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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條急速潛入海洋，隨後劃破天際的弧線，是

鯨豚最美的 記 優游自在的身影穿梭在深

海中，多麼令人著迷！然而，當海灘上躺著不再

游動的身軀時，人們往往因缺少足夠的知識而未

能給予適當幫助 究竟為何鯨豚會離開海洋擱淺

上岸？對於這些躺在沙灘上奄奄一息的生命，我

們 如何在第一時間協助救援？種種的疑惑促成

了一場鯨豚保育研習營

成大海洋生物暨鯨豚保育中心與荒野臺南分

會，在 月 日合辦了 鯨豚保育志工研

習營 ，邀請國內多位鯨豚醫療照護的專家向民

眾分享救援經驗 上午的室內講習，在成大安南

校區進行， 野柳海洋世界獸醫室主任陳德勤

遠雄海洋公 獸醫師任一凡 前海洋生物博物館

獸醫師錢興華，三位講師進行分享；下午的戶外

實習課程，學員們實際到臺 鯨豚救援中心，

嘉義大學獸醫學系副教授楊瑋誠，進行鯨豚擱淺

海岸現場醫療照護與後送教學，最後前往觀夕平

臺進行野放演練

活動安排學員們學習並演練救援，當天超過

一百位，年齡 至 歲的民眾參與，部分學員

深藍下美麗弧線的救援
——傳承尊重與勇氣的鯨豚研習營

文、圖／何芝迎 荒野保護協會媒體宣傳部專員，自然名：雲朵

更具有獸醫背景或從事相關保育工作，使這場研

習營別具意義，猶如前輩提攜後輩的經驗傳承，

交付一份蘊含 重與勇氣的任務

活動主持人荒野臺南海洋組頭號志工段成龍

自然名：白楊樹 在活動開始前特別陳述

月 8日臺南八掌溪口擱淺死亡的抹香鯨胃內塞

滿塑膠袋及魚網，透過影片講述棲地破壞與海洋

廢棄物汙染等環境問題正威脅海洋生物 除了學

習救援，在餐食與飲水安排上，荒野臺南海洋組

組長楊慧珍 自然名：藍默蝶 秉持推行 環保

綠生活不提供一次性餐具與減塑 原則，鼓 每

個學員從自身做起攜帶環保杯 碗 筷等餐具，

實踐減少對海洋的傷害 成大海洋生物暨鯨豚研

究中心主任王建平教授，是這場研習營的重要引

線人，拉起了救援經驗的傳承 除了親身投入救

援外，持續用教育宣導與經驗分享，讓社會更多

人力與資源能有效地運用在鯨豚救援，共同守護

臺灣海洋生態環境

學習救援與尊重

首場講座， 野柳海洋世界獸醫室主任陳德

勤醫生，分享鯨豚擱淺現場醫療照護與後送的經

驗 陳醫生毫不藏私將畢生 年第一現場的經

驗，透過上百張投影片分享給學員 他說： 我

的演講，沒有太多學理，全都是擱淺現場的第一

手資料 擱淺的鯨豚生命力很脆弱，每一分鐘

每一個動作，都是能否保住生命的關鍵 陳醫生

除了介紹現場救援 醫療與後續照護，特別針對

救援者與被救者心境 海洋汙染等議題進行多元

的分享

鯨豚為哺乳類，和人類一樣需要用肺部呼

吸，當鯨豚無法平衡身體浮出水面進行換氣時，

呼吸孔很容易嗆入海水，這也成為鯨豚擱淺時遇

到的最大問題 每當接到擱淺通報，陳醫生會先

為鯨豚做初步檢查，依情況做導尿 抽糞便 抽

血 呼吸孔等不同採樣，並在鯨豚的尾鰭或背鰭

施打點滴，給予脫水的鯨豚營養補充，同時觀察

鯨豚的眼睛 身上的傷口，進一步瞭解擱淺鯨豚

的身體狀況

陳醫生同時也點出，擱淺救援第一現場遇到

