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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參、Hot 海洋─

智慧化海洋探索數位媒體
暨學習中心建置子計畫
本館於 106 年獲得教育部終身教育司支持辦理「智慧服務全民樂
學─國立社教機構科技創新服務計畫」下，所執行的「Hot 海洋─
智慧化海洋探索數位媒體暨學習中心建置子計畫」已於今年邁入
最後一年。本計劃持續透過「智慧創新應用與服務」、「雲端服
務與加值應用」、「跨域加值內容與文創」、「產業合作與國際
交流」等四大分項，來發展博物館的數位學習與應用，並透過智
慧科技與創新服務模式，提供參訪者不同的學習體驗。

「智慧化海洋探索數位媒體暨學習中心」為本計畫於四年執行期
間，統整成果所建立的一個涵蓋實體展示與雲端學習的教學空間，
藉由「究境─海洋探索科技展」的展區與實體展品，結合「Ocean
Tag 智慧化海洋生物知識學習網站」內的數位影音資料，搭配定
期的水下直播活動，成為一個傳遞海洋生物知識的重要學習中心。
身為臺灣第一座以傳遞海洋生物知識為主的博物館，透過本中心
讓海洋教育不只能在民眾前來參訪的過程中學習到海洋相關的豐
富知識，更能脫離地域展館的限制，並運用網路科技將知識傳遞
出去。

本中心希望成就海生館成為一個融合人文、科技與生活的全方位
智慧學習場域，透過網際網路將真實的野外環境呈現在民眾眼前，
同時配合場館實體展示的方式，以智慧化的服務來提供一個無所
不在的學習環境，達到本館推動及傳遞海洋生物知識的初衷，並
完成博物館的社會功能性與教育目的。

13 大博物館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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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為本計畫的第四年，以下是四個分項的內容與成果介紹：

一 . 智慧創新應用與服務─

海洋探索數位媒體暨學習中心建置

本計畫經過 4 年所籌備的海洋探索數位媒體暨
學習中心在「究境─海洋探索科技展」於本年
度第一季開幕後正式完成建置。本展區包含「深
海環境」、「海洋探索史」、「近年的深海探
索」、「前進內太空」及「海洋知識學習平臺」
等 5 大區域，展示了本館收集多年的臺灣各生
態水域之數位化內容、台灣海洋科技研究中心
（TORI）提供的海洋探索科技物件、具備各項
科學數據的 GIS 系統平臺、水下無人載具 1:1 的
實體模型、本館典藏的深海生物、與計畫初期

民眾使用海洋探索數位媒體暨學習中心互動式設施情況（王劭頤攝）。

所創建的 Ocean Tag 智慧化海洋生物知識學習網
站。

如今藉由活化本館世界水域館入口三樓展區，
海洋探索數位媒體暨學習中心將海洋科技、海
洋生物與深海探索有關的科學知識透過虛實整
合的方式，藉著科技展的實體展示，與 Ocean
Tag 智慧化海洋生物知識學習網站的數位學習空
間，結合在館方數位平臺所辦理的線上水下直
播活動，使遊客可透過寓教於樂的方式來利用
本中心。開幕至今參訪人數已達到 635,936 人。

民眾使用 Ocean Tag 智慧化海洋生物知識學習網站現場情況（王劭頤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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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雲端服務與加值應用
野外即時影像直播展示
海生館長期以來持續在臺灣周邊海域進行許多
的水下研究調查，涵蓋範圍從墾丁周邊海域到許
多離島，包含澎湖、小琉球、綠島與蘭嶼等地。
然而這些調查過程、結果與水下的環境，以往
只是以量化數據方式呈現在報告上，無法讓對

ROV 海上放置作業（左：小琉球，右：蘭嶼）（王劭頤攝）。

探索。本館深海水域探勘攝影團隊也透過本計
畫購入 ROV，經過 3 年的實際操控的經驗累積，
歷年來已提供多次的野外即時影像直播展示。

海洋有興趣的民眾見到海裡的實境景象。如今
在本館藉由此計畫，開始透過潛水員與水下無
人載具（ROV）進行實境直播展示，開啟了另一
扇傳播科普知識的門。民眾如今可以即時的透
過網路觀賞到本館執行水下研究的環境畫面，
拉近民眾與研究的距離、與傳達研究的重要性，
並提供民眾近距離觀賞海底的實際樣貌的機會。

本年度共完成 21 趟的 ROV 水下任務，地點包含
墾丁海域的頂白砂、貓鼻頭、獨立礁、枋山外
海、與臺灣周邊離島，包括小琉球周邊海域與蘭
嶼海域等地進行水下超過 50 米的潛點探勘、調
查、與直播服務，並在貓鼻頭外海達到最深 190
米。而藉著本計劃初期所購置的「訊號傳輸直播
設備」，直播展示可透過 4G 傳輸與衛星訊號將

水下遙控無人載具（ROV）與一般潛水員的差異
在於不只可以到達潛水員無法潛入的深度，更可
以不受供氧與時間的限制，進行長時間的水下

潛水員與 ROV 的影像直接傳輸到本館的數位平
臺與臉書粉絲專頁。本年度共進行 15 次臉書粉
絲團直播活動，包含珊瑚產卵實境直播與恆春半
島沈船探勘等，總觸及人次達 286,411 次。

除此之外，ROV 與水下設備的保養與維護亦是
每年度需要執行的重要工作。除了每年固定由
ROV 製造商進行的保養與消耗品更換外，其他
的清潔、維護與保養業務皆由計劃團隊進行。為
海生館臉書粉絲團墾丁合界珊瑚產卵水下直播活動。

