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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珊瑚的人

大
海
．
島
．
人

復育與療癒之路

澎湖海洋生物研究中心技工冼宜樂捧起一把珊瑚斷枝，準備「種珊瑚」

正面臨多重危機的珊瑚礁，對於生態及人類都是一個不可或缺的存在

透過人類之力介入珊瑚礁的復原，為未來的海洋生態點燃一線生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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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吳佳珍(經典雜誌撰述)

攝影/張皓然(經典雜誌特約攝影)

哇
！珊瑚摸起來軟軟的耶！」「牠

吸住我的手，黏黏的！」七月第

三個週末，位在東北角、新北市海洋資

源復育園區的「珊瑚小學堂」活動中，

不時傳出陣陣驚呼聲，上從七十歲阿

公、下至兩歲女娃，四十幾個大小朋友

都是生平頭一遭見到活生生的珊瑚。

「那個軟軟的是珊瑚的觸手，會分泌

黏液來保持溼潤或捕食，但牠的骨頭很

硬喔！」站在室內培育池邊、帶著民眾

與珊瑚進行第一次接觸的，是台灣海洋

大學海洋環境與生態研究所副教授識名

信也。初步介紹珊瑚的身世背景及生存

危機後，識名信也的實驗室團隊開始教

學員動手「種珊瑚」。

種珊瑚，聽起來似乎需要高深技巧，

但其實連小孩都能參與。利用珊瑚無性

生殖的特性，讓民眾將珊瑚剪成五公分

長、黏上培育基座，再放進仿海底環境

的培育池中，即完成第一階段作業。就

好比打造育嬰房，等珊瑚「登大人」之

後，循序漸進移植到室外培育池，最後

回到大海原鄉。

以軸孔珊瑚來說，在培育池一年存活

率達八、九成，而且生長快速，一年約

長十公分，六個月可看到成效。「但軸

孔珊瑚對於環境變化敏感，當水溫上升

就容易白化。」識名信也緩緩地說明。

不仔細聽或許不會發現，識名信也的

中文有著些許日本腔。三十九歲的他，

十年前帶妻小舉家來台，追隨海洋大學

校長張清風研究珊瑚，正式踏入珊瑚的

世界。然而，此前他已在魚類養殖及生

殖領域鑽研了九年半、拿到博士學位，

令人想不透他為何轉向珊瑚。

為了珊瑚從日本追來台灣

識名信也來自沖繩縣石垣島，小時候

常去海邊露營。「國小四年級的暑假，

哥哥帶我去浮潛，那是我人生第一次看

到珊瑚、還有好多生物，印象很深！」

立志要當海洋生物學家的他，一九九八

高二那年，當他潛入常去的海域時，他

嚇到了，「珊瑚整片都變白了！」

原來，一九九八那年不僅石垣島，

全球都因為海水異常升溫，導致大規

模珊瑚白化、甚至死亡。親眼目睹生態

巨變，識名信也於是決定將來要專攻珊

瑚。考上東京海洋大學時，不巧研究珊

瑚的教授剛退休，他就先學習魚類，直

到後來看到張清風的論文，並回想初

心，才輾轉來台，開啟這十年與珊瑚朝

夕相處的研究生涯。

珊瑚的生存危機，與生態、人類有何

關係？為何需要復育？這得先從珊瑚礁

的角色說起。

珊瑚礁就像「海中的熱帶雨林」，

由各種樹枝形、柱形、石頭形的珊瑚，

共同組成一個多層次的3D立體空間，

作為提供海洋生物棲息、覓食及避敵

的場所。珊瑚礁雖然只占海洋總面積的

墾丁核三廠出水口的水溫較周邊高出1.5到2℃，造成珊瑚礁白化。但有研究發現，

該處的維氏腦紋珊瑚，已對「熱逆境」產生調適與適應能力。      (攝影/許嘉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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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卻有近四分之一、約五萬種生物

