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科技史學會學刊第 24期（2019年 12月） 

128 

摩納哥海洋博物館與我二三事 
 

陳德勤1 

（野柳海洋世界，本會會員） 

 

筆者於 1995 年赴法國尼斯參加海洋哺乳動物醫療研習會，利用開會前半天搭火車

至摩納哥海洋博物館，該館於 1910 年開幕，至今有百餘年歷史，博物館有些區域如皇

宮般佈置。我受到 Jean Jaubert館長接待，他帶我參觀實驗室及後場，其重點在珊瑚繁

殖及海草種植，因這兩物種是海洋生態指標，而館內珊瑚礁都是自己繁殖，不需再從

海裡採集。回台灣後，我將此訊息告知我館生物組同仁，他們也成功種植出一些珊

瑚，2017 年筆者於天津開中國自然科學博物館協會水族館專業委員會年會及第二屆世

界水母大會時，再度遇見 Jaubert 博士，實感興奮，並與其敘舊，想起當年我寫信給

他，請求參觀該館，他毫不保留讓我參觀許多設備及實驗室，讓我至今難忘及感激。 

筆者並找尋摩納哥國王艾伯特一世一生對海洋科學研究及海洋博物館成立歷史資

料，做一番探討，使我在參加海洋哺乳動物專業研討會，又去參觀歐洲重要水族館，

使我收穫豐盛，並對艾伯特一世一生致力海洋科研探討，並建立海洋博物館，奠定海

洋科技先驅者地位，特表深深敬意。 

 

一、參加海洋哺乳動物醫療研習會 

筆者於 1989 進入野柳海洋世界，擔任動物健康管理工作，當時台灣很少單位從事

海洋哺乳動物研究，所需資訊大都由國外獲得，藉由書信、傳真方式與國外單位（政

府、大學研究機構、水族館）請教，以便處理本館海洋哺乳健康技術問題，筆者逐漸

加入許多國際海洋哺乳有關協會，以利吸收新知，很感謝公司允許我參加歐洲海洋哺

乳協會（European Assocication for Aquatic Mammaal,EAAM）於 1995年 1月 13-15日

在法國舉辦的海洋哺乳動物醫療工作坊（Marine Mammal Medicine Workshop, 

MMMW），這是我第一次到歐洲參加海洋哺乳動物研習，從申請參加會議、辦理簽證

（申根協定）到機票訂購，增進我學習對外事務處理實際經驗，此次開會地點位於法

國南方 Antibes（接近尼斯 Nice）的 Marineland水族館，當年研修主要題目：藉由高階

儀器診斷海洋哺乳動物疾病，我在赴法國之前藉由聯合國出版有關全球海洋研究機構

目錄，發現摩納哥海洋博物館距離開會地方很近，於是我寫信給摩納哥海洋博物館告

知我要去該館參觀，請其幫忙導覽介紹，Jean Jaubert 館長很快覆信答應我的請求，約

好於開會前一天（1 月 12 日）下午到該館，使我在研修同時可參觀其他水族館，當我

抵達旅館後，我就搭乘火車前往摩納哥，火車沿著海岸行駛，讓我印象深刻是：海面

上未見垃圾，只見到被海浪打到岸邊海藻，海洋環境保持很好，經過約一小時抵達摩

納哥，沿著山坡終於抵達海洋博物館。 

                                                           
陳德勤，野柳海洋世界動物健康管理組主任，中央研究院科學史委員會委員，電郵：

iruka12345@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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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摩納哥海洋博物館 

