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傳統與現代的對話』 

 

主 講 人：國立臺灣海洋大學 海洋文化研究所  

   黃麗生  教授 

第 八 講：「臺灣海洋文化的新挑戰：漁村轉型與人文創新」 

時    間：97 年 11 月 25 日 
 

［演講大綱］ 
一、海洋新時代：迎向21世紀的挑戰 

二、漁村：海洋文化的傳統基石與現代變遷 

三、挑戰與願景：富麗漁村的想像與價值創新 

四、漁村人文變遷的啟示：外籍漁工與新娘 

五、漁人、漁村、漁業的新血輪：文化、知識、人才

與網絡 

 
※ 本週提問座號為 176-200，請這些同學於 4 點 20 前繳交提問單。 

※ 相關課程「教材電子檔案」、「期中考答案」、「期中學期成績」請由

正修科技大學通識教育中心網站進入

http://140.127.122.80/，在首頁左方點選「教學卓越計畫」，

進入後再點選「傳統與現代的對話講座課程(97 上)」，即可觀看到

本課程網頁，如有需要請自行下載或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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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海洋新時代：迎向 21 世紀的挑戰 

    隨著國際、區間交往的日益密切，以及人們對本土價值與現實需要的關注，

「全球視野，在地行動」成為 21 世紀表達憧憬和願望的常見詞彙。與此同時，

使全球相連的跨海通路、海洋本身所含具的豐富資源及其對人文與生態的巨大影

響，亦使「人與海洋」的互動關聯，受到更廣泛深刻的重視。匯合這兩種視角，

我們可提鍊出「海洋、人文、全球、在地」四個關鍵詞，來檢視臺灣海洋文化的

過去，思索未來的發展，並把握「傳承／創變／永續」三者兼具、互為作用的人

文特質，以助於我們迎向 21 世紀的海洋新時代。 
此一原則，自亦適用觀察代表傳統海洋文化的臺灣漁村。也就是了解其面臨

「人文、海洋、全球、在地」等多面向度的挑戰時，如何進行漁村轉型？其所表

現的人文變遷，是否反映了臺灣海洋文化挹入新血，並在傳承中創變的新里程？ 
 

二、漁村：海洋文化的傳統基石與現代變遷 

漁村是臺灣傳統海洋文化的基石。從先住民的濱海棲息，到四百多年前漢人

渡海而漁、聚居成村；再到日據時期引入現代漁業，乃至光復後養殖、沿海、近

海、遠洋等多元型態漁業的發展，漁村一直是漁民出航往返的安居所在。他們在

此生息繁衍，體驗生命的喜怒哀樂，渡過人生的各種階段，而「海洋」就是他們

人生日常的一部份。他們在漁村中，傳承各種出海漁撈航船的技藝、知識、傳說

和習俗，也匯聚了對海洋的深刻體驗、意識與信念。漁民是臺灣最親近海洋的族

群，漁村則是創造、體現臺灣海洋文化的重要載體。漁村的欣榮、凋零與轉型，

不但是臺灣漁業發展與變遷的反映，亦訴說著臺灣海洋文化的起伏與韌性。 
 
在現代漁業興起之前，臺灣漁民基本上以漢人為主，他們多半漁農兼營，甚

至漁業只是副業。漁村，從某個意義而言，可能就是港口附近農村的延長，是濱

海地區部份適合漁作的聚落，呈現出整合農耕的海洋文化。日據時期，部份日本

漁民遷移來臺，殖民政府並闢建漁港，擴展沿岸、近海、乃至遠洋漁場，利用機

動船具，培養水產人才，臺灣始有現代漁業；不但帶動了專營漁業人口的出現，

亦加深了臺灣漁民對海洋與漁業經濟價值的認識。臺灣光復後，政府實施計畫經

濟，進一步發展現代漁業，興建漁港、引進技術、放領漁船、調查漁源等等。漁

村中的專業漁民增加，並發展傳統社會所無的人民團體「漁會」組織；漁民使用

的工具、技術、船舶、設備、倉儲，已是工業革命後的產物；他們在竹筏、舢舨

