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圖1.背山面海的鼻頭角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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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8 月下旬，我來東北角採集，已經有2

年沒來東北角海域了。這些年來我一直在墾丁

珊瑚礁區進行研 究，這一次趁著暑假，北部海

域氣候好、風浪小，換換採集地點 。這裡是礁

岩海域，環境及生物都和南部珊瑚礁海域不同，

這次我選了鼻 頭角當作研 究地。

鼻 頭角是一個好美的小漁港，背山面海，緊

臨濱 海公路（圖1）。8 月的黃 昏，風平浪靜，

坐在港邊的堤岸上，可以看到夕陽從港口正前

方落入海平面之下，遠天和海面被染 得通紅，

歸帆點點 。漁舟、夕陽、遠山，這是讓人遐思

的一幅畫。

但遺憾 的是，港內充斥著一股我所熟悉 的異

味，這股味道從南到北，每個漁港都相同，都

是一樣的魚屍味，一樣的垃圾滿港。垃圾在港

內漂著，船漂在垃圾之中。

背著沉重的潛水裝備，往港口右側的岩石區

游去。港外是一個天然的海灣 ，灣 的右側有一

排消坡塊，擋住了風浪，再出去則有一列狹 長

礁石露出水面，屏障了灣 內的生物。出了礁石

之外就是外海，水深流急。

灣 內的海底布滿礁石，水質相當清澈 。上天

真是恩寵台灣 ，儘管港內水質污濁 ，但一出港，

強勁的海流就將垃圾和污水帶走。更讓我訝異

的是，海底礁石上長了許多珊瑚，覆蓋 度大約

有20%，就在灣 內即有如此高 的珊瑚覆蓋 度！

作日光浴──球觸手海葵

灣 內最常見的是球觸手海葵（圖2），這是一

種大型海葵，牠們的球狀 觸手有豐富的色彩，

隨海流緩緩擺動。觸手間偶爾住著幾隻共生的

小蝦 （稱為短腕小岩蝦 ），透明的身體染著幾塊

白斑，不慌不忙，游走在海葵的觸手間。對於

我無禮的造訪，探出頭，好奇地看著我，略顯

一些羞澀 和緊張。

圖 2.球觸手海葵和短腕

小岩蝦

和淺海的珊瑚一樣，這種海葵身 上也住有數

以萬計的小房客，稱為共生藻，共生藻可以行

光合作用，和海葵房東過著互利的生活，它所

繳納的房租是光合作用的產物── 醣類。這種

互利共生的關係也讓海葵這種動物具備了植物

的功能。牠們伸展觸手，享受8月的豔陽。

其實珊瑚礁區的許多生物體 內都有共生藻，

珊瑚、海葵、海綿、貝類（硨 磲貝）都常是房

東。海洋生物學家形容珊瑚礁是「海中的熱帶

雨林 」，這是原因之一；這裡的許多動物具有植

物的功能，可以行光合作用。更特別的是，這

些動物的能量來源竟有高 達85%來自於共生藻，

所以牠們必須守著陽光，牠們必須生活在陽光

充足的淺海。

海中淨水機──旋毛管蟲

港灣 內的礁石上有許多旋毛管蟲 ，名叫印度

纓鰓蟲 ，牠們伸展出漏斗狀 觸手冠在水中進食，

這個漏斗具有呼吸和過濾 食物的功能。嘴巴就

長在漏斗底部，身體 則擠在漏斗下面的長管中。

漏斗大多呈淡棕 色，著了鮮 艷的彩紋，有一個

碗口大，在水中左右擺動，輕盈動人（圖3）。

我拿起水中相機，連續按了幾次快門。受到強

光刺激 ，牠們迅速縮入岩石中，留下一條 褐色

蟲 管，我好奇的摸摸 這個蟲 管，軟 軟 的，有皮

革的感覺。幾分鐘之後，牠又伸展出來，繼續

在水中進食。牠和蚯蚓 、馬蝗 （吸血蛭 ）是親

戚，在動物分類學上，同屬於環節動物門。牠

們以水中微小的動、植物、微生物和有機碎屑

為食。海水流過漏斗時，食物卡在漏斗上，緩



緩送入底部的嘴巴內。牠們好似一個淨水機，24

小時為大海過濾 雜質。牠們一輩子住在管子中，

無法遷移，風浪大了，就縮入管中；環境壞了、

水質差了，牠們都只能默默 承受，逆來順受。

圖3.印度纓鰓蟲 圖4.一種珊瑚螺，一隻被

我翻了過來。

在水中待了1 個小時，2 部相機的底片拍完

了，我更是口乾舌燥，游上岸來休息一下，又

裝了2卷底片。

不速之客

休息半個小時，正準備再度下水。突然來了

一隊人馬，老老少少，大人手裡提了一個袋子，

