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隆市望海巷海灣串聯計畫-⾧潭里及望海巷漁港轉型優化工程

簡報單位：基隆市政府 產業發展處

前瞻基礎建設-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第五批次提案報告



基隆水岸新願景基隆水岸新願景

⾧達29.6公里的基隆海岸線，由東
向西分布了7座漁港與1座國際商港，
隨著城市發展與大環境需求變遷下，
各港口重新定位成為邁向未來重要
㇐步。
各港皆有著山、海、港共生的獨特
紋理，期許藉由適切的定位與耕耘
使之發展遍地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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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海城廊道串聯系統山海城廊道串聯系統

山海城廊道系統，為本案
港灣的潛在環境資源。
經整合後的廊道系統，強
化區域中各式資源，旅客
在山林、聚落及港灣中深
度探索，更可結合海科館
之海洋教育活動，形成具
區域代表性之熱門旅程。

 轉型生態友善漁港
 改善人本遊憩動線 改善人本遊憩動線
 降低活動環境足跡
 營造優良親水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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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海巷海灣串聯計畫望海巷海灣串聯計畫
第二批次補助案件第二批次補助案件
((已完工已完工))

望海巷漁港友善人行
暨景觀工程

望海藍帶鐵馬景觀
棧道串聯工程

 水質優先改善案件。

第五批次水環境改善
案件提報原則

 水質優先改善案件。
 前批次已核規劃設計

費並已完成規劃設計
作業，尚餘工程未完
成辦理者。

 前因加強公民參與、
生態檢核等作業致未
能於109年12月底前
發生權責之取消辦理
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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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one1 望海巷海灣
景觀休憩平台暨景觀工程

2.1濱海遊憩中心周邊動線改善

Zone2 ⾧潭里漁港
海岸步道串聯工程

2.2漁港周邊交通改善

2.3漁港動線改善

2.4親水階梯(南側)

2.5漁港通廊改善

Zone3 潮境資源保育區
海岸親水空間改善暨景觀工程

2.6岩徑親水步道(北側)

Zone1Zone1

Zone2Zone2

Zone3Zone3

2.6岩徑親水步道(北側)

2.7親水階梯(北側)

2.8⾧潭里潮間帶休憩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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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望海巷海灣串連計畫基隆市望海巷海灣串連計畫
 經費需求
• 本整體計畫總經費1.345億元，由「全國水環境改

善計畫｣第二期預算及地方分擔款支應
中央補助款：1.0491億元
地方分擔款：2,959萬元

• 分項工程經費：規劃設計監造費為1,632萬元

 預定期程
⾧潭漁港及望海巷漁港轉型優化工程
110年6月完成發包書圖
110年7月完成發包後開工
111年12月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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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 分項工程名稱 對應部會

經費(仟元)
110年度 111年度 總計 合計

中央 地方 中央 地方 中央 地方 總經費補助款 分擔款 補助款 分擔款 補助款 分擔款

望海巷海灣串聯計畫
⾧潭里及望海巷漁港
轉型優化工程

望海巷海灣
景觀休憩平台暨景觀工程 漁業署 11,856 3,344 17,784 5,016 29,640 8,360 38,000 

⾧潭里漁港
海岸步道串聯工程 漁業署 17,004 4,796 25,506 7,194 42,510 11,990 54,500 

潮境資源保育區
海岸親水空間改善暨景觀工程 漁業署 13,104 3,696 19,656 5,544 32,760 9,240 42,000 

總計 41,964 11,836 62,946 17,754 104,910 29,590 134,500 



望海巷海灣望海巷海灣
景觀休憩平台暨景觀工程景觀休憩平台暨景觀工程

 濱海遊憩中心周邊動線改善

A.望海巷景觀橋
B.望海巷漁港
C.濱海休閒中心
D.望海巷停車場
E.濱海自行車道

計畫名稱 分項工程名稱 對應部會

經費(仟元)
110年度 111年度 總計 合計

中央 地方 中央 地方 中央 地方
總經費補助款 分擔款 補助款 分擔款 補助款 分擔款

望海巷海灣串聯計畫
⾧潭里及望海巷漁港

轉型優化工程

望海巷海灣
景觀休憩平台暨景觀工程 漁業署 11,856 3,344 17,784 5,016 29,640 8,360 38,000 

⾧潭里漁港
海岸步道串聯工程 漁業署 17,004 4,796 25,506 7,194 42,510 11,990 54,500 

潮境資源保育區
海岸親水空間改善暨景觀工程 漁業署 13,104 3,696 19,656 5,544 32,760 9,240 42,000 

總計 41,964 11,836 62,946 17,754 104,910 29,590 134,500 

E.濱海自行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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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潭里漁港⾧潭里漁港
海岸步道串聯工程海岸步道串聯工程

