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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位於市區重要交通節點上的城際轉運站，是基隆都
市再生計畫重要指標。

2.	 	林右昌率領市府團隊視察基隆城際轉運站工程進
度，一同為城際轉運站候車頂棚首支鋼柱吊裝組立
鎖固螺栓。

3.	 	城際轉運站內部模擬示意圖。
4.	 	城際轉運站外觀模擬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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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城際轉運站可串聯台鐵基隆車站南、

北站及舊火車站，結合西岸旅客中心外，因將

國道客運及市公車整合至一處，亦可減少客運

繞駛市區時間。

基隆火車站新站啟用後，已經大幅縮短遊

新建的城際轉運站，將提供旅客遮風避雨的舒適
候車空間，未來不僅成為通勤族、旅客及郵輪客
重要轉運據點，更使基隆與首都生活圈更加緊密
結合，基隆城際轉運站與國門廣場工程代表的意
義更是國家門戶的蛻變更新。

車大廳、商業空間及戶外花園等。除了候車頂

棚，還包括了舊火車站整修及其周邊環境改

善，建築空間設計各具特色。

新建轉運站位於台鐵月台隧道上方長條型

基地，未來可串聯台鐵基隆車站南、北站，外

牆採大型玻璃帷幕，設計穿透性高且具現代感

外觀，成為中山一路與忠一路新地標。

交通新風貌　改善通行
另外，考量基隆市冬季多雨氣候，創造基

隆第一個可遮風避雨的大型半戶外頂棚，鋼柱

連接多支弧形鋼管採開花造型設計，屋頂部分

採鋼構與木構結合，且以空橋串聯轉運站與舊

火車站空間，及可通往台鐵基隆車站南站連通

道，方便旅客候車轉乘使用。

配合台鐵保留舊火車站，為屋齡超過50年

之既有建築物，已進行結構補強及立面外觀整

修後活化再利用，未來是國門廣場第一排，立

面設計玻璃帷幕，不僅穿透性高可欣賞基隆港

海景，且具有現代感外觀；並於面臨國門廣

場、候車頂棚及公共藝術（山海鳴光）戶外廣

場均設置出入口。

為改善行人通行環境，亦可作為舉辦活動

空間的戶外廣場，打造山海鳴光公共藝術作

品，將基隆產業比擬為東昇旭日再起，《山海

鳴光》以「船燈、傳燈」所創造日出和諧的光

動公共藝術，將為基隆帶來新的城市面貌，未

來也有望成為基隆市區最受矚目的新地標。

而位於中山一路的市公車亭，設計長條形

船旅客從西岸碼頭步行至車站時間，為整合市

區公車與城際客運2系統，讓停靠站散布火車

站各處候車亭、月台數更加充足、並提供引導

動線及旅遊資訊，形塑一整合相連的系統，城

際轉運站的構想因此誕生了。

新建城際轉運站為2層樓建築物，配置國

道客運停靠月台13席、市公車月台12席、候

台鐵南站

舊火車站
候車頂棚

城際轉運站

台鐵北站

城際轉運站

西岸旅客中心

雨遮改善旅客候車環境，主體採傾斜造型鋼構

的簡潔設計，並利用空橋及無障礙電梯串聯城

際轉運站。

基隆城際轉運站，期能扮演新火車站南、

北站中間聯繫地位，藉由3點（新火車站南站、

城際轉運站、新火車站北站）、多線（人車交通

動線）、多面（動線周邊環境及候車區）構築完

善的交通管理及設施設置策略，減少客運繞駛

市區道路時間，並提供舒適人本交通環境，打

造基隆市交通樞紐新風貌。

點線面構築
城際轉運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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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門廣場計畫係為配合中央政策指導，透

過市港再生標竿計畫的整體規劃，打造國家港

口門戶意象，串接既有海洋廣場、西二三旅運

設施、基隆城際轉運站及基隆火車站，營造未

來郵輪、鐵道、捷運、國道客運及市公車的

基隆交通樞紐中心場域。以確保友善人行動線

之延續性，並營造親水及視覺通透水岸廊帶環

境，以提供市民休憩空間。

在林右昌市長擘劃下，國門廣場不應是所

謂的紀念性或儀式性空間，而是變成強大的公

共性空間，把整個廣場空間還給市民。因此國

門廣場，以友善人本為主要規劃理念，藉由開

1.	 	國門廣場未來模擬示意圖。
2.	 	基隆市長林右昌視察國門廣場第一階段工程。
3.	 	以滾動式的調整規劃與設計完成整體規劃的國門廣
場，興建過程克服諸多困難，堪稱基隆百年來最大
城市改造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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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空間串接周邊都市活動，並藉營造水岸休憩

