」、「兒童廳」、「區

域探索廳」等九個常設展示廳，以及一個特展廳，

是一座探討人與海洋關係及世界上第一座融合海洋

環境、科學、科技、文化等所有主題的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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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環境廳

多變的海洋

戲劇海洋的獨角戲

本區以創新的複合螢幕及臺灣海底地形模型架構呈現特殊的

環境劇場，左右側螢幕進一步輔助說明。可從空中→海面→

海中→海底逐漸瞭解造成影響海洋多樣性的各種因子，包括

颱風的形成及災害，透過觀測數據瞭解海溫變化以及海流與

地球活動間的密切關

係等。當象徵海水的

投影布幕逐漸上升，

出現了高低起伏更勝

陸地的複雜海底地

形。觀眾也看到了臺

灣海洋生態的豐富與

多樣性。

我們的大海，臺灣的母親

海洋是臺灣的母親，她造就了臺灣的豐饒。大量溫暖的海水伴隨黑

潮抵達，深深影響臺灣氣候；季風交替律動帶來豐沛雨水，滋養了

萬物生長；各種海洋生物，也搭乘黑潮便車到來，使臺灣擁有豐富

的海洋資源；各種海洋產業成為臺灣重要的經濟來源，牽動著臺灣

的飲食及信仰文化。

然而，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人民，對四周的海洋環境又有多少的瞭

解？「海洋環境廳」被設定為參觀動線的第一個展廳，踏入寬闊的

海洋科技領域之前，靜下心來感受臺灣海洋的獨特、豐富與美麗，

進而體會，海洋環境年復一年的脆弱與老邁，她，需要大家的關心

與保護。

走進海洋 

懷抱聲動大海

走進環境廳之前，耳朵將感受到海洋之聲的洗禮，不同的氣候，海

浪聲線各有巧妙；天氣晴朗時，熱情的浪花對岩礁與沙灘展開追求，

溫柔的波浪中，穿插著海鳥的祝福。東北季風來時，狂放的風對大

地發出充滿力量的怒吼。戲劇性的浪濤聲，彰顯海洋的存在感，豐

富的四周海洋影像突顯臺灣海洋的多樣性，喚起觀眾對海洋的第一

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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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漫遊

體驗海洋生命力

擬真的生態造景，打造臺灣所擁有的各種海洋生態系，從岩

礁、泥沙濕地，到河口紅樹林、潟湖等，引導觀眾發掘造景下

所隱藏的生物；透過生態觀察鏡，瞭解各種生物如何適應環境；

立體空間也讓觀眾進一步瞭解生態系的環境分布與特性。此

外，藉由影片讓觀眾看到肉眼未及之處，存在了更多微小的生

態圈，在食物網中各自扮演生產者與分解者的重要角色，相當

令人訝異。

環境變遷

海洋的沉默與孤寂

臺灣的海洋環境百年內已被大幅度改變，正面臨前所未有的危

機。巨大的消波塊造景佇立在眼前，透過地圖與照片，具體感

受臺灣海岸昔日與今日的變遷，而且孕育豐富生物的美麗海洋

其實非常脆弱，一旦被破壞須耗費很長時間方有可能復原，保

護海洋需要人們立即行動。但傷痕累累的海只能沉默，耐心等

待人們的回應。有機會，請大家勇敢向前，為她發聲！

認識臺灣海域

探索黑潮暖流

踏入此區，映入眼簾的是臺灣周邊海底地形地坪圖，其上的每個展項

都依據實際發生的地理位置安排在臺灣四周，透過互動體驗探索臺灣

海洋的特徵。讓觀眾用感官細細體會海洋的各種特性：跟著黑潮流速

行走，藉由觸碰變化中的海流來感受不同的溫度變化；尋找季風的源

頭，探究沙塵暴對於海洋生產力的影響；以正確的海洋知識，避開危

險洋流；最後，透過歷年的新聞事件及海洋漂流物，推測海流的流動

與海水的動向，讓觀眾體會人們的日常生活深受海洋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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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科學廳

