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馬里亞納群島潛水地圖」是旅遊作家金利賢和攝影師鄭希勝於2017-2018年度多次往返
北馬里亞納群島取材，所完成的潛水地圖。為了端出正確的內容，他們查詢1990年代到現在
的公開訊息、找尋個人收藏的資料，在檢討這些地區的相關資料後，直接造訪每個曾經存在
或現存的北馬里亞納群島潛水點，親自去確認。其中有超過20年仍一樣受人喜愛的潛水點，
也有不再被人造訪而消失的點。更有景觀依然厲害，卻因為其他原因而人跡漸少、知道航路
的船長們引退，艱辛地利用GPS才好不容易找到的潛水點。就算再好的景點，只要無法用一
般的方式到達，我們是不介紹出來的。雖然這本書中介紹的地方可以透過當地的潛水店前
往，仍可能因海洋生物的移動或是水中環境的變化、天氣和其他無法預測的自然狀況等，隨
著旅遊的時期，跟介紹的內容有所出入，甚至環境不允許前往潛水點都有可能。但這充滿不
確定的特質，不就是活生生的大海吸引我們朝它前進的原因嗎？
原本以為類似環境的島之間應該大同小異，但出乎意料地北馬里亞納群島的潛水點各自有其
不同的魅力所在。代表性的潛水點就非常有魅力，但也有一些鮮少人跡，不管用眼睛欣賞幾
次都嫌不夠的祕境隱身其中。希望這本潛水地圖能對各位體驗羅塔島、天寧島、塞班島的魅
力有所幫助。
這本書所有的內容是以2018年12為止取材的內容作為基礎編輯而成。若發現標示上有誤或
有新的資訊時請聯絡editor@paperco-op.com。我們會將您提供的內容反映出來製成更好
的 「北馬里亞納群島潛水地圖」。在此感謝為本書加油並為我們檢討內容有無錯誤的羅塔島
〈ROTA SCUBA RUBIN〉的Hiroshi Yamamoto先生、天寧島〈PRO DIVING〉的玄光哲講
師及塞班島〈PRODIVERS SAIPAN〉的朴盛壽教授和南多鉉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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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 you have
to do is dive

距離天寧島南方100公里、塞
班島南方117公里的羅塔島，
在以清澈透明的水質為人所知
的北馬里亞納群島中，尤其以
「視野」最好而出名。有句話
「在羅塔島的海裡，看得見你
的視力所及的地方。視力即視
野。」就說明了水中的能見距
離。水中的視野平均是40公
尺，好的時候連70公尺以上都
能清楚看見。
雖然潛水季以5月到7月為人所
知，但這只是代表性景點羅塔
洞「Spotlight」好看的時機，
羅塔島終年氣溫溫暖，視野也
清晰，只要避開颱風任何時候
都能潛水。

羅塔島旅遊體驗

羅塔島的潛水點可分為兩組。
一組是以被稱為婚禮蛋糕山的
Taipingot 山為基準，由西南
連接到北部的潛水點。另一組
是 Taipingot山右側，位於陸
地包圍著海的Sasanhaya灣的
東南方潛水點。

S E C T I O N 1. R O T A

11月到3月會有從北部吹來的
強風，所以部份潛水點會難以
接近。但這時間是羅塔島一
年中視野最好最令人驕傲的
時候，是另一個極具魅力的
潛水季。冬天主要是前往從
Taipingot 山到 Poniya 岬角所
連接的東南方潛水點。
羅塔島的潛水全部以船潛的方
式進行，大部分的點都離島嶼
很近，移動時間10分鐘左右，
算是短的航程。一年中水溫
變化不大，維持在冬天28-29
度，夏天29-30度，裝備3毫米
的全身式防寒衣就夠用了。

2

3

4

5

S E C T I O N 1. R O T A
羅塔島旅遊體驗

SEVEN SCREW
七螺旋

SHARK POINT
鯊魚點

「 Seven Screw 」是為了開發新的潛水點，
於 1999年2月11日人工使船沉沒所打造的潛
水場景。坐落於距離 松運丸沈船 不遠處的這
艘遇難船，是遭美國海岸防衛隊收押的兩艘
中國走私船之一。船體長 35公尺，有 7個引
擎和螺旋推進器，因而被稱為 Seven Screw
。現與 松運丸沈船同為潛水客們常造訪的遇
難船潛水點。另一艘走私船也在附近沉沒，
被開發為 Snake Eyes Express，但 2002年
6月因查特安颱風斷成兩截，同年冬天又因為
鳳仙花颱風受到2度攻擊，船的形體未被留
下。 Snake Eyes Express現在已是不被使用
的潛水點。水深 25-30公尺。

作為陡坡區域，有灰三齒鯊( white tip reef
shark)、烏翅真鯊 (black tip reef shark)、黑
尾真鯊 (grey reef shark)、沙虎鯊 (grey nurse
shark)等多樣的鯊魚生活在此。水深
15-25公
尺。

