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場由魚龍、蛇頸龍、滄龍和海龍等

中生代水棲爬行動物，以及陸棲的恐龍與

翼龍共同領銜的演化大戲，在國立自然科

學博物館轟動上演。

「水中蛟龍─水棲爬行動物化石

特展」，有來自4大洲7個國家包括：中

國「鄧氏貴州魚龍」、摩洛哥「扁掌滄

龍」、宛如尼斯水怪的「蛇頸龍」、在臺

灣澎湖西嶼發掘的「潘氏澎湖鱷」等，總

計超過200件的珍貴原件化石，栩栩如

生的復原標本和張力十足的想像

復原圖，為民眾揭開這些活躍

在兩億年前水陸兩界蛟龍的神

秘面紗。

負責規劃的地質學組

「古生物學門」研究員程

延年教授表示：「古生

物怎麼『吃飯』和『生

小孩』始終是最引人好

奇的問題，就繁殖謎

團而言，各種多樣性的

爬蟲動物，由於演化與

生態環境互動推移，因而

衍生出各自巧妙的生殖策

略。」

從已出土的化石標本推測，最早入水

的海棲爬行動物為距今3億年前的巴西「中

龍」，但直到2002年在中國貴州發現懷孕

的「胡氏貴州龍」標本，據腹中胚胎幼子

推斷，所有重新下水的爬行動物，都可能

趨同演化成為「胎生」的生殖策略。

「這種演化有助於牠們在危險的海洋

環境中，儘可能快速產下幼子，達成子嗣

承襲的優勢。」程延年指出，中生代海棲

爬行動物與新生代的鱷群，是兩億年以來

汪洋中的蛟龍，牠們多次穿梭游走於兩

界之間，艱辛地嘗試登陸成功，又匆

匆地重新下海，「水與空氣的

接觸，是生態學上界定不

同棲境最重要的界面，

在動物漫長的演化歷程

中，多次穿梭遊走於

兩界之間，新生代的

哺乳動物下海，成為

了鯨豚的大家族；中生

代的爬行動物下海，成

為水中蛟龍。」

這些重返水域的

類群中，爬行動物於

二疊紀早期，第一支中

■ 文．攝影／郭麗娟

▲ 無論是陸棲還是水棲，恐龍的生滅謎團始終引人好奇。

▲ 現正展出的「水中蛟龍─水棲爬行動物化石
特展」，總計超過200件珍貴原件化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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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迅速重返水域，成為湖泊中游行的水棲

