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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暑假海科館舉辦了三個夏令營，分別為「海洋探索生活營」及兩

個梯次的「船舶科學夏令營」。「海洋探索生活營」以活潑生動的方式引

導學員探索認識海洋及其周邊資源，學習與海洋及自然和諧相處。除了接

觸到海洋相關知識及其應用外，也讓學員感受到海洋充滿驚喜與趣味，而

在親近海洋與探索海洋的過程中領略自然及海洋之美，培養喜愛與善待海

洋與大自然的情懷。本次營隊邀請了各個相關領域的老師，除了室內課程

之外，也有戶外實地體驗活動及動手 DIY消波塊模型及魚拓等活動，學員
們看著自己的成品都很有成就感呢！

　　兩梯次的「船舶科學夏令營」都是以體驗「船舶科技的內涵」為課程

核心，藉由研習與動手體驗之活動方式，引導學員探索船舶的奧秘，認識

這些由眾多科技所整合而成之產物。不同點在於第二梯次是為了照顧弱勢

學童而開設的，我們邀請了基隆家扶中心的學童們一同參與，希望能讓弱

勢家庭的孩子們也能夠參與，增加不同的經驗，課程講師大部分皆由本處

研規組同仁擔任，執行成果顯示出本

處已具備自行設計與操作海洋科學與

科技科普課程之能力。

　　營隊過程中，除了讓學員們認識

船舶的種類之外，也能了解船舶是如

何浮在水面上、如何前進與停止，而

且是如何將乘客及貨物安全、平穩的

送到目的地，也在實驗及活動過程中

了解相關的船舶原理，並藉由 DIY及
測試水下滑翔機，感受到水下滑翔機

得以潛伏於水中的秘密。整個夏令營

的活動便在充滿互動與歡笑聲中的過

程中圓滿閉幕。

　　針對「環保復育公園海堤破損」，依時間序

摘要說明如下：

1.基隆市政府 94年移撥環保復育公園予海科館
籌備處（以下簡稱本處），惟海堤東北側有一

大段無適當防浪襲保護，因無投放消波塊與胸

牆，於 97年辛樂克颱風侵襲下造成越波，並
將部分垃圾掏出。

2.本處 97年 12月執行「復育公園東北側海堤緊
急修復工程」委託規劃設計監造服務案，並於

98年 3月提送該工程發包文件（工程預算約
4,000萬元），經教育部 98年 4月「海科館籌
建計畫（98年度修正補充資料）」審查會議，
決議海堤修復乙節請本處先行洽詢水利署可否

容納於 8年 800億或其他經費項下，故暫停該
委託技術服務案。

3.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 98年 7月研商院交議
「海科館籌建計畫（98年度修正補充資料）」
審查會議，決議「海岸線邊坡退縮暨垃圾清

除」宜洽經濟部水利署協助規劃執行，請妥以

處理並研議永續作法。

4.行政院 98年 9月原則同意「海科館籌建計畫
（98年度修正補充資料）」，有關「海岸線
邊坡退縮暨垃圾清除」配套措施，所涉法令與

權責複雜，需跨部會與跨縣市協調，請本處先

達成興建開館之首要任務，再另案洽商相關單

位妥予研議處理作法。

5.本處 98年 5月 ~99年 6月洽詢水利署第十河
川局及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瞭解海岸線邊

坡退縮、掩埋垃圾清運可行性及其相關工程實

績案例等，並初擬委託技術服務說明書等招標

前置相關文件，99年 7月呈請教育部召開研
商會議，以為執行採購招標之依據。

6.教育部 99年 8月召開「研商國立海洋科技博
物館內環保復育公園區『海岸線邊坡退縮暨垃

圾清除』評估案相關事宜會議」（出席單位：

專家學者、行政院第 6組、行政院環境保護
署、經濟部水利署 /第十河川局、財政部國有
財產局、基隆市政府教育處及基隆市環境保護

局），決議請本處辦理「清運計畫可行性評估」

各項環境調查、採樣、檢測分析及回饋計畫，

並研擬短、長期作法及各評估方案。

7.本處 100年 4~9月執行「環保復育公園區海
岸線邊坡退縮暨垃圾清運計畫可行性評估案」

（委託技術服務案，以下簡稱本評估案），刻

正採樣調查、評估規劃及分析研擬等相關工

作，俾以陳報教育部轉請行政院專案補助，改

善環保復育公園現況。

8.立法委員謝國樑 100年 7月 22日會同基隆市
議會藍敏煌議員、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行