A FLAME
A FLAME點

沙地上交錯著珊瑚的這個景點，處處躲著蝦
虎魚、龍蝦、裸鰓類(海蛞蝓、海兔等)和刺尾
魚，魟魚則把自己的身體藏在沙裡。這裡有多
樣的珊瑚和種類繁多的海洋生物，值得仔細尋
找賞玩一番。水深 5-20公尺。

CORAL GARDEN
珊瑚花園

PONA POINT
寶娜點

恰如其名，此處全部都是珊瑚群落，因為「珊
瑚花園」這裡擋風的地形特性，對初學者來說
是很好的潛水點。此處平靜的海洋環境，也被
作為進行體驗潛水或潛水教育的地點。這裡是
北馬里亞納群島第一個保護區，作為 M.P.A (
Marine Protected Area 海洋保育區 )，這個區
域也禁止原住民採集或獵捕水中生物。在這裡
可以遇到裸鰓類、海龜、 梭魚群、烏翅真鯊等
各類生物和 200 多種的珊瑚。水深 5-20公尺。

「寶娜點」是可以與健康的硬珊瑚群落相遇
的潛水點。經過入水區間那片廣闊的珊瑚
海，便是令人印象深刻的峭壁潛水。讓牆壁
在你的左邊，跟壁面平行地移動的話，會離
岬角越來越近。當因為地形包圍的關係而感
受到微弱海流漸漸變強時，就會看到折返點
了。在此照原路回去或是出水。折返點是沿
著壁面走在水深 25公尺左右的地方會出現大
石頭和大型維納斯海扇 ( Gorgonia flabellum)珊瑚群的區間。越過此處有很強的海
潮流動，快的時候就像雲霄飛車般，有可能
遇到上升流或下降流，計畫潛水時應參考注
意。水深 5-25公尺。

FIRE WORKS
煙火點

這純白的沙地上，小魚們優游在零星散布的珊瑚
上的景象恰似空中的煙火，因此被稱為「煙火
點」。水清澈到陽光很好穿透，透澈到仔細觀察
都能看見白色沙地上有珊瑚跟魚兒的影子。來這
裡可以遇到成群結隊呈倒立姿勢的條紋蝦魚還有
魟魚。水深5-30公尺。

JERRY’S REEF
傑瑞礁石

RINKO POINT
玲子點

作為代表羅塔島沙灘地地形的景點，是初學
者也能沒有負擔盡情享受的潛水點。白得
令人誤認為是鋪了白紙的沙灘上，投射出潛
水客的影子。潔白沙地上淌著湛藍水色的這
裡，好似不是海而看起來像天空，是攝影師
們偏愛的景點。水深 10-20公尺。

SHOUN MARU
松運丸沈船

「松運丸沈船」是位於羅塔島
Sasanhaya
灣的遇難船潛水點。這是在羅塔島沉沒之
船的實際名稱，該船於1940年被建造，3月
13日被命名。1941年首航，第二次世界大
戰時作為運輸船載著軍需品和裝備在運送的
它，1944年6月23日受到美軍空中魚雷的攻
擊就地沉沒。坐落於水深30公尺處的這艘
船，最高的地方在水深20公尺處，光船頭的
高度就超過10公尺。作為長度120公尺，重
達 4,396噸的大型運輸船， 若不使用廣角鏡
頭，很難將整個松運丸沈船納入畫面中。但
是在水面上也能看到船的剪影，且因為羅塔
島清澈到能在船頭看到船尾的水色，我們能
一眼將全船景致收進眼底。坐落於羅塔藍和
雪白沙地所形成的強烈視覺對比中，松運丸
沈船彷彿睡著了一般。到1990年代為止甲
板都還在，可以透過甲板破洞看到船內的卡
車、汽車和砲彈，但經過這麼長的時間，因
為船體的腐蝕和颱風等因素，很多部分已經
不見了。不過現在還留有船的形體，中央的
蒸汽引擎也還在，探索每個角落仍是充滿趣
味。有大群的花園鰻棲息在船周邊的沙灘地
形中。水深20-30公尺。

這個點距離 Fire Works 很近。有花園鰻棲息。

TABLE TOP
圓桌點

這個點是由兩座自海底凸起至水深 4.6公尺處
相鄰的海底山所形成的有趣地形。自上而下所
看到的水中景致極為夢幻。在這裡找尋把自己
藏進各處縫隙中的海洋生物饒富趣味，有一身
黃色的黃高鰭刺尾魚群、管口魚、龍蝦、四線
笛鯛、鸚哥魚、蝦虎魚等，一邊環視著牠們一
邊到達地面後，就可以慢慢地回到海底山接著
出水。此處會有出現海潮的時期，請留意。水
深 5-25公尺。

SUNSET VILLA
日落庭園

「Sunset Villa」集 30種以上的珊瑚於一
地。是位於已不存在的 Sunset Villa度假村
前的景點。這裡有多樣的硬珊瑚覆蓋地面，
棲息於此的熱帶魚種類亦多不勝數。海洋環
境好，值得觀賞的內容豐富，是初學者到中
級潛水客都很合適的景點。水深 5-20公尺。