動物，接續下水的是三疊紀中期的幻龍類

群，其後，分別演化出魚龍、腫肋龍、海

龍、蛇頸龍，以及最終在白堊紀晚期重返

水域的滄龍家族。對古生物學家來說，這

是演化大戲中最迷人的劇碼。

展品中，來自中國貴州三疊紀（約兩

億年前）、長達4公尺的「貴州魚龍」，

是目前全球保存最完整的大型魚龍化石珍

品，牠的立體頭骨和精緻的眼眶中還保有

「鞏膜環」，實屬罕見。而前後伸長的漿

狀肢，更說明牠們是一群海洋中擅長游泳

的高手。

展場中最特別的當屬2006年發掘於澎

湖西嶼、距今約1700至1500萬年前，以發

掘地（澎湖）與發現者（潘國明）為名，

長達5公尺的「潘氏澎湖鱷」，這是臺灣最

古老的脊椎動物化石，也是埋藏在地層中

唯一一件完整保存的珍品，更是迄今全亞

洲最完整保存的馬來鱷群化石珍品，是科

學上極具重要意義的「正型模式標本」，

由科博館古生物學家研究復原並發表專題

論文。

程延年表示：「演化，是一條不可

預期，頭角崢嶸、互顯神通，互動而又共

生的漫漫長途，數億年前，當牠們昂首闊

步、不可一世的時候，也正是邁向滅絕的

前夕，最後，枯骨成為化石，現代古生物

學家不斷追問：是基因不佳？運道不濟？

是天擇還是自擇？是不適還是不幸？是偶

然還是宿命？」

看著展場中訴說著35億年演化大戲點

點滴滴的化石、生動逼真又充滿魔幻張力

的復原圖和精緻復原標本，以及理性、嚴

謹的科學研究說明，讓人不禁思索：自然

與科學如何分界？又如何交融？

所謂自然科學其實包括兩大內涵：

一為以生命科學、地球科學及人類學的蒐

藏、研究、展示與教育為核心功能的自然

史博物館；一為以基礎科學之體驗及互動

式展示為主體的科學中心。前者屬於傳統

自然史博物館之範疇，後者在1970年代開

始在歐美盛行。

1970年代發生能源危機時，舉世驚覺

環境保育的重要，呼籲博物館應服務於社

會，努力推展自然與生態觀念。世界各國

便開始大量設立以「自然科學」為主題的

地方性博物館。

1980年，行政院公布國家12項建設，

文化建設計畫中預定在臺中市設立自然科

學博物館，隔年成立籌備處，並確立各項

展示結合科學精妙與藝術之美，展示及教

育活動內容以引導大眾認識自然和瞭解科

學原理為主，是國內唯一結合自然史與科

學中心的現代化博物館。

科博館藏品約95萬件，涵蓋人類學、

地質學、動物學、植物學四大範疇，具備

學術研究、標本典藏、展示、教育等各項

功能。有鑒於生物多樣性的可貴，以及知

識產能開發使命的迫切性，設有動物學、

植物學、地質學、人類學、典藏管理、展

示及科學教育等研究學組。

科學探索  生命謎團

「科學中心」首開國內博物館「互動

式展示」風氣之先，鼓勵參觀者動手操作

並主動參與，從動手做當中引發探討的樂

趣，並從操作中接受科學教育，從遊戲中

學得科學知識，從探索過程中搜尋自然或

藝術的奧秘。

教科書裡生硬的理論，在這裡都可透

過實際操作解惑，如展現琴弦震動線條的

「圓筒示波圖」、以各種鏡片做光學實驗

的「光之島」、以及畫出三度空間曲線的

「雙曲面」等。

「生命科學廳」從生命的起源到各種

▲ 負責規劃的程延年教授強調，「演
化」是一條不可預期的漫漫長途。

▲ 「生命科學廳」展示亞洲第一具古埃及人型棺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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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崛起、演化與適應，及至探

