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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住在四週環海的臺灣島上，海洋對我們來說應該不陌生，可是當你站在岸邊

望著藍色的海、白色的浪，除了享受海風以外，有沒有想過海洋生物在海面下過

著怎樣獨特的生活？我們對海洋生物的生活習性又瞭解多少呢？ 

最近很多與海洋生物習性相關的研究報告出爐，讓我們有機會看到一個更精

彩的海洋世界。像是義大利的研究團隊發現一群小型鎧甲動物，能利用介於粒腺

體和氫化酶體之間的胞器製造能量，就讓我們進一步瞭解多細胞生物如何在缺氧

的深海中生存，也讓我們相信多細胞生物確實可以在無氧棲地中佔有一席之地。 

船蛸科(Argonautidae)在分類上屬於頭足綱八腕目的生物，外型像是用保鮮

膜包著的鸚鵡螺，因此又被稱為「紙鸚鵡螺」。不過船蛸科跟鸚鵡螺的棲地很不

一樣，後者棲息於海底，而前者則在遠洋的開闊海域中活動。雖然亞里斯多德在

西元前 300 年就已經觀察到這種「殼薄如紙」的船蛸，但是他一直不懂這麼薄的

殼有什麼用，之後的研究雖然陸續發現船蛸的外殼開口處有氣囊，但卻拿不定主

意，這樣的氣囊對牠們的生存究竟是有利還是有弊。一直到最近，船蛸利用氣囊

產生的浮力，讓牠們能在遠洋開闊的海域中載浮載沈的技巧，才被澳洲的研究團

隊觀察出端倪。 

科學家自 20世紀初期，就對頭足類到底有沒有聽覺爭論不休，這個爭論最

後終於被臺灣中研院臨海研究站的嚴宏洋博士解開了。嚴博士的團隊研究發現章

魚的聽力介於 400至 1000赫茲之間，烏賊的聽力則介於 400至 1500赫茲之間，

而且牠們的最佳聽力都在 600赫茲左右。頭足類在聽力上的差異，其實還可以反

應出牠們不同的棲地條件。章魚屬於底棲生物，住在海底的大石頭、大型珊瑚礁

岩之間，而 1000赫茲以上的聲波無法穿透大於 1.5公尺的物體，所以棲息在大

岩石之間的章魚，根本不需要 1000赫茲以上的聽力。而烏賊一般在比較開闊的

水域活動，周圍幾乎沒有什麼障蔽，聲波的傳遞也不會受到阻擋，因此烏賊可以

接收到頻率範圍較大的聲波。 

雖然環境中的大岩石使得章魚的聽力發展受阻，但是澳洲研究團隊最近卻發

現牠們不僅會被動的利用環境中現有的屏障，還會主動加工沈到海底的椰子殼，

打造成實用的保護工具。這個發現同時也是軟體動物會使用工具的第一個例證。

科學家的研究讓海底世界變得多采多姿，也讓我們發現海洋其實是個「有聲有色」

的生態系，離我們不再遙遠，也不再陌生。 

關鍵字：鎧甲動物、氫化酶體、船蛸科、頭足類、聽力、章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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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在四週環海的臺灣島上，海洋對我們來說應該不陌生，可是當你站在岸邊

望著藍色的海、白色的浪，除了享受海風以外，有沒有想過海洋生物在海面下過

著怎樣獨特的生活？我們對海洋生物的生活習性又瞭解多少呢？ 

最近很多與海洋生物習性相關的研究報告出爐，讓我們有機會看到一個更精

彩的海洋世界。 

來自深海的消息 

科學界近年來對深海進行越來越多的研究，讓我們對深海的環境和生物相都

有進一步的瞭解。更多相關的研究仍在進行中，除了讓我們見識到越來越多的深

海生物，也讓我們對地球的生命起源有進一步認識。 

專門研究海底沈積物中小生物的義大利海洋生物學者達諾伐若(Roberto 

Danovaro)，帶領研究團隊在地中海阿塔蘭特盆地(L'Atalante basin)探勘了十多

年。這個盆地離克里特島西部海岸 200公里遠，深約 3.5公里，是一個幾乎完全

無氧的環境，但研究團隊卻在這裡發現了可以在此繁殖及生存的多細胞生物

(Danovaro, 2010)。這些生物在分類上屬於鎧甲動物門(Loricifera)，大小約為 1毫

米，長得像是帶殼的水母。 

   
圖 1. 能在無氧環境中完成整個生活史的鎧甲動物（Roberto Danovaro 攝）。

 