上加上機動裝置，更使臺灣傳統漁業器械也增添上現代色彩。海灣中躂躂的引擎

音聲，早已取代點點風帆向晚漁唱的意象。 
 
漁村隨著臺灣漁業的發展起伏而逐漸現代化，也面臨新的挑戰。1952 年至

1972 年號稱是「臺灣漁業起飛」時期。起初，較著重於發展沿岸和近海漁業，

2 



大量漁民加入拖網漁業，並得到豐厚報酬；但也很快地，臺灣的沿海和近海地區，

在 1960 年代就出現「過漁」現象，漁業資源亦面臨枯竭危機。故於此時，政府

開始重視漁業研究，並推動養殖和遠洋漁業。1970 年代以降，更積極發展遠洋

漁業，開發遠洋漁場。此期間，雖然曾遭遇到各國相繼實施兩百浬經濟專屬區制、

兩度爆發國際能源危機、以及退出聯合國等重大衝擊；仍能趁著臺灣經濟起飛的

景氣、擴大民間投資、並以漁業國際合作等措施，使遠洋漁業在 1980 年代初期，

一片欣榮。雖自 1989 年起，遠洋漁獲量有下滑跡象；但直到 1991 年，臺灣的遠

洋鮪魚獲量，仍與日本、韓國鼎足三立。養殖漁業也在提昇養殖技術、開發人工

飼料、採取密集養殖、以及國際市場需求的條件下，大幅成長，稱譽國際；大大

補充了近海漁業萎縮的損失，並使沿海漁業的資源護育，稍得成效。 
 
就在臺灣有更多專業漁民出現，漁船航行更遠，漁場更為廣闊，利潤更為豐

厚，漁村逐漸走上現代化的同時；也正是世界漁業科技一日千里，漁業市場大為

擴張，新的漁業資源不斷開發，傳統漁類的新漁場也不斷拓展的過程。在此過程

中，漁業的經營型態，一步步由家計性漁業（subsistence fisheries）發展至商業

性漁業（commercial fisheries）；再由商業性漁業的中小型漁業（medium and small 
scare fisheries），發展到大型公司漁業（large company fisheries）。世界捕撈漁業

發展迅速，其作業區遍及全球所有的海洋水域。此時專業漁民，也分化成經營者、

管理者、銷售者、加工者以及海上和陸上的勞作者。長期下來，臺灣漁業的經營

方式除了傳統的家計性漁業外，更發展出中小型和大型商業漁業。因此，臺灣漁

村和漁民的空間聯繫網絡，透過不同的漁業從業階層，早已不只在鄰近的魚市或

沿岸、近海漁場，更可能及於全球五洲四海。也就是說，偏遠質樸的漁村生計依

靠，極可能是在遠洋海外或異國市場。 
 

三、挑戰與願景：富麗漁村的想像與價值創新 

但現代漁村的美好欣榮，已不可避免地埋下了挑戰的種子。1990-2000 年代，

臺灣漁業發展面臨各種挑戰，例如：漁業資源枯竭、國內外海洋環保意識高漲、

漁業人才斷層、勞力不足、臺灣進入 WTO 後市場變動、高油價時代來臨成本提

高等等。漁業資源的枯竭，起源於海洋生物和各類魚種的自然繁衍，抵不過人們

不斷追求發展的渴望、資本主義經濟永無止境的趨利邏輯、以及現代漁業科技的

強效捕撈。第二次世界大戰後不到半個世紀，全球漁業資源利用已達飽和、甚至

出現漁源枯竭的現象。二十世紀的最後十年，全世界的捕撈漁業產量下滑。大自

然的反撲來得快而明顯。臺灣沿岸的漁獲減少，近海早就面臨「過漁」瓶頸；一

時間，漁船走私的惡風興起；經蓬勃發展的遠洋漁業，又受到國際漁業制度的層

層限制，榮景亦不如前；曾迭創漁獲佳績的流刺網漁法，後來成為國際環保團體

批判的焦點，甚至影響臺灣漁權。養殖漁業也面臨水土污染、地層下陷、國際競

爭等等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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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臺灣經濟起飛，吸引漁村青年進入都市從事其他行業，造成漁業人才

