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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戒，今年7月底轉為「夏日基情線上音樂節」。

「為了線上模擬真實音樂節的體驗，除了

天顯宮主舞台之外，還特別加開獅球嶺、1973

餐廳這2個特色舞台穿插在節目中，盡可能線

上還原一場真實的音樂節。」演出前為配合防

疫，現場主動快篩，演唱會中也對最前線醫護

表達感謝。

港藝門的掌門人詹雅涵表示，出身台灣最

北邊的基隆，從南漂青年快到南漂中年，經歷

過全國各項指標性活動，像大港開唱、台中搖

滾等，最大的盼望仍是運用專業為自己的家鄉

做事，讓基隆能發展出具有特色的指標性活

動、邀請各地藝文團體前來基隆表演，進而帶

動觀光；他表示雖因疫情影響，計畫停頓，但

反而多出時間思考沉澱，相信日後能化為力量。

實現夢想　回饋社會
獲選計畫的餐飲類除「屹申號」外，還有

「基隆法式小屋」「一起咖啡吧」「樂食雅聚」「甜

時工作室」等，其中掌管「基隆法式小屋」的

台法小夫妻從飲食、生活層面推廣台法文化交

流，更結合基隆海味特色開發新派的法式海洋

鹹派，受到疫情影響，也推出線上預訂服務。

此外，獲選計畫的文化創意類的有「地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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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青年夢工場

1.	 	「基隆法式小屋」是由定
居基隆的台法小夫妻成
立的品牌，從飲食、生活
推廣台法文化交流。

2.	 	「港藝門」策辦線上音樂
節，期許創造更多屬於
基隆人的回憶。

3.	 	「海洋廢人工作室」響應
世界環境清潔日，在大
坪海岸進行獨木舟淨灘。

4.	 	「地衣整合行銷」策劃《晒
基隆》刊物，展現基隆專
屬巷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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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行銷有限公司」「惠隆市場	X	嘻哈行動」「視

迅國際企業社」「魚曰二手書店」「去街上聽音

樂」等。其中「地衣整合行銷有限公司」設計出

基隆意象的畫作，已被使用在市府觀光行銷刊

物上，廣受好評。

深耕八斗子的「海洋廢人工作室」，為青年

創業計畫首位孵化、由青年行動實驗而創業實

現的青年創業家；疫情趨緩，與家扶基金會推

出公益營隊課程，以自身力量回饋社會。「好央

甲工作室」及「奈米咖工作室」擅長全方位拍攝

服務及自媒體廣告行銷，曾任職電視台節目企

畫的創業青年張富凱及擔任食尚玩家地區特派

員的蔡凱仲，以專業與合作團隊行銷基隆讓城

市被看見，張富凱還主動幫入選者拍介紹影片。

除了資金援助、一站式創業輔導與空間

外，產發處黃健峰處長表示，市府積極協助基

隆在地青年申請經濟部「免免157專案」、獲取

100萬元以下融資貸款，至今年9月為止已核貸

588件，融資金額達3億9,673萬元。「免免157專

案」申請時間到今年12月31日止。

基隆市政府透過「青年投入創業及公共服

務補助計畫」，針對青年創業營運初期或城市

永續發展行動實驗，每組提供上限20萬元補

助金。今年獲得補助的青年共計13組，其中

10組青年投入創業類、3組公共服務行動實驗

團隊。

挺過疫情難關
青創輔導力助青年圓夢

線上開唱　發展特色
其中，由一群藝文節目幕後工作者組成的

策展團體「港藝門」，成員們過去在各地漂泊，

因對故鄉基隆有著濃厚感情，決定回鄉打拚，

發起「去街上聽音樂」，希望透過音樂結合在地

特色，發展自身藝文事業。不料遇上疫情三級

基隆市政府透過「青年投入創業及公共服務補助計

畫」，針對青年創業營運初期或城市永續發展行動實驗，

提供補助金。期間受到疫情影響，市府關懷不間斷，不

僅提供創業課程講座、資源轉介與創業門診服務，還透

過業師線上及實地訪視提供營運策略建議，適時為青年

創業家及行動家注入一劑強心針，度過這波疫情。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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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對很多策展單位來說，是個意料之外

