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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次
【圖 2-1】

1980 年代即開園的野柳海洋世界，是台灣第一個表演性質的水族館（左圖，1980 年 12 月
29 日民生報第五版）
，其動物來源主要為澎湖沙港的野生捕捉族群（右圖，1989 年 4 月 18
日聯合報第七版）
。

【圖 3-1】

為遠雄海洋公園【與海獅拍照】項目。海獅不斷重複同樣的動作、被迫與人類近距離接觸，
對動物是很大的緊迫。

【圖 3-2】

為遠雄海洋公洋「海牛餵食秀」
。這隻海牛孤獨養在單調的水缸裡，完全沒有與其他同類動
物互動的機會，永無止盡的「表演」生涯，只能等待死亡劃上終點。

【圖 4-1】

2013 年 9 月 2 日的太地町海灣，展演業者正在挑選「中意」的海豚。（圖片來源：
DolphinProject.org）

【圖 4-2】

展演業者和當地漁民正合力將挑中的海豚拖運至留置區。（圖片來源：DolphinProject.org）

【圖 4-3】

海豚看似上揚的嘴角，被不當比擬成「微笑」
。商業表演進一步強化這樣的曲解或誤解！

【圖 4-4】

圈養鯨豚的環境不僅過小，更無環境豐富化可言。相較於野外多樣的環境，池子裡乏善可
陳，只能用光禿、無趣形容。

【圖 4-5】

圖左為野柳海洋世界的俯視圖，編號 1～7 為海豚池；虛線區域則為飼養海獅的籠舍。圖右
即為編號 6 的方形池，圈養 3 隻海豚。

【圖 4-6】

從左圖可略窺海獅圈養環境，與背景海面相隔不遠，卻是咫尺天涯。透過右圖柵欄可見海
獅不斷探頭的景象。

【圖 4-7】

遠雄海洋公園海豚飼養池之分布、用途、面積與最深水深。

【圖 4-8】

左圖為圈養海豹與海獅之水池；右圖為圈養海牛之水缸，目前僅剩 1 隻。

【圖 4-9】

野柳海洋世界內長吻真海豚的解說看板。短短數語帶過海豚的一生。

【圖 4-10】 2002 年海生館首批引進的兩隻白鯨中，一隻名為 Iva（依娃）的白鯨因為運輸緊迫而死亡，
館方將其製為標本展示（左圖）
。除了運輸的緊迫，海生館圈養白鯨之水缸環境枯燥乏味、
毫無豐富化，對白鯨也是緩慢漸增的長期隱形壓力（右圖）。
【圖 4-11】 鯨豚一旦離開了原生族群和棲地，日常的行為動作，即因沒有「表述」對象而意義盡失。
【圖 4-12】 圈養海豚的命運，就是不斷地失去。先是失去家人夥伴，接著失去自由，然後逐漸喪失自
然行為以及健康，最終失去生命。
【圖 4-13】 荒謬的「海洋酒吧」橋段（左二圖），以及騎乘海豚、近距離接觸（右二圖）都在向遊客、
兒童灌輸錯誤的動物對待觀念！
【圖 4-14】 頂球、搖呼拉圈等雜耍橋段純粹為娛樂性質。
【圖 4-15】 傷害動物，也傷害工作人員的表演活動，究竟是誰從中獲利？
【圖 4-16】 一旦被捕捉、圈養，動物幾乎不可能再回到原生棲地。水池與海洋間看似一帶之隔，卻是
世界上最遙遠的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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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早在 1973 年（民國 62 年）就曾有業者從馬尼拉引進兩隻經訓練的海豚，在台北、高雄等地巡迴
表演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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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台灣圈養海洋哺乳類動物商業表演的濫觴，至今已超過三十年。
期間社會大眾對於海洋哺乳動物保育和動物福利的認知逐漸增進，且從 1997 年東海岸開始發展賞
鯨生態旅遊後，野外鯨豚悠游自在的美麗身影，與遭受禁錮、受制於人類的鯨豚形成強烈對比，無數
民眾開始省思，圈養擁有高度心智能力的鯨豚，其目的與必要性是否合理？
台灣動物社會研究會與黑潮海洋文教基金會共同完成《台灣海洋哺乳動物圈養表演調查》報告，
檢視目前國內公私立機構圈養海洋哺乳動物作為「表演或展示用途」之現況，包括鯨豚、海獅、海豹、
海牛等。希望藉此讓大眾瞭解圈養海洋哺乳動物，對於野生族群及個體生命品質的傷害，以及宣稱從
商業性、娛樂性的動物表演可獲得教育啟發，或達到保育目的之荒謬性，並嘗試探討現行圈養鯨豚是
否有野放或其他安養收容的可能性。
本報告調查、批判對象為國內圈養海洋哺乳動物做為「商業表演或展示」的機構，共有：
一、 野柳海洋世界；
二、 財團法人遠雄海洋動物園（簡稱：遠雄海洋公園）；
三、 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簡稱：海生館）；以及
四、 頑皮世界野生動物園。 2
不包含其他「為救援擱淺鯨豚所需」而設置的收容中心。

【小檔案】海洋哺乳類動物
具有下列特徵：胎生、哺乳幼兒、恆溫以及用肺呼吸。在眾多哺乳動物中，這群在水中活動自如，
甚至終生棲居水中者，科學家稱之為海洋哺乳動物（marine mammal）。
現存海洋哺乳動物的物種分屬三個目（order）
：
一是食肉目（Carnivora）
：含鰭腳類（pinnipeds）中的海豹（seals）
、海獅（sea lions）與海象（walruses）
，
另外海獺（sea otter）與北極熊（polar bear）也被納入此目；
二為鯨目（Cetacea）：包括鯨（whales）
、海豚（dolphins）和鼠海豚（porpoises）；
三為海牛目（Sirenia）：包括海牛（manatees）和儒艮（dugongs）
。
棲息台灣海域的海洋哺乳動物中，除了鯨豚（鯨目）和早期記錄的儒艮（海牛目）外，並無食肉目
動物。在台灣沿近海域出現的海洋哺乳動物只有鯨目中 31 種鯨豚 3，於此名單之外的海洋哺乳動物，都
不是台灣沿近海原生物種。目前台灣水族館中圈養的海洋哺乳動物，除了野柳海洋世界有早年在澎湖海
域捕捉的瓶鼻海豚外，其餘鯨豚皆為國外進口。

1

〈西德海豚明星 今自菲島來台〉，1973 年 2 月 2 日，聯合報第 6 版。
回應國內外動保趨勢，台南頑皮世界野生動物園於去（2014）年底公告，園內動物表演將於今（2015）年 3 月之後全面
停止，結束二十年的動物表演節目；但目前園內仍圈養、展示「一隻」海獅。參見該園網頁:
http://www.wanpi.com.tw/news.php?i=87 網頁瀏覽時間: 2015/3/11
3
參見中華鯨豚協會網站。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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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台灣海洋哺乳動物圈養簡史
台灣澎湖沙港附近海域由於地形關係，每年冬季均有大批瓶鼻海豚靠岸活動，漁民常以驅趕方式
將海豚趕入港內圍捕。自從海豚表演蔚為風潮後，1970～1990 年 8 月台灣尚未將鯨豚列入保育類期間，
包括香港海洋公園 4、野柳海洋世界 5及其他東南亞國家 6的遊樂區，均曾向沙港漁民購買活海豚，施
以訓練後供作表演用。
當時漁民也曾將海豚飼養在沙港港內供民眾參觀、餵食，但因為港區水質汙染及海豚營養不良導
致死亡，引發善心民眾買海豚放生，或組成海豚之友協會要求漁民釋放海豚。由於不當圈養，再加上
捕捉、屠宰海豚過程殘忍，引發國內外動保團體抗議，進而促使農委會在 1990 年 8 月依野保法將所有
鯨豚族群公告為保育類野生動物。
目前台灣所圈養的海哺動物，來源幾乎都是野外捕捉，少部分購買自其他水族館或交換，少數為
自行繁殖。以野柳海洋世界為例，該園從 1981 年起引進海洋哺乳動物圈養及表演，是台灣第一個表演
性質的水族館，海豚主要來自澎湖沙港。

【圖 2-1】1980 年代即開園的野柳海洋世界，是台灣第一個表演性質的水族館（左圖，1980 年 12 月 29 日民生
報第五版），其動物來源主要為澎湖沙港的野生捕捉族群（右圖，1989 年 4 月 18 日聯合報第七版）
。

1980 年至 1990 年 8 月海豚尚未被列入保育類禁止捕捉期間，該公司至少五度向澎湖漁民購買海豚
用供訓練表演，前後買下的海豚超過 60 隻。1985 年更因為購買海豚過多，訓練池空間不夠，野放 4
隻元老級海豚。野柳海洋世界經理錢建龍曾於 2007 年公開表示，海洋世界是全球唯一擁有、且數量最
多台灣澎湖瓶鼻海豚的表演館。當年園區共有瓶鼻海豚 9 隻、偽虎鯨 1 隻及加州海獅 7 隻；但偽虎鯨
與加州海獅及南美海獅來源皆不明。2010 年 12 月 10 日，野柳海洋世界又以財團法人私立海洋動物園

4

〈十二條瓶鼻海豚 月中渡海香港〉，1980 年 3 月 3 日，民生報第 11 版。
〈海洋公司收購四十隻海豚 暫置金龍頭海域留待訓練〉，1981 年 1 月 21 日，民生報第 3 版。〈澎湖捕獲一批海豚 海洋
公司買了卅頭〉，1984 年 2 月 14 日，民生報第 3 版。
6
〈澎湖海豚 身價高漲〉，1981 年 7 月 30 日，民生報第 3 版。
6
5

教育基金會名義，從印尼輸入 4 隻瓶鼻海豚，並將 1 隻偽虎鯨輸出到印尼 7。
屏東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則是從 2000 年開館後，於 2002 年從俄羅斯引進 6 隻白鯨，因為運送過
程緊迫，到達台灣旋即死亡 2 隻，2009 年又 1 隻死亡；隨後於 2006 年再次進口 4 隻，但陸續於 2008
年死亡 1 隻、2009 年死亡 2 隻。在長期缺乏預防醫學和動物行為研究的投入下，於 2014 年再死 1 隻，
目前殘存 3 隻。
至於遠雄海洋公園，園內海豚均為日本太地町獵捕的野生海豚，太地町為紀錄片《血色海灣》
（The
Cove）中，常年以驅趕法大量圍捕並獵殺海豚的地方。自 2002 年開館後，園方分別在 2002、2004、
2005 年三度從日本太地町進口海豚，前後共購買了 15 隻瓶鼻海豚、2 隻瑞氏海豚，並多次嘗試自行繁
殖，但所繁殖的幼體最長存活期僅一個月，旋即夭折；其後又有 8 隻瓶鼻海豚、1 隻瑞氏海豚先後死亡，
目前園區剩下 7 隻瓶鼻海豚、1 隻瑞氏海豚。
此外，在 2000 年到 2005 年間，園方又分別進口了 14 隻加州海獅，同樣進行人工繁殖，生出 4 隻
海獅，園內最小海獅出生於 2010 年，現齡 5 歲。2014 年，園方將 3 隻海獅轉贈給中國珠海長隆海洋王
國，做為「交流」之用，園內現存海獅數量為 14 隻 8。2004 年 5 月館方再從西非象牙海岸引進 3 頭海
牛（2 公 1 母），其中母海牛及 1 頭公海牛分別於 2004 年及 2010 年死亡，目前僅餘 1 頭公海牛。
2012 年 7 月，遠雄海洋公園向農委會提出進口海豚申請，預計從日本太地再進口 8 隻瓶鼻海豚及
5 隻太平洋白邊海豚（Lagenorhynchus obliquidens）。案經林務局組成專家小組審查，以該機構 10 年內
海豚死亡 10 隻，顯示飼養環境與照護能力不足，以及教育計畫簡略無法彰顯教育功能為由，駁回申請 9。

7

行政院農委會林務局 102 年 8 月 12 日林保字第 1021700848 號。
遠雄海洋公園海獅轉贈中國珠海長隆海洋王國之紀錄，因海獅非保育類動物故地方主管機關並無報備資料。此係本報告
訪談該園現職工作人員後所記。
9
行政院農委會 101 年 7 月 18 日農授林務字第 1011700773 號。
7
8

三、台灣圈養海洋哺乳動物表演、展示現況
（一）現有人工圈養海洋哺乳動物種類、數量
根據 2013 年 8 月農委會林務局提供「國內各單位或公私立機構飼養、繁殖、輸出入海洋哺乳類動
物相關資訊」顯示，台灣目前圈養海洋哺乳動物的機構共有四處，包括：野柳海洋世界、遠雄海洋公
園、屏東海生館、頑皮世界動物園；圈養物種及數量為：南美海獅 4 隻、加州海獅 18 隻、港灣海豹 4
隻、西非海牛 1 隻、瓶鼻海豚 18 隻、白鯨 3 隻、瑞氏海豚 1 隻，共計 49 隻。
除頑皮世界動物園飼養南美海獅 1 隻外，其他機構均飼養 2 種以上的海洋哺乳動物，其中又以遠
雄海洋公園飼養 25 隻最多，野柳海洋世界飼養 18 隻次之，屏東海生館 5 隻排名第三（見表 3-1）。
【表 3-1】台灣圈養海洋哺乳動物之機構、動物種類、來源及數量
機構

動物種類

來源

買進/輸入
數量

轉讓/輸出
數量

自行繁殖

死亡數量

現存數量

合
計

頑皮世界
野生動物園

南美海獅

不明

4

0

0

3

1

1

無紀錄

無紀錄

無紀錄

無紀錄

7

4

無紀錄

無紀錄

無紀錄

4

無紀錄
無紀錄
無紀錄

1
無紀錄
無紀錄

無紀錄
無紀錄
無紀錄

無紀錄
無紀錄
無紀錄

0
4
3

10

0

0

7

3

2

0

0

0

2

15

0

1

9

7

2

0

0

1

1

3

0

0

2

1

印太洋
瓶鼻海豚
野柳海洋世
界

印太洋
瓶鼻海豚
擬虎鯨
加州海獅
南美海獅

國立海洋生
物
博物館

白鯨
港灣海豹
瓶鼻海豚
瑞氏海豚

財團法人私
立
遠雄海洋動
物園

西非海牛

加州海獅

港灣海豹

野外捕捉（台
灣澎湖）
、自行
繁殖
國外交換（印
尼人工繁殖個
體）
不明
不明
不明
野外捕捉（俄
羅斯）
不明
野外捕捉（日
本太地）
野外捕捉（日
本太地）
野外捕捉（西
非象牙海岸）
日本及美國水
族館人工繁殖
個體、園內繁
殖 10
日本水族館人
工繁殖個體

18

5

25
14

3

4

1

14

8

0

0

6

2

資料來源：
102 年 8 月 12 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林保字第 1021700848 號函、遠雄海洋公園園區解說資料、Elsa Nature Conservancy,
Japan 及本行動調查田野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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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內繁殖的海獅共 4 隻，其中 3 隻是由名為 Lulu 的母海獅和名為大雄的公海獅所生。
8

【表 3-2】台灣圈養海洋哺乳動物 物種簡介

印太洋瓶鼻海豚

瓶鼻海豚

學名：Tursiops aduncus

學名：Tursiops truncatus

俗名：Indo-Pacific bottlenose dolphin

俗名：Common bottlenose dolphin

分布：廣泛分布在印度洋及太平洋的溫熱帶水域，在台灣主要

分布：大西洋、太平洋及其鄰近的溫熱帶海域都可見到，

分布於西南海域、澎湖及墾丁。

在台灣主要分布於東海岸、北部與澎湖水域。

簡介：

簡介：

體長約 2.6 公尺，重量約達 230 公斤。野生海豚壽命可達 40

體長約 2.5～3.8 公尺，體重可達 150～200 公斤。有些雌

年。相關研究仍相當缺乏，世界自然保育聯盟（IUCN）保育

性可活到 60 歲，雄性可達 50 歲。通常會組成 2 至 15 隻

紅皮書中列為資料不足（Data Deficiency, DD）
。

的族群，甚至可達數百隻以上。主要天敵為鯊魚。野外族
群受到直接捕捉、漁業誤捕及汙染累積等影響。

瑞氏海豚（花紋海豚）

白鯨

學名：Grampus griseus

學名：Delphinapterus leucas

俗名：Risso's dolphin

俗名：Beluga

分布：廣泛分布於全球水域，由溫帶跨至熱帶，深洋至大陸棚， 分 布 ： 棲 息 於 北 半 球 高 緯 度 地 區 ， 範 圍 從 格 陵 蘭 島
在台灣則常見於東海岸。

（Greenland）西岸往西至冷岸群島（Svalbard）。

簡介：

簡介：

成體體長約 2.4～2.7 公尺，野外記錄可活到近 35 歲。牠們是

雄性體長可達 4～5.5 公尺，體重 907～1,361 公斤，雌性

群居型的動物，通常 10～20 隻組成小群。漁業誤捕、體內汙

略小。白鯨是群居性的動物，通常 2～15 隻成群行動，母

染物累積為其主要威脅。

子之間的關係相當緊密。虎鯨與北極熊會獵食白鯨，尤其
是幼鯨。估計壽命可達 35 年。由於過度捕捉，某些地方
已經見不到牠們的蹤跡。庫克島（Cook Inlet）的白鯨族
群 已 被 IUCN 保 育 紅 皮 書 列 為 極 度 瀕 危 （ Critically
Endangered, CR）等級。除了遭到獵捕之外，海洋汙染物
（拍攝：金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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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白鯨也造成很大的影響，比如導致幼鯨畸形。

加州海獅

南美海獅

學名：Zalophus californianus

學名：Otaria bryonia

俗名：California sea lion

俗名：South American sea lion

分布：從加拿大溫哥華島、英屬哥倫比亞至墨西哥下加利福尼

分布：南美洲沿岸及離岸島嶼可見。

亞州（Baja California）的南端都可見到。

簡介：

簡介：

成年雄性可長至 2.6 公尺，重達 300 公斤，雌性則略小。

雄性體重可達 454 公斤，身長 2.1 公尺；雌性則可達 110 公斤， 最長壽命約為 20 年。主要天敵為虎鯨和大白鯊。漁民為
體長 1.8 公尺。牠們是相當社會性的動物，在陸地上常會成群