斷層、本土漁工短缺的現象。加上進入 WTO，臺灣漁業面臨國際競爭，更對漁

民生計和漁村生活造成重大衝擊。最近的世界性油價高漲問題，更使依賴機動的

各類漁船出海成本提高，無疑是雪上加霜。──歷史如此弔詭，那個曾經促成發

展、進步的「現代」因素──科技、效益、與國際性，也正是迫使傳統捕撈漁業

受限，漁民面臨挑戰，漁村必須轉型的負面因素與壓力來源。 
 

就在面臨自然資源枯竭、地球生態惡化的危機中，環保意識抬頭，國際社會

普遍興起「我們只有一個地球」「資源永續利用」的觀念。海洋資源的利用亦不

例外。從人文反省出發，從現實生計需要著眼，人們逐漸認同「人與海洋永續共

存」的理念，並對海洋資源採取養護保育、最適管理的態度，取代過去一味追求

漁獲成長的目標。此一價值觀念，為臺灣海洋文化挹注了新的生機與動力，漁村

轉型可說即是上述理念具體化的直接產物。 
 
早在 1980 年代，政府因應沿岸、近海漁源枯竭，一面進行魚礁施放與魚貝

介類種苗人工孵化放流，以促進漁資源復甦；一面鼓勵漁民將漁船改為休閒海釣

娛樂船，發展海洋休閒遊憩漁業，以疏緩近沿海的「過漁」現象。自 2000 年以

降，漁業署推動建設現代化「富麗漁村」計畫，宣揚「生產、生活、生態」三生

漁業，分別從經濟、文化、自然等整全面向促進漁村轉型，倡導漁村建立在地的

生活文化價值，維護漁村自然生態與永續發展的基礎，突顯當地的產業特色，並

以此創造漁村經濟的新機，達成漁村富麗美好的願景。時至今日，以「富有而美

麗」為願景的漁村轉型，已在全臺各地展開，改寫了傳統漁村的風貌，也反映出

漁民的文化創新潛力，以及漁業由一級產業發展為二、三級產業的新趨勢。因此，

休閒漁業成為眾多漁村轉型最常使用的模式。 
 
據臺灣漁業經濟發展協會的調查，臺灣的休閒漁業可分為五種類型，涵蓋了

身體、感官、知識、文化、生態各層面： 
一、漁鄉美食：海鮮品嚐、生鮮魚市、漁村小吃、漁村特產等。 
二、教育文化：漁業推教推廣示範、漁史民俗度典、魚苗放流活動、漁業教育展

示（包括各種漁業陳列館如水族館、文物館、博物館…等） 
三、運動休閒：海釣、磯釣、塭釣、潛水、親水遊憩、沙灘活動、漁港參觀等。 
四、體驗漁業：牽罟、石滬、採拾貝殼、參觀箱網、水產加工、漁村民宿等。 
五、生態遊覽：海上藍色公路、遊海探島、賞鯨豚、紅樹林、溼地、潟湖、潮間

帶、觀漁火等。 
 

我們可從全臺既有之多功能漁港和休閒養殖場區為例，說明轉型漁村經營休

閒漁業，兼具地方生活文化和自然環境特色的基本樣態。其中多功能漁港的休閒

項目包括：魚市、海鮮、海釣、觀海、賞鯨、牡蠣、牽罟、燈塔、遊艇、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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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潛、觀光船、水族館、農魚市、漁港公園、休閒公園、魚丸加工、休閒景觀、