瞬間又形成另一座冰山。而在冰山的一隅，北極熊母熊帶著小熊追

逐著海獅的同時，一艘破冰船正一路挺進。四段重複播放的影片，

展開一幕幕生動的海洋生態戲，讓人體驗海洋面貌的多元與熱情。

除了展示地球上的水、海的分布與深度、地球剖面與地殼厚度、

全球海洋拼圖等主題，也透過 SOS球型劇場，展示全球性的海氣

現象，觀眾可在「海洋相簿」中認識變遷中的海洋環境。 

改變海洋未來的科學觀

一般民眾生活在充滿科學的環境中，卻是聞「科學」而色變，對「科

學」感到疏離又難親近。為了消除大眾對海洋科學的排斥感，進而

產生興趣，特別以活潑有趣的互動方式展現海洋科學的內涵及探索

課題。讓觀眾瞭解海洋科學的發展，以及海洋科學為人類所帶來的

福祉，期勉大家共創海洋的未來。

海洋面貌

為了讓觀眾從地球整體的角度瞭解海洋，設置了各種地球儀的模型

與影像裝置，介紹全球不同的海洋風貌。另外，運用七塊 LED柱

狀顯示面版所組成的Data Pole裝置，營造入口的海洋意象。在「海

洋生態剪影」中，可看到躍出水面的飛魚與海上覓食的鯨鯊身影，

跟隨著其後的，是螢光點點的水母群。「海嘯」影片中，海底因地

層斷裂造成大浪激湧，跨越大洋衝上海岸，形成壯觀的海嘯景緻。

「海冰與冰山」中，不時崩落的大片冰山，激起如山高的水花，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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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探索

本區介紹海洋的特性以及海洋科學的現況，包括展示海洋波浪產生

的情形、海中光線與聲音的傳遞方式、模擬海水壓力的實驗裝置，

以及實際運用於海洋調查與資源探勘的儀器等。

海水的特性：介紹海水的各種性質，也介紹存活在不同性質海水中

的各種海洋生物。

海水的成份：組成海水的物質以及佔比分析，並比較同樣物質存在

海水與人體之間的比例及雷同性。

海洋生產力：介紹生活在海洋最底層的微小植物浮游生物，如何利

用二氧化碳、陽光及無機物來產生養分供應給其他生物；介紹海洋

生物在全球物質的循環上，所扮演的角色。

海水的運動：觀眾不需要到海上就可在此區域體驗並學習海中所發

生的各種海水運動。例如：渦漩、氣泡、波浪的交互作用等。

海洋調查船探勘：介紹我國最新建造的海研五號，並展出本研究船

的結構以及船內研究室所從事的活動與探勘調查儀器等，讓觀眾瞭

解海洋調查所涵蓋的設備。

海洋資源

本區展現日常生活中應用海洋資源所製造的產品，藉以說明海洋資

源的重要性。海洋中所蘊含的資源種類豐富且多元，有海洋礦物資

源、海洋空間資源、海洋能源等。從生活中許多行業，像是化工、

紡織、造紙、染料、陶瓷、肥皂、玻璃、醫藥、農漁業、甚至是食

品業，都已應用大量的海洋資源作為製造原料。再者，像是人工島、

海上機場、海底隧道、海上度假村等，在陸上空間不足時，成為最

佳的海洋空間資源。

海洋資訊

有了對海洋科學的基礎瞭解後，觀眾可於海洋資訊區進一步深入探

討海洋。本區挑選一些國際與國內重要的海洋科學研究，說明海洋

研究的歷程與發展現況。

海洋的未來

海洋科學廳通往深海廳之間的五樓廊道，為「海洋的未來」。以「越

來越熱的地球」，引導出全球暖化下海水溫度上升的議題，作為本

區的引言，讓觀眾警覺「我們僅有一個藍色地球」，產生關懷海洋

的心。然後介紹「人與海洋」間的四大主題（環境、科學、科技與

能源），讓觀眾瞭解世界各地的人們保護海洋、研究海洋、應用海

洋的努力，開啟築夢海洋的願景。最後讓觀眾一起「向海洋立約」，

以自己的文字或畫，寄出「給海洋的一封信」，傳達對海洋未來的

反思與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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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舶與海洋
工程廳