防止漁獲被吃及網子遭破壞而射殺牠們，此外也常發生漁

聚在一起，在海上則會聚攏漂浮。主要天敵為虎鯨和大白鯊。 業誤捕情形。環境中的有毒化學物質與重金屬汙染也是威
雖然族群穩定成長，仍面臨非法獵捕和漁業誤捕等威脅。

脅之一。

港灣海豹

西非海牛

學名：Phoca vitulina

學名：Trichechus senegalensis

俗名：Harbor seal

俗名：West African manatee

分布：分布範圍相當廣，北大西洋與北太平洋兩側的溫帶、亞

分布：從塞內加爾（Senegal）至加彭（Gabon）和安哥拉

極圈和極圈地帶沿海都可見到。

（Angola）等西非地區的河流、河口與沿海地帶都可見到。

簡介：

簡介：

港灣海豹是常見於歐洲北部水域的海豹之一。成年雄性體長可

西非海牛是海牛目動物中最鮮為人知的，與儒艮同為現存

達 1.9 公尺，體重約 70～150 公斤，雌性則略小。雄性壽命平

海洋哺乳動物中唯二的草食者。體長可達 3～4 公尺，重

均約 20 歲，雌性則為 25～30 歲。每隻海豹皮毛上的斑點都不

達 500 公斤。其野生族群的主要威脅是人類捕殺（為取其

同，可以做為辨識個體的依據。通常會在水深 200 公尺以內覓

肉、皮、骨及油脂）
、漁業誤捕以及棲地消失。

食，但有時會深潛 500 公尺達 25 分鐘之久。人類的捕獵、漁
業誤捕，以及船舶傷害為其主要威脅。
（物種資訊主要參考網站：The MarineBio Conservation Society、Wildscreen Arkive、IUCN Red List 及「動物世界」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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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現有海洋哺乳動物表演、展示現況
現有圈養海洋哺乳動物的機構中，曾推出售票表演節目或活動者，包含野柳海洋世界（海豚、海
獅表演及親吻遊客拍照）
，海生館（白鯨表演）及遠雄海洋公園（海豚劇場、海獅劇場、海豹親吻遊客
拍照）。除海生館的白鯨表演已停止外，野柳海洋世界及遠雄海洋公園至今仍維持著動物表演。

1、野柳海洋世界
（1）簡史
野柳海洋世界在 1981 年 8 月底正式營運，根據報載，當時便有 10 隻海豚演出的紀錄

11

。營運之

前，業者將購自澎湖沙港的 4 隻海豚「肥肥、冬冬、安安、夢娜」送到香港接受表演訓練；後又聘請
紐籍訓練師艾波（Rod Albe）來台訓練。自 1982 年開始，10 隻海豚便有鞠躬、握手、親親、繞小圈、
滑浪、跨欄、高空舐球、唱歌、拍尾巴等表演，而後更有飛躍救生艇、上岸、帶樂器唱歌、頂球行走
等「進階」訓練表演節目 12。
1982 年該公司因投資興建經費高於預算，一度週轉不靈停業 10 天，10 隻海豚亦遭法院公開拍
13

賣 。後經投資者換人，1982 年 6 月底復業，海豚表演時間改為每日 3 場，且又增加海豚水中救人、
打保齡球、花式空中跳水、登陸搶灘、頂球前進後退等表演動作 14。

（2） 現況
A. 表演時間與場次
野柳海洋公園動物表演秀，每場表演時間為 1 小時，表演內容大致相同。節目流程如下：海獅表
演 20 分鐘、白俄羅斯藝人表演高空跳水及爆笑劇場 20 分鐘、海豚表演 20 分鐘。周一到周五，每日 3
場，2014 年底以前每周六、日加演一場，每日 4 場，此後才調整為與平日相同（表 3-3）。
上午第一場與第二場間隔 2 小時，第 2 場與第 3 場間隔 1 小時，若周六日加場時則僅休息 30 分鐘，
場次非常密集；配合演出的海獅、海豚在短短 30 分鐘到 2 小時間，就要重複表演相同內容。依園方公
告的表演時間計算，海獅、海豚每週表演分別為 23 場，一年總表演場次就達 1,196 場（每周 23 場*52
周），總計從 1981 年開園至 2014 年底，這些動物的總表演場次高達 40,664 場（1,196*34）。

11

〈海豚表演館開放參觀 海洋世界遊人如織 已成娛樂休閒最佳場所〉，1981 年 8 月 30 日，經濟日報。
〈海豚表演添新姿〉，1982 年 2 月 8 日，聯合報地方版。
13
〈野柳海豚表演館 昨天起暫停營運 復業可能需時兩個月〉，1982 年 5 月 26 日，聯合報第 7 版。
14
〈海洋世界開門大吉 名星海豚捲重來 昨天正式復業增添精彩節目 強灘花式跳水 海獅也將加入表演〉，1982 年 6
月 25 日，聯合報第 7 版。
11
12

【表 3-3】野柳海洋世界動物表演時間及場次 15（資料來源：野柳海洋世界網站）
場次/ 時間

一場

二場

三場

星期一～星期五

10:30

13:30
同

15:30
上

星期六及星期日
營業時間

四場

平日
09:00-17:00
例假日 09:00-17:30

B. 表演內容
在每一場次的表演中，海豚在 20 分鐘內必須完成「承載訓練師、飛躍水面、水中舞蹈、飛躍呼拉
圈、舉尾鰭、吻部轉呼拉圈、前鰭夾球仰泳、花式空中跳水、頂球、算數學、登陸搶灘、親吻觀眾、
被撫摸、跳舞」等各式橋段；海獅則同樣必須表演 20 分鐘的「親吻訓練師、頂彩球、前鰭肢倒立行走、
喝“酒”、接圈圈」等橋段。

（3） 表演動物年齡
據該園工作人員指出，表演海豚有 8 隻，海獅 4 隻，還有一批小海豚仍在訓練中；海豚長壽、來
喜都 20 多歲了，波波 10 多歲，海獅則都是 10 多歲，每一隻動物的「退休」年齡不一定，會依個別的
健康狀況判斷。

2、遠雄海洋公園
（1）簡史
遠雄海洋公園在 2002 年開幕前，便從日本和歌山縣太地町購買了 11 隻瓶鼻海豚

16

，並讓海豚在

「太地町海豚訓練基地」接受 2 年的表演訓練，平均年齡為 6～7 歲，再過 1 年就達生育年齡 17。2003
年其中 1 隻瓶鼻海豚死亡，園方表示死亡的海豚從日本運回花蓮前就有不適現象，經解剖後，發現食
道內有 1 顆橡皮球，園方研判是在被捕獲前便於野外誤食，因此造成異物梗塞於食道而死亡 18。
2004、2005 年遠雄海洋公園陸續又從日本太地町購買海豚，前後三次共購買了 17 隻海豚。
遠雄海洋公園除了海豚、海獅每日表演外，更曾舉辦過多種近距離接觸動物的體驗活動。例如：
與海豚共游、海洋生態夏令營、海洋夜未眠、一日海豚訓練師等，每個活動特點皆強調要讓參與者能
觸摸、餵食、與海豚共游等近距離接觸動物。這些活動，不僅造成海豚極大的緊迫，更容易增加海豚
感染人類細菌、病毒的機會，且都所費不貲！
從新聞資料與園方工作人員訪談中得知，海洋公園從 2002 年開園至 2010 年 6 月間，除了海豚表

15

資料來源：野柳海洋世界網站 http://www.oceanworld.com.tw/booking.php?no=33，瀏覽時間 2015 年 3 月 11 日。
〈Numbers of Dolphins Exported from Japan (Mainly Taiji) And Countries that Bought the Dolphins (2002~2008)〉. Elsa Nature
Conservancy, Japan.
17
〈日本和歌山的瓶鼻海豚運抵花蓮 呂副總統趕往海洋公園 頒發觀光大使證給海豚人偶〉，2002 年 10 月 13 日，民生報
第 19 版。
18
〈海洋公園海豚死亡〉，2003 年 4 月 1 日，更生日報第 3 版。〈花蓮海洋公園瓶鼻海豚猝死〉，2003 年 4 月 1 日，青
年日報第 12 版。
12
16

演秀外，還曾開放遊客在「體驗池」裡觸摸海豚、與海豚共游與餵食等活動，每日限 3 場、12 人，每
次 30 分鐘，收取額外費用 2,000 元，餵食每次 300 元。此活動從開園一直到 2010 年 6 月才取消，原因
在於海豚出現異常行為，例如：不願意靠近或進入「體驗池」，及傳染疾病因而增加等。
2003 年 7 月起，暑假推出 3 天 2 夜海洋生態夏令營，小朋友可觸摸、餵食海豚、看海豚表演與海
豚共枕；2004 年 6 月又推出「海洋夜未眠」2 天 1 夜體驗營活動，讓遊客與海獅、海豚、海豹等海洋
生物近距離接觸，並加入所謂「海洋生態教學」行程，每人另外收取 5,000 元。2006 年 7 月，瑞氏海
豚首度在海洋劇場曝光，表演炸水、掃水新花招。2008 年 3 月又推出「一日海豚訓練師」
，讓遊客模仿
訓練師工作內容，與動物互動，網路報名要價 9,000 元，2014 年調價為 10,000 元，並另有「半日訓練
師」活動，費用為每人 6,000 元，每日限額四名。活動內容為：參與海豚演出、潛水活動、海豚同游共
潛、海獅後場觀摩、海洋哺乳動物生態解說。 19

（2）現況
A. 表演時間與場次
遠雄海洋公園動物表演秀從上午 9 點 45 分開始一直持續到下午 3 點 45 分，每場秀的時間約為 20
至 30 分鐘。除固定的表演時間外，園方還會三不五時增加各種體驗活動，如開放遊客在「體驗池」裡
觸摸海豚、與海豚共游與餵食，以及「半日或一日海豚訓練師」等活動。
若僅依園方公告的表演時間計算，其園內的海獅、海豚每週都分別要表演 14 場，一年總表演場次
為各 728 場（每周 14 場*52 周），總計自 2002 年開園以來，海獅、海豚分別表演的場次就達 9,464 場
（728*13）
。另外，海獅還要負責與遊客拍照，每週有 21 場，一年就高達 1,092 場（每周 21 場*52 周）；
海牛餵食秀則為每週 14 場，一年為 728 場（每周 14 場*52 周）。自開園至今，海獅每天必須跳上跳下
與遊客拍照，就高達 14,196 場，海牛餵食秀則有 9,464 場。
【表 3-4】遠雄海洋公園動物表演時間及場次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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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

時間

晃晃海獅秀

09:45~10:10

海獅拍照

10:10~11:30

海洋哺乳動物生態教室（海牛餵食秀）

11:10~11:30

海豚秀

11:50~12:20

海獅拍照

13:40~14:10

海洋哺乳動物生態教室（海牛餵食秀）

13:50~14:10

晃晃海獅秀

14:25~14:50

海獅拍照

14:50~15:20

海豚秀

15:10~15:40

資料來源：http://www.farglory-oceanpark.com.tw/index.php?site=1&page_id=1&ids=55，瀏覽時間 2014 年 7 月 3 日。
資料來源：遠雄海洋公園網站 http://www.farglory-oceanpark.com.tw/index.php?site=1&page_id=6&ids=477 ，瀏覽時間
2015 年 3 月 11 日。
13

20

（此表依據該公司網站及實地田野調查資料整理，每日演出時間及場次，仍可能視現場狀況調動。海獅表演不
定時於中午 12 點加演。）

B. 表演內容
【海豚劇場】
「海豚劇場」每日有二場表演，每場 30 分鐘，平日與假日相同。
在每天兩場表演中，海豚必須表演「飛躍、尾鰭站立、舉人直上直下、高空展示、舉尾鰭、空中
尾鰭擊球、後仰甩頭、拉繩套游、拍手、頂呼拉圈、尾鰭拍球、直線飛躍」等非自然動作。根據工作
人員透露，自從 2014 年 9 月 2 日台灣動物社會研究會與黑潮海洋文教基金會共同舉辦記者會，公開呼
籲民眾停止觀看海豚表演後，遠雄海洋公園礙於輿論壓力，已取消訓練師踩在海豚喙部舉人直上直下
的部分表演動作。
現有的 7 隻瓶鼻海豚和 1 隻瑞氏海豚中，有 4 隻瓶鼻海豚為固定演出者，另 4 隻則為預備用，平
日沒有上場表演，而是用作號稱「生態教育」節目的公開展示。
【海獅劇場】
「晃晃海獅秀」每日有二場表演，每場 20~25 分鐘，平日與假日相同。
演出內容大致為：揮鰭打招呼、露齒微笑、脖子接套環、親觀眾、觀眾指揮海獅唱歌、海獅頂球
給觀眾投籃、海獅張嘴數牙齒、海獅和觀眾握手、用尾鰭拍手、打排球、海獅用嘴頂球給人、體操、
從跳台跳入水中等。
【與海獅拍照】
「與海獅拍照」每日三場，第一場 10:10～11:30（80 分鐘），第二場 13:40～14:10（30 分鐘）
，第
三場 14:50～15:30（40 分鐘），一天共 150 分鐘，每張收費 300 元，最多可 4 人入場合拍。
此外，自 2004 年的「夜未眠夜宿」活動起，還額外提供給參與該活動的客人，早上 15 分鐘免費
與海獅拍照，是額外增加的場次。該活動每年固定 1～6 月、9～12 月每周五、六、日；暑假 7、8 月天
天開班，每梯次大約 30 人。
根據園區工作人員透露，原有的 17 隻海獅 21中負責固定表演的海獅有 7 隻，負責與民眾拍照的則
有 3 隻，一天 3 場輪替。拍照通常緊接在海獅表演後面，表演過程中，會有工作人員拿廣告牌兜售海
獅拍照劵。總計，海獅在每個場次裡，平均一分鐘接待一組客人，不論人數，每組要親 4 下，讓拍攝
人員拍下 4 張照片，以利客人挑出「最佳鏡頭」輸出照片，若過程中拍攝失敗，還得重來。
兩會調查人員觀察：每當海獅親完一組客人，訓練師就會要海獅跳下站立的石頭，躲避到訓練師
身後，或進水池游一下，等下一組客人準備就座，再讓海獅跳上石頭親吻拍照，因此海獅必須不斷重
複跳上、親吻、跳下、進入水池等行動。訓練師表示，必須讓海獅先跳下石頭，等待觀眾就座的原因，
21

2014 年遠雄海洋公園將 3 隻海獅轉贈給中國珠海長隆海洋公園，園區現僅剩 14 隻海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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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為避免海獅受到觀眾動作或身上衣物配件驚嚇，造成人或動物受傷。據悉，以前就曾發生過一位女
性觀眾戴著大耳環，將海獅嚇到不聽指令的事件。

圖 3-1 為遠雄海洋
公園【與海獅拍照】
項目。海獅不斷重
複同樣的動作、被
迫與人類近距離接
觸，對動物是很大
的緊迫。

海洋公園內放映的訓練師紀錄片《海海人生》22中，有一位訓練師「阿布」透露他的無奈。他說：
「過年前就要開始讓牠們慢慢習慣待在岸上，否則突然要牠們待那麼久，牠們會受不了」、「其實有時
候已經親到不想再親了，很累，會失控」
、
「會很無奈，但是牠們就是要表演的動物，這也沒辦法」
、
「每
一次離開水對牠們來說其實都是緊迫，我們需要透過訓練讓牠們不會緊張，雖然牠們平常睡覺的時候
都是在岸上睡的，可是牠們還是喜歡在水裡，因為牠們的皮膚離開水太久會乾。」
【海牛餵食秀】
海牛餵食秀展示，每日 2 場，總共 40 分鐘，平日與假日相同。
每場開始時有解說員解說，並播放海牛運送至台灣的紀錄片，最後才拉開布幕，讓遊客看工作人
員「餵海牛吃青菜」，並可到前方拍照。
一天之中的非展示期間，海牛展示場是關閉且拉上布幕的。也就是說，除了每天 40 分鐘的餵食秀，
海牛與餵食訓練人員有短暫互動外，其餘大部分時間都是獨自一隻在單調的水缸裡游來游去，除了訓
練人員偶爾的陪伴外，水缸中完全沒有與其他同類動物，甚至其他生物互動的機會，環境豐富化不足，
動物福利狀況極差。

（3）表演動物年齡
遠雄海洋公園目前共有 8 隻海豚，在 2002 年第一批購買的 11 隻瓶鼻海豚中，只有 4 隻仍存活；
至於其他 4 隻則分別購買於 2004 及 2005 年，仍有 3 隻存活。園方工作人員表示，目前海豚年齡約為
10～16 歲。

22

由玄奘大學學生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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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園內本來有的 17 隻海獅，除了 4 隻是園內繁殖外，其他 13 隻均來自美國和日本，於 2002 年
時和海豚一起進口，輸入時年齡不詳，估計海獅年齡最小為 2 歲，最大為 15 歲。2014 年園方轉贈 3
隻給中國珠海長隆海洋王國做為交流用，現存數量為 14 隻。
海牛則是 2004 年從西非象牙海岸進口，園方工作人員表示海牛目前約 12 歲。另外並有 2 隻港灣
海豹供展示用，未參與演出。

圖 3-2 為遠雄海洋公洋【海
牛餵食秀】
。這隻海牛孤獨
生活在單調的水缸裡，完全
沒有與其他同類動物互動
的機會，永無止盡的「表演」
生涯，只能等待死亡劃上終
點。

