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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道迷眼中美麗的親水鐵道

2014年 1月 9日，對國內眾多的鐵道

迷來說，是一個振奮人心的日子，停駛將近

6年的臺鐵深澳支線再度復駛，這條被國內

鐵道迷譽為臺鐵美麗的「親水鐵道」支線之

一，在 2007年 9月 6日隨著台電北部火力

發電廠的除役，而悄悄停駛。時隔 6年，深

澳支線再現風華，而「重出江湖」的契機就

是位在基隆八斗子的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的

開幕。當年深澳支線因電廠熄燈而停駛，如

今則為觀光博覽重生，無疑是拜國立海洋科

技博物館的營運之賜。

也因為這樣，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特別

為復駛的深澳支線列車設計了彩繪外衣，依

海科館各展廳主題為車廂命名，車身上彩繪

了湛藍色的海洋、美麗的海底世界和豐富的

海洋生態，讓遊客從搭車開始，就享受一種

徜徉蔚藍假期的好心情。除此之外，海科館

也特別設計了「海科號 APP」，遊客下載

後，透過智慧手機的鏡頭，掃描車廂上的圖

案，就會出現有趣的海洋動畫或小遊戲，例

如對著「深海映象號」掃描，會跑出大海怪，

拍下意想不到的驚喜。

瑞芳火車站是深澳支線的起點，行經月

台，處處可見「平溪深澳連線通車」的畫面，

原本就很熱門的平溪菁桐線，因深澳支線的

再度開通，「悠遊菁海一線間」成了遊客的

新選擇，「山海連線」不但讓兩條支線無縫

接軌，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也成了最夯的熱

門景點。

充滿懷舊風情的瑞芳火車站，早在上

世紀初，就是臺灣礦業開採及山區居民與外

界的大門，許多故事從這裡開始。現在則是

大量觀光客前往九份、金瓜石或平溪的第一

站，同時也是臺灣好行「龍宮尋寶線」和「黃

金福隆線」的轉乘站，鐵軌向東挺進福隆、

宜蘭，往西則可達深澳支線的海科館。

不管是東向，還是西向經過的火車，許

多下車的乘客似乎並不急著出站，他們在月

台上張望，然後慢慢會聚在一起，我猜他們

跟我一樣，要從這裡展開下一趟的旅程。

「前往海科館的旅客請在月台搭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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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海科館的主題館外觀看起來就像一艘乘風破浪的巨型船艦

② 瑞芳火車站月台上的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館徽

③	跟著「海洋探測號」來一趟海科館的驚奇之旅

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的
親水之旅

北部火力發電廠的新生與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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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站月台的廣播提醒了我，這時，一列彩繪

