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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不厭精—特殊生物食性新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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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資料庫、Rafael Brix、Trond Larsen 

摘要 

「民以食為天」是放諸四海皆準的，就連生物在生態系中扮演的角色，也是

以食性做參考。植食性動物是一級消費者，肉食性捕食者是二級以上的消費者，

以動植物腐屍為食的是清除者、分解者。不過最近的研究卻發現不少不安於原有

生態系位置的生物，牠們不但找到新的珍饈美食，也讓我們對大自然的奧妙有更

深的體會。 

珊瑚通常以行光合作用的藻類為食，但以色列兩所大學最近在紅海珊瑚的調

查工作中，卻發現在月亮水母大發生的季節，非造礁珊瑚中的蕈珊瑚，會取食月

亮水母。換句話說，每當水母大發生的時節，蕈珊瑚就會搖身一變，從植食性的

初級消費者變成肉食性的次級消費者。 

多數甲殼綱動物是捕食者或動物性腐食者，但最近對沈入海底的漂流木上的

動物族群所做的研究，卻發現安達曼仿刺鎧蝦（Munidopsis andamanica）以植物

性的腐木為食。由此可知，甲殼綱的動物在深海生態系中，可能扮演了全功能性

的角色，除了消費者以外，也扮演了清除者的角色。 

安達曼仿刺鎧蝦不是唯一一個轉性吃素的消費者，最近科學家在中南美洲也

發現一種吃素的新熱帶跳蛛，牠利用螞蟻與相思樹的共生關係，以相思樹的葉片

尖端為食，從肉食性的消費者轉變成植食性的消費者，成為目前世界上已知的 4

萬多種肉食性蜘蛛中唯一的例外。 

一直以推糞球聞名的大自然清道夫糞金龜，最近似乎變兇狠了，科學家在秘

魯的熱帶雨林裡發現一種不再推糞的糞金龜，Deltochilum valgum，牠們改以馬

陸為食，而且對受傷的馬陸更是趨之若鶩。牠們利用原本用來推糞球的後足拖著

馬陸走，或是跟中足一起抱緊馬陸，然後再用窄而長的口器肢解馬陸。我們從這

個新發現瞭解到，動物的食性可以發生如此巨大的改變，直接從清除者一躍而為

消費者，而原有的身體結構只需要進行小小的改良，就可以直接用來取食另一類

食物。 

關鍵字：食性、消費者、清除者、蕈珊瑚、月亮水母、安達曼仿刺鎧蝦、新熱帶

跳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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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人總喜歡大吃一頓犒賞自己、跟好久不見的朋友聚餐，就連婚喪喜慶的

重頭戲也少不了吃吃喝喝，難怪中國人的開門七件事—柴、米、油、鹽、醬、醋、

茶—每一件都跟吃有關。事實上，「民以食為天」是放諸四海皆準的，就連生物

在生態系中所扮演的角色，也是以食性做參考。植食性動物是一級消費者，肉食

性捕食者是二級以上的消費者，以動植物腐屍為食的是清除者、分解者。 

不過最近的研究卻發現不少不安於原有生態系位置的生物，牠們不但找到新

的珍饈美食，也讓我們對大自然的奧妙有更深的體會。 

珊瑚打牙祭 

屬於腔腸動物的珊瑚，由圓筒狀的水螅體（polyp）構成，有 8個或 8個以

上的觸手，觸手中央有口。多群居，常常由成百上千個水螅體結合成一個群體，

像是我們熟悉的造礁珊瑚，但也有單打獨鬥的非造礁珊瑚（Wikipedia，2009）。 

珊瑚通常以行光合作用的藻類為食，包括浮游生物，以及住在珊瑚內部的藻

類，因此在生態系中扮演著植食性初級消費者的角色。但是以色列臺拉維夫大學

（Tel Aviv University）的布朗斯坦（Omri Bronstein），以及巴伊朗大學（Bar-Ilan 

University）的迪尚（Gal Dishon），卻在 2009 年 3月，於以色列愛勒特市（Eilat）

紅海珊瑚的調查工作中，拍到蕈珊瑚（mushroom coral，圖 1）取食月亮水母

（Aurelia aurita，圖 2）的照片（圖 3），而且他們發現吃水母的珊瑚不只一個，

而是有好幾個蕈珊瑚都在吃水母（Bourton, 2009）。 

 圖 1. 蕈珊瑚（Mila Zinkova 攝）。 

 圖 2. 月亮水母（Dante Alighieri 攝）。 

蕈珊瑚屬於非造礁珊瑚，牠們不會成千上萬地聚在一起，而是單一大型水螅

體獨立生活，其體型大小有時候甚至可達直徑 30公分（Wikipedia，2009）。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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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洋流和食物多寡的季節性變化，紅海海域中的月亮水母，會有季節性大發生的

