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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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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 100年 10月 5日至 12日辦理歡慶重陽活動，以期帶動國內樂齡學習風潮，
本處特於 10月 9日舉辦「100年重陽樂齡學習週、歡喜作伴學習趣 -親近海
洋體驗」活動。

　　本次活動乃利用本處現有之潮境工作站及南棟空間進行潮境工作站之導覽

解說、祖孫趣味闖關及阿公阿嬤的海洋記憶分享等單元。活動當天雖然基隆雨

勢不小，但不到九點活動預計開始時間，就有許多長者在外等候，另有許多長

者自行從台北及基隆各處組團來訪，在本處訓練專精的導覽志工解說下，長者

得以一窺海洋生態的豐富面貌；另在本處同仁精心設計的闖關活動中，長者及

家人於輕鬆有趣的互動遊戲及 DIY動手做中無形吸收了許多海洋相關知識，
並有效增進祖孫及家人之互動。在阿公阿嬤的海洋記憶分享單元，本處特別邀

請了在地耆老何茂金中老先生及葉文欽先生到場分享早期八斗子生活場景及長潭

里漁港漁事作業的系列影像，透過一幅幅的老照片讓現場觀眾彷彿同遊早期八

斗子漁村，共同分享屬於八斗子的在地記憶。

　　整天的活動就在熱鬧的氣氛下結束了，許多長者及孩童皆顯得意猶未盡，

可惜活動當日天候不佳，大雨不斷，若天公作美的話當有更多人參與此次活

動，期待明年仍有機會舉辦類似活動。

　　本次「建國百年 -百年基隆」系列活動以「基隆港、市與相關行業百年
發展的歷程」計畫成果為主軸，搭配百年來基隆重要的電力發展及防禦工

事等專題演講，並規劃呼應專題的實地參訪活動，讓參加者了解並體驗基

隆港市之珍貴的歷史文化資產。共有 84人報名、實際報到 256人次，其中

47人參加三天以上的課程獲得台灣頭文化協會出版的專書一本。除了室內
講師精彩的演講讓學員更了解基隆的歷史，戶外活動也讓學員驚嘆不已。

今年 10月雨下得異常的多，但戶外活動都順利完成：10月 8日雖然下著雨，
學員仍興致盎然地隨著莊耀輝講師遊二沙灣砲台、役政公園等地；10月 15
日雖然雨暫歇，大夥也只能隨著張蔭昌及許文傑講師遊八斗子砲台，路況

不好的牛稠嶺砲台只能改天再訪；10月 22日適逢天顯宮百年百廟大遊行，
震耳的炮竹聲幾乎淹沒潘江衛講師的聲音，但是大家還是很盡情的去參訪

和平橋社頭土地公廟、大雞籠社、社尾土地公廟、水試所等地，還順道去

看西班牙人挖掘和平島古城的現場；10月 29日壓軸戲再由莊耀輝講師以海
港大樓與西 2、3號碼頭為百年基隆重要的歷史建築範例，欣賞前人細心的
規劃及設計，為本次活動畫下完美的句點。本活動藉由講座及參訪不只在

檢視歷史，更要討論基隆未來更美好的發展方向，也成功的引出未來文化

創意產業的潛力所在。

　　海龍、海馬在海洋生物之中是屬於比較

特殊的種類，牠擁有奇特的外型及神奇的育

兒方式往往成為人們的焦點。例如嘴部有著

長長的吻端，是以用吸食的方式覓食著海中

小型浮游性蝦等的甲殼類動物，利用沒有尾

鰭的尾部以纏繞的方式攀附在海藻等固定物

以維持本身的位置。此外，由母海馬將卵產

在公海馬的育兒袋之內的育兒方式在生物界

中赫赫有名。

　　辨別海龍、海馬的方式以有沒有尾鰭來

作為基本的判斷，當然也有少部分的海龍是

沒有尾鰭的，外表看來說她是魚其實很難讓人信服，但是如果把海馬身體拉

直，就可以發現跟管口魚幾乎是一模一樣。海馬的身體由外骨骼骨板所形成的

環節保護，感覺就像裝在骨板形成的桶子裡，這也是海馬保護自己的一個方

式，海馬可說是自然界有趣而又奇特的一類生物。世界上約有 200種不同的海
龍、海馬，在台灣約有 30種以上的品種，可惜的是大部分的海馬目前還欠缺
專家有系統的研究。

