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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科館生日快樂 1月1日-2月28日

春遊博物館 1月21日-3月31日

綠色能源科技展 3月3日-3月31日

學習！未來的遊樂園特展 
1月24日-4月26日

一瞬之光-海洋研究的量與光 5月16日-5月31日

2015臺灣野望
國際自然生態影展 9月

頭足類特展 
5月29日-8月26日

-藝術家創作期 5月14日-6月7日 -開幕嘉年華活動 6月5日-6月7日

國際博物館日 5月18日
Museums for a sustainable society

-藝術家創作期

1月24日-4月26日

一瞬之光-海洋研究的量與光

海洋在跳舞－兒童藝術系列活動 4月1日-5月18日

國際自然生態影展-藝術家創作期 5月14日-6月7日 5月14日-6月7日 -開幕嘉年華活動-開幕嘉年華活動 6月5日-6月7日

夏日樂遊學 7月1日-9月30日

潮藝術‧國際環境藝術季 Paradise: Sustainable Oceans

國際博物館日
Museums for a sustainable society

世界海洋日 6月8日
Healthy oceans, healthy planet

海洋週 6月5日-6月14日
Sea Week

青春時光 3月
Green Week

3月瘋媽祖 3月21日-3月22日
Culture Week

Museums for a sustainable society

世界海洋日
Healthy oceans, healthy planet

祖父母節 8月23日祖父母節兒童節 4月4日兒童節農曆春節 2月19日-2月23日農曆春節

71Aquatopia海洋生活節 7月18日 科學週  10月31日-11月8日
Science Week

71Aquatopia海洋生活節 

沖繩+台灣愛海零距離 
10月18日

2015臺灣野望

沖繩+台灣愛海零距離 
10月18日

10月追王船 10月24日-10月25日
Culture Week

Fun Fun Festival 
淨灘行動 9月19日
Fun Fun Festival
淨灘行動 

國際淨灘日 9月20日
International Coastal Cleanup

海科情報

2015科普論壇 11月

沖繩+台灣愛海零距離 沖繩+台灣愛海零距離 沖繩+台灣愛海零距離 

Culture Week

Fun Fun FestivalFun Fun Festival
海洋教育成果展 10月

海洋學盟大會 12月

廣告



「跨出」海科館

當海科館「跨出」海科館，會激盪出什麼樣的創新火花？就海科館的

地理區位、整體發展、自我期許，我們必須如此。已巍巍矗立在基隆

八斗子的海科館，是臺灣唯一由火力發電廠整建而成的國家級博物館；

同時擁有海洋科學科技展示館、IMAX海洋劇場、區域探索館等各藝
術建築群；也是臺灣唯一擁有火車到達及月台建物的博物館。

過去，博物館的功能著重於「展示、教育、研究、蒐藏」四大面向，

但21世紀的博物館面對全球的「創新型環境」，博物館的功能需要重
新定義及突顯其社會影響力。因此，海科館結合科學及美學創新的「

跨域體驗‧終身樂學-國立社教機構跨域加值發展計畫」就是期許能打

造出「跨足」人、文、地、景、產的「海洋生態體驗園區」，並展現

新世紀博物館的軟實力。

2014年海科館「海洋科技暨博物園區-地方深耕創意計畫」是一個創新
