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佇立在珊瑚礁海岸上的

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

島嶼南境的海峽藍

最近有媒體報導，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不斷挑戰極

地任務，除數次前往南極進行科學考察，今年暑假更派

員前往北極海進行科學研究，將海洋研究的觸角深入到

北極地區，也讓臺灣在參與北極的海洋生物與生態環境

研究領域不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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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澎湖海域珊瑚礁的生

態研究與復育工作。可

見，國立海洋生物博物

館不但是個親子共遊的

樂園，更是臺灣海洋教育與研究的重要平

台。

大型水族博物館

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與臺北的國立臺灣

科學教育館、臺中的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高雄的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一樣，都是隸屬

於教育部的社教機構，它是一座兼具展示、

這則新聞可能有點

顛覆很多人對國立海洋

生物博物館的認知，海

生館在一般民眾心中的

印象，不外乎以溫馴的鯨鯊、聰明的小白鯨

和可愛的企鵝等海底生物吸引大小朋友，甚

至海底隧道與企鵝館更是民眾夜宿海生館的

最愛。但其實，海生館除了是國內第一間活

體展示海洋生物的博物館外，還是國內海洋

生物科技研究的基地，近年來海生館為臺灣

產出許多海洋生物科技、生物環境與海洋生

態之研究成果，同時也參與墾丁地區、綠島

2

① 海生館獨特而傑出的建築設計，以及挑戰高
難度的施作技術，贏得「美國 2001傑出工程
獎」首獎的殊榮

② 站在龜山山頂，俯瞰海生館這座輝煌亮麗的
建築物和博物館，它佇立於景觀優美的弧型海

灣內，周圍則是隆起的珊瑚礁地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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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研究、蒐藏、休閒娛樂功能，以激發

參觀者「親近海洋、認識海洋、善待海洋」，

並使之得以永續發展為使命的博物館。海生

館位於屏東縣的車城鄉，地處墾丁國家公園

內，由於墾丁國家公園涵蓋恆春半島南端，

為臺灣本島唯一的熱帶區域，三面環海，地

景多變，屬熱帶性氣候，孕育出許多動植物

生態，尤其海洋生態之豐富，為臺灣本島海

域之最。這也是海生館當初選址於此的主要

考量，加上海生館西臨蔚藍的臺灣海峽，東

依 72公尺高的龜山，傍山面海，地理位置

得天獨厚。

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園區占地約 96.81

公頃，整體規劃理念主要以展現「水」的精

神與特性為主，以低密度的建築開發，分散

機能相異的建築物並以步道相連接，維持了

與原有自然環境的和諧關係。其中博物館建

築群規劃為 35.81公頃，而周邊綠地與服務

設施區（如停車場、遊客服務中心）則占地

60餘公頃。整個園區配置為：博物館區（包

含臺灣水域館、珊瑚王國館、世界水域館三

大主題展示館和行政與教學中心，並由一共

同大廳串連而成）、水族實驗中心、服務設

施、研究大樓、維護設施、國際會議中心以

及學研中心等數個主要建築區。

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是一座以海洋生物

為主題的大型博物館，也是東南亞最大的水

族博物館，它於 1991年籌備，歷時 9年於

2000年 2月 25日，海生館的「臺灣水域館」

率先開館，從此正式朝向國際海洋教育與研

究的無限領域邁開腳步。同年 7月，國立海

洋生物博物館水族館部門委由「海景世界企

業股份有限公司」負責經營管理，開創國立

社教單位首宗委外經營、專業分工的合作案

例。開館第 2年，其主館建築就獲得美國工

程顧問協會頒發的「2001年美國國家工程

傑出獎」首獎，為國內公共工程品質立下了

里程碑。

「鯨」喜不斷的廣場及迎賓大廳

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的館址位在屏東

縣車城鄉的後灣海岸地區，由於遠離車城鄉

和恆春鎮，交通仰賴墾丁街車的橘線，從恆

春轉運站車程約半小時，班次間距也是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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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遊客搭乘車身上彩繪著小丑魚的墾丁街

