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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構）介紹
一個象徵生命豐美，用海洋孕育臺
灣文化的跨世紀里程。
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以下簡稱海
生館）位於墾丁國家公園境內西北角，
龜山山麓臨海地區，全區約60餘公頃。
89年2月25日第一個展示館「臺灣水域
館」開館，這個以臺灣本島及附近水域
生態環境概念為展示手法的展示館，將
海生館帶往國際海洋教育與研究的無限
領域，邁進一個里程碑。後於90年7月
再推出以熱帶珊瑚礁區域為主題的「珊
瑚王國館」，使海生館成為世界擁有最
大型的活珊瑚展示博物館，利用珊瑚大
量人工培育和大型控制環境珊瑚礁實驗
水箱，結合世界級的研究設施與具有獨
特天然環境條件的墾丁珊瑚礁，使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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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成為全球研究、教育與保育珊瑚礁
的重要一環。95年4月28日更開全球先
例，開放以數位展示方式展出「世界水
域館」，其內容涵蓋古海洋、深海與極
地等特殊水域。
推動海洋科學研究、海洋科技產業
與海洋教育是海生館主要的任務。在多年
經營下，海生館目前已成為我國著名的
專業海洋生物學術研究機構之一，以及
擁有推動海洋教育政策具體成效的教育
機構。另外，海生館首開社教機構與高
等教育合作之先例，於94年8月30日與
國立東華大學合作成立海洋科學院，以
培養高階海洋生物人才為目標。
館內建置一座約5公頃的「溼地生
態公園」，經過多年自然生息養成，目

新視

野

落實節約能源綠色環保組織文化
海生館展館及辦公、研究大樓皆有

機關（構）組

海生館乃是以海洋生物科學為核
心，以保育海洋生物多樣性為宗旨，積
極推動具有海洋特色的環境教育，並以
保育海洋環境為最終目標，其推動方式
分為六大面向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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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環境教育事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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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動植物生態豐富，可看到
過境侯鳥飛翔、池中多為臺
灣本土魚類、溼地旁孕育各
種原生種植物，豐富的溼地
生態環境，提供學校教學一
個多元有趣的場所。
海生館也持續不斷擴大
海洋教育推廣的各個面向，
因應環境教育法實施，以及
推廣海洋生態保育與環境教
育之觀念，於100年整合該
館的後場資源，正式成立海
洋教育中心，以「海洋教育科學園區」
的概念運作，設計各式教學活動、套裝
行程與研習營隊；103年7月起，並將位
於後灣濱海地區新建的「鯨典館」，也
納入海生館海洋教育園區範圍，以其為
活動基地延伸至後灣海岸林及鄰近海
域，規劃特色海洋科學教育推廣活動，
如無動力水上活動、陸蟹與寄居蟹等生
物的夜間生態觀察，藉由親海體驗及生
態保育觀察活動，提升大眾保育海洋生
態觀念。104年2月起，將「鯨典館」二
樓的室內空間改建成為多功能展示教育
中心，辦理「驚奇海洋遊樂趣」教育活
動，以擴增實境技術，讓遊客能透過互
動的方式，認識海洋生物世界的種種奧
秘，開放入館遊客及團體預約，該年便
達11萬參訪人次。

倡導綠色能源的光電鯨典館

效運用建築屋頂空間，鋪設太陽能板，
以充分使用太陽能（再生能源）。為落
實節能減碳，工務組追蹤、記錄及控管
海生館中各展館之用電及用水量，並陸
續汰換舊燈管，改用LED照明設備。另
外，採購單車80臺，供館內同仁、館外
參訪人士及教育營隊活動使用，以減少
交通碳足跡。每年執行營隊交通車標
案，以增加交通車共乘人數，減少民眾
各自開車的碳排放量，並針對館內工作
同仁自發性發起通勤共乘制度。

走向人群的社會與學校環境教育
因應環境教育法之頒布，成立海洋
教育中心，藉此推動環境教育業務，並
規劃環境教育場域課程、學生及親子的
營隊活動、生態旅遊、社區教育及展場
等活動。同時與恆春半島各社區、大學
及其他鄰近機構單位合作舉辦環境教育
活動，分享環境教育資源及推廣恆春半
島的自然生態環境特色。

守護半島生態，永續環境資源
長期以來，海生館極度重視海洋保
育及自然環境維護，為詳實瞭解館區附
近海域狀況，持續針對附近海域進行海
象監測工作，並由海生館研究人力支援
辦理海域水質及生態監測作業；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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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生館環境教育特色一 多元創新教學

