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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期有部分八斗子居民針對海科館興建「海

洋生態展示館」提出用地陳請，該用地原屬於行

政院農委會漁業署閒置工業用地，後經數次協調

於 96年 5月獲行政院同意撥用，將該用地併入
海洋科技博物館整體規劃建設範圍，除可將原有

八斗子漁港之產業設施與活動作為未來展示教

育之延伸外，更進而串聯碧砂、八斗子、海科館

等區域資源，帶動全區整體發展，此為海科館撥

用該用地之初衷。 
　　「海洋生態展示館」之興建目的是讓海科館

展示主題更具完整性，且其能吸引更多參觀遊

客，對於部分居民質疑海科館掠奪其唯一休閒

綠地興建「海洋生態展示館」，事實上其建築

行為將受限於相關建築法令之規範，如「國立

海洋科技博物館籌建計畫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

告」中，即明訂海洋生態展示館可建築樓地板

面積為 12,000平方公尺，可建築開發面積上限
為 60%，景觀綠地面積為 4,800平方公尺。以興
建 3或 4樓層建築量體為例，建築基地開發面積
(比例 )為 4,000平方公尺 (35%)或 3,000平方公
尺 (26%)，故景觀綠地面積 (比例 )至少為 7,597
平方公尺 (65%)，應無破壞地方居民休憩綠地場
所及降低生活品質等疑慮。海洋生態展示館營運

後，周邊之綠帶將吸引遊客參觀駐足休憩停泊，

亦可促進周邊商圈緊鄰店家觀光收益。 
　　自海科館設館於八斗子即秉持著融入地區、

與鄰為善之本意，希望讓八斗子地區發展能更

好，故在主題館開館前籌備處逐步將館區內之公

園用地規劃施工，創造更多綠地供民眾使用，例

如潮境公園（佔地 2公頃）原為垃圾掩埋場，現
已成為大眾假日休閒好去處；復育公園（佔地 9
公頃）目前雖暫為土方堆置場，未來亦將規劃為

公園綠地；另八斗子公園之環山步道亦已完成開

放供大眾使用，此等工程皆基於回饋社區創造更

多休閒綠地空間供社區大眾使用。 
　　海科館現主題展示館原為北火電廠舊電廠，

佔地約 5.05公頃，當時為荒廢棄置之用地，現
已改造成博物館，圍牆拆除後將提供更多公共空

間予大眾使用；原海巡署軍營用地 0.25公頃圍
牆高立，現海科館亦將該區域規劃為公園廣場，

完全提供大眾免費使用。 
　　除此，海科館為一無圍牆之博物館，除建物

外其餘戶外公共空間皆為開放區域，所有館區戶

外公共空間皆為社區居民的公園、綠地，海科館

絕無霸佔居民綠地之意，反而提供更多綠地休憩

空間供大眾使用；且位於原漁業署南翼「區域探

索館」係為八斗子地區所設之展館，籌備處希望

藉由展示闡述八斗子漁村的故事、介紹本區的海

天美景與時空更迭，從這個展館能讓更多人認識

八斗子地區、行銷八斗子地區。 
　　對於民眾所提生態館用地地震土壤液化之

問題，感謝陳請者之提醒，也請民眾放心，為

避免土壤液化造成問題，以主題館及區域探索

館為例，所有建物之基樁均打到岩盤，因此土

壤液化之問題，並不影響海科館建物。至於生

態館建築物之耐震等級係以較高標準之博物館

等級設計，耐震設計以用途係數 I=1.25之規定
檢討，可承受約六級地震之震度；館內之水槽

凡水量大於或等於 500噸，臨觀眾走道之壓克
力視窗材料，耐震強度皆大於該水槽之其他牆

面，並安排相關排洪計畫，以避免地震時因水

槽破裂而造成二次傷害。另居民提及建議將「海

洋生態展示館」移至漁港北方中油公司油庫後

方土地，該區域用地非屬海科館館方用地，如

要提供建館必先經都市計畫通盤檢討，變更為

社教機構用地，先不論其變更時程為何，如土

地為私人用地則又涉及基市府是否有財源徵收，

此需考量因素甚多，非單純想法遷移而已，且

該區域距離主題館甚遠，如陳請者所言，對於

當地居民運動者仍已嫌遠不便，何遑參觀博物

館之遊客，就遊客權益及博物館管理層面，此

之安排實非負責任之規劃。另有民眾建議本館

基地選用潮境公園邊側新生地 (係指本處環保
復育公園區 )部分，該區域係屬垃圾掩埋場復
育範圍，依環保署 89年同意備查「本計畫環境
影響說明書」審查委員意見及結論，承諾該區

