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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藏寶圖 

 
總策畫：鄭裕成校長 

執行總召：林順吉主任 

執行秘書: 陳炳臨組長、陳俐后組長、曾淑敏組長 

藝術指導: 藝術家 黃博志 

指導老師: 林順吉、高涵湘、陳炳臨、林煜真、江雅萍、曾淑敏、陳俐后、   

    李俊賢 

創作者:  

民俗：丁哲輝、張允恩、郭祐邦、潘詩勻、黃妤庭 

產業：李杰霖、塗晉愷、薛任廷、張君皓 

地景：林亦珊、何俊澤、黃筠靜、詹晉榮、魏克丞 

歷史：李思垚、游俊彥、張閔媃、柯文惠、劉明宜 

生態：羅翊庭、潘乙瑄、張閔媗、蘇芸葦、唐秉豪 

飲食：吳育昇、呂威、陳咏琨、蘇卉瑜 

 

 

 

 

 

 

 

2019 基隆藏寶圖 走讀雞籠課程 全體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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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創作故事 
     
      這是一群熱血的老師，帶領著朝氣蓬勃的高中學子，一起發掘尋思基隆的故事。 

   這個故事醞釀了五年，一路走來，我們帶領著學生走過基隆的土地，鄰近的外

木山海港是我們探究的起點，我們讓學生了解草鞋文化、協安宮「王爺巡港」民俗

祭典；參訪協和電廠，思考能源和環境的議題；我們甚至將行旅足跡延伸至八斗子

漁港、海科館…..。 

在文史工作者及當地耆老的帶領下，師生一同對於基隆有了更深的了解與感

情。隨後一支支介紹基隆的小短片在同學分組製作下產出，學生們必須學習攝影、

採訪、旁白…..。 

     在 108 課綱即將上路之際，我們將「基隆藏寶圖」的活動轉化為素養導向課

程: 初階「走讀雞籠」，期待基隆學子認識它的歷史、地理、生態等背後豐富的人

文底蘊，建構、傳達我的「基隆印象」；進階「創新基隆」，以年輕世代的眼光去

尋找基隆可能潛在的問題，並提出行動方案，用實際公民行動，培養學子「規劃執

行」、「自主行動」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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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覽簡介  
 本展覽「基隆藏寶圖——走讀雞籠」的成果作品，以「藝術創作」的形式展

現。 

為了籌備此展覽，我們帶領學生參觀「基隆故事館」、「中元文物祭祀館」

了，希望同學們能思考如何透過「展覽」呈現「我的基隆印象」。 

並禮聘藝術創作者黃博志老師為駐校藝術家，藉由分享他藝術創作的經驗，

啟發同學們的創意靈感。過程中學生必須學習正式「簡報提案」，每組再從二、三

個天馬行空的構想中，實際動手將之化為視覺藝術的成品。在現今強調「素養導向」

的課程設計理念下，「基隆藏寶圖」完全符合新課綱的精神。面對 108 課綱，我們

敢說:「我們準備好了!」 

 

~誠摯邀您，一同來欣賞「基隆藏寶圖」成果作品，挖掘在地瑰寶。~ 

駐校藝術家  黃博志老師  

 

 

 

 

 

 

駐校藝術家 黃博志  

           以情感與契約佐酒 

        讓檸檬樹苗釀造出一座工廠 

  

展覽: 

2016 《五百棵檸檬樹：有機檔案》黃博

志個展，台北市立美術館 

2011  糾結：數位時代的群聚生成，國

立台灣美術館，台中 

2010  第八屆台新藝術獎，高雄市立美

術館，高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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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鳶 

 

作品名稱: 孤鳶 

創作者 張閔媗 蘇芸葦 唐秉豪 羅翊庭 潘乙瑄 (生態組) 

使用媒材: 全開塑膠瓦楞板白一個、全開白紙一張、魚年曆、魚線、漁網、捕魚燈、可

移動布告欄、圖釘。 

發想理念: 

 

