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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調查於 2007年 10月至 2008年 9月期間，在綠島海域 25個測站進行

潛水與潮間帶調查結果，記錄到軟體動物 56科 168種；甲殼類動物 28科 75種；

棘皮動物 24科 48種。其中海蛞蝓多達 30種以上，皆具有相當高的學術研究與生

態旅遊價值。建議綠島的未來發展，朝向成立為一個生態旅遊島﹕劃設海洋生態保

護區，施以嚴格的生態保育措施，並持續系統性地普查與監測物種之動態。目前，

受到漁獵高經濟價值的海洋生物及遊客擾動海洋生物的衝擊，是權責單位規劃綠島

生態資源管理政策時，必須積極考慮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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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wenty-five sites in Lyutao (the Green Island) were surveyed between 

October, 2007, and September, 2008, through diving and intertidal zone investigations 

for coral reef invertebrates. Organisms recorded include 168 species from 56 families of 

mollusks, 75 species from 28 families of crustaceans, and 48 species from 24 families of 

echinoderms. With more than 30 species recorded, the sea slugs are highly diverse and 

present significant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educational values. It is recommended to 

establish marine protected areas (MPAs) in order to conserve marine ecosystems of the 

island. Sustainable management strategies are suggested for local marine ecotourism. 

Poaching of economically valued marine species and disturbance by tourists are 

currently urgent issues in ecotourism management and ecosystem conservation.  

Keywords: Lyutao, marine invertebrates, mollusks, crustaceans, echinoderms, marine 

protected areas (MPAs) 

 

 

前言 

 

珊瑚礁是地球上生物多樣性與生產力最

高的生態系之一。其多樣的棲地型態，除了提

供眾多海洋生物棲息繁衍的場域，也孕育了豐

沛的海洋漁業資源。同時，在現代的社會，更

為社會大眾提供了風景優美的休閒遊憩的去

處。在當今許多自然生態棲地因為經濟文明發

展而遭到破壞；一個生態豐富的珊瑚礁區，代

表多重的意義：它不但是當地海洋生物多樣性

的庇護所，更可以是當地社區取之不盡用之不

竭的經濟財源。 



黃興倬，李坤瑄，洪和田，陳明輝 

2  國家公園學報論文選集-海洋篇 

綠島本身是火山島嶼，因為溫暖的黑潮帶

來豐沛的生物資源，發展出生長良好的珊瑚裙

礁，以及多樣的大型底棲無脊椎動物相。其中

不乏許多高經濟價值的物種：例如：龍蝦、海

膽、海參、硨磲貝等食用性海產；也包括具有

觀賞裝飾價值的大法螺、黃金寶螺、夜光蠑螺

等。雖然綠島海洋無脊椎動物資源豐富，但是

相關的分類與生態學文獻卻相對顯得零星且

稀少，涵蓋軟體動物、甲殼動物、與棘皮動物

三大類海洋無脊椎動物的研究，僅有張崑雄等 

(1991)與鄭明修 (2005)兩篇報告。在綠島軟體

動物調查方面的資料和文獻，僅有施乃普 

(1975)紀錄的 200多種小形貝、張崑雄等 (1991)

紀錄的 236 種軟體動物、張鎮國 (1995)紀錄 

113 種的小形捲管螺、Chang (2002, 2003a, b, 

2006a, b, 2007) 一系列的小形貝報告資料文

獻。鄭明修 (2005)紀錄了 351 種軟體動物。

陳正平等  (2006b)於綠島潮間帶調查共紀錄 

19 科 73 種活貝，其中有 41 種是綠島尚未記

錄過的新種類，累計綠島海域至少有 460種以

上的螺貝類 (張嘉峰等 2007)。綠島甲殼類的

調查紀錄與分類研究，除了張崑雄等 (1991)

紀錄的 99 種與鄭明修 (2005)的 75 種報告

外，僅見於分類研究報告 (Ho et al. 1994, Shy 

et al. 1994 )，陳正平等 (2006a)有 11種甲殼類

記錄，其中 10 種 (陸蟹為多)是綠島新增種。

至於綠島的棘皮動物相，除了張崑雄等 (1991)