本廳是世界唯一以船舶與海洋工程科技為主題的展示廳。由於全球

海洋科技的日益精進，無論是海上運輸及水下事業探勘技術，或是

學術及軍事研究領域，都有了大幅度的進展。而臺灣，在發展船舶

建造及港口規劃技術上成果豐碩，亦為本廳展示重點。

整個「船舶與海洋工程廳」，透過金屬、玻璃、水等元素，加上青

藍色的投射光線，營造出充滿靜謐感的海洋科技氛圍。展示以「了

解」、「發展」及「省思與前瞻」等三個階段為主要架構，舖陳出

七大展示主題，並嘗試將縮小成 1/10的 8600TEU全貨櫃船搬到展

廳中央。漫步於華麗的遊艇住艙中，體會國內遊艇建造的工藝，並

深刻感受海洋工程科技發展對臺灣的重要性。

生活與海運

透過巨型螺槳，以及下方所鋪設之世界地圖，

引領觀眾瞭解人類的日常生活與海運有密不可

分的關係，從各式舶來品、零組件談起，到各

種原物料及能源開發。想像一下，臺灣的海洋

運輸若無法正常運作，整個臺灣民眾的生活會

變得如何？藉此展覽引導觀眾瞭解海洋運輸對

人類生活的助益。 

船與港

港口，是水上與陸上運輸的

轉運站，若以用途來區分種

類，可分為商港、漁港、軍港、遊艇港與工業專用港等，主要為因

應不同用途的船舶而設置。除展出各種港口與船舶的模型外，還進

一步說明船舶與海洋工程之間互相依存運作的關係。

港口建設與維護

從最重要的港口選址考量談起，認識港口的設計建造，維護管理及

科技應用，並認知港口建設對環境的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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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下技術

藉由互動操作及影片的播放，展示各式水下探勘設備及科技應用，

例如水下無人載具（ROV, AUV, AUG等）、氣力揚升幫浦及動態定

位系統等。引領觀眾瞭解人類為探索海洋所開發的各種水下技術及

裝備。

人與海洋技術

在此，透過劇場展演，把人類海洋活動與科技開發之間的關係串連

起來，給予觀眾一個環顧過去、展望未來的省思空間，進一步思考

你、我與海洋的過去、現在及未來。

「船舶與海洋工程廳」以近 8,000萬的建置經費，以及佔全館 13%

的展示面積，來收納並展出眾多專業領域人士多年的研究結果，為

的就是將臺灣引以為傲、豐富的船舶與海洋科技成果與觀眾分享。

船舶原理、設計與建造

位於展示廳正中央，為有效利用空間，使用台船公司所建造的

8600TEU貨櫃船為主體，將展示船身切割為「機艙」、「貨櫃船、

油品輪、及散裝船三種船舶種類的結構佈置」及「甲板艤裝佈置」

等展示重點，從最基本的船舶原理談起，讓觀眾認識船舶的主要設

計原理及建造的複雜性。此區展示重點包含船舶浮力、穩度、結構

強度及阻力等。同時可以瞭解船舶設計與建造的流程。 

本區亦提供船體減振、減噪以及船舶輪機相關知識等互動機構，讓

觀眾藉由親身操作，進而與生活經驗串連，體察到減振、減噪設計

對於船舶運作的重要性。

應用於現代船舶的科技

介紹現代船舶所運用的科學技術，讓觀眾感受現代船舶科技的奧

妙。例如與船舶船行安全有關的全球定位系統（DGPS）、自動測繪

雷達（ARPA）系統；各種可以在水面上飛的船以及水下偵搜與隱形

科技在軍事上的發展，並展示魚雷實體及模型，呈現魚雷各部功能。

最後，讓觀眾在「華麗海上遊」展項區域可稍做停留，欣賞一下聞

名世界的臺灣遊艇工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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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產廳

從魚到漁

介紹人類是如何從觀察魚類的習性，進而發展出各種高效率

的捕魚方式，以獲取糧食。展場中展示的漁具與漁法，融入

了前人「觀察生物」、「探求原因」、「發展技術」的重要

思維，跳脫傳統漁業的靜態展示，讓觀眾在充滿歡樂與挑戰

的遊戲中，體會如何運用高度的智慧，發展出高科技的捕魚

方法。

永續豐富的海洋生物資源

有別於傳統的漁業文化展示，「水產廳」把科學、技術與人

文跨領域結合在一起，生動地詮釋了「人」、「生物」與「環

境」三者的互動歷程。展示囊括六大展示主題。利用海洋資

源與人之間食物鏈循環的關聯，讓觀眾充份瞭解人類依賴海

洋而生存，海洋生物的永續是人類的使命。

大海中的生命

巨大的互動展示，提供觀眾近距離體驗海洋生物多樣性。觀

眾將看到海洋生物資源的縮影，觀察海洋生物的自然生命樣

貌。挑高的空間氛圍搭配環繞四周的生態造景、躍動的水母

與氣勢磅礡的大範圍投影，使觀眾身歷其境地感受大海生命

的美好，同時從天而降的潛水夫暗示觀眾，接下來的探索會

從魚類的角度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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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有魚到無餘