車抵達海生館，一下車就會被候車亭兩個造

型可愛的洋蔥寶寶吸引，它們手持著衝浪板

迎賓，令人眼睛一亮。

公車站的對面，就是海生館波浪造型的

遊客中心，這也是海生館所有建築的特色。

以山、水的意涵為設計理念，將造型景觀的

語彙藉由海浪的斜型屋頂，自然地融入潮間

帶的生態公園中，呈現出一種獨特的海洋意

象。在遊客中心的牆壁上有海生館的館名和

館徽，館徽是一隻魚的造型，名叫燕魚。據

說，當初在設計海生館館徽時，館方希望選

用能代表臺灣海域的海洋生物，最後由主要

分布在南臺灣的珊瑚礁魚類燕魚雀屏中選。

館徽以燕魚身上的斑帶為圖形發展而成，既

抽象也具體，像水、像川、又像魚，充分表

達了海生館的特性；同時，館徽設計採書法

筆觸，內含中國書法的傳統精髓，並強調海

生館的人文精神，而柔性的箭頭意象，也蘊

涵著館務努力向前、日新又新的願景，另外

簡單的線條，也符合好記和帶給人無限想像

空間的原則。

一步入海生館園區的迎賓廣場，首先

看到的就是太平洋親水廣場，這是一個巨大

的親子戲水區，可愛的「藍精靈」海豚寶寶

站立在池邊，俏皮地吐著舌頭。與一般樂園

戲水區不同的是，水廣場內飛躍的旗魚、海

豚、藍鯨等海洋生物模型皆以等比例的實體

展示，尤其旗魚和海豚是常出沒於臺灣東部

海域的嬌客，在它們的後方有一頭正在噴水

換氣的藍鯨，它如小船般的背部變成了小朋

友最愛的滑水道。

除了太平洋親水廣場，在主館前方還有

一個鯨魚親水廣場，此處的鯨魚實體模型更

5

③	海生館遊客中心波浪造型的斜型屋頂，自然地融入
潮間帶的生態公園中

④	遊客中心外生機勃勃的植生牆上，海生館的館名和
燕魚館徽清楚易見

⑤	鯨魚親水廣場躍出水面的大翅鯨實體模型，畫面壯
觀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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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壯觀，像是體長達 16公尺的大翅鯨偕幼

鯨做出舉頭離水、躍身空中、再落回水中的

動作，被稱為躍身擊浪。此外還有抹香鯨露

頭噴水換氣，做出鯨尾擊浪、鯨尾揚升等鯨

魚常見的行為。在這些龐大的海中霸主的身

軀下體驗戲水消暑的樂趣，那種醍醐灌頂的

淋淋水意，絕對比淋冰桶還要痛快。

親水廣場旁有一個大型的蛋型雕塑，

它是國內戶外首見超大型的琉璃公共藝術作

品，名為「愛與新生」，由聞名國際的琉璃

工房創作。作品以黑色鏡面大理石為基礎，

用琉璃縷刻出可發光的軸孔珊瑚，象徵臺灣

海洋環境正以新生之姿，散發光與熱。

主場館入口的兩根紅色斜柱好似星際

戰艦的起落架，顯現出海生館建築獨特而傑

出的設計理念，而這種挑戰高難度的施作技

術，難怪會贏得「2001年美國國家工程傑

出獎」首獎的殊榮。

推開兩層的玻璃門，進入一樓的迎賓大

廳，先適應一下較暗的光線（因為室內引入

自然光，沒有開大燈），我驚訝的發現，自

己竟然是站在各種海洋生物模型的下方。這

個挑高達 21公尺的大廳，迎面可見屋頂懸

吊的海豚、大章魚、鯨鯊和殺人鯨等逼真模

型，另外還有一座高達 3層樓的瀑布宣洩而

下，據導覽人員介紹，這座臺灣室內最高的

瀑布是仿建在 921大地震中遭震垮的廬山瀑

布。這座大廳的前後方皆設計了大片的帷幕

玻璃牆，既可遠眺海上的晨曦與夕照之美，

也讓館內擁有充足的光線，不需要再開啟燈

光。

在迎賓大廳的牆上，鑲嵌著幾片不銹鋼

的鏡面，上面黏滿了金色的魚板模型，仔細

一瞧，原來這是海生館為了推動海洋研究的

長遠發展以及凝聚國人對海洋環境的關懷，

特別設立的捐助牆（DONOR WALL），期

望透過民間的能量，發揮一滴水的力量，匯

涓滴以成江海，而這些支持贊助海生館愛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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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士的芳名將鐫刻在魚板模型上，這個別具