3、國立屏東海洋生物博物館
（1）簡史
2002 年海生館以「教育、研究」為名，從遙遠的俄羅斯進口 6 隻白鯨，其中 2 隻在抵達台灣不久
旋即死亡。在俄方、海生館及獸醫的共同解剖診斷下，推測其原因是由於運輸所造成的緊迫，使得動
物抵抗力降低，併發原有的肝臟發炎、心臟腫大衰竭而死。存活下來的 4 隻白鯨，被放入海景公司經
營的珊瑚王國館鯨豚池展示，並訓練牠們跟隨指令做出點頭、噴水、跳舞、頂球、刷牙等動作，每日
上、下午各有一場「表演」，供購票入館之民眾觀賞。
2006 年 1 月底海生館再度進口 4 隻白鯨，理由是替館內存活的 3 公 1 母白鯨「尋找另一半、娶個
老婆好過年」
。遭台灣動物社會研究會、黑潮海洋文教基金會、台灣促進和平文教基金會、國際海洋哺
乳動物保護聯盟等國內外保育團體抗議，指責海生館以「教育與研究」為名，行「馬戲表演」與「展
示」珍貴稀有海洋哺乳動物之實；要求海生館取消「白鯨生態教室」商業性、娛樂性的表演活動，海
生館才於當年取消以「教育」名義包裝的白鯨表演！

(2)現況
屏東海生館雖於 2006 年元月後取消了白鯨的表演活動，但仍以「白鯨餵食秀」的方式，讓民眾可
以進場參觀訓練師餵食白鯨的狀況。直到 2014 年 10 月 3 日第七隻白鯨「BLUE」死亡後，才全面禁止
16

開放白鯨表演場並針對人員進出做消毒管理。同時，館方在動保團體的要求下召開「國立海洋生物博
物館白鯨圈養現況檢討會議」
，承諾將歷年白鯨死亡原因、診斷紀錄、白鯨攝食紀錄、醫療照護提升計
畫…等過去從未公布的數據公開，並透過白鯨諮議平台的建立，邀請學界及動保團體共同研議和監督
現存白鯨之圈養福利改善計畫。但截至上（3）月底為止，進展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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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為何應禁止海洋哺乳動物表演與圈養？
追溯人類圈養鯨豚表演的歷史，美國馬戲團大亨費尼爾司‧泰勒‧巴納姆（Phineas Taylor
Barnum）可以說是“先鋒”。他於 1860 年購買兩隻白鯨，用火車將牠們帶回紐約，再將牠們放入一個注
入淡水的大容器內，白鯨在幾天內立即死亡。這位大亨不死心，繼續建造一個七公尺乘七公尺的大容
器，這次將容器注入海水，再購買一對白鯨放入，兩隻白鯨同樣馬上死去。就這樣無數海洋哺乳動物
慘死在他手裡後，這個“競爭”養活海洋哺乳動物的“遊戲”，在各馬戲團或水族館間展開！ 23
1913 年底，紐約水族館從北卡羅來納州運送五隻瓶鼻海豚到紐約展示，兩年內五隻海豚相繼死
亡，最後一隻死於 1915 年，死因是肺炎。 24
而海豚被訓練做馬戲表演則可追溯自 1938 年，美國佛羅里達海洋世界（Marineland of Florida）在
餵養海豚期間，發現海豚逐漸養成高高跳起以接住飼育員拋擲魚料的行為

25

，從此開啟了人們利用餵

食控制以訓練表演的連結！
儘管已有無數證據指出：圈養與表演對海洋哺乳動物造成極大的傷害，但在龐大的產業利益驅使
之下，至今仍無法徹底改變這個不斷以保育、教育包裝殘害動物的事實！值得慶幸的是，已有越來越
多國家正視這個嚴肅的議題，立法禁止了營利性海洋哺乳動物表演與圈養（見下文，第五章）。
以下針對野柳海洋世界及遠雄海洋公園的表演內容及過程逐一解析，邀請大眾共同正視這些動物
所承受的痛苦，以及隱藏在每個表演行為背後的錯誤教育——事實真相是：展演產業助長野外捕捉與
買賣！表演、展示存在一天，海灣將持續染血！

（一）利益助長捕殺買賣，展演產業存在一天，海灣將持續染血！
圈養海洋哺乳類動物的來源主要為野外捕捉。2009 年一部震驚全球的紀錄影片《血色海灣》
，揭發
了日本和歌山縣太地（Taiji）殘忍捕捉鯨豚、血染港灣的真相！
目前利用圍捕方式捕捉鯨豚，作為肉用及販賣給海洋公園等展演產業的有日本、法羅群島（Faroes
Islands，丹麥屬地） 26及所羅門群島（Solomon Islands）等國家，其中日本的規模最大。【表 4-1】為日
本歷年小型鯨類捕捉物種暨配額一覽，自 1993 年迄今，估計共有超過 40 萬頭小型鯨豚在日本海域被
屠殺。
「驅趕式捕獵」是最常見的捕捉鯨豚手法，極其殘虐。漁民在海上發現鯨豚後，會用榔頭棒子敲
打船體，築成一道音牆，船隊並形成半圓形逐漸聚攏，將鯨豚驅趕至海灣內，待鯨豚被困後，漁民便
23

資料來源：作者理查‧歐貝瑞（Richard O’Barry）、漢斯-佩特‧羅得（Hans Peter Roth），《血色海灣》，漫遊者出版，
2013。
24
資料來源：作者理查‧歐貝瑞（Richard O’Barry）、漢斯-佩特‧羅得（Hans Peter Roth），《血色海灣》，漫遊者出版，
2013。
25
資料來源：作者理查‧歐貝瑞（Richard O’Barry）、漢斯-佩特‧羅得（Hans Peter Roth），《血色海灣》，漫遊者出版，
2013。
26
法羅群島的圍捕不受任何法律規範，由於其捕捉對象為國際捕鯨委員會（International Whaling Committee, IWC）未列入
管理的小型鯨類（主要是領航鯨和小型齒鯨），且法羅群島非歐盟會員，因此也不受歐盟法律捕鯨禁令的規範。雖然 2015
年將實施新規範及發照，但仍需觀察。（資料來源 http://us.whales.org/issues/dolphin-drive-hu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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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網將牠們圍住，並慢慢將網收緊，使空間縮小。接著，世界各地的水族館展演業者會先挑出年幼、
外表無瑕的鯨豚，並運離現場。業界偏好活捉約 4 歲齡、剛結束哺育期的小海豚，認為是最佳的訓練
對象。其餘未被挑中的鯨豚則以魚叉屠殺殆盡。

【圖 4-1】2013 年 9 月 2 日
的太地海灣，展演業者正在
挑選「中意」的海豚。
（圖片
來源：DolphinProject.org）

直到現在，每年 9 月 1 日至翌年 4 月 30 日，日本和歌山縣的太地每年仍會以驅趕方式捕獵海豚。
許多科學家嚴正呼籲，捕捉野生鯨豚對族群存續將造成不可回復的傷害。對於社會連結緊密的鯨
豚來說，從野生族群抓走其中成員，恐怕會對整個族群造成嚴重的後果。有關虎鯨社會模型的研究指
出，如果從虎鯨群體中移除某些個體，該群體可能會因為失去凝聚力而解散；對於覓食避險均需群體
行動的虎鯨而言，相當於面臨生存危機。然而，無論是動物痛苦或生命的犧牲，仍阻擋不了展演產業
與圍捕產業間的龐大利益。 27
日本長年殘忍獵殺海豚，全球海洋公園等展演產業則扮演推波助瀾的角色，台灣也是其中之一。
2002 年到 2005 年間，花蓮遠雄海洋公園三度自日本進口海豚：第一次買入 11 隻海豚，14,866 千日圓；
第二次買入 5 隻海豚，14,053 千日圓；第三次買入 1 隻海豚，2,754 千日圓，共計 13,673 千日圓（約合
新台幣 1,056 萬元）。平均每隻海豚的售價約 1,351～2,811 千日圓（約合新台幣 45 萬～94 萬元）。
而根據日本媒體報導，海豚肉的售價約為每 100 公克 100～200 日圓 28，以海豚平均重量約 300 公
斤估計，被屠宰的海豚每隻售價約為 300～600 千日圓（約合新台幣 10 萬～20 萬元）
，而賣作表演用途
的海豚往往超過百萬台幣，價格差異極大！
展演產業的需求助長了世界上最大規模的海豚圍捕行動，以致日本還訂定配額，持續允許捕捉、
輸出至其他國家。可以說：只要展演產業存在一天，海灣就不會是蔚藍的！

27

《圈養海洋哺乳動物的利與弊》
（The Case against marine mammals in captivity），美國人道對待動物協會（The Humane
Society of the United States）和世界動物保護協會（World Society for Protection of Animals）合著，張愉譯。
28
資料來源 http://www.japantimes.co.jp/news/2009/09/23/national/details-on-how-japans-dolphin-catches-work/#.U7-PgZSSy5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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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日本歷年小型鯨類捕捉物種暨配額一覽表
捕捉物種及配額（隻）
年度

太平洋

條紋

瓶鼻

瑞氏

熱帶

海豚

海豚

海豚

斑海豚

1993

700

1,075

550

925

50

1994

700

1,075

550

925

1995

700

1,075

550

1996

700

1,075

1997

700

1998

年度

短肢

白腰

領航鯨

鼠海豚

0

400

17,420

21,120

50

0

400

17,420

21,120

925

50

0

400

17,420

21,120

550

925

50

0

400

17,420

21,120

1,075

550

925

50

0

400

17,420

21,120

700

1,075

550

925

50

0

400

17,420

21,120

1999

700

1,075

550

925

50

0

400

17,420

21,120

2000

700

1,075

550

925

50

0

400

17,420

21,120

2001

700

1,075

550

925

50

0

400

17,420

21,120

2002／2003

700

1,075

550

925

50

0

400

17,420

21,120

2003／2004

700

1,075

550

925

50

0

400

17,420

21,120

2004／2005

700

1,075

550

925

50

0

400

17,420

21,120

2005／2006

700

1,075

550

925

50

0

400

17,420

21,120

2006／2007

700

1,075

550

925

50

0

400

17,420

21,120

2007／2008

685

1,017

541

879

100

360

369

16,875

20,826

2008／2009

670

960

532

835

100

360

339

16,312

20,108

2009／2010

655

903

523

788

100

360

307

15,748

19,384

2010－2011

640

846

514

742

100

360

276

15,185

18,663

2011－2012

625

787

505

697

100

360

245

14,620

17,939

2012－2013

610

730

496

651

100

360

214

14,055

17,216

2013－2014

595

673

487

606

100

360

183

13,493

16,497

偽虎鯨

白邊
海豚*

1993～2014 年小型鯨類捕捉配額總數
（資料來源：Elsa Nature Conservancy, Japan，本報告整理）

* 太平洋白邊海豚自 2007 年起始有捕捉配額。

【圖 4-2】展演業者和當地漁民正合力將挑中的海豚拖運至留置區。（圖片來源：DolphinProject.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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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配額

426,313

（二）海洋明星的血淚生活
業者選中作為展示表演的動物，在開始圈養生涯或進行表演之前，會先接受一段時間的「脫敏」
（desensitization）訓練，目的是讓動物熟悉圈養環境裡的人類（人群）
、聲響、光線或任何動物未經驗
過而可能造成驚嚇的狀況，以及各種人造物品如醫療時使用的針筒或是表演用的道具。脫敏訓練的做
法是先讓動物看欲脫敏的物品，待動物習慣之後再進行碰觸，反覆進行直到動物適應。一般的醫療脫
敏訓練約需時 3～6 個月，視動物情況有些可能長達一年。
這些脫敏訓練意欲使動物褪去野性，漸漸喪失自然行為，使之習於人們的操控。圈養水池內，動
物的餘生磨難就此展開。

1、血汗“勞工”──不想表演？！不想“玩親親”？！──由不得你決定！
野柳海洋世界的海獅與海豚表演，每週各有 23 場，每場 20 分鐘，總計每週要演出 460 分鐘。
遠雄海洋公園的海豚每日則有兩場表演，每週演出 14 場，每場 30 分鐘，總計每週演出 420 分鐘。
海獅則同樣每日演出兩場每週共 14 場，每場 25 分鐘，總計每週演出 350 分鐘。
這些動物除了全年無休表演各種雜耍外，還必須被迫與人近距離互動，如“玩親親”、拍照、池裡
撫摸或共游。營利機構將海豚、海獅的友善、溫厚，以及上揚的嘴角，塑造成「快樂」、「愉悅」
、「微
笑」的形象，意圖讓大眾在購票觀賞、娛樂時，消除任何疑惑與罪惡感，並且相信動物被囚禁、圈養
是快活的！

【圖 4-3】海豚看似上揚的
嘴 角 ，被 不當 比擬 成「 微
笑」
。商業表演進一步強化這
樣的曲解或誤解！

2014 年 7 月某週末炙熱的午后，調查人員在野柳海洋世界觀察到，短短 4 小時內動物被迫進行三
場表演，海豚、海獅分二組輪流上場。當天上場的海豚有 6 隻，分別為「長壽、來喜、波波、龍龍、
大頭、呆呆」
，海獅 4 隻分別是「寶弟、寶妹、胖胖、小乖」分屬南美海獅、加州海獅。其中南美海獅
寶弟、小乖輪流在「海洋酒吧」橋段裡扮演“喝醉酒”的角色，也必須和其餘海獅輪流表演唱歌、跳舞
21

等劇情。由於海獅表演內容很多動作需要離水在舞台上進行，為了避免海獅皮膚被曬傷，只見訓練師
不斷下指令要海獅跳入水中、再跳上舞台，整個下午海獅如此重覆跳上跳下，非常折磨。
有一場演出裡，海獅寶妹表演完不願退場回去，對於這種動物「不受控制」的反應，主持人便對
觀眾解釋為：「因為天氣太熱，今天動物狀況不穩定，寶妹很調皮不回家…」。
另一場演出裡，一隻海豚出場後完全不聽訓練師指揮，自行在池裡游來游去，一位訓練師只好趁
海豚願意靠近表演舞台時，蹲下身以肢體與聲音安撫海豚。
在好幾個炎熱、週末加場表演的日子裡，現場皆觀察到海獅、海豚在表演時不約而同出現不理會
訓練師指令的「脫序」狀況！顯示野柳海洋公園過於密集緊湊的演出，日復一日重覆相同的內容、現
場震耳欲聾的配樂與人聲吵雜，長期帶給海豚、海獅巨大的緊迫與壓力，對動物身心健康造成巨大的
傷害！

2、動物終生被囚禁在極度窄小、枯燥單調的環境空間裡，遠離浩瀚海洋與自然社群
「把習慣大海無窮無盡美麗，而且常常游很遠的海豚囚禁在極小的容器裡，對海豚來說，沒有比
這更大的折磨了。」 29──瑞士鯨豚專家喬治歐‧皮雷瑞教授一句簡單的話，道盡了圈養鯨豚殘忍與荒
謬！「海洋裡充滿了有趣的動物、植物和風光」相反的，在池子裡，什麼「都沒有」！
早在 1970 年代，法國海洋研究者賈克‧庫斯拖（Jacques-Yves Cousteau）在觀察到他捕捉的海豚
自殺之後，便建議人類不應將海豚移出牠們的自然環境。他說：
「生活在池子裡的海豚，所有感知能力
變得混亂，對如此敏感的動物來說，會更進一步造成心裡平衡失調與行為的改變。」
、
「包括喪失溝通、
絕望、自殺行為，以及不自然、因為狹隘環境而增強的攻擊性。」 30
為了節省成本與方便管理，所有被圈養的海洋哺乳動物皆被迫生活在狹窄、單調、表面光滑、空
無一物的水泥池子中。不僅無法滿足動物特有的環境需求，更無法提供任何生物都需要的躲藏與隱蔽
空間！

29

資料來源：作者理查‧歐貝瑞（Richard O’Barry）、漢斯-佩特‧羅得（Hans Peter Roth），《血色海灣》，漫遊者出版，
2013。
30
資料來源：作者理查‧歐貝瑞（Richard O’Barry）、漢斯-佩特‧羅得（Hans Peter Roth），《血色海灣》，漫遊者出版，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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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圈養鯨豚的環境
不僅過小，更無環境豐富
化可言。相較於野外多樣
的環境，池子裡乏善可
陳，只能用光禿、無趣形
容。

野柳海洋世界共有一個表演池和六個飼養池（見圖 4-5）
，目前有 11 隻海豚分居其中。池 1 是表演
池，長約 25 公尺、寬 16 公尺，水深僅 3 公尺。池 2 和池 5 的圓形池子是飼養池，直徑 10 公尺，水深
也只有 3 公尺。池 3 及池 4 為表演準備區，也作為連通其他池子的水道，有時海豚也會待在裡面，每
池長寬約為 6 公尺乘 6 公尺。池 6 和池 7 兩者相連，但並無水道與其他池子相通；池 6 較方正，長約
12 公尺，寬約 8 公尺。池 7 為小圓池，直徑 5 公尺，深度估計約 3 公尺。
海獅則養在以黃色虛線標記的建築物內，從圖 4-6 可以看到，此處以水泥矮牆與鐵圍欄相隔成一
個一個的「小房間」，內有水池及平台。此外，由於海獅數量不多，此空間也兼做海龜飼養池。

【圖 4-5】圖左為野柳海洋世界的俯視圖，編號 1～7 為海豚池；虛線區域則為飼養海獅的籠舍。圖右即為編號
6 的方形池，圈養 3 隻海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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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從左圖可略窺海獅圈養環境，與背景海面相隔不遠，卻是咫尺天涯。透過右圖柵欄可見海獅不斷探頭
的景象。

遠雄海洋公園則有一個活動表演池、兩個醫療池及五個飼養池（見圖 4-7）
；最多曾飼養 16 隻海豚，
目前剩 8 隻。除了 C 池和 E 池為醫療池之外，其他池子均用於表演、飼養、互動體驗或緊急避難。
海豹和海獅飼養在一起，池子深度不等約 2～4 公尺，寬 2～5 公尺，長 15 公尺。
海牛水缸深度約 6 公尺，寬 8 公尺，長約 12 公尺。

【圖 4-7】遠雄海洋公園海豚飼養池之分布、用途、面積與最深水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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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8】左圖為圈養海豹與海獅之水池；右圖為圈養海牛之水缸，目前僅剩 1 隻。

