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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海科館即將全面開館對外正式營運，
期待對於基隆八斗子週邊的觀光及餐飲，帶來正面

效益。本處特別邀請享譽國際的台北國賓大飯店，

針對八斗子社區居民進行了一場【永續海洋．國賓

獻藝】廚藝教學暨競賽活動。今年適逢國賓五十週

年慶，台北國賓大飯店並獨家贊助本次活動所有經

費，藉由員工及民眾的共同參與，響應「永續海洋」

的飲食理念，善盡地球公民的社會責任。

　　本活動在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的協辦下，與台北

國賓大飯店籌劃了一系列包含永續海洋課程、廚藝

教學、員工淨灘、以及爾後各餐廳推動永續海洋飲

食的活動。將餐飲軟實力發揚光大，成為全台首家

響應「永續海洋飲食」的飯店！期間國賓大飯店除

了安排全體員工參與「永續海洋」飲食概念及海洋

生態教育課程外，高階主管更協同餐飲團隊實際赴

魚市場實地瞭解、觀摩及挑選永續海洋食材，各餐

廳主廚則落實永續海洋概念，以基隆八斗子地區盛

產的小卷、赤鯮、軟絲、黃雞魚、鯖魚、石花菜等

海鮮食材開立菜單，並分批前往現場傳授八斗子居

民精緻海鮮料理，藉由廚藝教學傳授居民利用在地

食材變化出各式料理美味，也希望藉此機會讓欲發

展觀光的社區民眾，能學得一技之長，未來為基隆

觀光注入新活力。

　　美味營養的海鮮向來是消費者的最愛，但隨

著科技技術的進步，人類對於漁業資源已過度捕

撈，造成漁業資源的衰退，若再繼續無節制的捕捉

海鮮，預計 2048年將會面臨海洋資源的枯竭！本

處很高興能邀請到國賓大飯店，率先響應「永續海

洋」飲食概念，成為國內第一家回應「永續海洋」

飲食觀念的五星級飯店集團，台北國賓大飯店並表

示，自 6/28起各中西式餐廳亦將推出各式永續海
洋美饌，未來各餐廳所使用的海鮮食材，亦將增加

「永續海洋概念」的食材比例，並多使用具產地証

明及檢驗合格的優質海鮮。期待藉由國賓大飯店本

次的拋磚引玉，可以吸引更多餐廳飯店一同從飲食

的角度，關心愛護我們的海洋。

　　7月 4日，月圓後的第一天，今年北部珊瑚
產卵的日子，7月 5日則是海科第一次結合阿美
族社區辦活動的日子。阿美族依居住地方分五大

群，非常善用周圍環境，包括山、海、河、溪等

的自然資源，對自然有其獨特的傳統。海科館附

近就有一群阿美族人的聚落—八斗山莊。但當海

岸阿美族人離開原鄉到異地安居，新生代的阿美

族小孩對海不再那麼熟悉，甚至不知如何用族語

來稱呼海洋生物。本活動在喚醒阿美族新生代對

海洋的記憶，本年度首先以耆老帶領新生代認識

阿美族親海的智慧， 未來希望逐步整理阿美族的
海洋智慧，再擴大辦理阿美族海宴，讓其他民眾

也有機會從阿美族的智慧來認識海洋，進而不分

族群一起為守護海洋而盡一份心力。

　　課程由阿美族長老朱瑞祥議員講阿美族的海

洋智慧開始，頭目馬路做水下採集前工具準備

的講解，採集後再針對採集上來的標本一個個

說明阿美族的稱呼，例如：魚「futing」、螃蟹
「kalang」、海膽「a' wang」等都是統稱，但是
不同的魚、螃蟹、貝類都還有個別的名稱。中午

除了便當，還有長老煮的海鮮湯，主要是海藻、

螃蟹和海膽，湯色呈暗黑色，但味道卻是鮮美無

比，每個wawa (對兒童的稱呼，讀音像”娃娃”)
都能很熟練的剝海膽或是螃蟹來吃。下午除了參

觀潮境工作站有趣的海洋生物，馬耀谷木牧師還

以有獎徵答回顧今天的課程。傍晚天邊出現彩

虹，大夥一起合照，學員臨走前並擁抱所有海科

的工作人員表示謝意！

　　其實阿美族本來就愛大自然、愛海，未來長

老們希望 wawa能夠有機會多認識阿美族對海洋生
物的知識！所以明年阿美族海宴當然要繼續辦！

　　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主題館自民國 96年 12
月開始動工以來，一路上篳路藍縷，特別感謝在

