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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海洋

《

(84期)以來，也有17期了，每一期的刊出都是主

編精心之作，象徵我們對於傳播海洋生物教育、研究、典
藏和展示等使命不曾鬆懈，努力耕耘的精神。「奧秘海
洋」英文「The Omics in the Ocean」，Omics 是當今生命
科學研究領域重要的概念與方法，結合跨領域、由分子而
至個體，甚至整個生態系，利用數理推算統計，來看特定
現象的整體組成及變化，進而鉅細靡遺，掌握整個生命脈
動。「Omics」發音近似「奧秘」，而海洋奧秘的闡發正
是本館的中心目標。蔚藍海洋千年來推動生命運轉，而了
解海洋、善用海洋及保育海洋又非推廣研究教育不為功。
因此《奧秘海洋

《

館長的話

海生館館訊迄今已發行100期，而自從刊名改為《奧

不僅僅是「館訊」而已，而是點亮的

燈、指引出進入海洋豐富寶藏的渠道。

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 館長陳啟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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拯救海洋？從吃對魚開始!

【專題報導】

文圖─王玠文─海生館出版中心

盤中海產何處來
身為土生土長的臺灣人，我們非常
熟悉海鮮的各種料理與美味，但卻對牠
們的生物樣貌與生命狀態一無所知。當

們的族群數量。而一般的民眾也可以到
上網搜尋「臺灣海鮮選擇指南」，在購
買前想想，減少為滿足一時口腹之慾而
對海洋生態造成的負擔。

我們看到鱈魚時，只想到雪白鮮嫩的魚
肉，卻不知道我們如今吃到的鱈魚其實
多半是「大比目魚」混充，正牌鱈魚則
因為人類濫捕而瀕臨滅絕，即使至今已

曾有專家預估，若人類再不克制，

禁捕20年，還是無法恢復原狀；我們知

到了2048年大海終將無魚可撈。聽來

道紅燒黃魚有多下飯，卻不知道原本普

雖然有點危言聳聽，但面對年年下降的

遍的野生黃魚因過度捕撈而產量銳減，

漁獲數量，也讓人不得不開始正視環境

我們如今吃到的幾乎是養殖黃魚，且營

對我們發出的警訊。近年來，也有許多

養成分堪憂；我們知道恆春地區有好幾

人開始推廣「永續海鮮」的概念。以歐

家「俗擱大碗」的現撈海產店，卻不知

美國家來說，「永續海鮮」標章的推動

道其實墾丁地區大部分的海域都是禁漁

雖已行之有年，但仍是百家爭鳴，目

區，大部分的漁產其實是由外地輸入。

前並無統一的標準。其中最著名的就

同時為避免吃到部分不肖業者所捕撈的

是1996年成立於倫敦的MSC（Marine

珊瑚礁魚種，顏色鮮豔的魚類還是不碰

Stewardship Council），就連全球最大

為妙。

的零售商沃爾瑪超市(WALMART)也與

我們創造了一個豐富的「海鮮文
化」，但卻對我們盤中生物的來歷一無
所知。臺灣是世界上主要的漁業生產國
之一，也是漁業消費大國，我們的遠洋
漁船遍及全球海域，但臺灣卻曾因為

他們合作，販賣有其認證的產品。許多
名廚也自發性地推動以永續海鮮為食材
的料理，希望倡導大眾精緻飲食不一定
要稀有的概念，即便是平凡的食材，經
過廚師妙手烹飪後，也不輸頂級美味。

IUU (非法、未申報、不受規範)而被歐

臺灣目前尚未引進MSC的認證，

盟發出黃牌警告近四年的時間，還好在

最大的原因就是申請價格過高，每年

政府相關單位與業界人士的努力下，在

還需花錢續會費，實在不符合經濟成

今年(2019) 6月27日正式解除。為了要

本。不過，有許多有志之士與業者自

讓民眾認識如何挑海鮮顧保育，海生館

發性地推動永續海鮮的概念，或許在

「科教組」在2009年就開發了一套「挑

民間與政府的推動下，未來臺灣也可

海鮮」的教具，希望可以透過寓教於樂

以創立自己的永續海鮮標章，讓民眾

的方式，讓大家知道市面上常見的海鮮

有一個選購海鮮的依據，也能協助業

們目前的生態樣貌，教育大眾哪些海鮮

者發展永續的漁業。

可以吃，哪些海鮮盡量避免，以守護牠
2

當海中不再有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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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生館的「挑海鮮」活動，講師正在教大家如何正確選擇永續海產，讓大海生生不息，永續經營。

養殖=永續？
或許有些人會想，既然海中將不

而做為消費者，我們該如何替永續

再有魚，那麼我們選擇養殖魚種是不

海洋盡一份心力呢？首先，我們需要自

是能幫助環境呢？

我充實海洋科普知識，就像買車前要做

答案是否定的。事實上，我們正
大量從海中捕撈野生魚類(俗稱下雜
魚)，做成飼料後去餵養養殖魚類。大
型養殖魚種如鮭魚的飼料，需要仰賴
野生魚類製作的魚粉和魚油，根據國
外研究學者發現，全球近五分之一的
漁獲量是用於此類產品。此外，水產
養殖也是排碳與排廢水大戶，廢水也
會造成有毒藻類大量繁殖，回過頭傷

功課一般，唯有多了解各種海鮮在海洋
中的現況後，才有本事「永續海鮮」。
在挑海鮮時，我們可以盡量購買當地盛
產的海鮮為主，避免選購造成大量碳排
放的遠洋魚種；盡量選擇銀白色的魚
類，避免誤買到色彩繽紛的珊瑚礁魚；
盡量選擇吃素的養殖海產如貽貝、牡蠣
等，以減少捕捉下雜魚來製成飼料養魚
的情形。

害環境與養殖產業。此外，養殖業者

最重要的是，我們應該思考能否

濫用藥物增加環境與人體負擔、養殖

以不同的食物，取代餐餐大魚大肉的飲

魚類脫逃後跟野生魚混種造成基因庫

食習慣，講求「吃得好不如吃得巧」。

改變等，都是不容忽視的問題。

並且以實際行動支持實行永續海鮮的業

水產養殖業是目前全球成長最快的
產業之一，所提供的海鮮產品也已超過
野生漁獲，以中國來說，其產業發展在
20年內增長了兩倍之多，而未來也將持

者，讓大海「年年有魚」。
欲知更多關於臺灣漁業被
判黃牌原因與政府單位所
施行的改善政策，可掃碼
看相關報導。

續成長。面對正蓬勃發展的產業，如何
發展出有效的永續經營，將是業者們需
面對的問題。

掃一掃，
了解更多WALMART永續
發展計畫

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 館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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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報導】

海洋饕客必備的

「臺灣魚類資料庫」及
臺灣海鮮文化導讀
文圖—邵廣昭博士—中央研究院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兼任研究員

誰知盤中飧？
每次在宴席或聚餐的時候，如果
餐桌上有清蒸或紅燒魚類的料理，筆
者常會被同行的友人問：「這是哪一
種魚？」

美味、價格是否合理而已。
我們的「食育教育」或「食魚教
育」，通常只注意到生活品味、飲食
的素養，以及培養健康飲食、營養衛
生的習慣，要不就是介紹食材的各種
不同烹調方法，以提升海鮮食品的價

雖然筆者致力於蒐集魚類資料
多年，但如果盤中魚類形態不全，
或是來自進口的魚種，有時也會被
考倒。畢竟在臺灣市場上可以買到
或吃到的養殖與野生魚種少說也有
三至五百種。但不論我的回答是否
正確，通常就不會有人再追問：

格，發展文化創意的產業價值，對於
食材的知識則興趣不大，殊為可惜。
其實各種海鮮或魚類食材的知識都可
以很容易地從魚類資料庫的網站上免
費取得，因此本文乃就《臺灣魚類資
料庫》先作個回顧，再介紹如何上網
去取得這些魚類的知識。

「這種魚是怎麼捕來的？」、「從
哪裡來的？」、「為什麼叫這個名

海鮮文化 v.s. 海洋文化

字？」、「牠的生態習性、生活史
及資源量是否足夠？」…等等。換
言之，絕大多數的民眾並不關心餐
盤內海鮮的生態保育問題，因為一
般人在選購海鮮的時候，常常只在
意這尾魚是否新鮮衛生、是否可口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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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人的海鮮文化，迄今仍多半
停留在研發出各種不同海鮮料理的方
法，品嚐各式不同的水產生物種類，
而且食材越多樣化越好，完全沒有想
到生態保育和永續利用的問題。遺憾

2018年5月修訂的第五版《臺灣海鮮選擇指南》

的是，臺灣每年在市面上都可以找到

相關知識，中研院數位文化中心在

至少三至五本海鮮料理或海鮮美味的

2018年時也製作了專題網站，內容

新書，但這些書籍中幾乎都沒有提到

除了臺灣海鮮的挑選指南外，也蒐集

這些海鮮食材是否還可以永續地被利

了消費者們常見的問題，以及延伸閱

用。因此筆者早在2011年，就決定自

讀的相關內容，希望在未來，臺灣的

行編印出版臺灣第一版的《臺灣海鮮

海鮮文化並不局限於美食文化。

選擇指南》，提供民眾在挑選海鮮時能
夠參考：「建議使用」、「斟酌使用」
及「避免使用」三大類海鮮，以及加註

臺灣魚類資料庫三十年來的回
顧及未來展望

牠何以會被歸入該類名單的理由，並在

「臺灣魚類資料庫」可說是臺灣

《臺灣魚類資料庫》的網站上提供電子

生物多樣性資料庫中建置最早，也最

版，供大家免費下載及查閱。

受民眾歡迎的資料庫。大約在1990年
後即由中研院動物所—魚類生態及演

這些年來，隨著漁業資源的變動

化研究室開始建置，從收集整理臺灣

與保育物種增加，海鮮指南也與時俱

最新的魚類物種名稱及其地理分佈開

進，在2018年5月發布了第五版，而

始，逐步擴充至標本典藏、物種解說

涵蓋種類也從原先的60餘種增加了

及文獻目錄等較學術專業的內容。

84種，並且加註魚類分類的緣由，
讓民眾在挑選時能夠有詳細的參考。
而為了向民眾推廣更全面的永續海鮮

掃一掃，
到《臺灣魚類資料庫》

1998年在中研院的支持下，資料
庫開始朝向科普教育方向走入社會，
2001年起獲科技部「數位典藏國家型

掃一掃，
看「臺灣海鮮選擇指
南」，了解海鮮怎麼選

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 館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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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報導】