ROTA HOLE
羅塔洞
ST.MARGARITA
聖瑪格麗特

是上網搜尋也找不到的祕密景點。作為 300
年前 Galleon ship 沉沒的潛水點，至今仍陸
續有當時的青銅劍、門把等物件被發現。雖
然現在沒辦法去尋訪沉船，但有一些痕跡跟
遺物一起被留存在這個地方。大部分年代久
遠的故事都是透過口述流傳下來，Galleon
ship 則不同，關於它的故事，並非傳說的故
事而是有留下紀錄，這點令人感到有趣。水
深 10-20公尺。
*Galleon ship (加利恩帆船) 是 16 世紀登場
有 3-4 層甲板的大型帆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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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羅塔島的著名潛水場所「羅塔洞」是許多潛
水客們到訪這座島的目的，也是他們的目標。進
入羅塔島最受喜愛的潛水點羅塔洞之後，落入洞
穴中的光束非常壯觀。被稱為「Spotlight」(聚
光洞) 的這個光也成為羅塔洞的另一個稱呼。光的
形狀和厚度會依時段而化為各種不同模樣。亮白
的光線有時會深厚地垂直落入水中，有時看起來
如同棉花一般散開。如果進到光線中，光線會白
到刺眼，強烈到讓你暫時看不到四周。上到光線
射進來的水上空間，能看到光照進來的洞和這個
洞窟的地形。在光線從洞窟的開口垂直照射下來
的時候，可以見到羅塔洞的光「Spotlight」(聚
光洞)。水深 10-18公尺。
( 潛水期間3月到9月，最佳季節是5月到7月)

Rota Blue 羅塔藍
乘船前往潛水點的時候，會看見透明到能看到地面的海水，還有湛藍的水色。這種唯有在羅
塔島才見得到的顏色，被稱為「Rota Blue」(羅塔藍)。不知何時變成為專有名詞的這個羅塔
島特殊海洋顏色，因其特有的透明度，令人感覺更加地藍。羅塔島是珊瑚隆起而形成的石灰
岩島。海拔 500公尺處有 Sabana高原，下在這裡的陣雨會成為泉水，流入大海。被澈底淨化
的水中溶有石灰岩的成分，羅塔島的海水在陽光照射下看起來顏色更鮮明、更藍，因為島的
地質因素讓島嶼本身扮演了濾水裝置的角色。

HARNOM POINT
HARNOM點

這裡是羅塔島上最長的峭壁潛水點。只要沿
著連到很深海底，像被切斷般的峭壁走，就
能看到很大群的鮪魚、海龜、拿破崙魚(曲紋
唇魚)，還有很罕見條紋四鰭旗魚出沒。到
60公尺深的地面都還很透明的這裡，無疑是
享受峭壁祕境的好地方，但是在清澈的視野
下不易測知水深，必須隨時確認。另外這裡
有形態多變的海潮，可能會突然變快或是轉
換方向，在計畫潛水時請參考。水深 10-25
公尺。

SAILIGAI COVE & SAILIGAI TUNNEL
SAILIGIAI 洞穴 & SAILIGIAI 隧道
此處隧道的入口隱身於屋簷型的石頭上。穿
過地點位於水深18公尺的隧道入口後，水深
漸漸變淺。出口處 Sailigai Arch 附近的水
深為13公尺。隨海水流動地潛水的話，會與
灰三齒鯊、梭魚群和魟魚相遇。水深10-20
公尺。

JOANNE’S REEF
JOANNE礁石

這裡海相平靜且視野清晰，是適合
Check
Diving或是悠閒地潛水的景點。在沙地中有
些大珊瑚礁群，其中可以看到裸鰓類、蝦虎
魚這類小型生物們，也能看到移動著四處的
珊瑚並撕咬來吃的可怕鸚哥魚，還有多樣的
笛鯛類。在沙地上偶爾會出現章魚和鱝(Eagle Ray)，也可以找到蜘蛛螺。水深5-20公
尺。

SENHANOM DROP OFF
SENHANOM點

「Senhanom Drop Off」是距離羅塔洞很近
的景點，也是羅塔島中最受歡迎的峭壁潛水
點。可以在深至水深60公尺之下的水中絕壁
享受非常動態的峭壁潛水。 在其周邊經常見
到巨大的拿破崙魚、梭魚群、灰三齒鯊，在
峭壁也可以找到軟珊瑚跟鮟鱇魚。除此之外
還有許多適合微距攝影的生物，是一個觀察
水中生物和攝影的好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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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有詳細介紹的COCO REEF、SANDY BEACH、 PAUPAU REEF、 NO.1 POINT、THE ROCK、ROUND HOUSE、PINATANG
REEF、TRESS ATSU、AJISAI REEF也都是很有魅力的潛水點。在潛水地圖中標示出來的所有景點都是現在還能潛水的景點，在當
11
地都能前往。如果對未做說明的潛水點有興趣，可以向當地潛店的專家諮詢看看。