意義的展示牆頓時令參觀者油生敬意。

僅是這座迎賓大廳，就帶給人無限的想

像和驚奇，兼具了科學知性與藝術價值的空

間展示。

隨著小水滴，歡迎來到水世界

臺灣水域館和珊瑚王國館就分踞在這

座大廳的左右兩側，由高聳的瀑布入口可進

入臺灣水域館，就好像開始一趟小水滴的旅

行，臺灣水域館以水的循環為故事主軸，從

山到海的展示方式，呈現臺灣從冷冽的高山

溪流到一望無際的海濱外洋。所展示的生態

及景觀完全模擬實地景像，藉由小水滴的旅

行訴說臺灣河川到海洋生態的多樣性，並逐

一介紹棲息於其中的各

式物種及生物多樣性。

臺灣水域館的設計，顧

及幼兒在文字解讀上的

困難，會依展示動線安排觸摸體驗活動，以

助低齡參觀者對臺灣水域生態有不同視野的

認識。像是觸摸池就是一個特別設計給遊客

可親近的生物池，鼓勵參觀者親手去觸摸海

洋生物。大洋池是臺灣水域館中最大的生態

展示區，其超大型玻璃展示窗寬 16.5公尺、

高 4.85公尺、厚度 33.5公分，容水量可達

100萬加侖，大洋池模擬展示臺灣東部太平

洋之大洋生態，此處為小水滴旅行的最終

站，也是大型洋流洄游生物的所在地，展示

了包括鯊魚、魟魚、鰹魚及石斑等數十種大

型魚類。大洋池除承受巨大的水壓，亦可承

受 0.97G的震動安全係數，防火係數為三

級，97%的透光率，是海生館工程重點之

一。遊客在此駐足，感受到的是海的壯闊與

人的渺小。臺灣水域館

出口處的保育水世界，

抬頭可透過一個圓形視

窗看到魚兒在水中悠遊，

8

⑥	挑高達 21公尺的迎賓大廳，屋頂懸掛著各
種海洋生物模型

⑦ 在隧道沉船區，遊客可以觀察到海上交通工
具「沉船」，是如何成為海底生物的樂園

⑧ 大洋池是臺灣水域館中最大的生態展示區，
模擬展示臺灣東部太平洋之大洋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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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線透過這個視窗映射了魚影及水波到地面

上，引人沉思與冥想。

走進珊瑚王國館，則是另一個繽紛的水

世界。它以絢麗的活珊瑚和熱帶魚作為入口

展示，以珊瑚礁漂潛為故事主軸，繞著巨大

圓柱型水槽緩步下潛，84公尺長的海底隧

道之旅就此展開。而穿梭於 150萬加侖的

巨型人造海洋中，遊客恍如進入宛若水晶宮

般的世界。在隧道沉船區，遊客則進入到一

艘沉沒的大船底部，在甲板船艙之間觀察生

長於沉船之上的珊瑚和活躍鮮明的魚類，進

而瞭解海上交通工具「沉船」，其實是海底

生物的樂園。通過這一系列的旅行，目的就

是告訴遊客珊瑚在海洋中的重要性。最後看

到的是海洋海哺類的白鯨，它是珊瑚王國館

最吸睛的海洋生物，遊客能近距離的欣賞白

鯨在水中嬉戲，透過解說員對白鯨生態習性

的解說，見識到白鯨聰明逗趣的一面。而出

口處的白鯨骨骼標本展示區也是全館唯一展

示的海洋生物標本，這些骨骼標本是來到海

生館後不幸死亡的白鯨所製成。

走出臺灣水域館和珊瑚王國館，沿著海

⑨	珊瑚王國館的海底隧道是亞洲最長的海底隧道

⑩ 世界水域館巨大的海藻森林展示窗

⑪ 世界水域館的鮪魚特展區

⑫ 世界水域館巨大的玻璃帷幕上反射出廣場上「海
天一色逍遙魷」公共藝術作品

⑬ 臺灣水域館的觸摸池，遊客可以親手觸摸海星和
海兔等海洋生物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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堤廣場來到世界水域館，廣場上有一件「海

