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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編號：107林發-9.1-保-30
填報人：張豈銘
執行機關：中華鯨豚協會
主辦人：楊瑋誠
本年度執行期限：自 107年8月1日 至 107年12月31日
實際執行期限： 自 107年8月1日 至 107年12月31日
一、計畫目標：
（一）完成拍攝工作計畫書之撰稿、校對及審查。
（二）進行空中及水下拍攝工作
二、重要設備：
無
三、執行成果/研究結果：
一、計畫內容
拍攝工作計畫書
《從鯨以後：臺灣鯨豚保育史》紀錄片，呈現臺灣從捕鯨豚利用、保育意識開啟、
科研投入、賞鯨、環境反思、公民環境參與，及島國子民對未來海洋環境的期許。
劇情以歷史時間軸的進程，從百年前「大翅鯨」母子對在臺灣海域的季節洄游、消
失到百年後的回歸。從早期商業利用到近年保育召喚，娓娓道出臺灣人與鯨豚關係
的演變。
日據時期捕大型鯨之過往
捕鯨業起於10世紀北歐地區，並在17世紀前後捕鯨產業最為興盛，但捕鯨技術的提
升則是在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達到成熟，當時主要捕鯨國家為英國、荷蘭、法國、
美國、挪威及日本等。1913年臺灣處於日據時期，日本人外購挪威的船隻和捕鯨機
具，加上臺灣漁民的勞力和在地經驗，首先在屏東墾丁南灣（舊名：大坂埒）開啟
臺灣商業捕鯨序幕。然而因為二戰爆發的國際緊張情勢、捕鯨利益分配不均、捕鯨
技術斷層和捕獲成果不佳的影響之下，歷經不同船公司斷斷續續的經營，卻也勉強
一直撐下去。1981年，「美國在臺協會」以「國際捕鯨管制條約」和《海洋哺乳動
物保護法案》介入關心，使得臺灣必須揮別過去斷續橫跨60年的商業捕鯨時代。以
有限的記錄資料來看，臺灣捕鯨主要的季節在10月至隔年的4月，再從1913至1980年
之間的捕獲鯨種，依數量最多排名為大翅鯨、抹香鯨和塞鯨等，其中大翅鯨佔近
90%，可以說大翅鯨曾經有一定族群量洄游臺灣東南沿近海。1981年後，臺灣禁止捕
鯨，但卻未有明訂的保育規範，且海豚並未受到保護。直到發生「澎湖沙港事件」
，才徹底敲響鯨豚保育的警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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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澎湖圍捕海豚歷史及圈養濫觴
在1973年，臺灣曾有業者從菲律賓馬尼拉引進兩隻經訓練的海豚，在臺北、高雄等
地巡迴表演。1981年野柳海洋世界公司在野柳興建海豚表演場，從澎湖沙港購買野
生海豚經訓練後開始表演，是臺灣圈養海洋哺乳類動物商業表演的濫觴。
再根據澎湖耆老的訪談，早在百年前澎湖即有漁民圍捕海豚的傳統漁業行為。每逢
12月到次年3月，常有成群海豚洄游至澎湖西嶼鄉、湖西鄉、中屯嶼等海域覓食魚群
，其中以湖西鄉沙港漁民使用「驅趕漁法」圍捕海豚最為盛行。當發現海豚後，召
集眾多小船圈圍，並同時發出敲打聲，將追逐沙丁魚的鯨豚，趕到岸邊使其擱淺
，然後漁民將其拖行上岸宰殺，按照參與程度依比例分食，其中以南方瓶鼻海豚、
熱帶斑海豚及偽虎鯨居多。
1975年後，沙港村圍捕海豚引起香港海洋公園的注意，透過商人接洽讓海豚因而有
更高獲利的外國市場。此後，沙港漁民將驅趕圍捕的海豚區別，幼小且健康的海豚
會被選出送到海洋公園馴養，剩下的則宰殺分食。1976年起，香港的海洋公園開始
向沙港購買南方瓶鼻海豚；1980年，一次二十二頭海豚的交易，以平均兩萬元價格
賣出但不久全數死亡，開始引起國際鯨豚保育人士的注意。之後活海豚交易由野柳
海洋世界接手，沙港固定供應活海豚給野柳海洋世界。
1989年沙港漁民圍捕南方瓶鼻海豚1990年Keith Highley照護沙港南方瓶鼻海豚
1990年三月，六十頭鯨豚被沙港村民圍捕，其中包含十二隻偽虎鯨，並引起美國夏
威夷動保團體「信任地球」(Earth Trust)成員Keith Highley及其華裔妻子Suzie
Chang-Highley（張念蘇）等人的注意，原先他們是來瞭解臺灣使用流刺網的情形
，遂轉往澎湖沙港查看，且拍攝「捕捉宰殺海豚」影片，並交付全美電視網播映
，引起國際輿論譁然。臺灣政府遭此壓力後，同年8月，《野生動物保育法》增列「
鯨目」，將所有鯨魚和海豚納入保育類，使得沙港漁民圍捕鯨豚傳統漁法，強制走
入歷史。
因為沙港海豚已經不能宰殺和販賣，但仍有十二隻偽虎鯨及十多隻南方瓶鼻海豚被
沙港漁民圍困在港內轉為為鯨豚餵食的觀光收益，Keith Highley及其華裔妻子
Suzie Chang-Highley（張念蘇）、獸醫Scott Amsel因此還留在沙港半年之久持續
照顧這些鯨豚的健康。被圍困在沙港的鯨豚，此後相繼死亡，直至1996年12月最後
一隻南方瓶鼻海豚逃離後，沙港再也沒有出現任何鯨豚。
因為澎湖「沙港事件」，1991年農委會林業處開始投入鯨豚研究經費，促使海洋大
學陳哲聰老師、中山大學莫顯蕎老師及碩士生姚秋如、臺灣大學周蓮香老師等，以
澎湖及本島二十多座漁村為探訪基礎，開啟臺灣鯨豚的初步研究；其中中山大學莫
顯蕎老師將魚類聲學運用至鯨豚，啟發對大型鯨魚研究投入的年輕學子，包括余欣