「臺灣魚類資料庫」是國內最受歡迎的生物多樣性資料庫之一，平均每月有50萬人以上人次的點擊率。

科技計劃」的專案支助，在內容及資
訊技術上快速充實與精進，並與國際

為主要族群的「魚知識+」科普網站。
目前網站將預設以下四個單元：

相關的全球資料庫合作，相互交流並
1、 「魚類學知識養成」：包括認識

分享資料。

魚類、魚類構造、魚的棲地、魚
迄今，臺灣魚類資料庫不但是臺

類之最、深海魚類等內容。

灣唯一參加「全球資料庫系統：WDS
（World Data System)」的正式會員，
也是全球魚庫（FishBase）最重要的鏡
像站及合作夥伴。未來預計將學術專

2、 「向大海學習」：收錄文章如地名
中的魚、民俗信仰中的魚、臺灣方
志中的魚、魚字邊等闡述魚與人生
活間的關聯性內容。

業與魚類科普內容，依據網路上的目
標族群重新劃分、整理及彙整。魚類
科普的內容將包括：認識魚類、魚類
面面觀、魚類之最、深海魚類、魚與
文化等子網站，並建置以國、高中生

掃一掃，
到「全球魚庫」看更多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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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與海共好」：收錄筆者所撰寫
關於海洋保護區、國際公約與指
標等相關保育推廣文章。
4、 「魚眼看臺灣」：以插畫形式展示

比對體型、尾型、頭型、鰭型與鰭數，透過外型相近的
魚型，查詢相關的魚種。

魚類資料庫中有900多個魚字旁字的正確發音。

臺灣水域的28隻魚，整合其生態習

他俗名、標本及生態照片、影片、形

性等相關資訊，希望呈現臺灣魚類

態特徵、生態習性、地理分佈、漁獲

的特殊性與多樣性。

及利用方式，甚至於牠的耳石及X光

動筷子前，來認識您舌尖上的
魚肉吧！

骨骼的影像等等。在網頁的上方還可
以直接連接到全球魚庫，查詢該種魚
類在全世界其他資料庫的詳細資料。

一般人想知道的魚名通常只是俗

除了這些個別魚種的基本知識

名，而不是拉丁學名，而俗名通常對

之外，如果想要進一步了解臺灣本土

應到的是一整個科或屬的不同種類。

漁業資訊，也可以點取魚類電子書，

在臺灣魚類資料庫的首頁中，就有一

輕鬆瀏覽或查閱九本電子書的內容，

個可以輸入任何字串去查詢魚種解說

以及筆者過去數十場不同題目的簡報

頁的欄位。譬如輸入「青衣」會顯

檔案。除此之外，有趣的內容還有：

示十種以上鸚嘴魚科魚類的學名及照

「魚字百科」的魚字旁讀音及魚字缺

片；輸入「那個魚」會跳出兩種不同

字；「生態保育」下層的瀕危指標、

鐮齒魚的名稱及照片。如果連俗名都

保育專欄及海鮮指南；「相關知識」

不知道，也可以從魚各科的外形輪廓

下層的魚類文化、魚類名詞、魚類學

去按圖索驥，再從中挑選一個形態最

新知專欄、魚類特展、魚類知識庫及

相近的魚種，系統將會跳出詳細解說

漁業署漁業統計年報漁獲量趨勢圖

頁面，解說頁面將包括中、英文的其

等。漁獲量趨勢圖更是用來了解評估

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 館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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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報導】

貓頭鷹出版社剛出版的一本新書，
閱讀後會對海鮮文化有更深入的體認。
ISBN：9789862623695

《海鮮的美味輓歌》作者透過一場走訪
世界各地的「海鮮之旅」，揭露盤中飧
與環境之間的關係，並告訴讀者如何
「吃」才能確保海洋生態永續發展。
ISBN：9789571374284

哪些魚類的資源已在大幅下滑，必須

典故和知識，譬如翻車魚為何叫曼波

調整在海鮮指南中的等級。

魚？鬼頭刀為何叫鱰魚？圓鰺為何叫

由於魚類資料庫的內容相當豐
富，除了常被用來作為學術研究論文
資料的來源之外，也常被使用在編撰
及審查許多科普圖書或文章中魚類
的資訊是否正確。譬如今年剛出版的
一本曹銘宗先生的新書：《花飛、花
之、花蠘仔－台灣海產名小考》，介
紹許多我們過去所不知道的魚類俗名

四破等等。書中除了魚名的考證之
外，也介紹許多海味的資源枯竭和保
育的現況。另外，去年再版的《海鮮
的美味輓歌》也教導大家，要如何吃
魚才能保持永續海洋，新版封面上也
特別加上我們資料庫的QR Code供大家
參考。說到海洋科普叢書，個人特別
推薦《海鮮的真相》這本書。《海鮮
的真相》是何汝諧博士的海洋科普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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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知道魚的性別可以變變
變，從小姨變老公再娶小
姨嗎？
您可知道海獺的皮毛竟影
響鮑魚產業的興衰？
您知道世界上有種沒有”
殼”的海龜嗎？
翻開《海鮮的真相》，了
解您不可不知的27則海洋
生物軼事！

《海鮮的真相》以餐盤上的海鮮為題，以臺
灣俚語入味，輕鬆幽默的聊起關於海洋生物
們的有趣故事及隱藏在海鮮背後的真相，是
教師必備，學生必讀的本土海洋課外讀物。
ISBN：9789860574364

作，何老師以餐盤上的海鮮為題，幽

如果我們能透過了解海鮮名稱和

默詼諧的談到27種海洋生物的故事與

海洋生態而變得與海洋更親近，並體

人之間的關係，例如黑鮪魚是如何被

認到認識海洋文化才是推動永續漁業

人類吃上榜，並在短短十年就遭遇瀕

的基礎，那麼就表示我們已朝向友善

危的歷史；還有海獺、海膽與鮑魚間

自然環境的目標更進一步了。從今天

微妙的生態平衡是如何在人類的強取

起，讓我們一起善用資料庫及閱讀各

豪奪下而發生不可逆的反應…等，這

式海洋叢書，傳播並教育下一代，朝

些好書的內容才是我們應去了解的海

永續經營海洋的方向前進吧！

洋文化！

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 館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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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報導】

人工複製「多莉」 ─
談發展「珊瑚礁觀賞魚」
繁養殖技術的願景
文圖—呂明毅博士—海生館生物馴養組

珊瑚礁魚類面臨的生存危機

逐年遞減，這些證據都足以表現海洋
生態正面臨考驗。

還記得電影《海底總動員2》
中那健忘又搞笑的主角多莉(Dory)
嗎？牠真實的名字是擬刺尾鯛
（Paracanthurus hepatus ），俗稱藍倒
吊，是珊瑚礁生態系中重要的魚族之
一。不過近幾年來，多莉與牠的同類
們正在面臨嚴峻的考驗。
我們很難想像沒有珊瑚礁、沒有
魚類的寂靜海洋是什麼樣子。但科學

歸究其因，主要是因為氣候變遷
造成海水暖化和酸化，以及近年來社
會經濟迅速發展，忽略了生態環境的
保育與平衡，而導致海洋環境遭受嚴
重的汙染與破壞。再加上人類嗜食海
鮮卻又缺乏永續意識，透過毒魚、炸
魚等趕盡殺絕的方式捕魚，使得原本
生活在珊瑚礁區的魚類消失殆盡。

家們預測到了2048年，全球的海洋生

海水觀賞魚絕大部分屬於珊瑚礁

態系將面臨前所未有的巨變，珊瑚可

魚類，主要集中於世界三大洋接近赤

能完全死亡，而全球住在珊瑚礁的魚

道兩側之珊瑚礁環境，而來源則以野

類也將消失。這推論聽起來雖有些危

外採捕為主。但不肖的貿易商持續支

言聳聽，但近年來全球珊瑚礁白化面

持破壞性漁法，使得全球珊瑚礁海域

積有增無減，加上過去50年漁業資源

正面臨著日益增加的威脅，例如使用

10 奧秘海洋 100期｜2019

海生館領先全球，成功人工繁殖的Dory(圖中藍色魚
身黃尾巴者)，學名為擬刺尾鯛，俗稱藍倒吊，具有
存活率高，習慣吃人工飼料及容易飼養等優勢，是
理想的水族箱觀賞魚類。期待未來可以人工繁殖取
代野外採捕，為海洋盡一份心力。

氰化物去麻痺以捕捉高價值的魚類。

蓄養的操作手法和疾病。由於這些被

許多文獻記載使用氰化物有高危害

採捕的生物在整個產業供應鏈中活存

性，而且它通常會對珊瑚礁魚類和無

率很低，加上現今水族產業對於這些

脊椎動物造成全面性傷害，而暴露於

生物的需求，催促著人們去找出一個

氰化物的造礁珊瑚也會面臨白化的命

永續經營海水觀賞水族貿易的方法。

運，尤其在東南亞，使用氰化物捕魚

現今海水觀賞魚的交易量無法

來供應水族貿易的活動仍然相當地普

明確計算，但每年交易量估計約為

遍。隨著觀賞水族產業的蓬勃發展，

一千四百萬至三千萬尾觀賞魚，因應

全球珊瑚礁魚類正面臨相當程度的生

持續攀升的需求量，需藉由改善珊瑚

存威脅，在生態永續性及水族產業需

礁魚類繁養殖的技術與開發新的水族

求之間亟待發展解決與權衡之道。

生物，減輕對珊瑚礁的威脅，也是當

珊瑚礁魚類繁養殖之重要性
估計有80%以上的海水觀賞魚，
從野外採捕到居家水族箱飼養的過程
中，死於毒害、低劣的採捕、搬運、

前被視為最能保護珊瑚礁棲地的優先
解決方法。儘管淡水觀賞魚種約90%
來自人工繁殖培育，但只有1-10%的海
水觀賞魚繁殖成功並商業化。
水產養殖(aquaculture)普遍被認為

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 館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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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報導】

目前水族店販售的魚醫生(裂唇魚，俗稱漂漂)完全仰賴野外採捕，其野外族群減少勢必增加珊瑚礁海域魚類受
寄生蟲感染的風險，且多為氰化物毒暈所捕獲，飼養壽命通常不長，所幸海生館研究團隊已建立人工繁殖技術
的開發，並技轉至民間業者。