 該博物館在臨海的斷崖上，整個建築物長 100 米，寬 87 米。連同地下室共有 3

層，白色的大樓巧妙地鑲嵌在巨大的岩石之間，在廣場處可看到一門捕鯨砲及一艘小

型潛水艇展示，博物館的入口處，安放著海洋博物館創建人—摩納哥親王艾伯特一世

站在海洋考察船艦橋上的塑像，紀念這位為海洋科學做出重大貢獻的大師。一樓正面

是一排 8 米高、用整塊石料雕成的白色石柱。在石柱之間雕刻著 12 艘為海洋科學做出

過貢獻考察船的船名，其中有艾伯特一世從事海洋考察用過的「燕子」號和「艾麗絲

一世」號。 

從正廳步入左側大廳，便是海洋動物陳列室，室內擺滿海洋哺乳動物和海水魚的

骨骼標本。大廳正中陳列著十幾種鯨目動物的骨骼標本，其中有條抹香鯨的骨骼長約

10 米，另一條鳁鯨的骨骼則長達 20 米，大廳兩側的陳

列架上擺放著許多玻璃缸，裏面是各種海洋動物的標

本，有魚、蝦、蟹、海星、海參、牡蠣、海葵等。正廳

右側的自然海洋地理和器具陳列室，首先映入眼簾的是

天花板和墻壁邊緣垂掛的形狀各異的大大小小的漁網：

有巨大的拖網，也有極小的捕捉浮游生物的小網。小網

是用很難看出的細線編織的，整個網晶瑩剔透，並且陳

列海洋科學家們考察海洋用的儀器和設備：水位自動記

錄儀、水流波動自動記錄儀、測深錘、預定深度自動翻

轉溫度計、採樣器等等。 

二樓正廳陳列著從古到今世界各國各種各樣的海船

模型，把人們帶入船的世界，也見到了早期潛水艇模型

（圖一）。西大廳是海洋物理和海洋化學陳列室，展

示出不同深度條件下水的特性，包括水溫、水壓和氣

體狀態，還用立體模型展現了大西洋、太平洋、印度

洋和北冰洋，使我們知置身於海洋世

界。二樓東大廳是實用海洋學陳列

室。室內陳列著十萬多件海洋動物標

本，其中大部分是艾伯特一世於

1885 年至 1914 年主持 27 遠洋考察

時捕獲的。在這些眾多的標本中，最

引人注目的是生活在格陵蘭島烏佩納

維克的北極熊標本（圖二）及斯特勒

的海獅標本，這種海獅的雄性要比雌

性大兩倍。 

在實用海洋學陳列室四周的玻璃展櫃裏，還陳列著許多從各大洋捕獲的有經濟價

值的魚類、海獸和海鳥的肉；鱈魚油和鯨魚油；蝦蟹，軟體動物和藻類；工業用脂

肪、皮和各種化學制劑；農業用魚肥料和飼料魚粉等。 

圖一.早期潛水艇（陳德勤攝） 

圖二.動物展示廳（陳德勤攝）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B4%E6%B5%B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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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水族館位於下室，館內向公眾開放的魚缸共 90 個，展出面積達 1,000 平方米，