怡（大翅鯨）和邱百合（布氏鯨）。
民間的躍動
1994年6月，由漁夫廖鴻基召集船長潘進龍、助理楊世主、船長林國正，及二位碩士
研究生王緒昂、陳勁曄等組成「尋鯨小組」，以老漁船「漁津六號」進行二年「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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蓮沿岸海域鯨類生態研究計劃」的調查工作；8月，於花蓮海域首次記錄到6隻虎鯨
，新聞報導轟動全臺。1996年11月，由周蓮香老師協調在臺灣大學成立「中華鯨豚
擱淺處理組織網」，成員來自四方各界，並在農委會林業處保育科（後改制為林務
局保育組）長期計畫的支持下，大幅增加臺灣的鯨豚標本製作、科學研究與推廣保
育人才。
1997年6月，「尋鯨小組」發表臺灣首部鯨豚紀錄影片《發現臺灣鯨靈》，主持人廖
鴻基出版賞鯨紀錄報告《鯨生鯨世》。7月，臺灣第一艘賞鯨船「海鯨號 」花蓮石
梯港啟航（船長林國正），揭開臺灣賞鯨產業序幕。
1998年10月，臺灣大學周蓮香老師與鯨豚保育人士共同成立「中華鯨豚協會」，是
亞太地區第一個民間鯨豚保育協會，成員包括成功大學王建平老師、獸醫師陳德勤
、獸醫師祁偉廉、獸醫系學生錢興華、獸醫系學生楊瑋誠、動物系研究生葉建成、
李明華（日後長期任秘書長）及攝影家林文吉等，其中研究生葉建成長期出海調查
並記錄拍照，留下許多珍貴且經典的鯨豚照片，是臺灣鯨豚平面攝影的先驅。
神秘鯨豚現身及阿通伯救援
2000年3月，一頭雄大翅鯨在蘭嶼八代灣停留三天，牠不僅躍身擊浪，也被碩士研究
生余欣怡，以水下麥克風錄下臺灣首筆大翅鯨吟唱的歌聲。9月8日，臺灣成功野放
亞洲首例擱淺救護海豚「阿通伯」（花紋海豚），牠在陸上生活整整64天，最後帶
著國人的祝福，由基隆出海繫放，並在12天後於沖繩島附近海域再度被目擊。
2002年，來自香港鯨豚研究經費的贊助，負責人楊世主女士和計畫 主持人加拿大籍
王愈超博士等人，組成「福爾摩沙鯨保育研究小組」，進行為期兩年的臺灣西岸鯨
豚調查，發現臺灣西海岸棲息約100~200隻左右的國際保育類「中華白海豚」，為臺
灣首筆正式的觀察記錄。
2003年1月，一隻死亡擱淺的「江豚（露脊鼠海豚）」在南竿津沙海域被發現，隨即
由加拿大籍王愈超博士、楊世主女士展開一年多的初步調查，並在2004至2008年由
姚秋如博士接續研究，才逐漸揭露神秘江豚的生態習性，證實東北季風期間洄游至
馬祖海域的江豚，主要是為了繁殖育幼，同時也確立馬祖為北方型和南方型江豚的
地理分布交會處。
公民的綠色力量及白海豚
2008年6月，「國光石化開發案」建廠選址彰化縣大城鄉沿岸，並計畫填海造陸
4000公頃。「國光石化」位於濁水溪北岸，與南岸的六輕相對，空氣污染物將交互
影響、填海造陸將影響中華白海豚與海岸變遷，加上石化業是集合高排碳、高耗能
、高耗水的高污染產業，引起舉國輿論，其中「中華白海豚」的保育議題更是席捲
全臺，成為家喻戶曉的明星動物。中華白海豚成功喚起全民各界保育的有力號召
，連番再提出空汙、經濟成本、國土規劃等重大議題辯證，徹底讓「國光石化開發
案」在2011年4月22日，由當時總統馬英九親自宣布不支持國光石化案在彰化縣繼續
進行而畫下終止。
此後中華白海豚的保育，也成為日後臺灣海岸環境開發的核心評估，更進入各級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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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的社會和生物課程。歷經國光石化紛爭，林務局期間多年與各部會、漁會、環團
進行斡旋調解 ，在2014年4月公告「中華白海豚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之類別及範
圍」。迄今，目前仍有部分單位對該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之劃設邊界有疑義，因
此至今尚未正式公告。但對於保育白海豚及鄰近棲地的海岸開發，已經形成一道保
育之牆。
擱淺鯨豚的貢獻及當代危機
2013年開始，楊瑋誠老師和他的學生們，透過擱淺死亡鯨豚的DNA樣本，比對很多動
物的肌紅蛋白胺基酸序列之後，找出鯨豚類獨特的序列，當樣本中帶有這特 殊序列
，會和試紙上的抗體結合後呈色，整個過程只需十分鐘就會顯示結果，讓稽查非法
鯨豚肉販賣的行動變得便利。
2015年10月15日，在嘉義東石近岸，一隻雄性抹香鯨在水深不到4公尺的淺水海域臨
界擱淺的掙扎，四天後被再度發現擱淺死亡在鄰近的無人沙洲。王建平老師解剖後
發現，致死原因除了大寶尾背部被重物撞擊所造成的嚴重瘀血舊傷外，胃部更是充
斥一大團塑膠袋、塑膠漁具浮球、漁網等，導致胃部膨脹無法進食，脂肪層僅有五
公分厚度，是正常的1/3或1/4。根據國際研究指出，約有56%的鯨豚會吃到海洋中的
塑膠垃圾，而且其中以瓶鼻海豚和大型鯨類的消化道中最容易發現垃圾異物。大寶
的死亡啟示錄，凸顯當代海洋廢棄物的問題，及存在已久之違法流刺網對鯨豚的危
害。
從2016年開始，臺灣政府計劃未來二十年內，在西部海岸將建置約1000支離岸風機
，在海岸土地有限、風力資源充足的臺灣，成為政府重要的綠色能源政策。離岸風
