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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度基隆市望海巷海灣串聯計畫委託產業規畫技術服務計畫 

社區共識營 執行規劃 

 
一、 活動目的 

為串聯長潭里漁港及望海巷整體規劃與時俱進貼近需求，透過年度辦理

之場域規劃說明會及社區工作坊之結論議題作為架構，並有效的結合既有在

地環境資源，探究其產業可能衍生的契機，辦理社區共識營，邀請地方團體

與產學研共同參與，藉由集結眾人意見集思廣益、激發共識能量，以全面性、

前瞻性、突破性的思維，解決政策推動目前的問題與預見未來的機會，作為

發展長潭里漁港與望海巷的產業規劃藍圖與需求方案，打造生產、生活、生

態三生一體社區產業發展模式。 

為能推動漁村聚落特色產業發展，提升產業發展創生能量，規劃透過現

場實地觀摩業者理念之深入分享，參考他人成功經驗，提升漁村聚落自主改

善能量。 

二、 辦理單位 

(一) 主辦單位：基隆市政府 

(二) 承辦單位：財團法人中衛發展中心 

三、 對象與人數 

(一) 基隆在地業者為主，各單位原則至多報名 2 人。 

(二) 參訪人數約 20 人。 

四、 辦理期程 

(一) 日期：108 年 10 月 16 日(三)至 108 年 10 月 17 日(四) 

(二) 地點： 

1. 洄游吧：花蓮縣新城鄉海岸路 32 號 

2. 七星柴魚博物館：花蓮縣新城鄉七星街 148 號 

3. 黑潮文化海洋基金會：於七星柴魚博物館會議室分享 

(三) 授課講師 

1. 黃紋綺（洄游吧負責人） 

2. 馮筱惠（柴魚博物館執行長） 

3. 黑潮文化海洋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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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議程規劃 

 
時 間 行 程 內 容 說明 

10

月

16

日

第

一

天 

08：50~09：00 台北車站集合 
規劃搭乘【278太魯閣】09:20-11:30 

台北-花蓮 

09：00~09：20 七堵車站集合 
規劃搭乘【278太魯閣】09:38-11:30 

七堵-花蓮  

09：20~11：30 車程 台北-七堵-花蓮 

11：30~12：00 花蓮車站→家咖哩 

12：00~13：20 午餐時間 
家咖哩(花蓮縣花蓮市中美路 106號) 

負責人桌邊交流與分享 

14：00~17：30 七星潭摸魚趣 

洄遊吧 (花蓮縣新城鄉海岸路 32號)  

13:50-14:00報到集合、報關 

14:00-14:30七星潭古老漁法大解密 

14:30-15:30鮮魚上岸與拍賣/海岸巡禮 

15:30-16:20料理 DIY親自動手做魚點心 

16:20-17:00品嚐魚點心/認識永續海鮮 

17:00-17:30洄遊回饋 Q＆A 

17：30~18：00 

(車程 20分鐘) 
洄遊吧→055 龍哥斯特海鮮餐廳 

18：00~19：00 晚餐時間 

055 龍哥斯特海鮮餐廳(花蓮縣吉安鄉

中央路三段 458號) 

負責人桌邊交流 

19：00~19：20 

(車程 10分鐘) 
055 龍哥斯特海鮮餐廳→璽賓行旅 Kadda Hotel 

 19：20~ 
入住璽賓行旅 

Kadda Hotel 

璽賓行旅(花蓮縣花蓮市民權路 2-6號) 

入住手續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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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間 行 程 內 容 說明 

10

月

17

日

第

二

天 

08：00~08：40 早餐時間  

08：40~09：00 

(車程 10 分鐘) 
璽賓行旅 Kadda Hotel→柴魚博物館(花蓮縣新城鄉七星街 148 號) 

09：00~10：30 
黑潮文化海洋基

金會 

黑潮成立的脈絡、花蓮海域鯨豚生態、海洋議

題分享 

11：00-12：00 
七星柴魚博物館 

館內社區導覽 

觀摩內容：漁鄉產業文化區、黑潮曼波商品

區、食魚教育手作體驗、地方創生七星特區 

12：00~13：00 午餐時間 午餐小聚 

13：00~14：30 
七星柴魚博物館 

執行長馮筱惠 

七星柴魚博物館的品牌故事、重生改建的歷

程、地方串連的經驗、主題市集推動與地方創

生做法的經驗交流 

15：00~15：50 交流與回饋 
議題分組討論與回饋 

建立望海巷漁村發展模組 

15：50~16：20 

(車程 20 分鐘) 
七星柴魚博物舘→花蓮車站 

16：20~19：00 花蓮-台北 
規劃搭乘【181自強號】16:48-18:58 

花蓮-七堵 

19:00～ 賦歸  

註：參訪店家或行程順序將依連繫、天候等狀況，保留彈性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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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報名方式及報名截止日 

(一) 網路報名：請至 Google 表單完成報名，及填寫報名資訊、課前問卷。 

(網址：https://forms.gle/Z7qb6LhPmkh6wpBk7) 