　　有海中精靈之稱的豆丁海馬（pygmy seahorse）是一種非常小的海馬，一
般而言他的體長只有約 1.4~2.7公分左右並且棲息在海扇型網柳珊瑚的表面，
而比較特殊的是克里蒙氏豆丁海馬，藏身在仙人掌藻中。目前已發現並且命名

的有四種。全世界第一尾豆丁海馬是在 1996年發現的，牠發現者是大洋洲新
喀里多尼亞的水族館工作人員巴吉邦（George Bargibant），因此被命名為「巴

氏豆丁海馬」（Hippocampus bargibanti），另外三種分別為：2001年於澳洲
東部羅德豪島發現的「克里蒙氏豆丁海馬」（H. colemani），以及 2003年於
印尼藍碧海峽發現的「丹尼斯豆丁海馬」（H. denise）與「彭氏豆丁海馬」（H. 
pontohi）。
　　在台灣，已發現除了丹尼斯豆丁海馬以外的三種豆丁海馬，目前以墾丁、綠

島、蘭嶼，台灣東、南部為主要發現地，這次在潮境秘密花園發現的豆丁海馬是

台灣的最北端，在地理位置上意義格外的重大，因為在日本也有豆丁海馬蹤跡，

可是在台灣北部一直都沒有被發現的紀錄，這次的發現也讓人格外的興奮。

　　豆丁海馬主要攀附在海扇型網柳珊瑚上，一般而言沒有這類海扇是無法發

現豆丁海馬的，牠的偽裝色與凸起表皮組織，與宿主海扇十分相似，加上體型

袖珍短小，一個不注意很難發現這個小小的可愛生物，牠們以尾部攀住珊瑚，

精巧地躲藏在珊瑚蟲群體間，利用海扇大面積攔阻海流過濾浮游生物的同時，

豆丁海馬也趁此分一杯羹，捕食被海扇攔阻的甲殼浮游動物，看牠捕食時靈巧

的可愛模樣，真不愧被稱之為海中精靈。

　　在印尼的美娜多每年吸引兩萬多名潛水客，只為了觀看一眼的可愛的海中

精靈，同時也為當地帶動了可觀的潛水觀光產值，印尼政府結合了有經驗的國

外潛水觀光飯店，以完善導潛制度及良好飯店設施吸引觀光客，一方面開發觀

光，一方面結合制度實行保育，這是我們值得借鏡參考的地方。

編按：在本年度 7月中旬，有潛水朋友在本處基地的「秘密花園」潛點，發現
珍稀的豆丁海馬，特邀請本處同仁撰文介紹，讓大家一同認識這種可愛的海洋

生物！

　　本處假國立科學教育館所舉辦的「100年海
洋知識活動日」系列活動，已於 11月 5-13日盛
大舉行，活動期間共吸引了 13,261人次進場學
習海洋知識！究竟活動期間進行了哪些有趣的