Adventures to
suit every diver

S E C T I O N 2. T I N I A N & G O A T

天寧潛水及冒險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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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落於塞班島西南方5公里處的天寧島，是北馬里亞納群島中第二大的島。如同北馬里亞納
群島的其他島嶼，特徵是清晰的水中視野。在天寧島潛水的方法分兩種，一種是去天寧島遊
玩，並且享受潛水，另一種則是在塞班島住宿，以船潛的方式前往天寧島的景點潛水。比起
以天寧島為旅遊目的地進入島上，更多的潛水客選擇在塞班島停留，將天寧島計畫為一日內
的潛水行程。從塞班島坐船只需40-50分鐘的航程即可抵達，如此短的移動距離很適合當天
來回。行程為上午早點從塞班島出發，潛兩次水後回到塞班島享用午餐。規劃當天來回的行
程，大多是選擇天寧島的熱門景點「Fleming」(佛萊明點)和「Grotto」(天寧藍洞)作為潛水
點。
這座島與其他北馬里亞納群島不同，它沒有高低起伏，是平整的。白色波濤侵襲著的島嶼邊
際線，邊際是沙灘和峭壁相連的，但是它們潛在水中我們看不到，此種地形尤其是天寧島的
特別之處。因為擁有在島嶼中很少見的平坦地形，天寧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的激戰地，也
擔任了當時最大規模的空軍基地的角色。天寧島除了身為北馬里亞納群島的一員而以清澈的
視野為特徵外，更有特殊的地形，以及海中收藏著戰爭的紀錄等，是一座不管陸上還是水
中都有許多值得一看的目標的島。如果不著陸只是在一天中造訪兩處潛水點，會錯過很多東
西，很可惜。
天寧島的氣候全年溫暖，視野也很清澈，任何時間都適合潛水，但是受到風的影響很大。與
附近的塞班島和羅塔島不同，天寧島平坦的地形完全無法遮擋風勢。加上沒有陸地包圍海水
的地形，全島的邊界都是正面迎風。常常受到風勢或颱風影響的天寧島，平時雖然寧靜，但
在風向改變的11月至3月還有颱風季的時候，可能會有船隻無法出海的情形。在計畫潛水時務
必多加留意。
天寧島的潛水大部分都以船潛的方式進行，除了山羊島( Aguijan )外全部的景點都離天寧島
很近。但因為只有一個港口，所以移動所需時間依位置會有很大的差異。儘管如此，大部分
的景點坐快艇 5至 20分鐘即可到達。全年水溫變化不大，維持在冬天 27-29度，夏天 29-30
度，著 3毫米的全身式 防寒衣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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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E C T I O N 2. T I N I A N
天寧潛水及冒險之旅

TACHOGNA BEACH
塔瓊加海灘
適合開放水域教育和潛水體驗的「塔瓊加海
灘」位於天寧島的南方，較少受到風的影
響。此景點從沙灘到海洋是呈現和緩的傾
斜，水淺且總是很平靜，是包下了天寧島所
有海洋運動的場所。作為一個亦適合浮潛的
熱門景點，這裡可以看到小巧可愛的珊瑚上
各式各樣的熱帶魚，也常有鱝和魟魚出沒。
水深 1-8公尺。

KAMMER BEACH
卡莫海灘

「卡莫海灘」也被稱為JONES BEACH(瓊斯
海灘)。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卡莫海灘是碼頭，
當時原本是作為日本軍的軍港使用，在美軍
佔領後便也以當時佔領軍部隊長的名字Jones
為名，而稱此地為Jones Beach(瓊斯海灘)。
從 San Jose 村莊往南沿展的這個美麗海邊，
左邊看起來有像水往上舉著手一樣的視覺效
果。沉睡在此的小遇難船從水面上看得到，
且正是這裡海灘潛水和浮潛的看點。遇難船
周圍形成的珊瑚群落中，有熱帶魚聚集，生
物群種類多樣，當地原住民也常為了抓魚造
訪此處。水深 1-10公尺。

UNLEASE
UNLEASE點

TINIAN GROTTO
天寧藍洞

此景點就位於佛萊明點旁邊，從陸地連出來
的峭壁與峽谷十分美麗。水深最高50公尺。

「天寧藍洞」和 Saipan Grotto(塞班藍洞) 的感覺完全不一樣。
這裡是天寧島潛水中不容遺漏的代表性潛水點。從藍洞連出去
的峭壁一直往下接至水深55公尺處，洞窟的上方部分水深 5-15
公尺，洞穴入口水深 24公尺左右。 天寧藍洞的上方、下方、側
面、後面都有光線進來，洞窟中很明亮。有可愛溫潤的魅力，
而非雄偉壯觀的天寧藍洞總共有4個洞口。通常是從最上面的入
口進去，在內部探險完從另外三個洞口出來。出水時回頭看，
可以看到凹凸不平像行星表面的地形上，通過岩層的潛客們製
造的泡泡冒上來。水深 5-45公尺。