地鄉親的支持與體諒，使本處得以先順利完成

「區域探索館」。本處特別於 6月 30日舉辦「區
域探索館」落成典禮，邀請教育部、基隆市政府

各級長官、立法委員、市議員、里長、志工以及

八斗子鄉親，共同分享我們的喜悅！

　　落成典禮在上午 9時 30分舉行，典禮中並
進行海科館 LOGO設計徵選優勝頒獎儀式，及
鼓陣、獅陣、薩克斯風、土風舞、太極乾坤扇

等八斗子地區社團表演。活動一直進行到中午左

右，在精心準備的茶敘餐點及表演活動下，圓滿

落幕。

　　「區域探索館」位於八斗子地區與整個園區

的銜接地理位置，扮演著地方大使的角色，且具

有迎賓送客的功能。本館成立的最主要目的，是

希望能夠帶動「海洋教育與觀光休閒園區」（自

海洋大學、水試所、八斗子漁港、碧砂漁港、海

科館到望海巷這一條軸線）整體區域的觀光發展

外，亦成為在地居民共同擁有的博物館、未來地

區要發展生態旅遊的前哨站。本區域探索館未來

是免費參觀，且於一樓特別規劃一開放式的公

共空間，此地點不僅具有遮陽避雨的功能，且鄰

近八斗子漁港，得以坐擁悠然港景及徐徐海風，

未來可做為附近鄰里居民休憩運動的場所，期

待成為凝聚八斗子週邊鄰里民眾的新活動據點。

而區域探索館三樓為「區域探索廳」，共有三個

展示主題，「美麗與更迭」展示的是本園區的美

麗地景、「活力漁村」展示的是漁村忙碌的漁事

生活、「我們的故事」展示的是八斗子在地的故

事，「區域探索廳」主要是以介紹本園區風土民

情與地方海洋漁業特色為主軸，提供往來遊客進

一步認識八斗子地區的在地人文歷史及自然風

光。

　　落成典禮活動特別感謝，一直以來最支持我

們的海科館志工群熱情協助，陳聰明先生專業的

主持，及七星樂團、八斗國小鼓獅陣、新豐里

土風舞班、基隆市祭動樂舞、中正區土風舞班、

碧砂里土風舞班、碧砂里排舞、八斗漁鄉媽媽帶

動唱、長潭印象、八斗子排舞班、八斗子土風舞

班、新豐富社區太極拳研習班等精彩的演出！

1.主題館區第二期新建工程：已於 101年 4月竣工，現階段進行缺失改善及使照請領等相關
勘驗作業。

2.區域探索館暨高地景觀新建工程：區域探索館已於 101年 3月竣工，並取得使用執照，且
於 101年 6月 30日進行敦親睦鄰試營運開放參觀。高地所進行之公共廁所工程，已近完
工階段，將於完成驗收作業後對外開放供民眾使用。

3.「南區學員宿舍新建工程」：現階段進行基地清整準備工作。

4.「南區暨濱海景觀工程」：南區環山步道及景觀平台暨濱海景觀等工區現已施作完成，正辦理驗收相關作業中，將於完成驗收作業後對外開
放供民眾使用。

5.「海洋科學與科技展示工程」：現階段進行展示場外施作相關工作。區域探索廳已於 101年 6月 30日進行敦親睦鄰試營運開放。

6.「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興建營運移轉（OT＋BOT）案」：「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興建營運移轉 (OT＋BOT)案」已於今年 5月份完成新公司「慶
陽海洋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之籌組及與海科館正式簽訂「興建營運契約」。現階段進行「投資執行計畫書」及「營運執行計畫書」等審核作業。

文．圖／研究規劃組  吳玲毅

籌建進度說明

主題館區夜景

文‧圖／研究規劃組   吳玲毅

文‧圖／研究規劃組   陳麗淑

永續海洋．國賓獻藝

阿美族海宴首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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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年 02月 14日 -1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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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棟三樓

(B)海洋生物多樣性教學 _認識潮間帶生態
  ●  開放時間：101年 03月 08日 -101年 09月 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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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年度中小學海洋生物多樣性教學 潮境工作站週六下午開放