僅能作為綠地使用，實無法作為建館用地。況

且本計畫籌備處業已依據都市計畫審議結果公

告招商在即，如有延誤開館期程，相信應非基

隆市民大眾所企見。 
　　海科館開館後預計每年帶來 200萬之參觀人
次，如何將參觀博物館之遊客留駐於八斗子社

區，帶動社區觀光產業才是目前社區發展與社區

居民更應關心的重點，如何創新地方產業、如何

利用在地特色吸引觀光客駐足，是需要靠社區居

民動起來，與海科館一起合作，而非單憑公共建

設引導可成，最終成功關鍵還是社區所推出的產

海科館興建「海洋生態展示館」用地說明

「熊貓」不見了?!守護八斗子美麗淨土，
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1.「主題館區第二期新建工程」：現階段進行主題館 A、B、D棟 /行政教育中心 E、F棟 /
展示教育中心 G棟、海洋劇場 H棟等外牆 /室裝、主題館 C棟 RF結構及各棟機電配管
及佈線施工等相關工作。整體建築預定於 101年 2月底至 3月中以前完工，並於取得使
用執照之後，接續進行展示工程，預定於 101年底完工。

2.「區域探索館暨高地景觀新建工程」：已完成 2F柱樑結構，現階段進行 3F版結構、機
電配管及佈線施工等相關工作。預定於 100年 11月底完工，之後接續展示工程以及餐
廳等服務設施，預定於 101年 6月開放。

3.「南區水保及公共設施新建工程 (含土建及水電工程 )」：現階段進行水保及擋土牆工程。

4.「海洋科學與科技展示工程」：已完成全館 4期 9個展廳工程之發包作業。

5.「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興建營運移轉 (OT＋ BOT)案」：自 100年 5月 30日公告招商，
於 6月 30日舉行招商說明會，收件截止時間為 100年 8月 26日。

文／秘書 徐鳳儀

文／行政組 李建錡

文／行政組 李建錡

籌建進度說明

活動訊息

為響應教育部「100年全國孝親月」活動，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籌
備處將於本年度 5月、7月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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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將有專人導覽解說，讓您一窺海
洋生物與深海世界的奧妙，歡迎於開放當日免費報名參觀！

  ●  活動日期：7月、8月每個週六下午 1:00-5:00
  ●  地　　點：基隆市北寧路 369巷 61號
  ●  活動費用：免費

潮境工作站及深海特展開放參觀

為提供國人親近海洋、認識海洋之管道，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籌備處將於 100年 8月 27日 (星
期六 )及 8月 28日 (星期日 )舉行兩梯次的親子潮間帶觀察活動，讓您可近距離的觀察與接觸
潮間帶生物，一窺海洋的豐富與奧妙，機會難得，敬請把握！ (報名方式預計將於 7月底公佈 )

  ●  活動日期：100.08.27-100.08.28
  ●  地　　點：長潭里潮間帶
  ●  活動費用：免費

親子潮間帶活動

在一星期的活動期間，透過與海大船舶科技相關專業領域之教授的近
距離接觸、參觀導覽活動以及實際動手操作等方式，引導學員去探索
船舶的奧秘，認識這些由眾多科技所整合而成之產物，體察船舶科技
的內涵與應用。對象為全國高中 (職 )學生，一梯次六天，提供食宿。
  ●  活動日期：100.08.13-100.08.18
  ●  地　　點：基隆市北寧路 369巷 61號
  ●  活動費用：4,000元 /人

全國高中 (職 )學生船舶科學研習營

想知道船舶如何能浮在這汪洋的海上並穩穩的前進嗎？就在今年暑
假！本處將以體驗「船舶科技的內涵」的方式，藉由研習與動手體驗
之活動方式，引導學員去探索船舶的奧秘，認識這些由眾多科技所整
合而成之產物。對象為國小高年級學生，一梯次三天，不提供住宿。

  ●  活動日期：100.07.23-100.07.25
  ●  地　　點：基隆市北寧路 369巷 61號
  ●  活動費用：新台幣 1,200元 /人

船舶科學夏令營

依「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協助鄰近社區總體營造計畫書」內容執行，
協助鄰近社區造產計畫 -開辦「社區藝能活力 -編藝種子教師研習
班」，本課程的開辦在於延續本地具有的傳統漁業編藝技能和在地
人具有的靈活手藝技巧，可以透過編藝課程之學習加以活化。