的問題包括：第一 接到通報後急救團隊出動速

度過慢 為了改善速度，團隊每天會依照氣候狀

況備妥救援裝備，所有器材必定事先充足電 目

前團隊已進步到接到通報 分鐘後就可出發；

第二 運輸設備出動過慢 為了 低因無法即時

接應而造成個體損傷，陳醫生的團隊已與海巡隊

達成共識，每當接到通報立即先備好救援車或船

在旁等待

陳醫生非常重視 安全與 重 兩個態度

當擱淺的鯨豚來到救援 時，不僅全員繃緊神

 荒野臺南分會海洋組志工段成龍擔
任活動主持人

 野柳海洋世界獸醫室主任陳德勤

 在愛唱歌的大翅鯨身下，我們留下共同學習的珍貴紀錄 簡毓群攝影

 陳醫生每天細心整理救援背包、檢查裝備，看似瑣碎的動作卻
是救援行動中重要的環節

 當動物離開時，全體人員在旁默哀，感謝牠讓我們更認識鯨豚
及牠所生活的環境

經，受傷的動物也一樣處於高度驚恐的狀態 每

一個動作都要確實，保護動物也保護救援者 他

特別提到，在吊掛作業的現場，沒有誰是專家，

全體人員都要配戴安全帽，只聽命一位指揮官的

指令，統一行動 吊掛對於動物具極高的 險性，

只要一個不小心，一個珍貴的生命可能就因此離

我們而去 鯨豚救援並非是欣賞鯨豚，往往得面

對動物的死亡 當動物不幸過世時，他會要求全

體夥伴會在動物身邊默禱一分鐘，感謝牠給予此

次珍貴的學習經驗 生死一瞬間造成的衝擊，常

使醫護人員難以調適心境 陳醫生也建議，救援

工作需要社工與心理單位從中協助，給予適時的

心理輔導

除了現場救援，陳醫生更投入鯨豚治療研

究，他學習中醫十多年，親手自製類似雲南白

的 膏，遇到海水亦不融化，有效治癒鯨豚的外

傷 陳醫師相信古法，除了塗抹 草，也對受傷

的鯨豚進行針灸 艾草等中醫治療 另外陳醫生



Vol.282

10

Vol.282

11

活動報導 活動報導

提到，治療與救援固然重要，但造成擱淺的原因

也是需釐清的項目 在多年的救援中，他發現部

分的擱淺鯨豚胃中都含有大量垃圾，過多誤食造

成消化不良 無法進食，最後造成生物擱淺或死

亡，海洋廢棄物已成為鯨豚擱淺的元凶之一 陳

醫生投入海漂垃圾研究長達十多年，專注於生態

面向，和荒野的監測計畫不大相同 造成海洋動

物生病的原因眾多，除了海漂垃圾，貨櫃翻覆溢

出的有毒物也是威脅生存的原因之一

擱淺救援，讓我們學習 重生命，更珍惜

身邊的家人 朋友，及每一段緣份 陳醫生語

重深長地說著 在臺灣北部，救援工作相當艱辛，

強勁的東北季風 險的七級陣風 冰冷的海水，

無論在多麼惡劣狀況下，陳醫從未拒絕過任何一

隻鯨豚 鯨豚的救援 野放等決策並非 獸醫主

掌，不論決策如何，陳醫生都盡到身為獸醫的本

分，細心地陪伴動物，送牠們最後一程 臺灣的

擱淺救援行動，不分政府部門或私人企業，團體

或個人，每一個人都在為生命盡最大的心力

圈養與照護

深受海洋生物著迷的遠雄海洋公 獸醫師

任一凡，過去曾親身參與幾次鯨豚救援行動 他

和學員強調，每一份工作在擱淺救援中都非常重

要，照護受傷的鯨豚相當辛苦，醫護人員與志工

需承受 小時不間斷的高度壓力，團結一致是

救援行動中最重要的一環

任醫生在講座中也分享了圈養海豚的醫療照

護，除了定期的體檢與照料 環境的維護，給予

適當的互動及增加環境的豐富化，亦是獸醫工作