人類太過追求高效率捕魚方式的結果，導致了海洋環境棲地的污染

及破壞，水產資源日益枯竭，瀕臨匱乏與消失的問題，值得省思，

並重新思考如何與海洋生物及生態環境共榮共存。

從無魚到養魚

面對海洋生物資源短少的問題，養殖水產生物乃是解決人類糧食不

足的有效方式之一。臺灣水產養殖技術為具有前瞻性的藍海產業，

養殖生物已超過 150種。藉由本區展示讓觀眾瞭解，原來臺灣水產

養殖生物種類的多樣性已遠遠超乎想像，養殖技術更是首屈一指、

世界聞名。

走入生活的水產品

展項介紹高科技實驗工廠中水產食品加工技術的原理及運用。此

外，水產資源更可透過加工技術，提供人們在保健、醫療、材料科

學上的各種應用，開發出水產品的潛力與新契機。

健康永續的水產資源

經歷一趟學習旅程後，本區讓觀眾藉由互動中體驗我們的抉擇對海

洋資源的影響。一座可供 8人同時進行的海洋資源保育互動遊戲，

玩家所做出的抉擇，都將決定資源是否得以永續，儘管每個人對環

境的影響只有一小部分，卻能成為海洋生物資源永續的重大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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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文化廳

海風下的容顏

海洋讓我們相遇、認識及相依，進而分享美麗與繽紛。對生

活在海島上的子民而言，海洋不僅是糧食的來源之一，也牽

動你我共同的命運與記憶。海洋的驚濤駭浪帶給我們險阻與

考驗，卻也引領我們走向更開闊的視野與機會。透過大海勾

勒的眾生圖像，讓我們看到最動人的容顏，及海洋形塑的堅

毅靈魂。

序曲－海洋的幸福版圖

文化，是生活的累積，不管是有形抑或無形。

踏入海螺造型入口，海洋文化廳的故事，從充滿記憶的「海洋的幸

福版圖」之牆展開。海洋所帶來的記憶與情感，可以從一張畢業證

書、一張明信片談起，作為文化廳的入口展項，期待用最動人的海

洋故事，來喚醒沉睡在每個人心中，對於海的想望與情感。

跟隨海洋的脈動

從地理及歷史，敘說形成臺灣海洋文化多元樣貌背後的脈絡。臺灣，

因洋流的擴散與輸送，成為眾多生命相遇的地方，故事從遠古史前

時代，到十六世紀臺灣成為重要的地理貿易據點，再從荷蘭人、西

班牙人據臺，到清末及日據時代，一路來到國民政府時期，各種族

在福爾摩沙之島，匯聚而成今日豐富的文化面向。各個時期對於海

洋生物與非生物資源的利用，更形成了多元、與海相關的物質文明，

並藉由實物及標本展現人與海相會的各式物質文化，呈現生活週遭

的事物與海洋的關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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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水畏海的民族

臺灣四面環海，依賴海洋的供給與滋養；為了能安全地與海洋有

較多的互動，故以敬畏的心面對海洋，形成特有的海洋信仰文

化。本展項將介紹臺灣不同的族群所發展出與海洋有關的信仰，

展現人與海相會的精神文化，除了以精緻的縮小模型展現媽祖遶

境與燒王船的場景外，原住民特殊的海祭等儀式也將在此呈現。

禁令封鎖的海疆

民國 38年，臺灣開始戒嚴，海岸變成禁地，「閒人勿進」、「禁

止攝影、繪圖」等等，是海邊常見的標語，無形中人們對海洋

的熱情與喜愛被迫壓抑；戒嚴時代雖已結束，金門海邊的鬼條

仍見證著那段海疆被封鎖的歷史，進入模擬碉堡中，可感受到

歷史的軌跡。

傾聽海洋的嘆息

隨著海岸解禁，海邊成了許多人享受美食、遊憩的新地標，但未

經規劃的海洋休憩方式，造成資源的過度捕撈及環境的破

壞。海洋的美麗帶來了人群，但人群為海洋帶來的，卻

是嘆息與哀愁。臺灣人喜食海鮮，但不正確的消費方

式，卻讓海洋資源日益枯竭，海洋生態面臨崩潰危

機；人類與海洋生物同為食物鏈的一分子，相互依

存，因此我們應建立正確的「海鮮飲食文化」觀念，

學習如何聰明挑選海鮮、享受美食，以維持海洋生態的

永續平衡。

人與海的友善互動

認識海洋、利用海洋，更應抱持著愛護海洋、永續共生的觀念。許

多人透過一己之力，從不同的領域與角度述說人與海應如何永善的

互動，包括了文學家、藝術家、科學家及探險家等。這是一場新的「藍

色運動」，從扭轉觀念開始，讓我們的後代子孫同享海洋的恩賜。

航向未來

展示的尾聲，讓觀眾以實際的行動、參與宣示加入保育海洋的行列，

也設計了一個靜謐的空間，讓觀眾可以坐下來，藉由被海包圍與對

海沈思，再一次深刻感受不同的海洋面貌。走出展場前，觀眾可留

下對於海洋的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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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海影像廳