基隆，美麗的海港山城，青山環海，碧綠的海洋襯映著天空的蔚藍，市鳥老

鷹成群展翅於空中，威風凜凜。我望著舊照片上基隆昔日勝狀，對比現在的

基隆港海景，只能輕輕地嘆息。現在的基隆如照片被蒙塵，我們觀察到環境

的巨變對那群翱翔天際鷹隼的影響，僅有幾隻老鷹拍翅於灰濛濛的天，身影

透出孤單的氣息，眼神不再銳利。 

因此，我們希望透過展品《孤鳶》喚起眾人對老鷹，對環境的關注之心。 

形式特色: 

 

有別於老鷹氣勢凜然的形象，本作《孤鳶》將老鷹的眼神畫得較為哀傷。且

向漁民收集廢棄的舊魚燈，希望盡量將廢棄舊材回收再利用。魚兒的反面寫

有老鷹相關知識，讓觀者在賞作之餘亦能學習到相關知識，和我們一起瞭解

牠們，進而愛護牠們。 

表達意涵: 

 

本展品期望以孤鳶的形象帶出環境的污染已不可忽視。利用老鷹的習性與故

事描畫牠們在受污染的環境中扮演的是受傷害最深最重亦是最無辜的受害

者。而漁網與捕魚燈象徵人類的活動與造成的污染，魚群代表糧食及受害

者。在空間上，老鷹、漁網、捕魚燈、魚群四大物件用釣魚絲線交錯糾纏為

一體，顯示人類活動、環境與動物密不可分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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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橋、流水、人家 

 

作品名稱: 小橋、流水、人家 

創作者: 林亦珊、何俊澤、黃筠靜、詹晉榮、魏克丞 (地景組) 

使用媒材: 廢紙箱、保麗龍、膠帶、廣告顏料、衛生紙、白膠、雙面膠 

發想理念: 

 

基隆的地景說多不多，但說少卻也不少，用遊戲的方式去瞭解剛剛好！小時

候的小遊戲雖然不是特別有趣，但當時的我們總是特別容易滿足。我們希望

能藉由大家童年時期經常接觸的連連看、拼圖此類小遊戲來讓在基隆長大的

各位能對我們最熟悉的基隆能有更多的了解。 

形式特色: 

 

作品總共三件，都是使用回收再利用的物品製作，將基隆的多個地景呈現出

來，並且配合科技，使用影片及遊戲，希望能與大家產生共鳴。對於整個基

隆的地景能從 2D 瞭解到 3D，非常的全面。 

表達意涵: 

 

透過這些作品，在不傷害環境的前提下，能夠使人們仔細的看見基隆的美、

基隆的好，讓這麼樣的好光景能夠永續的保存下去，讓後世子孫與我們共同

欣賞著片美麗的風光。作品總共三項，每項各有不同的意涵： 

小橋（連連看）：用連連看的方式，在一個基隆的地圖上，能讓地景跟地

理位置呈現的更清楚，並有對各地景有簡略的說明。連連看的線就好像

一條一條的橋，把各個地方都分別接連起來。 

流水（影片）：以 QR code 掃出自製影片，呈現「我的基隆印象」。影

片的位置成帶狀，就像是流水流過基隆。 

人家（模型）：以 3D 模型的方式將基隆市的高低起伏都呈現出來，那些

一座座的丘陵及平地上，都是一戶戶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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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觸景生琴 
 

作品名稱： 觸景生琴 

創 作 者： 丁哲輝、張允恩、郭祐邦、潘詩勻、黃妤庭 (民俗組) 

使用媒材： 海報紙、紙箱、熱熔膠、木棍、保麗龍、泡棉膠、投影機、筆電、魔鬼氈 

發想理念： 基隆最具民俗特色的莫過於中元祭當中的「放水燈」。我們想呈現水燈在海洋

中飄盪的意象，因此決定以水燈來發想。 

我們組內許多人都有學過鋼琴，所以決定將我們的專長融入進理念之中，將

傳統民俗加入年輕人喜歡的新元素，讓一般認為不會有交集的兩種文化擦出

新的火花。藉由水燈和西方音樂結合，讓年輕人發現傳統民俗的美好。 

 