天一色逍遙魷」公共藝術，只見 5隻巨大的

魷魚伸長了觸角，纏繞在蔚藍的海天之間，

好像科幻電影的畫面。

世界水域館又稱無水的水族館，乃是因

為該館的展示 65％為電子展示，結合水族

館及全數位影像化的方式，介紹涵蓋全球水

域和遠古海洋。其展示概念源於海洋為地球

生命的起源處，透過先端科技的整合，以時

空探查艇遨遊時空及各海域為故事主軸，藉

由即時運算之虛擬科技，配合 3D或 2D的

成像方式，呈現人類無法到達或難以到達之

水域。並透過特殊展示手法的運用，讓遊客

穿梭於虛擬與真實之間，感受遠古時期的海

洋、巨大的海藻森林，深不可測的深海水域

和寒冷的極地水域等。此館的展示內容包括

「古代水域」、「海藻森林」、「深海水域」、

「極地水域」及「極地動物」幾個深獲民眾

喜愛的主題區。

海藻森林是透過展示窗來重現美國加州

沿岸海藻森林的豐富動植物生態，包括巨大

的海藻林及海豹的展示，只見長達 10公尺

以上的巨藻，在湧升流豐富營養鹽的滋潤下

搖擺，你可知，它每日可生長達 50公分呢。

深海水域藉由艾文號勘查潛水艇情境式

導入影片，透過虛擬的技術，呈現深海特殊

的生態景觀、深不可測的海底平原及生活其

中的各式奇特物種，讓遊客一窺深海水域裡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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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覓食、生存、禦敵及繁衍的多樣性。

早晨、夜晚  活動滿檔

參觀完海生館的三大主題館，已接近閉

館時間，這時還有一個重頭戲才要登場，那

就是如果報名參加夜宿海生館活動的遊客，

在博物館閉館後，可盡情享受一晚與魚共眠

的奇妙時光。想知道夜幕降臨後魚兒是如何

睡覺，以及熱帶海洋夜晚的精彩奧妙，夜宿

活動就為遊客揭開這層神秘的面紗。這時

候你會發現，原來太陽下山後，還有比夢更

神奇的水中之旅正無聲無息的展開，即使在

漆黑的海底，一樣有

各種奇特的生命在綻

放。

除了跟魚兒一起

睡覺，夜宿海生館的

遊客還有兩項專屬的

體驗行程，一項是特許進入被稱為海生館

「祕密花園」的後場參觀。這裡可是海生館

的運作心臟地帶及繁養技術場地，像是負責

全館各類展示生物的水質處理中心，有著完

整的監控系統以及複雜管路設施的維生系

統，它可是所有水族生物的活力泉源，亦是

維持博物館正常運作的重要設施。當然，來

看看飼育人員是如何為魚兒準備大餐，以及

看看小丑魚是如何產卵護幼，同時還可以親

手餵食水母，體驗近距離與海洋生物的親密

接觸，感受生命及生態的繁衍之愛。

另一項活動則是清晨前往潮間帶作生態

觀察，由博物館的後方

可進入崎嶇不平的珊瑚

礁潮間帶生態公園，在

館方導覽人員的帶領下

觀察潮間帶都住著哪些

「居民」，看看它們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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⑭	進入被稱為海生館「祕密花園」的後場，一睹海
生館的維生系統

⑮ 白鯨聰慧溫順，生活在遙遠的北極，但來到台灣
後卻命運多舛

⑯ 海生館擁有得天獨厚的珊瑚礁潮
間帶，遊客可一探究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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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哪些獨家本領來適應潮間帶的生態環境。

當博物館的參觀行程結束，千萬別急著

離開，還有兩個地方非常值得一看。一個是

博物館停車場旁有一小土丘，立有一塊「日

軍『討蕃軍本營地』紀念碑」，可別小看這

塊紀念碑，它就是著名的「牡丹社事件」發

生後，日軍登陸臺灣的上岸紮營之地。

另一個地方就是海生館後方僅 72公尺

高的龜山，在此曾發現珍貴的史前遺址，現

已闢為公園，修有木棧道可達山頂。站在山

頂的觀景台環顧四周，一面是四重溪和保力

溪交會形成恆春半島獨特的河口地形，一面

是浩瀚的大海，主角為恆春半島的珊瑚礁海

岸，海蝕溝垂直切割入海，岸邊地形因隆起

的珊瑚礁圍繞而崎嶇不平。

海生館這座輝煌亮麗的建築物和博物

館，正座落於山海之間。從高處俯瞰，一座

博物館既擁有以礁岩為主體的潮間生態環

境，又佇立於景觀優美的弧型海灣內，不能

不令人驚嘆。難以想像這裡原只是一處僻靜

的小漁港，如今因海生館的設立而成為遊客

造訪的熱門景點，當海生館成為恆春半島的

亮點，它也肩負著更大的使命，要為臺灣的

海洋環境永續發展做出更大的貢獻。

後記：在這篇文章即將完稿時，卻驚

傳新聞報導，海生館內有一隻小白鯨莫名死

亡，腦海中頓時浮現不久前才與牠近距離接

觸的畫面，白鯨館內的牠是如此的頑皮可

愛，參觀者無不為牠善通人意的精彩表演鼓

掌喝采，而今竟傳來噩耗，怎不教人難過和

不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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