的 DRC柴電車緩緩進站，車廂上「國立海

洋科技博物館海洋探測號」的畫面映入眼

簾，我輕快的跳上車，旅遊的心情正要從這

裡出發。

重啟深澳線 探索海洋園區

2014年 1月 26日，國立海洋科技博

物館開幕營運，深澳支線重新啟動，並特設

了「海科館站」，由瑞芳站轉乘至海科館站

僅需 10分鐘，約 4.2公里，每天共 20列次

往返瑞芳與海科館，假日時一天最大載客量

超過 8,000人次，讓原本交通不便、腹地狹

小的八斗子，有了更便捷的聯外交通，尤其

與平溪線聯通後，拓展了觀光資源，既能看

山也能看海，帶給遊客更豐富的旅程選擇。

海科館站為無人售票的招呼站，設立在

原北火電廠宿舍的綠色隧道旁，離舊時的八

斗子站只相隔 400公尺，狹長的候車月台僅

設置候車亭一座，候車亭以簡單的木頭元素

打造。車站小而美，藍色風帆造型的國立海

洋科技博物館旗幟就豎立在車站的入口處，

大型指示牌標示著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的位

置，由「海洋教育與觀光休閒園區」這樣的

稱謂，預示未來的發展前景，會朝向一個融

合教育、展示與觀光的具有深度探索的海洋

主題園區。

不同於屏東的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

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是臺灣第一座結合科技

和海洋主題的博物館。沿車站外的步道，繞

過一座小山丘，眼前出現幾座新穎的建築，

沒有圍牆籓籬，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就融於

社區中，彩繪的漁村外牆透出濃濃的懷舊氛

圍，往外海方向是一道道阻隔海浪拍打的防

波堤，長長的堤防不但是散步、看海的好地

點，更是磯釣者喜愛的垂釣場地，這座與海

科館毗鄰的小漁港名為長潭里漁港，雖然名

氣不如相隔不遠的八斗子漁港和碧砂漁港，

但因為配合海科館園區的周邊整體景觀規

劃，新建了一座跨漁港的景觀橋，名為平浪

橋，為小漁港平添了幾分迷人的味道。

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目前有 3棟主建築

物，雖各自獨立卻有高低錯落的天橋或步道

相連。最早建成開放的是緊鄰八斗子漁港的

區域探索館，該館於 2012年 9月 1日落成，

是目前海科館園區唯一免費參觀的展館。區

域探索館的腹地深入八斗子漁港，周邊設施

多填海而成，架高的步道開闊而平坦，擁有

絕佳的視野，步道下闢建了多條水道與港灣

相連，既有護城河的意象，又讓整個建築貼

近海。區域探索館的傾斜的不對稱 4層樓建

築乍看之下似曾相似，讓人

聯想到蘭陽博物館，館前綠

地放置了一個巨大的遠洋貨

櫃輪的螺槳，看到的小朋友

都驚呼「好大的風車」，這個直徑 7.3公尺、

有 4片俥葉、重達 37,800公斤的螺槳是由

陽明海運捐贈給海科館做永久展示。

以海洋概念 頌出人文風情

由 1樓的遊客服務中心或 2樓的天橋

皆可進入區域探索館，館內的展示空間是 3

樓的區域探索廳。一進到 3樓，映入眼簾

的是大片的落地窗，可眺望八斗子漁港的美

景，腳下的地板是藍色的玻璃，以八斗子地

區的衛星圖作為底圖，讓遊客可以一目瞭然

的了解八斗子的地理位置。循著工作人員的

「小心腳步」的提醒步入展

廳，正好有劇場在放映「八

斗子漁村的故事」，影片講

述漁村今昔的變遷，讓遊客

彷彿置身昔日漁村的時空環境，親近漁村的

豐富樣貌，隨著影片的播映，不時有燈光打

亮展廳內描述故事情節的布景道具與蠟像人

物，忽明忽暗之間，一幅幅鮮活的漁村生活

畫面映現在眼前。

區域探索廳以「海洋孕育了這塊土地」

為主軸，呈現這一區域海洋特色的觀光資

源，透過影片、蠟像模型、工具展示等介紹

八斗子的過去和現在的故事，分為景觀、人

文、產業 3個層次，設有「美麗與更迭」、

「活力漁村」和「我們的故事」3個展區，

勾繪出漁村的文化與歷史演變。除了觀賞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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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跟著「海洋探測號」來一趟海科館的
驚奇之旅

⑤	區域探索館前放置了一個巨大的遠洋
貨櫃輪螺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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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不時還有導覽人員講解漁村的風俗和禁