  ●  活動日期：100.7.20-100.9.7(每週三下午 1:30-4:30)
  ●  地　　點：基隆市北寧路 369巷 61號
  ●  活動費用：材料費 2,060元

100年度協助社區藝能活力 -編藝種子教師研習班

　　「哎呀不得了，實在真糟糕，我們

的熊貓怎麼不見了，快來找一找，快來

找一找，原來在海科館潮境公園的後

方」。居住於八斗子的民眾於 98年 12
月底向八斗子派出所備案，說明原位於

八斗子公園入口的熊貓雕像，竟然不翼

而飛，經查才確知被海科館移至復育公

園。

　　適逢元旦假期，派出所所長邀雙方

於 99年 1月 4日晚上針對「熊貓拆遷
事件」舉行協調會，雙方各有論訴，雖

然沒有具體結論，但海科館仍釋出誠意

表達：「只要八斗里找到合適場所，同

意協助搬移」。

　　對八斗子居民而言，熊貓是具有情

感記憶的標的，有民眾表示：「熊貓是

我們八斗里的地標，看到它就有回到家

的感覺；與朋友相約，地點明確不會失

誤；放在那兒已有一段時日，對它很有

感情⋯」，當中的不捨，海科館同仁皆

能感同身受。然而，熊貓的遷移，卻也

不是海科館的主動作為，而是依據基隆

市中正區公所98年10月29日來函：「八
斗街頭與漁港三街會合處，置有一景觀

建物，影響兩街行車視線安全，建請貴

處協助拆除」辦理。

　　海科館依函示慎重處理，找廠商多

次會勘與討論，深覺若依區公所函示

「拆除」此「熊貓與地標」物件，殊為

可惜，亦使民眾喪失了情感與記憶的依

歸，故經多方評估後，決定請熊貓搬

家，移至本處復育公園，而原有之「八

斗子濱海公園」文字標示則移置於公園

上山道路路緣，以求景觀美化功效。

　　搬遷至復育公園的熊貓，經過本處

同仁及志工媽媽們的盡心清潔及粉刷之

後，已煥然一新，期待八斗子的居民們

多多來復育公園看看徜徉於山水自然景

觀懷抱中的這兩位老朋友，繼續寫下你

與熊貓的美好回憶！

　　附註：許多居民向中正區公所與本

處提議將熊貓移回原位置，本處亦請主

題館規劃建築師林洲民先生進行規劃設

計，由於天橋決定不施作後，此處是未

來參觀民眾進入海科館主題館之主要入

口，亦是一個重要地標，因此必須在景

觀上慎重處理，待林建築師完成規劃

後，將再邀請大家一起來討論。另此地

標原所在地之土地所有權者除海科館

外，尚有二小塊畸零土地原隸屬於財高

八斗建物的畸零地，不知何故後經由法

院拍賣由現有地主標得，並未經由海科

館售出，請各位民眾諒察！

　　我國開放大陸客自由行已於 100年 6月 28日正式啟
動，預計將為臺灣各地帶入無限商機。旅遊業者分析，遊

客與遊憩休閒活動，「場景豐富度」是影響其參與的重要

因子之一。擁有望幽谷及八斗子公園等山光海色的八斗子

地區，近年來已成為基隆地區首屈一指的旅遊景點，若能

在整體社區環境之營造上更上一層樓，相信可創造更大之

利基。

　　位於海科館主題館預定地前的原漁業署用地，雖未來

規劃成為海科館「海洋生態館」預定地，但目前尚未進行

任何實質之開發，仍保留大片綠帶之舒適空間，若襯著碧

海藍天，漫步在此開放的綠帶中，享受山海轉折易景的視

覺效果實為一大樂事。惟部分居民為一己之利於公園側邊

興建違建物，堆放塑膠、木頭及廢棄物等雜物，不但嚴重

影響本區域整體視覺美觀，且夏日蚊蟲孳生，環境清潔衛

生堪慮，更影響著本區域全體民眾之健康。亟待大家共同

發揮社區意識，相互提醒及共同守衛這片美麗的淨土。

　　海科館開館營運在即，在繁重之籌建業務外，亦積極

協助地方發展觀光產業，未來里民能藉由加入社區導覽、

發揚產業文化特色及創

造在地景觀等理念，逐

步落實整體造人、造產

及造景之社區發展規

畫。期待八斗子里民與

海科館攜手合作，共同

為美好的家園、美好的

環境努力，如此一來，

八斗子地區的價值與未

來潛力，將無可限量！
本處志工媽媽為熊貓換上一身新裝　攝影／李建錡

原屬於大眾使用的綠地，被少數人佔用，嚴重

破壞了地區的整體環境美感。　攝影／李建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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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以下簡稱海科館）隸屬於教育部，是一座兼具展