不論野柳或遠雄，所有池子都是光禿禿的水泥池，沒有任何環境豐富化可言。
某些國家針對圈養鯨豚環境訂有相關規範，希望盡可能照顧動物基本需求與福利。英國《現代動
物園實作標準》中有關鯨豚蓄養標準

31

，即規範了圈養鯨豚的池子大小。以容納 5 隻瓶鼻海豚的初級

圍欄為例，其最小體積不得少於 1,000m³；超過 5 隻，每隻海豚應再增加 200m³。本報告實地調查時發
現，野柳海洋世界的 11 隻海豚分在 4 個水池內飼養，其中池 6 的體積約 288m³，養有 3 隻海豚；池 2
和池 5 體積各約 236m³，同樣分別養有 3 隻。就英國的標準而言，野柳海洋世界提供海豚的空間明顯
過小。
以墨西哥灣 34 隻定居型瓶鼻海豚族群為例，其生活範圍平均為 1199±143 平方公里
分之一的花蓮縣；若棲息於較深的棲地時，瓶鼻海豚可深潛超過 500 公尺

33

32

，相當於三

，相當於一座台北 101 大

樓的高度。其棲息區域內有珊瑚礁、海灣、河口等豐富多樣的生態環境，因此，再大的水缸都遠不及
浩瀚的海洋。目前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座圈養機構能在館內仿造鯨豚自然棲地的環境。

3、長期持續的噪音危害，回聲定位等感知能力遭破壞，動物身心遭受極大傷害！
海豚對於聲音十分敏感！在野外，海豚運用聲納音波回聲定位，進行捕獵、與同伴溝通及尋找方
向等自然行為。海豚利用回聲定位原理探知環境；發聲時，額隆將聲波集中，平行發出。收聽時，下
頜骨將回聲波傳送至下頜後後方連結的聽骨。海豚根據回聲判斷物體的遠近、大小。回聲定位功能使
得海豚在深海的黑暗環境中得以覓食、捕獵。
但在全世界營利性展演的環境裡，圈養鯨豚長期處在各式噪音的危害中。維生系統中的幫浦及過
濾器聲等不間斷的低頻噪音、表演場所主持人麥克風的高分貝喧鬧聲、表演節目裡不斷循環播放的熱
門歌曲，及其他遊樂設施發出的噪音等，都是造成動物長期、持續緊迫與痛苦的音源。本報告訪談得
31

Supplement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s Standards of Modern Zoo Practice: Additional Standards for UK Cetacean Keeping，來源
https://www.google.com.tw/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2&cad=rja&uact=8&ved=0CCYQFjAB&url=http%3A
%2F%2Fendcap.eu%2Fwp-content%2Fuploads%2F2012%2F07%2FUK-STANDARDS-FOR-DOLPHINARI.doc&ei=ianDU9PhN
YfukgWi3YCgDA&usg=AFQjCNG_L872BvOLmrVhYqFk5T4zuBQstg&sig2=BPwIGhOZ6iVjBZyxbLoQwg
32
資料來源 http://www.academia.edu/1269366/Distribution_and_Home_Range_of_Bottlenose_dolphins
33
資料來源 http://www.marinemammalscience.org/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470&Itemid=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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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2007 年時遠雄海洋公園曾在海豚池附近約 10 公尺處以電鑽施工，隔日瑞氏海豚即發生嘔吐不適的
現象。相較於海豚，水陸兩棲的鰭腳類動物如海獅及海豹，對於空氣中的聲音更為敏感，尤其意外巨
響如氣球爆裂、飛機經過或觀眾吹哨等，均會造成驚嚇及干擾。
兩會調查過程中實地量測兩個機構、共五場表演秀（包括前後台）的音量，各場測得最大分貝均
高達 93 以上，最小分貝也在 60 以上。而環保署公告的《噪音管制標準》規範娛樂場所及營業場所日
間的噪音管制標準值為 55～80 分貝（視管制分區而異）。但這都還不包含環境中的低頻噪音，比如馬
達聲。2011 年歐盟動物園調查報告便指出：歐洲水生哺乳動物協會（European Association for Aquatic
Mammals, EAAM）於 1995 年警告「機械發出的聲響可能讓動物最感到緊迫，因其規律且重複」。 34
圈養水池單調的混凝土牆面，其平滑結構將海豚發出的聲波反射回去，猶如人們置身無限鏡室一
樣！瑞士鯨豚專家喬治歐‧皮雷瑞教授研究發現，被拘禁圈養的鯨豚，隨著圈養時間變長，牠們不再
發出用來溝通和定位的聲納音波，因為那只會讓牠們更加不適！皮雷瑞教授甚至進一步發現，有些海
豚的大腦因此萎縮了 40%。 35

4、胃潰瘍、肺炎等疾病纏身、刻板行為與自殘…營利機構封鎖一切動物疾病、死亡資
訊！
每一隻鯨豚從被捕捉的那一刻起，就必須借助人工維他命、琳琅滿目的抗生素、殺菌的藥劑及荷
爾蒙，不自然地被飼養成「無憂無慮」的樣子…
日復一日受制約的餵食與演出、生活空間及枯燥環境的緊迫壓力、個體間的衝突緊張，嚴重影響
圈養海洋哺乳動物的健康。根據圈養機構醫療人員陳述，因長期禁錮及處於緊張壓力下，加上情緒無
法宣洩，圈養鯨豚常出現胃潰瘍、嘔吐、血液細胞數改變、疾病感染、繁殖率下降等因緊迫引起的症
狀，並出現不斷繞圈等刻板行為，或以身體摩擦牆壁、撞牆等自殘現象，也因常和其他動物衝突、相
互攻擊，造成身體外傷！
美國海洋哺乳動物清查報告（NMFS, The Marine Mammal Inventory Report）指出：圈養鯨豚最常
見的死因是緊迫或免疫力下降等導致的肺炎

36

。細菌感染也是常見死因之一，甚至曾經出現過在圈養

環境被蚊蟲叮咬，而傳染疾病致死的案例，以致圈養機構必需常常為動物注射抗生素和潰瘍藥物。
即使如此，要確切診斷動物的健康狀態並即時施予有效治療並不容易；即便解剖死亡的圈養海豚，
未必能查明真實死因。許多案例是，才剛觀察到鯨豚食慾不佳，還未確認病因或及時治療，動物就在
一兩天內死亡了。
營利機構為避免落人口舌、引發爭議，採取全面封鎖動物圈養、交換、轉讓及死亡資訊以粉飾太
平的做法；然後在動物數量不足以應付展示、表演時，再引進新的動物。檢視國內展演機構已知的動
34

《2011 年歐盟動物園調查報告》（EU Zoo Inquiry 2011），鯨豚保育學會（Whale and Dolphin Conservation Society）和生
而自由基金會（Born Free Foundation）合著。
35
資料來源：作者理查‧歐貝瑞（Richard O’Barry）、漢斯-佩特‧羅得（Hans Peter Roth），《血色海灣》，漫遊者出版，
2013。
36
《圈養海洋哺乳動物的利與弊》（The Case against marine mammals in captivity），美國人道對待動物協會（The Humane
Society of the United States）和世界動物保護協會（World Society for Protection of Animals）合著，張愉譯，200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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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死亡率及死因，其死亡率之高，令人驚心！但資料並不完整，難窺全貌！
（1） 野柳海洋世界：動物死亡或去向完全未揭露，無從得知其動物死亡率。唯一公開的資訊是園區
展出加州海獅、南方瓶鼻海豚及長吻真海豚的骨骼標本及解說資料中，一段關於長吻真海豚的
說明寫道「此海豚來自澎湖，個性緊張，不易與人相處，飼養多年後不幸因急性肺炎去世」。
兩會於訪調過程中得知，有兩隻瓶鼻海豚疑因人為疏失而死亡，一隻是因訓練師抽血技術不純
熟，引發血管腫大壞死而死；另一隻則是未發現生病而令其繼續表演，結果延誤治療死亡。至
於其他海洋哺乳動物的死亡情形則無法得知。
1980 至 1990 年 8 月該公司至少五度從澎湖購買海豚供訓練表演用，前後買下的海豚超過 60
隻。1985 年更因購買海豚過多，訓練池空間不夠，將 4 隻元老級海豚野放。2007 年該公司錢
建龍經理曾公開表示，園區共有瓶鼻海豚 9 隻、偽虎鯨 1 隻及加州海獅 7 隻；不僅偽虎鯨與加
州海獅及南美海獅來源不明，從 1985 年 60 多隻海豚到 2007 年只剩 9 隻海豚到 2014 年的 11
隻海豚，皆無法清楚交代去向。2010 年 12 月 10 日，該公司又以財團法人私立海洋動物園教
育基金會名義，從印尼輸入 4 隻瓶鼻海豚，並將 1 隻偽虎鯨輸出到印尼。目前野柳海洋世界向
農委會林務局登記的動物數量為：印太洋瓶鼻海豚 11 隻、加州海獅 4 隻、南美海獅 3 隻。

【圖 4-9】野柳海洋世界內
長吻真海豚的解說看板。短
短數語帶過海豚的一生。

（2）海生館：自 2002 年引進 10 隻至今僅剩 3 隻，死亡率高達 70%（死亡 7 隻／總數 10 隻）。其死
因與數量 37分別為：
2002 年 2 隻(Eva、Ruby)因運輸緊迫分別引發心肺功能障礙，感染引起多重器官衰竭致死。
2008 年 1 隻(RED)因左眼水晶體壞死，急性神經性休克而死亡。
2009 年共 3 隻(Yellow、Baby、Green)死亡，死因判斷都不明確，報告中僅顯示牠們共同都有化
膿性肺炎的問題。

37

資料來源自海生館於 2014 年 11 月在動保團體的要求下，上網公告的歷年白鯨死亡原因資料:
http://www.nmmba.gov.tw/NewsDetailC59.aspx?Cond=b0b41478-f506-45ed-8792-6f4131b5637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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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又 1 隻(Blue)死亡時，在動保團體強力要求下，海生館長期合作的檢驗解剖單位才增加
病菌種類與感染部位的資料，但報告中仍未說明動物主要死因。

【圖 4-10】2002 年海生館首批引進的兩隻白鯨中，一隻名為 Eva（依娃）的白鯨因為運輸緊迫而死亡，館方將
其製為標本展示（左圖）
。除了運輸的緊迫，海生館圈養白鯨之水缸環境枯燥乏味、毫無豐富化，對白鯨也是緩
慢漸增的長期隱形壓力（右圖）
。

（3）遠雄海洋公園：總共引進 15 隻瓶鼻海豚，2 隻瑞氏海豚，至今前者存活 7 隻，後者 1 隻，整體
死亡率高達 53%（死亡 9 隻／總數 17 隻）
。其中 1 隻海豚在 2003 年死亡，報載死因是誤食橡皮
球、梗塞食道而亡，且指出該球可能是海豚在野外時就已吞下。38其餘 8 隻死亡海豚的死因沒有
任何媒體報導或官方公開資料，根據田野訪談瞭解，其中 5 隻海豚分別死於心肌炎、肺炎、肺
水腫及心肺衰竭。此外根據農委會林務局提供的資料，歷年死亡的海豹共 6 隻、海獅 1 隻，海
豹的死因分別為適應不良引發之急性肺炎、腸套疊、心絲蟲感染、全身性皮膚炎感染、心肺衰
竭及心肺功能障礙

39

；海獅則死於心肺衰竭。從田野訪談得知，死亡的 2 隻海牛中，其中 1 隻

因捕撈造成嚴重的口腔外傷，無法自行進食，引致多發性肺炎而亡

5、念故鄉──家人何在？圈養剝奪動物的自然行為和社會關係！
無數野外觀察研究指出，海洋哺乳動物族群各有自己的文化──這裡的「文化」指的是生活在其自
然形成的團體中，動物們互相學習且傳授給下一代的社會性行為，例如在野外捕捉獵物的特殊覓食技
巧、團體互動隊形以及獨特的「簽名哨叫」
（signature whistle）聲，比如有些海豚群體使用喀答聲（click）
、
哨聲（whistle）
、脈衝聲（burst pulse）等 40。鯨豚的野外行為在其群體中都具有意義，一旦離開了牠們
原生的群體和棲地，這些日常行為動作，因沒有表述對象而失去意義。這些別具意義的動作被人們利

38

〈海洋公園海豚死亡〉，2003 年 4 月 1 日，更生日報第 3 版；〈花蓮海洋公園瓶鼻海豚猝死〉，2003 年 4 月 1 日，青
年日報第 12 版。
39
行政院農委會林務局 103 年 8 月 29 日林保字第 1031700940 號函。
40
《圈養海洋哺乳動物的利與弊》（The Case against marine mammals in captivity），美國人道對待動物協會（The Humane
Society of the United States）和世界動物保護協會（World Society for Protection of Animals）合著，張愉譯，200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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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以人的邏輯解釋和訓練，並配合餵食等制約方法，要求牠們做出人設計的雜耍動作，加上個體相
互模仿，動物早已失去表現正常行為的能力。
多數鯨豚不僅是群居動物，還形成以血緣關係為基礎的複雜社會結構，而且能終生保持家庭關係；
但圈養機構常將來自不同區域、有著不同語言和文化的鯨豚混養在一起，因而在有限的空間裡，個體
間會發生衝突並相互攻擊的情況；動物在無處可逃的狀況下只能正面交戰，常造成個體受傷、生病甚
至死亡。41紀錄片《黑鯨》
（Blackfish）的動物主角虎鯨提利昆（Tilikum）
，幼年時常常遭到同欄虎鯨的
攻擊而傷痕累累，對其身心皆造成巨大影響，導致日後情緒和行為失控並造成 3 人死亡。

【圖 4-11】鯨豚一旦離開
了原生族群和棲地，日常
的 行 為 動作 ， 即因 沒 有
「 表 述 」對 象 而意 義 盡
失。

41

《圈養海洋哺乳動物的利與弊》（The Case against marine mammals in captivity），美國人道對待動物協會（The Humane
Society of the United States）和世界動物保護協會（World Society for Protection of Animals）合著，張愉譯，200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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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2】圈養海豚的命
運，就是不斷地失去。先
是失去家人夥伴，接著失
去自由，然後逐漸喪失自
然行為以及健康，最終失
去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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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動物表演雜耍秀，內容充斥戲謔動物訊息，毫無教育性可言！
利用動物展演的營利機構總是聲稱──動物表演是「寓教於樂

42

」、「動物園若有海豚，在保育教

43

育推廣會更加順利，其效果將更好 」。
以下逐一分析野柳及遠雄二機構的表演內容及節目設計（見表 4-2、4-3），可以看出其將動物擬
人化、娛樂化及訓練動物做出各種嘩眾取寵、雜耍的非自然行為，全然傳達錯誤的保育教育訊息。
根據兩會實地調查統計，野柳海洋世界每段 20 分鐘的動物表演中，其中介紹動物相關資訊的旁
白解說僅 1 分 5 秒，占 5.42%；遠雄海洋公園每段動物表演亦約 20 分鐘，介紹動物相關資訊旁白解
說僅 1 分 21 秒，占 6.75%。且兩場表演和動物有關的解說內容，也只是帶過身體部位名稱（搭配表
演動作）
，連基本的物種資訊也沒有（如物種名稱、自然棲地、生態習性等）
；遑論積極的保育教育訊
息，如物種保育現況、生存威脅，以及民眾能為鯨豚保育做的貢獻、行動等（見附錄一至四）。
【表 4-2】野柳海洋世界海豚及海獅表演節目分析
海豚表演

42
43

海獅表演

表演內容

教育功能

娛樂性

表演內容

教育功能

娛樂性

上課點名

負面

●

舉前鰭肢吼叫問好

負面

●

搖呼拉圈

負面

●

親訓練師

負面

●

胸鰭夾球

負面

●

倒立平衡球

負面

●

撿小圈

負面

●

搖呼拉圈

負面

●

滑浪板

負面

●

三步上籃

負面

●

跳高球

負面

●

鼻上傳球

負面

●

水上平衡球

負面

●

接圈遊戲

負面

●

數學課

負面

●

舞蹈表演

負面

●

音樂課

負面

●

棒上平衡球

負面

●

親來賓

負面

●

親吻來賓

負面

●

跳舞

負面

●

海洋酒吧

負面

●

介紹身體特徵

●（微弱且可替代）

雙人舞蹈

負面

●

野柳海洋世界官方網站。
依據財團法人私立遠雄海洋動物園 2012 年提出的「保育類動物進口申請文件」，2012 年 6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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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遠雄海洋公園海豚及海獅表演節目分析
海豚表演

海獅表演

表演內容

教育功能

娛樂性

表演內容

教育功能

娛樂性

打招呼

負面

●

課堂點名

負面

●

介紹視力

●（微弱且可替代）

介紹物種名、年齡、體重

●（微弱且可替代）

仰姿前鰭打招呼

負面

接圈圈

負面

●

介紹尾鰭

●（微弱且可替代）

親吻遊客

負面

●

海豚離水

負面

●

介紹耳朵

●（微弱且可替代）

水中互動

負面

●

唱歌

負面

●

介紹氣孔

●（微弱且可替代）

頂球並與遊客互動

負面

●

搖呼拉圈

負面

●

張嘴數牙齒

負面

●

算數學

負面

●

體育課（排球）

負面

●

踢足球

負面

●

體操

負面

●

趣味籃球（與遊客互動）

負面

●

水中後空翻

負面

●

●

1. 動物表演凸顯三大問題：
A、表演設計內容擬人化、娛樂化，傳達錯誤對待動物訊息！
為求吸引遊客與增加娛樂效果，動物表演往往以擬人化的方式設計情節，如上課、趣味競賽、搖
呼拉圈、數學課、音樂課和體育課等等。
野柳海洋世界海獅寶弟演出的「海洋酒吧」橋段，情節更誇張！描述海獅因沒親到來賓所以心情
不好，上「海洋酒吧」借酒澆愁，甚至出現「準備什麼好酒咧？（訓練師答：
『伏特加』）」、「酒量好
不好？」
、
「整瓶給你」
、
「不用划拳了，趕快倒一杯啦！（訓練師表演將『酒』倒入小水桶內，拿給海
獅）」
、
「喝醉酒（海獅含住小水桶仰頭喝下，喝完立即倒臥地上）
」
、
「還不起來怎麼辦呢？（訓練師先
是用手“強拉”海獅的鰭，接下來就說：『拉不起來了，只好拿水潑』）」以及「喝醉酒了需要休息」等
橋段與旁白。
此外，野柳海洋世界或遠雄海洋公園皆有訓練師騎乘或趴在鯨豚身上，不論是強拉海獅的鰭狀
肢，或騎乘海豚，或安排讓動物親吻遊客，或讓海獅喝酒等表演內容，不僅是將動物擬人化，傳遞錯
誤對待動物訊息，讓孩子誤解給動物喝酒是可接受的事！更可能讓兒童誤以為，人們可以任意宰制野
生動物，可以完全無視動物因此遭受的緊迫與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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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3】荒謬的「海洋酒吧」橋段（左二圖）
，以及騎乘海豚、近距離接觸（右二圖）都在向遊客、兒童灌
輸錯誤的動物對待觀念！