的一年。原本國內疫情相較國外更趨穩定，

許多活動排程陸續展開。沒料到的是，5月遇

上本土疫情大爆發，警戒升至三級，規範也趨

嚴，藝文活動瞬間結凍，下半年活動亦受不少

影響。

無牆觀展　重新認識漁港
因疫情起伏甚大，長達2個月時間，讓人

幾乎看不見盡頭，深陷無力感。然而星濱山進

駐正濱漁港的藝術家，並沒有停下創作腳步，

到7月疫情趨緩之際，創作能量更加飽滿，便

決定在防疫規範下推出活動。創辦人林書豪表

示，民眾在家太久都悶壞了，星濱山打頭陣一

推出活動，竟吸引更多人前來看展。

今年首度推出「永晝海濱美術館」，星濱山

想打造的是一座「沒有牆的美術館」。除了美

術館現場導覽參展作品，還有「正濱X和平島

深度走讀」。展覽期間安排5場系列對談，讓藝

術家們分享創作方法與理念，同時聊聊駐村期

間的大小發現，透過每件作品，帶領觀展者從

不同角度重新理解漁港，期待開啟人們對認識

穿梭虛實之間
星濱山打破藝術藩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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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結合老宅、咖啡廳舉辦展覽，將藝術融入日常，整個漁
港、街道都是展場。（星濱山共創工作室提供	）

2.	 	星濱山攜手「阿普蛙工作室」共同打造實境解謎遊戲。
（星濱山共創工作室提供	）

3.	 	產發處特別協調「青聚點」紅磚屋，給創作者賴怡璋的
正濱花田實驗所，以「花田實驗場計畫」成為本次展場
焦點之一。（賴怡璋提供）

4.	 	漁網再造設計工作營，用漁網、麻繩與回收材料，織出
一片大海與想像。（林詩樺提供）

5.	 	創作者涂佳豪的棚影戲，位於勝利巷仔內2樓。（星濱山
共創工作室提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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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走入地方擁有不同的想像，甚至激盪出

漁港再生的其他可能。

串連街區　品味在地風貌
活動採預約參觀，需前往官網點選填列表

單，收取預約成功通知信，看完觀展須知影

片，並出發至Z4鄰島旅宿拿觀展貼紙、DM，

之後就可以好好放鬆走逛正濱漁港。因為展覽

連結街區共好的概念，在有合作的地方商家門

口及老宅內，皆有放置告示牌，為維護品質，

務必遵守原則，出示貼紙、注意人數限制、保

持寧靜，所有防疫措施全部到位。

從星濱山創辦人的藝術導覽到港邊悠閒漫

旅；從在地職人的熱情講解到藍媽媽的歷史導

覽。在這2天1夜，不僅餵飽藝術心靈，也品嘗

了道地風味。

疫情已讓人漸漸習慣線上活動，為打破移

動的限制與不便，以遠端連線展開不間斷的會

議或課程。同步推出無人導覽的奇幻趣味實境

遊戲，讓人什麼時候想玩，都沒有時間日期限

制，穿梭於虛實之間的深度體驗，也是疫後辦

展的趨勢。

如果記憶能快速倒轉回到今年5月，星濱山共創工作室當

時正在策劃年度大展，但全被疫情攪亂。直到7月微解封，在

遵守防疫指引下推出活動，同時結合線上座談，並推出實境

遊戲，今年更入圍台灣地域振興大賞的新秀獎。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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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氣委託行店商
平台