這個研究發現乍聽之下似乎並不特別，因為科學家以前也曾在無氧環境中發

現多細胞生物。不過之前的研究都沒辦法確定多細胞生物是不是真的以無氧環境

為棲息地，抑或是湊巧路過的時候被科學家發現。但是達諾伐若的研究團隊卻在

探勘的過程中，發現體內有卵的鎧甲動物個體，再加上其他相關的胞器研究，都

可以確定這些小型多細胞生物，確實可以在無氧環境下完成整個生活史

(Danovaro, 2010)。 

真正讓科學家相信這些小型鎧甲動物可以在海底無氧環境中完成生活史的

證據，其實是這些生物細胞內一種類似氫化酶體(hydrogenosome)的特殊胞器。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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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酶體是一種大小約 1微米的雙層膜狀胞器，在合成丙酮酸鹽的過程中，產出氫

氣、二氧化碳、醋酸，以及生物能量來源的 ATP(Wikipedia, 2010)。 

一般生物細胞內負責製造能量的胞器是粒腺體，粒腺體也因此被稱為「細胞

內的發電廠」。但是粒腺體製造能量的過程需要大量的氧氣參與，所以不能在無

氧的環境中製造能量。因此在厭氧的真核生物細胞內，普遍由氫化酶體取代粒腺

體的位置，製造能量供生物體使用。除了可以在無氧的情況下產出能量以外，氫

化酶體跟粒腺體最大的差異就在於不具有自己的基因組，因此目前科學家普遍認

為氫化酶體是精簡版的粒腺體。相關的研究還發現，具有氫化酶體的生物，彼此

之間並沒有相近的親緣關係，因此推斷這個胞器應該是趨同演化的產物

(Wikipedia, 2010)。 

達諾伐若團隊發現的小型鎧甲動物，利用介於粒腺體和氫化酶體之間的胞器

製造能量，這個發現說明了多細胞生物如何在缺氧的深海中生存，也讓我們相信

多細胞生物確實可以在無氧棲地中佔有一席之地(Danovaro, 2010)。 

載浮載沈一船蛸 

船蛸科(Argonautidae)在分類上屬於頭足綱八腕目的生物，外型像是用保鮮膜

包著的鸚鵡螺，因此又被稱為「紙鸚鵡螺」(paper nautiluses)。不過鸚鵡螺屬於

鸚鵡螺目，棲息於海底；船蛸則是帶殼的章魚，在遠洋的開闊海域中活動(Finn & 

Norman, 2010)。該科僅現存一個屬，以及數個已滅絕的帶殼章魚屬，是一種非

常罕見的原始八腕目生物，臺灣遠洋海域也有船蛸科成員分布，分別是扁船蛸

(Argonauta argo Linnaeus 1758)與闊船蛸(Argonauta hians, (Lightfoot 1786))兩種

（臺灣貝類資料庫, 2010）。 

船蛸科的雌性個體遠大於雄性，體長可達 50公分；由身體兩側的網狀構造

分泌出薄殼，而這層似紙般的薄殼成分則是碳酸鈣。亞里斯多德在西元前 300

年，也就是距今 2000多年前，就已經觀察到「殼薄如紙」的船蛸，但是他一直

不懂這麼薄的殼有什麼用，好像一點都不能保護船蛸柔軟的身體。 

2000多年來，陸續有人在野生和養殖的船蛸外殼前端處發現氣囊，但這個

構造到底對船蛸的生存有利還是有弊呢？當時多數科學家認為就是這些氣囊裡

面帶著氣體，害得船蛸常常浮在水面上，很容易成為掠食者捕獵的對象；只有很

少數的科學家提出相反的看法，認為這個構造提供牠們可以在遠洋海域載浮載沈

的能力。這麼薄的殼到底有什麼用？對船蛸而言，氣囊的存在到底有利還是有弊

呢？這些謎底終於在最近由澳洲墨爾本維多利亞博物館的研究人員芬博士(Dr. 