活動、開幕式暨頒獎典禮又有多麼精采？現在

就帶大家一同回顧「100年海洋知識活動日」各
項有趣的活動花絮！

開幕式暨頒獎典禮

　　今年開幕式暨頒獎典禮邀請了許多長官、

嘉賓蒞臨，會場內充滿開幕及頒獎前期待與緊

張的氣氛，會場外籌備處的工作人員也是隨時

保持著備戰狀態，準備迎接下一位簽名入場的

嘉賓。開幕表演邀請到台北市文昌國小節奏樂

隊演出熱鬧的海洋樂曲，為當天活動拉開序幕。

在主協辦單位的長官貴賓為本活動致辭完畢之

後，許許多多穿著可愛海洋生物布偶裝扮的小

朋友，為典禮帶來活潑生動的海洋樂舞表演，

雖然過程中小朋友難免緊張慌亂而失誤，卻讓

場面有些趣味，緩和了後面頒獎典禮的緊繃氣

氛呢！這次頒獎典禮一共頒發了「第三屆 (2011)
海洋法政辯論賽」、「帶領編研團隊學習海洋

知識績優專家 /學者」及「海洋素材優良作品」
等獎項，共有 36項個人獎及 3項團體獎喔！頒
獎典禮之後，緊接著馬上將活動舞台拉至 7樓
西側特展廳外走廊進行揭幕儀式，在眾多貴賓

一同為展廳揭幕之後，今年海洋知識活動日便

正式展開！

展示會場海洋教育活動

　　在整個活動進行的時間內，會場中不時進行

著各項充滿海洋教育意義的互動遊戲及教育解

說，像是海科館針對深海的特殊燃料資源－甲烷

冰進行展示解說，現場盛況空前，讓民眾親眼目

睹像冰塊狀的甲烷水合物是如何燃燒，進而成為

燃料能源未來的明日之星。現場每日還有 2至 3
場船舶科技應用 DIY活動，教導現場大小朋友
親手製作風帆船及水下滑翔機等海洋科技應用的

小作品。此外，每本活動手冊及現場發放的學習

單上，都有設計不同的闖關遊戲讓民眾收集戳章

及貼紙，收集完畢後，還可到服務台兌換活動紀

念品，可以說是「有吃又有抓」呢！

　　雖然今年活動已經在最後一天參觀人次破

紀錄地達 4,871人次情況下完美落幕了，日後海
科館仍會陸陸續續舉辦各種類型的教育推廣活

動，也請大家繼續支持我們啦！

100年海洋知識系列活動－海洋知識活動日活動花絮

1.「主題館區第二期新建工程」：現階段進行主題館區各棟建築物外牆 /室裝 /機電配管 /
佈線施工等相關工作。

2.「區域探索館暨高地景觀新建工程」：現階段進行建築物外牆 /室裝 /機電配管 /佈線
施工及停車場 /景觀等相關工作，預計 101年 2月底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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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擋土牆及
基樁工程。

4.「南區學員宿舍新建工程」：已取得建造執照，現階段進行開工前置作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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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探索廳已進行場內施作。

6.「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興建營運移轉（OT＋ BOT）案」：第二次招商公告於 100年 11
月 17日截止，業已完成申請人資格審查，本處預定 100年 12月下旬辦理綜合評審，
評定最優申請人。後續尚有議約、成立新公司等程序，預定 101年 3月完成簽約。

文、圖／研究規劃組  江俊億

籌建進度說明

區域探索館 11月工地現況

精采的海洋樂舞表演，為海洋知識活動日揭開序幕。

揭幕儀式後，主協辦單位人員一起拍張大合照！

小朋友們正興奮地觸碰甲烷
冰，冰涼卻能燃燒的甲烷冰使
現場民眾驚奇不已。

船舶科技應用 DIY所製作的風
帆船及水下滑翔機，現場製作
完後還能在帆面上盡情發揮創
意彩繪唷！

適合親子共同參與的闖關遊戲，戳章收集完後別忘了到服務台換
取小禮物。

文‧圖／研究規劃組   潘美璟

文‧圖／研究規劃組   陳麗淑、施彤煒

文／研究規劃組   蔡宇鴻     圖／王銘祥

100年重陽樂齡學習週、歡喜作伴學習趣 -親近海洋體驗

「建國百年 -百年基隆」系列演講

海中精靈－淺談豆丁海馬

【活動花絮】

【特別報導】

一家三代快樂學習 高齡八十六歲的何阿公分享老照片

學員參訪役政公園「阿姆斯特朗大砲」 學員參訪基隆港西岸碼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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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由於海科館地處極具潛力之觀光休閒廊帶，為驅