力爭上游的珊瑚礁魚─
繁養殖的進展與瓶頸
大部分珊瑚礁魚類的生活史可區分
為三個階段，分別是仔魚(larvae)、稚魚
(juveniles)及成魚(adults)，要完全養殖海
洋魚類勢必要從受精卵培育到成魚。一
珊瑚礁魚類仔魚培育的主要瓶頸是從內源性營養(卵
黃)到外源性營養(食物)的轉變階段。隨時可提供商
業生產的橈足類無節幼生，因具有大小合適、富含
高度不飽和脂肪酸等優點，被公認為是相當理想的
海水魚苗初期餌料生物，能促使珊瑚礁魚類的仔魚
培育技術更顯著地進步。

般來說，許多科學家假設珊瑚礁魚類可
以在人為環境下產卵並且被養成，接下
來在實驗室研發出的養殖技術要可以轉
移到商業上大規模生產。

是目前最具有潛力的途徑，如果能夠

目前雖然有印尼、越南、帛琉、

繁殖那些被大量採捕的物種，勢必對

美國、澳洲及臺灣等地積極從事特定

於減輕珊瑚礁的漁獵壓力具有貢獻。

種類繁殖培育，但種類僅占野外採捕

水產養殖不只可以讓海水觀賞水族在

的1%，而總數量則不及0.01%之比

供應上有野外採捕與繁養殖培育二種

例。此外，珊瑚礁魚類人工繁殖還

方法的輪流交替，也將提供我們去蒐

存在許多瓶頸，例如 : 親魚培育及產

集這些生物的生活史(成熟與產卵年齡)

卵、胚胎發育、孵化及魚苗從卵黃吸

等有價值的資訊，以增加自然環境中

收完畢到開口攝食的過渡期等，都還

的生物資源量，讓我們了解這些生物

未透徹了解，這些資訊的缺乏顯然成

如何去回應人類活動所造成的衝擊。

為繁養殖培育的限制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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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生館研究團隊成功將俗稱「藍紋神仙魚」的疊波蓋刺魚從孵化培育至稚魚期，使得臺灣成為國際上少數具有
人工繁殖海水神仙魚技術的國家，於2014年首次在臺灣觀賞魚博覽會上公開展示，也成為全場注目的焦點。

根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和臺灣經

殖，如此不僅可避免野外採捕，甚至

濟研究院的調查顯示，目前臺灣已能

可提供海域生態環境復育之用。珊瑚

成功繁殖並具穩定供應國、內外市場

礁魚類繁殖與復育是海生館的重點研

之海水觀賞魚種超過30種，主要為15

究之一，水族界亦對海生館的繁養殖

種海葵魚及11種雀鯛為大宗，僅佔國

技術研發均有相當的期待，對學術界

內觀賞魚整體產量2%，佔整體產值的

而言，珊瑚礁魚類的復育亦是對海洋

3%。整體而言，海水觀賞魚的研發應

資源保育極為迫切且又具有挑戰性的

該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

研究題材。

位於南臺灣的國立海洋生物博物

因此，為了挽救目前正逐漸凋

館(簡稱海生館)自2000年開館以來，

零的珊瑚礁魚類，海生館除了加強臺

為了因應海洋教育、研究及展示的需

灣珊瑚礁魚類的生態保育研究外，並

求，以先進的維生系統及人造生態棲

自2003年成立「珊瑚礁生物繁養殖

所圈養，為數眾多的海洋生物，就如

研究團隊」積極地進行研究開發數

同全世界各地的動物園及水族館，

種臺灣高產值或稀有的珊瑚礁魚類

需要適量地由自然環境中採捕野外生

之種魚培育及繁養殖技術，並已先

物來補充因疾病、殘食及老化所損失

後完成勒氏笛鯛(Lutjanus russellii )、

的生物數量，此點為確保展示品質與

五線笛鯛(Lutjanus quinquelineatus )、

內容的必要之惡。然而，這些原本是

黃足笛鯛(Lutjanus fulvus )、銀鱗鯧

屬於野外族群的水族生物在飼育人員

(Monodactylus argenteus )、鞍斑海葵

的悉心照料之下，開始恢復動物的本

魚(Amphirpion polymnus )、疊波蓋

能，可以在人工的環境條件下自然繁

刺魚(Pomacanthus semicirculatus )、

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 館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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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報導】

人工繁殖二個月大的藍帶荷包魚苗(俗稱金蝴蝶)，在養殖缸內活潑簇擁，其具有高市場潛力，
是歐美日觀賞水族市場的寵兒。

藍 帶 荷 包 魚 (C h a e t o d o n t o p l u s

統的使用(分別為微觀型和中觀型)，以

septentrionalis )、梅氏荷包魚

及提供仔魚攝食的餌料生物，諸如：

(Chaetodontoplus meredithi )、尖
翅燕魚(Platax teira )、條斑胡椒鯛
(Plectorhinchus vittatus )、裂唇魚
(Labroides dimidiatus )、擬刺尾鯛

1、 革命性的突破技術，包括使用無
機施肥法生產高密度的小型纖毛
蟲和鞭毛蟲，以飼養首次攝餌時
具有小口徑的仔魚(如裂唇魚)。

(Paracanthurus hepatus )、帶紋斑節海
龍(Dunckerocampus dactyliophorus )、
藍帶矛吻海龍(Doryrhamphus excisus

e x c i s u s ) 、 飾 妝 銜 鰕 虎 (I s t i g o b i u s
ornatus )及黑唇絲鰕虎(Cryptocentrus
cinctus )等近二十種珊瑚礁魚類在人

2、 隨 時 可 提 供 商 業 生 產 的 橈 足 類
(copepods)活體，可能促使珊瑚礁
魚類的培育技術更顯著地進步，
以往這些珊瑚礁魚類之培育正受
限於不合適的初期餌料大小。

為環境下自然產卵，並將魚苗養成至

3、 透 過 人 工 育 種 產 生 新 的 品 種 ( 表

成魚的「全球首次人工繁殖成功紀

型)，為珊瑚礁魚類養殖另闢一條

錄」。這些技術的創新與突破，將有

蹊徑。

助於未來研究者了解珊瑚礁魚類的生
殖、成熟、產卵、胚胎及仔稚魚生理
生態，作為臺灣發展海水魚繁養殖產
業及建立水產資源永續利用的重要參
考，研究結果已陸續發表在許多知名

4、 從 產 業 和 經 濟 的 角 度 來 看 ， 循
環水產養殖系統 ( recirculating
aquaculture systems) 的發展，其技
術和純熟度近年來在小型和大型養
殖系統中都顯著的提升。

國際學術期刊上。
此外，令人欣慰的是，最近陸續

珊瑚礁魚類繁養殖的未來展望

發表的創新水產養殖研發技術，包括

珊瑚礁魚類仔魚培育的主要瓶

新的和更有效的設備、小型或大型系

頸，是從內源性營養(卵黃)到外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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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積極攝食橈足類的梅氏荷包魚苗(俗稱白頭神仙
魚)，是海生館另一再創全球首次人工繁殖成功紀錄
的海水觀賞魚種，上圖為其長大後的模樣。

營養(食物)的轉變階段，以及如何去

間的相互交流串接作用，以促進珊瑚

模擬這些魚類天然的環境因子。透過

礁魚類科研技術有效應用於市場。未

檢查仔稚魚的消化道內容物，可以發

來的珊瑚礁魚類繁養殖工作，還應著

現牠們大量攝入橈足類的卵和無節幼

重於具有高市場潛力和生活史特徵的

生。很不幸地是，橈足類很難連續培

物種，這些物種將可有效促進水產養

養，而大部分的海水魚類都是用輪

殖蓬勃的發展與野外捕捉的情形。

蟲(Brachionus spp. )和豐年蝦(Artemia

spp. )來飼養，儘管輪蟲和豐年蝦具有
生產上明顯的實際優勢，然而牠們並
不是仔魚最適合的餌料生物，因為牠
們不是仔魚的天然食物。因此，主要
需要開發和培養適當大小的新浮游生
物物種，這些物種可以高密度培養，
並具有適當的營養特徵，以培育許多
種的珊瑚礁魚類初期仔魚。另外，也
需要針對珊瑚礁魚類的常見的疾病尋
求適當的治療方法。
此外，應持續擴大水產養殖科學
家、海水觀賞水族館愛好者與商店之

值得特別強調的是，經過全球科
學家多年的研究，海水觀賞水族館貿
易中最具象徵意義的魚類之一，擬刺
尾鯛(俗稱藍倒吊)，也就是電影中的
多莉已在海生館繁殖成功，並在人工
環境中養成。這一顯著成就是海水觀
賞水族繁養殖的一個重要里程碑。這
個成就使得我們能夠預見，儘管面對
一些過度捕撈的海水觀賞魚類，繁養
殖技術也還存在許多難題，我們將陸
續見證未來幾年中珊瑚礁魚類的水產
養殖將有重大的突破。
掃一掃，訂購《海水神仙魚-人
工繁殖的奧秘》了解更多人工培
育觀賞魚背後的故事與艱辛。

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 館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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鯊魚粉絲的真心話：

走出傳統海鮮迷思
文圖－蘇珊慧－ Congratulafins執行

鯊魚真的像電影演的那樣嗎？

全不了解，因而造成不正確的資源利
用觀念。

臺灣四周環海，魚類一直是居
民主要的蛋白質來源之一。從宋朝開
始就有漁民在臺灣周圍頻繁捕魚的紀
錄；荷蘭殖民期間建立了報關、發照
申報漁獲、繳稅等相關制度；明鄭時
期予以發照並開始將不同的漁業分開
管理；清朝則開始實施船員登記；日
治時期，日本人大量引進漁業技術、

鯊魚或魟魚，都是很早以前就存
於地球上的物種，因為牠們的外表與
一般魚類不同，加上有的物種牙齒又
大又多排，經常成為小說家幻想的對
象，被編造成可怕的吃人獸。然而實
際上牠們大多非常溫馴，甚至膽小、
怕人。