機場址緊鄰中華白海豚、江豚及南方型瓶鼻海豚的核心棲地，未來水下施工，將長
期產生巨大的噪音，勢必直接造成海豚的聽力損傷，甚至導致行為異常而傷亡。「
中華白海豚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之類別及範圍」雖然遲未公告，但環評仍有共識
站在保育中華白海豚的基礎上進行對話，然而這也將是臺灣人民兩難的考驗，抉擇
人類、環境及海豚之間的平衡點。
大翅鯨的回歸
回首1913至1981年的臺灣捕鯨時代，以記錄來看，捕獲的鯨種以「大翅鯨」為主
，佔約90%。日據時期捕鯨人回憶當年每逢春季東南海岸的洋流黑潮，約有六十多對
大翅鯨母子對洄游而過，那是一個大翅鯨的黑暗時代，捕獵讓大翅鯨代代來自母鯨
引領的記憶之路染了腥紅，斷了千百年立下的平安路。
所幸，2000年一隻雄性大翅鯨在蘭嶼現蹤，且停留三天；2003年，一對母子鯨在 花
蓮海域短暫現身洄游而過；2016年，花東海域的賞鯨船在二月、三月和四月，都相
繼傳來目擊大翅鯨的消息，二月於七星潭發現兩頭北游雄鯨，三四月則分別在石梯
及三仙台發現兩雙母子對（不確認是同一對），另研究和保育人員驚喜不已。尤其
四月18日在三仙台出現的大翅鯨媽媽和寶寶，離岸非常近、陸觀即可目擊，當時在
船上觀察的博士生余欣怡表示，幼鯨活潑地側翻展示胸鰭、躍身擊浪，是繼她紀錄
2000年蘭嶼唱歌又跳躍的大翅鯨之後，再度親眼目睹表現許多展示行為的大翅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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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四月和2018年三至四月，花蓮海域陸續都有多對大翅鯨母子對、獨隻雄鯨現
蹤，甚至是罕見的布氏鯨母子對，及非常神秘稀有的「角島鯨」陸續現蹤。這些近
年迴游花東海域的鯨魚母子對都被目擊有側翻展示胸鰭、躍身擊浪的行為，展現幼
鯨的健康狀態和母鯨對環境的放心。
曾幾何時，百年前的臺灣一年曾經有六十幾頭大翅鯨洄游現身的盛況，近年大翅鯨
春季洄游而過的目擊率與活潑的行為展示，是否表示著臺灣海域大翅鯨族群的復甦
呢？也是否表示臺灣海域鯨豚棲息活動的環境已然有大幅的改善，讓牠們能循著遠
古洄游記憶的召喚基因再度重溯先祖的生命之路。
此外，曾經被澎湖大量圍捕的南方瓶鼻海豚，1996年底最後一隻逃離沙港後，其族
群便極鮮少現身澎湖，但近年族群被陸續目擊。沙港曾是海豚喜歡造訪的地方，曾
幾何時遂也成為海豚的惡夢煉獄，二十年後在保育觀念成長下，澎湖和沙港蛻變了
嗎？已是展開友善環境等待海豚重返的海灣？
給下一世代的美好海洋
目前，我們其實無法回答這個假設；然而，近年在某些約定的季節，欣見這些海洋
美麗生物活潑地依序現身在臺灣四周沿海，這並不是偶然。百年的臺灣鯨豚牽連過
往，當代臺灣是否能提供友善大翅鯨、南方瓶鼻海豚及其他鯨豚族群友善的棲地環
境讓牠們生生不息，我們在雖不長但也不算短的三十年鯨豚保育努力中，隱約可以
感覺到希望光芒在灰厚的雲層後等待穿透。
107年度拍攝計畫
攝影班表
日期----地點----拍攝內容----補充
2018/8/2----臺東成功--空拍花紋海豚、熱帶斑海豚；訪問陳永川船長----晉領號
2018/8/21----花蓮石梯----飛旋海豚---- 海鯨號
2018/8/22----臺東成功----花紋海豚----晉領號
2018/9/13----臺東成功----水下瓶鼻海豚----晉領號
2018/9/21----花蓮石梯----弗氏海豚----海鯨號
2018/10/28----臺中市---- 姚秋如團隊解剖擱淺死亡中華白海豚----科博館
2018/11/10-15----日本和歌山太地---- 捕鯨豚傳統產業、瓶鼻海豚、瓜頭鯨、花
紋海豚；訪問余欣怡
2018/12/11----臺北市----鯨豚觀察員制度公聽會----立法院
2018/12/20----臺北市----訪問林文吉臺灣捕鯨史影像資料
2019/1/8----高雄中山大學----訪問莫顯蕎1991-1993年澎湖沙港鯨豚早期研究
2019/1/16-23----日本沖繩座間味島 大翅鯨
四、檢討與建議：
（一）臺灣1913~1942年日據時代捕鯨相關資料文章並不少，但多流於互相參考引據
，實質引用價值不高，外加年代久遠，當初參與捕鯨的人事物都已不復存在，只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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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一些照片勉強可引用；所幸，高遠文化事業有限公司於2005年有攝製《臺灣捕鯨
史》8分鐘短片，內容記錄訪問已故專研的專家及已故捕鯨耆老實為珍貴。因此，文
字的記敘固然重要，但影音的紀錄也很重要，建議其他生物或棲地保育的故事，可
以及早規劃數位典藏以進行臺灣生態保育重要人事物的記錄保存，留給後代除了美
好環境之外，還有可緬懷的人文精神意志。
（二）因為本計畫通過的比較晚，在11月東北季風完全襲擊前，海上可作業時間已
近尾聲，因此未完成進度之水下拍攝作業延至下一年度計畫繼續完成。