生活在珊瑚礁生態系中，是地球上生物

多樣性最高的生態系之一。

受益於珊瑚礁的，還有人類。分布

在陸地邊緣的珊瑚礁，本身就是天然防

波堤，可將波浪能量減少97%、浪高降

低84%，使沿海居民免受災害。珊瑚礁

生態系更為全球漁業、觀光及醫藥帶來

可觀的經濟價值，每年可創造三千億至

四千億美元效益，影響超過五億人的生

計。就算一輩子都不會接觸到珊瑚，我

們依然直接或間接受惠於牠們。

只不過，珊瑚中具有建造珊瑚礁功能

的造礁珊瑚(例如：軸孔珊瑚)，對於居住

品質十分講究。牠們最看重的條件是：

水溫必須在18至30℃之間，太低或太高

都不接受。第二是採光佳，因為造礁珊

瑚體內住有共生藻，需要行光合作用以

產生能量提供給珊瑚，所以得在陽光充

足的淺水海域。第三是水質潔淨，不得

有過多懸浮物、有機物或沉積物。當環

境遭到破壞時，若及時移除破壞因子，

珊瑚還有機會恢復健康，但倒楣的就會

步入死亡。

受威脅的海中熱帶雨林

中央研究院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研究

員陳昭倫分析，全球珊瑚礁生態系正面

臨四大威脅，包括過度漁業捕撈、棲地

破壞、海洋汙染以及氣候變遷，尤其氣

候變遷更會加重其他威脅帶來的影響。

根據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遷專門委員

會(IPCC)報告，與工業革命前相比，人

台灣海洋大學副教授識名信也(左圖

右)與學生在新北市海洋資源復育園區

進行珊瑚復育。先在室內池培養(上

圖)，再移植到室外池。    (攝影/黃世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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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東北角的舊九孔池，台灣山海天使

環境保育協會以垂吊式種植珊瑚(下

圖)，剪下部分又可再移植(左圖)。祕

書長陳映伶在岸上以棉繩固定斷枝，

再放入水中(上圖)。        (攝影/黃世澤)

九孔池的珊瑚育嬰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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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活動已造成地球升溫1℃，一旦達到

