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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往開來 - 海科館新、舊任主任交接及

　　藝術發電廠公共藝術計畫，連結原舊北部火力發電廠古蹟興

建而成的海科館的重要歷史價值及人文特色，以進駐社區的方

式駐地創作，結合在地居民推動環境美學共識與環境風貌轉型發

展，透過藝術介入日常生活空間的展現，建立公共藝術與社區的

互動性－以藝術開啟對公共環境有利的空間，透過群眾的溝通、

參與進而體認及創造屬於社區的公共歸屬感與八斗子地方的空

間自明性與海洋文化之價值。

　　第一階段的社區美學工坊，透過地方民眾的參與喚起民眾對

生活空間視覺美感的重視，將環境色彩計劃應用於日常生活中，

來提升基本審美能力，進而創造優質的生活環境。因此，以色

彩營造生活環境之美適性，並內化居民之美學自覺意識，以豐

富地方的文化內涵為基底，期盼一個美好的社區生活、一段共

生的美感經驗，人們在這裡可以相遇、交流以及實踐共同計畫，

將地方的自然資源、人力資源，與國際接軌的創意加以融合，引

動地方的藝術活力，不只提供彼此溝通的可能性及樂趣，也讓居

民體認及創造屬於社區的公共歸屬感，並從差異中加深對自身海

洋文化的認同。包括「流動的八斗子色彩」由學員發表對探索館

旁橋樑色彩，以及在四階平台區公所建築的色彩構想；另外「色

彩煉金術」則是由學員與藝術家

J.Pomero於潮境公園海岸淨灘，
參與居民學員將淨灘後的拾得物

件依色彩分類，每次活動最後都

會由學員開心分享創作過程。

　　「藝術發電廠」在地方不只

產生「電」，也開始持續地把

「電」送出，讓社區能逐漸發光

發亮 !!