漁具、漁法等；民國初期漁業技術持

多數人因為觀賞過《大白鯊》

續進步，漁獲也持續成長。隨著時代

(Jaws)或是相關的鯊魚電影，而對鯊

發展，捕撈技術日漸優異，但卻沒有

魚存在很深的偏見，但其實他們對

與時俱進的漁業規範，加上近年來氣

「把人類當食物」這件事一點興趣都

候變遷等因素，都使得海洋資源面臨

沒有，這可以從科學家的食性研究中

岌岌可危的狀況。
相較於陸地上看得見
的食物，例如：畜產動物
以及蔬果等，民眾對海洋
生物的了解程度相當低。
原因無他，因為多數人不
用說觀察，連看見這些生
物都很難，又或者是只在
漁港看過漁獲，但是沒有
在水裡看過，對於海洋生
態可說是一知半解甚至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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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得證實。根據鯊魚攻擊事件的統

的繁殖策略，也導致每個物種的生物

計，通常會造成「測試攻擊」事件

量迥異。一般人常常以為人類對鯊魚

的，往往都是身上有魚的漁獵者，或

的利用方式只有魚翅，其實不然，全

者像受傷生物瘋狂拍打水花的衝浪者

世界常見的鯊魚利用方式有：魚排、

或者游泳的人。所謂的測試攻擊指的

魚片、鯊魚煙、魚丸、魚板、魚漿製

是：鯊魚在還不確定一個物體是不是

品、魚翅、軟骨素、角鯊烯、脊椎項

要吃的時候，會先用眼觀察、用電

鍊、牙齒項鍊、寵物食品等。其實鯊

流測試器「勞倫氏壺腹」撞擊、齧

魚的製品充斥在我們生活中，很難避

咬，完全確定要食用之後，才會張大

免食用或使用。

嘴巴吞下。

那麼，使用鯊魚相關的產品，是

吃魚翅好有罪惡感？
但去日本一定要來客蒲燒鰻？
全世界的鯊魚目前有紀錄的有
500多種，從大到跟公車一樣的鯨
鯊，乃至小到可以一手掌握的棘鮫。
有需要懷胎很久的胎生物種，也有產
卵幾個月就會孵化的卵生物種。不同

否不環保且甚至該被肉搜或獵巫呢？
在漁業混獲難以避免的狀態下，誤捕
的魚獲如果已經死亡，帶回食用會是
比較不浪費資源的做法，且如果利用
的物種是繁殖策略會有較多子代的，
加上相關的詳細規範和管理，配合食
藥署的食物成分標示明確，可在合理
範圍利用這些資源。筆者整理了一些

表一、常被討論的食用物種瀕危等級
極度瀕危

瀕危

近危

易危

無危

資料不足

太平洋黑鮪

黃鰭鮪

白鯧

灰貂鮫

日本鰻

大目鮪

長鰭鮪

矛尾翻車魚

星貂鮫

紅肉丫髻鮫

圓尾翻車魚

水鯊

南太平洋黑鮪 大西洋黑鮪
歐洲鰻

狗鮫屬(鯊魚)

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 館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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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報導】

常見的海鮮物種瀕危等級（表一），

標，但也不是萬靈丹，畢竟如同前述，

你會發現有很多我們常食用的魚種，

海裡的東西不如陸地上的容易看見，即

狀態比某些鯊魚嚴重很多。

便「永續海洋」概念推行多年，仍有許
多未解的灰色地帶。很多標章都還在努

如何挑海鮮，哪些魚種不要吃？
然而比較可惜的是，目前臺灣
除了配合國際漁業組織的鮪魚限捕以
外，對於其餘各魚種的的捕撈量以及
捕撈體長還沒有規範以及限制，這對
像鯊魚這種生活史週期較長的物種，
是比較不友善的。食藥署方面，食品
相關的標示落實也還有待加強。期許
漁業署以及新成立的海洋保育署，在

力將捕撈流程與後續漁獲處理問題透明
化。最好的方式還是自己慢慢學會認識
魚類，例如：是否瀕危？是否是在地魚
種（碳足跡低）？若是對海洋生物不熟
悉，許多學者專家也總結了多年的觀察
與統計，並將研究成果發展成線上資料
庫供大家查詢。想為海洋保育盡份心力
的朋友們，不妨利用本文提供的資料
庫，邁出「年年有魚」的第一步。

未來可以與相關學術或者民間團體合
作，找出建議的捕撈量以及體長限
制，讓大家在無法有效避免使用到這
些資源的狀態下，也可以不過度消耗
地球資源。不過在相關法規研擬及落

瀕危魚類辨
識應用程式

實之前，盡量減少食用你無法判斷是
否為永續利用的魚種吧。

seafood
guide

此外，消費者也可購買類似有
機蔬菜的永續海鮮生態標章的產品，
世界常見海鮮永續生態標章如表二所
示。海鮮標章固然是很好的參考指
18 奧秘海洋 100期｜2019

海鮮指南的始祖
sea food watch

表二、世界常見永續海鮮標章
英文

中/英文

發起國家 發起單位/人

全球永續水產品倡議
/ Global Sustainable
Seafood Initiative
(GSSI)

德國

海洋之友 / Friend of
the Sea (FOS)

義大利

更多資訊

德國國際合作協會、
FAO、及數十個企業團體
及非營利組織
Paolo Bray

智漁 / iFISH

中國

政府、環保團體、
學者、企業

KRAV

瑞典

KRAV

日本海洋環保標章
/ Marine Eco-Label
Japan (MEL JAPAN)

日本

農林水產省

海洋管理委員會 /
Marine Stewardship
Council (MSC)

英國

非營利組織

Naturland

德國

農會

海洋健康指數 /
Ocean Healthy Index
(OHI)

美國

學術單位以及
環保團體

漁道 / ProFisher

臺灣

海龍王愛地球協會

責任漁業指標 /
Resiponsible Fishery
Index (RFI)

臺灣

湧升海洋

責任漁業管理 /
Responsible Fisheries
Management (RFM)

冰島

Iceland Responsible
Fisheries Foundation

▲

更多海鮮標章詳見

延伸資訊：
Congratulafins 【喜宴不用魚翅，讓鯊也能永浴在愛河裡】是兩個喜愛鯊魚的
好朋友Susan 跟 Christina為鯊魚請命的非營利組織，希望藉由教育來化解對
鯊魚的恐懼與誤會,進而護鯊愛海洋。他們常用可愛的插畫倡議海洋生物保育
概念，想了解更多可上她們的官網看看喔！

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 館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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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報導】

大合照那張缺授權圖，請先預留空位

為受傷海龜打造一個

友善的醫療環境

海生館收容中心的收容池，
也是受傷海龜暫時的家。每
個池子都設有水管與石頭，
讓海龜可以磨背，並持續注
入海水，盡量讓海龜擁有舒
適的康復環境。(雷思瑜 攝)

資訊提供 李宗賢博士─海生館生物馴養組助理研究員
採訪整理報導 文─王玠文─海生館出版中心

臺灣雖然四面環海，但過去卻

成大「海洋生物及鯨豚研究中心」執

長期缺乏統籌管理海洋環境保護的單

行，而海生館收容中心則以海龜救傷

位，直到去年(2018)成立了專責管理

照護為主。2013年，收容中心協助農

海洋相關事務的海洋保育署 (簡稱海

委會建立了一套「通報系統」，大大

保署)，終於為臺灣海洋的生態保育注

改善了海龜的救援通報速度，通報系

入強心針。為了有效施政，海保署在

統的完備除了可以更確切的紀錄海龜

今年(2019)的4月22日與海生館簽訂了

通報數量外，也可以做為各地政府在

合作備忘錄(MOU)，連同海科館與自

實施生態保育的方針。而海保署成立

然科學博物館一同攜手合作，共同擬

後，也邀請海生館李宗賢獸醫師與相

定保育計畫，打造友善海洋的環境。

關單位進行多次討論，撰寫了《MARN

此次協議中的合作項目之一，
即為加強與海生館「水生生物收容中

救援手冊》，為海龜與鯨豚擱淺救援
建立更流暢的程序。

心」的合作。海生館「水生生物收容

當民眾發現擱淺生物後，只要第

中心」創立於1997年，原屬於農委會

一時間通知海巡署(118)，海巡署便會

管理，目的為臨時收容被政府沒收的

依照動物的情況填寫手冊中的表格，

水生動物，當初也有收容擱淺鯨豚，

提供給地方政府與救傷單位參考。以

但隨著組織改革，遂將鯨豚救援交由

海龜來說，海巡人員可參照簡易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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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保署與國內三大博物館簽署合作備忘錄，未來將共同推動國內海洋保育事務。（海洋保育署 提供）

說明及獸醫師建議來處理海龜。沒有

師及保育人員提供相關培訓，讓他們

受傷的海龜可就地野放，傷勢比較嚴

在未來遇到海龜擱淺時，可以第一時

重的海龜則需要被送到海生館或其他

間到現場做處理，使救援行動更有效

單位的收容中心，由獸醫師進行後續

率。海保署在未來也會與海生館相關

治療。

研究人員合作，將珊瑚、生態毒理研

李醫師表示，該通報系統建立後
起了不小作用。經過政府單位對漁民

究知識等一併科普化，讓民眾能夠一
同加入守護海洋的行列。

們的宣導，有愈來愈多漁民將誤捕的
海龜帶進漁港交給海巡署。中央與地

小資訊

方政府藉由通報系統的整合可以彙整

‧只想在沙灘上漫步，結果遇到海龜擱淺

通報系統的資訊，讓獸醫師們能夠更
準確的判別海龜死傷的原因，每年統
計的數據更讓政府單位能夠分析哪些

怎麼辦？
不要慌張也別只顧著自拍！你可以手機直撥
118給海巡署，就會有專業人員到現場協助。
提醒大家不論這隻海龜是死是活，都請盡量不
要動牠喔！因為海龜不管是哪種狀態，現場狀

地方須加強宣導，這些資訊都能幫助

況都可以提供很多重要資訊，所以請讓牠保持

政府評估保育效果，並商討更實際的

原狀，交給專業的人來處理吧！

政策幫助海龜。目前每年通報數量平
均是180隻，而被送至海生館的海龜則

‧受傷的海龜好可憐！我要怎麼做才能幫
助海龜呢？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減少垃圾量啦！雖然因小