的任務之一

 遠雄海洋公園獸醫師任一凡

 前海洋生物博物館獸醫師錢興華
 對鯨豚灌食可利用毛巾輔助拖住上下顎，鯨豚下顎
較為脆弱，只能往下輕拉

 嘉義大學獸醫學系副教授楊瑋誠

 錢醫生特別製作有扶手的浮動擔架，醫護人員可以帶著受傷的
海豚，重新找回游動的感覺

 浮動擔架是幫助受傷鯨豚漂浮的最佳幫手

將心比心的救援

上午最後一堂室內課， 前海洋生物博物館

獸醫師錢興華，進行鯨豚醫療及檢驗時期的照護

分享 錢醫生鼓 學員互動並提問，他開門見山

拋出第一個問題： 鯨豚為什麼要擱淺上岸？

鯨豚擱淺分兩類，集體和單獨 集體是指兩隻或

兩隻以上的個體同時擱淺，鯨豚為群居生物，集

體擱淺原因多為領航鯨豚失去方向或判斷錯誤所

造成；單獨則是單一個體或母子擱淺，多為生病

或受傷，健康狀況大多不良 年幼的鯨豚在尚未

成熟時，會與母親共同生活多年，因此母子擱淺

亦列為單獨狀況 若遇到此狀況要特別觀察現場，

另一個體可能正漂泊在海面上，尤其是年幼的鯨

豚，極有可能在失去母親的帶領下隨後擱淺

根據錢醫生的研究發現，單獨擱淺多為因

病 擱淺 此時個體極為虛弱，任何不當的救

援行動皆可能造成不可彌補的後果 錢醫生強調：

單獨擱淺的海豚，千萬不能將牠推回海中，要

把牠留在岸上給予協助，若現場即時處理得當，

牠有機會等受醫生來救援 當民眾在沙灘上看

到鯨豚擱淺，須立即通報鄰近的海巡或打

求救護

擱淺事件多發生在沙岸而非岩岸，鯨豚縱然

生病但意識仍很清楚，會用最後的力量，避開尖

銳的沿岸，衝向沙岸保命 擱淺的鯨豚身上常有

多處傷痕，但牠們的皮下脂肪相當厚實，幾乎沒有

血管，宛如一層保護膜，就算曝曬多時造成脫皮

曬傷，或傷口出血，但從敗血症到死亡的時間其

實相當長 因此外傷往往不是擱淺鯨豚死亡的主

因， 吸入海水 才是造成擱淺鯨豚死亡的主因

生病的鯨豚無法自行浮出水面換氣，加上

海水是高張溶液 或稱高滲透壓溶液 ，哺乳類

的肺泡僅有一層膜，當擱淺的鯨豚嗆入海水，如

同人類溺水，哪怕只要是吸入一口，都可能成為

致命的關鍵 在海邊看到鯨豚擱淺，第一時間先

將牠抬離水面，避免噴氣孔嗆入海水， 於救援

過程往往耗費多時，為了避免漲潮後二次移動，

一次就將鯨豚抬至高潮線上，並在背鰭與尾鰭灑

水，在胸鰭下方挖坑灑水給予保濕 散熱 防止

脫水 絕不可向鯨豚的頭部潑水，突然的刺激會

造成鯨豚驚嚇，若此時牠正好打開呼吸孔換氣，

極有可能嗆水而死亡

對於第一現場的救援，錢醫生會先假設個體

為脫水狀態，施打點滴或抗生素給予營養補充

另外他特別強調 將心比心 的救援觀念，應減

少對受傷鯨豚的接觸與觸摸 鯨豚為野生動物，

多數未曾與人類接觸，在健康被受威脅的狀態

下，過多的 生觸摸，往往造成鯨豚巨大壓力，

亦可能造成死亡，過去就曾有相關不幸案例 唯

獨年幼的個體，才會安排救護人員在旁陪伴 錢

醫生與陳醫生一樣強調救援時的安全，鯨豚是強

壯動物，在受傷狀況下為了自保會奮力一擊，救

護人員應站在鯨豚身體的兩側，遠離尾巴和嘴

邊，並可用濕毛巾避開氣口輕蓋住鯨豚的眼部，

讓牠保持安定 救護人員也應全程配戴口罩，以

防人類與動物交叉感染 救援的第一天，錢醫生

不會強迫插胃管，而改用點滴矯正脫水狀況 灌