此本年度於本館第二研究大樓所設置的 ROV 與
水下設備存放空間，購置用以優化執行相關業務
所需之設備與耗材。此外，隨著多年累積的操
控經驗，ROV 操控技術手冊於本年度持續修訂
為第四版，提供一套除了介紹 ROV、週邊設備
與操控原理的手冊外，亦描述從出海前的測試
與準備、儀器的運送、ROV 於開放水域的佈放、

海生館臉書粉絲團墾丁合界珊瑚產卵水下直播活動。

及上岸後的清潔與保養的完善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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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音資料庫轉換系統
本館影音系統已使用多年，近年來隨著拍攝影像
品質的提升，舊系統資料庫及硬體已漸不符合
現今所需，因此本年度購置新伺服器設備，以
計畫人員進行 ROV 保養與維護作業（蔡宗泓攝）。

及針對上傳之後臺進行重新建置，新平臺（adm.
nmmba.gov.tw）提供多種多媒體資料的上傳服務，
以及針對使用者重視的功能進行重新規畫，其中

建置學習資料庫
配合教育部 108 年課綱所規劃的學習歷程檔案，

包括批次上傳、批次修改檔案資訊、管理階層等
功能，本年度亦完成舊影音資料庫的轉移。

本計畫依本館場館設計與動線規劃，建置了本
館專用之數位學習履歷資料庫（https://e-portfolio.
nmmba.gov.tw/）。民眾與學生可以透過展場內提
供的 QR Code，利用攜帶式行動裝置，依照身分
別透過電子信箱與身分證字號進行系統註冊，
並藉由不同場館的學習歷程檔案解鎖及闖關。
學習歷程檔案透過選擇題、簡答題與心得感想等
方式，測驗使用者對於參觀場域後的知識吸收

新多媒體影音資料庫影音管理平臺介面。

與記錄參訪的心得感想。這些資料將會在完成填
寫後，統一寄送至使用者的電子信箱，透過雲

Ocean Tag 學習網

端與無紙化的方式，使參訪者記錄下前來本館

Ocean Tag 學習網已經營運三年，並於今年度與究

參觀的足跡。這些資料將可以提供國、高中生

境海洋探索科技展結合成本計畫所創建的海洋探

自行運用於學習歷程檔案上，亦希望讓一般民

索數位媒體暨學習中心，透過虛實整合的方式，

眾可以透過此系統將參訪海生館的足跡帶回家，

將海洋知識提供給社會大眾。本年度除了持續維

成為一個心得記錄與回憶留念。

運本網站，同時為了加速標籤的篩選與勘誤、提
供更完善的關鍵字呈現，將網站中標籤的來源進
行統整，並增加統一的刪除功能，使排除詞可以
在相異的來源中一併刪除。如此大幅減少了刪除
排除詞所需花費的時間，亦使關鍵字出現的錯
誤率大幅下
降， 更 有 效
提升網站中
正確與有效
標籤出現的

學習歷程檔案建置。

比例。

Ocean Tag 學習網 3D 動態標籤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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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跨域加值內容與文創
─野外影像攝影紀錄
與收集
為提供豐富的影像素材給本學習中心下的 Ocean

小琉球周邊海域計畫人員水下工作記錄（王劭頤攝）。

Tag 智慧化海洋生物知識學習網站與本館其他科
教網站 ( 如雲端學習網站 )，本年度持續進行臺
灣各生態水域、地形地貌與人文資料之影像資
料收集，同時藉由潛水人員、水下無人載具與
空拍機來紀錄多樣的環境、生物與人文影像，
包含近岸珊瑚礁與淡水流域的生物生態影像、
中光層與微光層的海底生態影像與離島的高空

恆春半島周邊海域扇羽海蛞蝓屬海蛞蝓
（鄭國佑攝）。

恆春半島周邊海域偽裝蟹
（楊東霖攝）。

小琉球周邊海域長臂蝦（楊東霖攝）。

蘭嶼周邊海域白條雙鋸魚
（王劭頤攝）。

影像紀錄等。本年度一共前往恆春半島周邊海
域、小琉球周邊海域、蘭嶼周邊海域、屏東枋
山溪上游溪流等地區，共完成 50 趟開放水域與
1 趟淡水溪流之拍攝，拍攝影像與影片資料超過
3,000 筆，共增加影片資料 717 部 ( 約 360 分鐘 )
與影像資料 1,925 筆。

屏東枋山溪上游臺灣石（鄭國佑攝）。
蘭嶼空拍影像（蔡宗泓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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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產業合作與國際交流
本年度與 UDN 聯合新聞網進行水下直播合作，

結束前的九月份，於蘭嶼進行水下 50 米的直播

同時在兩個單位的臉書粉絲專頁上進行小琉球

活動。本活動除了線上的直播外，同時亦在臺

與蘭嶼的直播活動，透過 UDN 超過 230 萬的臉

北科學教育館進行現場講座，透過多位學者的

書粉絲來推廣海洋知識與海洋生物的科普教育。

講解與說明，實際與民眾進行互動，使民眾在

第一場直播選擇暑假期間的七月份，於小琉球

觀賞蘭嶼微光層的影像外，同時認識該地的生

破沈船進行 30 分鐘的水下直播活動，由水下潛

態相與相關知識，共吸引超過 20 萬人次於線上

水員配合船上的研究員進行科普生態解說，共

共襄盛舉。

吸引 17 萬 4 千人次觀賞。第二場直播則在暑假

小琉球水下直播活動。

串流南島微光層水下直播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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