2℃，二○五○年全球將有99%珊瑚礁消

失；但若在那之前達到零淨碳排放，升

溫就能控制在1.5℃。「這0.5℃的差距，

足以讓10到30%的珊瑚礁幸免於難。」

陳昭倫語重心長地說。

一年有一半以上時間都泡在海裡「工

作兼享受」的陳昭倫，因為兒時在台中

梧棲海邊長大而愛上海。他雖然喜歡動

物，但做實驗看到血會暈倒；又覺得植

物不會動，有點無聊；直到發現刺絲胞

動物(珊瑚、海葵)，他才決定研究領域。

「牠不但會動，而且不會流血，割一塊

肉還會長回來！」研究珊瑚三十年的陳

昭倫，興奮地講起他與珊瑚的邂逅。

事實上，當我約訪時，他爽快答應後

附註：「先說好喔，我是反對珊瑚復育

的喔！」早年他也曾研究復育，如今想

法卻有了轉變。他認為，若從生態系的

角度來看，即使有辦法復育單一物種，

還是無法復育整個生態系；但從教育的

角度來看，種珊瑚是值得肯定的，可以

讓更多人認識這種動物。

距離退休還有九年的他，打算好好利

用這段時間，研究台灣部分地區珊瑚多

年未白化的謎團，為後繼者奠定根基。

用一口九孔池養一片珊瑚

在東北角的龍洞，台灣山海天使環境

保育協會祕書長陳映伶為了見到潛水教

練所說「二十年前的美麗海底」，選擇

從自己能力所及之處開始做起：在廢棄

的九孔池種珊瑚。「我也沒想到，這五

年種下來，好像愈搞愈大。今年申請到

海洋保育署的經費，終於要把九孔池的

關於珊瑚這種動物
珊瑚有著千變萬化的外型，有的像樹

枝、有的像石頭，而且固定在海底，所以

有人誤以為是植物，甚至以為是石頭。但

其實珊瑚是不折不扣的動物，與海葵、水

母同樣屬於刺絲胞動物(Cnidaria)，會聚積

碳酸鈣骨骼或骨針。

牠的最小單位是珊瑚蟲(polyp)，而且形

態多變，光是大小就可從直徑一公釐到數

十公分。一般看到的「一株」珊瑚，則是

由很多珊瑚蟲聯合構成的「珊瑚群體」。

特別的是，同種珊瑚若生長在不同環境，

珊瑚群體的形態也會隨環境改變，可塑性

很大。

在珊瑚大家族中，並非所有成員都能

建造珊瑚礁，真正有貢獻的主要是石珊瑚

類，又稱為造礁珊瑚。這些造礁珊瑚的

體內有共生藻，其總量甚至比珊瑚組織還

多，因此造礁珊瑚可說是動物性組織與植

物性組織的總和。

而共生藻就好比造礁珊瑚的「衣食父

母」，經由行光合作用，將珊瑚的代謝物

轉為能量，再傳送給珊瑚利用，形成高效

的生產系統；共生藻提供給珊瑚的能量，

高達珊瑚能量來源的八成以上，重要性可

見一斑。

不僅如此，珊瑚的顏色除了來自本身的

色素蛋白，也來自共生藻的色素。然而，

一旦環境惡化，珊瑚會趕走共生藻，肉質

組織因此失去顏色而呈現透明，露出底下

白色的珊瑚骨骼，即「珊瑚白化」。但白

化不代表死亡，比較像是重感冒、身體虛

弱，若環境無法立即改善，幾天內便死

亡；如果及時改善，珊瑚就有機會再獲得

共生藻，重現生機。

造礁珊瑚的能量多來自共生藻，

但也會伸出觸手捕食浮游生物(底

圖)。每年一次產卵季，雌雄珊瑚同

時釋出大量卵子及精子(上圖)。
(上/郭兆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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珊瑚移植到海灣了！」她開心地說。