攻佔我旁邊的另一座涼亭。其中有四、五個年

輕人，他們很快穿上游泳褲、蛙 鞋，每人手上

抓了一枝 土製魚槍，背一個魚簍。我知道情 形

不妙，這夥人九成是來抓海鮮 的。果 然沒錯 ，

一群小朋友跑到岸邊玩水，老弱婦孺留在涼亭

內準備鍋 碗瓢盆，年輕力壯的已經趕在我的前

面下水。

他們游出港灣 ，在防波堤旁浮浮潛潛，正在

獵殺縫隙間躲 藏的生物。我遠離他們，游到一

塊大礁石旁，繼續我的觀察和攝影。

懶惰的螺──珊瑚螺

這裡最常見的珊瑚是萼柱 珊瑚，萼形柱 珊瑚

有許多又鈍 又短的分枝 ，顏色大多是黃 綠色，

大約有一顆包心菜 大小，牠的身 上住了許多生

物，珊瑚螺 是其中之一（圖4）。珊瑚螺 是個「懶

惰 」的傢伙，牠們附著在珊瑚身 上，很少移動，

連轉個身 都懶 。我有一個聰明的學生，在海裡

用鉛 筆在牠們貝殼上編號 ，看牠們會不會移動

位置，一個月下來，居然一動也不動！證實了

牠們懶 惰 的個性。海洋生物學家也對牠們傷透

腦筋，既然珊瑚螺 很少移動，那牠吃什麼 ？牠

一定不是吃珊瑚蟲 的，因為周遭的珊瑚都安然

無恙，沒有被爬過或啃 過的痕 跡。他們推測，

牠可能是吃珊瑚的分泌物。螺 旁邊的珊瑚蟲 受

到刺激 ，不停分泌黏 液想 保護自己，沒料到珊

瑚螺 竟然是以黏 液為食。另外，也有人推測，

螺 可能是濾 食性，以水中浮游性小生物或有機

物碎屑為食，可是在牠的胃中，都找不到這些

食物殘渣，因此，這種珊瑚螺 的食性還是困擾

著科學家。

圖5.白色的水螅蟲群體

水螅蟲──害我一個月不敢見人

灣 內另一項特色是岩壁上常長著一叢叢白色

的水螅蟲 （圖5），和藻類糾 纏在一起，魚目混

珠。這些水螅 蟲 毒性很強，牠和水母、海葵、

珊瑚都是親戚，同屬於腔腸動物門，都具有捕

食性刺細胞，不小心被牠一炮擊中，保證讓你

永生難忘，毀容1 個月。記得有一回我在南部

核三廠入水口潛水，臉部和嘴巴被牠的刺絲胞

擊中，臉頰紅腫潰爛，嘴唇 也腫得像兔唇 般。

狹 路相逢，讓我餘悸 猶存，小心按了幾次快門，

走為上策。我對具有刺細胞的動物有恐懼 感，

因為射出的刺細胞既沒有徵兆，又奇小無比，

眼睛根本看不到。在水下，當我的臉感覺一陣

燒痛 時，就已經來不及了。所以每次我拍水母、

海葵、水螅蟲 時，抓相機那隻手總是伸得長長

的，頭和脖子也儘量往後仰，唯 恐牠又來一炮。

結語

走上岸來，雙手拎著2 部水中相機和蛙 鞋，

有些疲憊 。突然聞到一股煙味，陣陣白煙從涼

亭旁散了出來，我從旁走過，聞到一陣陣燒烤

味，側眼一看，有人手中抓了螃蟹 ，有人捧著

小魚。魚不到二指寬，螃蟹 也只有半個拳頭大，

都小得可憐 ，但他們卻吃得津津有味。這些都

只是小寶寶，還沒長大的岩礁生物。



把裝備用淡水沖洗過，放在一旁晾乾，這群

人開了2 部箱型車 ，吹著口哨，滿足的離去。

我走向他們烤火 的地方，一地螃蟹 殘肢，半熟

或烤焦的魚頭，十多個敲碎的寶螺 ，一堆開腸

剖肚的海膽。這就是他們的野餐，一切就地取

材，柴火是沖上岸的浮木，抓到什麼 就吃什麼 。

我在台東海邊也碰過幾次，相當無奈。

黃 昏，我沿著港邊散步。這一天是農曆7 月

半，開鬼門關的日子，許多漁船沒出海，港內

停滿了船。漁民正在祭拜，一桌桌供品擺在船

上，船旁的垃圾載沉載浮。老弱婦孺、年輕人，

每人手中一柱 清香，口中念念有辭，祈求上天

賜給他們豐富的漁獲，祈求好兄弟別在水中作

怪。我看著燒紙錢 的年輕人和小孩，又看看港

中的垃圾，環境教育── 還有好長的一段路要

走。

坐在岸邊巨石上，看著海天一色。這幾年我

上山下海，走過台灣 許多地方，如果問 我，全

世界在最小面積、在最短距離內有最多樣生物

和生態的地方是哪裡呢？我一定會回答「台

灣 」。台灣 好美，可惜 的是，知道的人不多。我

常在演講時告訴中小學的老師，作教育的人不

能氣餒，目前只是過渡階段、只是陣痛 期。我

們最需要的是教育，用教育把這段過渡期減到

最短。

最後，我想 引用賈福相教授的一句話：「教育

要有耐心，要久遠，要花錢 ，要教育所有的人⋯ 。

教育是昂貴的，但如果 沒有教育，一切就更昂

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