休閒設施、親水隄岸、海水浴場、箱網養殖、觀光遊艇、遊艇碼頭、觀海木棧道、

海底玻璃船、漁業文化館、漁業陳列館、鮪魚文化館、魷魚文化館、親水海岸公

園等。休閒養殖場區的經營項目為：民宿、釣蝦、釣漁、撈魚、烤魚、海釣場、

遊潟湖、體驗漁業、海鮮美食、筵席辦桌、魚丸 DIY、烏魚子 DIY、貝殼風玲

DIY、漁村文化導覽、漁業導覽解說、養殖漁類解說、養殖技術解解說、濱海生

態解說、沙洲動植物生態解說、潮間帶養殖生態解說及體驗、鹽山及鹽業博物館

參觀…等等。以上所列五種類型和各種經營項目，在在反映漁村轉型著重產業、

文化、生態的多元活力，及其兼顧趣味、知性、情意的種種用心。 
 
在開發休閒漁業、行銷品牌特色的同時，漁村的轉型也帶動了社區功能的活

化，對社區意識的凝聚有重要影響。例如：在宜蘭縣頭城鎮漁業人口已明顯減少

的合興里，就打算將里內不同的社群組織統整為合作社，並確立其經營主體來帶

動漁村的經濟活動，增加漁民就業機會。其作法是利用附近的衝浪海灣、北關海

潮、縣界公園、海岸步道…等自然和景觀資源，推動賞鯨、牽罟等漁村生態、文

化巡禮之旅；並結合石花菜、海鮮、漁產加工等在地產業，以及多數移民為「大

陳義胞」的歷史文化與飲食特色，辦理社區參與式的觀光旅遊。企圖透過共同參

與、分工合作、認養責任區塊、分享維護建設成果等等過程，推動社區旅遊和漁

村轉型。並藉此深化里民的向心力與社區認同。 
 
位於臺灣東北角濱海公路 108.5 公里處的「卯澳社區」則是從更形沒落的漁

村，完全改變經濟型態，轉型為現代化的生態文化旅遊與海洋生技產業園區的典

範。它的轉變，完全是由社區營造團隊以「人文與自然共榮」的理念，根據漁村

原有人文與自然資源，首先改造其植被、景觀、水文條件，將社區塑建為濱海綠

州的生態園區；次為詳細調查整理社區歷史資產，以之突顯社區人文特色，摶凝

村民意識；再是利用在地濱海地理優勢，計畫引進海洋生技產業，藉此開發豐富

的海藻資源，活絡社區就業機會，吸引人口回流。 
 
相對「卯澳漁村」由沒落而完全轉型，基隆市長潭里及附近漁村，則仍有老、

中、青三個世代投入漁業生產行列，並在沿、近海整體漁業較前沒落的環境下，

維持不錯的收入，令人珍惜。但這並不表示漁村沒有轉型的動力。新世代的社區

菁英希望能在漁業永續發展的前題下，進行漁村的改造與轉型。他們組織了社區

發展協會，利用勞委會多元就業方案，訓練漁村婦女導覽解說漁村文化，擔任環

保志工；並成立社區廚房，以低價外送老人餐點，並將社區漁民現撈魚獲，開發

為風味餐、海鮮加工、石花飲料等商品；以此結合該里的潮境公園、海洋科技專

物館，以及海天相連、翠巒疊映的自然景觀，吸引外來遊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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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潭里漁村期以社區整體營造和共同參與的方式，以發展精緻漁業、提昇其

附加價值為漁村轉型重點；並兼及環保養護、社區福利、兒童文教、婦女就業等

多重功能。與此同時，社區及附近漁民的人文意識也逐漸覺醒，它反映在「八斗

漁鄉」社區報的刊行，以及船長詩人和素人畫家的出現。社區報定期刊登沿、近

海漁況以及社區的資訊、活動、人物等。船長詩人林福蔭則以樸實的詩畫記錄海

洋生態，呈現其數十年的出海歲月、漁作經驗、與觀海體會，傳達了漁人精神生

命的昇華。類似的人文資產，無疑是凝聚社區意識、提昇漁村文化的重要養料。  
 
臺南縣的七股鄉以「潟湖」「鹽山」「黑琵」為中心，發展出以生態旅遊為主

軸的轉型漁村群，亦深具特色。尤其是這些漁村的轉型緣起於漁民保護在地文化

與生態環境的自覺運動，更別具意義。1994 年當地漁民群起反對「填潟湖造陸」

「濱南工業區」計畫，乃與環保團體合作推出潟湖遊船、漁業文化體驗、生態保

育、景觀欣賞等生態旅遊，訴諸社會大眾。二年後，「曾溪鷺影」「鹽田曬玉」就

進入臺南縣景點的前十名，提供多樣生態棲息的「潟湖沙洲」亦吸引不少遊客。

由七股鹽場轉型的鹽山、鹽雕、鹽滷、各類鹽製美容商品、以及鹽山博物館，已

成為遊客如織的觀光勝地。全臺僅存無污染的七股潟湖，不但孕育二百多種魚蝦

貝蟹，也是當地近二萬居民的生計所資；而潟湖的養蚵風情、附近沙洲和紅樹林

的生態保育、黑面琵鷺與各種鳥類的棲息過境，在在提供人們親近自然、與自然

和諧共存的可貴體驗。 

 