填報單位：中華鯨豚協會
單位主管：楊瑋誠
填報人及聯絡電話：張豈銘

02-29332706

填表日期：108年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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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林業發展計畫
107 年度單一計畫結束報告表

計畫名稱：臺灣鯨豚保育史紀錄片拍攝計畫(1/2)
填報單位：中華鯨豚協會
計畫編號：107 林發-9.1-保-30
執行機關:中華鯨豚協會
填報人：張豈銘
主辦人：簡毓群
本年度執行期限：自 107 年 8 月 1 日 至 107 年 12 月 31 日
實際執行期限：自 107 年 8 月 1 日 至 107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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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內容
《從鯨以後：臺灣鯨豚保育史》紀錄片，呈現臺灣從捕鯨豚利用、保育意識開
啟、科研投入、賞鯨、環境反思、公民環境參與，及島國子民對未來海洋環境
的期許。劇情以歷史時間軸的進程，從百年前「大翅鯨」母子對在臺灣海域的
季節洄游、消失到百年後的回歸。從早期商業利用到近年保育召喚，娓娓道出
臺灣人與鯨豚關係的演變。
⽇據時期捕⼤型鯨之過往
捕鯨業起於 10 世紀北歐地區，並在 17 世紀前後捕鯨產業最為興盛，但捕鯨技
術的提升則是在 19 世紀末至 20 世紀初達到成熟，當時主要捕鯨國家為英國、
荷蘭、法國、美國、挪威及日本等。1913 年臺灣處於日據時期，日本人外購挪
威的船隻和捕鯨機具，加上臺灣漁民的勞力和在地經驗，首先在屏東墾丁南灣
（舊名：大坂埒）開啟臺灣商業捕鯨序幕。然而因為二戰爆發的國際緊張情
勢、捕鯨利益分配不均、捕鯨技術斷層和捕獲成果不佳的影響之下，歷經不同
船公司斷斷續續的經營，卻也勉強一直撐下去。1981 年，「美國在臺協會」以
「國際捕鯨管制條約」和《海洋哺乳動物保護法案》介入關心，使得臺灣必須
揮別過去斷續橫跨 60 年的商業捕鯨時代。
以有限的記錄資料來看，臺灣捕鯨主要的季節在 10 月至隔年的 4 月，再從 1913
至 1980 年之間的捕獲鯨種，依數量最多排名為大翅鯨、抹香鯨和塞鯨等，其中
大翅鯨佔近 90%，可以說大翅鯨曾經有一定族群量洄游臺灣東南沿近海。
1981 年後，臺灣禁止捕鯨，但卻未有明訂的保育規範，且海豚並未受到保護。
直到發生「澎湖沙港事件」，才徹底敲響鯨豚保育的警鐘。
近代澎湖圍捕海豚歷史及圈養濫觴
在 1973 年，臺灣曾有業者從菲律賓馬尼拉引進兩隻經訓練的海豚，在臺北、高
雄等地巡迴表演。1981 年野柳海洋世界公司在野柳興建海豚表演場，從澎湖沙
港購買野生海豚經訓練後開始表演，是臺灣圈養海洋哺乳類動物商業表演的濫
觴。
再根據澎湖耆老的訪談，早在百年前澎湖即有漁民圍捕海豚的傳統漁業行為。
每逢 12 月到次年 3 月，常有成群海豚洄游至澎湖西嶼鄉、湖西鄉、中屯嶼等海
域覓食魚群，其中以湖西鄉沙港漁民使用「驅趕漁法」圍捕海豚最為盛行。當
發現海豚後，召集眾多小船圈圍，並同時發出敲打聲，將追逐沙丁魚的鯨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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趕到岸邊使其擱淺，然後漁民將其拖行上岸宰殺，按照參與程度依比例分食，
其中以南方瓶鼻海豚、熱帶斑海豚及偽虎鯨居多。
1975 年後，沙港村圍捕海豚引起香港海洋公園的注意，透過商人接洽讓海豚因
而有更高獲利的外國市場。此後，沙港漁民將驅趕圍捕的海豚區別，幼小且健
康的海豚會被選出送到海洋公園馴養，剩下的則宰殺分食。1976 年起，香港的
海洋公園開始向沙港購買南方瓶鼻海豚；1980 年，一次二十二頭海豚的交易，
以平均兩萬元價格賣出但不久全數死亡，開始引起國際鯨豚保育人士的注意。
之後活海豚交易由野柳海洋世界接手，沙港固定供應活海豚給野柳海洋世界。