大約有20多隻，目前進到收容中心後

型海洋廢棄物立即死亡的海龜很少，但小型垃

的存活率約有八成左右。

圾卻會讓誤食的海龜長期營養不良。那些累積
在體內的垃圾會壓縮到海龜攝食獲得的營養，

除了替擱淺動物建立完整的救助
流程外，在簽訂MOU後，收容中心將

久了就會變得相對虛弱，當牠遇到危難或在生
病時，就沒有那麼多體力去克服，死掉的機率
也會變大。目前收容中心也與海生館的生態毒

作為海保署的後援，當他們在遇到需

理實驗室進行合作研究，希望進一步了解海洋

要救援的情況時，能夠隨時隨地提供

廢棄物對海龜健康的影響。

諮詢。此外，也會協助海保署辦理相
關研習課程，並替各縣市政府的獸醫

掃一掃，訂購《遇到海龜怎麼
辦?》，讓您遇到海龜擱淺也
能淡定應對。

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 館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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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現的極端自然生態
世界水域館的展示是利用3D立體影像的
數位手法去呈現出無法或難以展示的極端生態
系。館內的四大展示主題為遠古海洋(Ancient

文｜陳勇輝博士｜海生館科學教育組

揭開「世界水域館」解說牌的視覺饗宴

從平面營造立體空間情境

【我們的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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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ean)、巨大海藻森林(Kelp Forest)、深海生
態(Deep Sea)與極地生態(Polar Ecology)，其
中極地生態區分為南北極兩大生態系；遠古海
洋所代表的就是遠古時代的海洋，亦就是時光
極遠的展現，巨大海藻森林就是體型極大化的
呈現，深海就是空間極深的情景，而極地則以
極端酷寒環境為表現的重點。簡單來說，世界
水域館就是要展示世界上環境極端異常的生態
系，其展示規劃的設計仍遵循本館一直以來，
以「重建自然生態」為主要理念，時間上則是

滑齒龍乃具有人工智慧的虛擬古生物，解說
牌以頭大尾小的方式表現出深邃的情境。

以跨年代的串連為主要手法。

虛擬實境 科技展現
世界水域館中的數位展示乃是採

有的逃避反應。整體展示的期望在於透
過虛擬實境的展示手法，遊客能瞬間感
受到三度空間的立體感與生態情景的視
覺饗宴。

用「虛擬實境」的技術，簡單來說，就

既然重視與遊客的互動，那麼展館

是透過先製作3D立體物件模型如滑齒

就需要設置許多解說牌以引導遊客理解

龍，再將人工智慧程式導入物件之中，

展示內容。但展示板是平面的實體物件

使其活靈活現又具有獨立自主的反應思

與虛擬實境的3度空間展示要如何相互

維。當物件在設定的生態情境中遭遇到

呼應，在建館當時造成很大的困難。館

狀況時，會及時產生合適的行為反應；

方希望展場上的任何展示設施都能呈現

以古海洋劇場為例，當魚龍遇到掠食者

出立體效果，讓觀眾有「置身其中、深

滑齒龍迎面而來時會立即逃之夭夭，避

入其境」的臨場感，因此如何從平面中

免受到捕獵，但如何逃亡則視當時的場

呈現出立體空間的感覺或錯覺成了一大

景而有所不同；透過紅外線感應機制與

挑戰。

遊客互動，虛擬生物才會表現出當時該

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 館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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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館】

埃迪卡拉化生物群依近大遠小的概念佈置

志留紀到泥盆紀的跨時代的變遷立體圖

的重點。警長後側左右兩旁的街景

近大遠小的透視觀

由大而小向後延伸，造成「近物大
設計靈感的出現往往難以預

遠物小」的錯覺，這樣的感覺就好

料，長久的思考與跨領域的的閱讀

比站在火車站眺望遠方即將進站的

卻是激發靈感的養份。正當設計過

火車，火車頭看起來相當龐大，而

程受挫的時候，筆者看到一本兒童

後方的車廂一個比一個小，這就是

彩繪畫冊，這是一本給學齡前幼兒

所謂的三度空間感。

自由彩繪上色的書，其中有一幅黑
白構圖乃是一位美國西部警長站立
在街頭中正面向歹徒，準備與歹徒
拔槍一決生死的場面。整體場景相
當震撼，且有十足的空間感，單單
警長一人就已佔了整體畫面的三分
之一，成為構圖的中心點且是視覺

24 奧秘海洋 100期｜2019

個人將這個視覺畫面的感覺描
述給設計團隊理解，並將此做為世
界水域館所有平面解說板設計的
理念-立體感，於是克
服了挑戰，成功地將
二度空間的平面
內容呈現出3度

鸚鵡螺物種圖像前後影像大小
不一成呈現出立體的感覺

寒武紀大爆發利用導入剖面的架構呈現出多元
空間的情境

透過由下而上的構圖凸顯出動態的立體感

空間的視覺錯覺。事後才得知原來

物種都依照此法進行繪製與建構，

如此觀物的視覺角度就是視覺設計

場景則採用近大遠小的概念，建構

學中的透視觀點；呈現的手法就是

場景中物體的大小與排列順序，藉

透過近大遠小的概念，將一系列的

此營造出視覺上的立體空間錯覺。

物件依序排列，由此將虛擬3度空
間感營造出來，觀眾就會感受到三
度空間的立體感了。

轉變觀點 展現創意

遊客參觀世界水域館的過程
中，除了感受虛擬實境所帶來的震
撼臨場感之外，觀看各類型實體
解說牌時，亦可感受到平面牌中
所呈現出的立體感，若佇足凝視

世界水域館設計團隊對於平面

甚至可以感受到平面解說牌的生

的解說牌，包括物種解說牌與展示

物，有著呼之欲出迎面而來的錯

主題的解說牌都採用透視法，因此

覺，這就是世界水域館所強調的

觀眾只要定神注目解說牌的物種與

效益：讓遊客有「置身其中、深

設計，就可以發現所有的解說牌的

入其境」的臨場感。

掃一掃，訂購《國立海洋生物
博物館世界水域插畫集》，發
現更多精美的展示牌設計。

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 館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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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奧 秘 海 洋 》館訊雙月刊的前世今生

【100期特別企劃】

NO.01期(創刊號81年5月10日)-29期(88年12月)

契子
「破百」，海生館館訊發行第100期了，不僅
見證海生館於2000年開館至今近20年的歷程，更
是激勵我們往前邁進、破繭蛻變的重要里程碑。

話說從前
30年前(民國80年代)，臺灣還沒有國際級的水
族館，但當時教育部已在規劃建造國際級的大型海
洋博物館，因此先成立「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籌備
處」，並出版「籌備處簡訊」與外界分享進度。創
刊號(如上圖)的出版時間為81年5月10日，這就是現
在《奧秘海洋 館訊雙月刊的前身。
《

當時主編為何玉蟬小姐，海生館第一任館長

文｜林君寧｜海生館出版中心

方力行博士正是籌備處主任，負責規劃並創建海生
館，方館長特為創刊號撰寫發刊詞，闡述發行的目
的，為了海洋教育推廣的急務，將海生館籌建進度
適時提供給大眾知悉、介紹海洋新知、同仁工作心
得、讀者來函等為發刊內容提材，與各界分享國家
建設的每一步進展，以達到意見溝通、凝聚共識及
社會教育的目的。
當時的簡訊以報紙型紙本出刊，創刊號的內容
刊載籌備處成立始末、建館基地環境介紹、建館進

26 奧秘海洋 100期｜2019

NO.18期(85年09月改簡訊刊頭)

NO.29期(88年12月)為簡訊最後一期出刊

度、籌備期的人事組織系統、以

8月辦理史上第一次的海生館科教活

及展示館系列介紹⋯等珍貴的歷

動－「教師研習營」，希望向教師

史紀錄。創刊號並刊登ㄧ個重要

傳遞推廣海洋教育知識(第2期)；記

訊息：要收集民眾對海生館籌建

載當時全球首創公共工程公開透明

的回饋意見，並於第二期簡訊開

化，將海生館428張定案設計圖及

闢讀者來函專欄，廣納民眾的建

模型陳列於籌備處，公開展示供民

議以建造出符合國人期待的「國

眾閱覽並廣納建言，展期由82年10

立海洋生物博物館」。

月26日至11月3日(第7期)；83年8

籌建工作的最佳代言人

月開始於枋山地區租池成立「水族
教育實驗站」，由現職同仁呂明毅

「籌備處簡訊」每三個月出刊

博士擔任站長，為開館後的水族生

一次，發行至29期(88年12月)，2

物飼養繁殖預做準備，並收集培養

個月後海生館即正式開館營運(89

未來的展示生物及建立飼育技術(第

年2月)。在這期間，第18期起曾更

10期)。也因前瞻性設置了枋山「水

換刊頭(如左上圖)。筆者有幸自第

族教育實驗站」，才有機會於84年

2期就參與編輯，第3期起接任主編

進行人工飼養鯨鯊幼鯊，並領先全

工作，ㄧ直參與編輯工作直至今日

球解密鯨鯊是以「卵胎生」的生殖

100期發刊，轉眼間竟已逾27年。

方式繁殖後代且一胎可產300多尾

猶記得「簡訊」當年編輯內容

小鯨鯊，以及打破人工飼養鯨鯊幼

的主軸方向，就是紀錄海生館籌建

鯊「嘉嘉」的紀錄(第14期)，並於

的成長過程，換言之，即為海生館

日後並發表相關國際學術論文；83

籌備處時期的代言人。以下摘錄幾

年11月19日舉辦建館基地的動土典

則當時報導刊登的事件紀錄：81年

禮，代表海生館要動起來了(第11

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 館訊

27

【100期特別企劃】

館訊
2015年11-12月

81

國內郵資已付
高 雄 郵 局
及第27支局
許
可
證
南台免字第880號
雜

誌

中華郵政南台字第617號登記為雜誌交寄

http://www.nmmba.gov.tw

■發行人／陳啟祥 ■發行者／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 ■創刊／2002.5
■審訂／蕭金康 ■主編／林君寧 ■美編／方志信
■封面圖／紅斑新岩瓷蟹（陳文德攝） GPN: 2009105979

海洋學校
...p02

海洋教育課程教學專案
委辦計畫申請作業 ...p02

拯救海洋in起來
海洋塑化－－

環保聖誕樹啟用

生長機轉

「雀斯派倫特˙費雪 的秘密」之

...p03

天書解密 ...p04

~活動印象觀點 ...p08

一起送
瓷蟹...p10 海龜回家
...p12

[ 海洋漁夫] -2

解密珊瑚中的
綠色工廠：

渦鞭毛藻的

喜歡海洋生物嗎? 喜歡科學實驗嗎?