A.⾧潭里漁村
B.⾧潭里漁港
C.平浪橋
D.濱海自行車道
E.停車場

 漁港周邊交通改善
 漁港動線改善
 親水階梯(南側)
 漁港通廊改善

計畫名稱 分項工程名稱 對應部會

經費(仟元)
110年度 111年度 總計 合計

中央 地方 中央 地方 中央 地方
總經費補助款 分擔款 補助款 分擔款 補助款 分擔款

望海巷海灣串聯計畫
⾧潭里及望海巷漁港

轉型優化工程

望海巷海灣
景觀休憩平台暨景觀工程 漁業署 11,856 3,344 17,784 5,016 29,640 8,360 38,000 

⾧潭里漁港
海岸步道串聯工程 漁業署 17,004 4,796 25,506 7,194 42,510 11,990 54,500 

潮境資源保育區
海岸親水空間改善暨景觀工程 漁業署 13,104 3,696 19,656 5,544 32,760 9,240 42,000 

總計 41,964 11,836 62,946 17,754 104,910 29,590 134,500 

E.停車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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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境資源保育區潮境資源保育區
海岸親水空間改善暨景觀工程海岸親水空間改善暨景觀工程
 岩徑親水步道
 親水階梯
 ⾧潭里潮間帶休憩區

計畫名稱 分項工程名稱 對應部會

經費(仟元)
110年度 111年度 總計 合計

中央 地方 中央 地方 中央 地方
總經費補助款 分擔款 補助款 分擔款 補助款 分擔款

望海巷海灣串聯計畫
⾧潭里及望海巷漁港

轉型優化工程

望海巷海灣
景觀休憩平台暨景觀工程 漁業署 11,856 3,344 17,784 5,016 29,640 8,360 38,000 

⾧潭里漁港
海岸步道串聯工程 漁業署 17,004 4,796 25,506 7,194 42,510 11,990 54,500 

潮境資源保育區
海岸親水空間改善暨景觀工程 漁業署 13,104 3,696 19,656 5,544 32,760 9,240 42,000 

總計 41,964 11,836 62,946 17,754 104,910 29,590 134,500 9



WEEKEND DESTINATIONWEEKEND DESTINATION
3636小時輕旅行小時輕旅行
基隆比鄰繁忙擁擠的台北都會區，
擁有豐富的天然遊憩資源，具輕旅
行產業之發展潛力。基隆市政府於
107年10月將中正、中山及仁愛區
的沿海地帶劃設為基隆濱海風景特
定區，區域內之地區取得發展民宿
產業資格。

運用漁村聚落發展具在地特色的住
宿業，可望將遊客單次旅行時間延
伸，旅遊經濟效益亦會隨之提高。
配合步行與自行車動線的建置與串
聯，望海巷海灣區域將成為北台灣聯，望海巷海灣區域將成為北台灣
民眾兩天㇐夜輕旅行
的熱門目的地。

 親水娛樂路線
 海洋知識路線
 人文聚落路線
 生態自然路線
 環港散步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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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間參與民間參與
由在地社區漁由在地社區漁((居居))民成立海洋保育區巡守隊民成立海洋保育區巡守隊
定期進行海灣永續經營座談會定期進行海灣永續經營座談會

由地區居民及漁民、保育團體、學校教師、村里⾧或漁民等關
心當地環境民眾成立保育區巡守隊(含岸上及陸上)並召募宣導
志工，於假日或例假日等人潮較多的時段進行宣導，以分攤人
力負荷規劃巡守隊員參與相關課程及教育訓練、辦理相關交流
推廣活動、生態環境解說活動、環境清潔活動等，以及到其他
縣市進行觀摩參訪，學習外縣市保育區案例，吸取成功轉型之
經驗，增加居民轉型之信心。