政院環境保護署、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

局、經濟部水利署 /河川局、基隆市環境保護
局等機關單位，現場會勘「環保復育公園護坡

破損」（即現況無胸牆 /消波塊等適當保護之
區段）情形，經謝立委、藍議員、柯主任代表

向媒體及報社說明及報導刊載後，後續仍有部

分民眾疑慮反應於報社及網路社群網站。

　　綜合上述，本處再予澄清如下：

1.本處戮力執行博物館籌建計畫，有關海堤工
程係屬海洋及水利專業技術，必須另外委請

政府專責機關協助研議。

2.環保復育公園護坡遭受浪襲破損範圍，本處持
續監控中，自 97年至今該區域覆土層已生長
出植被，目前呈現穩定狀況，並無擴大或垃圾

外流現象。另外，海堤主堤並未遭破壞，因此

短期亦無大量垃圾被掏下海之可能，除非有比

辛樂克強颱更強之颱風，而造成更大之越波。

3.本處自 94年至今，亦持續監測環境海域水質，
結果顯示呈穩定狀態，並無遭受污染現象發生。

4.本處 100年 8月完成本評估案期中報告審查會議
（列席單位：經濟部水利署第十河川局、基隆市

環境保護局、教育部、大地 /水利 /環工專家學
者），經多次專家討論共同之結論，此處若未能

於防波堤之外投放大型消波塊，無法消減越波與

保護海堤，而此作法必須獲得行政院額外補助才

能執行，因此共識決議分為緊急（護坡防治）方

案，以防範近期颱風季節可能災害，另外，短期

（海堤整治及微量修坡）方案，預計 100年 9月
陳報教育部轉請行政院專案補助執行。

5.有關上開緊急（護坡防治）方案，經本處與
經濟部水利署第十河川局於 100年 8~9月洽
談研議 5項可行方案後，考量政府採購招標 /
規劃設計 /施工期程 (已逾颱風季節 )及撙節
國家預算 (非治本方案，浪費公帑 )等因素，
將採行護坡覆蓋防塵網防治方案。

海科館環保復育公園海堤破損說明聲明稿

1.「主題館區第二期新建工程」：已完成主題館 C棟結構體，現階段進行主題館區各棟
建築物外牆、室裝、機電配管及佈線施工等相關工作。主題館仍朝既定進度進行，即

於 101年 2月底完成建築與景觀工程。

2.「區域探索館暨高地景觀新建工程」：已完成 RF版結構，現階段進行停車場 /空橋區
柱樑結構、機電配管及佈線施工等相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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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區學員宿舍新建工程」：現階段進行開工前置（建照請領）作業中。

5.「海洋科學與科技展示工程」：已完成全部 4期 9個展廳之招標作業，現階段進行展示
場外施作相關工作。預定於 101年 3月進場施作，101年 11月完工驗收。

6.「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興建營運移轉（OT＋ BOT）案」：第一次公告時間為自 100年
5月 30日公告招商，收件截止時間為 100年 8月 26日，無廠商投件，但有廠商提出
諸多意見。第二次公告時間自 100年 9月 9日起，收件截止時間為 100年 11月 17日。

文／工務組

籌建進度說明

活動訊息

FB小編報告

　　以「基隆港、市與相關行業百年發展的歷程」計畫研究成果為
主軸，搭配百年來基隆重要的鐵道、電力發展及防禦工事等專題演
講，並規劃呼應專題演講的實地參訪活動，讓參加者了解並體驗基
隆港市之珍貴的歷史文化資產，以及未來文化創意產業的潛力所在。
本活動不只在檢視歷史，更要討論基隆未來更美好的發展方向。參
與三天以上（含三天）課程者，另贈送「基隆港、市與相關行業百
年發展的歷程」專書一本，詳細資訊請參閱本處網站最新消息。

  ●  活動日期：10月 1日、8日、15日、22日、29日，10:00-17:00
  ●  地　　點：基隆市北寧路 369巷 61號，潮境海洋中心二樓科教教室
  ●  活動費用：免費。需事先報名

基隆港、市與相關行業百年發展的歷程—
「建國百年 -百年基隆」系列演講活動

　　配合教育部結合直轄市及各縣市政府、全國樂齡學習中心、國
立社教館所辦理歡慶重陽活動，以期帶動國內樂齡學習風潮，特舉
辦本活動。本次活動將包括潮境工作站參觀導覽、祖孫闖關遊戲及
阿公阿媽的海洋記憶分享等單元，歡迎 55歲以上之長者偕同家人
踴躍參加！長者及完成闖關遊戲之祖孫，及於現場與大家分享海洋
記憶老照片之長者，皆贈送精美紀念品！詳細資訊請參閱本處網站
最新消息。