B、馬戲團式的雜耍表演，迫使動物呈現非自然行為，嚴重誤導民眾認知！
動物表演中常見的頂球、搖呼拉圈、拍手、親吻訓練師或遊客、甚至喝酒等，皆非動物自然行為；
然而透過表演，往往容易造成遊客錯誤認知。野柳海洋世界海獅表演結束前（見附錄二），節目主持
人問小朋友「海獅會做甚麼動作」，小朋友回答「拍手」後，即可獲得禮物獎賞！

【圖 4-14】頂球、搖呼拉圈等雜耍橋段純粹為娛樂性質。

而不論野柳海洋世界或遠雄海洋公園，在海豚表演節目中，均安排海豚以尾鰭擊水回答算術題
目，或嘴巴快速張合打招呼的橋段，然而在自然環境裡，根據對動物群體之間的觀察，這些動作判斷
是野生海豚在表達「警示」──類似犬隻咆哮的行為。
此外，空中旋轉也是野生飛旋海豚特有的行為，在其他野生海豚種類中罕見。展演機構為了滿足
觀眾視覺需求，訓練鯨豚展示其在野外並不會出現的動作，也會使遊客誤解空中旋轉是所有鯨豚都有
的自然行為。這些表演內容將野外鯨豚的特殊行為意涵錯置，完全誤導民眾對鯨豚生態習性的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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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潮海洋文教基金會海上鯨豚解說員長期觀察花蓮外海野外鯨豚的自然行為，茲將差異與影響整理如
表 4-4。
【表 4-4】海豚自然與非自然（表演）的行為差異與影響
海豚表演

野生海豚與表演海豚行為比較

常見動作
尾鰭打水

圈養：園方訓練鯨豚搖擺尾鰭做為打招呼，或拍打水面回答數學問題。
野生：鯨豚尾鰭打水帶有警示意味。
雖然主持人強調，鯨豚很聰明，有相當於人類六歲的智商，但鯨豚自然無法懂得（亦沒

算數

必要懂得）人類的算數。此外，主持人要求民眾出題答案不要超過十，其答案當然是訓
練員算好，再給予海豚拍打尾鰭的指令。無疑是一種欺騙。
圈養：園方訓練園區內瓶鼻海豚做出類似動作。

旋轉跳躍

野生：旋轉跳躍動作在野生鯨豚中，只出現在飛旋海豚族群。野生瓶鼻海豚不會有此行
為。
圈養：訓練師以一條包了一層塑膠管的繩子套住瓶鼻海豚嘴部，並站在兩隻海豚背上從

駕馭海豚

表演池右側移動到左側。進出場時讓兩隻海豚嘴部頂著訓練師腳底移動前進。
野生：自在悠游。

跳躍（碰球）

圈養：園方訓練瓶鼻海豚躍起後以尾鰭拍打懸在空中的紅球，證明海豚可以跳這麼高！
野生：跳躍可能是單純的玩耍或同伴間的溝通，自然的跳躍不是為了證明能夠碰到球。

C、動物表演傷害動物也傷害人，得利者是誰？
訓練師表演騎海豚時，會用一條包覆塑膠管的繩子套住瓶鼻海豚的嘴部以維持平衡，此舉可能對
動物造成傷害；而過去也發生過遠雄海洋公園女訓練師，在訓練騎乘海豚回後場時，不慎撞上水泥門
柱導致嚴重受傷的事。
此外，野柳海洋世界表演場地上方無棚架遮蔭，動物、訓練師及工作人員均暴露在烈陽下，不僅
動物所處環境惡劣，員工的工作環境也很糟，動物與員工均遭嚴重剝削，獲利者是少數商人。

34

【圖 4-15】傷害動物，也傷
害工作人員的表演活動，究
竟是誰從中獲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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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退休野放或自然「庇護」代價高，海洋是再也回不去的故鄉！
國人法定退休年齡是 65 歲。但這些被人們從自然棲地捕捉而來，日日得在惡劣環境裡演出雜耍
馬戲的動物，卻是無論老病，都得日日被迫操練演出直到死亡！
以國外為例，退休海豚的去處有二種做法：野放與移入「庇護區」。
1、野放
鯨豚野放早自 1960 年代起即有記錄，物種包括瓶鼻海豚、斑紋海豚、虎鯨、灰鯨、大翅鯨、領
航鯨等，都曾經過一段時間的圈養之後再返回大海。 44隨著科學界對於鯨豚的研究與知識日漸增加，
公眾對於圈養的觀點與評價逐漸改變，圈養野放成功的機率也大幅提升。其中，若可以得知圈養鯨豚
的原棲地及其原屬群體，動物回到野外且成功存活的機會相當高。比如美國的圈養虎鯨羅莉塔（Lolita）
和柯奇（Corky）
，研究人員知道牠們親近的家族成員還活著，並仍在野外繼續繁衍，這大幅提高牠們
回歸海洋及所屬群體的可能性。
即便是遭受長期禁錮的鯨豚，仍有可能重新拾回狩獵技能並在野外存活下來。甚至，在圈養環境
出生的鯨豚，當回到社會群體之中，還是有機會從野生同類身上學習生活技能。因此，當決定終結圈
養，即應針對不同個體的情況擬訂階段計畫，評估是否適合野放。
任何野放計畫必須經過相當嚴格謹慎的評估與籌畫，除了考慮動物個體的健康及長期存活情形，
也應考量對於野生族群保育有否助益。這些流程都是要確保野放的鯨豚健康、能夠自行獵食，且未出
現影響長期存活的行為，比如靠近船隻乞食；同時，也確保野放個體未攜帶影響野生族群的疾病。
野放之後的個體監測也非常重要，如此才曉得野放是否真正成功。此外，鯨豚野放計畫在籌劃、
執行及後續追蹤期間，都應該透過正向的教育行動，取得在地民眾的支持，並傳遞鯨豚保育觀念和訊
息。計畫中每個環節都需以鯨豚的健康與福利為最優先考量。
2、移入自然的「庇護區」
有些鯨豚經過長時間禁錮的折磨，生理及心理受創過深，以致於無法返回海中，需要人類照顧才
能存活。無法回歸海洋的動物應該在天然海灣的安全圍欄（sea pen）（或稱庇護所）內終老，接受良
好照料，以利其展現自然行為，民眾只能由遠處觀察。
這種收容動物的方式並非新概念，世界各地皆有成功的陸生動物收容或庇護案例，比如老虎、大
象等野生動物，或是馬等農場動物。然而，海洋與陸地的環境差異，以及鯨豚高度的社會複雜度，都
讓海中庇護所的難度和挑戰隨之增加。
雖然世界上尚未有正式運作的庇護所，但目前已經有數處進入規劃或可行性評估階段。2009 年，
英國鯨豚保育學會（Whale and Dolphin Conservation Society; WDCS）和梅林娛樂公司（Merlin
44

資料來源 http://www.orcanetwork.org/Main/index.php?categories_file=Releasability%20Appendix%20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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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ertainments）合作，規畫圈養鯨豚退休後的去處並展開可行性研究。根據 2012 年的資料 45，該公
司欲在地中海海灣利用水下柵欄和網子設立庇護所，並於海床建置 3D相機，如此一來遊客從岸上即
可看到海豚動態，不會驚擾牠們。去（2014）年 5 月，位於美國馬里蘭州巴爾的摩國家水族館（National
Aquarium）也宣告將讓館內 8 隻瓶鼻海豚除役，移居到海中庇護所 46，該館並已委託建築師著手研究
及規劃。
倘若要在台灣建立這樣的庇護所，必須考量以下面向：合適的地形（深度及可以支撐海中圍欄錨
定系統的底質等）
、充分的水流（確保水質和避免養分堆積）
、須與岸邊相接（連接基礎設施，比如可
做募款用途的遊客中心、配備冷凍設施的食物製備區及員工辦公室等）
，並取得地方支持和所需許可。
庇護所的資金結構則類似典型的非政府組織（NGO），主要來自捐款和基金，或是紀念品店／遊客中
心的收入等。工作人員必須包括主任、動物照護人員、會計、推廣專員（教育與公關）和專業獸醫；
主任必須有營運事業的紮實背景，也需要具備和動物需求相關知識。此外，與當地大學和研究人員建
立夥伴關係也很重要 47。
然而，無論是野放或移至自然的庇護所終老，所需費用均極為龐大，比如 1990 年代野放虎鯨凱
哥（Keiko）即花費 2 千萬美金。因此，就算動物變老、生病，無法繼續表演，展演機構也不會將動
物野放回大海或是移居到庇護所，而是持續飼養、反覆治療，直至動物死在缸裡。換言之，一旦動物
被捕並進入展演產業，絕大多數即註定得在水泥池子裡度過餘生直到嚥氣。海洋成為遙不可及、永遠
回不去的故鄉！

【圖 4-16】一旦被捕捉、圈
養，動物幾乎不可能再回到
原生棲地。水池與海洋間看
似一帶之隔，卻是世界上最
遙遠的距離。

45

“Taste of freedom beckons Flipper”, 30 Dec 2012, The Sunday Times,
http://www.thesundaytimes.co.uk/sto/news/uk_news/Environment/article1184890.ece.
46
〈美國國家水族館可能將關閉海豚展覽〉，資料來源
http://www.ngtaiwan.com/5387?fb_action_ids=720793491305293&fb_action_types=og.likes&fb_source=other_multiline&action
_object_map=%7B%22720793491305293%22%3A607754965986960%7D&action_type_map=%7B%22720793491305293%22
%3A%22og.likes%22%7D&action_ref_map=%5B%5D。
47
與 Dr. Naomi Rose 私人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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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世界各國對鯨豚圈養的禁制法規
由區域及各國國內法規來看，歐盟會員國多以其國內有關動物園的法令管理規範海豚館，其中保
加利亞因將海豚館視為馬戲團性質，因此排除於動物園法令之外。目前歐盟境內僅少數會員國，針對
海豚館另訂專法管理（見表 5-1）。
克羅埃西亞 48、賽普勒斯、匈牙利、斯洛伐尼亞以及瑞士 49基於海豚館的營利性質，因此禁止圈
養鯨豚。另外，針對海豚圈養需求訂定相關行政法令的國家，有比利時、義大利、芬蘭、德國、英國
及波蘭等。以芬蘭為例，芬蘭在 1996 年頒布的《動物福利法令》中，即有部分法令規範海豚圈養，
並針對特定鯨豚訂定水質、水池表面積、深度及體積的最低需求條件，以及繁殖池與噪音標準。
值得一提的是，有些國家雖然並未立法禁止圈養海豚，但因對圈養條件的要求相當嚴格，因此實
際成效相當於禁止圈養。比如英國在 1981 年通過《動物園管理法》
（Zoo Licensing Act）
，隨後於 1990
年對其國內圈養鯨豚的單位訂出嚴格標準，包括池子大小、飼養照護與水質等。由於標準相當嚴，該
法實施後，許多圈養機構因無法符合標準而停業。1993 年最後一間海豚館終止營業後，英國境內再
無海豚館。 50類似的情形也發生在巴西、盧森堡、尼加拉瓜和挪威。
【表 5-1】歐盟各國鯨豚圈養規範現況 51
國家

國內動物園法令
包含或排除海豚館

針對海豚館的特定法令

奧地利

包含

-

比利時

包含

明訂動物園蓄養哺乳動物最低標準的行政法令（1999）
，規定
一定數量的瓶鼻海豚最低所需的表面積和深度。

賽普勒斯

排除
（認定為馬戲團）
包含

捷克共和國

包含

-

丹麥

包含

-

愛沙尼亞

包含

-

芬蘭

包含

動物福利法（1996）內有針對鯨豚而定的標準，包括一定數
量的鯨豚所需的水質、水池表面積、深度、體積，以及繁殖
池和噪音程度。

法國

包含

-

德國

包含

保加利亞

48

行政法令（1997）禁止鯨豚表演及商業目的之利用行為

海洋哺乳動物最低管理需求之非約束性準則。

克羅埃西亞國家自然保護局（Croatia’s State Institute for Nature Protection）於 2009 年 7 月公告禁止營利目的圈養鯨豚；
但若是為了安置重回自然棲地的生病或受傷的鯨豚則屬例外。因克羅埃西亞於 2013 年 7 月才加入歐盟，故不在《2011
年歐盟動物園調查報告》的範圍內。
49
瑞士眾議院於 2012 年 3 月禁止「為娛樂目的於水族館內圈養海豚」；參議院也禁止海豚進口。
50
CAPTIVE WHALES AND DOLPHINS – UK, http://www.bornfree.org.uk/campaigns/zoo-check/captive-whales-dolphins/uk/,
Born Free Foundation, 2014.6.9.
51
資料來源：歐盟動物園調查報告（附錄 A），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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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包含

-

匈牙利

包含

-

愛爾蘭

包含

-

義大利

包含

拉脫維亞

包含

希臘

立陶宛

僅包含某些個案

法令 469：瓶鼻海豚的圈養照護規範
53

-

盧森堡

包含

-

馬爾他

包含

-

荷蘭

包含

-

波蘭

包含

針對動物園內不同物種群體的繁殖和照護規定（環境部，
2004）
，包括了一定數量海豚所需的水池表面積、深度和水質
標準。

葡萄牙

包含

-

羅馬尼亞

包含

-

斯洛伐克

包含

-

斯洛伐尼亞

僅包含某些個案

54

針對動植物貿易管理與保護的政府法令，禁止因商業目的圈
養鯨豚，包括醫療目的。

西班牙

包含

-

瑞典

包含

-

英國

包含

《現代動物園實作標準》延伸補充：鯨豚圈養之附加標準

歐盟之外，另有許多國家亦針對海豚表演或圈養制訂相關法令（見表 5-2）。
2005 年，哥斯大黎加公告相關規範 55，嚴格禁止捕捉、殺害、圈養、接觸、餵食或誘捕海洋哺乳
動物。智利則於 2008 年修改行政命令

56

禁止圈養鯨豚，及以公開展示或人類使用之目的而捕捉或進

出口任何鯨豚。而在 2013 年，印度環境與森林署（Ministry of Environment and Forests）也禁止以公
眾娛樂為目的圈養鯨豚，甚至宣稱鯨豚為「非人的人類」
（non-human persons）
，因此擁有特殊權利。
美國 1972 年頒布的《海洋哺乳動物保護法》（Marine Mammal Protection Act）允許以公眾展示為
目的自野外捕捉（包括取得可野放的擱淺動物）或進口海洋哺乳動物；圈養動物的福利與需求則受美
國農業部動植物健康檢疫局（APHIS）主管的《動物福利法》（Animal Welfare Act）規範，並有專門
針對海洋哺乳動物人道處理、照護、治療與運輸的規定。 57除此之外，該局並針對海洋哺乳動物訂有
「處理食魚動物的魚餐：標準作業程序手冊」（Handling Fish Fed to Fish-Eating Animals: A Manual of
52

2012 年 2 月希臘施行法令（Law 4039/2012）禁止在娛樂遊戲、音樂會、展覽、集會或其他藝術與娛樂性質的節慶中使
用任何動物。
53
免於遵循動物園規定的可能包括未超過 10 種野生動物和未超過 50 隻動物的機構，因不會危及生物多樣性保育和野生
物。
54
斯洛伐尼亞的動物園定義為展示數種不同種類的野生動物。由於海豚館僅展示一種物種，並未被視為動物園，且所受
規範也不同。
55
Regulations for the Operation of Activities relating to Cetaceans in Costa Rica
56
Supreme Decree 179/2008
57
Subpart E – Specifications for the Humane Handling, Care, Treatment, and Transportation of Marine Mammals.
39

Standard Operating Procedures） 58及「海洋哺乳動物池水的消毒：理論與健康考量」（Sterilization of
Marine Mammal Pool Waters: Theoretical and Health Considerations） 59兩份文件。
紐西蘭於 1978 年公告的《海洋哺乳動物保護法》（Marine Mammal Protection Act）規定，圈養或
從自然棲地及其他地方取得海洋哺乳動物（無論死活）都必須先取得主管單位的許可。
在亞洲，越南與馬來西亞禁止鯨豚出口，後者也禁止進口該國已有的海洋哺乳動物。新加坡雖然
在 2002 年公告禁止巡迴馬戲團的野生動物表演，但此令並不涵蓋其他類型的圈養展示場所。
【表 5-2】非歐盟國家針對海豚表演或圈養的相關法令
國家

有關海豚表演或圈養的特定法令

瑞士

針對海豚圈養訂定相關行政法令

巴西

針對海豚圈養訂定相關行政法令

盧森堡

針對海豚圈養訂定相關行政法令

尼加拉瓜

針對海豚圈養訂定相關行政法令

挪威

針對海豚圈養訂定相關行政法令

智利

禁止圈養鯨豚，以及以公開展示或人類使用為目的而捕捉或進出口任何鯨豚

哥斯大黎加
印度

禁止以公眾娛樂為目的圈養鯨豚

美國

訂有針對海洋哺乳動物人道處理、照護、治療與運輸的特殊規定。

紐西蘭
越南
馬來西亞
新加坡

58
59

嚴禁捕捉、殺害、圈養、接觸、餵食或誘捕海洋哺乳動物

圈養或從自然棲地及其他地方取得海洋哺乳動物（無論死活）須經主管單位許可
禁止鯨豚出口
禁止鯨豚出口及進口該國已有的海洋哺乳動物
禁止巡迴馬戲團的野生動物表演，但不包含其他類型的圈養展示場所