CUC
CUC點

CUC潛水點位於SASS(後面有介紹)旁。進到
水中眼前便出現被放置於地面的纜線。原來這
些正是通往關島的海底通訊電纜。電纜上有來
來往往的海龜和鯊魚。水深 10-30公尺 。

TWO CORAL HEAD
珊瑚雙頂

SANGO POINT
SANGO點

這裡因為有一對巨大的珊瑚礁並排坐著，而被稱為珊瑚雙頂。
從水面到沙地的水深為 18公尺，珊瑚礁的高度是 6公尺左右。
珊瑚礁頭頂的部分大約位於水深 12公尺處。是梭魚群和竹筴魚
群、種類多樣的石斑魚與鸚哥魚，以及海龜們和諧共處的夢幻
景點。水深 12-18公尺。

此處是水淺的潛水點。有多樣的珊瑚形成群
落。水深 5-12公尺。

FLEMING
佛萊明點

從島上順著峭壁往下發展到一半停住的岩
層，和從海底向上長出卻未觸及島嶼的岩層
相互交錯的景點「佛萊明點」，就像岩石組
成的森林一般。在這個潛水點可以觀察天寧
島側面的樣貌。此處有連接著島的壁與壁之
間分裂形成的縫隙，穿梭於有如峽谷的縫隙
間別有一番風味。這裡的水清澈到你不相信
自己所在之處水深有70公尺，視野清晰到
能看見天上的雲，光線如陣雨般落下。水中
折射的太陽和雲朵令人感覺像徜徉在天空之
上。而眼前所呈現的岩石林則令人難以分辨
自己是在水中還是陸地上。同時匯集海洋、
陸地和天空意象於一空間的佛萊明點簡直就
太夢幻了。水深最高為70公尺。

RED SNAPER
紅鯛點

在這裡平常都看得到尺寸很大的西大西洋笛
鯛群。水深最高 23公尺。

LONG BEACH
長灘

FISHING POINT
釣魚點

位於天寧島東北部的長灘原本的名字是「Unai Dankulo」，但
以「長灘」更廣為人知。光海灘就長達300公尺的這裡，天然的
防波堤扮演了魚塭的角色，浪小而平靜。加上海洋生物多水又
淺，適合浮潛和體驗潛水。在這裡，常常能見到親自進到海中
用魚叉捕魚，並將捕獲的魚綁在腰上的原住民從海中走出來的
情景。在將海潮遮擋在外的防波堤外，有自北部南下而來的潮
流和強大的波濤，所以很危險。這裡有漲退潮，在漲潮海水進
來的時候，防波會堤淹沒在水中，無法阻擋浪潮。此時進行浮
潛和潛水是很危險的，一定要參考漲退潮時間。

位於Red Wall旁的這個潛水點水淺且魚種多
樣。是當地人時常前往捕魚的熱門地點。水
深 13-18公尺。

DIABLO
DIABLO轉交點

這裡是 Dump Coke轉交點的縮小版。坦克
和彈殼等二戰時棄置的物資四散於沙灘上。
水深 15-22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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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MP COKE
DUMP COKE轉交點

「Dump Coke」被錯誤標記為Dump Cove等
種種名稱。以前分別稱為 North 和 South，
現在附近潛水點統一通稱為 Dump Coke轉交
點。被棄置於此的吉普車、坦克車和航空器的
殘骸，還有砲彈、彈藥箱等仍依當時的狀態留
存。此地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時，軍人們往海中
丟棄的可樂瓶堆得像垃圾場一樣而得名，但如
今那些可樂瓶已不復見。戰爭結束後，戰時物
資被載到Dump Coke轉交點丟棄。這個大海
中的垃圾桶成為得以觀察戰爭遺跡的水中博物
館，被棄置的物資也隨著時間久遠，紛紛長出
珊瑚，成了人工魚礁，融為大海的一部份。水
深10-30公尺。

*請勿碰觸此處的彈藥及戰時物資。
許多砲彈至今仍能作用，且因為表面覆蓋的灰色物
質為「磷」，接觸到氧氣會起火。將它們帶出水面
的舉動是很危險的。

SASS 1,2

SASS 也被稱作 SAAS。這裡有兩個氛圍相
似的景點鄰接。白色沙地上有 7-8個小珊瑚
島，以 5-10公尺的間距零星散布。各珊瑚島
有不同的魚種，成群結隊優游其中，為數眾
多的小生物們，讓這裡成為微距攝影師們偏
愛的熱門景點。此潛水點幾乎沒有海潮，很
適合以珊瑚島為基準練習導航定位，或是進
行教學。SASS 1水深 5-10公尺，SASS 2 水
深 8-13公尺。