外牆上掛著一面大招牌，寫著福氣委託行

的Logo招牌，相當具有質感。一推開木門，

木質暖色裝潢與燈光，讓人倍感溫馨。就在左

側牆面，設有基隆山海直營站展櫃，擺設的七

堵瑪陵坑休閒農場商品，鹹桔子茶、黑豆醬油

跟蜂蜜等。往裡走有一整排木櫃，分別陳列著

合作販售的基隆知名伴手禮。

結合文創　翻玩伴手禮
邱孝賢指出，在委託行街區公司及委託行

商圈協會的共同努力下，福氣委託行將基隆有

名的泉利米香、阿里棒棒、口福食品、王樣水

果、朋廚、海順海鮮和馬祖好食等伴手禮全部

收納展示。其中泉利米香，曾經是鴻海郭台

銘婚宴的指定伴手禮，現今把米香融入婚慶禮

俗，打造成搶手的文創商品。

2樓展示各種文創商品，除了老照片還有告

示牌，詳細記錄委託行、基隆港的歷史，讓旅

客選購商品時，能多多認識基隆。3樓是開放租

借的教室，提供租借舉辦課程跟活動。委託行

更積極進行開發電商平台，讓商品流通多元化。

為了持續推動產官學合作，與海洋大學文

創系合作，讓學生作品有通路展示，並藉由社

造，以市集帶動地方創生，持續委託行街區的

商圈活化，中秋節舉辦連3天市集，也獲得市

府觀銷處大力宣傳協助。

舉辦市集　找回老記憶
位於仁愛區的委託行商圈，曾經是全台舶

來品最多、最潮的地方，隨著時代變遷，漸趨

沒落。為了振興商圈，地方有心人士長期以來

透過社區營造成立協會，固定舉辦假日市集，

盼藉由地方創生，恢復委託行榮光，也成功輔

““ 開設於忠四路的福氣委託行，是一間以販

售基隆知名的伴手禮為主的展售店。在今年8月

疫情趨緩之際，委託行開張了，這不僅需要資金

到位，更要有放手一搏的勇氣。委託行街區公司

總經理邱孝賢表示，除了實體店面販售，也設有

線上通路委託行電商平台，供民眾採購。

““

導青年朋友創業，同時讓長輩們找回委託行當

年的記憶。

福氣委託行，緊鄰高速公路旁，離火車站

不遠，地理位置好，交通方便。除了基隆伴手

禮名產的銷售，還兼任起旅遊資訊站的功能，

不論是旅行團出遊、或是背包客自由行，都適

合來此走訪。來此將在地伴手禮一次購足，再

輕輕鬆鬆四處遊玩，可以回程來提貨。邱孝賢

希望在不久的將來，福氣委託行可以是旅客來

基隆的第一站，同時也是離開基隆的最後一站。
復興商圈為使命

讓旅客把福氣帶回家

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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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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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

過

量

害

人

害

己

1.	 	福氣委託行是基隆第1間伴手
禮集合展售店，為委託行街區
增添風采。

2.	 	泉利米香來自基隆，以米香為
主要食材，研發出不同口味的
經典品牌。

3.	 	基隆最精彩的地標景觀色彩
屋，成為文創時尚元素。

4.	 	料多美味的	八斗子手作海味
醬，是十大伴手禮之一。

5.	 	一連3天在委託行街區舉辦中
秋市集，為街區帶來逛街人
潮。

6	 	透過委託行街區電商平台，上
架基隆特產與文創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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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創業。當年以國際背包客棧起家，希望旅人