發表 61種以及鄭明修 (2005)的 75種紀錄外，

僅有零星紀錄見於分類文獻中  (例如 Chao 

1999)。這顯示綠島的無脊椎動物研究亟待加強

生態調查的頻度與廣泛性，並進行有系統的動

物門分類研究。 

近年來，綠島海洋休閒遊憩活動蓬勃發

展，為了保育當地海洋生態資源，並永續經營

觀光旅遊事業，我國行政院擬將綠島歸劃為國

際級的海洋生態旅遊島。為了擬定有效的管理

方針，需有詳細的調查資料，做為未來國家公

園經營管理的依據，並建立日後長期定點監測

調查的基本模式。本研究旨在提供昀新之綠島

海域軟體動物、甲殼動物、棘皮動物的分佈數

量調查結果，並針對綠島珊瑚礁生物資源保

育，提供政策規劃之建議。 

 

材料與方法 

 

本研究調查對象為綠島大型底棲無脊椎

動物，包含甲殼動物、軟體動物、棘皮動物等

之種類組成、分佈數量、以及其生態現況。其

他的海洋無脊椎動物，如海綿、刺絲胞、扁形、

環節、海鞘等類動物，並不列入本次調查範圍。 

調查方式包括在潮間帶和亞潮帶進行觀

察、記錄、攝影及採集；潮間帶的調查以徒手

採集為主，亞潮帶的調查則以潛水方式進行。

調查站點的選定，在綠島四面各選一處海(東：

海參坪/柚子湖；西：石朗；南：大白沙；北：

柴口)並各依深度劃定兩個亞潮帶測站(25 公

尺與 10 公尺深)與一個潮間帶測站 (0 公尺

深)，作為調查物種豐富度的固定測站。物種豐

富度的概算方式，是以每次亞潮帶潛水或潮間

帶徒手調查穿越線涵蓋範圍內所觀察記錄到

種類的個體數量為主；若個體數在 1-2 個的種

類，則其豐富度為「稀少」；若有 3-6個，則其

豐富度為「偶見」，若有 7-15個其豐富度為「常

見」；15個以上則其豐富度為「豐富」。 

除了固定測站的穿越線法測量外，另擇島

上 13 個無脊椎生物相豐富的地點和海域 (樓

門岩、牛頭山、公館港、公館、柴口 5m、中

寮港、燈塔、香菇頭、石朗 5m、雞仔礁、龜

灣、大白沙 5m、紫坪)作為個別測站，在相近

面積範圍內調查其中上述之大型底棲無脊椎

動物種類，但不估算各物種的豐富度。 

研究期間各次調查與地點如下：  

1. 2007年 10月：燈塔、柚子湖、石朗 25m、

石朗 10m、大白沙 25m、大白沙 10m、香菇頭、

雞仔礁。 

2. 2008 年 3 月：柴口 5m、柴口 0m、大白沙

5m、大白沙 0m、石朗 5m、石朗 0m、龜灣 5m。  

3. 2008年 7月：紫坪、牛頭山、樓門岩、公館

港、海參坪 25m、海參坪 10m、柴口 25m、柴

口 10m。  



綠島大型海洋無脊椎動物調查與保育規劃建議 

國家公園學報論文選集-海洋篇  3 

4. 2008年 9月：公館港、公館、中寮港針對棲

地中數量較多的動物種類，分析其棲所環境現

況，族群分布、生殖、食性和其他生物間的關

係。並比較過去在同一地區的物種調查資料，

探討近年當地生態的變遷趨勢。 

針對珊瑚礁的指標性無脊椎動物 (櫻花

蝦、龍蝦、魔鬼海膽、鉛筆海膽、棘冠海星、

海參、大法螺、硨磲貝等 )的種類，其豐度並

作為該海域生態狀況的參考。調查所拍攝之生

態照、採集之動物標本及其標本照，均存放在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建檔管理。 

 

結果 

 