  ●  活動日期：10月 9日，10:00-12:00，13:00-17:00
  ●  地　　點：基隆市北寧路 369巷 61號，潮境海洋中心南棟一樓
  ●  活動費用：免費。不需事先報名，祖孫闖關限五十組

100年重陽樂齡學習週、歡喜作伴學習趣—
親近海洋體驗

主題館工程 9月工地現況

石花菜曝曬的不同階段，可以看到顏色深淺不同的差異 天然ㄟ尚好！教你動手做石花凍

海濱環境體驗

志工指導學員 DIY水下滑翔機

學員 DIY消波塊模型

學員們測試自己做的水下滑翔機

宋祚忠老師指導學員體驗結構的重要

　　親愛的粉絲最近經過潮境公園，有沒有發

現海科館籌備處新增加了兩個石花菜解說牌

呢？如果有的話，小編在這可要給您鼓鼓掌喔 !
這兩個解說牌啊，主要是針對長潭里地區的特

產石花菜進行介紹，鄰近的鄉親更是主動配合

展示示範區的劃設，不但讓石花菜有了舒服的

日光浴場地，也令所有到潮境公園遊玩的來賓

對於石花菜的來源與用途有更進一步的認識∼

下次來到潮境公園走走，看完解說牌後，別忘

了來一杯清涼有勁又養顏美容的石花凍唷：）

編按：海科館的 Facebook專頁已經開張囉！網址為 http://www.facebook.com/NMMST.TW  
請給我們一個「讚」，加入海科粉絲行列喔！

文‧圖／ FB小編

文‧圖／研究規劃組  林旻宜

100年度暑期教育推廣活動花絮
【活動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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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海洋科學與科技展示

館共包括「船舶與海洋工程廳」、「海洋環境

廳」、「海洋科學廳」、「深海展示廳」、「深

海影像廳」、「水產廳」、「海洋文化廳」、「兒

童廳」及「區域探索廳」等九個展廳。自本期簡

訊起，將逐一深入介紹各個展廳！

　　有別於台北的「長榮海事博物館」以及日本

東京的「船の科学館」，位於基隆市八斗子的國
立海洋科技博物館「船舶與海洋工程廳」是目前

全世界第一個以「船舶與海洋工程科技」及其相

關應用為主題之科學與科技展示廳，讓前來參觀

的社會大眾可以透過觀察、互動操作方式，了解

海洋運輸與人類生活的密切性，認識船舶與海洋

工程的運作依存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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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廳