文件來源：http://www.aphis.usda.gov/animal_welfare/downloads/marine_mammals/mmfish.pdf
文件來源：http://www.aphis.usda.gov/animal_welfare/downloads/marine_mammals/mmsteril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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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台灣海洋哺乳動物圈養的相關法規
（一）輸出入規定
台灣海洋哺乳類動物的輸出入，除了必須遵守 1973 年國際間簽署的「瀕臨絕種野生動植物國際
貿易公約」（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in Endangered Species of Wild Fauna and Flora; CITES）
外，還需依據 1989 年通過的《野生動物保育法》規定辦理。該法有關野生動物輸出入規定，歷經 1994、
2007、2013 年三次修正（見表 6-1）。
值得注意的是 2007 年修法禁止馬戲團以表演名義申請保育類動物進出口，爾後保育類野生動物
進出口申請資格及條件，僅限於「學術研究機構、大專校院、公立或政府立案之私立動物園供教育、
學術研究之用」。2013 年 1 月 8 日再度修正第 24 條，納入多項關於海洋哺乳類動物輸出入之限制，
除了上述申請資格、條件限制，及需經中央主管機關審查核准外，其進出口之海洋哺乳類野生動物及
其產製品來源，僅限「以產地國原住民族傳統領域內住民因生存所需獵捕者」（見表 6-1）。
由於野外鯨豚取得在國際法規和解放動物思潮影響下越來越難，許多水族館業者都嘗試園內人工
繁殖。但是小族群易產生近親交配、遺傳缺陷放大的問題，所以館際之間偶有藉交換動物或代養動物
之名作活體交換。又因活體運送費用高且易對鯨豚造成緊迫，而改以冷凍精液方式輸出入。然而人工
繁殖的基因庫有限，過程對動物也會造成緊迫，且人工繁殖的幼體存活率低，因此難以永續。如遠雄
海洋公園曾於 2011 年底成功繁殖一隻小海豚，但出生 4 天無法順利哺乳，小海豚挨餓致死。 60由於
鯨豚是群居性動物，在野外環境中，小海豚出生會由具有育幼經驗的母海豚群協助新手媽媽哺育，但
人工圈養的海豚卻沒有這樣的經驗和條件，使得新手媽媽不知道如何照顧小海豚，最後造成幼豚出生
旋即死亡的悲劇。
【表 6-1】野生動物保育法關於保育類野生動物進出口規定修法沿革
修法時間
1989-06-09
制定

1994-10-27
全文修正

2007-06-14
修正

60

法條
第 22 條
進口或出口保育類野生動物，應徵得中央主管機關同意。
公、私立動物園、馬戲團、學術研究機構或展示野生動物者，進口或出口野生
動物，應先報請該管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備。
第 24 條
野生動物之活體及保育類野生動物之產製品，非經中央主管機關之同意，不得
輪入或輸出。
保育類野生動物之活體，其輸入或輸出，以學術研究機構、大專校院、公立或
政府立案之私立動物園供教育、學術研究及馬戲團供表演之用為限。
第 24 條
野生動物之活體及保育類野生動物之產製品，非經中央主管機關之同意，不得
輸入或輸出。
保育類野生動物之活體，其輸入或輸出，以學術研究機構、大專校院、公立或

〈第一隻人工助孕 不會吸母乳 花蓮海豚寶寶夭折〉，2011 年 12 月 27 日，中國時報第 A9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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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1-08
修正

政府立案之私立動物園供教育、學術研究之用為限。
第 24 條
野生動物之活體及保育類野生動物之產製品，非經中央主管機關之同意，不得
輸入或輸出。
保育類野生動物之活體，其輸入或輸出，以學術研究機構、大專校院、公立或
政府立案之私立動物園供教育、學術研究之用為限。
海洋哺乳類野生動物活體及產製品，非經中央主管機關同意，不得輸入或輸出。
海洋哺乳類野生動物活體及產製品之輸入或輸出，以產地國原住民族傳統領域
內住民因生存所需獵捕者為限。
輸入海洋哺乳類野生動物活體及產製品，須提出前項證明文件。
未經中央主管機關之同意輸入、輸出、買賣、陳列、展示一般類海洋哺乳類野
生動物活體及產製品者，準用本法一般類野生動物之管理與處罰規定，並得沒
入之。

（二）圈養動物福利規定
台灣規範圈養動物個體福利的《動物保護法》在 1998 年立法通過，適用對象含括「犬、貓及其
他人為飼養或管領之脊椎動物」。雖然動保法並未如同寵物、經濟動物、實驗動物等，訂定海洋哺乳
類動物專章，但圈養海洋哺乳動物機構同樣必須遵守動保法第二章「動物之一般保護」規定。例如第
5 條「飼主責任」
、第 10 條對動物禁止行為、第 11 條傷病動物應給予醫療、第 12 條宰殺動物限制等。
在今（2015）年 2 月 4 日通過增修的動物保護法中，增加展演動物和展演動物業的定義，業者需申領
執照，展演動物業設置及管理辦法中央主管機關訂定。（見表 6-2）。
【表 6-2】圈養海洋哺乳類動物應遵守之動物保護法（2015）規定
條號
第3條

第 5 條

第 6 條
第 6-1 條
第 7 條

條文
十三、展演動物:以提供娛樂為目的，在營業場所供展演及騎乘之動物。
十四、展演動物業:以娛樂為目的，在營業場所以動物供展演及騎乘之業者。
動物之飼主，以年滿二十歲者為限。未滿二十歲者飼養動物，以其法定代理人或法
定監護人為飼主。
飼主對於其管領之動物，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提供適當之食物、飲水及充足之活動空間。
二、注意其生活環境之安全、遮蔽、通風、光照、溫度及清潔。
三、提供法定動物傳染病之必要防治。
四、避免其遭受惡意或無故之騷擾、虐待或傷害。
五、提供其他妥善之照顧。
飼主飼養之動物，除得送交動物收容處所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指定之場所
收容處理外，不得棄養。
任何人不得惡意或無故騷擾、虐待或傷害動物。
經營展演動物業之業者，應向主管機關申領執照，始得經營。
展演動物業設置及管理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修正條文施行前，未依第一項申領執照之展演動物業業者，應於修正施行之日起一
年內申領執照。
飼主應防止其所飼養動物無故侵害他人之生命、身體、自由或財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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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 條

第 9 條

第 10 條

第 11 條

第 12 條

中央主管機關得指定公告禁止飼養、輸出或輸入之動物。
運送動物應注意其食物、飲水、排泄、環境及安全，並避免動物遭受驚嚇、痛苦或
傷害。
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動物種類，其運送人員應經運送職前講習結業，取得證書，
始得執行運送業務。
前項運送人員經運送職前講習結業並執行業務後，每二年應接受一次在職講習；其
運送人員講習、動物運送工具、方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
之。
對動物不得有下列之行為：
一、以直接、間接賭博、娛樂、營業、宣傳或其他不當目的，進行動物之間或人與
動物間之搏鬥。
二、以直接、間接賭博為目的，利用動物進行競技行為。
三、以直接、間接賭博或其他不當目的，而有虐待動物之情事，進行動物交換或贈
與。
四、於運輸、拍賣、繫留等過程中，使用暴力、不當電擊等方式驅趕動物，或以刀
具等具傷害性方式標記。
五、於屠宰場內，經濟動物未經人道昏厥，予以灌水、灌食、綑綁、拋投、丟擲、
切割及放血。
六、其他有害社會善良風俗之行為。
飼主對於受傷或罹病之動物，應給與必要之醫療。
動物之醫療及手術，應基於動物健康或管理上需要，由獸醫師施行。但因緊急狀況
或基於科學應用之目的或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情形者，不在此限。
對動物不得任意宰殺。但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在此限：
一、為肉用、皮毛用，或餵飼其他動物之經濟利用目的。
二、為科學應用目的。
三、為控制動物群體疾病或品種改良之目的。
四、為控制經濟動物數量過賸，並經主管機關許可。
五、為解除動物傷病之痛苦。
六、為避免對人類生命、身體、健康、自由、財產或公共安全有立即危險。
七、收容於動物收容處所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指定之場所，經通知或公告
逾十二日而無人認領、認養或無適當之處置。
八、其他依本法規定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事由。
中央主管機關得公告禁止宰殺前項第一款之動物。
任何人不得因第一項第一款所定事由，有下列行為之一：
一、宰殺犬、貓或販賣其屠體。
二、販賣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禁止宰殺動物之屠體。
依第一項第七款規定准許認領、認養之動物，不包括依第八條公告禁止飼養或輸入
之動物。但公告前已飼養或輸入，並依第三十六條第一項辦理登記者，准由原飼主
認領。

（三）人工繁殖規定
現行野保法並未完全禁止人工飼養保育類動物繁殖，只要是基於教育或學術研究目的，並經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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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同意即可 61。根據本會了解各縣市主管機關並未實質審查，大多採取報備制，此條文徒具形式。
由於野柳海洋世界、遠雄海洋公園、海生館飼養海豚或白鯨，主要用來表演、展示，3 個單位並
無相關的學術研究報告，其表演內容擬人化、娛樂化、甚至傳達錯誤生態訊息，根本毫無教育意涵，
各縣市政府根本不該同意讓園區內的鯨豚自行繁殖，或是進口「冷凍精液」進行人工繁殖。

61

《野生動物保育法》第 31 條第 3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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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結論
台灣社會大眾對於海洋哺乳動物保育和動物福利的認知逐漸增進，且從 1997 年東海岸開始發展
賞鯨生態旅遊後，野外鯨豚悠游自在的美麗身影，與遭受禁錮、受制於人類的鯨豚形成強烈對比，無
數民眾開始省思，以商業營利為目的，圈養擁有高度心智能力的鯨豚，並不合理，也無必要。
政府應立法禁止海洋哺乳動物表演與圈養，理由如下：
 嚴重剝削動物福利


鯨豚、海獅等動物是血汗“勞工”，不想表演！不想“玩親親”！也由不得牠們決定！



動物終身被囚禁在極度窄小、枯燥單調的環境空間裡，遠離浩瀚海洋與自然社群。



鯨豚長期持續的噪音危害，回聲定位等感知能力遭破壞，動物身心遭受極大傷害！



胃潰瘍、肺炎等疾病纏身、刻板行為與自殘…營利機構封鎖一切動物疾病、死亡資訊！



動物的自然行為和社群關係，完全被剝奪、扭曲！海洋是牠們再也回不去的故鄉！

 動物表演雜耍秀，內容充斥戲謔動物訊息，毫無教育性可言！
 展演產業助長鯨豚捕捉、買賣！只要表演存在一天，海灣將持續染血！

讓我們與海洋動物自由相遇在海上！在驚喜的相逢後，各自擁有不同的遼闊！
請協助，讓海洋哺乳動物擁有牠們原有、應有的自由與遼闊！
1. 抵制動物展演機構。絕不觀賞野生或海洋哺乳動物表演！
2. 聯署支持立法禁止野生動物表演！

聯署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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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附錄
附錄一、野柳海洋世界海豚表演內容
我們紀錄了每一場次的動物表演內容，若以六、日一天表演四場計，四隻海獅一天分別演出兩場，而
海豚則演出四場。每場內容都一樣，觀眾與海豚接觸的反應也是大同小異。例如：
時間：2013 年 6 月 16 日（星期日）下午一點
地點：野柳海洋世界
表演名稱：海豚表演
旁白時間

旁白
音樂響起

動作
兩位訓練師各騎乘一隻海豚，一齊由右至
左繞行水池，而後從舞台中央上岸
兩隻海豚依指示潛入水中，一齊躍出水面
作飛躍表演 3 次

動作時間
00:09
00:35

兩位訓練師再與海豚搭檔表演水中舞蹈。
首先海豚身體直立，頭部浮出水面，原地
旋轉 6 圈。接著腹部朝上以尾鰭打水划行
至舞台兩側。最後訓練師斜立在海豚身

01:15

上，海豚從水池中將訓練師一路送回舞台
上。
訓練師雙手打直站立於浮板上，兩隻海豚

,

一起從其頭頂上方飛躍而過 2 次

02:18

訓練師繼續站立於浮板，雙手高舉兩個呼
拉圈。兩隻海豚分別從水中躍出穿過呼拉

02:53

圈
訓練師與海豚兩兩一組面對面，各以雙腳
及尾鰭打水划行至水池兩側，最後兩隻海
豚同時出發，頂起訓練師，讓其斜趴在身

03:32

上，將其推回舞台。
海豚依指示潛入水中，身體呈頭下尾上，
尾鰭露出於水面上擺動，向觀眾示意

03:58

兩隻海豚依指示直立身軀挺出水面與訓練
師齊高。接下來又一隻海豚加入，三隻海
豚從舞台區後翻出發，配合音效一起從水

04:41

中直線躍出沒入 3 次
05:00

海洋小學要正式上課啦！哇！這海豚跳得

三隻海豚一起划上舞台，尾鰭翹起約 5 秒。

這麼高，這麼活潑可愛。他們不僅會在水

動作結束後上下扭動身軀倒退入池。

05:15

裡游，還會跑到岸上來。

05:13

你看這海豚都長得一模一樣，我們怎麼分

舞台前方三隻海豚聽到唱名，由左至右後

辨他們呢？上課之前先來點一下名。第一

翻出發，來到近觀眾席之水池邊。

個同學叫呆呆，再來是龍龍，最後一個是

05:23

大同。
跟來賓問聲好

海豚叫了一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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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33

05:39

接下來我們要正式上課了。第一堂課要來

三隻海豚後翻前往水池中央，尋找訓練師

熱身一下，帶來的是呼拉圈表演。我們來

丟出的呼拉圈。一一以吻部套進後，開始

欣賞一下海豚是如何搖呼拉圈的。來！

轉動約 10 秒。接著邊轉動呼拉圈邊向舞台

05:53

區游進，抵達後身軀直立挺出水面與訓練
師同高，將呼拉圈交回給訓練師。

06:19

接下來我們海豚要帶來的是夾球，先來欣

三隻海豚分別以腹部朝上，讓訓練師將球

賞他的前鰭表現如何？待會呢，當海豚經

置於兩隻前鰭中央並夾住，以仰姿繞行水

過你們的面前，請拿出你們的熱情來幫海

池一圈。

06:31

豚加油一下。
07:18

07:35

哇！你們看這幾位同學球夾得這麼好。

三隻海豚腹部朝上一邊游動，一邊以尾鰭

來，展現你們開心的模樣來。

拍打水面濺起水花。

接下來要進行的是海洋運動的趣味競賽。

訓練師將小圈圈拋向水池中，三隻海豚隨

這一個項目要比的是”撿小圈”，看誰能最

及後翻前往尋找水面上的圈圈，將其套入

快將三個圈圈撿回來。來，撿小圈比賽開

吻部後返回

07:25

07:48

始！
08:02

接下來第二回合是”滑浪板”！在海邊衝浪

訓練師將浪板拋向水池，三隻海豚後翻前

非常好玩，他們也很喜歡滑浪喔！滑浪比

往尋找水面上的浪板，將其銜回給訓練師。

08:11

賽開始！

08:21

接 下 來最 後一 個比 賽 ，帶 來的 是” 跳高

大同以大幅度的後翻潛入水中，接著直線

球”。麻煩來賓將視線移到中間位置，紅色

躍出水面，以吻部觸擊高空的球。

高球已經調至水平面的最高點，待會要先

08:38

向高度挑戰的是大同。

09:11

現場朋友為大同鼓勵一下，輕輕一跳就碰

龍龍以大幅度的後翻潛入水中，接著直線

上高球。接下來要向高度挑戰的是龍龍。

躍出水面，以吻部觸擊高空的球。

接下來要考驗的是海豚的平衡感，帶來的

訓練師將球分別放在兩隻海豚吻部，海豚

是”水上平衡球”。

直立著身軀，以尾鰭打水向後退至場邊再

08:51

09:19

折返舞台，將球交還訓練師。

09:43

接下來是數學課時間，在此要請來賓出題

靠近觀眾席的池邊放置一個類似「叭噗」

考考海豚，題目加減乘除都可以，答案不

的道具。

要超過十。弟弟你來幫我們出一題（觀眾

龍龍游至場邊道具旁（配合音效播放）以

問：7-2）好，現在我們把題目拿給海豚龍

吻部頂道具 5 下，每頂一次就發出一聲響。

龍，看完之後會來前面按鈴作答，請問

結束後返回舞台前。

10:20

7-2=？
好，同樣的，我們歡迎這邊的來賓幫我們

龍龍游至場邊道具旁（配合音效播放）以

出題，答案一樣不超過十（觀眾問：2+2） 吻部頂道具 4 下，每頂一次就發出一聲響。
11:22

訓練師將題板舉至龍龍面前

結束後返回舞台前。

接下來這堂課是音樂課

三隻海豚發出數聲叫聲

海豚他們非常喜歡唱歌跳舞喔，來！花圈

音樂聲響起，訓練師將三個花圈拋向水池

借他們一下，一起來一段音樂

中。三隻海豚游向水面上的花圈，頭部自
其中穿出（呈戴花圈狀）
，水中自轉約 7 圈

11:30

11:03

11:26

11:35

後游回舞台區。抵達後身軀直立挺出水面
與訓練師同高，將花圈交回訓練師。
12:00

接下來這堂課是生態教育時間。待會呢，

三隻海豚後翻游向水池邊，登上靠近觀眾

為您介紹海豚的外觀及構造。請來賓不要

席的展示平台，尾鰭翹起。

圍在海豚旁邊也不要走下來靠近海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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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4