忌小故事，知性趣味兼具。

離開區域探索館，穿過八斗街，先看

到 3D IMAX海洋劇場，海洋劇場設計構想

來自「海洋」與「洋流」，屋頂是特殊的波

浪造型，外牆則是利用抿石子施工手法，營

造出一片片魚鱗的感覺，這棟流線造型的建

築物，佇立在八斗街顯得相當突出。海科館

的海洋劇場是目前國內最大的 3D劇場，除

了螢幕高約 22公尺、寬約 29公尺創下國

內第一，座位可容納 300位觀眾也是全台

第一。海洋劇場播放的影片以海洋科學、環

境保護、自然生態等教育性質的內容為主，

為了讓遊客從踏入海洋劇場大廳就有進入海

洋的感覺，整體設計皆以藍色的海洋色調為

主，搭配大廳上方的水母造型燈，顯得清新

活潑，劇場內充斥著深藍色的海洋氣息，牆

面上投射出一個一個的海浪泡泡，讓遊客立

刻感受到強烈的海洋氛圍。

主題館建築設計的一個重要概念就是洋流

（FLOW），它讓整座建築體呈現出流動的

概念，透過流動，不但串連了人與人之間的

聯繫，也提供了空間視覺的變化，更連接這

些空間之間的故事。

北部火力發電廠的新生

海科館主題館建築保留了 60%原北部

火力發電廠的舊有結構，其基地就是北部火

力發電廠的舊址，北部火力發電廠（簡稱北

火電廠，台電員工則暱稱八斗子電廠）位於

八斗子半島，原係利用台灣本島與八斗子島

間之水道，經人工填海造陸後構築而成，為

日治時期台灣電力株式會社（台灣電力公司

前身）於 1937年建造，是當時亞洲（日本

以外）最新型、最大火力之發電廠，亦為第

一座利用填海造陸、取海水作為冷卻水之火

力發電廠，在工程史上具有重大意義。台灣

光復後擴建第二期工程，於 1953年又擴建

廠房，為國人胼手胝足、自行施工完成之高

溫高壓火力發電廠，對台灣經濟發展具有重

大貢獻。電廠經多年營運，於 1981年除役，

後由基隆市政府向台電租用北火電廠廠址

後，於 1997年撥交教育

部供興建國立海洋科技博

物館使用。這段從建物的

轉變，帶出能源的轉型，

進而發現經濟與科技蛻變

的極致是人與自然的共生的過程，遊客都可

以在館內一探究竟。

地質上，八斗子半島與台灣本島之間，

由過去海水東西向相通的碧水巷（原稱長潭

或稱八斗子海峽，今海科館前的北寧路）相

連。很顯然，海水之間串連、流動的基因，

一直存在於這塊基地中，這也是海科館的主

要設計理念：「洋流」（FLOW）的「流動」

概念。

至於親水性的意象是海洋廣場重要的設

計原則，設計者因此將大型量體往地下設置

使地面展現開闊的空間，並在地面層規劃大

型的親水廣場以提供民眾親和的水域活動，

且降低建築量體可能對周邊道路產生的壓迫

感。

從 2樓天橋進入主題館，挑高達 5層

樓的大廳，正是當年北火發電廠的內部發電

機室，空中懸吊名為「城

中城」的公共藝術，以 3

萬顆水晶球堆砌而成「北

火」模型，勾勒出原北火

電廠的建築原貌，此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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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以八斗子地區衛星地圖作為地板，民眾對八
斗子的地理位置一目瞭然

⑦ 區域探索廳的布景呈現早期臺灣漁村的風俗
和風貌

⑧ 挑高達 5層樓的主題館大廳，正是當年北火
發電廠的內部

步出海洋劇場，開闊的海洋廣場前一

幢恢弘的大型建築便是海科館的主題館，遠

遠看去，主題館的外觀像一艘入港停泊的大

貨輪。這時，海科館巨大的館徽再次映入眼

簾。

海科館館徽是以海科館之英文名稱

National Museum of Marine Science and 

Technology字首發展而來，整體設計概念

以海洋的律動開始，設計者以 N.M.M.S.T

形成一連串生生不息的海洋（海浪），就像

在跳波浪舞般的強烈生命表現，用圓弧的幾

何結合文字呈現海波造型，更顯「親近海

洋、認識海洋、善待海洋」的意涵，輕易的

律動出海洋與人共同的頻率、共生共存。

既然是海洋科技博物館，就會讓人聯

想到海洋，腦海中自然浮現一個多采多姿的

海底世界。海洋，由於有了洋流的溫度變化

與方向流動，提供了資源與生態的重要串

聯，也使海洋變得更多元、更豐富。海科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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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地找出日治時期的設計圖，按比例打造，