形式特色： 利用紙箱與木棍製作大型的中國水燈並在中間放入一臺投影機介紹傳統文化

特色，營造出放水燈慎終追遠的氣氛，再加入西方鋼琴音樂媒材，使它多出

了一種從未出現的新感受，讓觀眾們對水燈有新的看法和新的見解。 

 

表達意涵： 中國水燈與西方的鋼琴音樂的結合不只能讓我們這一輩的年輕人對它產生興

趣，還能讓外國人來瞭解我們的文化歷史，將我們的文化發揚光大。悠揚的

琴聲可以給人一種慎終追遠的感覺，配上水燈漸漸飄離的畫面，更給予了一

種心靈上的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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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 
 

 

 

作品名稱: 生活 

創作者: 吳育昇、呂威、陳咏琨、蘇卉瑜  (飲食組) 

使用媒材: 大花盆、紙魚、紙板、紙盒、水性油漆…… 

發想理念： 

 

「生活的本意就是吃，而飯碗中的食物就是一切。」這個名為「生活」的

碗，創作發想有二：一是基隆港本身就是個飯碗、工作機會，也是各式各

樣外來食物的「玄關」。碗是飲食容器，而碗又可以代表著飯碗，也就是工

作，把這些概念串連起來的即是「生活」。一是人類以水為生，以舌代為口，

而基隆以海為飯碗，碗身代表著大海，而花紋代表著基隆的當地海產和外

地引來的飲食文化，例如：福州丸、鼎邊趖、紅糟鰻（焿）等等，代表著

各種外地食物都是因著人們在港口討生活而來。 

 

形式特色： 

 

作品以大花盆裝飾為飯碗，碗身貼有藍色海報紙及膠水暈染的水紋，其上

裝飾各式各樣的魚類，象徵基隆魚貨豐盈，再加上碗面的基隆港模型，飯

碗、工作機會兩相結合，即為「生活」。 

表達意涵： 

 

基隆的小吃文化是多元的，早期的閩粵移民、日本統治時期、隨著國民政

府來台的老兵以及現在的基隆人，各個不同時期的飲食都因著港口而匯聚

而融合在一起，最後有了屬於基隆自己的味道。 

我們做的不只是一個飯碗，也是象徵對於先人們無私奉獻的推崇。他們一

點一滴的累積，熬煮出世世代代好滋味，不只養家活口，更是基隆人對生

活的美好嚮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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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光 
 

 

 

 

 

 

 

作品名稱: 食光 

創作者: 吳育昇、呂威、陳咏琨、蘇卉瑜   （飲食組） 

使用媒材: 呼拉圈、瓦楞板、各時期飲食照片、紙船 

發想理念: 

 

作品發想來自基隆四個重要時期飲食的結合。以時鐘為形，傳達時間的意象，

在時鐘內劃分基隆四個不同時期的美食，以船為指針，象徵不同時期的族群匯

聚於基隆。早期的閩粵移民、日本統治時期的日人、國民政府遷臺時期的老兵，

他們各自帶來的家鄉美食以及現今所見的當季現撈海鮮，用這四個時期來回憶

過去和現在基隆的美味，作為我們的展覽作品。 

形式特色: 

 

利用大呼拉圈來當作時鐘的整個造型，底板以深藍色的瓦楞紙板作為大海，高

清且彩色的各時期飲食照片作為重要時鐘刻度，時針及秒針的部分將以小船做

為指引。整件作品因為是使用大呼拉圈來做為時鐘，所以從遠處便能看到整個

作品完整的呈現。 

表達意涵: 

 

港口匯聚了各時期的食物，海是媒介，合而為一是「食光」。綜合四個不同時期

的家鄉的味道，透過「食光」展現多元民族融合的滋味，即是我們想要帶給大

家的基隆「食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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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續船程 
 

作品名稱: 永續船程 

創作者 李杰霖、塗晉愷、薛任廷、張君皓   (產業組) 

使用媒材: 塑膠板、圖畫紙、壓克力展示板 

發想理念: 

 