踏進漁村能享受悠閒步調的生活與感受八斗子

的天然環境之美，「東北海岸線上最有人情味

的據點」，以專業導覽與漁村旅宿打響口碑，

吸引不少竹科與海外遊客前來。

創客精神　整合資源抗疫
2020年COVID-19疫情來勢洶洶，對全球

旅遊業影響首當其衝，女巫也受波及，進而

在去年重組。「將漁村轉型議題，加入創新的

創客精神」，向來就是女巫創業以來踐履的道

路。除了跨界開辦腦補學院，更把背包客棧業

務調整為月租或半年租型態。	

相對後疫情時代疾呼的「數位轉型、不轉

不行」，女巫夥伴為數位能力所預備的功課，

在創業之初即已確立綁定，在疫情衝擊百工百

業的同時，她們的應變能力顯得從容不迫，不

僅心態上立即面對，也有能力整合環境資源，

將創業思維必須要有科技數位力，與創業路上

的青年夥伴分享。

女巫國際開出一系列創業課程「腦補學院」

內容包括：職場必修雙贏談判協商技巧、IG人

氣攝影師美感經營課、新創財務管理、從零開

始到被投資以及後疫情時代的數位行銷思維

等，提供創業必要的開業知識。特別是整體

數位布局策略、FB廣告操作技巧、Google廣

告關鍵技巧及操作方式，建立私域流量與活動

等，這都是網路世代創業必備技能，為現下迫

切須知的救命課題。

客棧起家　施展數位魔法　
今年結合學界和業界，以科技和創意帶動

改善海洋議題的「2021海洋漁村創客松」因應

防疫措施，活動內容改採線上方式進行。女巫

夥伴們也以過去漁村經驗與數位化的能力，協

助活動推動。這一切歸功於團隊在2018年接

受基隆市府SBIR輔助，進行數位轉型。

也因此在2019年有了第1屆的海洋漁村創

客松，再陸續把數位工具導入漁村，協助漁船

和商家進行數位行銷，像是漁船夜釣、或是販

售在地商品等，透過行動裝置，運用聊天機器

人與客戶保持不斷電的服務。

女巫團隊的成員都不是基隆人，是求學時

就讀海洋大學來到基隆生活，進而愛上基隆留

魅 力 連 線COVER STORY

1.	 	女巫團隊開設線上創業課程，將知識與經驗分享
給年輕朋友。左一為徐郁涵、	中上為張菀庭、中
下為吳幸珊、右一為	歐陽瑞蓮。

2.	 	協助漁村導入「聊天機器人」推廣旅程與海洋知
識，讓行銷更加靈活有效率。

““「女巫最近忙什麼～忙著開課程啦！」來自女巫國際背包客棧在粉絲專

頁俏皮的問候。從漁村導覽團隊起家的女巫轉型辦線上課程，只不過開的不

是旅遊課，而是為想創業當老闆的年輕人「腦補」，該團隊也協助「2021海

洋漁村創客松」執行，同時導入聊天機器人協助八斗子漁民地方創生。

““

2

1協助
漁村創生

女巫轉型開課補腦

女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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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色彩繽紛的花藝擺設，能為生活帶來愉悅
情調。