的思維與嘗試，結合政府單位、國際策展團隊、大專院校、社區營造

專家、都市設計顧問團隊、地方文史工作者、在地藝術家、地方特色

產業、民間企業、專業設計公司以及熱情參與者的力量，以「八斗 漁

鄉」為主題進行了活力社區大師講座（造人）、藝術漁村工作坊（造

景），以及漁鄉產業工作坊（造產），逐步延伸觸角及付諸實際作為。

2015年更期許以「潮‧藝術─國際環境藝術季Paradise─看見博物館城」
及「海科館暨八斗子地區觀光文創商品圖素創作暨推廣」等計畫跨向

國際，邀請全國不同領域的美學大師擔任造浪推手，結合獨到的藝術

觀點，產生豐沛的創新浪潮，俾帶來一波波的跨域能量！ 

��������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館長 

【漁家好料】

食之飴 位於八斗子調和街上，主打基隆創意新
美食及新鮮漁獲直送，像是飛魚卵蘿蔔糕及頭足軟

體、蝦蟹、鮮魚、貝類等漁獲直送，各式海味糕點

及五花八門的海鮮讓饕客再三回味。

藻遍海餃 墨綠海菜、深黑小卷、金黃飛魚卵水
餃，每咬下一口都是新鮮的海味，創辦人王斌輝先

生將其對夫人的思戀和海洋的熱愛，融合無限創意

與同好一起分享，歡迎您前來八斗子調和街品嘗最

美味的海鮮創意水餃。

心干寶貝 位於八斗子北寧路上的心干寶貝，幸
福達人在此用滿滿幸福釀造海鮮醬料，緣起於一位

父親用對兒女的疼愛而研發「健康、美味」的海鮮

醬料。幸福干貝醬、八斗子小卷醬及喀滋喀滋的水

晶泡菜~能有這樣的父親實在是就幸福ㄟ~~

魏家小卷 魏家小卷位於八斗子漁港三街，販售
自家漁船「日吉16號」補獲的新鮮小卷，船長老爸捕
撈區大多在東北部海域，小卷皆為自家漁船捕獲，品

質顧的好。小卷經及時川燙、盒裝、急速冷凍，讓您

輕輕鬆鬆就可以享受到新鮮的天然美食。

【漁鄉好神】

福清宮 位於八斗街一號，主祀福德正神、三官
大帝、王母娘娘等眾多神明。原名福德宮，傳說是

皇帝下達聖旨賜新名為福清宮，庇佑在此開採「清

國井」的採礦人員平安，使官煤產量大增，有「福

佑清朝」之意。最特別的是皇帝派欽差到此勅封福

德正神官位、加贈官帽一頂，成為戴「官帽」的土

地公，而不是一般常見戴員外帽的土地公。

度天宮 從八斗街往望幽谷方向的半山腰上，供
奉著百年的媽祖、水仙尊王和關聖帝君，長長久久守

護著八斗子的討海人，保佑漁民，成為八斗子漁民多

年來心靈的寄託，媽祖顯靈的傳說更是多不可數。

星空賞釣∼漁鄉探索
你知道基隆八斗子可以怎麼玩嗎？您有體驗過星空夜釣的刺激感嗎？從基隆僅存的硓

𥑮厝與古井導覽開始，讓長期生活在都市的朋友瞭解早期八斗子漁鄉的繁華過往，以

及如何進駐成為海科館區域探索館的一部分。更有讓人腎上腺素不斷分泌的星空夜釣，

帶給你前所未有的新鮮體驗！

     

八斗子博物館城體驗行
來到漁鄉八斗子，您就已經進入博物館城內，這裡的一磚一瓦、一人一物都值得您來

體驗，從生態豐富的潮間帶到國家級的海科館，從充滿懷舊情懷的硓𥑮厝到鮮味四溢

魚寮，這裡的山色海景、人文景觀絕對讓您無比驚艷，再來吃一餐您從沒聽過討海飯，

快來趟八斗子輕旅行吧！

     

山海鐵道懷舊行
「出了每個山洞，都是一幅風景」自海科館搭乘平溪深澳線的柴油火車，沿著基隆河

岸一路往菁桐方向去，就連欣賞沿途風景都叫人流連忘返，壺穴、瀑布以及小聚落都

有著故事，猴硐（侯硐）貓村、礦工紀念館、飛碟平台、十分瀑布、平溪天燈、菁桐

老街，讓我們一起搭乘山海鐵道去懷舊！

    

相關遊程資訊請洽八斗子產業觀光促進會（導覽解說︱遊程規畫︱套裝行程︱DIY體驗）
電話：02-24692409｜手機：0933-100741｜Email：badouzi789@gmail.com