研究執行期間，在島上 25 個測站進行物

種調查 (站點分佈與物種數如圖 1)，共計發現

大型無脊椎動物 291種，潮間帶所觀察到的物

種數明顯高於亞潮帶。 

 

一、軟體動物 

海洋軟體動物種類繁多，其中具可食性或

經濟性的種類也不在少數。昔日綠島的軟體動

物相當豐富，不僅多樣性高，數量也多。海洋

軟體動物從南邊的印度—西太平洋生物地理

區隨著黑潮北上來到綠島，因此與恆春半島東

岸、蘭嶼、臺灣東部沿岸的貝類相類似 (張崑

雄等 1991)。近年來綠島淺海與潮間帶的軟體

動物在觀光遊憩壓力與人為採捕的影響下，種

類與數量已大不如前。一些較有經濟價值的大

型螺類更是幾乎絕跡。過去綠島沿岸盛產的小

型迷你貝，數量也已經大幅減少。 

目前調查結果綠島軟體動物共有 56科 168

種 (其種名列於表 1)。潮間帶常見的螺類有金

環寶螺  (Cypraea annulus) 和黃寶螺  (C. 

moneta)，通常棲息在低潮線附近或潮池內。筆

螺 (mitrids)與芋螺 (conids)也是潮池內常見的

種類，惟數量較少。芋螺的殼形呈倒立圓錐

形，螺塔低而殼口狹長，殼表花紋多樣。某些

芋螺的齒舌成刺針狀，並含有劇毒，是相當危

險的海洋生物。在藻類生長的季節，尚可見到

不同種類的海兔在潮池中刮食海藻。高潮線附

近的岩石上則可見蜑螺與玉黍螺。 

綠島亞潮帶以下的棲地型態多樣，軟體動

物的數量與種類理應很多，但是諸多珊瑚礁指

標性與經濟性軟體動物 (如大法螺、鐘螺)在各

測站中仍是絕跡或屬罕見，這顯示漁獵的效應

仍然持續影響當地生態。不同形態螺貝類的種

類雖多，但是數量卻不高。硨磲貝是珊瑚礁上

固著性雙殼貝，白天會翻露出多彩的外套膜，

以利其中的共生藻進行光合作用。昔日常被漁

民採捕，將其閉殼肌製成干貝。各測站發現的

硨磲貝多半為殼寬 20 公分以下的個體，但是

數量已有增加。棲住在活團塊珊瑚群體中的鞋

魁蛤 (Arca ventricosa，俗稱仙履魁蛤)和大管

蛇螺 (Dendropoma maximum，又名有蓋蛇螺)

偶而可見。珊瑚礁附近沙地上可發現鳳凰螺科

的蠍螺 (Lambis scorpius)，惟數量不多。頭足

類的章魚 (Octopus sp.)藏身於礁石岩穴中，白

天不易發現，調查期間僅在當地居民的漁獲中

目擊一次；烏賊類有季節性迴游的習性，偶而

可在白天觀察到小群的活動。另外，俗稱軟絲

仔 的 鎖 管 科 萊 氏 擬 烏 賊  (Sepioteuthis 

lessoniana)，也僅在浮潛調查中在中寮港內發

現數隻小個體。 

海蛞蝓 (sea slugs)係泛指一群體外無包覆

外殼的海生腹足類軟體動物，在綠島海域有相

當多的種類。目前調查到的種類有 12 科 35

種。這些海底的無殼軟體動物多半以底質上的

藻類或其他固著性生物 (如海綿、水螅蟲、苔

蘚蟲等)為食。其體型多半只有數公分長，但都

擁有多彩的體色與互異的形態，在國外有『海

底珠寶』 (undersea jewels)之稱謂 (Cobb and 

Willan 2006)。 

 

二、甲殼動物 

本項調查的甲殼動物，係指一般人所熟知

的蝦類、蟹類、寄居蟹、以及固著性的藤壺等

種類。由於大部分蝦蟹習性隱蔽，並且多半夜

間才出來活動，因此白天並不容易發現它們。

目前已鑑定出甲殼類 28科 75種，其種名列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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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調查測站分佈與無脊椎動物物種多樣性示意圖 