現象，這也是兩名研究人員拍到蕈珊瑚捕食月亮水母的時節（Bourton, 2009）。

換句話說，每當水母大發生的時節，蕈珊瑚就會搖身一變，從植食性的初級消費

者變成肉食性的次級消費者。 

  
圖 3. 蕈珊瑚取食月亮水母（Aurelia aurita）（Omri Bronstein 攝）。 

珊瑚捕食水母的機制到底為何，目前仍是一個謎，有待研究人員深入調查。

雖然珊瑚一般只取食 0.2 - 0.4mm的浮游生物，不過當他們取食浮游生物時，很

可能會順帶把小到肉眼看不見的水母胚胎一併吞下肚（Bourton, 2009）。不過這

只是一種推測，因為直到目前為止，美國的研究人員都沒有在珊瑚胃含物的研究

中發現水母的組織（Bourton, 2009）。無論如何，同屬腔腸動物門的珊瑚近親海

葵，確實有取食另外幾種水母的紀錄，所以珊瑚或許也採用了跟海葵相同的刺細

胞取食機制。 

姑且不論蕈珊瑚取食水母的機制為何，至少平常吃素的珊瑚，確實可以趁著

水母大發生時打打牙祭，補充一些蛋白質。研究人員也相信食物來源的多樣性，

例如水母，可以增強珊瑚處在變動環境（氣候變遷和人為擾動）中的適應力

（Bourton, 2009）。 

吃素清腸胃 

海邊的漂流木、枯枝落葉被沖進大海後，再過一段時間，就會像沈船一樣沈

到深深的海底。這些沈到海底的木材，其實是深海動物族群的食物來源之一，也

是目前海洋生物學的研究重點之一。 

比利時列日大學（Liège University）的博士研究生卡洛琳（Caroline Hoyoux）

參與國際 DiWOOD計畫，研究沈到深海的木材上的動物群聚，並從中發現 15

種甲殼綱十足目（decapod）的生物（安達曼仿刺鎧蝦便是其中之一，圖 4），其

種類和數量都僅次於軟體動物（Hoyoux et al.,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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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安達曼仿刺鎧蝦（Munidopsis andamanica） 