謝合作。
為您介紹海豚的外觀。從他的嘴巴到呼吸

海豚打開嘴巴維持 9 秒

孔後方算頭，接下來是軀幹、尾幹、前鰭、
背鰭、尾鰭。為什麼稱作瓶鼻海豚，因為

12:37

有著長長的嘴巴，我們來看他嘴巴長什麼
樣子。
頭頂上方這個孔是呼吸孔，也是他發出聲

海豚張嘴喊叫 10 聲,接著回到水池

音的地方.現在來做個示範，看他嘴巴到底
有沒有聲音

12:55

（主持人：現在聽到的聲音是由他的呼吸
孔發出的）

13:05

接下來的單元呢，親來賓的時間到了（選

負責親吻的海豚以吻部碰觸第一位觀眾臉

定了六位觀眾）
。當我們海豚親到你時，看

頰

這位小姐，她會幫你拍照，你的照片會出

15:44

現在一樓海洋寫真區，請你到那裡看照
片。
（狀況：小朋友畏懼靠近海豚）小朋友
不敢的話，親媽媽。小姐，親你好了！
來，下一位往前。好，蹲下來，一起往這

海豚以吻部碰觸第二位觀眾臉頰，維持 5

邊看。

秒

（主持人：你可以摸海豚喔，摸他一下，

16:13

摸他一下，對啦，不要客氣啦）
下一位，稍等一下，我們再換一隻海豚親

海豚以吻部碰觸第三位觀眾臉頰，維持 3

你。好，來，靠近他（主持人:對，摸摸看， 秒

16:41

多摸一次就賺到一次啦）
下一位，往這邊看。啊，小朋友會害怕，

（海豚欲以吻部碰觸小朋友臉頰，小朋友

爸爸，親你好不好（主持人：對啦，不用

懼怕閃躲）

15:01

害怕，人家海豚這麼可愛）

16:40

接下來最後一堂課是期待已久的舞蹈課，

（音樂播放，四位訓練師率先跳起”騎馬

將帶來最夯的舞蹈，來，訓練師，準備好

舞”，接著，）三隻海豚大力擺動頭部約 6

了沒，來一段音樂。

秒，接著以尾鰭支撐身軀，以站姿一齊快

17:01

速向後退至場邊，又向前行進至舞台前，
一隻海豚依指示後翻潛入水池中，接著直
線躍出水面，再垂直沒入水中
非常精彩的一連串舞蹈表演，時間過得非
19:26

19:21

三隻海豚後翻潛入水中，頭下尾上，尾幹

常快，本館的三場節目也要結束了，在此， 露出水面擺動尾鰭約 3 秒
也要揮舞尾巴跟你們道聲再見囉
（表演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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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

附錄二、野柳海洋世界海獅表演內容
時間：2013 年 6 月 16 日（星期日）下午一點
地點：野柳海洋世界
表演名稱：海獅表演
旁白時間

旁白
主持人：節目開始

動作

動作時間

（節目開始前，訓練師先上台拿水桶將地面
潑濕）
兩隻海獅以鰭肢邊走邊滑行出場，隨後趴上

01:46

立檯。
訓練師站在兩海獅中間。
02:04
02:15
02:22

02:31

馬上為您介紹海獅，最先是右手邊叫胖

聽見主持人叫名，胖胖舉起左手，小乖舉起

胖，左手邊叫小乖。

右手

在此謹代表本公司全體同仁向您敬禮

兩隻一起舉起右手停留四秒

兩位帥哥，別忘了跟現場來賓們問聲好，

兩隻吼叫數聲

一起來
訓練師啊，節目開演前跟兩位握手，預祝

胖胖伸出左手和訓練師握手。

合作愉快。

接著換小乖伸出右手握手。

你看，我們的胖胖很有紳士風度喔，接下

02:10
02:21
02:28

02:37

來輪到小乖。
訓練師，你忙完了嗎？還沒有！那要做什
02:45

兩隻分別跳進水池後再立即上岸趴回立檯

麼呢？洗澡！哇！你看，牠們也是非常愛

02:48

乾淨的，下個水也是很舒服的。
訓練師，有個問題要問你一下，跟兩位相

（聽見音效）

處很久了，感情培養怎樣？

小乖搖頭

（訓練師答：讚！）
03:01

可不可以證明？

03:18

（訓練師答：親一個）
那誰要先？
（訓練師答：小乖）
好，小乖，親一個
不要這樣，親一下

（聽見音效）
小乖再次搖頭

訓練師，求他！

（聽見音效）

（訓練師屈膝拜託）

搖頭

唉呀！下跪也沒用，訓練師跳過。

胖胖低下頭，兩手（前鰭肢）垂下互搓作害

我們胖胖最乖，會親你，胖胖你來親一個。 羞狀約 5 秒
哇，胖胖不好意思喔，訓練師怎麼辦？一

胖胖被吻完立即撲倒在地約 5 秒。待訓練師

隻不好意思，一隻不想親。

碰觸其身體後又起身趴回立檯

（訓練師答：我親他）
好辦法，來！抱住他，口對口強吻，讚啦！

49

03:21
03:24
03:34

03:49

04:09

好，節目馬上要開始！

兩隻海獅鼻子頂住訓練師丟出的球，接著後

現在把這兩顆球放到兩位的鼻子上，帶來

鰭肢懸空翹起，用前鰭肢支撐身體維持平衡

開場好戲，倒立平衡球，掌聲給我們兩位

約 5 秒，待訓練師吹哨後將球頂回。

04:12

鼓勵一下！

04:32

接下來帶來一連串才藝競賽，分四個回合

訓練師將呼拉圈套進海獅頭部並轉動，海獅

來比賽，掌聲多的是今天比賽的冠軍。第

轉動呼拉圈，同時後鰭肢慢慢懸空翹起，動

一個階段是小乖帶來的呼拉圈表演，我們

作持續約 7 秒，待訓練師吹哨後結束。

04:56

來看海獅怎麼搖呼拉圈。

05:06

當然，我們胖胖也不甘示弱，帶來了三步

訓練師三度運球拋向胖胖，胖胖以鼻子接住

上籃。訓練師，麻煩你充當我們的對手，

球，向前移動兩步將球頂進籃框。表演完回

來！球準備一下。

到立檯，雙手作拍手狀，示意來賓給予掌

05:20

聲。

05:52

接下來第二回合是鼻子工夫，誰要先來？

胖胖長吼一聲

胖胖說要帶來鼻上傳球，現在來欣賞胖胖

胖胖（離開立檯，先下水弄濕身軀 ）以鼻

第二回合的表現。

子接住訓練師拋出的球，向上彈接 10 下。
待訓練師吹哨喊停，將球頂回給訓練師，再

05:49

06:06

趴回立檯。
06:19

接下來輪到小乖也要帶來傳球比賽，要來

小乖吼叫 4 聲

06:24

下水挑戰。
小乖說那太簡單了，跳到下一個節目，帶

小乖（依訓練師指示移至舞台一角）訓練師

來接圈遊戲。來！我們五個圈圈也替你準

連續將五個圓環丟向小乖，小乖以身體接

備好了。

住。但最後一個圓環未接住，小乖又依指示

06:50

跳入水池將圓環套上身體撿回。

08:23

09:08

這樣啦，我們從哪裡跌倒，就再給你一次

訓練師再次將五個圓環丟向小乖，小乖接住

機會！來點掌聲會表現不一樣！

最後一個圓環後將其咬住，趴回立檯。

哇，你看我們小乖，多給他一次機會還是

訓練師拉扯兩下小乖口中的圓環，作勢從小

表現很不錯的。不過這圈圈是訓練師的，

乖口中扯下。

你要還給他，來，還他還他。

小乖咬住不放。

來，這邊不放，換邊拉拉看，再來一次，

訓練師從小乖嘴裡取下圓環，小乖甩動雙手

準備喔！

示意來賓給予掌聲。

小乖欺負訓練師還這麼開心。好啦，輪到

胖胖長吼一聲。

胖胖也要來挑戰接圈遊戲。
胖胖說小乖的圈圈這麼大，隨便接也接得

胖胖依指示下水，訓練師朝水中的胖胖丟出

住，要把圈圈縮小一點，我們來看看胖胖

五個圓環，胖胖依序接住，待聽見訓練師哨

的表現。胖胖，請你下水挑戰囉！

音後，上岸回到立檯，拍手示意觀眾鼓掌。

接下來是我們的舞蹈表演，誰要先來？

小乖吼叫 4 聲

好，小乖說要帶來非常優美的水上芭蕾

（訓練師先為小乖套上花圈）

舞。小乖，請你下水跳舞。

聽見哨音後，小乖躍入水中， 露出頭部左
右擺動身軀約 10 秒，聽見哨音後上岸趴回

07:36

08:00

08:09
08:26

08:42
09:12

09:44

立檯。
接下來輪到胖胖，他也要帶來舞蹈表演。
10:05

胖胖長吼一聲
10:13

來，胖胖輪到你現一段。
胖胖說，這溫柔的舞他不會跳，這次要來

（訓練師先為胖胖套上花圈 ）音樂響起，

段新潮的水中霹靂舞，Ready ? Go !

依訓練師指示躍入水池中，露出頭部原地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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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5

轉約 8 圈，聽見哨音上岸、趴回立檯。
11:09

來，我們四個回合比賽完了。請來賓評選

胖胖跟著來賓一起拍手約 3 秒

一下，認為胖胖比較厲害的給點掌聲。
認為小乖比較厲害的來點掌聲。

小乖跟著來賓一起拍手約 3 秒

哇，那我們這次，小乖獲得冠軍，恭喜他

胖胖長吼一聲

啦！
11:46

我們胖胖說，怎麼會是小乖贏得冠軍，不

（胖胖離開立檯，下水弄濕身軀 ）

公平，要來個加分題。帶來的是──棒上平

訓練師將一根棒子立在胖胖的鼻子上，再於

衡球。

棒子尾端放一顆球。胖胖鼻子頂著球，後鰭

11:19
11:26
11:41

12:16

肢同時慢慢翹起，以前鰭肢行走約 10 步。

12:26

哇，真是沒話說！下個動作準備，來！拿

訓練師將棒子抽掉，使球直接落在胖胖鼻子

掉棒子，原地翻轉一圈球沒有掉，屁股拍

上，胖胖以鼻子頂著球，原地翻滾一圈再接

拍，給點掌聲鼓勵一下。

住球，球沒落地。接著將球頂給訓練師，配

12:26

合旁白，右手在背後拍打索討掌聲，結束後
趴回立檯。
12:43

來，我們小乖不用任何道具喔。帶來一個

（配合音效）小乖搖頭

跳水。
來個跳水比賽，下水

（配合音效）再次搖頭

12:49
12:52

訓練師啊，兩次都不下去，為什麼呢？好， 胖胖長吼一聲
不會。直接放棄。我們胖胖獲得今天的冠

13:02

軍，恭喜他。

13:09

我們胖胖說，他終於得到冠軍非常開心！

胖胖依序親吻上台的來賓。隨後依指示與小

所以要跟來賓互動一下，玩親熱和拍照，

乖一起拍手。

我們要邀請四位來賓上台（來賓依序上台

17:48

接受海獅親吻 ）
好，來，兩位，別忘記禮貌了。對，拍手
謝謝來賓熱情的合作。

17:55

好，親也親過了，訓練師，我們接著下來。 小乖吼叫數聲
我們小乖說他都沒有親到來賓，所以心情

小乖依訓練師指示從立檯移至後方酒吧

不開心。心情不開心呢就要喝酒，來，小

前，以前鰭肢撐在桌台背對觀眾站立。

18:00
18:18

乖要喝酒，上海洋酒吧來！
小乖，我們這邊有很多酒，請問要喝什麼
18:23

吼叫 4 聲
18:27

酒？
哇，四個字。很隨和，什麼都好。訓練師， 低頭做點頭狀
這樣好了，你拿什麼他就喝什麼。來，準
備什麼好酒咧？

18:42

（訓練師答：伏特加）
伏特加喔，問他一下，小乖，酒量好不好
咧？
整瓶給你好不好

低頭做點頭狀

有得吃有得喝，哪有不好的道裡呢！訓練

（訓練師表演將”酒”倒入小水桶內，拿給小

師啊，他說不用划拳了，趕快倒一杯啦！

乖）
小乖嘴巴含住小水桶仰頭喝下，喝完立即倒
臥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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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4

19:23

訓練師，喝醉酒了，怎麼辦咧？拉起來好

訓練師抓住小乖的前鰭拉扯三下。

了。
訓練師你看啊，還不起來怎麼辦呢？

訓練師拿水桶到池裡裝水，然後朝小乖（下

（訓練師答：拿水潑）

午場換寶弟）潑去。

小乖啊，你還躺在那裏那麼舒服，真的要

19:30

19:47

倒大楣了。
19:52

我們小乖喝醉酒了需要休息，所以節目也

訓練師朝主持人揮一下手

要接近尾聲，要跟您道聲再見了，掰掰
訓練師啊，不是結束了嗎？到底想幹什

胖胖（配合音效）點頭 4 下

麼？
（訓練師答：我還沒有表演）
20:02

所以你要表演什麼？

20:17

（訓練師答：雙人舞蹈）
那你要找誰當你的舞伴？
（訓練師答：胖胖，你願意嗎？）
20:19

好，現在來欣賞胖胖和訓練師帶來的雙人

胖胖和訓練師移動到吧檯站立，兩人背對觀

舞蹈

眾，胖胖伸出左手，訓練師伸出右手互相拍

20:28

背作打氣狀。
20:37

（音樂播放）

海獅與訓練師一起跟著節奏，一開始先作 3
次甩頭。
接著移動至一旁，雙腳隨著音樂抬起，先左
右左右各一下，再左三下右三下。
胖胖原地轉個圈後，胖胖向前進、訓練師向
後退四步。

20:37
20:44
20:52

胖胖在地上翻滾三圈後，邊走邊舉起右手向
觀眾致意兩次，最後原地繞圈六次後，抬起

20:57

左手示意。Ending
21:16

掌聲鼓勵！兩位表現非常的棒，我們揮揮
手，謝謝來賓熱情的掌聲！
好啦！我們這舞也跳過了，再來要回家休

21:22

兩隻海獅拍手索討掌聲

21:19

兩隻海獅雙手垂放胸前交握作祈禱狀約 3 秒

息了。請用雙手抱胸作個祈禱，敬祝各位

21:26

來賓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21:33

來，兩位揮個手，跟來賓道聲掰掰！

胖胖拍手作鼓掌狀，小乖抬起右手擺動

（海獅表演結束，進入有獎問答）

海獅返回休息區

在欣賞過這麼活潑逗趣的表演，您對我們
的海獅也有些許的印象。我們現在來跟你
21:49

們玩個猜謎的遊戲，會的話趕快舉手就可
以拿到我們的扇子。現在我們的四個問題
是有關海獅的部分。
這位小姐，請問一下，剛才那兩隻海獅叫

22:00

什麼名字。講出一隻就好了。
（觀眾答：胖
胖）好！標準答案！
還有誰要禮物的？好，一隻叫胖胖，那另

22:11

外一隻叫什麼名字（觀眾答：小乖）
對！標準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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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7

其實我們的海獅啊兩隻品種不一樣，一隻
是加州海獅，一隻是北美海獅。好，小姐
22:24

我問妳喔，剛才那兩隻海獅，牠們的身上
有沒有長毛？（觀眾答：有）
標準答案！海獅身上長有毛，一年換毛一
次，在季節七、八、九月。
好，弟弟我問你喔，請問海獅會做什麼動

22:51

作，講一個就好（答：拍手）對！
最常見的就是拍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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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花蓮海洋公園海豚表演內容
時間：2013 年 6 月 15 日（星期六）
地點：遠雄海洋公園
表演名稱：海豚秀
旁白時間
00:17
（海豚秀上）

旁白

動作

現場的朋友們，一起準備好你們熱情

兩隻海豚率先開場，一齊以順時針方向

的小手，讓我們用最熱烈的掌聲來歡

繞行水池作飛躍表演計 5 次。

動作時間
00:24

迎海豚出場！
一訓練師乘著兩隻海豚快速滑至水池中
央。接著兩隻海豚一躍以尾鰭站立於水
面，將雙腳分別踩在其吻部的訓練師高

00:50

高舉起。最後訓練師再被快速推行至舞
台前。
01:55

在此感謝大家的掌聲，現場的朋友

依訓練師指示，四隻海豚游至近觀眾席

們，難得來到這裡，不妨拿出熱情來

的水池邊緣，身體倚靠玻璃停留 5 秒後

讓我們大聲跟海豚說聲哈囉！

返回舞台前。

01:57

接下來，海豚也準備用最快的速度， 一隻海豚從水池右方迅速繞行一圈。
02:07

游向大家的眼前。提醒現場朋友們，

02:20

睜大眼睛準備看好囉，我們一起來瞧
瞧他的游泳速度有多驚人囉！
沒看到的朋友們，沒有關係，仔細看

另一隻海豚從水池左方迅速繞行一圈。

好，還有一次。

02:29

現在，海豚也準備用最特別的方式， 四隻海豚游至水池中央，配合主持人旁
02:42

來跟現場的朋友們打聲招呼，來，現

白及音效，並排成列從水中躍出沒入，

場朋友們，給予海豚最熱烈的掌聲

共計 3 次。

02:49

（海豚一躍）
，歡呼聲（二躍）
，以及
尖叫聲（三躍）！

03:00

在這裡告訴大家，海豚的身體構造相

四隻海豚依訓練師指示游向觀眾席後折

當特別，尤其是視力，不要看他們眼

返。

睛小小的，他們的視野可是有 360 度

03:16

超大廣角。來，伸出你們的雙手跟海
豚揮揮手！

03:30

大家眼前這些可愛的海豚朋友們，他

四隻海豚腹部朝上露出兩隻前鰭，呈仰

們是屬於瓶鼻小海豚，現在海豚也要

姿游向觀眾席後折返。

用他們最可愛的小前鰭來跟大家打

03:36

招呼！
03:54

04:08

現在，朋友們，請將你們的目光轉移

兩隻海豚依訓練師指示游至水池中央

到上方的兩顆小紅球，海豚能不能達

後，一齊凌空躍起，以吻部觸擊懸吊高

成任務呢？

空的球。

想必現場來賓朋友一定很好奇，為什

兩隻海豚分別游向水池左右兩側的淺水

麼海豚朋友們能作出這麼困難的動

區裡，翹起尾鰭，在此區停留六秒後，

作？其實呢都是由於他們擁有與眾

身體向後移動離開淺水區，折返舞台前。

不同、強而有力的小尾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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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00