 

表 2。 

綠島的潮間帶常見的甲殼動物包括附著

在岩石或漂流物上的藤壺 (barnacles)和茗荷介

(goose neck barnacles)，以及多種小型蝦蟹類。

潮池縫隙常可見到築巢躲藏的槍蝦 (alpheids)

與長臂蝦 (palaemonids)；在夜晚的潮間帶，常

可聽見槍蝦螯腳噴射水柱特有的聲響。偶而可

見深綠或深棕體色的大指蝦蛄 (Gonodactylus 

chiragra)，在潮池中獵食其他生物。蝦蛄屬於

口足目 (Stomopoda)，其獵食的方式是埋伏等

獵物靠近，在近距離衝出以鐮刀形步足衝擊獵

物使之昏死，其爆發力足以使螺殼碎裂。潮間

帶的螃蟹種類繁多，梭子蟹科的短槳蟹和方蟹

科的小厚紋蟹 (Pachygrapsus minutus)都是潮

池內常見的種類；體型較大的螃蟹有哲蟹科的

光手酋婦蟹 (Eriphia sebana) 和扇蟹科的銅鑄

熟若蟹 (Zosimus aeneus)，其中銅鑄熟若蟹體

內含有劇毒，不可作為食用。在高潮線以上的

沙灘上，偶可看見快速行動的斯氏沙蟹 

(Ocypode stimpsoni)。 

在綠島的亞潮帶海域中，經濟價值相當高

的龍蝦類已經罕見，僅偶而可見小型個體的龍

蝦觸角從棲身的洞穴中伸出。極少數地區尚有

龍蝦聚棲的洞穴，可以發現三、四種龍蝦共享

一個藏身所。在分枝形珊瑚群體中，可以發現

共棲的甲殼類。例如共生的毛掌梯形蟹 

(Trapezia cymodoce) 與 網 紋 梯 形 蟹  (T. 

rufopunctata)，都是常見的種類。此外也有一

些與珊瑚無明顯共生關係，但也利用珊瑚叢作

為理想藏身處的種類，例如蜘蛛蟹科的粗甲裂

額蟹 (Schizophrys aspera) 與斜紋蟹科的短身

盾牌蟹 (Percnon abbreviatum)。有些寄居蟹也

會利用珊瑚作為庇護的棲所，例如紅指硬殼寄

居蟹  (Calcinus minutus)和毛足真寄居蟹 

(Dardanus lagopodes)。另一種珊瑚礁指標性動

物櫻花蝦 (Stenopus hispidus)，多半棲息在隱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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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綠島海域軟體動物名錄、分佈地點與豐富度 (R: 稀少；O: 偶見；C: 常見；A: 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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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綠島海域軟體動物名錄、分佈地點與豐富度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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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綠島海域軟體動物名錄、分佈地點與豐富度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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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綠島海域軟體動物名錄、分佈地點與豐富度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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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綠島海域軟體動物名錄、分佈地點與豐富度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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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綠島海域軟體動物名錄、分佈地點與豐富度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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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綠島海域軟體動物名錄、分佈地點與豐富度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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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綠島海域軟體動物名錄、分佈地點與豐富度 (續) 

 