動地區發展及帶動整體觀光產業之興盛，便了有「區

域探索館」的成立。未來區域探索館 2樓將透過互動
科技的呈現，提供本區域的旅遊資訊、三樓的區域探

索廳將深入呈現「海洋觀光與休閒教育園區」（東至

望海巷、西至海洋大學和平島之廊帶）豐富之自然景

觀、人文及產業特色，以成為本區域發展遊憩、觀光

資源連結的中心，讓遊客更深入瞭解這個區域人文的

內涵及特色，產生「心嚮往之」的情懷，願意走出展館、

走入社區，親身體驗地方豐厚的海洋文化底蘊。以下

將針對「區域探索館」三樓的「區域探索廳」進行介紹。

展廳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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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將觀光資源分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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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期待以令人讚嘆的自

然與人文美景，令遊客產生感動；以漁村人們樸實的生

活態度，取得遊客的認同，最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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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題一：美麗與更迭

　　海洋的孕育下，這塊土地上有鬼斧神工般的美景，

而在人為力量介入後，今昔海岸已有全然不同的風貌。

邂逅海天美景

　　本展項主要透過視聽多媒體的呈現，讓遊客一覽

本區域不同時節、四季變化的自然美景，不論是仿若

鳶鷲御風飛行，飛覽本區特殊的山海環抱之海蝕崖、

岬角海灣地形、或是欣賞變化萬千的海天綺色、或季

節限定的翠綠海藻海岸、或秘密花園的海底生態⋯當

然，名列「基隆八景」的「八斗夕照」、「社寮曉日」

這些不容錯過的絕佳景緻，都將在此展區一一呈現。

而本展區地坪的設計，也傳達了本廳的重要意圖 -這
個廳屬於這整個區域的人民所有，所有人都可以在此

空照圖上辨認出自己的家，以凝聚地方向心力。

驚嘆時空更迭

　　從海洋大學到八斗子這片海岸，早期是一片蜿蜒

的海灘，隨著人為力量的介入，自然海岸已變化、切

割成公路、學校及數個漁港⋯此展項將說明眼前這片

大好美景背後所曾經歷的滄桑與破壞，也期待為海洋

生態與環保復育提供省思與借鏡。

從蜿蜒到稜角

　　如同從八斗子到和平島這一段的海岸線，原本是

蜿蜒的，有礁石、海蝕棚、小島、沙灘等的自然海岸，

數十年的建設後，為了因應大小漁港的發展、以及防波

堤的興建，海岸已經充滿稜角了；而海科館所在的八斗

子地區，也因北火電廠的興建，從島變成半島；而八斗

子漁港在建港前是一片美麗的金黃沙灘；潮境公園與復

育公園原本亦是美麗的天然礁岩海岸，民國 60年代成
為垃圾掩埋場與水肥處理場，海科館進駐後才蛻變成今

日的公園；海洋大學亦歷經兩次填海造路，方能滿足學

校之空間需求⋯這幾個案例僅是臺灣海岸利用現況的縮

影，我們期待透過本展示，引領遊客進一步思考，人為

力量對於自然環境改變之影響，過去的事實已無法改

變，但未來臺灣海岸的變化，卻操之在你我的手中。

主題二：活力漁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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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者可走入漁寮欣賞並