　　坐落於基隆市與新北市交界的國立海

洋科技博物館，歷經多年的籌建過程，在

大家的引領企盼下，即將在 2013年底全面
開館。在開館前，有很多事情必須一一按

照期程去執行，展廳展示內容導覽手冊之

編印便是一個重點，「浮沉靜動的奧秘」

工作坊之規劃執行即是為了達到此一目標

的準備動作，讓高、國中小自然科教師，

除了被動期待本館開館外，本處更主動提供「船舶與海洋工程廳」展示內容給

參與研習之教師參考，為教師們提早帶來新的教學刺激，同時並為導覽手冊分

齡作業所需之教師人力即早開始招兵買馬之準備。

　　本活動在 101年 12月 8-9日辦理，在 2天活動期間，將海科館「船舶與海
洋工程廳」展示內容，以及海科館同仁在過去

數年間所發展完成之探索船舶科技奧秘相關

之教案或 DIY教材，透過課程講習、動手做
等方式，介紹給身處在第一線從事科學教育的

教師，使其可提早將海科館所提供之展示環境

與學校制式教育產生連結，並得以進一步思考

未來如何能靈活運用海科館之資源。

　　臺南七股曾文溪口的濕地，是全世界最大的黑面

琵鷺棲息地，每年 10月至翌年 3月期間，黑面琵鷺總
會成群地從北方飛至此處渡冬、覓食。由於黑面琵鷺

僅分布於東亞及東南亞之海岸、河口溼地，加上其數

量非常稀少，屬第一類瀕臨絕種保育類野生動物，每

年亦吸引

來自世界

各地的觀

鳥者及研

究人員關

注黑面琵

鷺的過冬

狀況並統

計數目，

本處 102年 1月造訪七股時資料顯示當時在台灣的數
量有 1,562隻，而全世界統計數字則為 2,693隻。
　　海科館海洋環境廳的「生態漫遊」展項，以無水、

仿真的造景打造臺灣周遭具代表性之海洋生態系，其

中「潟湖生態系」展項即規劃取景自七股海域，黑

面琵鷺自然成為該生態造景的重要展示物種。然而

黑面琵鷺如此珍貴稀有，如何取得標本便成為一大

難題，有幸經幾次聯繫與拜訪後，行政院農委會特

有生物保育研究中心（以下簡稱特生中心）同意將其

位於七股溼地保護區內「黑面琵鷺生態展示館」所珍

藏的二隻黑面琵鷺實體標本贈與本處。這二隻標本為

2002-2003年間所爆發之黑面琵鷺集體中毒事件中死
亡而被保留下來的個體，因此不僅在海洋教育、甚至

生態保育觀念推廣上都具有相當重要的意義。

　　特生中心為了研

究及保護如此珍貴的

生態資源，特將「黑

面琵鷺生態展示館」

重新裝潢與更新展

品，於 102年 3月 9
日舉辦換新裝典禮正

式對外開放，提供民

眾一處專題介紹黑面琵鷺完整資料的展示中心。海科

館吳俊仁主任及籌備處同仁亦獲邀參與本典禮，同時

迎接二隻來自七股溼地的黑面琵鷺嬌客。這二隻黑面

琵鷺實體標本將於 102年底主題館開館時在我們的海
洋環境廳與大家見面，到海科館可一定要來看看這二

隻千里迢迢到八斗子 long stay的黑面琵鷺朋友喔！

　　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籌備處原任主任柯永澤自 102年 3月 1日歸建國立臺灣

海洋大學，接續主任為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吳俊仁教授，交接典禮於 102年 3月 1

日在本處潮境海洋研究中心舉行，並由教育部黃政務次長碧端完成監交。

　　卸任主任柯永澤自 96年 3月 1日上任後即勠力推動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各項

主體建設與完成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 OT與 BOT經營招商之任務，6年任期內陸