SUICIDE CLIFF
自殺崖

這是位於天寧島西南方下端的自殺崖下的潛
水點。此處範圍廣闊，以峭壁為基準，北部
稱為「SUICIDE CLIFF 1」，其下稱為「SUICIDE CLIFF 2」。因為沒有遮擋海流及風的
地形，是相當難以進行潛水和移動的景點。
是連高級潛水者都得先確認情況再進行潛水
的地方。因為是許多潮流交錯的地方，可以
看到大型魚類和多樣的生物群。沿著島嶼的
那條長長峭壁很是壯觀。水深 15-40公尺。

RED WALL
紅牆點

此處是個與 FLEMING(佛萊明點) 有不同感
覺的峭壁地形。從陸地連接而下的絕壁，
形成了峽谷和溪谷。在岩石縫隙中可以看
到大型魚類們，巨大的笛鯛時常出現。雖
然在這裡經常見到超過 1公尺的拿破崙魚、
灰三齒鯊和海龜，但也常常有潮流，因此
不是每次想去就能去的景點。視野好的日
子，能看到很莊嚴雄偉的光景，一直接到
遠方的絕壁。水深 18-40公尺。

URASHIMA
浦島點

在珊瑚雙頂和 SASS 之間的 「浦島點」因為
水淺及平穩的氛圍令人印象深刻。 沿著珊瑚
之間形成於沙地上的路走，便能遇到海龜和
鯊魚。浦島點潛水點也被稱為 HIROSHIMA
(廣島點)。水深 6-18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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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at Island山羊島
比起正式名稱 Aguijan，更常被稱為Goat Island(山羊島) 的這裡，是位於天寧島和羅塔島之
間的小島。島的每一面皆為陡坡絕壁所形成的險峻地形，完全沒有可供停泊的場所。這個難
以從海洋接近至陸地的島，以前被查莫洛族作為抵抗西班牙殖民統治的最後場所。山羊島在
1930年代是日本所擁有的農場，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則為日本陸軍防衛隊使用。之後有很久
的時間無人居住，因而戰爭的痕跡被留存下來。這裡的海中，因為人類的足跡無法踏及，是
北馬里亞納群島中被保存得最好的潛水熱門景點。在經常出現在太平洋群島鯨豚監控計畫中
的山羊島，時常有珍稀魚類和保育類經過。

雖然山羊島位於從天寧島搭快艇僅需 40-50分
鐘的地方，卻因為波濤洶湧難以接近。只有在
風向良好的 5至 10月之間，無浪又晴朗的日子
的上午能進到這座山羊島。被說是無論誰都要
獲得天的允許才進得了的島。
坐船在海上跑一陣子之後，船的周圍開始出現
海豚。這就是接近山羊島的訊號。從正面看
Aguijan島，後面還有一座稱為鳥島的小島。這
裡的視野好到可以從船上看到水深 40公尺的海
底地面。

AGUIJAN GROTTO
AGUIJAN藍洞

如同其他北馬里亞納群島的島嶼們，在山羊島也
有藍洞。入口的地面水深 38公尺，這個橫向橢
圓形藍洞的入口很寬敞。通過拱形的洞，巨大的
珊瑚群落會出現在眼前，岩壁下面則有鯊魚在休
息。這裡可以看到鏽鬚鲛 ( 褐色護士鯊 ) 。在這
個小島光是潛水點就有 6-7個。在山羊島就算去
到不被稱為潛水點的地方，迎接你的也會是新鮮
又特別的經驗。人跡罕至的野生海洋中，足跡所
及之處皆為潛水點。
20

21

22

23

Ultimate Dive
Spots

塞班島，是北馬里亞納群島中
最大的島。除了如其它北馬里
亞納群島們般清澈透明的視
野，這裡還有廣闊的珊瑚群
落、數十尾的鱝及獨特的海底
地形，甚至有總是在世界 10
大潛水熱點中受到討論的塞班
藍洞、收藏於海中的戰爭歷
史......等，將這些聚集於一身
的這座島，如同綜合禮物套組
般能滿足潛水客各種需求的觀
光地。塞班島能滿足各種等級
的潛水客之原因，是擁有多樣
的海洋地形，以及最適合潛水
的海洋環境。
如果想把塞班島所有熱門景點
好好地走過一遍，至少需要一
週以上的時間。在這個全島皆
被珊瑚礁環繞的美麗島嶼，即
使停留一週去潛水，仍會感到
遠遠不足與可惜。

探索塞班潛點

塞班島的潛水，是由海灘潛水
及船潛均勻混合而組成，視出
發的港口與潛水點的位置，大
約需要 5-50分鐘不等。坐船
40-50分鐘的話，也可以到鄰
近的天寧島去潛水。