五十二歲的陳映伶原本是全職媽媽，

先是在荒野保護協會擔任海洋志工，參

與淨灘活動；但求知欲旺盛的她想多了

解海洋，又成為基隆海洋科技博物館的

志工，獲得生態知識。六年前學會潛水

後，更彷彿打開了另一雙眼睛，看見水

下的綺麗世界。

某次她意外發現，在廢棄十年的九孔

池裡，竟然遍布珊瑚、魚群，「那我是

不是也可以租一口九孔池來種珊瑚？」

她一邊尋找九孔池承租，一邊寫計畫申

請企業贊助，一切終於在二○一五年順

利到位。

陳映伶與山海天使夥伴撿來被九孔養

殖戶視為垃圾的珊瑚當種苗，以垂吊方

式固定在池子裡，接下來就任其生長。

目前有軸孔珊瑚、鹿角珊瑚、雀屏珊瑚

等上千株珊瑚，還有各類魚、蝦、蟹、

海膽、海參悠游其中。

採訪時，我也加入「一日種珊瑚」的

行列，先以有點緊又不會太緊的程度，

將斷枝纏繞在棉繩上，並保持三十公分

生長空間，再接續下一個；完成一串

後，趕緊放回水中固定，以免珊瑚離水

過久「產生壓力」。

五年來歷經強颱、高溫，有些元老級

珊瑚長高長胖已達直徑五十公分大小。

「希望有一天能看到珊瑚產卵，像真正

的大自然一樣！」陳映伶由衷期盼。

珊瑚繁衍後代有兩個途徑：有性生

殖、無性生殖。有性生殖是透過精卵結

合，發育為珊瑚蟲，長成珊瑚群體。無

性生殖方式之一的斷裂生殖，是珊瑚從

群體斷裂後，重新附著於底質，構成新

群體，多數人工復育即運用此特性。

不過，無性生殖雖然能快速增加數

量，卻只是複製原株的基因，一旦遭遇

環境變化，恐將大量消失；有性生殖則

可豐富基因多樣性，適者生存，不至於

整個物種滅絕。因此，識名信也認為，

復育的理想情況是雙管齊下：先以無性

生殖來擴大珊瑚的數量，再以有性生殖

的方式培育新的珊瑚個體，增加單一物

種的基因多樣性。然而，有性生殖得等

待珊瑚蟲發育至性成熟，至少需五年以

上才看得到成果。

「復育珊瑚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

識名信也保守地表示，造礁珊瑚有一千

多種，但是目前僅能復育約一百種，考

慮到珊瑚礁的物種多樣性，需要更長期

的投入。同時，現階段也應該加緊研究

珊瑚的基礎生物學。「我們對珊瑚還

有太多未知的地方，如果更努力了解的

話，說不定有一天可以找到更多拯救珊

瑚的方法！」

潮間帶棲地的生機重現

現在，全球有多處進行珊瑚復育，

包括一九七○年代就開始的美國加勒

比海，以及印尼、澳洲大堡礁、日本沖

繩。台灣則始於一九九○年代，先後在

墾丁從事研究的屏東海洋生物博物館、

中山大學。十多年前，陳昭倫也參與農

委會水產試驗所澎湖海洋生物研究中心

的研究。

在澎湖種珊瑚的除了水試所之外，還

有澎湖縣水產種苗繁殖場，以及環保團

體海洋公民基金會，是全台復育規模最

大的區域。陳昭倫指出，由於澎湖有內

潮間帶的公民科學家

海洋公民基金會的公民科學課程，

帶著學員到西衛潮間帶認識生物，

培養主動關注環境的能力(上圖)。潮

間帶也有不少珊瑚，像是角菊珊瑚

(下圖)、捲曲菊珊瑚(右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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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的珊瑚斷枝，接著把鋼筋釘在海床，

再將斷枝固定於鋼筋上，並預留離地空

間，避免泥沙覆蓋，以類似植物插枝

繁殖的「扦插法」，將珊瑚直接種在海

裡，讓牠們自然成長。

面對一手帶大的珊瑚，冼宜樂的原則

是：不照顧、不干涉，觀察大自然的力

量。復育第二年，珊瑚曾被長松藻覆蓋

了大半，他思考再三後決定「忍住」，

不幫珊瑚除掉競爭者；沒想到兩個月後

進入夏季，藻類就慢慢減少了。

甚至，颱風來了他反而很高興，「因

為能『打掉重練』！」他解釋，人工復

育的珊瑚只會長成獨立個體，彼此毫無

連結；但颱風侵襲後，部分斷枝散落海

底，既能穩固珊瑚的底盤，又可形成層

層疊疊的構造，更像原始景觀。

這片寬廣的潮間帶其實曾經有一個石

滬，漁民利用潮汐起落，以玄武岩、灘

岩或咾咕石(珊瑚骨骼)堆砌成弧形堤岸，

藉此捕捉漁獲。但是隨著毒魚、汙水、

寒害、颱風等人為與自然影響，石滬逐

漸廢棄。

一九八六年的韋恩颱風，更帶來毀

滅性破壞，本來生長旺盛的珊瑚群聚，

「半小時內全被沖碎！」澎湖縣二崁海

灣地形保護，而且原屬於珊瑚的棲地也

多，若能移除家庭廢水及內海汙染，將

有機會恢復良好的珊瑚礁生態系。

來到澎湖內海西嶼，臨近二崁舊港

的二崁潮間帶棲地，趁著漲潮，我們與

水試所澎湖海洋生物研究中心技工冼宜

樂，一同潛下水中，造訪這片約四千平

方公尺的珊瑚復育園地。

寂靜的水下，只聽見海流緩緩地發

出「轟隆隆」聲；放眼所及，海水有點

混濁，但據說這天算是不錯了。不一會

兒，就見到一整片高低起伏的美麗軸孔

珊瑚(Acropora formosa)，肆無忌憚地在海

底伸展著，不時有色彩豔麗的蝶魚躲在

珊瑚間歇息，覓食中的青嘴龍占、玳瑁

石斑穿梭自如，鸚哥魚、馬糞海膽正忙

著啃食珊瑚上的藻類。

七年前，這裡可不是這番風景。二○

一三年，澎湖縣政府農漁局委託澎湖海

洋生物研究中心，研究如何改善內海潮

間帶棲地劣化的現象。「一開始並沒預

設要種珊瑚，但實地調查、與耆老訪談

後，我們認為應該有機會找回過去珊瑚

繁盛的樣貌。」冼宜樂表示。

語畢，冼宜樂跳入水中，手上還拿

了鋼筋及鐵鎚。他在海底撿了一些還活

澎湖縣水產種苗繁殖場在馬公市鎖港杭灣海域，與浮潛業者合作海洋花園珊瑚植栽 活動。事先將水泥製成的移植礁放入海中，再於海底進行珊瑚移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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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牧場發展協會理事長陳瑞宏回憶，當