的礁岩洞穴，在船舶出入不甚頻繁的港內岩縫

中也偶而可見。 

在離海較遠的海岸林中，尚有為數眾多的

陸蟹與陸寄居蟹。這些甲殼類平時居住在海岸

林中，或是遠離海岸的高地；僅有在夏季的生

殖季節時，抱卵雌蟹會從高處陸地降海產卵。

由於環島公路橫斷了這些生物降海的途徑，這

些雌蟹必須穿越馬路才能到達海邊，但是卻有

被來往車輛輾斃的風險，在調查過程中，屢在

柴口、朝日溫泉、大白沙等地見到被輾斃的抱

卵母蟹。當地居民常以漁網圈籬農地，夜間出

來覓食的陸蟹容易身陷其中，翌日一經日照便

乾涸死亡。此外，由於生態惡化再加上人為的

撿拾，寄居蟹尋無適當的殼用以藏身，現已發

現綠島的陸寄居蟹利用垃圾堆的塑膠瓶蓋或

奶粉匙代替貝殼。 

俗稱八卦的椰子蟹 (Birgus latro)是世界上

體型昀大的陸寄居蟹，昔日在臺灣恆春半島、

蘭嶼、綠島等地數量頗多，但在棲地變化與人

為獵捕的壓力下，現在野地幾乎已經絕跡；目

前椰子蟹也是我國唯一列名保育類生物的甲

殼動物。此次調查僅在柴口地區發現一隻個

體。 

 

三、棘皮動物 

珊瑚礁的棘皮動物主要包含了五大群生

物：海星、海膽、海參、海百合、與陽燧足。

其中部分海膽和海參的種類可供食用，具有經

濟及生態指標價值；其他三類生物雖不具食用

價值，但卻常在海洋生態系中扮演重要的角

色。本計畫目前在綠島已發現棘皮動物 24 科 

48種，其種名列於表 3。 

在綠島的潮池中，有眾多的陽燧足從岩隙

或洞穴中伸出細長腕足覓食。黑櫛蛇尾 

(Opioicoma erinaceus) 、蜈蚣櫛蛇尾  (O. 

sclopendrina)、與環棘鞭蛇尾  (Ophiomastix 

annulosa)是常見的種類。岩礁縫隙中常可見到

梅氏長海膽 (Echinometra mathaei)。海參的數

量 也 相 當 多 ， 黑 赤 星海 參  (Holothuria 

cinerascens)身體呈短紡錘形，特徵是口端有 

20支觸手，常伸出以濾食海水中的食物碎屑。

黑海參 (Holothuria atra)和蕩皮參 (Holothuria 

leucospilota)則常出現在帶有沙層的潮池底部。 

許多海參 (如棘手乳參  Holothu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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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綠島海域甲殼動物名錄、分佈地點與豐富度 (R: 稀少；O: 偶見；C: 常見；A: 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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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綠島海域甲殼動物名錄、分佈地點與豐富度 (續) 



綠島大型海洋無脊椎動物調查與保育規劃建議 

國家公園學報論文選集-海洋篇  15 

表 2. 綠島海域甲殼動物名錄、分佈地點與豐富度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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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綠島海域甲殼動物名錄、分佈地點與豐富度 (續) 

 

difficilis 和虎紋參 Holothuria pervicax)受到刺

激時，會自肛門排出白色的黏性絲狀物，稱為

居維氏器官 (organs of Cuvier)，是海參用來自

衛的機制。 

白晝的亞潮帶礁岩縫隙中常見的海膽是

冠刺棘海膽 (Echinothrix diadema)，在夜晚時

則會離開藏身處到礁石表面攝食；其棘刺細長

且具毒性，對於夜間潛水活動者構成潛在的威

脅。綠島海星的種類不多，數量也較少，例如

在印度太平洋區常見的藍指海星  (Linckia 

laevigata) 在此次調查中均屬罕見；而過去偶

而可見的饅頭海星 (Culcita novaeguineae) 在

調查期間均未發現。 

棘冠海星 (Acanthaster planci) 是珊瑚的

掠食者，對珊瑚礁具有潛在性的威脅。當族群

大量發生時，會對珊瑚礁造成嚴重破壞。所幸

目前棘冠海星僅在柴口與大白沙海域零星出

現，並未構成威脅。色彩鮮豔的海百合 (或稱

海羊齒 )，在綠島海域的種類很多，有些種類

藏身在礁石底或珊瑚叢中，有些則站立在礁石

表面或攀附在海扇上，從海流中濾取食物。 

巨型海參如梅花參 (Thelenota ananas) 因

為具有食用價值，過去常遭到漁民採捕，因此

已經難得見到。此外，在桶狀海綿外側偶可發

現褶錨參  (Polyplectana kefersteini)黏附在表

面。其他尚有一些小型的棘皮動物棲息在石頭

底下，或是攀附在其他大型無脊椎動物上，平

常不易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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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綠島海域棘皮動物名錄、分佈地點與豐富度 (R: 稀少；O: 偶見；C: 常見；A: 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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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綠島海域棘皮動物名錄、分佈地點與豐富度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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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綠島海域棘皮動物名錄、分佈地點與豐富度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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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各測站物種多樣性與豐富度比較分析 