「104年海洋少年科學家養成營」
...p07

[餵食秀]
幕後的故事

我很小

鯊魚呼吸模式決定
漁獲鯊魚的生死 ...p09
...p14

【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
海洋教育相關出版品目錄...p18

新 書 推 薦 ...p19
- 可是我
五臟俱全 ...p16 《遇到海龜怎麼辦？》

開館後出刊之館訊創刊號第1期(91年5月創刊)發行至30期

期)；海生館的館徽設計完成，並送中央

館後這段時間，「籌備處簡訊」已完成

標準局(現更名為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註

其任務，不再出刊(最後一期出刊日為

冊，該期簡訊並介紹館徽的演變(第17

88年12月/第29期)，取而代之的為「國

期) ；報導海生館第一期新建工程開工

立海洋生物博物館館訊」，創刊號出版

典禮於86年2月16日辦理。當筆者看到

時間為91年5月10日，以雙月出刊之報

簡訊上刊登的照片(第20期)，現場旗海

紙型雜誌發行(如左上圖)。

飄動、慶賀開工大吉的祥獅獻瑞，就陷

開館後之館訊報導方向則以館內辦

入當年的回憶裡…。海生館工程還榮獲

理的展覽介紹、科教活動宣導、生物飼

87年度「全國公共工程品質」優良獎(第

育及繁養殖的狀況、研究成果、參訪活

27期)；因應89年2月開館人力需要，於

動等為主，再加上適時篇幅的海洋知識

88年11月辦理開館第一屆的志工招募(第

及海洋新知等文章，增加閱讀性，也公

29期)，來協助開館事務。想到當年的志

開徵求各界稿件。

工，現在還不少位堅持崗位、敬業的服
務至今。

「館訊」第一期創刊之刊物尺寸及
型制發行了5年後(第30期)，在第二任

開館後轉型為館訊雙月刊

王維賢館長的指示下進行改版，調整尺
寸變成小書型之冊子，變得較為精美，

海生館於89年2月25日辦理竣工典

封面主題以館內同仁水下拍攝之海洋生

禮後，隨即以試營運的方式對大眾公開

物特寫為風格，彰顯海洋生物多樣多元

展示臺灣水域館(一館)，當時全館人員

的面貌(如館訊31期封面)，內容文章調

超級忙碌，日以繼夜並馬不停蹄的完成

性更朝專業為主。其間經歷中華民國

後續任務，包括BOT廠商營運訓練及承

100年，當年度6期(52-57期)封面特以

接( 89年7月)、珊瑚王國館開幕(90年

「十年海生 百年風華」標題同慶。該

7月)及遊客中心開幕(91年暑期)等。開

年也開始邀請企研組研究人員協助每期
撰寫海洋生物科學新知，將館內相關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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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生館館訊《奧秘海洋》 雙月刊NO.82期(105年7-8月)-100期~迄今

究成果轉化為科普文章刊登，豐富及

透過研究人員的眼睛看到一般人無法

提升館訊文章之專業度。

知悉的海洋奧秘。館訊雙月刊在歷經

破繭而出的「奧祕海洋」科普雜誌
館訊自31期改版後發行了8年(96

100期的淬煉後，已蛻變為適合莘莘
學子閱讀，國內唯一或唯二的「海洋
科普」雜誌。

年-104年；31-81期)後。現任(第三

為使《奧秘海洋》可以觸及各

任)陳啟祥館長指示，希望館訊能有

類客群，如學校師生、社會大眾等，

全新面貌，以呈現「國立海洋生物博

我們搭上網路媒體的科技列車，建置

物館」在引領國人探索、研究、守護

「奧秘海洋部落格」，並於107年3月

及保育海洋的角色。所以在館長的指

正式對外上線，截至今年6月底已有近

導及彭紹恩博士(總編輯)的加入帶領

六萬人次的瀏覽閱讀紀錄，並持續增

下，正式成立了「館訊編審委員會」

長，遠超越紙本的發送量，顯示數位

並建立主編審查制度，以提升品質，

網路無遠弗屆的傳播力，逐漸營造出

經過執行編輯82-83期的調整準備，

關心海洋生態現況及探索奧秘海洋的

84期開始以《奧祕海洋

氛圍。

為館訊的

《

主刊名，呼應海生館引領大家「探索
海洋」的宗旨。從第91期起開展全
新的企劃內容，每期設定ㄧ個主題，
安排邀請館內相關專業同仁或館外專
家學者撰寫，並以插畫風格來設計封
《

面，讓《奧祕海洋

館訊雙月刊更加

吸睛，引領閱讀。每ㄧ期主題內容除
了以時事為引題，更將海生館的海洋
生物科學研究成果科普化，讓大眾可

《

《奧祕海洋

部落格

未來我們將以此為基礎，持續精
進內容提升品質，推廣「海洋閱讀文
化」，將來自海洋的訊息、最新科研
成果、生態保育、海洋科普人文教育
等轉化為引導民眾關注思考的議題，
期待大眾跟著海生館一起來「探索海
洋」，建立「尊重海洋」及「守護海
洋」的素養，藉以永續經營我們的海
洋，孕育未來。

歡慶100期！
參加愛海活動得好禮
掃我得好禮

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 館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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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南向計畫成果】

當科學遇見美學
吉隆坡城中城水族館之透明魚特展文宣

透明魚@馬來西亞吉隆坡
城中城水族館
文-張至維博士-海生館展示組副研究員

圖-張至維博士-海生館展示組副研究員；李珍妮博士-馬來西亞登嘉樓大學
沈浸在刻意營造的黑暗氛圍裡，一盤盤以背光襯托出的絢彩透明魚標本。
雀斯派倫特費雪的奇幻旅程，驚艷再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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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a. 透明魚特展幽暗的展場營造出無止盡的深邃感 (李珍妮 攝)
b. 透明魚特展刻意降低的展櫃吸引訪客佇足彎腰細賞 (李珍妮 攝)
c. 特展中展示的透明魚標本 (李珍妮 攝)

d

e

d. 由城中城水族館馮首席執行長 (右) 與登嘉樓大學Nor Aieni校長 (左) 共同為透明魚特展剪綵揭幕 (李珍妮 攝)
e. 登嘉樓大學Nor Aieni校長 (左1)、南中國海典藏資料中心Izwandy主任 (左2) 及盛英杰博士 (右1) 與城中城水族館馮
總經理 (右2) 合影 (李珍妮 攝)

《

海生館《雀斯派倫特費雪的秘密

(透明魚)特展，延續106年8月至107年7月在馬

來西亞登嘉樓大學首發驚艷的熱潮，歷經半年的籌備，於108年1月至3月的吉隆坡城中
城水族館 (Aquarium KLCC) 內經典再現，這是本特展在馬來西亞境內巡迴的第二站。
同樣是「當科學遇到美學」，這些在科學研究室中常用的透明染色魚骨骼標本，
從臺灣海生館出發，前進海外學術殿堂以激發新南向學子在厚植基礎的科研學習，並
讓觀者驚嘆於其美學；本次更前進當地熱門的水族館，再次完美展現本展覽「結合科
學與美學的影響力」。

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 館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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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南向計畫成果】

海生館陳德豪副館長 (左2) 與城中城水族館李館長 (右2)、Omar襄理 (左1) 及水族部門同仁合影 (張至維 攝)

特色展示及開幕活動營造吸睛焦點

明的透明魚特色；而刻意減亮的白光照
度，也避免訪客因眼睛直視展品所可能

本次城中城水族館透明魚巡迴展，
自107年12月30日起在馬來西亞開幕以
來，短短三個月展期間，就累計36萬8千
餘人入館參觀，該數字超過該館全年約
80萬入館人數的46%，可說是相當成功
的特展活動。

產生不舒適感。
再就展件的配置而言，因為空間及
展品數量的限制，雖然無法重現海生館
展場內以大量展品所呈現的震撼效果，
城中城水族館團隊仍保留七件直立平視
型設計風格的展缸，其他展件則調整擺

不同於之前在登嘉樓大學展出時的

置於桌面平置式的玻璃培養皿中。這些

明亮展場設計，本次500件透明魚標本的

特別鋪陳的展品視野與排列，加上刻意

展示手法，回歸此前在海生館展出時的

安排的三角形觀賞動線，吸引訪客佇足

類似設計，同以幽暗的展場營造出無止

彎腰細賞，讓科學標本擁有珠寶展示的

盡的深邃感，並在展示燈光及展件擺置

精緻效果，相當令人印象深刻。

上充分發揮巧思。

值得一提的是，城中城水族館配合

以展示的靈魂─燈光而言，城中城

部分展區的完成翻新，以迎接農曆新年

水族館的設計團隊改採全背光的白色壓

到來的熱絡氣氛，特別選定108年1月

克力底板襯托展品，可輕易避免展覽照

30日舉辦開幕式，在超吸睛的水中舞獅

明常見的陰影干擾，更能襯托出紅藍分

和豬年珍珠賀年活動之後，由城中城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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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中城水族館設置之拯救鯊魚鰭計畫展區 (張至維 攝)

族館拿督馮重興首席執行長與登嘉樓大

為了提升再次來訪遊客的新鮮感，該

學Dato' Nor Aieni Haji Mokhtar校長共

水族館不定期進行展區更新；另外，也長

同為透明魚特展剪綵揭幕，並由執行本

期支持海洋保育議題的合作企劃，如拯救

合作專案的登嘉樓大學盛英杰博士親自

鯊魚鰭計畫 (Save Our Fins)，以提高該館於

上陣導覽解說。這場精心設計的開幕記

海洋生態與保育事務之貢獻度。

者會，也為本次特展畫龍點睛並持續加
溫，成功吸引到眾多馬來西亞國內外媒
體的行銷報導，估計達成新臺幣125萬元
的公關價值。

「小而美」的移展思維創造實質影響力

本次馬來西亞透明魚展的巡迴，若
沒有登嘉樓大學、吉隆坡城中城水族館
以及海生館三方攜手合作，絕無可能成
功推出。展望未來，相信如本次「透明
魚展」的精緻化、小而美的移展思維，
在主題獨特且具吸引力的加持下，亦可