時大量珊瑚斷枝殘骸塞滿潮間帶，導致

珊瑚失去生長空間而死亡，棲地環境愈

趨惡化。

「三十年前我提出要『種回珊瑚』

時，大家都覺得怎麼可能！」陳瑞宏笑

著說。後來二崁村民自發組成海洋牧場

發展協會，現在有政府單位協助復育，

社區巡守隊負責環境維護。

「之前有人晚上來抓龍虎斑，七月

政府一開放採捕馬糞海膽，又是一堆

人！」陳瑞宏搖搖頭說，在潮間帶採捕

並未違法，巡守隊只能道德勸說，拜託

大家手下留情。「還有耆老會向捕魚的

民眾買魚，請他們把魚放回去。」冼宜

樂補充。

澎湖縣政府正規畫設立社區型保育

區，二崁潮間帶棲地也在優先選項當

中，屆時就能在政府授權之下，透過社

區的力量來養護管理二崁這片海域。

找盟友一起推動環境教育

「水試所是用鋼筋種珊瑚喔？我們

接下來也是耶！之前都用竹筷、不鏽

鋼筷，想調整一下。」海洋公民基金會

主任陳宜君聽聞後這麼說。海洋公民基

金會二○一七年開始種珊瑚實驗計畫，

同樣採用扦插法，在澎湖內海的通梁海

域，每年種下六百株軸孔珊瑚，存活率

約五、六成。

三十四歲的陳宜君，是高雄長大的澎

湖人，小時候寒暑假都會跟著爸爸回澎

湖 裡的奶奶家，「睡醒就往海邊跑，

在那耗一整天！」對大海的喜愛，讓她

念了海洋休閒管理、考上救生員、學會

潛水，還加入海洋環保團體。

「在NGO(非營利組織)，我覺得『找盟

友』很重要。」陳宜君指出，除了得募

款以確保資金來源，也需要擴大參與，

增加影響力及持續力。像是基金會七月

推動「環境友善民宿公約」，希望透過

民宿業者宣導環境教育，即為一例。

「觀光業者更是環境教育的重要種

子。他們會接觸那麼多遊客，如果能

多提醒一句，都會有幫助！」陳宜君

表示。前一天，在基金會的「潮間帶觀

海洋公民基金會去年邀集澎湖潛水

業者，進行珊瑚礁體檢(左上)。澎湖

海洋生物研究中心在二崁潮間帶棲

地，以扦插法復育軸孔珊瑚(左下)。

還活著的珊瑚斷枝可見白色骨骼的

生長點(右圖)。
(左上/海洋公民基金會提供，右/黃世澤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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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公民科學課程中，我們就在西衛潮

間帶上，看到業者帶著遊客，個個「收

穫滿滿」，不知是要回去加菜還是玩一

玩丟掉……。

另外還有一批人也能成為環境教育的

推手：潛水教練。去年基金會申請到海

洋保育署的經費，與台灣環境資訊協會

合作「珊瑚礁體檢」，邀集四家潛水店

參與，為澎湖本島記錄睽違十三年的珊

瑚礁數據。陳宜君認為，這

樣的活動並不

只為了生態紀錄，潛水教練更了解珊瑚

之後，也多了能與客人分享的故事。

「曾有人挑戰我們：為什麼要種珊

瑚？」陳宜君說，「但如果我們什麼都

不做，對環境不會比較好。」以人類之

力介入珊瑚礁的復原，即使無法回到原

始狀態、無法全面重建珊瑚礁，透過培

育足夠的群體、增加基因多樣性，仍能

誘導環境走向自然恢復，為未來的海洋

生態點燃一線生機。

重點不是我們怎麼做，而是我們有沒

有持續不斷地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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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遊自在的海龜以覆蓋在珊瑚上的藻

類為食。珊瑚礁就像「海中的熱帶雨

林」，成為生物棲息、覓食及避敵的

好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