討人類的生、老、病、死，展場中

最特別的當屬亞洲第一具古埃及男

性木乃伊及人型棺柩，搭配現場的

解說看板與影片，民眾可一探古埃

及人尋求靈肉共存的神祕死後世

界。

各年齡層都喜歡的「恐龍

時代」，展示造型逼真的恐龍模

型，其中長達7公尺、高4公尺的

機械暴龍，及機械迅掠龍兄弟，

不但有模擬恐龍動態的細膩設計，還有栩

栩如生的音響效果，極具臨場震撼感。

人類文化  地球環境

走進「人類文化廳」，映入眼簾的是

1276年元代郭守敬簡化後用以觀測天象

的「簡儀」，是全球最早擁有赤道裝置的

天文儀器。二樓是具有百年歷史、保存完

整的「萬福宮」，整座廟宇分為三進：拜

亭、三川殿、正殿，讓人身歷其境感受臺

灣先民的心靈生活。

該廳包括：「中國醫藥」、「中國的

科學與技術」、「古代的中國人」、「漢

人的心靈生活」、「農業生態」、「臺灣

南島語族」及「大洋洲」等展示主題，其

中，「大洋洲廳」的珍貴館藏，大多是已

故藝術家劉其偉採集自大洋洲巴布亞紐幾

內亞的物質文化標本，展廳以視覺穿透性

極佳的空間設計和情境再現手法，呈現大

洋洲自然環境和人文脈動。

「大洋洲」，意謂太平洋中的陸地，

大小島嶼約一萬多個，一般區分為「玻里

尼西亞」、「美拉尼西亞」和「密克羅

尼西亞」3大島群，面積總計1百萬平方

公里。主要散布在南、北回歸線之間，地

處熱帶，氣候溼熱，許多島嶼至今無人居

住，廣義的大洋洲，還包括澳洲、紐西蘭

在內。

從出土骨骸推測，史前的大洋洲人大

約4萬至8000年前，出現在新幾內亞西部

島嶼，島上稀疏分佈著捲髮的黑種人類，

學者稱這些人為「桑達諾德人」，他們使

用的語言，是原始澳洲和巴布亞語言的起

源。

據此推知，最早進入大洋洲島嶼的應

是桑達諾德人。但另一種理論指出，南島

語系的移民自西元前3,600年開始擴散，

祖源地可能是中國南方或臺灣，這些南島

祖先們先移入菲律賓，再到馬來西亞、印

尼，然後向東擴至3大島群。

對習慣於陸地環境的人們來說，這些

汪洋中的島嶼土地狹小、偏遠而且孤立，

但對島民而言，生存空間是一片「散佈

島嶼的海洋」，構成的元素不只是陸地面

積，還包括周圍的廣大海洋和蘊藏其中的

資源。

自從16世紀「地理大發現」時代開

始，葡萄牙、西班牙、荷蘭、英、法等

國，前仆後繼地來到太平洋的群島海域，

他們滲入當地土著社會，進行經濟

掠奪和傳教活動，而在與西方社會

接觸之後，大洋洲的自然生態、社

會文化體系均產生巨大變遷。到了

19世紀末，德、日、美等列強，

在這個地區展開激烈的殖民地爭

奪，建立各種形式的殖民政權，大

幅改變大洋洲的傳統社會。

「人類文化廳」的「農業生

態常設展」，相當值得一遊。自

然科學探討的是生命和環境的關

係，農業時代人們「靠天吃飯」；「天」

指的就是環境，「飯」來自農作和微生

物，土壤就是活的有機體，因此農業和我

們的生命和環境息息相關。

常設展以中國華北陝西省咸陽縣、華

中浙江省紹興縣和臺灣高雄縣美濃鎮的珍

貴地景模型，呈現三種不同緯度、氣候、

地形和土壤的傳統農村面貌，並延伸到世

界農業起源、臺灣史前農業、臺灣農業事

件簿、臺灣稻植歷史、特色農耕、農作物

的品種改良等主題，尤其有關臺灣史前農

業的重要考古復原農具、標本、稻米和小

米等發展史料，是展示內容的一大特色。

「農業」是人類最大和最重要的經濟

活動之一，距今3萬至5000年前的舊石器

時代，臺灣住民為尋找食物而到處遷移，

男人負責捕魚、打獵，女人和小孩則從事

▲ 「人類文化廳」裡的「簡儀」，是全球最早擁有
赤道裝置的天文儀器。

▲ 博物館是全民的知識寶庫，可滿足視覺美感與學
習自然科學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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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集野菜和果實活動。5,000至2,000年前