2.	 	來FLOWCAFE點杯抹茶拿鐵，感受歲月
靜好，別有風味。

3.	 	調製創意飲品與咖啡是K的生活日常。
4.	 	有3張國際證照M，與咖啡職人K，夫妻
共同開創事業。

5.	 	優雅的花藝擺設,添加幾分生活美感。

月無法營業，收入幾乎歸零。幸好夫妻接受市

府的青創補助，能負擔部分房租，手頭上也多

了資金，可利用空檔為乾燥花專賣店品牌進行

優化。

期盼理想生活　與人互動
回想夫妻兩人創業的初衷，M想打造的不

僅是一個花藝空間，還希望能邀約專業老師前

來開設課程，像是陶藝、繪畫等，增加親子間

互動。而K開設咖啡廳時，也是希望能與人有

更多互動，如果往後會因疫情需求全轉為線上

銷售，儘管帶來財富，終究不是他們最理想的

日子。

因此兩人期盼完全解封即早到來，屆時會

引進更多本土咖啡精品豆，以更好的品質穩定

客戶需求。M也想調整鮮花與乾燥花的課程比

重，多多引進鮮花教學，畢竟經歷疫情至暗時

刻，人們鬱鬱不樂，還是需要多點繽紛花卉轉

化心情，為生活添加色彩。

夫妻共同創業的「屹申號」旗下有兩品牌：

FLOW	CAFE與Dear	All	Florist，是基隆第一間

咖啡與花藝複合店。妻子M是基隆在地人，先

生K來自台南，原本開的店在2019年遇上房東

漲租，兩人決心搬進市區，在忠二路覓得這間

老宅，2樓咖啡廳陳設文青，在窗邊就能看到

樸實街景與中山陸橋，採光更是一級棒，拉起

白色窗簾，空間流瀉晃動的光影挺有味道；3

樓花藝教室有老收藏，搭配乾燥花頗具質感。

接受青創補助  優化品牌
「美感養成需要從生活最細微的部分開

始，空間內有與花的對話、有老物的日子、有

我們喜愛的一切。」即便如此，雅致舒適的空

間遇上疫情三級警戒，店裡一樣無法營業，咖

啡廳位於2樓，外帶訂單有限，因此K將罐裝

咖啡濃縮，推進社區定點販售，增加收入。

M的花藝教室同樣無法開課，僅能為孰悉

的學員進行線上教學。與實體課程相比，無法

當面指導技巧，不免擔心學員無法領略，因此

M將課程延後至解封後進行。比較幸運的是，

鮮花需求在疫情期間逆勢上揚，為花藝教室增

加收益。

2020年疫情剛爆發，導致新店開幕計畫順

延，又遇上今年5月本土疫情大爆發，將近2個

  職人
盼解封
咖啡與花香
點綴生活

““「FLOW CAFE」店 址 位 於

基隆火車站南站附近，2樓為販售

各式飲品甜點，3樓的「Dear All 

Florist」則有專業花藝師提供花

藝課程、花材販售與空間布置，

兩種元素交織成基隆首間咖啡與

花藝的複合式店面。遇上疫情三

級警戒，店面無法營運，鮮花外

送卻帶來曙光，同時優化品牌，

希望解封後能迎來生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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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8折」優惠，歡迎民眾到基隆觀光及消費。

產業發展處黃健峰處長表示，為帶動基隆

農漁特產品消費商機，基隆與台灣知名旅遊預

訂平台KLOOK合作，設置基隆特色產品線上

購物專區，推出「基隆K好康」加碼優惠，凡

購買任一產品，再贈送100元KLOOK優惠券

（優惠碼），限量6,000套。優惠券購買禮盒或

專區商品折抵使用，促進消費者2次回購，使

用優惠券回購的旅客，還可抽大獎。

觀光及城市行銷處曾姿雯處長表示，遊購

券在北北基好玩卡、KLOOK及基隆載航3大平

台同步開賣，以100元線上購買即獲得120元的

QRcode抵用券，限量1萬套，每人可購10套，

最高買千送200。持4張遊購券至49家合作店家

消費，還可現場參加「2千好禮抽」，抽到和平

島門票、海科館門票等等好禮即可當日使用，

好康又方便。

特產上線　擴大商機
旅客持五倍券或國旅券，即可享長榮桂冠

酒店、柯達大飯店、水之季主題旅館等13家優

質合法旅宿指定房型半價優惠，持五倍券或好

食券可享遊購店家「指定商品買一送一」及「消

為提振基隆買氣，市府祭出「基隆暖心旅

遊二天一夜團體補助」「基隆U	Go遊購券」「基

隆U	Go好禮抽」「基隆K好康」「基隆半價住」「基

隆8折購」及「基隆買一送一」等7大加碼，林

右昌市長說，只要持五倍券到基隆觀光消費，

食、宿、遊、購都有好康。

港區旅行　補助入手
林市長強調，7大加碼首推「基隆U	Go暖

心旅遊二天一夜團體補助」，旅行社組基隆2

天1夜團，至少安排基隆2處景點、伴手禮店

家及餐廳用餐，只要住宿基隆，每團每人就有

300元補助。

基隆還推出「基隆U	Go遊購券」及「基隆

K好康」加碼優惠，不用抽籤或預先登記就可

以用五倍券線上購券或購買基隆特色禮盒，消

費就有機會抽到Gogoro	5輛、Switch主機2台

等等大獎。還可享有「基隆半價住」「基隆8折

購」及「買1送1」等優惠。

魅 力 連 線COVER STORY

（KLOOK 基隆特
色產品專區）

（海派浪漫｜基隆
GO Shopping）

（基隆旅遊網） （基隆旅遊網 FB）

配合中央推出五倍券及

加碼券振興經濟方案，基隆市

長林右昌宣布7大加碼優惠措

施，並強調基隆市的各項優惠

加碼完全免抽籤、免綁定也免

預約登記，而且來就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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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用五倍券購買基隆特色禮盒，還有機會
抽大獎。

2.	 	振興五倍券上路，市長林右昌歡迎全國
民眾到基隆觀光消費。

3.	 	曾姿雯處長表示，基隆推出7大加碼優
惠方案，食宿遊購均有好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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