　　為響應教育部「全國孝親月」活動，本處訂於本年度 4月至
8月每週六下午 1:00-5:00開放潮境工作站及深海特展供民眾參
觀，讓民眾得以親近海洋、認識海洋。
　　8月 18、19日另有兩梯次的潮間帶觀察活動，讓您可近距離
的觀察與接觸潮間帶生物，機會難得，敬請把握！

  ●  活動日期：4-8月份每週六下午 1:00-5:00。
  ●  地　　點：潮境工作站及深海特展。

  ●  活動費用：免費。

探索八斗子之旅

　　為配合本處區域探索館試營運，提供遊客親身探訪八斗子自
然資源及人文產業特色的機會，特舉辦本活動。本活動將在導覽
志工的帶領下，由區域探索館出發，帶領您逐一認識基地周邊各
具特色的自然景觀及走入漁村，親身體驗漁村文化的深厚內涵，
以生態旅遊的方式增進您對於本區域認識的廣度與深度。

  ●  活動時間：8/11 (六 )及 8/18 (六 )。每日分為早鳥隊 (09:30-12:00)
　　　　　　　及晚蟲班 (15:30-18:00)各 1梯，1梯次 30名。
  ●  活動地點：區域探索館、八斗子漁村、望幽谷、101高地等。
  ●  活動費用：免費。

  ●  報名方式：於活動開始前半小時於區域探索館一樓服務台現場
　　　　　　 報名，集合完出發。

暑期活動預告

　　本處本年度暑假期間預計辦理之營隊與活動如下：潮間帶生物多

樣性教學研習、鎖管研習活動、8/26祖父母節活動等，詳細辦理情形
請留意本處官網公告之最新消息。

國賓飯店林興國營運長 (左 )接受基隆海科館 -柯永澤主任 (右 )
的感謝狀

主廚示範教學

馬耀牧師帶領 wawa認識海洋

區域探索館落成典禮活動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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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廳目的
　　「海洋科技博物館」談海洋科學是名正言順且不可或缺的項目，但基於一般民