另有 100 個魚缸供科學研究、存放新捕獲魚和儲存海水用。目前有 450 種、4500 尾海

魚，100 多種無脊椎動物和 70 多個珊瑚。有一個儲水量 2.5 萬升的水族缸，觀賞幾條

大小不一的熱帶海洋鯊魚在水裏追逐戲耍。另一個長滿珊瑚的很大玻璃缸裏養著章

魚。章魚屬頭足綱軟體動物，8只長長的觸手，上面滿布吸盤；碩大的身體像口袋；第

二個玻璃缸裏飼養著一隻大玳瑁，是多年前從亞速爾群島運來的，和大玳瑁一起的還

有許多較小的玳瑁，在水中遊來遊去十分討人歡喜。另一個玻璃缸有沉船模型和海底

小山，裡面養著屬於鰻科的海鱔，齜牙咧嘴露出鋒利的毒牙；在一排長滿珊瑚和海草

的玻璃缸裏，飼養著上千尾熱帶觀賞魚，這些大小不一、五顏六色的魚，時而成群結

隊，時而成雙成對，十分有趣；裝在玻璃缸裏的海葵和海百合，好像奇異的毛茸茸的

花束；在另外一些玻璃缸裏，人們可以看到海星、海蝦，海蟹、海馬、海參等，還有

身上長著足有半米長、像織針細刺的海膽在慢慢地蠕動，格外引人注目。 

參觀過後，Jaubert 館長特別提到他們重點是對珊瑚及海草復育，因為這兩者是海

洋環境指標，因人為採集嚴重，導致自然界珊瑚大量流失，於是他們研究如何在實驗

室復育繁殖珊瑚，經過長期努力，他們已繁殖復育多種珊瑚，珊瑚缸過濾系統最初由

Jaubert 博士在八十年代為該館量身打造的，此過濾系統稱之為 Jaubert 系統，其核心是

厚度足夠的珊瑚砂層（摩納哥水族館的砂石厚度

約為一米），利用砂石對新鮮海水和氧氣的隔離

作用，在珊瑚底沙深處形成利於反硝化細菌生長

的低氧環境，從而提供較柏林系統更為強大和穩

定的過濾還原能力，並擁有專利權。他很高興的

說，現在館內珊瑚皆為自行繁殖復育，沒有再到

野外去採集。該館水族部的珊瑚養殖技術獨步全

球，他讓我參觀實驗培養珊瑚區域，只見一小塊

珊瑚固定在小盆栽上，就如同水底栽植般。他

允許我拍照，將此技術帶回來，我館生物養殖

同仁依此方法栽種出許多軟珊瑚，後來屏東國

立海洋生物博物館與摩納哥海洋博物館簽訂合約，購買

該系統技術，並派員至該館學習整套技術（圖三）。 

 2017 年筆者赴天津參加中國自然科學博物館協會水

族館專業委員會年會及第二屆世界水母大會時，再度遇

見 Jaubert 博士，實感興奮，並與其敘舊，想起當年我寫

信給他，請求參觀該館，他毫不保留讓我參觀許多設備

及實驗室，讓我至今難忘。 

 

三、摩納哥國王艾伯特一世 

筆者於今（2019）年五月在中華科技史學會發表有

關摩納哥海洋博物館演講，重新研究該博物館的歷史， 圖四.艾伯特一世 

http://www.photolib.noaa.gov/htmls

/ship4516.htm 

圖三 .1995 年筆者與 Jaubert 博士

（左）合影（陳德勤攝） 

http://www.photolib.noaa.gov/htmls/ship4516.htm
http://www.photolib.noaa.gov/htmls/ship451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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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而發現需先對摩納哥國王艾伯特一世（Albert Honre Charles，1848-1922）有所了解