黃昏的基隆港，碼頭工人忙碌搬運著從外地進口的貨品，一艘一艘的船進

港，人人應接不暇的忙著。半夜漁船則是將一箱一箱的把漁貨帶到了市場，

大聲叫賣、喊價……。大家是否都還記得過去基隆的這些畫面?基隆在過去,

產業有礦業、漁業、委託行等，不過這些產業終究敵不過時間的打擊，隨

著時代的改變，基隆港所面臨的就是沒落…… 

曾經那些興盛的產業慢慢黯淡，而我們想作的就是讓大家回憶起那些帶著

基隆經濟起飛的產業。 

形式特色: 

 

基隆的產業，從過去到現在已慢慢轉型，我們想讓大家看到的是，基隆是

如何配合這些產業帶動經濟，從過去到現在有了什麼樣子的改變，我們將

以船錨作為基礎，將船錨分為多個部分，再以圖畫、相片的方式來說明。 

表達意涵: 

 

本作品定名為「永續船程」，我們想表達的是基隆港口的轉型，說明港口

的過去、現在、未來。以船錨的意象，象徵基隆港埠型城市的特色，再以

一張張手繪圖畫，串起基隆「船」的故事，從「漁船」、「貨輪」到「觀

光輪船」，以港口停泊船隻的演變過程，傳遞產業的變化，最終期盼基隆

產業能「永續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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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壯碩之美 
 

作品名稱: 昔日壯碩之美 

創作者: 李思垚、游俊彥、張閔媃、柯文惠、劉明宜 (歷史組) 

使用媒材: 書面紙(白.黑.紅)、雙面膠、紙板、剪刀、膠帶、課程相關相片及資料 

發想理念: 

 

基隆，我們的家鄉，一年之中約有 200 天雨水穿梭在大街小巷，孩子們何曾

想過，為何小小雨都裡會矗立著三根壯碩的煙囪呢？早在 60 年代時，它們就

挺著一身的堅毅，不畏風吹雨打，為我們港都人挺身而出。我們不想讓基隆人

忽略它們，甚至是不曾聞名過。 

感謝昔日時光中，有它們一起陪伴的童年回憶。當三根白色巨柱撐起天空的壯

景落入眼底時，我們為之驚嘆，卻不曾記錄下它們直入雲霄的美景，趁著今時

今日，協和之美，讓我們盡收眼底！ 

形式特色: 

 

為了展現協和電廠三根煙囪高昂的天際的姿態，本展品以直達天花板的裝置藝

術呈現。我們摒除掉精工細琢，採用豪邁威風的視覺效果。為了落實環保理念，

運用到的大量素材都是回收再利用，透過行動呼應節能環保的理念。 

其中一根較小的煙囪並不完全黏合，讀者可以打開瀏覽協和的資料與我們在製

作過程中的有趣畫面，希望展品也能與人有所互動，讓大家更了解協和的美麗

所在和認識它們。 

表達意涵: 

 

藉由展品較壯大的身軀，呼籲大家協和發電廠的重要性，高聳的矗立在地面

上，渴望眾人能抬頭仰望它們一眼，如今三根煙囪就站在我們眼前了，我們更

不能不去了解它們過去帶來的經濟效益及無可忽視的存在。 

現今眾人相當注重污染問題，關於協和電廠的爭議始終不斷，但其背後濃重的

歷史文化背景，有著深遠的意義，影響著基隆，十分值得我們探究學習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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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創作心情點滴 
 

 

 

 

 

 

 

 

 

                                

 

 

 

 

                                

 

 

 

 

 

 

 

作品名稱:孤鳶 

創作者: 

    (生態組) 張閔媗 蘇芸葦 唐秉豪  

    羅翊庭 潘乙瑄 

創作甘苦: 