（圖片來源：臺灣大型甲殼類資料庫）。 

這個發現最讓研究人員震驚的地方在於，多數甲殼綱動物是捕食者或動物性

腐食者，但安達曼仿刺鎧蝦（Munidopsis andamanica）卻是以植物性的腐木為食，

而不是甲殼綱常見的食物，軟體動物或蠕蟲。由此可知，甲殼綱的動物在深海生

態系中，可能扮演了全功能性的角色，除了消費者以外，也扮演了清除者的角色

（Hoyoux et al., 2009; Walker, 2009）。 

科學家研究發現，安達曼仿刺鎧蝦的牙齒具有可以將木材撕成小碎片的鋸

齒，而食道和胃中的木材殘渣，都顯示牠確實以腐木和包覆其上的微生物群為

食。到目前為止，還沒有發現同樣棲息在深海的鎧蝦中，有其他種類取食植物性

纖維，尤其是腐木。安達曼仿刺鎧蝦也因而成為目前發現的動物中，唯一一種住

在深海但卻取食「陸域食物」的物種（Hoyoux et al., 2009; Walker, 2009）。 

對深海的居民來說，沈入海底的鯨豚屍體，以及沈船和沈入海底的漂流木，

都是很重要的食物來源。雖然動物性纖維的營養成分比較好，但卡洛林的研究卻

顯示出，事實上植物性的營養來源，對深海生態系一樣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力。

換句話說，這些沈到海底的木材很有可能是想要移居到深海煙囪的海底居民，在

抵達目的地前的中繼站。 

不只在海裡有轉性吃素的清除者，陸地上的肉食動物，也有轉性吃素的時

候，最近在中美洲發現的一種新熱帶跳蛛，Bagheera kiplingi，就是很好的例子。 

目前世界上已知的 4萬多種蜘蛛都是肉食性的捕食者，尤其是跳蛛科的蜘

蛛，但住在中美洲的新熱帶跳蛛卻利用螞蟻與相思樹（Vachellia spp.）的共生關

係，以相思樹屬的葉片尖端為食，從肉食性的消費者轉變成植食性的消費者

（Meehan et al., 2009）。 

偽蟻屬（Pseudomyrmex）的螞蟻會利用相思樹屬的牛角刺槐中空的刺做巢，

並從植物葉、莖上的小結節，也就是貝氏體（Beltian body），以及花外蜜腺分泌

的糖和水，獲得穩定的食物來源。這些螞蟻在取食牛角刺槐的同時，也會攻擊並

抵擋其他入侵的生物，保護植物免於植食性動物的攻擊，以及其他植物的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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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研究也顯示，有螞蟻共生的刺槐生長速度增加 6倍，重量增加 12 倍，幼苗

的存活率也較高（Meehan et al., 2009）。 

熱帶叢林中的生存競爭一向很激烈，轉性吃素的跳蛛不但可以省下織網的功

夫，還可以利用螞蟻的保護，不受其他競爭者的打擾，慢條斯理的享受美食，真

是一舉兩得。難怪從研究人員拍攝的影片中，可以清楚看到跳蛛不但不會攻擊螞

蟻，還會小心翼翼地跳過螞蟻，以免傷害到螞蟻。 

別再叫我逐臭之夫 

一直以來，金龜子亞科（Scarabaeinae）的糞金龜就以推糞球聞名於世，古

埃及人甚至還因此認為糞金龜是太陽神的化身，每天勤奮地推動著太陽（糞球），

因此將糞金龜視為吉祥物，成為古埃及文物中重要的造型之一。 

糞金龜推糞球除了儲備糧食外，也是為了替下一代打造育嬰室。雌蟲會跑到

儲藏糞球的地方，然後在每一顆糞球中央產一枚卵，糞球的溫度可以協助卵孵

化，孵化後的幼蟲也以糞球為食，一直到破蛹而出為止。因為適合製作糞球的材

料不多，所以糞金龜之間常發生掠奪事件（圖 5），糞球推到一半，就會碰到打

劫的，有時候打劫的還不只一隻，所以糞金龜在推糞球的路上，還要不時停下來，

為糞球打一架。 

 
圖 5. 推糞中的糞金龜碰到前來搶糞球的另一隻糞金 

龜（Rafael Brix 攝）。 

最近科學家在秘魯的熱帶雨林裡發現一種不再推糞的糞金龜，Deltochilum 

valgum，他們改以馬陸為食，而且對受傷的馬陸更是趨之若鶩，這或許是因為馬

陸傷口散發出來的氰化物味道對牠們有特別的吸引力（Larsen et al., 2009）。 

D. valgum 通常只有約 1.5公分長，但卻可以獵食長達 11公分的馬陸。而牠

的親戚們用來推糞球的後足，卻被牠用來拖著馬陸走（圖 6），或是跟中足一起

抱緊馬陸，然後再用比他親戚們窄而長的口器，來肢解馬陸（圖 7，Larsen et al.,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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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以後足拖行馬陸的糞金龜，Deltochilum valgum 

（Trond Larsen 攝）。 

 

  
圖 7. 正在用口器肢解馬陸的糞金龜，Deltochilum valgum 

（Trond Larsen 攝）。 

事實上，多數糞金龜都很容易被馬陸的分泌物吸引，因為馬陸以腐爛的植物

為食，所以體內所含的糞便比例很高。因此研究人員推測，如果 D. valgum是以

馬陸的內臟為食，那麼牠們實際上還是在吃糞便，因為對糞金龜來說，糞便中的

細菌等微生物，才是是牠們對糞便愛不釋手的原因（Larsen et al., 2009）。但是

馬陸其實會分泌驅敵的防禦性費洛蒙，因此 D. valgum究竟是如何躲過馬陸防禦

性武器的攻擊，仍有待研究。 

這個研究最有趣的發現是動物的食性竟然可以發生如此巨大的改變，從清除

者一躍而為消費者，而原有的身體結構只需要進行小小的改良，就可以直接用來

取食另一類食物，完全符合「演化就是盲眼的鐘錶匠」的邏輯。 

看完這麼多生物的新菜單，你今天晚餐打算吃什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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