眾生活在四周充滿科學的環境中，但又常聞「科學」而色變、對「科學」感到疏離

高深又難親近，因此本廳的目的在於讓民眾消除對於海洋科學的排斥，進而產生對

海洋科學的興趣。本廳將以活潑有趣的互動方式，呈現出海洋科學中已經了解與尚

待探索的課題，同時也讓參觀者感受到海洋科學的發展對人類帶來的福祉，也希望

藉由參觀者提出觀後省思，共築海洋可能的未來。

展廳主題
　　海洋科學廳包含四大主題。為了讓參觀者從地球整體的角度了解所看到的海，

同時也循著歷史軌跡介紹海洋的誕生，因此我們安排第一個主題為海洋面貌。

　　在設計成海洋研究中心的空間裡，將以重視體驗的方式多元地呈現展示。為了

呈現海洋波浪產生的情形，海中光線與聲音的傳遞方式，模擬深海水壓的實驗裝置、

實際運用於海洋調查與資源探勘的儀器等，介紹海洋的科學特性以及海洋科學的現

狀，我們安排第二個主題為「海洋探索」。

　　為了展示日常生活中利用海洋資源製造的產品與一些半成品的原料實物，提醒

參觀者其實在各種情形下我們不知不覺使用了許多海洋資源，生活中更少不了海洋

資源，藉以說明海洋資源的重要性，我們擬定第三個主題為「海洋資源」。

　　在對海洋科學有些瞭解後，民眾可能會對現況有些好奇，因此我們介紹國際與

國內最新的海洋科學研究情形，同時介紹台灣海洋研究的歷程與發展狀況，安排第

四個主題為「海洋資訊」。

主題一  海洋面貌
　　利用七塊 LED柱狀的顯示板顯示
裝置，以燈光與聲音製造出波浪、冰

山、海嘯與海中生物等的海洋意象空間

效果，稱為 Data Pole。「海水的運動」
是從不同的時間點、尺度，呈現海水的

各種動態。「海洋生態剪影」呈現飛魚

躍出水面、浮游生物群在海中徜徉、大

鯨鯊在海上覓食、淺水的海藻隨波漂

動、深海巨大的魷魚身影晃動、帶著螢

光的水母群等。「海嘯」顯現海底發生

地層斷裂大水激湧，跨越大洋的海嘯衝上海岸，形成一片汪洋滾流。「海冰與冰山」

展現冰川與海水匯合處的大片崩落冰山，激起如山高的水花並形成一座座大型的冰

山。北極熊帶著小熊追逐著海獅，最後出現一路挺進的破冰船。這四段重複播放的

影片，讓參觀者一進展廳就感受到海洋的氣氛。

　　地球是一個「水的星球」，地表有七成

是海洋。這裡要從全球的角度介紹海洋的分

布，海洋的寬度與廣度，同時讓參觀者與陸

地作比較。另以「海洋相簿」來「重現古代

海洋環境」與認識「海洋環境的變遷」。

　　接著介紹水的行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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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空中看地球（SOS）等課題。其
中 SOS球型劇場是以「海洋與地球」為主題
介紹全球性的現像，例如全球的洋流、海溫、

海風、海面高度、海底地形、溫室效應等。

主題二  海洋探索
　　 將模擬研究中心創造空間感覺，
以體驗型的展示方式介紹海水的性質

與運動等等。

　　 「海水的特性」是讓參觀者了解
海水所具有的各種性質（溫度、鹽分

濃度、壓力、光線、聲音等），同時

也透過海洋生物的生態學習海水所擁

有的各種性質。

　　 「海水的成份」是介紹海水中含
有哪些物質、多少份量，及各佔多少

比例。比較海水所含物質與人體所含

物質，可以發現主要成份的種類十分

類似。

　　 「海洋生產力」是介紹在海洋
生態系的最底層是微小的植物浮游生

物，二氧化碳與陽光等無機物會產生

養分供應給其他生物。另在全球物質

的循環上，海洋與海洋生物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介紹海洋與海洋生物所扮演功能

的重要性。

　　 「海水的運動」介紹海中發生各種運
動，同時利用實驗裝置讓參觀者體驗、學習

該性質。

　　過去在研究海洋時，必須實際到海上才

能進行調查，但是由於遙測技術的發展，讓

人類在不必到海上即能進行觀測，並且將觀

測的結果應用到許多領域，「海洋遙測」將

介紹相關內容。

　　「海洋調查船探勘」是以我國最新建造的海研五號為題，介紹研究船的結構、

船內研究室所從事的活動、調查儀器等，引發參觀者對海洋調查的興趣。

主題三  海洋資源
　　呈現可從海洋取得各種資源的圖像，並利用影像與實物介紹人類對各種海洋資

源的利用。

　　其中海洋的非生物資源包含海洋礦物資源、海洋空間資源、海洋能源等。海洋

礦物資源的應用，包含化工、紡織、造紙、染料、治金、陶瓷、肥皂、玻璃、醫藥、

農漁業、食用等。海洋深層水

以水產養殖與農業為應用重

點，並用於漁牧、食品醫療、

觀光休閒與溫差發電等相關產

業。空間資源指可以利用的各

種海洋空間，例如人工島、海

上機場、海底隧道、海上度假

村等。海洋能展項介紹溫差發

電、波浪發電、海流發電等。

主題四  海洋資訊
　　介紹國際與國內最新的海洋科

學研究情形，同時介紹台灣海洋研

究的歷程與發展狀況。

海洋的未來
　　是以越來越熱的地球，引出全

球暖化下的海水溫度上升等海洋的

危機，作為本區的引言，讓參觀者

警覺「我們僅有一個藍色地球」，

開始關心海洋。然後針對人類與海

洋關係的四大主題（環境、科學、

科技、能源）一一介紹，讓參觀者

了解世界各地保護海洋、研究海洋、運用海洋的各種未來可能的海洋願景，而達到

「築夢海洋」。最後以「向海洋立約」為題，讓參觀者以自己的話或畫，寫「給海

洋的一封信」，傳達對海洋未來的反思與展望。

編按：自簡訊將逐一深入介紹「海洋科學與科技展示館」每一個展廳，下期將為您

介紹「深海廳」及「深海影像廳」，敬請期待！

　　海科館「區域探索廳」自 7月 1日至 8月 26日止，優先開放設籍基
隆市的鄉親入館參觀，感謝地方鄉親們這麼幾年來忍受建築過程中所延伸

的種種不便！

　　由於考慮展示場地空間大小與服務品質等因素，7月份優先服務八斗
子地區鄉親，8月份服務基隆地區民眾，每週一休館。民眾可先預約後再
前往參觀，或是在現場領取號碼牌後等候參觀。預約電話：(02)2469-6000
分機 6010劉先生。參觀辦法詳見本處網站：http://www.nmmst.gov.tw
　　區域探索廳，是一個以介紹本區域風土民情與地方海洋漁業特色為主