續完成潮境海洋中心啟用、主題館主體建物完成、區域探索館、IMAX劇場開館等

階段性任務。

 　　新任主任吳俊仁原任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副校長，為美國維吉尼亞理工大學工

程力學博士，經歷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系統工程暨造船系教授暨系主任、國立臺灣

海洋大學學生事務長等。

　　吳主任深具親和力並熱愛運動與大自然，夏季時常親臨八斗子海域游泳。在

海洋大學擔任學生事務長期間成立了校園親善大使，不但讓學習成長中的學子具

有學習與實務體驗親善能力加值的機會，也成功將海大唯美親和的力量展現出來。

吳主任接任最重要目標乃是主題館年底順利開館。此外，海科館為一無圍牆開放

性之海洋科技與教育之博物館，其相關館舍座落於八斗社區不同位置，展現與社

區零距離之景象。因

此，若於生活、文

化、教育、環境等推

廣，也保持與社區零

距離之緊密聯繫，為

社區特色發展共同努

力，應是海科館未來

重要工作方針。我們

期許未來海科館與社

區之發展能營造出

「海洋博物館城」的

概念，也期勉與籌備

處同仁共同努力，讓

這座屬於國內最大海洋科技相關展示與教育功能之博物館，能早日與國人見面並

立足於國際舞台。

　　接任籌備處主任一職，肩負完成主題館開館目標及海洋教育推廣任務，深覺

重任在身。海科館是一座有別其他國內社教館所的博物館，它擁有最自然的山海

景觀，實具特色的建築物。展示內容更是豐富，尤其它錯落於社區民宅間；此種「零

距離」特殊地理區位，讓海科館的規劃與營運更具挑戰性。

　　海科館的展示主題涵蓋海洋環境、海洋科學、海洋工程、海洋文化，廣泛展

示內容主要在傳達海洋的知識。我們希望這座博物館的成立，能夠為國人帶來「知

海」、「親海」、「愛海」的學習環境。也更希望延伸展示場域至周邊社區及海域，

讓海洋知識的推廣不只在博物館內，而是整個區域的融合與共生共榮。

　　目前我們主題館建築已取得使用執照，下一個階段將進行館內展示工程的施

作，預計在 102年 9月完成。後續進行驗收、教育訓練及交付等作業，期望在年

底可以開館試營運。海洋生態展示館（水族館）由民間營運廠商投資約 14億元，

預計 106年完工，屆時海科館將更完整成為教育與觀光休閒兼具之博物館。

　　除展示工程外，目前其他館區尚有「大客車停車場」、「碧水會館」、「濱

海休閒中心」等數項工程正在進行，施工期間仍會造成里民諸多不便，懇請諒解

與支持。

　　展望 102年將是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建設最重要的一年，俊仁將與籌備處同

仁戮力以赴，完成建館作業，亦期望長官與各界人士能夠持續給我們督促、支持

與鼓勵。

1.主題館區第二期新建工程：主題館使用執照已於 102年 2月 6日發照，102年 3月 1日領照。

2.區域探索館暨高地景觀新建工程：區域探索館已於 102年 2月 23日完成複驗，續辦點交作業。

3.「南區水保及公共設施新建工程（含土建及水電工程）」：土建（接續 )工程業於 102年 2月 18日開工（工期 210日曆天 )，預計 102年 9月 15日竣工，刻
正辦理施工前置書件審查作業。

4.「海洋科學與科技展示工程」：現階段各展廳進行場內施作工程，預計 102年 8月竣工。

5.「海堤修復改善工程計畫」：前於 101年 12月 29日開工（工期 240日曆天 )，預計 102年 8月 25日竣工，刻正施作消波塊工程。

文／行政組  陳楷甯 　圖／研究規劃組  江俊億

籌建進度說明

在教育部黃政務次長碧端女士的監交下，海科館新、舊任主任完成交接

文‧圖／張惠蘭  東海大學美術系專任助理教授

文‧圖／研究規劃組  宋祚忠

海科館公共藝術- [藝術發電廠 - 差異的轉化與連結]
流動的八斗子色彩與色彩煉金術活動花絮

「浮沉靜動的奧秘」工作坊活動剪影

送黑琵到海科－行政院農委會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贈與本處黑面琵鷺實體標本

【活動花絮】

【專題報導】

活動訊息

本年度共開放A（深海特展+海洋生物多樣性教學 _參觀潮境工作站）及B（海
洋生物多樣性教學_認識潮間帶生態）兩項課程，供中小學團體免費預約參觀。
(A)深海特展及海洋生物多樣性教學 _參觀潮境工作站
  ●  開放時間：102年 2月 19日 -102年 11月 30日（7、8月除外），每星期二、

五，09:00-12:00、14:00-17:00，共 4個時段，採預約登記。
  ●  地　　點：潮境海洋中心潮境工作站及潮境公園

(B)深海特展及海洋生物多樣性教學 _認識潮間帶生態
  ●  開放時間：102年 3月 08日 -102年 10月 31日（7、8月除外），每星期二、

五在退潮時間適合觀察的情況下，每天一梯次。

  ●  地　　點：長潭里潮間帶

詳細資訊請洽本處林旻宜小姐，電話 02-24696000#7019，或至本處官方網站
最新消息查詢，活動內容、時間若有變動，以本處官方網站資訊為準。

102年度中小學海洋生物多樣性教學

102年度志工招募訊息
本處即將招募第五期志工，計畫研擬中，有興趣的夥伴請密切注意本處訊息！
預計 102年 5月公告簡章及報名表，6-7月訓練，8-10月實習，11-12考核，
103年開始服勤。
詳細資訊請至本處官方網站最新消息查詢，活動內容、時間若有變動，以本
處官方網站資訊為準。

黑面琵鷺嘴前端扁平且寬、狀似琵琶，又嘴部與眼部周

圍呈黑色，故得名。（黑面琵鷺保育協會Eddie Chang攝）

本處吳俊仁主任自特生中心楊主任秘

書手中接過黑琵標本。（陳麗淑攝）

探索館橋樑色彩學員發表構想 第一階段社區美學工作坊於四階平台合影

照片

色彩煉金術學員與藝術家 J.Pomero於潮境
公園海岸淨灘合影

學員開心分享創作過程色彩煉金術居民學員將淨灘

後的拾得物依色彩分類

就職典禮花絮

首長的話

文‧圖／研究規劃組   江俊億

參與學員正測試、調整其親手製作完

成之水下滑翔機 DIY套件。

宋祚忠老師正向與會教師講述水下滑翔機

之浮沉與靜動奧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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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童年是一個充滿歡樂與探索的時期，在海科館的 9個展廳之中，有一個空間
特別為兒童所設計，這是全國第一個以海洋為主題的兒童樂園、在這個展廳裡有