的新石器時代，進入「粗耕農業」階段，

開始過定居的生活，飼養家畜和家禽，栽

種根莖類作物，並種植苧麻製作衣服。 

從近年來臺灣史前考古遺址出土的大

量碳化米得知，臺灣的稻作歷史可追溯到

4,000多年以前，最早的「野生稻」米粒成

熟時易脫落，僅留下枝梗，民間傳說認為

是被鬼所取食，俗稱「鬼仔稻」，其實落

果和具有長芒等特性，是水稻的祖先種在

傳播後代時所必需具備的生物特性，經過

人類長期選育，水稻在形質上已產生極大

變化。

「地球環境廳」包括：「微觀世

界」、「芸芸眾生」、「臺灣自然生

態」、「礦物」4個展示主題，另有18間

結合視聽設備與教師級解說，以寓教於樂

方式達到互動教育效果的「劇場教室」，

涵蓋地球科學與環境科學兩大學域，規劃

有「地動驚魄」、「足下寶藏」、「瀛海

探奇」、「人與環境」、「物種保育」、

「物質與能」6大主題課程。

還有結合聲光科技和旋轉舞臺，讓人

宛如穿梭不同生態場景的「環境劇場」；

利用偏光原理交替放映，營造3D立體世

界娛樂效果十足的「立體劇場」；球型結

構體與球型螢幕，從12公尺向下觀看，

彷彿鳥兒翱翔天際俯瞰大地視野的「鳥瞰

劇場」，民眾在這裡可透過不同「劇場」

多元活潑的互動科學教育活動「上天下

海」。

該廳一樓所展示的聖保羅大王魷魚，

是科博館極為珍貴的世界級館藏。這隻聖

保羅大王魷魚是紐西蘭國立水文及大氣研

究所，在紐西蘭海域捕獲贈予科博館，體

長達8.84公尺，重達240公斤，底座、壓

克力箱加上福馬林浸泡液，總重達4噸，是

目前全世界採立姿展示中最大的一件。

除這四大主題展示廳外，該館另一個

焦點設施，當屬全臺第一座兼具星象模擬

及全天域電影放映系統的「太空劇場」，

觀眾可透過高解析度投影設備及電腦控

制，遨遊廣袤無垠的宇宙星際，還可以藉

由全天域電影機，以180度魚眼鏡頭將超

大70毫米的影片放映在傾斜的圓頂天幕，

讓觀眾身歷其境般將大自然奧秘盡收眼

底。

植物園  繽紛世界

植物，是我們生活週遭最熟悉且運

用最廣泛的生物，在科學研究方面，「蘋

果」讓牛頓發現地心引力，「花粉」讓愛

因斯坦獲得諾貝爾獎。臺灣民眾熟悉的蝴

蝶蘭，其實是人工雜交種，1850年代，

蘭花對歐洲人而言還是很新奇的植物，

1852年，服務於維奇父子公司的園丁領

班約翰多米尼，首次進行蘭花的人工授

粉，他以根節蘭（Calanthe）的兩個原

生種──Calanthe masuca 與 Calanthe 

furcata 進行雜交，4年後第一棵蘭花人工

雜交種終於開花，並登錄命名為 Calanthe 

Dominyi。 

臺中市政府將緊鄰科博館佔地近5公

頃的公園預定地，委由該館規劃為植物

園，歷經多年籌備建設，1999年正式對外

開放，位於園區中央的溫室，模擬沼澤和

水塘等各式雨林環境，營造地形多變及物

種繁茂的生態景觀，目前為東南亞最大。

園內共蒐羅近1,400種來自臺灣與世

界各地的植物，戶外植物生態展示區依臺

灣低海拔自然環境特色，劃分為8大生態

區，提供民眾親近認識臺灣原生種植物的

絕佳環境。

臺灣珍稀植物、被譽為亞洲最美麗

百合花的「豔紅鹿子百合」，是科博館的

館花；種在科博館外廣場的兩株「瓦勒邁

杉」，與恐龍同時出現在距今約2億年的侏

儸紀時代。

美國密蘇里植物園園長彼得．雷文

（Peter H. Raven）去年受邀來台訪問時

表示，人類對植物生存環境的破壞、氣候

變化、外來物種入侵、自然資源過度使

用和污染等因素，不僅造成許多物種滅絕

或瀕臨滅絕，極可能引發第六次物種大滅

▲ 植物園內的溫室，為東南亞最大。 ▲ 樹幹造型特殊的「昆士蘭瓶幹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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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