深海影片結構概要

50m

150m

1,000m

3,000~6,000m

10,000m

攝影／陳添喜

在我們即將經歷的冒險過程中，可見識到不同景像的深海世界、不同種類的深海生物

以及傳說中的巨大海怪。在此，我們也介紹老電廠的故事，讓您知道它的轉變，您可

以站著、坐著，或是躺在劇場裡，輕鬆地渡過充滿知識性的悠閒時光。

深海影像劇場

利用原火力發電廠鍋鑪室超大尺度的空間規劃，在未經繁複裝飾的

建築體上搭配巨型的鋼製架構，呈現出獨有的粗獷美感。以先進動

態投影設備及聲光效果，成功營造出深邃的空間感。觀眾在劇場內，

可任由奇特的深海生物在四周穿梭現身，還不時出現令人驚豔的奇

幻接觸 ! 

透過「深海影像劇場」，觀眾將經歷「海平面」、「透光區」、「深

海中層」、「深海底層」、「返回海面」的一連串場景，在冒險過

程中，讓觀眾見識到不同景象的深海世界、不同種類的深海生物以

及傳說中的巨大海怪。

地球上最大的生態秘境

「深海影像廳」是由功成身退的「北部火力發電廠」鍋鑪室蛻變

並改建，將其寬廣、挑高的空間與結合特殊的光影及環場音效，

創造出深海探索的奇幻旅程。藉由穿越過去、未來不同的時空脈

絡，往返於天際、海洋深淵與陸地之間，邀

請觀眾體驗一場令人難忘的深海探索及特殊

的海洋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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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海展示廳

深海生態驚奇

靠著水下載具，觀眾逐漸沉到海底，一窺讓人驚嘆連連的深海生態

世界。在「生命的來源」單元，展示深海「熱液噴泉」生態系中存

在著微生物、二枚貝、螃蟹、蝦子、管蟲等多元的生物，它是一個

完全不需要光合作用的生態系統，所以科學家認為深海熱液噴泉也

許就是地球最初生命的起源地。

深海生物的食物來源，除了由表層沉降下的有機顆粒外，大型的生

物死亡後，沉降到海底成了許多生物的食物來源。在觀眾下方的玻

璃櫃內可以看到特殊的「鯨屍生態系」，由蝦蟹、深海魚、無脊椎

動物，以及許多肉眼看不到的微生物依序前來，展開一場深海盛宴。

深海調查

深海調查可以透過聲納儀器來測繪海底地貌。沉積物採樣器可以採

集海床表層數十公分的沉積物，長岩心的機械採樣裝置則可採得數

千公尺的岩心。深海潛具可潛入海底直接觀察，亦可採集海底沉積

物與樣本。 

解讀岩心  海洋沉積物岩心標本記錄著地球從過去到現代的長期氣

候與環境變遷。

深海資源  俗稱「可燃冰」的甲烷水合物普遍存在深海，未來可當
燃料使用。

來自深海底的震動 藉由地震的體驗，讓觀
眾瞭解「板塊運動」、「地震」與「海嘯」

之間一連串的關連。

您未曾發掘的內太空

運用歷史建築「北部火力發電廠」鍋爐室的特有空間，帶領我們探

究神秘、深不可測的深海秘境，除一窺深海生物與生態系的神秘面

紗外，亦發現深海擁有許多珍貴的資源，提供人類所需要的元素。

你認識深海嗎？

首先通過黑暗隧道時可體驗深海環境，隨著深度增加後，光線越暗、

溫度越冷，壓迫感也越大，四周紛飛、飄降下特殊的「海雪」奇觀，

不時可見奇特的深海嬌客，令人大開眼界！

黑暗的深海

走進漆黑展廳後，請注意天花板上陸續出現的「水中煙火」，這到

底是什麼呢？原來牠們是各式各樣形狀奇特的深海發光生物。為了

讓觀眾瞭解這些深海生物在黑暗世界裡是如何生存，因此設計各種

互動遊戲裝置，輕鬆愉快地探索深海中的奧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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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廳