示、教育、研究、蒐藏、休閒娛樂功能，以激發觀眾「親近海洋、認識海洋、

善用海洋、善待海洋」，並使之得以永續發展為使命的博物館，並將藉著

各項展覽、教育、蒐藏和研究活動，呈現與詮釋有關海洋科學與科技的發

展與應用、台灣海洋文化的形成、海洋生態的演化，及人類與海洋的關係。

【基地分區介紹】

　　海科館的基地範圍約 48.2公頃，開發規劃如下：

1.潮境海洋中心及海岸生態體驗園區：潮境區域為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籌
建工程中先行開發之區域，包含公園、工作站及海洋中心。潮境海洋中

心面積約 2400坪，為目前籌備處之辦公處所，北棟規劃為辦公室、教
育推廣教室及會議室等；南棟規劃為實驗室、典藏庫、庫房及臨時展示

等空間，空橋規劃為研究室，潮境工作站則規劃為「海洋生物多樣性中

心」，肩負籌建階段博物館展示、教育、蒐藏及研究功能之開展。

　海岸生態體驗園區則包含望幽谷、八斗子公園、環保復育公園及潮境公

園等，面積約 28.92公頃，在這裡可以悠閒地看山觀海，更可以近距離
親身接觸與體驗園區內豐富的自然及人文景觀。

2.主題館區：此區包含「海洋科學與
科技展示館」、「行政教育中心」、

「展示教育中心」、「機電大樓」

及「海洋劇場」（IMAX劇場）等。
「海洋科學與科技展示館」共包括

九大展示主題，將以家庭與學校團

體為主要參觀對象，透過寓教於樂

的方式，增進大眾對於海洋科學與

科技、海洋生態與人文之關心與認

知。「行政及教育中心」除為博

物館行政機能之核心外，亦有演講

廳、教室、兒童探索室及教師參考

室、圖書館等規劃，以支援博物館之教育推廣任務。「展示教育中心」

除為本館海洋科學與科技研究之基地外，亦有大型及恆溫恆濕蒐藏庫之

規劃，充分支援海科館的研究與蒐藏任務。「海洋劇場」乃由巨型銀幕

配合特殊拍攝影片及全數位化立體音效所構成之聲光震撼劇場，使觀眾

有身歷其境的感覺。劇場將播映有關海洋科技、工程、生物、科學、生

態等影片，讓觀眾了解與認識海洋，進而啟發其保育觀念以善待海洋。

3.區域探索館：位於原漁業署用地南翼，除為串連本館與周遭景點提供區
域性旅遊與服務資訊外，更將成為海科館帶動區域發展、協助地方發展

觀光產業的前哨站，館內之展示以館區周圍之自然及人文產業景觀為主

題，具體呈現整體區域之過去現在未來之發展歷程及願景。

4.海洋生態展示館（預定地）：此區域將委由民間參與廠商投資興建大型
水族館，為北臺灣民眾親近與認識海洋生物的最佳場所。

5.大客車停車場及學員宿舍區：位於主題館南側，為大客車停車空間。學
員宿舍未來由民間廠商經營，可讓遠道而來參與研習活動之教師與學童

有一休憩空間。

6.濱海休閒公園及預備停車場：位於望海巷漁港旁，本區未來擬將規劃成
一濱海休閒公園，以蕃子澳灣美麗的海灣風光為基點，可成為發展無動

力、無污染之海洋休閒活動基地。

【未來營運模式】

　　未來海科館營運將分為政府經營及民間經營兩部分，潮境海洋中心、

行政中心、教育中心、展示教育中心為公部門營運管理之範圍，而海洋科

學與科技展示館、海洋生態館、海洋劇場、停車場、景觀及公共設施則為

民間廠商營運之範圍。分工如下圖所示：

品。「改變」才是唯一可以讓社區活力再現的動

力，與其緬懷過去美好的歲月，何不改變觀點抓

住契機發展社區產業，讓生活周遭、社區環境變

的更美好。 
　　經濟開發與環境保育確實是存在衝突的二大課

題，海科館每年參觀的遊客對八斗社區確實會帶來

環境衝擊不論是交通或是人潮，惟海科館是觀光教

育事業非高污染產業，整體而言對於社區發展還是

具相當的助益，所存在的衝擊已是無法避免必須承

擔，故現階段海科館與基隆市政府也積極努力有所

作為，期望降低此衝擊對社區的影響。 
　　海科館座落於此是存在之事實，不論是贊成

者或是反對者都必須面對，相對的海科館也必然

需面臨各方不同意見，對於部分民眾所陳請之