     畫老鷹時，色鉛筆顏色不夠多，但

為求逼真，只能反覆疊加顏色，最後花了

我們十個小時左右。我們全組組員挑了一

天訪問外木山，希望能夠撿到可用的廢棄

漁網，可惜天候不佳，加之發現的漁網實

在太過殘缺不全，基於安全考量，最後只

能帶著頰上的雨珠與亂髮鎩羽而歸。不

過，還是有值得開心的事情，感謝老師們

與我們一同商討展品的呈現方式與指

點，並且替我們向漁民收集到了兩顆廢棄

捕魚燈還把它改造了一番，真的很謝謝老

師們!! 這次的活動也讓我們更加瞭解自

己生長的地方—基隆，期待下次能再參與

這樣的活動。 

作品名稱:小橋、流水、人家 

創作者: 

    (地景組)林亦珊、何俊澤、黃筠靜、 

           詹晉榮、魏克丞 

創作甘苦:  

原先我們像做的是像市面上販售的那種拼

圖，但無奈那種作品耗時太長，又必須浪

費許多材料才能最後產出，因此我們才決

定將其更替成配對的連連看遊戲。原先的

有做好了一個模型，但由於意外，導致無

法呈現，必須重頭來過，雖然差點來不及，

但在經過組員辛勤的趕工後，我們終於如

期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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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稱:昔日壯碩之美 

創作者: 

      (歷史組) 李思垚、游俊彥、張閔媃、 

         柯文惠、劉明宜 

創作甘苦: 

     這門課程長達兩學期之久，從設計到

創作出展品，最困難的無非是組員之間的時

間協調不一，團隊中一旦無法齊心協力，是

不可能完成作品的。我們利用瑣碎時間加以

趕工修正，起初還因不知該如何選定題目而

煩惱，現在能做出比人還高的煙囪著實不

易，一個個紙板往上搭建再貼上白色書面

紙，極脆弱又容易髒，搬運過程需非常謹

慎。感謝各組之間互相幫助，以及黃老師和

導師們在旁協助指點，高中能參與到這樣的

課程，不但幫助大家認識基隆，也有了嶄新

的課程體驗。 

作品名稱: 生活 

創作者:(飲食組) 吳育昇、呂威、 

                陳咏琨、蘇卉瑜 

創作甘苦: 

    四位組員的合作，完成了這件生活，

有人設計發想、有人提供材料、有人付出

勞力，花費許多時間合力完成一件代表基

隆飲食的作品。雖然過程中意外不斷，令

人沮喪，但大夥還是堅持到最後，成品有

著令人意想不到的驚喜，原本上白膠在深

藍色紙上造成小小的失誤，乾掉後卻變成

完美的浪花，真可謂「美麗的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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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稱: 食光 

創作者: 

       (飲食組) 吳育昇、呂威、 

        陳咏琨、蘇卉瑜 

創作甘苦:  

    我們的第二個作品「食光」，從上學

期開始討論並構想設計，於本學期接續上

一個作品「生活」所創作的。組員們一起

蒐集各時期的相關食物相片，並一起製作

超大時鐘，利用放學後的時間，製作我們

第二個作品「食光」，因為有第一個作品

的合作經驗，大家更懂得如何運用自己長

才完成作品，這種能展現自己長才又能呈

現作品的成就感很高，感謝有這樣的課

程，使我們能各展長才。 

作品名稱: 永續船程 

創作者: 

        (產業組) 李杰霖、塗晉愷、 

        薛任廷、張君皓 

創作甘苦:  

    完成這件作品最大的困難在於

組員時間的調配和意見的溝通。在作

品發想的過程也頗費功夫。我們從中

了解到團隊合作的重要，每一個人都

有他的專長，缺一不可。不管最後都

成果怎樣我們盡力了，也學到了很多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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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基隆藏寶圖 走讀雞籠課程 全體師生 

作品名稱: 觸景生琴 

創作者: 

         (民俗組) 丁哲輝、張允恩、 

         郭祐邦、潘詩勻、黃妤庭 

創作甘苦: 

    製作大型作品需要考慮到很多拆解

的機關，我們想了許多方案，但在實際

執行才發現其實有許多我們無法預測的

問題，經過一番波折與討論，修改了無

數次，消耗了許多腦力，終於將作品順

利完成，雖然可能沒有預期的完整，但

一起跨過了許多的困難，得到的不只是

作品，還有一起努力的夥伴，跟共同的

回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