七股漁村不但成功地轉型為休閒漁村，並可望整合為知性、美感、情意兼具

的生態旅遊套裝行程；位於三景樞紐的龍山村，搭配龍山港的新鮮漁獲，則可發

展為多功能的休閒渡假村和海鮮美食中心。「溪南春渡假漁村」就是經由環境綠

化和景觀規畫，將傳統漁塭加以改造的成功典範。由養蚵而轉型經營潟湖旅遊與

生態解說的各號游船，亦見証了七股漁村轉型的蓬勃活力。這些活力固然來自於

漁村社區意識與環保意識的覺醒，也與漁民對漁業文化和產業經營的創新企圖息

息相關。 
 
位於高雄市內的漁村和漁業轉型的構想，則憑添了都會生活的色彩。首先是

高雄海洋局推廣「超低溫黑鮪魚」，利用超低溫冷凍技術調節魚貨量，規畫國內

外市場，提高漁業加工的附加價值，以增加漁民收入。復次，強調善用高雄既有

的造船業優勢，發展遊艇產業，推動遊艇、帆船運動休閒活動；既能引導傳統漁

船造船業轉型，亦使市內原有船舶駕駛、維修、保養等專業人力，得以發揮所長。

再者，一方面改造傳統魚市為直銷中心，加強海鮮賣場衛生；一方面將閒置漁屋

轉型為海洋特色的手工藝坊，並闢建遊艇港，結合漁村社區發展觀光產業。這些

作法與構想，均突顯以科技、管理、文化介入的必要性，期能藉此配合休閒經濟

的發展，使傳統漁業和造船產業升值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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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漁村人文變遷的啟示：外籍漁工與新娘 

在漁村轉型的過程中，部份仍然從事捕撈漁業的漁民，面臨兩個重大的人文

變遷：一是僱用外籍漁工；二是迎娶外籍新娘。此兩者成為臺灣漁村以偏遠在地

的位置加入國際聯結的新標誌，連帶影響了漁民的家庭結構、漁村的社區結構、

以及漁業的產業結構。但它們通常未被考慮在漁村轉型的問題之內。 
 
由於本土漁工大量流失以及僱用成本高漲，漁民不得不僱請外籍漁工出海作

業。因而漁村出現因僱請外籍漁工而產生的各種問題。我們一方面看到漁民出海

以後，常是臺灣船長孤單一人管理人數較多的外籍漁工。幸者，僱主和漁工兩相

協力，滿船漁獲歸來，皆大歡喜；但也不時傳出臺灣船長失蹤或死因不明，造成

漁民家庭破碎的事件，使得出海漁作的風險大為提高。或是出現大陸漁工私自上

岸逃脫事件，形成治安問題，造成船主損失。但另一方面，我們也曾看到大陸漁

工船失火，致使人員傷亡，而引起社會對臺灣公部門所定法制對待外籍漁工（尤

其大陸漁工）是否人道的質疑；或因政府嚴禁大陸漁工隨船進港後留置船上補修

漁網器具或幫忙加油，不符漁民出資僱請漁工之效益，而引起漁民聚集抗議的事

件。此事經由民意機構的反應，已造成公部門修正相關法規的壓力。 
 
僱用外籍漁工的利弊兩面的矛盾，突顯臺灣漁民面臨「承擔風險」和「有效

管理」難以平衡的瓶頸，且不是漁民個人或漁村社區所能獨自面對；而是有待公

部門加強與漁民互動，對漁作的現場和需求有更多了解，才能共同提昇處理機制

的合理性和有效性。基隆長潭里漁港社區因應大陸漁工逃脫事件而訂定的「船主

公約」，雖未具政府部門的有效認定，但仍反映出透過社區總體營造而轉型的漁

村，具備凝聚共識、訂定公約、相互守約的可能性。當此可能性往社區以外推擴，

形成更大的民意和法制力量時，才能回過頭來成為漁民、漁村管理外籍漁工的助

力。故類此漁民訂定公約的人文潛能，實為深化漁村轉型的重要資產。 
 
臺灣適婚男子迎娶外籍新娘，並不是漁村所獨有；但有幾種可能的因素促使

漁村適婚男子迎娶外籍新娘：一是收入相對較少的漁民或轉業工人，他們處於社

經弱勢的地位，不易娶到本地新娘；二是從事遠洋漁業的漁民，他們長年在外，

不易娶到本地新娘，反有迎娶外籍配偶的便利。三是地處離島的漁村，擇偶的對

象本就較為稀少。漁村迎娶外籍新娘的比例多寡不一，舉例而言，像基隆長潭里

這樣能維持不錯漁業收入，距離市區不遠的漁村，只有一、二位大陸新娘，似沒

有娶不到本地新娘的問題。但像澎湖七美這樣的偏遠離島大約有六、七十位外籍

新娘。宜蘭南方澳漁港以民國 92 年為例，一年 377 對新人中，就有 137 位外籍

新娘。臺北縣萬里鄉漁村以民國 96 年為例，外籍新娘佔總人口的四十分之一，

每七位小一新生中就有一位是外籍新娘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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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現象說明偏遠漁村，漁民除了漁業生計外，更在家庭結構、文化傳承、