比大比小

各種海洋生物從小而大排排站在一起，小朋友站在其中與這些海洋

生物比比身高，體會一下不同海洋生物的大小。在排排站的生物後

面有鯨鯊，抬頭看天花板還有巨大的藍鯨和深海大王魷魚。

海中躲貓貓

在溫暖的珊瑚礁叢林裡，有各種不同形狀的珊瑚，像樹、像桌面，或是

像大饅頭，其中還有許多的海洋生物包括揚旛蝶魚、福氏鷹斑鯛、棘

冠海星、饅頭海星等， 在另一邊還有溫帶的巨藻森林，可愛的海獺正

在那裡捲著海藻睡覺，巨藻森林還有鮑魚、高歡雀鯛、蜘蛛蟹和海膽。

一旁的岩礁海岸、沙岸也有許多生物等著小朋友去發現。

沙灘尋寶

透過五個電腦互動遊戲，讓小朋友將沙灘上的螃蟹找出來，協助寄

居蟹找殼，順便清除沙灘上的垃圾，協助小海龜回大海，以及找到

珍貴的沉船寶藏。

有樣學樣

寄居蟹通常選擇適當大小的貝殼來居住，現場的大貝殼就是讓兒童

像寄居蟹一樣，選一個躲進去來保護柔軟的身體。如果不想當寄居

蟹了，還可以去當旭蟹、小丑魚，或者是七彩鰻，觀察它們的生態

習性不同，眼睛看到的世界也不同。有的只看到藍綠色；有的世界

成格子狀；有的是與人們一樣可以看到彩色世界。

充滿驚奇與歡樂的海洋探索世界

這是一個快樂的兒童樂園。模擬的海岸、海底、漁船造景及創意與

趣味的互動裝置，讓兒童在探索及遊戲中認識豐富多樣的海洋生

物，並體會人類如何利用海洋。兒童廳以海洋為主題，規劃了包含

靜態和動態不同的遊戲區域，把陸地生活與海洋的密切關係，以娛

樂方式生動的展現，讓小朋友可以上山下海，讓海洋教育的學習變

的更有趣。

大海探險

兒童透過各種與大海生物有關的遊戲設計，來感受海洋生物的可愛

多樣與奧妙。

敢不敢摸摸看

透過提示，讓兒童用觸覺去感覺箱子中生物的外形，進而猜測是什

麼生物！

海中賽跑

小朋友可以跟各式各樣的海洋生物一起站在起跑點，比賽誰跑的快。

跑完後別忘了看一下自己的速度有多快，順便也瞭解對手的速度及欣

賞一下各種海洋生物的不同游泳姿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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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中探險