將各測站所鑑定出的無脊椎動物種類

數，標記於測站分佈圖上 (如圖 1)，可見物種

數昀多的三個測站，分別是石朗 (84種)、紫坪 

(58種)、與柴口 (53種)三處的潮間帶；其餘的

潮間帶測站種數也在 40種左右。 

亞潮帶測站方面，北邊的公館港內，發現

並鑑定出 44 種無脊椎動物，是亞潮帶測站中

無脊椎生物多樣性昀高的測站；其次是大白沙

10m測站 (43種)，與石朗 10m (34種)。其餘

亞潮帶測站種數均不超過 25種。 

 

討論與建議 

 

針對綠島海域進行詳盡的生態調查，其目

的是在瞭解目前的生態狀況，以及物種的分佈

與數量，以作為日後學術研究，以及當地發展

生態旅遊規劃的重要參考依據。目前調查結果

顯示，綠島並無特有的海洋大型底棲無脊椎動

物；而其無脊椎生物的物種多樣性，與過去調

查紀錄，以及歷年自行調查經驗相比，發現過

去一些常見的經濟性種類數量已經降低甚至

絕跡  (例如龍蝦類、夜光蠑螺  Turbo 

marmoratus 、 鉛 筆 海 膽  Heterocentrotus 

mammillatus等)，但另一方面，新紀錄物種 (例

如多種海蛞蝓、巨梅花參 Thelenota anax 等)