廊帶，串聯海洋廣場及關務署水岸通廊，同時

更以水景設計手法，回應基隆火車站前圓環歷

史記憶，並搭配聲、光、水等元素，以讓廣場

有更多層次的空間體驗。

滾動式調整　規劃設計
因為市區腹地不大，交通與工區都是緊密

的狀態，像是穿著西裝改西裝，本計畫是最典

型的體現，一環扣著一環，因此每個工程動作

都要縝密的計算，包含工序的推導、工程經費

該何時到位，故歷經多次的設計討論會議及無

市府在火車站圓環周邊區域規劃施作國門廣場計
畫，以營造視覺通透的水岸廊帶環境。國門計畫
不僅改變城市景觀，更象徵基隆的現代性、光榮
感與驕傲感，將為國家門戶寫下歷史新頁，代表
台灣頭的蛻變與更新，也為城市建設與未來發展
創造新指標。

數次的溝通協調過程，國門廣場的整體規劃也

逐步成熟，而這過程，是滾動式的調整規劃與

設計。

首先是公車路線配套調整，再來是天橋拆

除、交通號誌及標線從圓環路行調整為港西街

雙向雙車道狀態，緊接著是圓環基座歷史紋理

在設計上的回應及暫置方案，同時本案工區基

地部分為港公司權管土地，又涉港務作業需

求，及小艇碼頭建物未能如期拆除至設計方案

調整，以及陽明海運圍牆介面協調。

國門廣場工程主要為配合交通及相關工程

分為兩階段工程施工。第一階段工程主要為

地面整理及公車總站整建，2021年4月開工，

2022年2月完成第一階段部分，工程經費約9

千萬元。第二階段工程為國光臨時站拆除及廣

場工程，以串接城際轉運站及國門廣場，預計

2022年9月工程開工、2023年12月工程完工，

工程經費約2億4千萬元。

光榮新基地
國門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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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中正公園「希望之丘」旁一座50公尺高
的豎梯拔地而起，醒目的建築超級吸睛，這
裡將是未來市區眺望基隆、賞遊輪新據點，
「希望之丘」希望帶給這個城市及台灣新的希
望，豎梯不僅是基隆市的新地標，更是台灣
國門的新地標。

東岸新地標
希望之丘豎梯

經網路票選揭曉，50公尺高的豎梯有了新

名字「KEELUNG	TOWER」（基隆塔）；這是中

央核定補助計3.2億元的基隆「山海城串聯再造

計畫」工程之一。具「橋式起重機」意象設計

的50公尺豎梯，為依山傍海特殊建築體外，將

是基隆港東岸嶄新地標，大幅改善公園上山人

行路徑及沿線環境，豎梯下方也將規劃基隆市

集或展演空間，將是市中心區觀光旅遊重要軸

點、重振熱鬧商業核心。

串聯山海城　獲國家卓越建設獎
KEELUNG	TOWER這座串聯基隆山、海、

城的豎梯，是建築師邱文傑的設計作品。在

警二分局舊址建置立體豎梯，設計理念來自

於橋式起重機，上層及下層皆充分利用，上

方棧橋不但可通往中正公園，還可欣賞基隆

海景。下方未來規劃有商店、咖啡廳進駐，

旅遊機能十分充實。將山、海、城串聯，也

讓義二路商圈和中正公園形成觀光長廊，視

野極佳。

位於義二路後巷、中正山腳下的豎梯，從

興建到完成，工程極具挑戰性。整體規劃不僅

有塔橋、還有廣場，將擾動東岸周邊，讓遊客

從廟口商圈匯流而來。同時來基隆港的觀光

客，若從10層樓高的郵輪看過來，也能一眼看

到塔橋，從郵輪下來沿著街廓人行道，可抵達

豎梯。不論從碼頭直接串聯到梯腳下，整個動

線，從船、都市到山，就是基隆山海城計畫的

真正核心與內涵。

「基隆山海城串聯再造計畫」2021年獲得

國家卓越建設獎「規劃設計類」卓越獎首獎殊

榮，成功串聯市港風貌的KEELUNG	TOWER基

隆塔，相信也將是2022年城市博覽會最精彩

的亮點之一。

1.	 	「山海城串聯再造計畫」於義二路及信四路交叉口，興
建立體豎道與高架人行棧橋，連結主普壇廣場，並於信
二路防空洞內，興建無障礙電梯連結上方扇型廣場，打
造基隆新地標。

2.	 	基地位於斜坡的豎梯工程，施作難度複雜高，工地現場
各式機具與工人忙碌進出，期能如質如期完工。

3.	 	地標豎梯立柱，林右昌為寫下「根基永固」四個字，並
指出這是山海城串聯再造計畫關鍵的一步。

4.	 	進行豎梯鋼塔結構組立，工程進度再向前推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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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ELUNG TOWER



「沙灣歷史文化園區」10月9日宣布啟用，園區內含清法戰爭紀念園區、大沙灣石圍
遺構、要塞司令部校官眷舍、要塞司令官邸等文化資產，以及太平輪紀念碑，這
個園區是基隆文化力的最好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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縫合地景展現文化力 
沙灣歷史文化園區