食會在救援後 小時開始，並用細管而非塑膠

管進行

一隻熱帶斑小海豚的死亡，激起錢醫生製作

浮動擔架 的念頭 對於一隻健康的鯨豚，浮

到水面上呼吸很簡單，但對於生病的鯨豚來說，

卻是件極為困難的事 當鯨豚來到救援 時，會

先將牠放置在浮動擔架上，讓呼吸孔遠離水面，

直到牠能夠正常漂浮才拿掉擔架 基本上救援程

序為：各項醫療檢驗正常後，才進行復健，最後

野放 然而許多現實狀況不如預期設定，照顧鯨

豚需耗費極大的人力與物力，多數鯨豚在尚未完

全康復狀態下就進行野放 錢醫生一樣秉持對生

命的 重，在能掌控的範圍給予最人道的救援，

將心比心 是他貫徹始終的態度

三要四不 實習演練

下午的課程， 嘉義大學獸醫學系副教授楊

瑋誠，帶領學員實際進入救援 模擬實際狀況

進入救援 前，除了穿上涉水衣 手腳消毒外，

手上不可配戴任何飾品，指 也得修剪 滑，避

免刮傷鯨豚 在水 中，救援動作需平穩而紮實，

工作人員兩兩站立鯨豚腹部避開頭部與尾部，單

手環抱並用身體托住鯨豚 救援工作相當辛苦，

人員與志工需連夜 小時排班照護，密密麻麻

的筆記 細記錄了所有醫療過程 鯨豚身體反應

與復原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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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擦乾鯨豚尾鰭的皮膚，再施打點滴，最後
可貼上人類用防水膠帶以防感染

 成大海洋生物暨鯨豚研究中心主任王建平
教授，細心地為學員準備野放設備

 學員們實際操作，練習如何使用裝備，用金屬空環將兩
側的充氣筒緊扣住放置鯨豚的黑色帆布

 鯨豚的裝備各有不同，楊老師這次特別介紹
紐西蘭的救援設備

 一起送鯨豚安全回家吧！ 簡毓群攝影

 受傷的鯨豚失去重心浮力，救護
人員以單手環抱並用身體托住鯨
豚以防沉入水中

 若沒有移動擔架，也可將鯨豚抬
到充氣軟墊，防止噴氣孔嗆水

為了給予真實的演練，活動最後大家來到安

平觀夕平台，運用充氣艇及帆布讓學員實際練習

野放過程 楊教授提醒，每個人都有機會遇到海

鯨豚擱淺，請牢記 三要四不 原則 三要：要

扶正 要保濕 要記錄呼吸心跳 扶正是減少壓

迫確保呼吸道暢通；保濕要避開呼吸口，向背鰭

與尾鰭灑水，並挖洞灌水將胸鰭放入；觀察鯨豚

氣口開闔及聆聽呼吸聲，記錄呼吸心跳提供數據

給救援獸醫 四不則是：不要讓鯨豚風吹日曬

不要站在鯨豚頭尾附近以免受傷 不要隨意拉扯

或翻滾鯨豚身體 不要喧嘩吵鬧造成鯨豚過度緊

張

生活在島嶼上的我們，被賦予更多與海洋生

物接觸的機會 黑潮帶來了海洋的子民——鯨豚，

我們懂得欣賞牠們美麗的身影 天真的微笑 複

雜的語言 然而，當牠們掙扎地躺在沙灘上時，

我們準備好用正確的方式給予幫助，讓牠有重回

海洋的機會嗎？謹記 三要四不 原則，這是能

否延續鯨豚生命的關鍵

當船越往外海開去，鯨豚扭動力量越大，

因為牠們知道自己要回家了 陳德勤醫生說

一起送鯨豚安全回家，再次為那條永不重複的弧

線驚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