(二) 傳真報名：請將報名表（附表）填妥傳真至中衛中心 

童佩嘉小姐/吳佩祉小姐，Fax（02）02-2391-1273。 

(三) E-mail 報名：請將報名表填妥後，將資料以 pdf 或 doc 等文書檔案格式

作為附件傳送，寄送至 c1409@gmail.com 

(五) 報名截止日：108 年 9 月 30 日(一)17:00 止。 

1. 各機關預定報名人數如超過 2 名，超過部分即列入候補；報名截止日

後，主(承)辦單位將依照報名情況，照順位遞補。 

2. 報名成功信件將於 108 年 10 月 1 日前寄出，請留意您的信箱。 

3. 若報名成功後因故未能參加，亦請機關於活動前來信或致電，告知更

換名單或取消報名，以利候補。 

(四) 如有相關問題，請電洽：財團法人中衛發展中心 

童佩嘉小姐 / 02-23911368 #1409 

許心硯小姐 / 02-23911368 #1461 

六、 注意事項 

一、報名參加共識營學員，請務必於報名欄位詳填妥基本資料（如身分證字號、

出生年月日、聯絡電話等），俾利統一辦理保險。 

二、因行程包含參訪體驗，建議穿著輕便服裝，並自行攜帶雨具、防曬物品、個

人藥品等私人物品。 

三、響應環保請自行準備水杯、餐具。 

四、住宿費用由參與人員自行支付。 

五、報名後如未能參與者，請於活動日前二周告知，以利工作人員安排候補名

單作業。  

https://forms.gle/Z7qb6LhPmkh6wpBk7
mailto:c1409@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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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08年度基隆市望海巷海灣串聯計畫委託產業規畫技術服務計畫 

社區共識營報名表 

報名編號： 

單 位  職 稱  

姓 名  性 別 □男 □女 

身份證字號  出生年月日 民國    年   月   日 

連 絡 電 話  手 機  

電 子 郵 件  飲 食 需 求 □葷食 □素食 

住 宿 

住房以 2 人 1間為原則，住宿費用由參與人員自行支付： 

□2人 1間，自行尋找室友（室友姓名     ） 

□2人 1間，由主辦單位安排 

□自己 1間 

※單人房 1600元/間；雙人房(兩小床) 800元/人 

交 通 

□搭乘大眾交通工具至指定地點集合(車資由主辦單位支付) 

 ※集合地點於七堵火車站集合，108/10/16 上午 9:20集合 

□自行前往花蓮火車站 

 ※自行前往者請於 108/10/16 上午 11:30於花蓮火車站集合 

 

備註： 

1. 以一人一表為原則。 

2. 本次共識營活動免費參加，惟參與本共識營活動所需差旅費（含住宿費用）

由各機關自行支應。 

3. 為利連繫及相關作業之需，上開資料請務必一一填寫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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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社區共識營課前問卷 

108年度基隆市望海巷海灣串聯計畫委託產業規畫技術服務計畫 

各位產業先進 您好： 

感謝各位對於本次社區共識營活動的支持與喜愛，由於本活動宗旨為培育基隆

市在地產業之業者發展量能，考量課程主題及講授內容之聚焦，並能掌握後續之相

關回饋及產出能與基隆在地產業發展產生關聯性。活動辦理前，主辦單位及授課講

師須充分瞭解報名參訓學員的相關產業背景，及對本課程之需求與期待，故研擬此

表單，以利初步瞭解相關訊息！ 

財團法人中衛發展中心工作團隊 

填表人姓名  

1.請問您目前投入的產業及工作內容為何？ 

 

2.請問您期望本課程能夠帶來何種啟發？ 

 

3.請問您對望海巷海灣ㄧ帶的未來想像為何？ 

 

4.請問您工作產業目前是否遭遇困境或需求？請說明。 

 

5.未來想投入從事基隆望海巷海灣廊帶何種產業? 

□潛水產業 □獨木舟產業 □海上導覽 □漁村導覽 □漁獲直售鋪 

□漁村體驗 DIY   □自行車 □民宿 □漁村風味餐 

6.請問您參與產業共學營課程目的？ 

□課程內容符合職涯規劃與工作需求 □有意願於基隆望海巷發展  

□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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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參訪景點簡介 

10/16 第一天： 

 

洄遊吧 Fish Bar 

 全台首創食魚教育產地體驗。 

 提供洄遊鮮撈、洄遊平台和洄遊潮體驗三

個面向的服務。 

 連結消費者、漁業人員和學術單位等三方

的交流與反饋，打造食魚教育及永續海洋。 

 

  

家咖哩 Jia Curry 

 家咖哩的品牌宗旨始終環繞著「家」的概

念，堅持以台灣最好的食材 

－花東自種契作之每日現碾米 

－嚴選味萬田有機豆腐與豆花 

－東昌定置漁場鮮魚 

－蜂之鄉天然蜂蜜 

－馬修嚴選頂級優格 

 以《家咖哩》為品牌，附設誠食商店醬料、

料理包在各大量販賣場及網購通路，獲得

《台灣美食獎》肯定 

 