S E C T I O N 3. S A I P A N

塞班島全年水溫變化不大。
維持在冬天
27-28度，夏天
29-30度，準備3毫米的全身式
防寒衣就很充分了。因為恆常
溫暖而且天氣溫和，一年到頭
皆有來自世界各地的潛水客們
湧入塞班島。
擁有最棒的潛水環境的塞班
島，是潛水客的天堂。雖然有
乾季與雨季之分，卻沒有太大
差異，水溫總是溫暖，視野總
是清晰，隨時都適合潛水。只
要沒有颱風的話，6、7、8月
是塞班島最好的潛水季節，但
從7月開始是颱風季，可能會
有無法出海的情況，計畫潛水
時務必考慮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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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E C T I O N 3. S A I P A N

B-29
B-29轟炸機

探索塞班潛點

此處是取日本使用過的砲擊地之名 B-29來命
名的潛水點。這裡留有螺旋推進器和引擎的殘
骸。除了睡在珊瑚海上的礁鯊寶寶，這裡還能
見到日本擬金眼鯛、刺尾鯛、短吻鼻魚、雀
鯛、鐮魚等。水深 8公尺。

OLEAI
奧利艾

SPOTLIGHT
塞班聚光洞

「奧利艾」是靠近礁岩的潛水點，常受到浪潮
的影響。在這個淺水區域，珊瑚們將地形裝飾
得很漂亮。海龜隨時游經珊瑚上方，鱝、礁鯊
和魟魚則藏身於此。在未受損害的珊瑚海上，
小熱帶魚們如花朵般漂蕩在水中，直到有陽光
的水面下都有牠們的蹤跡。水深 5-20公尺。

距離萬歲崖很近的塞班島北部地區潛水點。這
裡如其他北部的潛水點一樣，平時因為北風
的影響難以靠近，但是在沒有颱風影響、太
陽位置好的 6、7、8月，可以前往潛水。進到
位於水深 25公尺下的洞穴後，會看到光線穿
過 20公尺處天花板上的洞而照射進來。洞窟
內的右側有一塊離水有空氣的區域，可以看到
地形。雖然照進來的光比羅塔島的聚光洞少，
但是深入海中的光線同樣鮮明，這個景點也較
具神祕感。如同名字般像從舞台上落下的一道
聚光洞，在光線強烈的正中午最為鮮明。水深
15-30公尺。

LANDING CRAFT
登陸艇

OBYAN BEACH
歐碧
燕海灘

離日本運輸船潛水點SHIP
WRECK很近的這
裡，有戰爭當時沉沒的小型運輸船。珊瑚礁之
間有大神仙魚、蝴蝶魚、蝦虎魚、鱗魨等熱帶
魚櫛比鱗次，還有成群行動的鱝群，非常壯
觀。作為一個觀賞沙地上的大珊瑚礁的潛水
點，潔白沙子和湛藍水色調和地非常美麗。水
深 13-15公尺。

「歐碧燕海灘」是塞班島代表性拍攝到此一遊
證明照片的景點，此處進行海灘淺水或船潛都
可以。在水中，白色的沙地如同素描本一般，
很適合在上面使用各種小物來拍攝有故事的趣
味照片。在網路上搜尋塞班島潛水，如果看到
水中腳踏車和在海中刻寫著OBYAN的照片，
就是在這裡拍的照片了。這裡有時會出現礁鯊
和拿破崙魚，在 15-17公尺處的沙地上，有花
園鰻們像在跳舞一樣扭動身軀。此外還有扁口
魚、雲䲁、短吻鼻魚等多樣的生物棲息於此。
水深 17-25公尺。
*入水和出水可能因為海水漲退潮的差異而有
困難度。

LAULAU
勞勞海灘

勞勞海灘為塞班島中最大的珊瑚礁帶所形成的
潛水點，是在塞班島中能見到最多樣的物種
的潛水點。由珊瑚和岩石組成的凹凸地形饒富
趣味。因為這裡住著許多不同種類的裸鰓類和
小生物，吸引許多攝影師時常造訪。「勞勞海
灘」水淺又少受海潮影響，對潛水教育而言也
是好潛水點。第二次世界大戰時使用的輸油管
周圍有珊瑚聚集而形成狹窄的羊腸小徑。在這
之上，日本竹筴魚群的銀色鱗片閃閃發光。灰
三齒鯊、拿破崙魚和海龜也經常出現。除此之
外，平靜的海洋也因為圓翅燕魚、花園鰻、獅
子魚、粒突箱魨、蠕紋裸胸鱔、線紋鰻鯰、章
魚、梭魚、珍鰺、海龍等生命體聚集喧騰而生
氣蓬勃。水深 7-25公尺。是海灘潛水的潛水
點。