也持續的被發現；因此在種的總數上，並沒有

顯著的變化。同時，一些珊瑚礁生態系的指標

性和經濟性物種的數量，在當地仍屬偏低；這

顯示人為採捕的壓力仍然是這些物種的主要

威脅。在當地社區居民自動成立巡守隊守護當

地生態之後，非法漁獵的情形略有改善，但當

地或外來的潛水人持漁槍獵捕珊瑚礁生物的

現象依然存在。珊瑚礁區的小型硨磲貝數量已

經開始增加，若是能持續保護，族群量恢復的

機會很大。在推動綠島成為國際級生態旅遊島

的既定政策下，政府應該採取更有效的海洋保

育政策，來保護綠島海洋生態資源。 

自從綠島開放觀光以來，就一直是全國昀

熱門的景點之一。每年將近 40 萬人次登島遊

覽的壓力，對島上以及周圍海域的生態都是嚴

重的衝擊。尤其在夏季的週末，登島觀光的人

數可以超過七千人，全島超過二千輛的出租機

車在長僅 16 公里的環島公路上奔馳。對許多

海洋生物而言，6 月到 9 月是一年一度的繁殖

季節，尤其是必須從高地海岸林降海產卵的陸

蟹與陸寄居蟹，遮斷他們降海路徑的環島公路

有如死亡陷阱，抱卵母蟹慘死輪下的情節年年

上演。本計畫執行期間，在柴口、大白沙等處

均可發現被輾斃的陸蟹以及陸寄居蟹。另一個

人為因素影響綠島蟹類生態的例子，就是人們

大量撿拾螺殼，致使寄居蟹無殼可居。在墾丁

地區的陸寄居蟹已發現多例取用塑膠瓶蓋與

奶粉匙等廢棄物作為殼的替代品，而這種情形

在綠島也已經開始出現。然而淺海的寄居蟹卻

連塑膠垃圾都不可得，缺乏可用螺殼的結果，

導致族群量直接受到衝擊。這兩個例子都可以

規劃作為生態旅遊中，遊客教育的教材，讓遊

客明瞭人類在陸地所作所為，都將會影響海洋

的生態。 

美麗多樣的海蛞蝓，是綠島日後發展優質

海洋生態旅遊的一大特點。由於海蛞蝓不具食

用價值，在水族缸裡也難以馴養，因此除了其

棲地中餌料生物的豐富度因素外，並無太多人

為因素可影響其族群量。本調查在 15 公尺以

淺的綠島珊瑚礁海域發現 30 種以上的海蛞

蝓，由此可推測綠島周圍可能蘊含多種海蛞

蝓。如此多樣的海蛞蝓生態，就足以吸引眾多

潛水攝影者在此流連忘返。相關單位若能繼續

針對各種海蛞蝓的習性、生活史、與出沒季節

詳加調查，製成野外圖鑑或是加以宣傳利用，

將成為提升綠島國際可見度的利器。 

在各測站的物種數分佈圖中，顯示潮間帶

無脊椎生物物種明顯比亞潮帶測站多。推究其

原因，主要是因為亞潮帶測站調查時間受制於

水肺潛水時間限制，而在潮間帶測站調查則不

受此限。而本計畫調查的無脊椎生物多半個體

小、棲所行為隱蔽，需要時間翻找底質，因此

在一次亞潮帶測站潛水調查中，所得的物種與

數量都有限。但從另一角度而言，綠島的潮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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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因為散佈許多大小潮池，可供給許多生物藏

匿及覓食的生態環境，因此物種的多樣性自然

很高。若是能長期在各亞潮帶測站進行長期調

查監測，預估物種數應會漸次提高。 

綠島南端的紫坪，潮間帶的無脊椎生物多

樣性極高 (58種，僅次於石朗潮間帶)，由於當

地有海草床生長，海草本身與其上的附生藻是

許多無脊椎生物與魚類的食物來源  (Parrish 

1989, Duffy 2006)。海草植被構成的微棲地，是

許多海洋生物的繁殖場所，也為這些生物提供

了更豐富的食物來源 (Bell and Pollard 1989, 

Heck et al. 1995)。因此，建議將紫坪的潮間帶

列為重點生態監測區域，尤其是海草區，更值

得劃為生態保護區，以保育當地海洋生物多樣

性。 

從各測站的調查結果觀之，綠島全島周圍

海岸與近岸海域都有數量頗豐的無脊椎生物

相，而且與過去調查經驗比較顯示，只要採捕

壓力降低或完全排除，一些經濟性或指標性無

脊椎生物物種族群量就有機會在短期內恢

復。因此，有關單位應該考慮將全島海岸與近

岸海域劃設為海洋保護區，進行全面的保育管

理。 

綠島全島有數座小港口  (例如公館、中

寮)，平時除非進港避風，少有船舶進出，在夏

季風平浪靜時，即是理想的海水游泳池，兼海

洋生物的良好庇護所。在計畫執行期間，也曾

針對這類測站進行調查，結果發現許多物種。

除了位置不受風浪侵襲、船隻進出較不頻繁，

也非一般遊客造訪的景點，使海洋生物得以在

此聚集生長。若是配合綠島全島的海洋保育措

施，與當地社居居民的合作，這些港口可以配

合季節的更替，讓遊客可以在安全無虞的情形

下，以浮潛或水肺潛水方式與海洋生物近距離

接觸，再施以生態解說，學習如何判別安全與

危險的海域生物，將這些空蕩蕩的港灣重新賦

予活力，成為天然的海洋生態教室。由於綠島

的海洋生態，缺乏長期系統性的研究資料，在

當地推動生態保育觀念的傳習時，難以建立一

套系統化的教材。 

政府有關單位應該支持在當地進行長期

的海洋生態調查研究，將所得的研究成果建立

完善的綠島海洋生態資料庫。地方權責單位則

應善用既有調查結果，定期評量當地海洋生態

系健康狀況，以便能夠早期發現生態異常現

象，並及早反應尋求對策。同時善用瞭解當地

生態的地方社區成員，擔任生態保育的第一線

人員與種子教師，來持續培訓新血。如此長久

下來，打造綠島成為世界知名生態島嶼並非夢

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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