親子教養、親緣關係上面臨前所未有的挑戰。對外籍新娘而言，她們也亟需外在

的協助，跨越異文化的鴻溝，以融入家庭，得到應有的尊嚴，並順利扮演人妻、

人母、人媳的角色。對漁村而言，越來越多的外籍新娘，勢必帶來不同的生活習

慣，如何在社區傳統下接納外來文化，如何以社區之力協助外籍新娘及其子女，

使之成為漁村永續生存發展的資產，在在挑戰傳統漁村的社區機制。此時，漁村

現有的人文力量──國民中小學──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外籍新娘在此接受「外

籍配偶專班」教育，她們的孩子在此接受課後輔導。臺北萬里國小的「親子共讀

班」和「多元文化週」，即此中典範，亦最能反映偏遠漁村在地聯結國際網絡的

現實與時代特色。如能善於把握此一國際聯結的特色，將漁村出現外籍新娘的種

種變遷，轉化為漁村轉型的人文資產，則這些挑戰，或也成為臺灣海洋文化注挹

新血的動力來源。 
 

五、漁人、漁村、漁業的新血輪：文化、知識、人才與網絡 

漁村的轉型，既有因應漁業經營環境日益艱難的背景，也是漁村成員自覺與

新生世代參與漁村社區改造的產物，更有政府與社會菁英介入指導的痕跡。臺灣

漁村基本上以休閒漁業為主要轉型目標，並及於漁業文化教育、生態保育、漁源

養護等功能。就休閒漁業的服務業和文化產業的屬性而言，它涉及文化底蘊的掘

發、適足的科技、知識和管理、以及對市場供需和資源網絡的理解，在在需要各

種人才的銳意創新予以規畫、整合和確實有力的執行，始能稍建其功。 
 
休閒漁業的訴求是在濱海或沿岸地區，以舒緩身心、兼及知性、保育和趣味

的活動。以目前經營的項目來看，主要是針對國內休閒和旅遊市場的需要而設

計，雖各有特色，雷同之處也不少，難免有排擠效應；而且必受到整體經濟景氣

和社會消費力的左右。長期來看，它是屬於較軟性、保守的漁村轉型──雖然符

合了「海洋」、「人文」、「在地」的指標，但「全球」的企圖顯然不足。海洋漁業

本是出海遠航、氣勢壯闊的生產活動。漁村轉型的積極性，似應以文化、知識、

人才與網絡為考量，不但要培養漁村子弟為人才、提昇其漁業專業或相關科技、

人文的競爭力；更須引進海洋生物科技、海洋保育養護的人才，以便有一天，可

能有部份漁村，會轉型為海洋生物科技與生態保育的人文園區，其經營是以世界

為範疇，庶乎回應現代海洋漁業與海洋文化的全球向度。 
 
再者，確保水產資源永續利用之研究，例如：漁業資源的生產結構、水產資

源評估與管理、人工繁養殖、漁場環境改善、海洋環境監測、漁場環境動態調查、

影響漁業之預測、未利用資源如深層水的開發、水產廢棄物的再利用、節省能源

與成本之漁業技術等等，本是水產科學家的天職。但這些科研項目背後的海洋環

境意識、永續利用的價值理念，以及種種創建發展的成果，也須與漁業密切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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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成為漁民、漁村日常營生與價值實踐的一環，以真正體現新世紀之知識性、網

絡性的海洋文化。這樣的漁村的轉型，自是積極、深入，才能承載當代海洋科技

文化的創造與實踐。 
 
總之，無論是軟性的「休閒漁村」，或是圖謀宏偉的「海洋科技與生態保育

人文園區」，其轉型的動力與原理，要不離在傳統漁業中發揮創意，以創意再造

漁業價值，在創變中維繫漁業生態，以人文參與保育永續經營的價值理念。也就

是以「傳承／創變／永續」的人文力量，將傳統漁村面臨的各種挑戰加以轉化，

創造「人與海洋永續共存」的價值，為臺灣的海洋文化挹注新血與活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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