市府於2017年開始推動的「大基隆歷史場

景再現整合計畫」，3大場域內的重要指標東

岸沙灣地區「沙灣歷史文化園區」，串聯縫合

大沙灣石圍遺構、法國公墓、太平輪紀念碑、

要塞司令部校官眷舍與司令官邸等重要文資

點，以文化治理城市的角度，擺脫單點建築的

修復與保存，透過整體環境營造，讓歷史文化

重回生活。

北戰場之一　見證歷史
其中，「清法戰爭紀念園區」肇始於1885年

的法國公墓，是紀念清法戰爭時犧牲的法國軍

人所建。位於清法戰爭的主戰場大沙灣的「石

圍遺構」是當時修築為防禦砲台之用。現存大

沙灣石圍遺構，是台灣目前現存經歷鴉片戰

爭、清法戰爭的歷史遺跡。

1884年清法戰爭，基隆是台灣北部重要

戰場之一，大沙灣石圍遺構見證參與了歷史；

1902年日治時期，全台灣第一座海水浴場

「大沙灣海水浴場」也誕生於此。2017年行政

院核定通過「大基隆歷史場景再現整合計畫」。

1.	 	縫合周邊歷史文化場域，串接大沙灣區域重要文資點，
呈現蘊含深厚的人文歷史新風貌。

2.	 	配合園區啟用文化局舉辦系列活動，「基隆新樂園」週
末市集，內含親子同樂的文化體驗活動。

2018年市府與國防部協商代拆代建中濱營

區，打開太平輪紀念碑；2020年，要塞司令官

邸與校官眷舍古蹟修復完成、舊公車處改建的

園區服務核心動工，一直到今年「基隆沙灣地

區歷史環境願景再生暨城市景觀再造計畫」完

工，沙灣歷史文化園區建置完成。	

園區不僅保留了大沙灣石圍遺構，在向

下考古的過程中，還發掘到最早可溯及4千年

前，新石器時代訊塘埔文化的陶器遺留，填補

了大沙灣地區史前文化發展的空白時期。

「沙灣歷史文化園區」縫合不同時代歷史空

間，包括巴賽族貝塚、清法戰爭的遺構、日治

時期的海水浴場等歷史軌跡。為了讓更多人走

進園區，開幕期間文化局規劃了「基隆新樂園

市集」，將記憶中舊的建物，妝點成新的樂園，

並集結表演藝術、潮流文創、在地美食建立基

隆新地標。其中以「童趣時光，孩想繼續玩」的

主題活動，結合「在地美食」「原創好物」「童

玩樂趣」表演藝術等，讓家長攜手孩子走進園

區同樂，也讓外來遊客來此體驗基隆歷史的多

元豐富樣貌。未來也將不定期舉辦相關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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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都灰、漁火黃、港埠青、正濱彩、盛夏藍、暖
陽橘」，調色魔法正是翻轉正濱漁港的關鍵之鑰，
彩色屋瞬間爆紅為IG打卡熱點。鄰近不遠的舊正
濱派出所，也將以「橫空出世」的新貌佇守水產歷
史街區，在2022年開門迎客，訴說更多基隆故事。

再創漁港新意象
打造正濱服務核

就在正濱漁港後方，座落於中正路街廓轉

角絕佳地點閒置的「舊正濱派出所」，也被市

府重新規劃利用。

舊正濱派出所重新形塑立面意象，開放屋

頂270度觀海平台，將各樓層改造為選物店、

咖啡館、和平島願景館及提供旅遊諮詢服務，

並結合後方活動廣場，將提供遊客一個休憩、

賞景及活動的複合式旅遊服務中心，成為正濱

漁港地區的另一個嶄新的觀光地標建築。

純白色建築　成新地標
配合沙灣地區與和平島歷史空間整體規劃

案，該案位於正濱漁港與水產歷史街區，且緊

鄰基隆正濱漁港，鏈結了人文景觀、產業結

構、聚落發展，更加深遊客在地印象與重遊意

願，增加地方觀光產業的多元發展。在2022

年春天將舉辦的城市博覽會，此區域將是主要

展區，成為城市新亮點。

基隆為一個與海息息相關的城市，該建築

的外觀特色，透過最自然的元素作為立面紋

理，讓旅遊服務中心的立面，如同徐徐的微風

掀起波波漣漪，掀起迎接遊客大門，相較於彩

色屋，這棟建築則以潔白的外觀，使其在色彩

斑斕的鄰房中更加凸顯。而未來更將成正濱漁

港的新地標。

在1、2、3層旅遊服務中心的內部，不同

角落之中置入展示空間，民眾來訪時，可穿梭

於各層之間尋找屬於自己的基隆歷史記憶與在

地居民分享的人生故事，展示空間與出版品將

以木質調或是溫暖親切的氛圍呼應主軸「來到

基隆就像回家一樣」；牆面穿插展示資訊及電

視牆，提供民眾相關資訊；在4、5樓留設招商

空間，讓來到此處的遊客、居民分享基隆在地

美食。

1.	 	正濱派出所活化再利用成為旅遊服務中心串聯起水產歷史
街區，提升基隆的觀光及帶動地方產業，更能優化在地居
民的生活日常。

2.	 	正濱旅遊服務中心示意圖（正面）。
3.	 	正濱旅遊服務中心示意圖（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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