海生館研究主題計畫也將恆春半島沿岸珊瑚礁
生態調查與長期監測計畫納入研究範圍。
定期舉辦各項守護海岸生態的教育活動，
如淨灘、淨海與體驗海洋生態的無動力水上活
動；同時，邀約後灣海岸各政府管理單位與民
間單位，以森里海「森林是大海的戀人，溪流
是森林與大海的媒人」串起兩大生態系之關
係，共同推廣後灣大家族之永續生態旅遊產業
概念。

保存半島海岸林生態

海生館環境教育特色二 教育成果茁壯

海生館人工溼地生態公園是運用溼地生態
工法營造，藉由維護溼地生態環境及導覽設
施，產生滯洪、污水淨化、生物棲地、孕育生
物多樣性及環境教育意義之溼地功能；同時，
栽植半島原生物種，讓人工溼地成為保存海岸
林基因多樣性的寶庫。

推廣海洋生態保育與復育

海生館環境教育特色三 國際雙語交流

海生館後場面積占地約35公頃之廣，設施
包含水族實驗中心，乃以保育水生生物收容及
珊瑚培育、復育之研究場所。海生館歷年來執
行的海龜及海洋哺乳動物救援行動，成果豐
碩；更舉辦多項保育教育宣導課程，並邀請民
眾及學校單位參與野放海龜、鯨豚活動，呼籲
海龜、鯨豚保育及通報救援的重要性；另外，
海生館結合眾多單位相互合作，共同舉辦環境
教育相關議題之研討會及成果發表會。

協力共推海洋保育，進行國際交流
海生館環境教育特色四 散播希望幼苗

海生館環境教育特色五 齊心跨域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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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與在地社區合作，推動海洋環境教
育，其中「珊瑚礁大使」計畫串聯在地國小、
國中及高中，培訓學生用英文解說在地生態環
境、珊瑚礁保育及人文特色，認識學習恆春半
島在地社區特色，以及擔任珊瑚礁大使，並與
美國學校、博物館參訪交流，將臺灣特有的海
洋環境及文化，宣揚至國際間發揚光大。
與湧泉生態環境附近的社區合作，培訓在
地居民守護湧泉溼地，以及執行湧泉生態調查，
推廣解說湧泉保育的重要性，期望將里山及里
海倡議的理念引入社區，保護沿岸溪流湧泉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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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往全國各離島舉辦海洋小學堂

辦理半島生態產業市集

前往海巡署舉辦巡迴特展

態，間接達成保護海洋環境之目的。

推動心得
地球70%的面積為海洋所覆蓋，海
洋的總面積達3億6千萬平方公里，相當
於陸地面積的2.34倍；奇妙的是水占人
體重的比例也為70%，說明水資源對於
生命及環境永續發展之重要性。
海生館為國內首座以水為展示主題
之博物館，從臺灣水域館以水的循環為
故事主軸，藉由一滴小水滴的旅行，呈
現臺灣從冷冽的高山溪流，到一望無際
的海濱外洋，具有多樣的水域生態環
境；珊瑚王國館以南中國海的珊瑚礁沉
船為故事主軸，訴說珊瑚在海洋中的重
要性；世界水域館則藉由即時運算之虛
擬科技，配合3D或2D的影像方式，將
人類無法到達或難以到達的水域，以科
技展演，讓遊客穿梭在虛擬與真實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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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寒冷的極
地水域。

機關（構）組

推動保育與復育的人工珊瑚礁農場

本館自89年開館以來，遊客量已超
過2,000萬人次，夜宿海生館的深度探索
活動，更是本館的特色行程，開創日夜間
活動，增進多元化海洋科學教育體驗。
這讓我們思考民眾來博物館參觀，除了
觀賞美麗的生物及造景展示外，是否能
瞭解我們想要傳達環境保育的理念，並
且感受環境保育之重要，進而訴諸自身
做起；為了更完整推展海洋環境教育，
我們整合水族實驗中心、標本典藏室及
人工溼地等後場設施，成立海洋教育中
心，並於101年申請通過環境教育設施
場所認證，連結後灣社區及恆春半島豐
富的海洋環境、生態資源及社區夥伴資
源，共同推動海洋環境教育，同時轉譯
艱澀難懂的海洋科學，為大眾可理解
的海洋科普知識，不僅活化後場空間及
設施的利用，也豐富海洋環境教育的內
容。
由於恆春半島為著名水域遊憩活動
場域，然每年皆會有水中意外事故的憾
事發生，水上摩托車等動力機具常造成
管理上的困難；本館自102年起，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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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導半島單車深度生態旅遊