估計到2050年，地球上的植物約有四

分之一走向滅絕，倘若不採取任何行動，

到本世紀末會有三分之二的植物種類消

失，而且這只是根據棲地被破壞所推估的

數字，隨物種的消失與滅絕，人類可能從

中喪失治療癌症、愛滋等重大疾病的重要

關鍵。

對此，國際間已展開多項植物保種

計劃；英國倫敦皇家邱園在2000年啟動

「千禧年種子銀行」計劃；2007年，挪

威成立「斯瓦爾巴全球種子庫」，都希望

在全球暖化、環境極度不穩定的情況下留

住植物種源。科博館在搶救地球植物上也

不缺席，2008年複本轉移了約一百種126

棵棕櫚給屏東縣的「辜嚴倬雲植物保種中

心」，為熱帶植物的「異地保種」盡一份

心力。

921地震教育園區

臺灣位處環太平洋地震帶西側中央，

即歐亞大陸板塊與菲律賓海板塊交接處，

菲律賓海板塊像推土機一般不斷擠壓，使

臺灣地震發生頻率頻繁，每年平均發生1萬

8千多次的地震，有感地震約1,000次。

位處臺中縣霧峰鄉、隸屬科博館的

「921地震教育園區」，是世界上少數以

保存地震遺址作為教育資源的展館，1999

年發生芮氏規模7.3的「集集大地震」，霧

峰鄉光復國中位在車籠埔地震帶上受創嚴

重，經政府及民間的努力規劃，在光復國

中舊校區內成立「921地震教育園區」。

2004年對外開放第一期工程，2007年全區

開放。

銜接地震園區的景觀橋面，繪有「地

震當時」所記錄的「震波圖」。「車籠埔

斷層保存館」以文學建築為設計主軸，採

用鋼筋樑柱呈現宛如針線和繃帶縫合包紮

大地傷口的意象設計和特殊工法，連續82

片PC版建構出如蚌殼般的空間美感，施工

難度國內外首見，2007年獲頒第六屆「遠

東建築獎」首獎。

「重建記錄館」裡可以看到臺灣人民

如何走出地震的陰霾，創造社區產業與文

化特色的成功案例。「地震工程教育館」

透過解說員講解與展品操作，讓民眾瞭解

建築防震、隔震的作法及安全居家概念；

「影像館」裡新增的「地震體驗劇場」，

提供親身感受7級地震時「天搖地動」的威

力；「防災教育館」透過遊戲式展品，帶

領民眾學習救人與自救防災要領。

為了讓到訪觀眾對於地震知識有更

深入的瞭解，園區特別舉辦多項活動，

例如：「芝麻開門─誰是聰明的阿里巴

巴?」，主題包括「921地震科學訊息」和

「震起的臺灣」，民眾在觀賞地震科學相

關影片之後，可以深入瞭解及吸收地震科

學相關知識。

多年來，在館內研究人員的努力及館

方屢獲國際肯定下，國內外不少學術研究

單位與個人，將畢生研究所得捐贈給科博

館，如國內知名岩石學家、成功大學地球

科學系楊宏儀教授，退休前捐贈研究用岩

礦標本數千件。

日本享譽國際的鞘翅目研究學者佐

藤正孝教授，也捐贈12萬4300件昆蟲標

本。佐藤教授是享譽國際的鞘翅目研究學

者，超過一甲子的歲月與昆蟲為伍，畢生

發表500多篇論文，專長於水生甲蟲，包

括扁泥蟲、龍蝨、牙蟲、細牙蟲等科，共

發表36科375個新種，累積20多萬件昆蟲

標本。他將畢生收藏的一半贈與科博館，

另一半昆蟲標本則存放於他的母校愛媛大

學。這些標本最珍貴的地方在於都具有完

整的採集資訊且多數標本已鑑定至屬或

種，極富比對和研究價值。

博物館是全民的知識寶庫，標本儲存

於科博館，除可永久收藏、供作物證標本

之外，更可提供國內外學者或研究生作為

研究用途，加速物種的分類、鑑定與地區

性昆蟲相的調查。民眾與學者走訪時，不

僅滿足視覺美感，更能學習自然科學的知

識，進而藉科學之力保護大自然。

▲ 「921地震教育園區」內保存地震時跑道被抬高2.5公尺的災害地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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