城中城水族館為相對小型的都會型

在所費不貲的大型跨國移展中脫穎而

水族館，位於首都吉隆坡地標雙子塔大

出。就本館持續發展境外巡迴特展的策

樓旁的商場內，地下二層樓的空間雖然

略而言，城中城水族館可說是一個絕佳

主要以展示淡水生物較多，但仍有不少

的移展場域。而透過與登嘉樓大學的互

以替換人工海水為主的海水展示缸。因

惠合作，建立海生館特展在馬來西亞自

其地利之便及多樣的展示科教活動，每

主巡迴移展的模式，將也是永續推動新

年平均仍吸引超過80萬名的馬來西亞及

南向計畫成果影響力的最佳方式之一。

國際遊客前往造訪。
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 館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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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覽訊息】

《

國立故宮博物院史上頭一回，要為國小兒童舉辦《故
《

宮動物園

特展！這個由故宮「書畫處」去年開始策劃的

大型特展，即將在7月5日正式開展，本次特展最大特色就
是結合了三園一館－臺北市立動物園、新竹市立動物園、
高雄壽山動物園，以及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共同策劃了一
場彷如走入時光隧道般的動物園之特展。本次特展包括了三
個主題：「十二生肖」讓大家有機會見到這十二種伴隨我們
成長的生物的不同型態；「珍禽異獸」讓大家體驗古人視野
裡看到的生物生態；「水族悠遊」則是讓大家看到當時對於
文圖

吳曜如博士
─

超越時空的
「 故 宮 動 物 園 」特 展 來 囉 ！

《故宮動物園 導覽手冊的封面。本次特展完全針對小朋友，故可以看到有各
種古畫以及各館所的Ｑ版代表動物。

海生館科學教育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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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種水中生物的真實體驗或是內心的想像。整個特展目的是
希望藉由古畫讓大家一窺古人的自然環境生活體驗，在現場
亦提供數種標本作為比對與觀察，甚至有些標本可以直接觸
摸，讓觀眾不只是用眼睛看古畫去想像，更可以用其他感官
去感受不同生物的特色。
此外，為配合本次特展，海生館科學教育組特別為此
次特展的古畫，設計出一套「從古畫認識生物」課程。內
容根據108課綱探究實作與彈性課程規劃設計，除了使用
這次特展中的古畫，更搭配了本館數位影像資料中的生物
繪圖，成為一套適合國小高年級、國中自然科甚至高中生

《海怪圖記》為清朝古畫圖冊，作者不詳，推測年份為十七世紀，此為其中〈怪魚圖〉之一部分。於文中的課程活
動作為情境起點之用。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物科的課程。課程情境設計為：某日

登於7月份之《故宮文物月刊 中。

皇上欣賞畫作之後突發奇想，希望可

並為了配合特展，筆者亦將受邀前

吃到畫中之魚，於是昭告天下，徵求

往故宮進行此課程的活動，日期

此魚。而參與課程的學生，便是扮演

訂於108年8月14日，地點在故宮

想要找到畫中魚得到獎賞的「賞金獵

北部院區，建議參與活動年齡為

人」，展開一場探究魚類分類與特徵

10-15歲，有興趣參與的民眾，敬

之旅。活動中會用到的部分背景知識

請關注故宮官網獲得本次特展相關

與相關介紹，將作為特展之專文，刊

訊息。

7.5~9.25

故宮北部院區-第一展覽區
210 , 212展覽室

《

「故宮動物園」特展

「從古畫認識生物」課程

8.14

故宮北部院區-正館B1多媒體室

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 館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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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7-9月科教活動
【科教活動】

2019全國自然領域探究與實作研討會暨教學工作坊
▲

日期｜ 2019/07/18~07/19
教學工作坊報名網頁
對象｜ 國中、高中自然科教師
地點｜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進德校區
報名｜ 1場次200人，工作坊一限50人，免費報名，額滿為止
承辦人｜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04-7232105 物理系 陳小姐#3329 吳先生#3133
為配合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發展，特辦此研討會以強化師資、落實新課綱並發展自然領域
探究與實作課程。盼能配合國家教育改革，促進中學教師的教學專業成長，以引領當前國家師資培
育在自然科領域的教學。
本館科教組助理研究員吳曜如，將於第二天的跨領域工作坊中帶領大家穿越時光隧道，藉由故
宮收藏的古畫進行探究與實作課程，提供老師在課程設計上有更多元的素材，歡迎有興趣的老師前
來報名參與。

「故宮動物園」特展活動–從古畫中認識生物
活動報名請關注故宮博物院官方
日期｜ 2019/08/14
網站，或是故宮動物園特展頁面
對象｜ 年齡10~15歲
地點｜ 國立故宮博物院北部院區 正館B1多媒體室
報名｜ 1場次64人(不含大人)；含大人共110人，需報名，額滿為止
承辦人｜ 故宮教育展資處 教育推廣科 李東霖小姐02-28812021 #2805

「某日皇上欣賞怪魚畫作後突發奇想，希望可以吃到畫中之怪魚，於是昭告天下，徵求畫中魚。
於是想要找到畫中魚得到獎賞的『賞金獵人』們，因此展開一場找尋怪魚之旅。」
配合故宮書畫處「故宮動物園」特展，本館科教組助理研究員吳曜如將帶領參與者，一同從故
宮收藏的古畫開始，進行一場找魚的任務。本活動歡迎國小高年級與國中生參加，邀請大家一起來
「找魚」！

報名網頁

查看科教
活動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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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科教活動等訊息，
請上海生館網站查詢www.nmmba.gov.tw
報名網頁http://apply.nmmba.gov.tw

愛海減塑「護海龜」-小琉球海龜保育活動
		
日期｜ 2019/7月~10月
地點｜ 小琉球
對象｜ 對環境保護有興趣之民眾
報名｜ 8場次，人數不限，現場免費報名參加
承辦人｜ 科學教育組 黃柏鈞08-8825001 #5518
小琉球是遊客夏日必去的消暑勝地，在這裡，你能看到世界上七種海龜之一的綠蠵龜！因周遭環境
充滿海藻、海草，因此綠蠵龜們特別喜歡聚集於此。當我們浮潛、潛水時，常常能夠看到海龜在你身邊
悠游喔！
今年度7月至10月，海生館與屏東縣政府將於小琉球辦理「海龜保育推廣活動」，歡迎來參加講座
了解海洋保育知識，讓這次旅遊低碳、愛海洋，並且能夠守護海龜唷！

海High人生-海角秘境生態行

日期｜ 2019/07/20、08/03、08/17、08/31
對象｜ 一般民眾及親子家庭
報名｜ 4場次，40人/場，180元/人，網路報名
地點｜ 海生館後場		
承辦人｜ 科學教育組 黃柏鈞08-8825001 #5518
放假，就該在藍天白雲下體驗五彩繽紛的海生館海洋假期，快帶著您家裡的學童，一起歡度這美麗
的假期，共享天倫之樂吧！
本活動行程，將以海生館海洋教育中心內豐富多樣的海洋生態為主，學員能享受休閒且知性的學習
之旅，並觀賞少有機會進入的水族實驗中心(內含水生保育動物收容中心)、館藏標本室及濕地公園。心動
不如馬上行動，讓我們與大自然來一趟親密之旅吧！

國立社教機構及文化機構108年度暑假活動 「Muse 大玩家-High客任務」

日期｜ 2019/07/01~09/30
對象｜ 入館民眾、一般民眾
地點｜ 海生館

報名｜1、《發現 ·貝魯卡 集章兌獎活動：
《

2019/07/01~09/30，免費參加(需購票入館)

2、「海角秘境生態行」集章兌獎活動：
4場次(07/20、08/03、08/17、08/31)，

承辦人｜ 科學教育組 林佩蓉

每場次約30人，180元/人

08-8825001 #5517
《

1、《發現 ·貝魯卡

集章兌獎活動：

為了讓民眾更認識館內的三頭白鯨、了解海生館的照護工作，以及對於白鯨的研究成果，本館於珊
《

瑚王國館探索海洋哺乳類展示單元內，規劃了《發現 ·貝魯卡

白鯨展覽，鼓勵民眾透過展覽觀察

學習。
《

集章辦法：至本館《發現 ·貝魯卡

白鯨展覽區參觀並拍照，打卡上傳FB或IG，即可至1樓大廳

服務台集章。
2、「海角秘境生態行」集章兌獎活動：
活動將安排民眾參訪本館水族實驗中心、館藏標本室及溼地公園，探索海生館的祕密花園，了解本
館珊瑚養殖、海龜收容、標本典藏等研究工作。以激發學員對海洋生物的興趣，體驗海洋生物多樣
性的風貌，並懂得更珍惜海洋資源與環境保育。
集章辦法：參與本館海洋教育中心「海角秘境生態行」環境教育活動(通過環保署環境教育設施場所
認證課程)，即可參與集章。

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 館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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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獎勵

凡舊訂戶成功「推薦3位」朋友成為紙本新訂戶，即可「免費延長訂閱期1年」
推薦方式：請新訂戶填寫訂閱資料時，於推薦人欄位填寫您的姓名及訂戶編號，
累積推薦3人成功訂閱後，即可延長訂閱1年，依此類推。

我要訂購！
線上填單更方便

紙本填單訂購流程
Step1

填寫訂購資料（請確實填寫，以確保能收到喔！）
我是館訊《奧祕海洋雙月刊》之 □新訂戶 □舊訂戶 □讀者

姓名：＿＿＿＿＿＿＿ 連絡電話：＿＿＿＿＿＿＿＿ Email：＿＿＿＿＿＿＿
郵寄地址：□□□□□＿＿＿＿＿＿＿＿＿＿＿＿＿＿＿＿＿＿＿＿＿＿＿＿＿
您的匯款帳號後5碼：＿＿＿＿＿＿＿＿＿＿
是否有推薦人? □是，姓名：_________________，訂戶編號：____________。
		
Step2

選擇

□

□

Step3

□否
請選擇訂購項目
項目

《海鮮的真相》

內容說明 / 定價

優惠價

訂購數量

定價 420 元

336 元 ，另外加郵資
□ 1-3 本 ( 郵資 80 元 )
□ 4 本 ( 郵資 130 元 )
□ 5 本以上免運費

______ 本

雙月刊，每逢單月
訂閱《奧秘海洋》
出刊，一次訂閱兩 120 元 ( 郵資及處理費 )
雙月刊
年，共 12 期

12 期

掃描、拍照此訂購單Email給我們(待接獲訂單成功通知再匯款喔！)
請Email至「cheng2679@nmmba.gov.tw」後，等候訂單成功通知Email
聯絡人：曾子橙 TEL：08-8825001 #5044