軸的展示廳，共分為「美麗與更迭」、「活力漁村」及「我們的故事」三

個主題，提供往來遊客進一步認識地區的在地人文歷史及自然風光。而其

所處的區域探索館位於八斗子地區與整個園區的銜接地理位置，具有迎賓

送客的功能，同時扮演地方旅遊資訊中心的角色。未來規畫為免費參觀。

歡迎未能於敦親睦鄰期間入館的民眾，於日後陸續蒞臨！

區域探索廳分區參觀表

期程 對象 方式

7月 1日至 7月 31日 設籍基隆市中正區碧砂
里、砂子里、八斗里、長
潭里、新豐里、新富里。

採預約參訪及現場候補
入場雙軌進行。

8月 1日至 8月 26日 設籍基隆市居民 採預約參訪及現場候補
入場雙軌進行。

※為保證居民的參觀權益，入場時須出示身分證件，未成年者請攜帶戶口名簿，

　 以利查驗。

參觀注意事項

1.試營運期間每日開館時間為 10:00-17:00，周一休館。
2.為維護民眾參觀的品質，每場次安排專人導覽解說，每日第一場為

10:00，最後一場為下午 4:00。
3.民眾請於上午 9時 30分起至區域探索館大門口 (漁港二街 )憑身分證件
領取參觀號碼牌。並請民眾依照票券上的場次時間排隊入場 (請於開始

入場前 15分鐘前到場，逾時需重新領取參觀號碼牌 )。參觀號碼牌每人
至多領 4張 (可代領 )，每場次人數有限，參觀號碼牌限當日有效，參
觀號碼牌發完為止。

4.領取參觀號碼牌和入場時皆須出示身分證件，未成年者請攜帶戶口名
簿，以利查驗。

5. 15人以上團體請事先電話預約，為確保參觀品質，每一場次預約以 40
人為限。

6.請於週一至週五，09:30-16:30來電預約，預約專線：02-24696000#6010。
7.請於三天前預約完成，本館具有合併團體之權利。
8.預約成功後，欲取消預約導覽或變更參觀日期者，請於活動前一天以電
話通知。

9.入場時須出示身分證件，未成年者請攜帶戶口名簿，以利查驗。
10.全館禁止飲食、吸菸。
11.參觀時請勿攜帶寵物。

交通方式

　　本廳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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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觀光資

源分為景觀、人文、產業三個層次，勾繪各層次

脈絡精髓，讓遊客逐層次感動、認同與期盼，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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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本廳成為未來地方發展生態旅

遊、社區深度旅遊的前哨站。

【美麗與更迭】

　　八斗子位於台灣東北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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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抱的絕佳景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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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力漁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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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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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展項將呈現本區域特殊的產業及人文特

色，透過大型造景與劇場的結合，參觀者可走入

魚寮欣賞並融入舊時漁村時空。此外，更可透過

展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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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做的房子中，感受早期

漁村生活的豐富樣貌！

【我們的故事】

　　展廳最後的小小的空間，是這塊東北角海岸

土地及人民的故事，藉由這面多層次的生活記憶

牆，及透過在地人物述說親身故事，表現出在地

的風情，分享當地的生活點滴。希冀能夠取得居

民認同感，也讓遊客了解與感受居民想要呈現的

本地風情。

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區域探索廳試營運敦親睦鄰參觀辦法

區域探索廳簡介

海洋科學與科技展示館 -「海洋科學廳」簡介
文／研究規劃組  彭海鯤　圖／株式會社丹青社、御匠設計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攝影：吳宜晏

海洋研究發展與里程碑

海洋研究船與探測儀器

波浪的體驗 (風浪與內波 ) 

海洋相簿

海洋科學廳空間透視圖

海洋空間資源與能源的應用

波浪的特性

空中看地球 SOS劇場

以資料面版群（data pole）呈現海洋的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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