轉啊轉圈圈（小水滴的旅行）

展廳的中央建構了一座大型的溜滑梯，小朋友可依照海→空→陸→

海的順序，繞來繞去的玩。遊戲中的小朋友變成了地上的水，蒸發

後變成水蒸氣沿著樓梯往上來到雲朵中，再穿過雲朵，體驗打雷閃

電要下雨的情境，接著小朋友又化身為水滴沿著山的表面「溜」到

陸地上，或是變成地下水從山的內部下來，體驗水的循環路徑。

船上探險

一艘以兒童身材所打造的迷你漁船，嚮往冒險的小朋友，來這裡成

了與大海搏鬥的漁夫，可扮演開船的船長，

也可到甲板上化身為天才小釣手玩釣魚遊

戲，只是要小心不要把海裡的垃圾也釣上

來。駕駛艙的電腦畫面，模擬漁船從八斗

子漁港出發繞基隆嶼一周，隨著畫面不斷

改變，彷彿漁船正馳騁在大海中；船長可

在駕駛艙透過傳聲筒與船艙下的船員，報

告捕獲大魚的捷報。此

外還可以探索船上的臥

鋪、廚房及漁獲艙，體

驗船員的生活。

陸上探險

在「賣魚家」區，兒童透過家家酒的遊戲，角色扮演賣魚的老闆和

買魚的客人，體驗漁獲的買賣樂趣。而買完魚獲扮演客人的小朋友，

用買來的海產玩煮菜的家家酒遊戲。如果只是買魚、賣魚不過癮，

可以開一家小小的海產餐廳，有時候扮演廚師、當店員，也可以當

客人享受海鮮大餐。在此讓小朋友感受海洋與生活的密切關聯性。

親子共讀

「海洋故事」區除了播放海洋影片外，還有精彩的

海洋繪本說故事。現場備有各種不同海洋生物造

型的座椅，以及可供親子共讀的繪本及電子書。

樂波島

有不同的 DIY動手做課程，兒童有機會動手做船，

也有機會拓印或彩繪可愛的海洋生物。現場準備了不同的零件及材

料，讓小朋友組合來製作船，完成後拿到戶外的船池去試試看能否

浮起來。在島上也可以透過「海洋樂器」一起做律動遊戲。

親水廣場

戶外親水廣場有一個水流不斷環繞的船池，提供兒童一個接觸水的

空間，小朋友把自製的船拿來這裡看船隨著水流漂，看誰所造的船，

可以漂得最遠、最快。另外還可以體驗全世界獨一無二兒童專用的

渦流實驗，觀察在不同形狀的障礙物後面所形成不同大小的渦流，

竟然可以讓無動力的船逆流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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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探索廳

活力漁村

透過大型造景與劇場的結合，觀眾可走

入魚寮欣賞並融入舊時漁村時空，感受

特殊的產業及人文特色，瞭解今昔魚市

的變化、八斗子特殊的燈火漁業，更可親身走入硓𥑮做的房子中，
感受早期漁村生活的豐富樣貌。

早期靠海吃海的八斗子漁村，依照著漁獲的作息而生活，無論日出

或日落，漁港裡船隻進進出出，人們也跟著忙碌。半夜返港的漁船，

陣陣引擎聲劃破天際，港邊燈火通明，迎接的家人、魚販熙熙攘攘，

大家分工合作分魚、撿魚、煮魚⋯等，空氣中滿是魚香味。陽光高

掛，漁村裡賣魚、曬魚乾、補漁網⋯忙不完的身影，伴隨著爽朗的

笑聲，居民辛勤努力的精神，幻化成漁村活力的泉源。

我們的故事

在展廳最後的小空間，保留給所有社區民眾參與，用生活記憶牆呈

現這裡東北角海岸土地及人民的故事，表現在地的風情能夠取得居

民認同感，也讓觀眾能分享當地的生活點滴，並了解、感受漁村居

民想要呈現的本地風情。

攝影／陳添喜

以「海洋孕育了這塊土地」為展示主軸，呈現本區域海洋特色的觀

光資源。展示分為景觀、人文、產業三個層次，勾繪各層次脈絡精

髓，讓觀眾感動、認同與期盼。以令人讚嘆的自然與人文美景感動

觀眾；以漁村人們樸實的生活態度，取得觀眾的認同；最後透過在

地居民參與的展示，收羅地方記憶、凝聚地方之向心力，成為地方

發展生態旅遊、社區深度旅遊的前哨站。

美麗與更迭

八斗子位於臺灣東北角，由於地質特性，在海浪侵蝕刻畫下，形成

蜿蜒海灣、岬角相連、山海環抱的鬼斧神工般景致。然而在人為力

量介入後，今昔海岸已有全然不同的風貌。在此，不論是高地或海

邊，都可欣賞迷人的日出和黃昏。春季海面偶現迷濛大霧、夏季雨

後常見彩虹高掛、秋風來時激起白色浪花、寒冬風雨冷冽刺骨，一

年四季呈現截然不同的多樣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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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劇場

IMAX 海洋劇場特色

劇場設備是由加拿大 IMAX 公司所提供，劇場螢幕高約 22公尺、寬

約 29公尺，是目前全臺灣最大的 IMAX 銀幕，預計每場次可容納

300位遊客。巨型銀幕提供了非常立體的視覺效果，再搭配全數位

化環繞音效所成的聲光震撼劇場，聲光效果十足，希望觀眾能透過

海洋劇場一流的放映設備系統，體驗與感受海洋的魅力與震撼，影

片呈現能完美投射，無粗糙顆粒感之鮮明影像使情境更趨近真實。

在劇場內所播放影片將以海洋科學、環境保護、自然生態等教育性

質的內容為主，希望透過寓教於樂的方式，帶給觀眾一個前所未有

的海洋奇妙經驗，進而引發觀眾對於海洋世界奧妙的好奇心。

本劇場是目前全國最大的 IMAX 3D 電影院，其建築外型設計構想

來自「海洋」與「洋流」，屋頂是特殊的波浪造型，外牆則是利用

抿石子施工手法，營造出一片片魚鱗的感覺，這棟流線造型的建築

物，佇立在八斗街顯得相當突出。

透過先進的 3D 影像播放技術、立體的音響設備，提供觀眾身歷其

境的臨場感。除此之外，為了讓觀眾從踏入海洋劇場大廳就能開始

感受到進入海洋的感覺，整體設計以藍色的海洋色調為主，搭配大

廳上方的水母造形燈，顯得清新活潑。而劇場內則是深藍色的海洋

氣息，牆面上投射出一個一個的海浪泡泡，讓觀眾立即感受到強烈

的海洋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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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研究與蒐藏