著各式各樣的遊具，讓孩子不只從遊戲中，也從周圍環境的布置中、從各種不同

的活動來認識海洋、親近海洋。整個展廳是一個以海洋為中心的寬敞冒險空間，

包括陸地冒險、天空冒險、及到海底冒險等不同的活動空間配置，是一個快樂的

遊戲探索廣場，讓孩子感受陸地上的生活與海洋之間的關係。本展廳的參觀對象

以 4-8歲的幼童為主，以及陪伴入場照顧的家長。 
　　在展廳的中央，是一座小朋友最喜歡的大型溜滑梯。小朋友們可以從陸地平

面爬上天空的雲朵中，再沿著假山的表面，或是山洞中溜下去，盡情地爬上、滑

下，繞來繞去地玩。如此小朋友本身就是小水滴，從海上到陸地，從陸地到海裡，

就像小水滴完成水的循環。

　　在溜滑梯的後面是一艘迷你漁船，小朋友可以玩角色扮演的遊戲，再走進駕

駛台開船，在船頭釣魚，也可下到船艙整理漁獲等等。

　　在展廳還有許多好玩有趣的展項，例如小朋友可以把頭伸進海洋生物頭部的

模型，透過模型的眼睛來感受海洋生物看東西的方式。

1. 大海探險
(1) 比大？比小？
不同的生物因應周圍的環境以及生存的需求而有不同的體型大小，生活在海水中

的生物因為有海水浮力的輔助，所以可以發展出巨大的體型，所以現今世界上最

大的動物—藍鯨就是生活在海洋中。在這個展項裡，有各種實體尺寸大小的模型，

包括章魚、比目魚、鬼頭刀、硨磲貝、海龜、鋸齒鱝、甘氏巨螯蟹、鮪魚、海豚、

大王魷魚等等，小朋友與體型龐大的海洋生物比比看，實際體會海中生物體型之

龐大。還可與較接近人類大小的生物玩比大小遊戲，感受海裡面存在著大小規模

與陸地上截然不同的巨大海洋生

物。其中三種生物的局部部份以

模型模仿該生物之表面質感，讓

小朋友可以體驗鯊魚類粗糙的表

皮、章魚有彈性的腳，以及甘氏

巨螯蟹顆粒狀的表面。

(2)海中賽跑
喜歡到處跑動是兒童的特性之一，本展項是一個以參加海洋生物的游泳競賽為主

題。各式各樣的海洋生物，包括海豚、

海獺、旗魚、扇貝、章魚、海龜、海

馬等，一起站在起跑點上，參觀的兒

童們可以選擇自己喜歡的生物參加速

度競賽。在競賽過程中，兒童們可以

見到游得很快的生物和游得很慢的生

物，同時牆面會放映生物各種奇怪的

游泳方式的動畫並說明游泳方式。抵

達終點時，螢幕會播放競爭生物的速

度並同時顯示參與小朋友的速度。

(3 )海中躲貓貓 
兒童也喜歡尋找躲起來的物品，所以在這個區域針對這種行為設計下列的展項。

例如珊瑚礁叢林（溫暖的海洋）：不同的海洋生態系中有各種躲藏起來的生物，

在珊瑚礁叢林造景中，參觀者可爬上礁台或躦玩，模擬自己是珊瑚礁生物。兒童

可以在展示空間中尋找躲藏著的生物，或不經意地發現生物。

家長守護椅

　　在展廳各區有可愛海洋生物造型的家

長守護椅設置，旁邊還提供與展項內容相

關的繪本，提供陪伴的家長參考並且可以

引導兒童閱讀了解活動所隱含的海洋生物

知識。

(4)有樣學樣 
角色扮演，這個也是幼兒最喜歡的遊戲之一，現場

有模型讓幼兒扮演寄居蟹或體驗海洋生物所看到

的世界是什麼樣子。

4-1 寄居蟹家家酒
走進固定在岩礁上的貝殼，假裝自己是隻寄居蟹。

準備各種尺寸的貝殼，讓小朋友選擇適合自己體型

的貝殼。（寄居蟹會隨著成長過程，選擇適當大小

的貝殼居住）

4-2 各種眼睛
透過旭蟹的眼睛、珊瑚礁小丑魚的眼睛、珊瑚礁七彩鰻的眼睛，看到的世界是什