SAIPAN GROTTO
塞班藍洞

有相當數量的潛水客造訪塞班島就是為了到
「塞班藍洞」潛水，在北馬里亞納群島中，
這裡是最受喜愛的潛水點。步下超過108階
的階梯後，深靛藍色的海洋就會出現在岩石
環繞的地形中。「塞班藍洞」是自然地形塑
造出來的天然海蝕洞窟。越過中央隆起的岩
石，跳入海中，逐漸遠離陽光落入的海面，
周圍越來越暗。通過位於水中的三個洞會出
來到外海，第一個洞位在 10-20公尺處，第
二個洞在 22公尺處，第三個洞在 10-13公尺
的地方。透過這些洞照進 塞班藍洞的陽光，
使裡面的水色顯得更藍更美。穿過有光線進
入的洞，接著進行景致壯麗的峭壁潛水。在
這裡可以遇見梭魚群、礁鯊、珍鰺、火焰貝
等。塞班藍洞的峭壁潛水隨時會遇到潮流，
而且常會經過水面，請參考。水深 10-60公
尺。
*應穿戴好潛水裝備再用走的移動至入水點。上下的
階梯很陡，容易滑倒，請注意安全避免事故發生。

NAFTAN
納夫坦

納夫坦位於塞班島最南端。身為北馬里亞納群
島中著名的峭壁潛水點之一，這裡的視野乾淨
得驚人。這裡是船潛景點，從水深13公尺處開
始的垂直峭壁一直接到水深60公尺處的地方。
沿著被珊瑚包圍的峭壁往下，可以看到絕壁周
圍華麗的珊瑚們與多樣的魚類。烏翅真鯊、灰
三齒鯊和拿破崙魚經常見到，偶爾會有章魚出
現。水深 5-60公尺。

SHIP WRECK
沈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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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處亦被稱為 Chinsen或SHOAN MARU (松庵丸沈船)，是日本運輸船松庵丸沈船坐落之
處。1937年首航的 5,624噸巨大貨船松奄丸沈船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時運送日本軍需品和裝備
的貨物船。1943年1月，經過 7次來自美軍潛水艦的魚雷攻擊，它仍然沒有沉沒，之後在美國
空軍的空襲之下，終於因為被大破壞，在 1944年 6月沉沒於現在這個地方。長 123公尺的寬
廣空間裡，長出了珊瑚礁，成為數千隻魚的家，有許多大型魚類棲息於此。船的地面有灰三
齒鯊常駐。
*這裡是給觀光客搭的潛水艇往來的地區，潛水過程中可能會遇到黃色潛水艇。乘客們看到水
中的潛水客會向他們揮手。

WING BEACH
翅灘

位於塞班島西北方的「翅灘」因為跟冰河裂
開所形成的又窄又深的縫隙型態類似，亦有
「CREVASSE」之稱。這個點受到北風影響
一直處於難以接近的狀態，僅於幾乎沒有海
浪及潮流的時期可以潛水。巨大的裂縫和峭
壁，使此處地形獨具特色。沿著壁走會看到
峽谷，其間有大大的縫隙，頗為壯觀。峭壁
周圍會有海龜、烏翅真鯊、灰三齒鯊、梭
魚、護士鯊等出沒。水深 12-30公尺。

ICE CREAM
冰淇淋礁

這個點是位於島的西方的一個又圓又大像冰
淇淋形狀的海底山，珊瑚礁的上方位於水深
5.5公尺處，地面則在 15公尺處。在又圓又
美的海底山上，有珊瑚礁和海葵，鬚鯛、笛
鯛及其他多樣的小生物們和牠們一同生活於
此。海底山周圍常常見到鱝成群游過，少則
5隻，多則 20隻以上。水深 15公尺。

BANZAI CLIFF
萬歲崖

作為位於島的北部末端的美麗峭壁潛水地
區，這裡僅於天氣和風象、海洋環境好的日
子才能供人潛水。雖然能進入的期間很短，
但沿著峭壁能看到像花一樣華麗的海葵和珊
瑚群落，偶爾還有大型遠洋魚類登場，這些
充分令人期待「萬歲崖」可以潛水的時期，
也值得等待。峭壁從水深 15公尺的地方開
始，最深落到 116公尺處。沿著島連得很長
的峭壁非常夢幻。此處平常都有潮流、浪也
很高，推薦給經驗豐富的潛水客。

PIPE LINE
管道

正如其名這裡是白色沙子上鋪有管子的潛水
點。此處為鱝的清潔站，可以看到優雅泅
泳的鱝群，因此吸引潛水客時常來訪。水深
15-19公尺。

DIMPLE
淺灣

在這無邊無際的珊瑚海，表孔珊瑚如花般一
朵一朵開在其中。主要棲息著形形色色小魚
的「淺灣」這裡，會有黑剝皮魚群、紅鯛群
和蝴蝶魚、鱝們登場，但淺灣的亮點還是蝴
蝶魚。 淺灣過去曾以餵食景點著名，曾有潛
水客一拿出餌，就被數百隻臉是黑色，軀幹
有白色的黃色蝴蝶魚群包覆。但如今此處為
禁止餵食的區域。水深 12-40公尺。
未有詳細介紹的 Bird Island, 360, WING ARCH, EAGLE RAY CITY, BOY SCOUT皆為足具魅力的潛水點。在潛水地圖中標示出來的
30

31 所有景點都是現在還能潛水的景點，在當地都能前往。如果對未做說明的潛水點有興趣，可以向當地潛店的專家諮詢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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