融入舊時漁村時空。

重返八斗子漁村

　　整體劇場以夏天半夜至清晨八斗子漁港的景象為

模擬造景，背景是遠山及海灣，近景為分段式造景，

分別為漁船靠岸、卸漁獲、父親分魚、母親在漁寮生

火煮魚、孩子協助挑柴生火、岸邊曬魚曬網⋯⋯等，

現場呈現一個家庭忙碌的夜晚，帶領觀者從村民的角

度，回憶童年的海灣生活。

今昔漁寮

　　現場提供遊客乘坐觀賞劇場展演的漁寮，是仿造八

斗子早期的漁寮，當時的漁民大多在船主家旁邊搭蓋小

屋，作為漁船作業返航後處理魚貨的地方，處理魚貨的

人也以船主及船員的家屬為主，國民政府時期，已有人

在沙灘邊搭蓋漁寮，以方便就近等候漁船歸行及爭取魚

貨保鮮的時間，但多數漁寮仍分散在聚落中，一九六○

年代後，專門處理魚貨的漁寮漸增，到一九七○、八○

年代時，處理的魚貨已不僅限於八斗子漁船的魚獲了。

今天，漁寮已經成為八斗子一種特有的、在北台灣罕見

的小型魚獲加工廠聚集之處，走過八斗子聚落時，隨處

可聞到陣陣魚香味，也代表八斗子人吃苦耐勞，所以還

能夠維繫漁寮這種辛苦行業的存在。 

阿嬤說故事

　　在此展項中，將復原八斗子地區特殊的咾咕石作

成的房屋及周邊環境，包含雞舍、水井等、屋中桌上

擺放家常菜餚、牆上設有螢幕，配合阿嬤說故事互動，

屋外門口吊掛著本區域特殊的「海女」採石花的配備，

具體呈現漁家生活樣貌。阿嬤說故事的內容將包括早

期八斗子漁家特殊活動及漁村媽媽辛勤堅毅的生活點

滴等，將以口述歷史配合互動多媒體影像呈現。

新船下水

　　新船下水可謂漁村中特殊且熱鬧非凡的活動之一，

早期訂製新船，船主需自行採購木材，再委託造船師傅

製作，在新船下水典禮時，船上會掛滿其他船主或親友

鄰居祝賀所送的新漁旗，進行「安龍目」（開光點睛）

儀式後，便會進行試航，將船緩緩駛入海中，待依照習

俗於港外繞行數圈後，再駛入港內，此時船主會從船上

丟麻糬下來，讓村民搶接，象徵魚群食餌大豐收。

　　除此之外，本主題亦包含了「魚訊來了」及「宗

教節慶」等展示內容，讓觀者認識八斗子地區最具特

色的焚寄網漁業之演進，及在地別具特色的各式宗教

節慶活動。

Mini Cruise

　　八斗子不只是漁業重鎮，也曾歷經煤礦業與北火

電廠營運的繁華盛況，本展項將以互動遊戲方式探索

八斗子別有風情的觀光景點，並規劃數條主題路線，

如「煤與電廠的傳奇之旅」、「戰爭攻防的想像之旅」，

讓觀者可按圖索驥，親身探訪。此區介紹的景點將包

括北部火力發電廠、深澳支線、福清宮、槓子寮砲台

及八斗子碉堡等。

主題三：我們的故事

 　　本廳最後一個單元是「我們的故事」，這個展項
將保留給所有社區民眾參與，展示內容則主要以物件、

生活文獻、及生活影像等組合配置，交織成一面多層

次的生活記憶牆，表現出在地的風情，也讓參觀者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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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漁村居民想要呈現的本地風情。

編按：每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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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產廳」，敬