1989 年沙港漁民圍捕南方瓶鼻海豚

1990 年 Keith Highley 照護沙港南方瓶鼻海豚

1990 年三月，六十頭鯨豚被沙港村民圍捕，其中包含十二隻偽虎鯨，並引起美
國夏威夷動保團體「信任地球」(Earth Trust)成員 Keith Highley 及其華裔妻子
Suzie Chang-Highley（張念蘇）等人的注意，原先他們是來瞭解臺灣使用流刺網
的情形，遂轉往澎湖沙港查看，且拍攝「捕捉宰殺海豚」影片，並交付全美電
視網播映，引起國際輿論譁然。臺灣政府遭此壓力後，同年 8 月，《野生動物
保育法》增列「鯨目」，將所有鯨魚和海豚納入保育類，使得沙港漁民圍捕鯨
豚傳統漁法，強制走入歷史。
因為沙港海豚已經不能宰殺和販賣，但仍有十二隻偽虎鯨及十多隻南方瓶鼻海
豚被沙港漁民圍困在港內轉為為鯨豚餵食的觀光收益，Keith Highley 及其華裔
妻子 Suzie Chang-Highley（張念蘇）、獸醫 Scott Amsel 因此還留在沙港半年之久
持續照顧這些鯨豚的健康。被圍困在沙港的鯨豚，此後相繼死亡，直至 1996 年
12 月最後一隻南方瓶鼻海豚逃離後，沙港再也沒有出現任何鯨豚。
因為澎湖「沙港事件」，1991 年農委會林業處開始投入鯨豚研究經費，促使海
洋大學陳哲聰老師、中山大學莫顯蕎老師及碩士生姚秋如、臺灣大學周蓮香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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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等，以澎湖及本島二十多座漁村為探訪基礎，開啟臺灣鯨豚的初步研究；其
中中山大學莫顯蕎老師將魚類聲學運用至鯨豚，啟發對大型鯨魚研究投入的年
輕學子，包括余欣怡（大翅鯨）和邱百合（布氏鯨）。
民間的躍動
1994 年 6 月，由漁夫廖鴻基召集船長潘進龍、助理楊世主、船長林國正，及二
位碩士研究生王緒昂、陳勁曄等組成「尋鯨小組」，以老漁船「漁津六號」進
行二年「花蓮沿岸海域鯨類生態研究計劃」的調查工作；8 月，於花蓮海域首
次記錄到 6 隻虎鯨，新聞報導轟動全臺。1996 年 11 月，由周蓮香老師協調在臺
灣大學成立「中華鯨豚擱淺處理組織網」，成員來自四方各界，並在農委會林
業處保育科（後改制為林務局保育組）長期計畫的支持下，大幅增加臺灣的鯨
豚標本製作、科學研究與推廣保育人才。
1997 年 6 月，「尋鯨小組」發表臺灣首部鯨豚紀錄影片《發現臺灣鯨靈》，主
持人廖鴻基出版賞鯨紀錄報告《鯨生鯨世》。7 月，臺灣第一艘賞鯨船「海鯨
號 」花蓮石梯港啟航（船長林國正），揭開臺灣賞鯨產業序幕。
1998 年 10 月，臺灣大學周蓮香老師與鯨豚保育人士共同成立「中華鯨豚協
會」，是亞太地區第一個民間鯨豚保育協會，成員包括成功大學王建平老師、
獸醫師陳德勤、獸醫師祁偉廉、獸醫系學生錢興華、獸醫系學生楊瑋誠、動物
系研究生葉建成、李明華（日後長期任秘書長）及攝影家林文吉等，其中研究
生葉建成長期出海調查並記錄拍照，留下許多珍貴且經典的鯨豚照片，是臺灣
鯨豚平面攝影的先驅。
神秘鯨豚現⾝及阿通伯救援
2000 年 3 月，一頭雄大翅鯨在蘭嶼八代灣停留三天，牠不僅躍身擊浪，也被碩
士研究生余欣怡，以水下麥克風錄下臺灣首筆大翅鯨吟唱的歌聲。9 月 8 日，
臺灣成功野放亞洲首例擱淺救護海豚「阿通伯」（花紋海豚），牠在陸上生活
整整 64 天，最後帶著國人的祝福，由基隆出海繫放，並在 12 天後於沖繩島附
近海域再度被目擊。
2002 年，來自香港鯨豚研究經費的贊助，負責人楊世主女士和計畫 主持人加
拿大籍王愈超博士等人，組成「福爾摩沙鯨保育研究小組」，進行為期兩年的
臺灣西岸鯨豚調查，發現臺灣西海岸棲息約 100~200 隻左右的國際保育類「中