麼樣，體驗一下海洋生物眼中的世界有些是彩色，有些不是，甚至像是一格格的

拼圖。

2. 陸上探險
(1) 水滴旅行
「大海探險」與「陸上探險」的區域相連，

遊具模擬水循環路徑的設計，包括一個大

型的溜滑梯，孩子們可以依照海→空→陸

→海的順序爬上、滑下，繞來繞去地玩。

小朋友可以假裝自己變成水分子，從海上

到陸地，從陸地到海裡，感受水的循環路

徑。海上的上升氣流以一個不斷送風的圓

柱來表示、走到雲可以體驗特斯拉線圈所

製造的打雷閃電現象，兒童們一邊體驗一

邊遊戲。

(2) 海的故事
這是比較靜態的活動，針對比較文靜的兒童所設計的看書及聽故事的空間。此外

要增進兒童的學習效果，適當的動靜活動穿插是最好的安排，所以其他兒童一樣

可以來參與此區的活動。

(3) 海洋樂器 
蒐集利用貝殼、沙子等海洋材料製作的樂器，小朋友可以自由接觸、演奏。這裡

甚至可以舉行海洋樂器演奏會等小型活動。

3. 船上探險
　　延續兒童喜歡角色扮演及跑上跑下的行為，讓兒童模擬漁夫在船上做的事。

(1)小小漁夫
以兒童身材所規劃的漁船作為遊具。

有駕駛艙、廚房、船員艙（寢室）、

船艙（放置漁獲的處所）。兒童可以

到漁船裡探險。小孩們可以在船內的

不同地方玩搭船的遊戲（駕船、煮菜、

睡覺、和看船艙裡的漁獲等等）。駕

駛艙中有航行的動畫讓小朋友有漁船

正在航行的感覺，在駕駛艙內可利用

傳聲筒與船上其他空間傳話。兒童也

可以站在船頭釣模型魚。

4. 陸上探險
　　這是另一個辦家家酒的空間。

(1)賣魚家 - 開店家家酒、煮菜家家酒
玩玩賣魚店或餐廳（路邊攤）的家家

酒遊戲。讓兒童透過「吃」了解海洋

與生活的密切關係。小朋友可以扮演賣魚店老闆和客人，玩扮家家酒的遊戲。小

朋友可以從「船上探險」的地方買魚進貨。小朋友可以扮演廚師、接待客人的店員、

用餐的客人，利用海產玩餐廳（路邊攤）的家家酒。

5. 樂波島
　　動手做是幼兒發展手眼協調的重要項目之一，所以在兒童廳裡特別規劃一個動

手作的空間，讓兒童手眼並用

做一些與海洋相關的勞作活動。

(1)自己造艘船
利用各種材料製作船，完成的

船可拿到戶外有循環水流的水

池，去試試看能否浮起來、是

否會前進。小朋友可以在實驗

水池調整船的零件，把船改良

得更能浮更能前進。 
(2)親水廣場 (室外 )
室外的親水廣場最特別的是水

池設計了部份區域有渦流產

生，所以可以讓船可以在無動

力的狀況下，產生短距離逆流

而行的現象。

　　102年 3月 2日週末清晨馬總統啟程專訪海科
館，結合教育、觀光及休閒功能之北臺灣嶄新亮點。

總統第 1站踏入民國 26年興建之國內第一座火力發
電廠，藉由日治時代保留至今之電廠挑高空間結構、

發電機混凝土墩柱及鋼樑，體驗國內唯一全球稀有

之工業遺址暨歷史建築換裝成博物館展廳之磅礡氣

勢，第 2站戴上 3D眼鏡親臨國內最大 IMAX巨型
銀幕，身歷其境體驗「衝浪高手」一番。第 3站交
流座談會，總統開場哼唱「我家門前有大海，後面

有山坡，山坡上面有海博，展覽好又多。」讚譽海

科館明珠，後續致詞宣揚「藍色革命，海洋興國」

理念，感謝基隆地區多位地方民意代表，長期關心

海洋城市發展及環境保育議題，以及委託營運廠商

「慶陽海洋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允諾加碼加速投資