透視圖如下圖 1所示。

展示目標與架構與展示氛圍

　　1.展示目標與架構
　　海科館「船舶與海洋工程廳」展示可分為

「了解」、「發展」及「省思與前瞻」等三個階

段，內容則包含「生活與海運」、「船與港」、

「船舶原理、設計與建造」、「港口建設與維

護」、「應用於現代船舶的科技」、「水下技術」

以及「人與海洋技術」等六大主題。

　　2展示氛圍
　　在海科館展示團隊及海科館同仁的構思下，

整個「船舶與海洋工程廳」，透過金屬、玻璃、

水、各式投射光線以及青藍色空間所建構出的科

技氛圍，使得參觀民眾一進入大廳隨即可感受到

一股特屬於科技的靜謐氣氛。此時，身處大廳入

口附近，還在電扶梯上的您，抬頭便可見到一具

由台船公司所建造的 8600TEU系列貨櫃船的巨
型螺旋槳全尺寸模型。透過巨大船艉螺槳之螺旋

流線意象，引導出船舶科技在海洋之應用。巨型

螺旋槳下方所擺設之世界地圖則將引領您了解

海運與生活之關聯性，想像一下，在台灣，一旦

海洋運輸無法正常運作，整個台灣民眾的生活會

變得如何 ?
　　進入大廳後左轉，您看到的是以基隆港東岸

為雛型並加入如遊艇碼頭、後勤區、貨櫃中心等

的縮尺模型。透過此展項，您可以了解不同性質

的港口有哪些不同的軟硬體及服務設施，搭配不

同用途與外觀的船舶，除了讓觀眾了解各種港口

與船舶外，亦可體會船舶與海洋工程的運作依存

的關係，如圖 2及圖 3所示。

　　離開「船與港」展區後，映入眼簾的是一艘

縮尺後的貨櫃船（約 1/10比例）模型，與切割
成方格狀，具有經緯度意象之青藍色海洋地坪相

互照應，像是一艘剛剛駛出基隆港，滿載貨櫃，

正要航向目的港口之貨櫃船，形成本廳中央重點

展示區，展出「船舶原理、設計與建造」及「應

用於現代船舶的科技」等主題。同入口大廳處之

螺旋槳一樣，此處之貨櫃船一樣是參考自台船公

司所建造的 8600TEU系列貨櫃船之船外殼結構
製作而成。不同的是，為了有效利用有限的空間

展示，特將展廳的貨櫃船船身切成 5部分，分別
展示出機艙、不同船舶種類（貨櫃船、油品輪及

散裝船）之舯斷面型態、結構佈置以及甲板艤裝

佈置情形（如圖 4、5所示）。同時，船體減振、
減噪以及船舶輪機相關知識與可操作互動機構

亦在此區提供展出，讓民眾可以藉由親身操作，

與生活經驗產生連通，進而體察到減振、噪設計

對於船舶運作的重要性。

　　此外，包含「船舶航行安全」、「可以飛的

船舶」、「戰艦偵搜與隱形」、「潛艦的秘密」

展項，以及展出台灣遊艇產業技術與工藝能力的

「華麗海上遊」展項，也在此區展出，讓參觀民

眾可以了解目前已應用於現代船舶的科技有哪些。

您若覺得腳有點痠，也可以在此空間稍作休息。

　　穿過貨櫃船模型，到達本廳中央重點展示區

左側，是為「水下技術」主題展示區，您可藉由

操作互動或觀看影片之方式，了解本區所展示之

各項水下探測設備展項（包含 ROV、AUV、動
態定位系統、側掃聲納以及 Air-Lift Pump等設
備）的功能及運作方式、潛水技術及水下施工技

術。「水下技術」主題展示氛圍如圖 6所示。

　　最後，在參觀完所有展項後，您可以進入本

廳最後一個展項─「人與海洋技術」。在此，您

將可以透過劇場展演，了解人類海洋活動與科技

開發之關係，觀察到人類在發展海洋工程的過程

中，完全順著需求走，進一步得以思考你我與海

洋的過去、現在及未來。

　　如圖 7所示，為本廳來自另一個角度所見到
之大廳透視圖。

後記

　　整個「船舶與海洋工程廳」規劃設計與建置

的費用約為 8,000萬左右。由於本廳涵蓋內容極
為豐富，使得展示設計團隊與館方在展示主題，

或是展示手法的擇定時作了一些不得不的抉擇。

此外，「船舶與海洋工程廳」展示工程已於今

（100）年 7月下旬完成發包作業，希望能在展
示工程完成暨全館開館後達成宣導展示海洋科

技之目的，同時並期望在海科館正式對外營運

後，能在海科館見到您的蹤跡。當然，除了「船

舶與海洋工程廳」值得您來探索外，其他展示廳

亦非常歡迎您呼朋引伴的前來參觀。

　　「給一個人魚吃，不如教他如何釣魚」，

這是很多人從小即接受的觀念與認知，處在多

變與競爭的環境中，與其怨天尤人，不如好好

培植自己的能力與創造機會，提昇個人與環境

的產值與價值，唯有如此才能在變動的環境中

具有因變的能力展現永續與發展的可能。因此，

活化在地資源，強化在地特色、培植在地人才，

是海科館社造的重點工作，開辦不同時段不同

類型的學習課程，即是希望透過課程的學習，

讓在地每個不同年齡、不同特質的人均有機會

讓自我能力提升且能開創價值。

　　「社區初階導覽解說員培訓」參與課程學

習之成員服務於各行各業，從小學至國外研究

所畢業，年齡從十幾歲到六十多歲，不論男女

老幼投注於這階段課程的學習，其學習精神令

人感動和稱許。「編藝工藝班」學員，這一期

秀出了珍珠帶編包，這包包在外縣市賣價可是

上千元起跳唷！未來除了可採整合通路銷售外，

也可網拍銷售，看來這一群媽媽習得一手好藝，

身價不凡唷 !