04:15

04:28

海豚的尾鰭相當特別，一般魚類的尾

四隻海豚依訓練師指示，以尾鰭撐起身

鰭是左右擺動的，而海豚朋友的尾鰭

軀在水面倒退移動至水池中央，而後折

是上下擺動的。而現在，海豚也準備

返舞台前。

04:47

用他們的小尾鰭，在水中撐起他們上
百公斤的身體，站起來囉！
04:53

05:03

更精彩的畫面還在後頭，他們準備離

四隻海豚一齊攀上舞台，翹起尾鰭停留

開水面，躍上舞台。

六秒後，向後退回水池中。

現場的朋友們有沒有仔細看到海豚

訓練師指示最左側海豚再度攀上舞台，

流線型的身材是不是相當可愛呢？

翹起尾鰭在舞台停留六秒後，向後退回

（因為他們一天都要吃到 10 到 15 公

水池中。

04:56

05:08

斤的小魚，才能擁有這麼可愛的身
材）

05:22

接下來，海豚準備帶來高難度的動

依訓練師指示，一隻海豚先作後空翻潛

作。來，再次將你的目光轉移到上方

入水中，從水池中央凌空躍起之際，以

的紅球，海豚準備好出發啦！準備用

尾鰭觸擊懸掛空中的球。

05:30

力地往上，空中轉身！

06:04

接下來，我們海豚朋友以及優秀的訓

一訓練師先跳入水池中，兩隻海豚身體

練師，也將帶給大家一連串更精彩又

平貼水面，尾鰭上下拍打並行向前，一

溫馨的水中互動表演。

齊將訓練師向後推行（接著再返回原

06:15

點，重複一次）
。
訓練師指示兩隻海豚頭上尾下身體打
直，在水面原地旋轉 5 圈。
訓練師引導兩隻海豚在水面做「後仰甩
頭」動作 3 次。
兩隻海豚向下潛入水中呈頭下尾上姿，
尾部在水面擺動揮舞 6 秒。
接著，兩隻海豚作並排飛躍動作 6 次。

07:05
07:31
07:42
07:59

兩隻海豚回到訓練師身旁，一齊將其快
速推行至右側淺水區並攀爬上岸，翹起

08:25

尾鰭停留 6 秒後，身體向後退離淺水區。
訓練師將拉繩套在其中一隻海豚嘴部，
雙腳踩上海豚背部，兩隻海豚承載著訓
練師，沿著水池由右向左並行噴進至左

09:10

側淺水區。
訓練師上岸，海豚一齊攀爬上岸，翹起
尾鰭，停留 6 秒後，身體向後移動離開

09:25

淺水區，表演結束。

12:31

想必現場的朋友們對海豚多了一些

（玻璃帷幕前）工作人員引導一隻海豚

了解，不過還有一個更特別的，那就

做氣孔噴水。

是海豚和我們人類一樣也是用肺部

12:59

來呼吸。就在這個時候，海豚準備展
現它頭頂上的小氣孔，朋友們睜大您
的眼睛看好囉！
來吧，現場的朋友們，熱情的掌聲獻

海豚直立身軀露出水面，兩隻前鰭做拍

給我們的海豚！

手狀持續 9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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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3

13:35

16:42

接著遊戲時間到了，現場要挑選 5 位

一隻海豚游向水池中央，先找出工作人

朋友，與我們的海豚朋友們一起玩呼

員丟出的呼拉圈後，直立身軀用嘴巴轉

拉圈遊戲。數到 3 遊戲就要開始囉， 動呼拉圈約 23 秒，結束時游回玻璃帷幕
1～2～3～

前，抬高身軀將呼拉圈頂回給工作人員。

接下來有 2 位朋友要擔任我們的數學

一隻海豚等候在玻璃帷幕前，聽完出

老師，要出數學題來考我們的海豚朋

題，
（配合音效播放）向前游動，尾鰭拍

友，題目加減乘除都可以，不過最重

打水面 2 次。

要的是海豚的年齡只有 6 歲，所以答

15:06

17:52

案 10 以內，好不好？（觀眾 A：1+1）
來，海豚的答案會是多少咧，1+1？
掌聲鼓勵，不過一題不夠看，還有一

聽完出題，
（配合音效播放）向前游動，

題（觀眾 B：3×3）
，來，海豚的答案

尾鰭拍打水面 9 次。

18:32

會是多少咧，3×3？

19:07

接下來，最好玩最刺激的遊戲要來

工作人員一一將充氣球拋入水池中，四

了。接下來的遊戲，所有的朋友都可

隻海豚依訓練師指示輪流游上前去，以

以參與到，海豚準備就要踢足球，大

尾鰭將球用力頂向觀眾席（此互動遊戲

聲數到三，遊戲就要開始了， 1～2

約進行 3 分鐘）
。

20:40

～3～
音樂播放，訓練師指示舞台前一隻海豚

（海豚秀下）

游向水池兩側做飛躍動作 2 次。
第二隻海豚依指示游向水池中央，從水
面下凌空旋轉而出。
第三隻海豚同樣依指示游向水池中央，
從水面下凌空旋轉而出。
四隻海豚一齊游向水池中央做直線飛躍
落下動作 3 次（結束後返回舞台前）
。
兩訓練師跳入水池中，海豚從背後分別
將其快速推向玻璃帷幕前。

01:45

在此感謝大家的掌聲，現在海豚朋友

玻璃帷幕前，一隻海豚頭下尾上沒入水

們準備在這裡跟大家說聲掰掰囉！

中，擺動尾鰭作掰掰動作 10 秒。
四隻海豚兩兩一組，分別將訓練師推向
舞台後方區域（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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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6
00:43
00:54
01:12
01:41

01:54

02:15

附錄四、花蓮海洋公園海獅表演內容
時間：2013 年 6 月 16 日（星期日）
地點：遠雄海洋公園
表演名稱：晃晃海獅秀
旁白時間

01:30
（海獅秀上）

旁白

動作

（第一階段表演）

訓練師和海獅一起步行出場，來到場中

（訓練師／飾君君：喔，大雄，你怎

央，海獅爬上表演台，趴在立檯上。

麼把鬧鐘按掉了？害我們遲到，而且

動作時間

01:37

Andy 老師超兇的，等一下一定又挨
罵，怎麼辦咧？）
咦，這兩位同學，昨天才叮嚀過的怎

01:53

長吼一聲（約 5 秒）

麼今天又遲到了？我先來點個名好

02:16

了。君君同學？（答：有）
，另一位
胖胖的，模範生同學？
接著來讓各位認識一下這位同學，他

低頭作垂頭喪氣狀，發出咕噥一聲（直

的名字叫大雄，今年 12 歲，屬於加

到訓練師拍背才抬起）

州海獅品種。各位有沒有發現，他好
02:29

像比前幾天又胖了？剛剛出來前才

03:02

量過體重，重達 250 公斤啊！唉呦
喂，12 歲吃到 250 公斤真的很誇張你
們說是不是？（觀眾：是）大雄怎麼
辦，大家都說是？
接下來呢，班長，你們為什麼會遲到

（音效播放）大幅左右搖晃頭部數下

呢？（班長：老師都是他啦，把鬧鐘
03:15

按掉）鬧鐘按掉所以遲到，很誇張

03:31

耶，大雄，你老實說你是不是故意
的？
03:43

既然不是故意的話，你來個才藝表演

依訓練師指示，以鰭肢支撐身體，翹起

好了，如果表演的好，那我今天就不

尾鰭。

03:54

處罰你了。來，大雄同學。
接下來，今天剛好是期末考的日子。 依序接住訓練師及觀眾拋出的 3 個套環
不知道這兩位準備得怎麼樣，我們來
04:10

（現場邀請一位觀眾體驗）

驗收一下，到底他們有沒有可能把三

04:32

個圈圈都精準地接住？來，大雄同學
接招啦！

05:20

既然大雄表現這麼棒，好像不給他點

（此時訓練師指示海獅先下台打濕身體

福利說不過去，所以我現在需要一位

再返回舞台）

女性觀眾朋友下來跟大雄作親密互

聽見音效，轉頭親吻觀眾臉頰。

動（觀眾上台）。大雄啊，我幫你找

06:30

到心目中的理想對象，接下來就讓你
好好表現一下，來，獻吻！
06:40

大雄啊，我覺得這位小姐不論是身材

小幅猛力搖頭數下

或是臉蛋跟你都蠻有夫妻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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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50

的，將來當你的老婆你說好不好？
既然你已經找到另外一半了，應該要
07:00

露出牙齒微笑 6 秒

很開心。正常人開心會怎樣？會笑對

07:12

不對？來，大雄，笑一個！
07:22

其實兩位同學都表現得非常不錯，那

抬起右手揮舞 5 秒（接著走下表演台跟

下次注意不要再遲到了。那就先回去

著訓練師回到休息區）

07:34

休息，掰掰！
（第二階段表演）

聽見音樂，兩隻海獅出場，從舞台區滑
入水池，自動攀登上水池邊的表演立

10:45

檯。並依訓練師指示，抬起右手揮舞打

10:51

招呼。
11:07

12:02

跟各位介紹這兩位新同學，右手邊這

Lisa 依訓練師指示舉起右手揮舞示意

位叫小不點，左手邊這位叫 Lisa。
接下來要跟各位介紹的是海獅的耳

訓練師扶住海獅頭部供民眾拍照（Lisa

朵，到底會長在哪邊呢？來，把你們

同時翹起尾鰭，用尾鰭鼓掌持續 8 秒）

的目光對準他們的頭部，一起來看海

11:27

12:09

獅的小耳朵。

13:38

接下來需要現場觀眾的幫忙。這兩位

兩隻海獅隨著歌曲節拍吼叫（Lisa 同時翹

新生有準備一首歡迎的歌曲，在唱歌

起尾鰭，用尾鰭鼓掌持續 8 秒）

之前需要大家來打個拍子，我們一起

13:52

來，預備起！

14:16

15:12

接下來要來進行的是頂上功夫（邀請

第一位來賓將球拋向小不點，但球掉

兩位觀眾上台互動），頂球頂超過 3

落，未能順利將球頂起。訓練師隨後再

秒鐘才算成功，這位小弟弟先來，開

投一球，小不點用鼻子頂住，維持 3 秒

始！

後頂回給訓練師。

接下來輪到這位熱情的小姐。來，辣

Lisa 接到來賓丟出的球後立即頂了回去

媽，加油了，頂上功夫，go！
咦，她好像不太認同妳是辣媽的關

Lisa 又頂了回去

係。來，第二次挑戰的機會，正媽！

14:35

15:18
15:27

妳要不要跟她溝通一下？來（來賓： Lisa 還是頂了回去
那妳叫我 Sammy 就好了）好，我看
她認不認同。來，最後一次挑戰的機

15:42

會，go！（唉，真的是默契不太夠，
偷偷告訴妳一件事，如果剛剛三次機
會有完成，獎金十萬）

15:57

接下來，各位不知道有沒有仔細看

（海獅依指示先跳下水池打濕身體再回

到，我們的海獅剛剛有偷偷張開嘴

到跳台）

巴，有沒有人知道她的牙齒有幾顆？

小不點依指示張開嘴巴約 14 秒，Lisa 翹

30 ？ 31 ？ 32 ？ 那 就 麻 煩 現 場 的 朋

起尾鰭並張開嘴巴約 10 秒。

16:25

友，我們一起來算算到底有幾顆。
來，正確答案請揭曉！
好，接下來我要公布正確答案了。上

兩隻海獅伸手與身旁來賓握手約 8 秒

面 18 顆，下面 16 顆，所以是 34 顆。

17:31

非常可惜沒有答對，不過麻煩兩位站
上我們的小舞台，接下來要讓兩位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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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海獅當好朋友。來，握握手當好
朋友！
接下來，當我數到三的時候，麻煩各

兩隻海獅分別將頭轉向身旁來賓，並親

位大聲說“親吻”的英文單字。來，1

吻其臉頰約 3 秒。

17:52

～2～3～
接下來因為還有更加愛秀的同學要

兩隻海獅舉起右手揮舞兩秒後，依訓練

出場，那兩位就先回去休息啦，掰

師指示穿越水池，迅速進到後方休息區。

18:25

掰！
00:22
（海獅秀下）

01:05

（第三階段表演）

聽見音樂，四隻海獅兩兩一組出場，自

接下來是體育課。那現在呢，就用最

動趴上表演立檯。接著依訓練師指示，

熱情的掌聲歡迎六位同學出場！

伸出雙手（前鰭肢）鼓掌約 6 秒。

那我們就先來進行排球的課程。這邊

代表藍隊的兩隻海獅依訓練師指示，伸

先幫各位做一下分組。這位小姐的右

出雙手（前鰭肢）鼓掌。

邊畫下去是藍隊，另一邊就是紅隊，

00:29

01:41

待會支持的球隊進球取分時，記得幫
他們歡呼一下。來，紅隊得分～藍隊
得分～

01:53

來，先告訴各位，排球比賽誰先獲得

海獅兩兩一組隔著圍網用鼻子接球，頂

三分就獲得比賽勝利。各就各位，排

球，殺球進行排球比賽約 2 分鐘，攻防

球比賽第一回合，正式開始！

約 57 球。終場球落入水池，一隻海獅迅

02:01

速下水用鼻子拾起，傳給訓練師。比賽
結束，依指示返回立檯趴著。

04:17

接下來輪到體操項目，那這就需要各

訓練師指示一隻海獅移至舞台前方就位

位來當評審。仔細看，認真看，看哪

與其一齊表演，另一隻留在後方立檯一

一隊的動作最標準也最確實。那我們

起動作。

04:41

先來歡迎紅隊，掌聲鼓勵！
紅隊這邊派出的是隊長多多以及體

代表“紅隊”的兩隻海獅跟著訓練師一齊

育股長阿布（訓練師）
。來，準備好

聽口令抬起左右手。前方的海獅由於前

就可以開始。左、右、左、右！

鰭肢的抬起動作，身體持續位移向前，

04:49

四個動作後落入水池，爬起再繼續。
喂，你們是走諧星派是不是？不要再

兩隻海獅跟著訓練師一起左右換邊做抬

搞笑了。第二次機會，來，開始！

手動作，四次整齊劃一後，前方海獅開
始和大家不同調。接著的動作中，海獅
前鰭肢和後鰭肢輪番伏地、彈跳共兩

05:04

次。最後後方海獅加入，一齊以前鰭肢
為支點原地打轉 5 圈。
你們三個根本就是綜藝節目嘛！

聽見哨音，表演結束，兩隻海獅回到立
檯趴著。一隻低頭（配合音效）做懊惱

05:42

狀，另一隻拍手向觀眾索討掌聲。

05:51

接下來看藍隊會使出什麼招數呢？

兩隻海獅跟著訓練師一起左右換邊做抬

掌聲鼓勵，歡迎藍隊！來，各就各

手動作八次。接著的動作中，海獅前鰭

位，準備好就開始。來，左、右、左、 肢和後鰭肢輪番伏地、彈跳共兩次。最
右！

後一齊以前鰭肢為支點原地打轉 10 圈，
回立檯前一起抬起左手向觀眾示意。趴
上立檯後，一起拍手向觀眾索討掌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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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10

06:55

今天真的非常難評分，所以我需要各

代表紅隊兩隻海獅低頭做雙手合十狀，

位大聲告訴我：你們覺得哪一隊獲

代表藍隊兩隻海獅拍手做鼓掌狀。

勝？！（觀眾：藍隊）好，那我們就

07:11

恭喜藍隊。再次給他們鼓勵！

07:30

接下來，我們要來進行的是趣味籃

場邊工作人員將球拋入水池，訓練師指

球。待會我們邀請兩位觀眾朋友，你

示海獅跳入水池，將球頂給水池邊的來

們將球傳給對面的海獅，海獅就定位

賓，交予來賓投入籃框，共進行 5 次 。

後再把球傳到你手中，誰先把五顆球

09:32

投進籃框就獲得勝利。來，趣味籃球
比賽，各就各位，go！
相當的厲害，先給這兩位掌聲鼓勵。 訓練師指示一隻海獅爬上樓梯（共有五

11:08

好，這位（獲勝的）朋友可以獲得海

個台階）登上跳水台，向下跳（按：意

獅照相券。那接下來這位，我幫你準

在濺起水花捉弄來賓）

備了 special 的，有多 special 呢？兩

11:46

秒鐘後你就可以感受到（來，站上這
個小舞台）來囉～

12:11

那我再給你第二次機會，看一下鏡

依指示，海獅再度登上跳水台向下跳，

頭，來！

結束後回到立檯趴好。

接下來輪到藍隊準備的這項才藝。把

代表藍隊的兩隻海獅一齊爬上樓梯（共

你們的手機相機準備好，來，海獅兩

有 5 個台階）登上跳水台，後鰭肢向上

姊妹的水中～後空翻！

翹起等候向下跳。當訓練師下指令，兩

11:54

12:16

隻海獅一齊跳入水池，緊接著躍出水面
做一個後空翻，隨後上岸趴上立檯。
接下來這邊要來個…（訓練師指示代

代表紅隊的一隻海獅依指示爬上跳水台

表紅隊的一隻海獅上台跳水），你是

一躍而下，上岸後趴回立檯。

沒有掌聲不開心是不是？還會自己

12:38

cue 自己！

12:56

13:10

其實我們這個比賽大家開心就好，不

立檯上的四隻海獅就近兩兩一組，內側

過有一個觀念很重要，就是要有運動

手臂（前鰭肢）撐在立檯上，外側手臂

家精神，勝不驕敗不餒，相親相愛。 向上抬起，面向觀眾，鼻子相接做親吻
來，大家親一個！

狀約 5 秒。

好，今天課程上到這邊。最後我們給

兩隻海獅依指示跟著觀眾掌聲拍手

班上這些優秀的同學來個愛的鼓

13:04

13:20

勵，一起來掰掰！
（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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