興建水族館 (海洋生態館 )，另推崇臺灣史上第一也
是唯一僅存東渡太平洋之中式古木帆船「自由中國

號」，該等珍貴海洋文化資產，印證我國自由穿越

釣魚臺列嶼，顯見隸屬我方漁民作業海域，最終以

基隆中法戰爭ㄧ役，族群融合共抗外侮保住臺灣，

給基隆「讚」聲結尾！

馬總統親臨北火電廠  體驗 IMAX 3D 海洋劇場

播映影片介紹

2013 上半年 IMAX 3D 海洋劇場影片播映資訊

海洋科學與科技展示館-「兒童廳」簡介
文／研究規劃組  陳麗淑　圖／御匠設計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文／工務組  陳建宏　圖／總統府提供

　　「衝浪高手」耗時兩年製作，為全球首部 3D大銀幕衝浪電影。內容將透過
衝浪手及衝浪氣象學家的眼睛，帶您探索浪的科學，體驗衝浪的驚險與悸動。

本片於全球最具挑戰性的衝浪海灘「大溪地」拍攝，生動地展現了十屆世界

衝浪冠軍 Kelly Slater以及頂尖好手 Raimana Van Bastolater的完美衝浪身影。
Kelly Slater說：「本片所運用的高科技製作手法，將幫助觀眾了解令人驚嘆的
大浪背後，大自然的巨大力量，進而教導我們如何去保護海洋。」。從南加州

的柔軟沙灘到大溪地尖銳的珊瑚礁，這趟令人期待又興奮的冒險旅程，將帶領

觀眾發掘「浪」與「衝浪者」的神秘與魅力之處。

　　澳洲南部、巴布亞新幾內亞以及印度洋等海域因人為干擾較少，目前仍保

有原始而豐富的水底景觀。本片為攝影師實地下潛到海裡拍攝海洋中形形色色

的珍奇生物，包括很多第一次呈現在世人眼前的珍貴鏡頭：像是漫游在海藻中

的葉海龍，是珍貴的稀有海洋生物、或是活化石鸚鵡螺在海底游泳的畫面，非

常難得一見。

    本片中有許多令人震憾的經典畫面，透過 3D技術，創造出身歷其境的觀影
感受。除了呈現繽紛的海底世界外，另以獨具一格而且寓教於樂的方式，探討

全球氣候變遷對於廣大海洋所造成的影響。觀賞本片除了可以盡情享受海洋生

物的驚奇與美麗之餘，也希望觀眾能認真地探索全球氣候暖化對海洋以及海洋

生物所造成的重大影響。

水下驚奇世界
Under The Sea 

發行年代 2009
發行公司 IMAX CORPORATION
影片格式 15/70 
片　　長 41mins

衝浪高手
Ultimate Wave Tahiti 
發行年代 2010
發行公司 Pietro L. Serapiglia
影片格式 15/70 
片　　長 46分鐘

體驗 IMAX3D「衝浪高手」 各界齊聚交流座談會 宣揚「藍色革命，海洋興國」理念

北火電廠主題館巡禮

播映時間 播映影片 

三月 衝浪高手 ULTIMATE WAVE TAHITI

四月 水下驚奇世界 UNDER THE SEA

五月 衝浪高手 ULTIMATE WAVE TAHITI

六月 水下驚奇世界 UNDER THE SEA

IMAX 3D海洋劇場放映場次表
場次 放映時間

1. 09:50（平日限機關團體預約）
2. 11:10
3. 13:20
4. 14:30
5. 15:40
6. 16:50（假日加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