請期待！

　　社區導覽解說員的開辦，讓八斗子許多優秀

的人才和優秀子弟都願意犧牲假日來參與課程

的學習和認識居住的這個地方，從初階課程至進

階課程看到每個參與學員的認真、投入和努力，

這樣的精神令人稱許。

　　11月 27日這天是海科館協助社區培訓的導覽
解說員進階研習班的結訓，課程的結束同時意謂

著新的里程即將開始，這一批社區導覽解說生力

軍未來即將運用所學和熱忱投入在地解說服務，

所謂「師父領進門，修行在個人」、「台上一分鐘、

台下十年功」，好的解說員不斷的要自我提升精

進解說技巧和解說知能，未來這批在地解說人才

是否具有發揮的舞台和實務能力提升的機會，除

了個人和解說團隊機制的努力外，尚有賴社區資

源的整合及運用，同時配合相關活動的展開。

　　這次進階課程安排了戶外觀摩，看到了萬

里的磺潭社區如何從荒地變成了全國社區觀摩

學習之境，其社區成員也透過不斷的課程學習、

參與和集結共識，改變了社區環境品質和產業發

展，不但提升了這個地區經濟產值也吸引了大企

業家和明星擇此而居。其優美的環境和昔日相較

讓人感受到社區營造的力量，過程中有居民共識

和為了公眾之利願意做某種程度的付出和犧牲，

才能擁有圓滿的建設成果。

　　八斗地區具有得天獨厚的天然景緻及海洋

文化，未來地方的發展尚得仰賴特色產業的開

發、文化資產的活化，如此才會有獨特且具有特

色的永續發展機會，對在地年輕人而言，相對的

也可以創造更多就業機會和生活品質的提升，大

家一起加油囉！

　　高地景觀設計範圍位於海科

館北側八斗子公園區域內，由下

至上分別為 65高地、80高地、
101高地 (以標高命名 )。
　　八斗子公園為北部地區著名

觀看海景之濱海公園，亦是觀賞

海岸地景極佳之場所。基地景觀

四大改善原則說明如下：

1.創造友善及安全的活動空間。 
2.創造多樣化綠化空間。
3.提升空間活動機能。 
4.美化視覺景觀。

65高地設計重點：
　　65高地景觀平台為進入八斗
子公園之重要入口，考量整體區

域管制及安全問題，於此區域設

置停車場、休憩平台、公共廁所

及管制點。本工程施工中，預定

於 101年 4月底完工。

80高地設計重點：
1.欄杆整合與改善：原有欄杆老舊修復困難，且型式不統一，故採用耐候
性較好的塑木欄杆來因應海岸特殊氣候。

2.現有涼亭改善：保留基礎部份，屋頂採輕量化部分透光設計，並新增夜
間安全照明。

3.保留現有砲台：既有砲台放置平台保留，鄰近地被以植栽美化。
4.現有地被植栽綠美化：現有鋪面改善與地被植栽綠美化，並增設座椅等。

101高地設計重點：
1.欄杆整合與改善：原有欄杆老舊修復困難，且型式不統一，故採用耐候
性較好的塑木欄杆來因應海岸特殊氣候。

2.閒置空間之再利用：增設活動咖啡車停置區與休憩走道空間。
3.保留現有碉堡：既有流動廁所撤離，既有兩座碉堡保留，並以植栽美化。
4.現有鋪面改善與再利用：現有鋪面改善並增設植栽區等。
80及 101高地於 100年 12月 16日起封園施工，預定於 101年 6月底完工。

「社區導覽解說員研習班 -進階班」活動花絮

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海岸生態體驗園區」之「65
高地、80高地、101高地」景觀設計說明

區域探索館 -「區域探索廳」簡介

文‧圖／行政組  陳楷甯

文‧圖／工務組、仲觀聯合建築師事務所

文／研究規劃組  潘美璟　圖／株式會社丹青社、御匠設計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建立具有口碑的導覽解說品牌形象是大

家的目標和努力的方向唷！

大家一起來找洞、補洞 ~~一起來補漁網
囉！

這些漁村的 "傢細頭 "有沒有很熟悉的
感覺？ ~~

圖 1　全廳透視圖

圖 7 我們的故事展項一隅

圖 2  邂逅海天美景展項透視圖

圖 3  重返八斗子漁村造景一隅

圖 5  新船下水展項一隅

圖 6  Mini Cruise展項一隅

圖 4  阿嬤講故事展項一隅

【社造花絮】

65/80/101高地景觀設計範圍

101高地景觀示意圖 101高地景觀示意圖

65高地公共廁所示意圖

80高地景觀示意圖 80高地景觀示意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