一座功能完善的博物館，除了利用生動的展示提供

大眾休閒娛樂的功能之外，也必須兼具教育、研究

與蒐藏的功能。海科館結合周遭豐富的海洋資源及

地理環境特色，發展出特殊的海洋科技教育及環境

教育；也利用這些豐富的資源進行臺灣北部海域的

研究與蒐藏，尤其是深海方面的研究與典藏更是有

別於其他館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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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

海科館結合周遭海灣、漁港、生態步道及展廳資源，進行多元的生

態體驗、海洋科學與科技演繹及動手做課程，如海洋探索營、DIY

製作風帆船、動手做水下滑翔機、防波堤的原理與應用、觀察微小

海洋生物世界、漁村文化研習、潮間帶觀察等課程。

海科館也持續推動與大學及各級教師定期討論十二年國教課程與相

關海洋教育教材開發、培訓各級海洋教育種子教師，以全面落實國

家海洋教育紮根政策。另為強化國人永續海洋環境觀念，海科館將

結合館區周遭地理環境特色，發展有關海洋環境教育課程，落實環

境教育理念，以建構海科館成為「海洋科普暨環境教育中心」。

此外海科館亦招聘志工進行培訓，增加執行導覽及推廣教育活動人

力。網路上同步建置海洋教育相關教材教案及數位博物館；且出版

以海洋為主題之相關科普書籍；另外從 103年起發行“潮境”季刊，

將定期把海洋科學及科普知識推廣給大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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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潮境海洋中心位於八斗子潮境公園旁，緊臨望海巷海域，為海科

館進行「海域環境監測」、「生態資源復育」、「海洋生物、海

藻及深海生物繁養殖研究」、「水下技術發展」的重要基地。目

前蓄養生物種類約為 250種，數量 2,000隻。

望海巷海灣除了可做為生態資源復育示範區，進行放流、移植及

海下造林等實驗，也是發展海洋科技及水下關鍵技術的良好場域。

未來海科館計畫進行水下無人載具之技術研發、人工智慧仿生學

機器魚發展等相關海洋科技計畫。除可支援望海巷海灣環境監測

作業外，並可將生物資源復育成果與海洋科技研發成果，轉換成

科普教育及展示內容並推動技術移轉，發揮博物館更大的價值。

此外，海洋與全球環境變遷之關係，以及相關的海洋生態、化學、

物理及能源等主題也是海科館未來研究的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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蒐藏

海科館為國內唯一以海洋科學與科技為主題之國家級博物館。在典藏面

向，海科館期許自身成為國內海洋科學與科技、海洋人文與生態等面向

的國家級重要典藏機構，肩負起為國家留存見證國內海洋科學與科技之

發展、海洋文化之型塑及海洋生態特色之相關文物與標本，以達成建館

使命及國家級博物館應擔負之責任。

未來海科館蒐藏範疇將依循中長期發展計畫與海科館研究方向，預計分成

海洋科學、海洋科技、海洋生態及海洋人文四大領域。另在海洋科技、海

洋生態及海洋人文領域，將結合館內研究特色及周遭自然資源，發展出特

色典藏主題，尤其是深海生物與科技的蒐藏，更是海科館典藏品的特色，

也與國內其他館所僅偏重於海洋生物標本而有所區隔。目前亦有諸多單位

與個人，認同海科館之蒐藏理念，將重要文物及標本捐贈給海科館，如海

洋之子劉寧生船長，便將其航海歷程中重要的千餘件文物與影像捐贈給海

科館；陽明海運亦捐贈海科館一大型螺槳等等，未來海科館在海洋面向的

蒐藏將成為國內海洋相關主題的物件研究之重要資源中心。

目前海科館典藏 1,400件海洋文物類藏品；1,600件魚類標本，其中深海

魚類約 400件；甲殼類標本 400件，約有 100件是深海甲殼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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