地方居民及漁民海灣維護座談會辦理海灣永續經營討論會

經驗，增加居民轉型之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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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聽會及說明會

 工作坊 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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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規劃設計特色-建築美學創意設計

植栽配置原則
採台灣原生種與低維護管理為原則進行植栽計畫，依照基地
內部地理地質條件之不同，將全區概分為以下六種形態：

1.沿岸礁岩|臨海岸側保育珍貴沿岸藻礁
2.岩縫|於北側多處岩縫間隙打造原生植物花園
3.潮境公園|公園多處草坪區混植多年生野花草坪
4.沿岸沙灘|於僅存之沙灘栽植具固沙功能之植物
5.港口樹列|⾧潭漁港沿岸挑選季節性開花喬木
6.端景植栽|各休憩區及端景區栽植顏色明亮並耐候之灌木

照明系統配置原則
藉由層次分明的燈光計畫結合當地人文社會活動，彰顯當地整體環境特色。
於道路側配置以連續性燈具形塑海岸線夜間景觀，臨海岸沿線小徑則配置
低照度燈具以降低環境光害，於兩處漁村港區挑選相同材質色系燈具營造
區域獨特魅力，於跨橋則搭配橋樑LED燈光設計，營造本區具代表性之城
市意象。

1.道路|全線道路更新⾧潭漁港智慧路燈於山側
2.漁港沿岸|以高柱燈及矮柱燈圍塑漁港休憩意象
3.跨橋|採LED照明系統打亮橋體，創造鮮明城市意象
4.小徑|採低照度及下照形式燈具，降低環境光害
5.階梯|梯階下緣增設照明，增強夜間活動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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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施物材質與色彩配置原則
區內含兩處歷史悠久之漁港聚落，地方特殊色彩濃厚。本案擬採用與鄰近
環境質地統㇐之材料，塑造具序列性及整體感之區域景觀風貌。

在材質方面，採低彩度高明度之灰色系，與周遭環境調和，並視需求於休
憩區局部規劃原木平台，提升整體景觀與休憩環境品質。

漁港聚落既有之設施物則可結合環境顏色、具在地人文歷史色彩之圖樣設
計，營造區域獨特魅力。

鋪面配置原則
本案自行車道及路側人行道，以透水工法為原則，採高壓混凝土磚搭
配天然石材及彩色瀝青施作，以達到透水性及耐用性之功能，同時減
少維修所需之人力物力成本。

全區人行道及廣場鋪面需平整鋪設，並採用堅固防滑材質，鋪面間隙
需平坦，人行通道及各出入口鋪面需避免高低差。

人行道採易維護清潔之深灰色高壓混凝土磚，以⾧方形單元進行圖樣
組合與色調變化。廣場則採用質感溫潤細緻之天然石材鋪面營造休憩
氛圍。於鄰近海岸線之自然景區則採基隆現地石材鋪設小徑、石階，
形塑地域特有地質景觀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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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建築理念設計

本案港灣串連計畫，景觀橋工程在建管規定上不屬於建築物，但本案設計仍
以智慧建築及綠建築理念設計規劃。

1.生物多樣性指標
a.海岸線低度開發，以空間設計手法避免人為環境影響海洋生態。
b.植栽帶種植適合海岸之原生植物，選擇誘鳥誘蟲植物，創造小生物棲地，

形塑海岸綠帶生態網。

2.綠化量指標

₂

2.綠化量指標
a.保留適合棲地之原生喬木及灌木，現地移植並增加基地範圍之綠覆率 。
b.採用 CO2₂固定量高、多層次、多樣性複層植栽配置。

3.基地保水指標
a.舖面設計採用透水性舖面。
b.基地綠化底層透水層 ，讓雨水緩慢滲透。

4.日常節能指標
a.配置自然良好採光之景觀空間，，降低照明使用。
b.夜間人行安全照明，採用LED節能照明燈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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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聆聽感謝聆聽 敬請指教敬請指教

回應環境回應環境 展現實用美學展現實用美學

漁村創生漁村創生 串聯山、海、生活地景串聯山、海、生活地景

感謝聆聽感謝聆聽 敬請指教敬請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