華白海豚」，為臺灣首筆正式的觀察記錄。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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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年 1 月，一隻死亡擱淺的「江豚（露脊鼠海豚）」在南竿津沙海域被發
現，隨即由加拿大籍王愈超博士、楊世主女士展開一年多的初步調查，並在
2004 至 2008 年由姚秋如博士接續研究，才逐漸揭露神秘江豚的生態習性，證實
東北季風期間洄游至馬祖海域的江豚，主要是為了繁殖育幼，同時也確立馬祖
為北方型和南方型江豚的地理分布交會處。
公民的綠⾊⼒量及⽩海豚
2008 年 6 月，「國光石化開發案」建廠選址彰化縣大城鄉沿岸，並計畫填海造
陸 4000 公頃。「國光石化」位於濁水溪北岸，與南岸的六輕相對，空氣污染物
將交互影響、填海造陸將影響中華白海豚與海岸變遷，加上石化業是集合高排
碳、高耗能、高耗水的高污染產業，引起舉國輿論，其中「中華白海豚」的保
育議題更是席捲全臺，成為家喻戶曉的明星動物。中華白海豚成功喚起全民各
界保育的有力號召，連番再提出空汙、經濟成本、國土規劃等重大議題辯證，
徹底讓「國光石化開發案」在 2011 年 4 月 22 日，由當時總統馬英九親自宣布
不支持國光石化案在彰化縣繼續進行而畫下終止。
此後中華白海豚的保育，也成為日後臺灣海岸環境開發的核心評估，更進入各
級學校的社會和生物課程。歷經國光石化紛爭，林務局期間多年與各部會、漁
會、環團進行斡旋調解 ，在 2014 年 4 月公告「中華白海豚野生動物重要棲息
環境之類別及範圍」。迄今，目前仍有部分單位對該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之
劃設邊界有疑義，因此至今尚未正式公告。但對於保育白海豚及鄰近棲地的海
岸開發，已經形成一道保育之牆。
擱淺鯨豚的貢獻及當代危機
2013 年開始，楊瑋誠老師和他的學生們，透過擱淺死亡鯨豚的 DNA 樣本，比
對很多動物的肌紅蛋白胺基酸序列之後，找出鯨豚類獨特的序列，當樣本中帶
有這特 殊序列，會和試紙上的抗體結合後呈色，整個過程只需十分鐘就會顯示
結果，讓稽查非法鯨豚肉販賣的行動變得便利。
2015 年 10 月 15 日，在嘉義東石近岸，一隻雄性抹香鯨在水深不到 4 公尺的淺
水海域臨界擱淺的掙扎，四天後被再度發現擱淺死亡在鄰近的無人沙洲。王建
平老師解剖後發現，致死原因除了大寶尾背部被重物撞擊所造成的嚴重瘀血舊
傷外，胃部更是充斥一大團塑膠袋、塑膠漁具浮球、漁網等，導致胃部膨脹無
法進食，脂肪層僅有五公分厚度，是正常的 1/3 或 1/4。根據國際研究指出，約
有 56%的鯨豚會吃到海洋中的塑膠垃圾，而且其中以瓶鼻海豚和大型鯨類的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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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道中最容易發現垃圾異物。大寶的死亡啟示錄，凸顯當代海洋廢棄物的問
題，及存在已久之違法流刺網對鯨豚的危害。
從 2016 年開始，臺灣政府計劃未來二十年內，在西部海岸將建置約 1000 支離
岸風機，在海岸土地有限、風力資源充足的臺灣，成為政府重要的綠色能源政
策。離岸風機場址緊鄰中華白海豚、江豚及南方型瓶鼻海豚的核心棲地，未來
水下施工，將長期產生巨大的噪音，勢必直接造成海豚的聽力損傷，甚至導致
行為異常而傷亡。「中華白海豚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之類別及範圍」雖然遲
未公告，但環評仍有共識站在保育中華白海豚的基礎上進行對話，然而這也將
是臺灣人民兩難的考驗，抉擇人類、環境及海豚之間的平衡點。