　　「協助社區培育導覽解說員進階課程」將

於 10月 16日開課，即日起至 10月 7日受理報
名。優先受理報名對象為：曾參與初階訓練之

學員及海科館鄰近四里具有實務導覽解說經驗

者。另外，「美食料理班」課程即將啟動，敬

請期待！

　　海科館社造課程資訊均公佈於海科館網站

首頁、鄰近之里、社區佈告欄、可張貼之站牌

及店家願意提供海報張貼之地點，歡迎有興趣

之朋友踴躍報名參加！

　　還記得每年 11月的第一個星期六就是「海洋知識活動日」嗎？「海洋
知識活動日」是由教育部顧問室海洋教育先導型計畫辦公室推動，希望藉由

此活動提昇國人對於海洋的認識。今年的「海洋知識活動日」活動將由國

立海洋科技博物館籌備處主辦，於11月5-13日假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舉行。
此次活動將結合諸多與海洋相關的政府機關與民間產業共同參與，有豐富

精彩的展示內容與實作遊戲供您體驗！ 

本年度展示主軸：「海洋災防科技與能源」

　　每一年的「海洋知識活動日」，都希望將一項值得深入瞭解、探討的

海洋知識，介紹給來訪的民眾。鑒於 311日本大海嘯所帶來的嚴重災情，今
年展示主軸設定為「海洋災防科技與能源」，將透過國研院海洋科技研究

中心的研究成果，廣泛地介紹海底地震、海嘯及海底土石流等海洋災害，

同時也介紹部分防災的研究技術。此外，在石化能源逐漸消耗殆盡的今日，

科學家嘗試將能源需求的觸角延伸至海洋中。海洋提供相當豐富的礦藏、海

底石油甚至有「可燃冰」之稱的甲烷水合物等動力資源，而一般常見的漁

業資源以及利用各種海洋能（例如潮汐、海水溫差等）來進行發電的先進

技術，都是人類在追求永續地球最終目標所發展出來的技術與方法。這些，

都將以跨政府部門及民間產業共同合作展示的方式，帶領民眾一同探索海

洋、培養海洋災防與能源利用的海洋新思維。

豐富的互動遊戲與實作ＤＩＹ

　　除了各公、私部門的靜態展示外，每個參展單位都準備了相當有趣且

活潑的互動遊戲及實作ＤＩＹ，包括海洋砂畫製作、海洋畫本、潛水設備

試穿戴、機智問答、海洋保育拼拼看及編研團隊海洋素材ＤＩＹ等等，鼓

勵民眾帶著小朋友一同參與本次活動，除了可以增加許多對於海洋領域的

認識外，還可以親自進行各式各樣的海洋小遊戲，帶回精心設計的小禮物，

讓小朋友從遊戲中體會海洋科技的重要性，增進對海洋的關心！

開幕儀式精彩萬分　海洋論壇激發教育新思維

　　今年「海洋知識活動日」的開幕儀式暨頒獎典禮，將在活動第一天（11
月 5日）舉行，除了精彩的表演節目外，也將進行「第三屆海洋法政辯論
會」得獎團體及海洋素材表現優異的編研團隊頒獎儀式與心得分享。此外，

「海洋論壇」將以「培育海洋科學與科技的新思維」為主題，邀請海洋科學

研究學者、海洋科技應用產業先趨以及社會教育實務人員在台上共同開講，

想必會激盪出更多不同以往的火花。

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籌備
處與您相約 11月第一個星
期六

　　「 100年海洋知識活動日」
將於今年 11月 5日（星期六）至
11月 13日（星期日）於士林國立
臺灣科學教育館熱鬧登場。不管

是大朋友、小朋友，只要您具備

探索海洋的冒險精神或是盼望提

升海洋知識，於活動期間走一趟

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透過現場

的展示、解說、互動實作及影片

欣賞，相信必可帶領您進入海洋

知識的豐美世界！

海科館協助鄰近社區營造活動花絮

海洋知識饗宴嘉年華　11月熱鬧登場

海洋科學與科技展示館-「船舶與海洋工程廳」簡介

海科館所展出的船舶模型及水下遙控載具

（資料照片）

圖 2　入口意象

圖 4　中央重點展示區展示氛圍之一

圖 6　水下技術主題展示氛圍

圖 7　「船舶與海洋工程廳」透視圖之二

圖 5　中央重點展示區展示氛圍之二在地初階導覽解說員結訓囉！ 到戶外了解我們豐富的海洋資源！ 穿上、穿下、穿左、穿右穿梭其間 ~ 完成第一個作品囉！這可是LV級的名牌包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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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研究規劃組  宋祚忠　圖／株式會社丹青社、御匠設計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100年海洋知識活動日

圖 1　「船舶與海洋工程廳」透視圖

圖 3　『船與港』展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