事，籌備處絕對予以尊重，然最後結果如非其

所期盼，亦請陳情民眾能接受結果，畢竟政府

從事重大公共工程建設，基地勘選乃至整體規劃

興建，是需經中央及地方政府各項審議，如環境

影響評估、都市計畫審議⋯⋯等等專業委員會之

把關，絕非毫無專業評估與設想。海科館籌備處

對於館區之規劃，除考量當地居民外，還是必須

站在公眾利益前提下，提供大眾參觀者安全、舒

適、具品質之參觀旅遊經驗，此為博物館之職責

與義務，若因此無法滿足少數人之需求或利益，

在此籌備處僅能致上最深歉意。

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規劃說明

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海洋科學與科技展示館」展廳簡介

海科館主題館外觀示意圖／仲觀聯合建築師事務所提供

區域探索館外觀示意圖／仲觀聯合建築師事務所提供

海科館營運管理分工圖

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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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科館籌建目的在於提升國內大眾的海洋科學知識水準與精神內容，

冀望透過博物館展示設施、基地周邊豐富的環境資源及各項輔助的教育活

動，提升國人對海洋的認識。

　　為充分詮釋我們與海洋，即「人與海洋」的互動歷程，海科館將導引

觀眾先置身並認識我們周遭的海洋生態環境開始，然後逐一述說與海洋環

境互動所激發出有關海洋科學、海洋工程、海洋資源種種關係，最後與觀

眾共同思索未來「人與海洋」關係的發展。

　　以下是海科館九個主要展示廳的簡介：

海洋環境廳

我們無時不刻受到海洋環境的影響、依賴海

洋環境而生存。本廳將藉著了解台灣周遭多

樣、多變、豐富的海洋環境及其對生活方式

的影響，進而感受海洋環境脆弱的一面，需

要我們的關心與保護。

水產廳

傳達從資源→生產→環境→養殖→生活→

生態再回到資源的循環關聯，闡述過去與現

在水產資源與我們的關係，而未來如何永續

資源的利用是人類共同努力的目標。

深海展示廳

「深海展示廳」帶領我們探究神秘、深不可

測的深海秘境，除一窺深海世界的生物、特

殊生態系的神秘面紗外，亦發現深海擁有許

多珍貴的資源，可提供未來人類生存需要的

元素。

海洋科學廳

藉著了解自身周遭多樣、多變、豐富的海洋

環境及其對我們生活方式的影響，進而以活

潑有趣的方式，呈現出海洋科學中人類已經

了解或者尚未解開的謎題，同時也讓參觀者

了解海洋科技的發展能造福人類。

海洋文化廳

認識人與海洋互動的各種面向，及其與海洋

的共生方式，進一步喚醒國人對海洋的情

感，建立永續海洋的態度與價值觀。

兒童廳

為了讓下一代了解海洋豐富而多樣的資源，

利用創意與趣味的方式讓小朋友在遊戲中

留下深刻的印象，達到寓教於樂的目的。

船舶與海洋工程廳

了解海洋運輸與人類生活的密切性，體認船舶

與海洋工程的運作依存性，體驗並認知船舶與

海洋工程的各種設計與建造要點、不同功能性

及其現代科技之運用，體會海洋工程對人類生

活的影響，進而憧憬未來海洋科技的發展前景。

深海影像廳

利用舊電廠挑高空間，營造探索深海氛圍之

影像劇場。本廳以劇場的型式表現，探索

神秘的深海既深且不為人類所知的過程：從

海科館的水域，下潛到挑戰人類潛入海洋深

度，其過程中所遭遇的驚奇及冒險。

區域探索廳

本廳是遊客認識「海洋教育園區」觀光資源

的窗口，目的在使遊客更深入瞭解這個本區

域自然景觀及人文、產業內涵之特色，讓遊

客產生「心嚮往之」的心情，進而願意至園

區各點親身目睹與感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