（圖四），他年輕時加入西班牙海軍，曾任艦艇上中尉，退伍後乘帆船進行海洋考

察，1873 年在海上探險途中遇到挑戰者號，激起他決心終身從事海洋研究熱情，他不

僅建造調查船，還從事大西洋的赤道至北極海海洋研究調查，法國人理查德（Jules 

Richard，《海洋力學》作者），英國人布坎南（John Young Buchana，服務於挑戰者

號探險船），南極探險家布盧斯（William Speirs Bruce）都給予艾伯特一世在海洋研究

協助。 

他於 1885 年 7 月 9 日乘著 230 噸的燕子號（船員 14 名）從法國洛里昂港出發做

第一次北大西洋調查，他向美國布萊克號商借測深網、採樣器、深海拖網、鉛錘、測

流標等海洋設備，7 月 30 日航行於亞速爾群島，投入測流標，根據各國沿岸時到測流

標結果，算出海流速度並進行拖網及採樣，8 月 31 日完成任務回航；1885-1889 年再

次利用此船航行於北美沿岸到深 1600 噚，捲揚作業全靠船員 14 人用手臂進行，沒有

使用任何機械。 

1892 年燕子號毀於暴風雨，於是又造了艾利斯公主號，這艘船設備較齊全，帶有

發電機、冷凍室、動力捲揚機、自動測深儀、拖網、捲線機和三間（生物、微生物、

化學）實驗室，從 1892-1898 先後出航 10 次，主要在地中海和亞述爾群島。為適應調

查需要，1898年再造一艘外洋調查船艾利斯二號（1420噸，長 240英呎，2000馬力）

這艘船有一切現代化設備，可謂一所海上海洋研究所，艾伯特一世乘這艘船航行 12

次，不僅限於地中海和大西洋，還航行到北極海斯匹次卑根群島。1911 年他建了最後

一艘調查船——燕子二號，到 1914 年時航海四次，到過大西洋和地中海各處。直到艾

伯特一世去世為止一共出航 27次，累積豐富生物標本及各種科學資料。 

為了進行深海生物研究，並弄清楚深海生物生活環境，他調查北大西洋表層海

流，測定水溫和鹽度，考察這些自然條件

對各種生物分佈影響。1891 年他設計測深

機，一個人便可控制鋼纜捲揚，同時調節

速度，他引用各國在探險過程取得比較可

靠探深值，繪出千萬分之一的《世界大洋

水深圖》，之後國際水道測量會議總部對

該圖進行修正，並把它命名為《摩納哥海

圖》，此海圖實際上是畫有等深線世界大

洋水深圖，確定了世界海洋海區名稱和海

底地名稱。他雇用英國船到地中海和大西

洋捕鯨，並把捕上來的鯨魚在母船解剖，

查看胃內容物，每次都可發現珍稀新物

種，尤其是烏賊類甚多，同時他還調查廣

泛分布在北太平洋鮪魚（又稱金槍

魚），胃內有烏賊、章魚、甲殼類等中

層各種新物種魚（圖五）。 

 

圖五.艾伯特一世發現深海生物新聞（1920年） 

https://chroniclingamerica.loc.gov/lccn/sn83045389/1

920-03-28/ed-1/seq-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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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摩納哥海洋博物館（法語Musée océanographique de Monaco）成立 

艾伯特一世在王宮面前建立壯麗海洋博物館，此建築物於 1899 年開工，整個建築

高 87米，長 100米，連同地下室共有 3層。博物館大門上面，雕塑著神話中的人魚公

主和海神、海獸及海魚，電燈的吊架被製成水母形狀或其它海洋動物，博物館大樓巧

妙地鑲嵌在巨大的岩石之間；二樓正面是一排 8 米高、用整塊石頭雕成的白色石柱，

博物館包含海洋動物陳列廳、海洋器具陳列廳、實用海洋廳、水族館另外還有圖書室

和實驗室，該博物館建成時，摩納哥國王及法國政府聯合邀請各國海洋學家和科學家

參加開幕典禮，於 1910 年 3 月 28 日博物館正式開幕，艾伯特一世做了一番演講，他

指出海洋學雖是年輕科學，在世界知識領域裏，已占有一席之地，他也說明海洋研究

所及博物館成立的目的，他強調此新科學有很大力量轉變生活情況，人們心理狀態，

及各民族關係，並提倡純粹和平主義和真正人道主義事業。海洋博物館開館祝賀盛典

持續進行四天，包含海洋科學研討會、盛大音樂晚會，在此期間成立了地中海科學考

察國際委員會，大家一致選舉艾伯特一世為理事長，從此摩納哥成為名符其實南歐海

洋研究中心，艾伯特一世晚年盡力於國際海洋調查，並做過多種國際機構主席，他是

一位沒有敵人，卻有充足權力、財力和時間，可以專心探索真理幸福者，1922 年他於

法國巴黎過世，他對海洋科學研究做出卓越貢獻，實在令人敬佩。 

 

結論 

24 年前我赴法國學習海洋哺乳動物技術，並參訪摩納哥海洋博物館，感謝 Jaubert

博士對我熱情款待，並讓我參觀珊瑚繁殖技術實驗室，促使我館同仁對珊瑚栽培有進

一步認識學習，很高興在 2017 年在中國天津水族館專業委員會及世界水母大會會場與

其相會，我很感激 Jaubert 當年對我照護及關懷，令我此生難忘，為準備在今（2019）

年五月在中華科技史學會有關摩納哥海洋博物館演講，筆者對摩納哥國王艾伯特一世

海洋探險研究及建立海洋博物館成立歷史，做一番探討，對一百年前他建立的海洋王

國，十分敬佩，筆者特將摩納哥海洋博館與我點滴做些記載，以茲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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