2015 年嘉義東石擱淺抹香鯨

2018 年臺灣白海豚僅存 60 多隻瀕臨滅絕

⼤翅鯨的回歸
回首 1913 至 1981 年的臺灣捕鯨時代，以記錄來看，捕獲的鯨種以「大翅鯨」
為主，佔約 90%。日據時期捕鯨人回憶當年每逢春季東南海岸的洋流黑潮，約
有六十多對大翅鯨母子對洄游而過，那是一個大翅鯨的黑暗時代，捕獵讓大翅
鯨代代來自母鯨引領的記憶之路染了腥紅，斷了千百年立下的平安路。
所幸，2000 年一隻雄性大翅鯨在蘭嶼現蹤，且停留三天；2003 年，一對母子鯨
在 花蓮海域短暫現身洄游而過；2016 年，花東海域的賞鯨船在二月、三月和
四月，都相繼傳來目擊大翅鯨的消息，二月於七星潭發現兩頭北游雄鯨，三四
月則分別在石梯及三仙台發現兩雙母子對（不確認是同一對），另研究和保育
人員驚喜不已。尤其四月 18 日在三仙台出現的大翅鯨媽媽和寶寶，離岸非常
近、陸觀即可目擊，當時在船上觀察的博士生余欣怡表示，幼鯨活潑地側翻展
示胸鰭、躍身擊浪，是繼她紀錄 2000 年蘭嶼唱歌又跳躍的大翅鯨之後，再度親
眼目睹表現許多展示行為的大翅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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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四月和 2018 年三至四月，花蓮海域陸續都有多對大翅鯨母子對、獨隻雄
鯨現蹤，甚至是罕見的布氏鯨母子對，及非常神秘稀有的「角島鯨」陸續現
蹤。這些近年迴游花東海域的鯨魚母子對都被目擊有側翻展示胸鰭、躍身擊浪
的行為，展現幼鯨的健康狀態和母鯨對環境的放心。
曾幾何時，百年前的臺灣一年曾經有六十幾頭大翅鯨洄游現身的盛況，近年大
翅鯨春季洄游而過的目擊率與活潑的行為展示，是否表示著臺灣海域大翅鯨族
群的復甦呢？也是否表示臺灣海域鯨豚棲息活動的環境已然有大幅的改善，讓
牠們能循著遠古洄游記憶的召喚基因再度重溯先祖的生命之路。
此外，曾經被澎湖大量圍捕的南方瓶鼻海豚，1996 年底最後一隻逃離沙港後，
其族群便極鮮少現身澎湖，但近年族群被陸續目擊。沙港曾是海豚喜歡造訪的
地方，曾幾何時遂也成為海豚的惡夢煉獄，二十年後在保育觀念成長下，澎湖
和沙港蛻變了嗎？已是展開友善環境等待海豚重返的海灣？
給下⼀世代的美好海洋
目前，我們其實無法回答這個假設；然而，近年在某些約定的季節，欣見這些
海洋美麗生物活潑地依序現身在臺灣四周沿海，這並不是偶然。百年的臺灣鯨
豚牽連過往，當代臺灣是否能提供友善大翅鯨、南方瓶鼻海豚及其他鯨豚族群
友善的棲地環境讓牠們生生不息，我們在雖不長但也不算短的三十年鯨豚保育
努力中，隱約可以感覺到希望光芒在灰厚的雲層後等待穿透。