Julian Finn)解開了。 

芬博士和研究團隊將 3隻雌船蛸(Argonauta argo)氣囊內的空氣抽掉，再把牠

們帶到水面下釋放，結果 3隻雌船蛸一開始都無法在水中維持平衡，並且會在第

一時間利用噴氣水流衝到水面上去。到了水面後，牠們會轉動身體，把漏斗狀的

氣囊口朝上露出水面，並儘可能的吸入最大量的空氣，這樣快速的補充空氣，甚

至會使得整個個體都因充氣前後晃動（圖 3a）。當氣囊裡的空氣量足以充滿整個

殼內的空間後，牠們會用第二對蹼狀觸手把殼的開口封住，以免空氣外漏，然後

 3



下潛。下潛時，由氣囊口噴出少許氣體，帶動個體轉動，以便將氣囊口調整到朝

下的位置（圖 3b）(Finn & Norman, 2010)。 

 
圖 2. 雌船蛸(Argonauta argo)將空氣藏在殼內的技巧是牠可以

在遠洋存活的秘訣（Julian Finn 攝）。 
 

 

  

  

 
圖 3. 雌船蛸在水面充氣，再下潛至水面下 5公尺深處游動的過程（Julian 

Finn 繪）。  

當牠下潛到海面下 1公尺左右的深度後，就會開始調整氣囊裡的空氣量，好

讓自己的密度能跟海水的密度一致，維持住「不上不下的浮力」，這樣就可以毫

 4



不費力的在水中悠遊（圖 3c、d）。雌船蛸會把卵產在殼內，所以當牠的殼內有

卵時，牠在深海中調整氣囊內的空氣量時，也會把卵的重量考慮進去，好取得最

適當的浮力，以免卵在殼中遭到撞擊(Finn & Norman, 2010)。 

因為船蛸的殼很薄，所以停留在海面的時間不能過長，否則容易成為捕食者

的腹中飧。相反的，這樣薄的殼也無法在多礁岩砂石的海底提供身體完善的保

護，因此維持住這種「不上不下的浮力」，對船蛸來說，可以算是牠在遠洋中存

活的秘訣。也正是因為船蛸的殼夠薄，所以仍然能感受到外界的水壓，以及殼內

的氣壓，再藉由感覺殼內外的壓力差來調整自身的浮力。 

雖然船蛸在演化上算是比較古老的物種，但是跟其他頭足類比起來可以算得

上是技高一籌，不用消耗過多能量，就能利用浮力維持身體在水中的姿勢與深

度。其他的頭足類，像是章魚、烏賊等都沒有氣囊，所以就需要花很大的力氣、

利用各式各樣的機制，才能保持住自己在水中的位置，或是在水中游動。 

聽力不差頭足類 

科學家自 20世紀初期，就對頭足類到底有沒有聽覺爭論不休。有些科學家

認為牠們應該可以聽到漁船的聲音，並依此判定漁船的位置。從聽覺產生的系統

來看，一般魚類是靠可充氣的浮膘來接受音波，反觀頭足類，除了上述的船蛸以

外，多半沒有氣囊，所以牠們很可能因為缺少接收聲波的器官而沒有聽覺。 

這個爭論終於在最近劃下了句點，解決爭端的就是臺灣中研院臨海研究站的

嚴宏洋博士。嚴博士的團隊研究發現章魚可以聽到頻率在 400至 1000赫茲 (Hz)

之間的聲波，烏賊則可以聽到頻率在 400至 1500赫茲之間的聲波，而且牠們的

最佳聽力都在 600赫茲左右(Walker, 2009)。 

 
圖 4. 可以聽到 400 至 1500 赫茲之間聲波的烏賊（Clark 

Anderson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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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5. 可以聽到 400 至 1000 赫茲之間聲波的章魚（Albert 

Kok 攝）。  

 