Step4

接獲訂單成功通知Email，請依訂購金額匯款或轉帳
戶名：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作業基金401專戶
帳號：753-30-530-267 第一銀行恆春分行
請記得接到訂單成功通知後再匯款，勿提前匯款，謝謝您！

□ 我願意收到《奧秘海洋》電子版、海洋科普小知識及海生館研發訊息等，以增進海洋
知識及了解最新的海洋科研進展，並同意以下之個資處理聲明。
個資處理聲明：海生館奧秘海洋雙月刊(以下簡稱本館)基於客戶管理、統計、調查分析、行銷及業務需要之特定目的，
在此向您蒐集填寫之個人資料，作為本館於臺灣地區寄送出版品及知識推廣訊息，與資料調查分析使用(若填寫資料不完
整，可能會影響您收受出版品或知識推廣訊息之權利)。本館將盡力妥善管理所收個資，且不會轉提供水族館部BOT委外
廠商使用。您可向本館請求查閱、提供複本、更正或補充個人資訊，以及請求刪除或停止處理利用。如有疑問請撥打電話
(08)8825001#5044聯繫。

38 奧秘海洋 100期｜2019

期！
0
0
1
慶
歡
得好禮

讀者回函—100期

活動

參加愛海

1

填寫100期回函：於此頁填寫後以郵寄或掃描(拍照)後Email回傳，或線上填寫
問卷(請掃描右側QR Code)於2019年8月26日前回傳，凡完整填寫者，就有機
會獲贈3期「奧秘海洋雙月刊」(舊訂戶延長訂閱3期)，敬請踴躍填寫！

2

線上參加100期「愛海活動」特別企劃：請掃描右側QR Code，於線上敘述您

線上填回函

為愛護海洋所實際參與的行動，並附上相關照片，您所分享的內容若獲選將
有機會刊登於《奧秘海洋》部落格、Instagram等傳播平台，並限量獲贈「海
生館不鏽鋼便當盒」、「奧秘海洋年曆」喔！

(活動至2019年8月31日止，敬請把握機會)

100期特別企劃

◎ 郵寄資訊：94450屏東縣車城鄉後灣村後灣路二號 ·海生館出版中心 曾子橙 收
◎ 此頁拍照再以Email回傳：cheng2679@nmmba.gov.tw

紙本回函填寫
■本期內容中，您喜歡哪些文章呢？
1.					

2.

3.					

4.					

■您喜歡這期的封面設計嗎？□非常喜歡□喜歡□尚可□沒感覺□不喜歡□非常不喜歡

為什麼？
■您喜歡這期的整體美術設計嗎？□非常喜歡□喜歡□尚可□沒感覺□不喜歡□非常不喜歡
為什麼？
■針對本期館訊內容，您有什麼心得迴響、建議或期望未來報導的主題呢？

■您的資料（必填）
姓名：

性別：□男 □女

電話：

Email：

通訊地址：□□□□□
年齡：□7歲以下 □7-12歲 □13-18歲 □19-25歲 □26-35歲 □36-45歲
□46-55歲 □56-65歲 □66-75歲 □75歲以上，職業或學校：
□ 我願意收到《奧秘海洋》電子版、海洋科普小知識及海生館研發訊息等，以增進海洋
知識及了解最新的海洋科研進展，並同意以下之個資處理聲明。
個資處理聲明：海生館奧秘海洋雙月刊(以下簡稱本館)基於客戶管理、統計、調查分析、行銷及業務需要之特定目的，
在此向您蒐集填寫之個人資料，作為本館於臺灣地區寄送出版品及知識推廣訊息，與資料調查分析使用(若填寫資料不
完整，可能會影響您收受出版品或知識推廣訊息之權利)。本館將盡力妥善管理所收個資，且不會轉提供水族館部BOT
委外廠商使用。您可向本館請求查閱、提供複本、更正或補充個人資訊，以及請求刪除或停止處理利用。如有疑問請
撥打電話(08)8825001#5044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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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者迴響&歡迎投稿
文／總編輯
歡迎踴躍投稿! 您對於本刊所傳遞的資訊內容有何迴響？對於海洋保育有何見
解？或是您曾參與海生館舉辦的各式海洋保育、科教、展示或體驗活動而印象深刻，
只要與探索、體驗及保育海洋等相關活動心得、見解或專業觀點，都歡迎您踴躍投
稿，以促進大眾對奧秘海洋的了解，凝聚海洋探索及保育共識。
投稿類型分為：海洋生物照片或繪圖故事（140字內，圖1張）、讀者迴響短文
（200字內）、活動心得分享（500-1000字，圖2-6張）、專欄投稿（3000字內，圖
6-10張）等，若獲刊登，將致贈稿酬（限活動心得分享&專欄投稿）或一精美禮品叢
書等（讀者迴響短文及海洋生物照片或繪圖故事）。
◆投稿請註明真實姓名、地址、電話、地址、Email、年齡、職業類別及投稿日期等。
◆為維持政府出版品品質，本刊對於來稿有潤飾修改之責，並於徵得作者同意後刊登。
◆基於推廣海洋研究、展示、保育及科普教育等共識，作者同意投稿內容獲刊登後，本館即擁有經編修潤稿後
所刊登圖文之著作權及美編版權，得自行使用於網路推廣、出版及授權第三方轉載推廣等其他應用，惟作者
仍擁有使用「未經編修潤稿之原始圖文稿件」之權利，得以原始稿件自行或委託他人另行出版或應用。
◆來稿請寄94450屏東縣車城鄉後灣村後灣路二號 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 出版中心 王玠文 電話：
(08)8825001#5046，並註明「投稿 海生館館訊」，或以電子郵件發送至wangchiehwen@nmmba.gov.tw

展場服務資訊

海生館108年營運時間

參觀展場資訊
簡報服務：請於參觀前一周申請。
現場導覽：請向服務台諮詢導覽場次。
以上各項服務電話 08-8825678

1至6月、9至12月

含週六、日及國定假日

農曆春節

除夕
農曆初1∼初5

09:00～17:30
08:00～18:00

7至8月（平日）

09:00～18:00
08:00～18:00

暑假期間

民眾諮詢服務

7至8月（假日）

傾聽人民聲音專線：0800895676
館長信箱：huijung@nmmba.gov.tw
諮詢信箱：請連結
http://www.nmmba.gov.tw/Email.aspx

海生館節目表

奧秘海洋IG

票種

金額

全票

NT 450

條

件

一般民眾。

優待票 NT 250

A. 6歲（含）以上之學童（身高達115公分
以上）、大學（含）以上持有效學生證
者、持有效榮民證、公教人員退休證之
民眾。
B. 應屆畢業生請持當年度准考證或當年度
入學通知並連同身分證件購買優待票；
空中大學請持學生證及該年度之選課卡
購買優待票。

博愛票 NT 225

65歲以上長者。

團體票 NT 350

20人以上同一機關團體。請3天前辦妥預約
手續為宜，以利協助安排團體導覽、購票
與快速驗票入館事宜（08-882-5678）。

免費

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

海生館官網

假日含週六、日及國定假日

參觀票價

Hello，海洋（海生館FB）

科教活動線上報名系統

09:00～17:30

月份

NT 0

A. 未滿6歲（目測身高未達115公分）暨與師
長同行之兒童（須出示相關證明文件）。
B. 領有身心障礙手冊及必要陪同者乙名。

National Museum of Marine Biology & Aquarium

94450 屏東縣車城鄉後灣村後灣路2號
TEL:08-8825001 FAX:08-8824504
2 Houwan Road, Checheng, Pingtung, 94450, Taiwan, R.O.C.
http://www.nmmba.gov.tw

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 館訊 100期

2019年7-8月

封面故事
文／總編輯
倒數2048，被掏空的海洋!
海洋快被掏空了!
依據科學家十幾年前的預測，若人
類捕撈海洋漁獲的速率不變，在補
獲量遠高於天然滋生量的狀況下，
幾個十年後就將面臨無魚可抓的局
面。海洋資源枯竭是真的嗎?怎麼
辦呢? 是否不要抓魚，改吃養殖魚
發 行 人／陳啟祥

總 編 輯／彭紹恩

就可解決? 我們每個人都直接或間

本期主編／王立雪、黃卉宇、蘇瑞欣

接在使用海洋資源，除了我們自己

執行編輯、企劃／王玠文、林君寧、曾子橙、雷思瑜

"吃"海鮮(漁業)，我們還有"觀賞"需

館訊編審委員會／王立雪、 朱育民、 李宗賢、 林君寧
林嘉瑋、 吳曜如、 陳汶珍、 陳德豪

求(水族觀賞產業)，甚至連我們的

張桂祥、 張永隆、 黃卉宇、 喻昭平

寵物也在消費海鮮製品(飼料及罐

彭紹恩、 蕭金康、 蘇瑞欣 (按姓氏筆畫順序）

頭等)，只是我們未能察覺。本期
《奧秘海洋》雙月刊特邀海洋生物

封面繪圖／雷思瑜
美術編輯‧印刷／天晴文化事業
秋雨創新股份有限公司
出 版 者／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
屏東縣車城鄉後灣村後灣路二號
電
話／08-8825001
傳
真／08-8824504
網
址／http://www.nmmba.gov.tw
E m a i l ／aqua@nmmba.gov.tw
創
刊／2002年5月
發
刊／2019年7-8月份
GPN：2009105979

研究人員，以貼近民眾的方式來分
享他(她)們眼中所見、心裏所想的
海洋保育，期待能提供一些方向，
讓大眾能正視並有所作為，如同形
成「禁用塑膠吸管」的全民共識歷
程，從「認識魚，吃對魚」開始，
凝聚下一波的海洋保育行動。

《奧秘海洋》部落格 oceanomics.blogspot.tw

訂閱方式
歡迎訂閱，只需自付郵資及處理費，一次訂閱二年份(12期)，郵資及處理費共
120元，請填寫訂單資料(P.38)回傳，獲通知確認後再匯款至本館專戶。
帳戶：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作業基金401專戶
帳號：753-30-530-267第一銀行恆春分行
或洽海生館出版中心 曾子橙，電話08-8825001#5044。
Email : cheng2679 @nmmba.gov.tw
歡迎各大專、高中職、國中、國小等各級學校踴躍限量索取，作為學生課外讀
物，推廣「海洋閱讀」文化。
※ 請記得接到訂購成功通知後再匯款，勿提前匯款喔！

100期 2019年7-8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