2017 年洄游臺灣花東的大翅鯨母子對（金磊 攝）

2018 年出沒澎湖水道的南方瓶鼻海豚

7

- 13 -

1073681_C

⼆、計畫⽬標
（一）全程目標

1. 以廣播級 Full HD 高畫質設備錄製鯨豚保育史紀錄片一部，利用高解析度的
成熟技術，紀錄臺灣多元獨特的濱海地理人文風貌、保育故事，並輔以展現臺
灣海洋生物的繽紛生命力，增進民眾保育意識。
2. 製作英文版、巡迴映後推廣、報名國內外相關影展，宣傳臺灣鯨豚保育經驗
及努力過程。
（二）本年度（107）目標

1. 完成拍攝工作計畫書之撰稿、校對及審查。
2. 進行空中及水下拍攝工作。
執⾏⽉份

階段

107 年度
03~07 ⽉

企劃

107 年度
08~10 ⽉

前製期
Ⅰ

107 年度
11~12 ⽉

前製期
II

108 年度
01~02 ⽉

前製期
III

108 年度
03~07 ⽉

前製期
IV

108 年度
08~09 ⽉

後製期
Ⅰ

108 年度
10~12 ⽉

後製期
II

109 年度
1~12 ⽉

宣傳期

⼯作內容

企畫撰寫
計畫提送（7/20）
修正拍攝⼯作計畫書
出機拍攝
期初審查（10/22）
修正期初審查意⾒
出機拍攝
確認拍攝⼯作計畫書
修正腳本內容
出機拍攝
交付107年度結束報告（1/18）
提交108年度拍攝計畫書
出機拍攝
確認腳本內容
提出光碟包裝設計（含⼿冊）
期中審查（7/31前）
修正期中審查意⾒
動畫設計
確認光碟包裝設計（含⼿冊）
期末審查（9/15前）
修正期末審查意⾒
完成配樂、混⾳輸出⾳樂⼯作
提交英⽂版翻譯審查
完成中⽂、英⽂版旁⽩配⾳、影⽚調光、完成帶輸出
驗收（11/30前）
交付結案報告（12/10前）
安排映後座談分享
參展國內外相關影展
電視頻道排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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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執⾏成果
107 年度拍攝計畫 攝影班表
日期

地點

拍攝內容

補充

2018/8/2

臺東成功

空拍花紋海豚、熱帶斑海豚；訪問陳
永川船長

晉領號

2018/8/21

花蓮石梯

飛旋海豚

海鯨號

2018/8/22

臺東成功

花紋海豚

晉領號

2018/9/13

臺東成功

水下瓶鼻海豚

晉領號

2018/9/21

花蓮石梯

弗氏海豚

海鯨號

2018/10/28

臺中市

姚秋如團隊解剖擱淺死亡中華白海豚

科博館

2018/11/10-15 日本和歌山太
地

捕鯨豚傳統產業、瓶鼻海豚、瓜頭
鯨、花紋海豚；訪問余欣怡

2018/12/11

臺北市

鯨豚觀察員制度公聽會

2018/12/20

臺北市

訪問林文吉臺灣捕鯨史影像資料

2019/1/8

高雄中山大學

訪問莫顯蕎 1991-1993 年澎湖沙港鯨
豚早期研究

2019/1/16-23

日本沖繩座間
味島

大翅鯨

立法院

備註：107 年度成果影片檔案請見光碟。

四、檢討與建議
（一）臺灣 1913~1942 年日據時代捕鯨相關資料文章並不少，但多流於互相參
考引據，實質引用價值不高，外加年代久遠，當初參與捕鯨的人事物都已不復
存在，只保存一些照片勉強可引用；所幸，高遠文化事業有限公司於 2005 年有
攝製《臺灣捕鯨史》8 分鐘短片，內容記錄訪問已故專研的專家及已故捕鯨耆
老實為珍貴。因此，文字的記敘固然重要，但影音的紀錄也很重要，建議其他
生物或棲地保育的故事，可以及早規劃數位典藏以進行臺灣生態保育重要人事
物的記錄保存，留給後代除了美好環境之外，還有可緬懷的人文精神意志。
（二）因為本計畫通過的比較晚，在 11 月東北季風完全襲擊前，海上可作業時
間已近尾聲，因此未完成進度之水下拍攝作業延至下一年度計畫繼續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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