如何到「八斗子」

自行開車
中山高速公路 → (往瑞濱) 台62線快速道路 → 八斗子出口 → 調和街 → 往八斗子

臺灣好行 「龍宮尋寶線」 資訊
平日一小時/班 (基隆端：0900-1600、瑞芳端：1000-1700)
例假日增加半小時/班 (基隆端：0800-1700、瑞芳端：0900-1800)

「素人藝術家，畫筆下的基隆遙想」由多位來自八斗子

地區的素人藝術家，共同展出對海洋與愛戀生活的繪畫

創作，透過用色豐富且寫意的揮毫，讓民眾感受到作者

對故鄉八斗子及海洋的濃烈情感。 

「巨浪拍擊豆腐岩激起地漫天浪花」、「漁船乘著微微

暮光滿載回航」以及「漁舟輕駛過海岸」等刻劃，既有

印象派的絢爛光彩，又有強烈的個人畫風。這些來自八

斗子地區的素人藝術家，從小受到蔚藍海洋的滋養，透

過畫筆將八斗子的海色天光、歷史風情一一再現。

在學校社區一直是很重要的名詞，對於社區這兩個字是非常熟悉的；去年接辦海科館

藝術漁村工作坊、社造大師講座、當地素人畫家展三項活動，對社區有更進一步的認

識與理解；如何讓社區能更關愛與樂於參與自己生活環境是一門非常重要課題與努力

的方向。也惟有積極實踐向前，才能有翻轉機會。

基隆社區大學校長  鄭志峰

來到八斗子，一定不能錯過 八斗子好𨑨迌  山海慢活樂遊 戀遊漁鄉  攜手行

潮境天空
位於平浪橋旁的潮境天空，是一個獨特的海景駐唱餐廳，老闆陽子寬本身為音樂

人，因自己的興趣特地為店內每日安排駐唱表演，來到此地；除了美食和欣賞海

景外，還可以享受聽歌點歌的服務。

瑪利歐披薩
在潮境公園旁，有一棟暖橘色的建築物，外牆堆放了大量的龍眼木柴，是一間專

賣義大利窯烤披薩的餐廳。老闆楊祥瑞對披薩製作的要求嚴謹，特別講究純正的

義大利柴燒窯烤風味，其披薩在基隆地區頗富盛名。

Queen’s Time 好時光餐廳
Queen’s Time 好時光餐廳的外觀走低調簡單的設計風格，店內陳設屬於溫暖的木質
色系，供應的餐飲包括西餐簡餐及下午茶，而義大利麵和漢堡飯是點用率超高的推

薦料理，並依時令不定期更新菜色，讓來訪的顧客時時感到驚喜。

希臘天空
位於潮境公園內的希臘天空，是用餐及賞海景的好去處。外觀為藍白相間的希臘

式建築，搶眼的配色，並提供西式套餐、義大利麵、小火鍋套餐、花式咖啡、有

機咖啡，以及午晚茶套餐。主餐部分，點用率高的菜色為脆皮雞腿排、法式香烤

豬排、牛排。

Artr Watercolor 兒童彩繪餐廳
Artr Watercolor 兒童彩繪餐廳位於可欣賞無敵海景的海科館區域探索館上方4F，
是以地中海菜系為主風格的創意親子餐廳。除了大人和兒童餐，Artr Watercolor 還
提供嬰幼兒副食品，是方便親子闔家光臨的好去處，同時設置了親子創意空間，