頭足類有聽覺這件事已經得到證實，但是牠們體內沒有接受聲波的氣囊，究

竟要靠什麼接收聲波呢？答案應該是平衡囊(statocyst)。平衡囊是一種包著礦物

顆粒和感覺毛的囊狀構造，所以一樣可以接收聲波；只是缺少了氣囊，無法把聲

波的刺激放大，因此也讓頭足類的聽覺受限，聽力大概只能跟蝦子差不多，無法

媲美魚類和齒鯨(Walker, 2009)。 

烏賊和章魚在聽力上的差異，其實還可以反應出牠們不同的棲地條件。章魚

屬於底棲生物，住在海底的大石頭、大型珊瑚礁岩之間。而頻率在 1000赫茲以

上的聲波波長通常都小於 1.5公尺，無法穿過大於 1.5公尺的物體，所以棲息在

大岩石之間的章魚，不需要 1000赫茲以上的聽力(Walker, 2009)。 

烏賊一般在比較開闊的水域活動，周圍幾乎沒有什麼障蔽，聲波的傳遞也不

會受到阻擋，因此烏賊可以接收到頻率範圍較大的聲波。烏賊同時也是齒鯨和海

豚主要的獵食對象，因此牠們比章魚更能接受到高頻聲波的能力，應該也可以讓

牠們聽到掠食者來襲的叫聲，早點逃之夭夭。 

廢物利用八腳魚 

身體柔軟的章魚喜歡待在岩石和珊瑚礁區，這樣才可以利用環境中天然的屏

障，躲開獵食者。然而墨爾本維多利亞博物館的諾門博士(Mark Norman)帶領的

研究團隊，最近卻觀察到章魚不僅會被動的利用環境中現有的屏障，還會主動加

工沈到海底的素材，打造成實用的保護工具，這同時也是軟體動物會使用工具的

第一個例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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諾門博士的研究團隊在印尼蘇拉維西島北岸和峇里島沿岸調查了 10 年，發

現一種小到中型的椰子章魚(Amphioctopus marginatus)竟然會利用在海底撿到的

椰子，改裝成保護罩。 

椰子殼被人類當成垃圾丟到海裡後，最後會沈到海床上，椰子章魚一旦發現

椰子殼，就會把觸角伸進椰子殼下方的泥沙裡，鬆開泥沙，然後把椰子殼轉到開

口朝上的位置。椰子殼一旦被轉到適當的位置，椰子章魚就會把殼裡的泥沙吹出

來，清空泥沙後再把椰子殼抱在身體下方帶走，等到休息的時候再把椰子殼罩在

身體外面當保護罩。如果牠們運氣好到可以同時找到兩半椰子殼，就會把兩個殼

疊在一起，小的套在大的裡面，然後一樣抱在身體下方，再踮起腳尖跑走，看起

來就像長腳蜘蛛帶球跑一樣，十分滑稽(Morelle, 2009)。 

 
圖 6. 章魚會沿路找尋合適的材料，改裝成保護自己

的外殼（Nick Hobgood 攝）。 
 

 

椰子章魚可以「帶球跑」20公尺左右，即使要踮著腳尖跑，牠們也能以驚

人的速度逃離現場，不然其他章魚就會有機可趁，來搶「珍貴的」椰子殼(Morelle, 

2009)。 

章魚棲息的海床其實是很危險的棲地，掠食者可以一眼看清所有獵物的位

置。就算牠們可以鑽進泥沙裡躲起來，但是鬆軟的泥沙一點保護功能都沒有，再

加上章魚肉質柔嫩鮮美，可以算是掠食者眼中的「大餐」，掠食者可不會為了省

一點掏泥沙的力氣，而錯過一頓可口的晚餐。因此中小型的章魚其實一直都會利

用雙殼貝或單殼貝的外殼當保護罩，把自己柔軟的身體藏在裡面。可是當人類把

海裡的貝類都拿來當晚餐後，留在海底的空貝殼就越來越少、越來越小，章魚只

好換成用椰子殼來當保護罩(Morelle, 2009)。 

原先人類一直以為只有人會使用工具，後來發現黑猩猩也會使用工具，再後

來發現某些鳥類也會使用工具，海豚也會，現在發現連章魚都會。看來人類再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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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能以會使用工具自豪，反而應該因為是唯一會用工具破壞環境的物種，而對地

球上的其他生命感到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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