連窗戶對應的位置都非常精準。同時，在 2

樓電動手扶梯旁還保留了兩座未經整理的原

北火發電機基座的混凝土柱子，以凸顯其歷

史建物的保存與再利用，利用舊有發電機室

挑高空間做為入口大廳，進而達成北火電廠

歷史空間記憶留存，並完全把歷史軌跡融入

博物館中。

主題館分為 8大展區，包括海洋環境

廳、海洋科學廳、船舶與海洋工程廳、水產

廳、海洋文化廳、深海展示廳及深海影像

廳、、兒童廳和區域探索廳，由於主題館每

一樓層的展廳都是挑高設計，故實際樓層數

只有 1、3、5、7。館方為減輕遊客在參觀

過程中體力的負荷，在動線規劃上用了些巧

思，各樓層均以中軸線分為 A、C左右棟，

並間隔不同展廳，同一側的展廳通過電扶梯

相連，所以參觀的順序如果從 C棟的 1樓

開始，參觀完 7樓後，再轉往 A棟，回到 1

樓展廳，以這種順時針看展，遊客不會錯過

每一個展廳，也不至於多走路。館方貼心的

設計了藍線「漫步優遊主題館」和綠線「深

度探索主題館」兩條路線供遊客選擇。

由於售票大廳在 3樓，館方工作人員會

建議遊客從 3樓 C棟的「海洋環境廳」做

為參觀動線的第一站，讓遊客在踏入寬闊的

海洋科技領域之前，先靜下心感受臺灣海洋

的獨特與豐富，藉著了解自身周遭多樣、多

變的海洋環境及其對我們生活方式的影響，

接著來到 5樓的「海洋科學廳」，遊

客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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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

消除遊客可能聞「科學」而色變、對「科

學」感到疏離高深又難親近，館內安排了很

多活潑有趣的互動方式，以消除遊客對海洋

科學的排斥，進而產生對海洋科學的興趣。

展廳內最令人嘖嘖稱奇之處就是入口利用七

塊 LED柱狀的顯示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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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繼續來到 7 樓的「船舶與海洋工程

廳」，該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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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客可以透過觀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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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觀至此，腳步也要從 C棟移轉至 A

棟，A棟 7樓和 5樓的挑高空間是「水產

廳」，展示水產科學及技術，包含「漁業」、

「水產養殖」及「水產加工」3大科技領域。

A棟 3樓是「海洋文化廳」，在這個空

間裡，故事的主角從「海洋」回到了「人」，

認識那些我們平常可能陌生、但卻真切存在

的與海共生、共存的一群人，聽聽他們的故

事，感受一下他們的生活，再進一步思考，

我們的「海洋文化」精神與本質究竟是什

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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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	5樓的海洋科學廳入口有 7座高達 3層樓的電視牆

⑩ 船舶與海洋工程廳以剖面模型的方式展示貨櫃輪

進而由內心感受海洋環境的脆弱，需要關心

與保護。

「海洋環境廳」以「臺灣周遭的海洋

環境」作為展示主軸，從感受海洋的存在開

始，暗示觀眾即將進入海洋的世界，透過影

像與互動展示，搭配無水海洋生態模型造

景，讓遊客了解臺灣海洋的多樣性，最後以

臺灣四周海洋環境之變遷及海岸線今昔對

比，引導觀眾思考海洋與人的關係，體認海

洋對人類的重要性。

 同樣位於 3樓的「深海影像廳」，以

及位於 1樓的「深海展示廳」，這 2個展示

廳可說是主題館最具有特殊意義的展示廳，

它們由北火電廠的鍋爐室蛻變而來。

1樓的「兒童廳」是一個特別為兒童打

造的空間，也是全國第一個以海洋為主題的

兒童樂園，縮小版的漁船船艙、大型的貝

殼、可愛的魚攤，還可以跟各種魚類賽跑，

讓小朋友在遊戲過程中，了解海洋漁業生

態。

海科館目前規劃建設中的是「海洋生態

展示館」，預計建成後將會是臺灣最大的水

族館，但要到 2016年底才會開幕。

整個海科館園區的設施包括潮境公園、

八斗子公園和環保復育公園為主的海岸生態

體驗園區，以及 6大主題生態體驗步道，由

此串連成一處以「海洋」為主題的教育與休

憩觀光廊帶，將八斗子地區打造成為一個具

有獨特風格的海洋教育與觀光休閒園區。 

配合 1月 26日海科館營運周年，館方

以「Paradise」為主題，自即日起到 2月

28日推出「海科館生日快樂十大獻禮」系

列活動，要與參觀民眾分享生日的喜悅，有

興趣的讀者不妨走一趟平溪深澳之旅，一如

海科館的館徽所傳遞的「海洋波浪舞」，從

水滴開始，大雨、水流、海洋、魚群、生命、

人群、互動、教育、永續。走過 1歲生日的

海科館正帶領著我們迎向大海，隨波浪一起

舞動生命的樂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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