在用餐之餘，讓孩子們滿足前所未有的遊戲需求。

絕美海景  主題餐廳

【漁鄉好特色】

清國井遺址 位於調和街往深澳坑方向
的路旁，有著清代官方在台所開設的第一間

官辦煤廠，目前較易辨識的為清國井通風

井遺址。清國井通風井，於清光緒四年初

完成，並在坑底裝蒸汽動排風機以供坑內空

氣流動，井徑2.56公尺、深 26.82公尺。

海國容才 來到調和街萬安堂後方，緊
鄰碧砂溪的大岩壁上刻著「海國容才」四個

大字，相傳古時此處原是一海溝，易形成漩

渦造成船難，許廷瑞提寫這四字，用以鎮壓

此處的險惡。目前，這是八斗子地區的賞鳥

祕境。

杜家老宅 杜姓是八斗子地區最大的姓
氏，自200多年前即從福建泉州來台開墾，
先人就地取材，以硓𥑮石及石灰黏著物為外

牆材料，屋內隔間牆則是用楠木建成，柱子

使用砂岩，屋頂採用瓦片，成為八斗子地區

的漁鄉老宅代表。

鐘萼木 鐘萼木是冰河時期到現代都沒有
變種過的單屬單種植物，是政府極力保護的

珍稀植物之一，基隆市目前在紅淡山、獅球

嶺稜線、國家新城新山水庫上方和八斗子調

和街旁山坡稜線上才看得到，開花時粉紅色

像鐘形的花朵，相當引人注目。

波麗士八號 八斗分駐所前站崗的「戰
警動物公仔」，分別是「Miao」、「Xiong」
和「Xiao Tu」，來自超時空，是雙足行走式
合金機器人，負責地方的安全維護和救災任

務，由這三位隊員負責駕駛操作，隊員每月

輪班一次，歡迎您到八斗子來找他們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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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火車站
(旅遊服務中心)

中正公園 / 
役政公園 和平島公園

廟口夜市 原住民會館 漁貨直銷中心
 ( 碧砂休閒港邊 )

深澳漁港

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
( 主題館 ) 瑞芳火車站

「八斗彩繪屋」，一間溫暖人心的臨港小屋

座落於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和長潭里漁港間，臺灣水準原點的對面，是周孟德老師帶領基隆

社區大學志工一起完成的「八斗彩繪屋」，復古的造型以及綻青的牆面色彩，恰到好處地與

周邊融為一體，似乎已長久在此接受眾人注視，三不五時總有遊客特地前來合影留念。

來自國小課文「天這麼黑，風這麼大，爸爸捕魚去，為什麼還不回家」的記憶，周老師創作

出三個小朋友探頭遠望，等待爸爸回家的樣子，路過的人總是好奇停下左瞧右看，讓這間臨

港小屋多了有趣的故事性。不僅如此，周老師細心呈現更多可能性，從隙縫間蹦出的小植物

、慵懶而坐的小貓咪、讓人會心一笑的電表和門牌，老師甚至在木板上塗刷裂紋漆，形成光

影折射的跳動畫面，讓我們回憶起小時候家中老房子的熟悉味道，溫暖了每個遊人的心。

究竟，彩繪屋還有那些特色？

當您路過時不妨駐足欣

賞，合照之後再找出

更多的可能！

李朝森李朝森

陳文德陳文德 林福蔭林福蔭

廖鴻瑞廖鴻瑞

簡張玉子簡張玉子

杜滄龍杜滄龍

參與單位

八斗子商圈聯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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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基隆、七堵、臺北】

● 海科館 (碧水巷) 站←→基隆車站
　　基市公車「103 八斗子」
　　基隆客運「1051 國家新城-瑞芳」
　　基隆客運「791 國家新城-福隆」

● 海科館 (碧水巷) 站←→基隆車站
　　基隆客運「R66 七堵車站-海科館」

● 海科館 (碧水巷) 站←→臺北市區
　　國光客運「1811 宜蘭、羅東 (經濱海公路) 
　　-台北西A站」
　　國光客運「1812 南方澳 -台北 (經竹安站)」

往【福隆、水湳洞、金瓜石、九份】

基隆客運「788 基隆-金瓜石 (經黃
金博物館)」

基隆客運「791 國家新城-福隆」

國光客運「1811 宜蘭、羅東 (經濱海
公路) -台北西A站」

國光客運「1812 南方澳 -台北 (經
竹安站)」

【接駁車】碧砂漁港←海科館→潮境、環保復育公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