辦理生態解說員戶外增能活動

辦理夜間探索海岸林活動

邀請各界共同野放誤食垃圾海龜

辦理無動力式水上活動，課程中融入水
中自救、環境保育課程及淨灘活動，期
望位於本館旁的後灣海域，能成為無動
力水上活動的示範場域，讓民眾在安全
戲水的同時，不僅能親近海洋、瞭解海
洋進而能愛護海洋。
科技的進步，讓同步互動學習成
為可能，102年我們與中山大學產發中
心、經濟部工業局合作，將海洋教育課
程透過網路同步傳送至偏鄉學校，並與
師生於線上即時互動，除了傳遞海洋科
普知識外，也同時做節能減碳的推展；
我們還進行跨域結合，與中華民國童軍
總會、水中運動協會、墾管處、各縣市
政府、各級學校、社區大學、地方水上
活動及旅遊、餐飲、民宿業者等各領域
共同合作，推展各式環境教育課程，發
揮1加1大於2的效應。
海生館是教育部所屬第一所委外經
營的社教機構，公私合營的經營方式是希
望能創造更活潑、更有效能的博物館，
面對日益嚴重的各種環境及生態議題，

不僅需公私部門協力，亦要喚起各個大
手牽小手，一同來保護我們賴以維生的
海洋生態環境。「永續海洋」的推動工
作，我們責無旁貸，且任重而道遠。

未來展望
省思與創新
博物館為非營利的社教機構，而提
升國民具有海洋生態保育環境素養，乃
是海生館始終如一的教育使命。之前海
生館已推動海洋教育多年，在環境教育
法頒布之後，隨即成立海洋教育中心，
並將環境倫理融入教育活動中，積極推
廣具有海洋特色的多元環境教育活動。
近年來，海生館先從內部整合各項
教育與行政資源，逐漸將環境倫理落實在
組織之中，使其成為組織文化特色之一。
同步提升行政流程的服務品質，並整合
內部行銷推廣系統，使其能發揮整合行

未來將整合海生館三大展館與後場
的各項戶外與室內場域設施，成立「海洋
教育科學園區」，賦予提升與累積海生館
海洋環境教育推廣能量，並同步改善各項
教育設施，讓環境教育場域能更加完善
與完備，以達成具有國際水準的教育場
所；再配合海生館開發之海洋環境教育
特色課程與完善的環境教育評鑑系統，
以期讓海生館的教育推廣內涵能由A等
級，進一步提升到A+的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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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A到A+

多大。」博物館乃是國家生態文化展示
櫥窗。海生館一直定位在以水為核心特
色的國際級水族館與博物館，自101年
參與各項國際水族館年會，積極分享海
生館海洋環境教育之推廣模式，並在
103年亞洲珊瑚礁學術研討會中，首創
海洋教育組進行議題討論，談及海洋垃
圾對生物的影響，喚起世人重視陸源垃
圾對海洋環境的衝擊。
預計106年，海生館將與國立屏東
科技大學共同承辦當年度的亞洲動物園
教育者年會，此會議規劃以博物館的科
普教育推廣為主題，整合科學教育、環
境教育與水族館及動物園教育推廣實務
經驗，邀請各領域之專家學者與實務工
作者進行交流，藉此將海生館教育推廣
推向國際。
未來，海生館期望能將海洋環境教
育推廣的模式與場域帶入國際，讓國際
社會都能看見海生館在海洋環境教育豐
盛的成果，延伸教育的影響力，使海生
館成為國際海洋環境教育的著名機構。
不僅提供深度體驗的環境教育活動，作
為國際友人與夥伴學習的榜樣之外，還
能與其他國際機構進行經驗交流，相互
學習與支援，讓海生館的影響力能藉此
延伸至世界上各個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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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硬兼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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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的力量，以提升海生館教育推廣之能
量。
除了培養推廣人才外，也將彙整各
項資源，發展出具有各館特色的環境課
程，搭配主題式海洋環境教育教材，適
時反應出當代環境時事議題的重要性，
以喚起國人的重視。同時加強區域性跨
機構的合作，如與環保署南區環境教育
中心進行活動交流、加入教育部南區國
中小學南區環境教育輔導團、協助縣市
環境中心學校推廣環境教育。在教育部
大博物館聯盟的架構之下，與位於基隆
市的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合作，共同成
立海洋生態體驗園區，南北攜手合作，
共同推廣全國海洋環境教育。

願景為走入國際，帶回世界
俗話說：「志願有多大，世界就有

倡導恆春半島森里海的區域生態產業模式

全面開放的海洋教育科學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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