055龍哥斯特海鮮餐廳 

 龍哥斯特 (法文: LANGOUSTE龍蝦)，產品

與專業漁船合作，商品則以新鮮、健康、限

量為主。 

 網路創立了一個平台，分享海鮮的知識與

提供新鮮的食材、料理方式。海鮮食材經過

零下-24度的保鮮與封膜、真空包裝，保持

最佳食材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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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7 第二天： 

 

黑潮海洋文化基金會 

 黑潮海洋文教基金會於 1998 年成立 

 從鯨豚調查記錄工作為開端，進而以

「關懷台灣海洋環境、生態與文化」

為宗旨，傳達與實踐海洋保育理念，

期待讓大家親近、認識而珍惜海洋。 

 

七星柴魚博物館 

 分享七星柴魚博物館的品牌故事、重

生改建的歷程、地方串連的經驗、主

題市集推動與地方創新做法的經驗

交流。 

 觀摩重點：漁鄉產業文化區、黑潮曼

波商品區、食魚教育手作區、地方創

生七星特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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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預計邀請對象 
類別 邀約對象 聯絡人 電話 手機 

餐廳 

★八斗邀友善餐廳 戴秀真 0928-066-052  

★漁娘工作室 林素卿 (02)24694898 0921-140-638 

藻遍海餃 王斌輝  (02)24693073 

尼斯灣景觀餐廳 歐陽瑞蓮   

★藻樂趣    

伴手禮 

★大方合展有限公司 王小芳 0922-254-107  

★心干寶貝 吳永安 0932-012-805  

食之飴商行 溫倩儀 0922-818-166  

新鱻貨海鮮店 陳逸凱 0987 027 001 

 

萬順活海產店 曾顏順   

簡美珍女士 簡美珍  0937-508-106 

簡信任先生 簡信任   

★漁品軒有限公司 倪辰萍 2469-4680  

漁船、娛樂

漁船業者、

協會組織 

★吳昆達船長 吳昆達  0988-305-559 

王耀徽先生 王耀徽  0919-939-432 

陳致豪先生 陳致豪   

范揚宏先生 范揚宏   

余明師先生 余明師   

全國娛樂漁船協會 項彥豪 (02)2462-2288 0933-935-581 

★基隆市沿近海漁船協會 林新永理事長  0933-058-487 

旅宿業者與

協會 

★女巫背包客文化體驗館 莊茹絜  0974-006-188 

★基隆市民宿觀光文化發展

協會 

高明福 0953-562-597 (02)2427-6788 

★潮境天空 簡晨宇 (02)24697939 0921-889-001 

★王銘祥 先生 王銘祥  0932-357-321 

https://www.google.com/search?rlz=1C1GCEU_zh-TWTW848TW848&ei=dxBEXYe1CayJmAX2xKy4DA&q=%E6%96%B0%E9%B1%BB%E8%B2%A8&oq=%E6%96%B0%E9%B1%BB%E8%B2%A8&gs_l=psy-ab.12..0l4j0i30l6.239560.239560..240562...0.0..0.158.158.0j1......0....2j1..gws-wiz.gakcVVfu7lo&ved=0ahUKEwjHzPih_ePjAhWsBKYKHXYiC8cQ4dUDC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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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邀約對象 聯絡人 電話 手機 

在地公協會

組織 

★長潭社區發展協會 鍾麗美理事長 (02)-24690777  

★八斗社區發展協會 陳良輔  0937 870077 

★長潭里漁港地區管理委員

會 

李振睿主委  0932-301-901 

★基隆區漁會 陳文欽總幹事 (02)24695520 0975-525-889 

基隆市海洋關懷藝術協會 林福蔭理事長  0921-063-402 

導覽觀光相

關協會組織 

基隆市台灣頭文化協會 張雯玲  02-24634392 

★基隆市山海文化觀光協會 張玉秀 (02)24699291 0920-451-569 

★基隆市八斗子產業觀光促

進會 

藍麗齡理事長  0933-100-741 

★雞籠卡米諾 單彥博  0928-510-353 

八斗仔漁鄉工作室 張淵翔 (02)24692122 0937-507-877 

八斗子漁村文物館  (02)2469-7766  

公家單位 

基隆市中正區公所 李吉清 02-24633341#101  

基隆市政府交旅處    

基隆市中正區長潭里里長辦

公室 
鍾麗美里長  0932-072-927 

學校與教育

組織 

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 

陳素芬館長 

施主任 

陳凱秘 

(02)24696000 #1005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人文社

會教學研究中心 

吳孟瑾 
(02)24622192 

#2152 
0928-509-813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海洋觀

光管理學系 

王彙喬教授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通識中

心 

周維萱老師 
(02)24622192 

#2027 
0958-732-086 

海廢藝術 湛工作室 陳思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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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邀約對象 聯絡人 電話 手機 

★飾不飾獨創設計工作室 黃玉婷 0989-456-690  

★海格創藝有限公司 王詩茹(LuLu) 0939-347-393  

其他 ★見書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